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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政府获得国际承认ꎬ是典型的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ꎮ 国民政府通过北伐

战争取代北洋政府成为获得国际承认的新“中华民国政府”ꎬ说明是否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不依赖于政权

名称而主要看政权更迭方式ꎮ 民国时期诸多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不带来政府承认的问题ꎮ 中共政权

取代国民党政权的历程ꎬ从政府承认的角度来看大致分为叛乱团体、交战团体和中央政府时期ꎮ 在解放战争短

期定局、长期延续、对峙而不战的局势下ꎬ新中国政府有效统治绝大多数中国领土ꎬ得以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ꎬ旧中国政府(台湾当局)仍得以作为中国内战一方的交战团体或地方割据政权而存在ꎮ 由此就导致了

涉及中国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台湾问题ꎮ
〔关键词〕中国政府ꎻ台湾当局ꎻ政府承认ꎻ政府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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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未被纳入国际法体系而是实施自成

一体的朝贡体系的古代ꎬ并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

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ꎮ 尽管改朝换代的情况

时有发生ꎬ但基于朝贡体系的特点ꎬ其他国家与

中国并非平等的主体ꎬ而是名义上臣服中国皇帝

的藩国或贡国ꎻ“中国”也只是大一统情况下的

泛称而非正式的国家名称ꎬ有关政权无论是否实

现大一统都更为强调中央政府(朝代)而非国家

的“正名”ꎬ这些情况与西方国际法的逻辑虽然

不能说毫无类似之处ꎬ但也确实基本上难以融

合ꎮ 因此ꎬ考察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之历史ꎬ
只能从中国被纳入国际法体系的近代时期开始ꎮ

自清政府统治后期ꎬ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

炮ꎬ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所主导的延续千年的传

统朝贡体系ꎬ并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纳入国际法

体系ꎬ客观上使得国际法开始调整中国政府的更

迭问题ꎬ这就导致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承认与

继承问题在中国开始出现ꎮ
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ꎬ到中华民国政府

的成立ꎬ及至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华

民国”正统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的相

当长时间里ꎬ中国虽然曾经有过形式上的统一ꎬ
但实质上处于长期的内战与分治状态之中ꎮ 这

其中除了个别情况涉及到国家承认问题(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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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１〕之外ꎬ其他情况所涉及的都是政府承认问

题ꎮ 为此ꎬ本文拟从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角度ꎬ来
考证其大致的历史脉络ꎮ

一、中华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

(一)政府更迭之历史进程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武昌起义后ꎬ湖北军政府发表

对外照会ꎬ明确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

体ꎮ 起初列强对此态度暧昧ꎬ鲜有明确表态ꎮ 列

强虽然对照会予以回复ꎬ并先后表示中立ꎬ但并

未明确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ꎮ 英国等默认驻

汉领事与军政府的交往ꎬ并未对军政府的照会提

出有针对性的否定声明ꎬ这些举措虽然不能等同

于正式承认军政府ꎬ但隐约已经有了暗示承认的

意思ꎮ 也就是说ꎬ列强考虑给予军政府作为交战

团体事实上的承认ꎬ但尚未作出此项决定ꎮ
有学者指出ꎬ英国等国的态度主要是基于三

点原因:一是革命进展迅速ꎬ在各国尚未来得及

作出反应时ꎬ军政府已经有了自立的基础ꎬ不但

控制了相当的地域ꎬ而且拥有了稳固的军事力

量ꎬ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一个交战团体的基本要

素ꎻ二是革命军处处照顾了各国在华的利益ꎬ可
谓“举动文明”ꎬ地方秩序良好ꎬ并无排外性质ꎬ
这些举动无疑赢得了列强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ꎻ
三是清政府仍然是名义上的全国性合法政府ꎬ在
形势并未完全明朗以前ꎬ如果贸然承认军政府为

交战团体ꎬ必然会引起清政府的抗议ꎬ并最终损

及他们的在华利益ꎮ〔２〕

但此后不久ꎬ武昌起义的影响力席卷全国ꎬ
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 １５ 个省纷纷宣布脱

离清政府独立ꎮ 尽管宣布中立不仅意味着列强不

干涉中国内战ꎬ还意味着其不会主动改变法律上

承认清政府的既有状态ꎬ但对于列强而言ꎬ其至少

要在事实上承认辛亥革命军为中国内战的交战团

体ꎬ并在事实上与之交往ꎬ这也是毋庸置疑的ꎮ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

立ꎮ １ 月 ５ 日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对外宣

言ꎬ呼吁“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

内ꎬ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ꎬ亦且与各国交

相提挈”ꎬ〔３〕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通过其

国家元首要求获得列强的承认ꎬ在此ꎬ虽然孙中

山是以“吾国”的名义提出主张ꎬ在其严格法律

意义上ꎬ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求经由辛亥革命建

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获得各国正

式的、法律上的承认ꎮ 中华民国政府的上述主张

虽经多方提出ꎬ但未获得英、法、俄、日等列强的

明确答复ꎮ〔４〕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清帝发布退位诏书ꎮ 次

日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务部致电原清政府派遣

的各驻外使臣ꎬ“所有出使大臣改称临时外交代

表ꎬ接续办事”ꎮ〔５〕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后不久ꎬ临时政府外交部致电各外交

代表称ꎬ“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ꎬ
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ꎬ凡已结未

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ꎬ均即由驻在国之临

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ꎮ” 〔６〕

由此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然名为“临时”ꎬ
听起来似乎不符合法律上的政府承认的条件ꎬ但
实际上已经顺利推翻清政府并取而代之ꎬ中国的

政权已然不存在两个以上的争夺者ꎬ这就满足了

一般情况下的法律上的政府承认所需要的条件ꎻ
而无论是临时政府主导政治力量的转变(从辛亥

革命军到北洋军)、国家元首的交替(从孙中山到

袁世凯)ꎬ还是国家首都的变迁(从南京到北京)ꎬ
都并不影响临时政府本身的唯一代表中国之政权

的属性ꎻ与此同时ꎬ临时政府开始明确提出了全面

继承清政府国内外权利义务的主张ꎮ
(二)政府承认与继承之落实

然而ꎬ在法律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条件具

备的情况下ꎬ其得到落实的情况是有差异的ꎮ
美国积极推动中华民国政府获得国际社会

的承认ꎻ英、俄、日等国则以延迟承认为要挟ꎬ乘
机勒索中华民国政府ꎬ指望获取更大利益ꎬ这其

中又以日本最甚ꎻ〔７〕 法、德以及其他的欧洲和美

洲国家则大致上采取跟风观望的态度ꎮ〔８〕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ꎬ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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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正式召开ꎬ此后数月内依法选举出了中华民国

大总统、议长等国家元首和政府主要官员ꎮ 由于

共和政体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和正式的运作ꎬ并去

掉了“临时”二字ꎬ英国等国延迟给予中华民国

政府法律上承认的主要表面理由〔９〕也烟消云散ꎮ
于是在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ꎬ美国使馆致电本国政府建

议迅速承认中华民国ꎬ美国国会和政府很快作出

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决定ꎬ并告知了巴西、古巴、墨
西哥、秘鲁等四个南美国家ꎮ 于是巴西于 ４ 月 ９
日、秘鲁于 ４ 月 １０ 日相继宣布承认中华民国ꎬ美
国则于 ５ 月 ２ 日宣布无条件正式承认中华民

国ꎮ〔１０〕５ 月 ３１ 日ꎬ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向各国

驻北京公使通告大总统选举结果之同时发一声

明ꎬ言明中国政府将严格尊重其所承担之一切条

约义务以及外国人根据既成惯例所享有之一切

在华特权与豁免权等”ꎬ〔１１〕从而获得了更多国家

的支持ꎮ 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英、俄、法、日等 １３
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ꎮ

可见ꎬ尽管存在某些国家趁火打劫的情况ꎬ
但基于对法律上的政府承认条件的充分满足ꎬ中
华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乃是必然ꎬ在美

洲各国的推动之下ꎬ这一进程得以加快推进ꎮ 及

至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后ꎬ中华民国政府在国

际社会获得正式的、法律上的承认的问题基本得

到了解决ꎬ由此中华民国政府也得以顺利继承了

清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全部权利义务ꎮ
在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及至 １９２８ 年期

间ꎬ政府由北洋军阀所控制ꎬ故而又被称为北洋

政府ꎮ 因国力有限ꎬ且在那个“构成说”占主流

的时代亟需获得国际承认ꎬ故而北洋政府对于列

强此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全面

继承的态度ꎮ 但违反强行法的不平等条约被废

弃乃是大势所趋ꎬ北洋政府也并非一以贯之地

“卖国”ꎬ对不平等条约听之任之ꎬ而是在站稳脚

跟后逐步提出了废止旧的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的

平等条约的主张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１２〕 此外

北洋政府还代表中国ꎬ以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姿

态ꎬ加入了«国际联盟盟约» (１９２０ 年加入)、«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１９２５ 年加入) 〔１３〕 等多边

性的国际公约ꎮ 但不可否认ꎬ北洋政府也缔结了

一些不平等条约ꎮ〔１４〕

不过从条约继承的角度上讲ꎬ这里考察的只

是政府更迭前后的情况ꎬ新政府获得承认并继承

国际权利义务之后ꎬ不论是进一步修订旧有条约ꎬ
还是订立新约的举措ꎬ都是一个新的国与国之间

协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ꎬ属于新的国家合意能否

达成和落实的问题ꎬ并不属于政府继承的范畴ꎮ
大致说来ꎬ从 １９１１ 年武昌起义掀起推翻清

政府的内战ꎬ到 １９１３ 年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法律

上的承认ꎬ中国政府的更迭历经两年左右的时间

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ꎬ这属于比较典型的一般政

府承认与继承的情况ꎬ其经过虽然是曲折的ꎬ但从

法律上讲是较为简单的ꎮ 然而ꎬ之后中国的政局

越发动荡和复杂ꎬ使得政府承认与继承的问题不

仅再次出现ꎬ而且越来越显现出特殊的属性ꎮ

二、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

(一)政府更迭之历史进程

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的一系列独裁与阴谋

举措引发了革命者的不满ꎬ“善后大借款”引发

了国民党的反对ꎬ“宋教仁遇刺案”更是激起武

力反抗ꎮ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ꎬ
号召各省宣布独立、武力讨袁ꎬ其实质是要推翻

北洋政府的统治ꎮ 这一主张一度得到南方数省

军阀的响应ꎬ讨袁军与北洋军展开了内战ꎬ由此

也就在理论上导致了一个叛乱团体的承认问题ꎮ
但因“二次革命”不到两月即宣告失败ꎬ故而这

一问题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ꎮ 但不可否认ꎬ
“二次革命”揭开了中国军阀混战的序幕ꎬ从而

使得涉及中国政府的承认问题有可能反复出现ꎬ
甚至可能具有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属性ꎮ

１９１４ 年袁世凯解散国会ꎬ实行事实上的终

身总统制ꎬ并于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宣布准备实行帝

制ꎬ其将在次年元旦登基并改元“洪宪”ꎮ 从国

际法的角度来看ꎬ这属于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主

动修改宪法、改变政体ꎬ而并不属于革命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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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性的政府更迭ꎬ若顺利实施ꎬ并不会再次导

致政府承认的问题ꎮ 但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

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ꎬ引发了另一次中国内战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ꎬ接着ꎬ贵州、广西

也响应ꎬ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ꎬ北洋军内

部分化且战事不利ꎬ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ꎮ 在

这种形势下ꎬ袁世凯不得不在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下令缓办帝制ꎬ３ 月 ２２ 日又宣布取消帝制ꎬ并于

６ 月 ６ 日病逝ꎮ 此后数年间ꎬ北洋政府由国务总

理段祺瑞实际掌权ꎬ其一度推举黎元洪继任大总

统ꎬ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ꎬ尽管

各派势力仍然纷争不止ꎬ〔１５〕 但至少护国战争就

此得以结束ꎮ 由于袁世凯并未“登基”ꎬ此次中

国政体的改变并未落实ꎬ加之护国战争短期内就

取得了胜利ꎬ且其主要诉求不仅不是推翻现有政

府或者改变政体ꎬ反而恰恰是维护“中华民国”、
反对“中华帝国”ꎬ讨伐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北洋

政府而是袁世凯个人ꎬ故而此次内战并不会导致

政府承认问题的出现ꎮ
在此后数年间ꎬ出现过数次大大小小的试图

颠覆北洋政府的行动ꎬ包括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间张勋

复辟清政府、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孙中山发起的“护法

运动”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并自任大元

帅)、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

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ꎬ但这些行动影响范

围较小且在短期内以失败告终ꎮ 尽管孙中山主

张自己所建立的广州政府才是真正符合«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的政权并应获得国际社会承认ꎬ〔１６〕

但显然ꎬ国内法上的合法性最多只是一个各国考

虑是否给予承认过程中的道义因素ꎬ并不是构成

政府承认的要素———政府承认的合法性原则只

要求不违反国际法ꎬ即便其他国家同意孙中山的

主张ꎬ但基于有效统治原则ꎬ对于没有长期稳定

有效控制至少部分领土的政治组织ꎬ是不可能给

予政府承认的ꎮ 因此ꎬ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

府ꎬ列强基本上持不予承认的态度ꎮ〔１７〕

而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取而代之ꎬ并将政

府承认问题真正摆上台面的ꎬ乃是以改组后的国

民党为政治主导力量的“国民政府”ꎮ １９２３ 年

底ꎬ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ꎻ１９２４ 年 １
月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

行ꎬ此后开始酝酿北伐ꎮ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ꎬ国民政府

在广州正式成立ꎬ汪兆铭(汪精卫)任主席ꎮ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ꎬ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ꎬ国民革命

军正式出师北伐ꎮ 随着北伐的进展ꎬ同年 １２ 月ꎬ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ꎬ武汉国民政府不设主

席ꎬ以汪精卫等五人为常务委员ꎮ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ꎬ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ꎬ胡汉民为政府主席ꎬ蒋介石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ꎮ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ꎬ南京国民

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并ꎮ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ꎬ国民

革命军攻占北京ꎬ各地(除东北外)军阀归顺ꎬ北
洋政府的统治实质上被终结ꎬ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全国统一的宣言ꎻ同年 １０ 月ꎬ蒋介石改组南京国

民政府并就任国民政府主席ꎻ同年 １２ 月ꎬ掌控东

北的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通电全国ꎬ宣称接受国

民政府管辖ꎬ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ꎬ挂上国民

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ꎮ 由此北伐取得成功ꎬ
北洋政权彻底寿终正寝ꎬ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

一全国ꎬ取代北洋政府成为新的“中华民国”政

府ꎮ
可见ꎬ此次历时两年多的中国内战ꎬ以国民

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土崩瓦解、国民政府

取而代之而告终ꎮ 尽管内战双方皆宣称自己是

“中华民国”政府ꎬ〔１８〕政权名称看似未变ꎬ但斗争

的本质乃是国民党以暴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并取而代之ꎬ属于非宪法性的政权更迭ꎮ 这也说

明ꎬ是否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ꎬ不依赖于政

权的名称ꎬ而主要是看政权更迭的方式ꎬ只要属

于非宪法性的革命、叛乱、内战等以强制力量打

破既有权力架构的情况ꎬ那么即便新政权使用跟

旧政权一样的名称ꎬ也会存在政府承认的问题ꎻ
而像袁世凯主动改行帝制那种情况ꎬ如果成功的

话ꎬ即便新旧政权名称不同ꎬ也不会存在政府承

认的问题ꎮ 由此ꎬ在此次中国内战期间ꎬ国际社

会必然面临着一个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

作出政府承认选择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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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承认与继承之落实

１. 国民政府的政策

国民政府自广州时期起就始终积极主张获

得国际社会承认ꎬ并一直尝试将有条件地继承此

前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承认问题捆绑

在一起解决ꎮ 应该说ꎬ这一主张是符合国际法原

则和规则、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中国民意的ꎬ有利

于争取国内斗争的胜利和国际外交的成绩ꎮ
国民政府最初的主张是较为激进的“废除”

或“取消”不平等条约而另订新约ꎬ但之后为争

取列强的国际承认ꎬ其基调有所软化ꎬ对于维持

旧约而“修正”或“更正”不平等条约的替代做

法ꎬ在实践中也予以接受ꎮ 实际上ꎬ这两种做法

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ꎬ首先因为都是在获取国际

承认的时候作出的ꎬ故而都属于政府继承的范

畴ꎻ其次因为在政府继承的情况下ꎬ不论是另订

新约还是延续旧约ꎬ都会部分继承、部分否弃和

修正原有条约内容ꎬ只是前者名义上更加彰显新

政府的独立性ꎬ后者名义上更加体现新旧政府之

间的承继性而已ꎬ而实际上有的时候ꎬ新政府为

了尽快为自己正名而选择另订新约ꎬ其所承担的

对价较之修订旧约更高ꎮ〔１９〕 此外ꎬ北洋政府时期

签订的条约ꎬ也存在属于平等条约(如«中德协

约»«中奥商约»等)的情况ꎬ但国民政府仍然主

张废止和重订ꎬ甚至不惜付出更高对价ꎬ其实主

要还是为了“正名”的问题ꎮ 而像«国际联盟盟

约»这样的平等基础上缔结的多边条约ꎬ由于既

不需要修订不平等的内容ꎬ又不存在为了国民政

府“正名”而重订的可能ꎬ国民政府就直接全盘继

承了ꎬ压根没有提出与政府承认捆绑解决的问题ꎮ
从这个角度上讲ꎬ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

约”口号所针对的ꎬ原本应该是清政府签订、北洋

政府继承的大量双边条约和少量多边条约(如
«辛丑条约»)ꎬ以及北洋政府签订的某些不平等

条约(如«中日民四条约»)ꎬ但实际上北洋政府

签订的某些并非不平等条约的双边条约也被纳

入“废约”的对象之中ꎮ 但即便如此ꎬ作为新政

府ꎬ国民政府确实有权选择自己继承条约的政策

与方式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ꎮ 相当一段时期内主

持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王正廷ꎬ是将废除旧约、
另订新约作为原则和口号ꎬ但根本上其所主张的

是一种刚性的修约ꎬ即在正当的外交手续中坚持

废约的目标和立场ꎻ修约与废约是两种不同的手

段ꎬ其目标是一致的ꎬ实是殊途而同归ꎮ〔２０〕 这就

大致概括了国民政府的条约继承政策ꎮ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ꎬ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

仁与英、日、美等国使节进行非正式谈话ꎬ提出废

除不平等条约和承认国民政府等问题ꎬ他强调:
“国民政府现时所管辖之区域虽尚未及全国ꎬ但
已统治大多数之省份ꎬ设未统治之省份举行总投

票ꎬ则该区域人民亦必赞成归向国民政府ꎬ毫无

疑义英国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全国之

问题ꎬ 即不能同时与北京政府交涉 此 项 问

题ꎮ” 〔２１〕１９２７ 年 １ 月ꎬ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

言ꎬ再次声明自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ꎬ同时不再

坚持必须采用废约和另订新约的方式处理条约继

承问题ꎮ 而意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则深深感

到ꎬ其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必须得到帝国主义

支持和外交承认ꎮ〔２２〕 为了得到列强的承认ꎬ南京

国民政府不断根据形势需要调整外交方针和政

策并积极向列强展示ꎻ当然ꎬ其所宣传的口径仍

然是废约和另订新约ꎬ但在具体操作中具有灵活

性ꎬ即能废止则废止和新订ꎬ不能废止则修订和

更正ꎮ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ꎬ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新闻记

者招待会ꎬ强调北伐完成后最紧要的工作是外交

方针的急速改定ꎬ将循外交常轨和国际公法正常

进行ꎬ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ꎮ〔２３〕１９２８ 年 ６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宣言ꎬ要
求同各国“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ꎬ实行重订

新约”ꎻ同年 ７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专门发布了

«重订新约宣言»«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

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ꎬ其核心主张ꎬ就是只

对业已期满之条约会明确予以废弃ꎬ而对于其他

条约则事实上采取承认和修约的做法ꎮ〔２４〕

２. 列强的态度

列强对国民政府的承认态度是逐步演进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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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进军后ꎬ列强开始尝试与国民政府接

触ꎬ并考虑给予事实上的承认ꎮ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ꎬ英
国国会议员崔威廉、工党首领马克多纳等都提

出ꎬ广州政府已经达到了可以承认的程度ꎻ同年

１２ 月初ꎬ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武汉与国民政

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举行了多次非正式会谈ꎬ但
蓝普森以中国尚未统一为由拒绝了陈友仁提出

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要求ꎮ
蓝普森还表示ꎬ国民政府至少承认现行条约ꎬ取
消反英运动ꎬ才能谋求承认ꎻ陈友仁对此表示同

意ꎬ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确定了要求英方在修正不

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承认国民政府的方针ꎮ〔２５〕 美

国虽然维持了对北洋政府的法律上的承认ꎬ但也

于 １９２６ 年底派代表迈尔前往武汉与国民政府接

触ꎮ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ꎬ英国外相张伯伦表示ꎬ是否承

认南京政府将视事实而定ꎻ同年 ５ 月他又指出ꎬ
南京政府将是一个新的政府ꎮ

尽管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宁案” 〔２６〕 的发生一度造

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紧张ꎬ但后续的

交涉也验证了列强给予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承

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ꎮ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ꎬ中美双方

就解决“宁案”达成协议ꎬ互换照会ꎬ美方在换文

中用“南京当局”来指代国民政府ꎬ事实上的承

认意味浓烈ꎻ此后不久ꎬ英、意、法等国也与国民

政府分别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了解决“宁案”
的协议ꎮ 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ꎬ这场交涉的成功

意味着美英列强给予南京国民政府以事实上的

外交关系ꎬ即“已承认中国之国民政府为一法律

的实体”ꎮ〔２７〕

而北伐军在内战中节节胜利并攻占北京之

后ꎬ列强看到中国内战大局已定ꎬ遂加快了给予

国民政府法律上承认的步伐ꎬ并开始正视国民政

府提出的废止旧约、另订新约的主张ꎮ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ꎬ美国政府代表与南京国民政

府代表在北平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

约»ꎬ可见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下ꎬ南京国民政府开

启了在获取国际承认的同时ꎬ依据国际法部分继

承(即重订或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进程———尽管

国民政府修订的并非所有不平等条约ꎬ亦不涵盖

条约内容之全部ꎬ但较之北洋政府起初为获取国

际承认而全面继承不平等条约ꎬ之后要求重订或

修订条约但进展缓慢、成效有限的状况ꎬ还是有

了相当的进步ꎻ另一方面ꎬ这种订立正式条约的

方式表明ꎬ美国虽然尚未声明给予国民政府法律

上的承认ꎬ但通过其行动ꎬ已经默示承认国民政

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ꎬ由此美国成为首个给予

国民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国家ꎮ 同年 １１ 月ꎬ美国

又以明示的方式ꎬ正式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

的承认ꎮ
在美国的带动下ꎬ国民政府与德国签订了

«中德条约»ꎬ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订

立«关税条约»ꎬ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

牙、西班牙订立«友好通商条约»ꎬ也就等于这些

缔约国默示地给予了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的«中英关税条约»
虽然采用另订新约的方式ꎬ但其附件明确规定ꎬ
中方只能采用 １９２５ 年关税会议所暂时议定的税

率ꎬ且一年内不得更改之ꎬ可见虽是另订新约ꎬ但
实际上仍会部分继承旧约的规定ꎻ此后英国于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正式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

认ꎮ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撤废

领事裁判权问题照会英、法、美、荷、挪等国驻华

公使ꎬ上述各国均未明确反对ꎮ
日本原本打算再次借承认之机在北洋政府

和南京政府之间敲诈勒索、从中渔利ꎬ故而一再

拖延给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上的承认ꎬ但在中国

内战形势已经明朗无疑ꎬ其他列强均已顺应形势

对国民政府作出法律上承认的情况下ꎬ也不得不

在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ꎬ通过驻华公使向国民政府主席

呈递国书的方式ꎬ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ꎻ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ꎬ中日政府签署«关税协定»ꎬ为中国

实现关税自主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ꎮ
而对于«国际联盟盟约»ꎬ南京国民政府予

以全面继承ꎬ并在北洋政府倒台后顺利继承了在

国际联盟中代表中国的权利ꎮ
可见ꎬ随着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进军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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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实施了有效统治ꎬ这
就使得列强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ꎮ
列强一开始维持了对北洋政府法律上的承认ꎬ而
给予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承认ꎻ而在北伐大局已

定ꎬ北洋政府土崩瓦解ꎬ国民政府稳定地控制中

国绝大多数领土之后ꎬ列强给予了国民政府法律

上的承认ꎬ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撤销了对已经失去

统治权的北洋政府的法律上的承认ꎮ 应该说ꎬ这
一进程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法关于政府承认的条

件的ꎬ即当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能够与北洋政府分

庭抗礼的时候给予事实上的承认ꎬ而当国民政府

实质上击败北洋政府并控制包括首都在内的全

国大部分领土之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ꎮ 当然ꎬ南
京国民政府多次表态不采取激进方式废止或修

订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ꎬ也是一个促使列强放心

作出法律上承认的因素ꎮ 南京国民政府针对不

同的条约采取了不同的继承政策ꎬ即全面继承平

等的多边条约、部分继承(重订或修订)不平等

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ꎬ这种方式较为灵活ꎬ容
易为政府承认与条约继承的捆绑解决带来突破ꎬ
但同时也导致部分不平等条约义务在中国长期

存在ꎬ直到抗战前后才基本废除ꎮ〔２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一)蒋介石政府的众多反叛者

蒋介石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者和实际控

制者ꎬ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又被称为“蒋介石政

府”ꎮ 蒋介石政府统治期间ꎬ实际上不断有意欲

取而代之的反叛者ꎮ
１９３０ 年“中原大战”期间ꎬ汪精卫在北平召

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ꎬ阎锡山、冯玉

祥、李宗仁等出席ꎬ会议决议于 ９ 月 ９ 日在北平

成立“国民政府”ꎬ阎锡山任主席ꎮ 但支持蒋介

石的张学良于 ９ 月 ２３ 日进驻北平ꎬ北平“国民政

府”被迫迁往太原ꎬ并于 １１ 月随着阎、冯宣告下

野而解散ꎮ 由于这个北平“国民政府”严格意义

上的寿命只有十几天ꎬ往宽了说也只有一个多

月ꎬ只能在理论上勉强算作叛乱团体ꎬ而实际上

并无予以政府承认的必要ꎮ
１９３１ 年ꎬ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胡派、汪

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

非常会议”ꎬ于 ５ 月 ２８ 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

府”ꎬ汪精卫任主席ꎮ 之后国民党内达成妥协ꎬ广
州政府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取消ꎮ 蒋介石虽一度下野

且复出后仅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ꎬ但仍然实际

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权ꎬ尤其是军权ꎮ 此次另

立政府虽然时间达到半年多ꎬ但却是以党内和平

斗争的形式展开ꎬ没有引发内战ꎬ最终也因党内

达成和解而平息了争端ꎬ故而实际上也没有作出

政府承认的必要ꎮ
１９３３ 年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人不满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并与之签订«淞沪停

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做法ꎬ遂于 １１ 月 ２０ 日发

动“福建事变”ꎬ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

大会”并发表«人民权利宣言»ꎻ１１ 月 ２１ 日ꎬ李济

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ꎬ随后发起成立“生产人民

党”ꎬ以陈铭枢为总书记ꎻ１１ 月 ２２ 日ꎬ宣布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ꎬ李济深担任主席ꎬ
以福州为首都ꎬ废除南京政府年号并另立新国

旗ꎻ１２ 月下旬ꎬ蒋介石政府派军镇压ꎻ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上、中旬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占领ꎬ“中华

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迁往漳州ꎻ２１ 日ꎬ泉州、漳
州相继失守ꎬ“福建事变”失败ꎮ 这是一次国民

党抗日派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主导的政变ꎬ尽
管采取了另立新党和国号的激进方式ꎬ但其实际

控制区域仅限于福建省的部分地区ꎬ而且在极短

的时间内宣告失败ꎬ影响范围和时间非常有限ꎬ
难以引发事实上的政府承认ꎮ

抗战爆发后ꎬ日本在所占中国领土上策划了

多个伪政权ꎮ 包括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在北平建立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ꎬ１９３８ 年 ３ 月在南京建立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ꎬ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在张家口

建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ꎬ１９４０ 年这些傀儡

政权名义上合并到汪精卫任“代理国民政府主

席”兼“行政院长”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之中ꎬ但
华北和蒙疆地区实际上不受伪南京政府的管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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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法ꎬ此种傀儡政权ꎬ不具备政府承认的

构成要素ꎬ不符合有效统治原则中的独立性、合
法性等要求ꎬ且同盟国政府对此负有不承认的义

务ꎬ故而不应被承认为政府ꎮ〔２９〕 事实上ꎬ伪政府

仅获得了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及“轴心国”在二

战中所建立的傀儡政权〔３０〕 的承认ꎬ并随着日本

的战败于 １９４５ 年土崩瓦解ꎮ 因此ꎬ对于这些伪

政权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存在政府承

认的问题ꎮ
抗战期间ꎬ蒋介石政府一度迁都重庆ꎬ抗战

胜利后还都南京ꎮ １９４６ 年ꎬ南京国民政府通过

了«中华民国宪法»ꎬ宣布正式立宪ꎬ结束国民党

一党训政ꎬ迈入“宪政” 时期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国民政府改行总统制ꎬ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

总统ꎬ组建一府五院的中华民国政府ꎮ 但上述变

化ꎬ都是在同一个政权主导下ꎬ在其政治运作轨道

内主动采取的措施ꎬ均不发生政府承认的问题ꎮ
可见ꎬ上述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ꎬ

除了“福建事变”中李济深政权被动宣告脱党以

外ꎬ〔３１〕 基本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

政权ꎬ其本质是党内各派争权夺利ꎮ 尽管是否属

于党内斗争并不是衡量政府更迭是否正常的标

准ꎬ但当时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具有习以为常、敌
友态势多变、既对立又合作的特点ꎬ客观上减弱

了斗争的对立程度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ꎬ这些争

权夺利的斗争要么达成妥协ꎬ要么被外国侵略者

操控和利用ꎬ未能真正地引发至少是可能的政府

非宪法性更迭ꎬ故而并不符合政府承认的构成要

素ꎬ不会在真正意义上带来政府承认的问题ꎮ
(二)中共政权对国民党政权的取代

而真正引发了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的ꎬ
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针对蒋介石政府及其所代

表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政权ꎮ
从政府承认的角度来分析中共政权取代国

民党政权的历程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ꎮ
１. 叛乱团体时期

在大革命期间ꎬ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国民党

合作反对北洋政府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ꎬ并对北

伐的顺利进军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和

７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开始

“清共”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ꎬ中国共产党提出

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ꎬ斗争目标直指

蒋介石政权ꎮ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ꎬ中国共产党领导

部分由其掌控的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

行武装起义ꎮ 尽管起义最初是以国民党左派的

名义发动ꎬ但实际主导者为中共ꎬ因此本次起义

可算作中共武装反叛国民政府的开端ꎬ由此也就

为政府承认问题的提出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ꎮ
当然ꎬ由于南昌起义之后ꎬ这支武装力量转战多

地、频频受挫ꎬ未能对其所经过的领土建立较为

稳定和有效的统治ꎬ实际上并不能导致事实上的

政府承认问题的发生ꎮ 而之后爆发的一系列中

共领导的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暴力革命(如广州起

义、秋收起义等)ꎬ都具有类似的特征ꎮ
１９２８ 年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整合秋收起

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剩余工农革命军和当

地的农民自卫军ꎬ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ꎮ 尽

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处偏远落后的山区且占

地面积有限ꎬ但毕竟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局面ꎬ而在其带动之下ꎬ其他大大小小的革命根

据地也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建立起

来ꎮ〔３２〕 尽管与国民政府派遣的中央军和地方军

阀部队长期交战ꎬ且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规模较

小ꎬ即便发展壮大之后也往往只能局限在地方军

阀彼此地盘的交界区域而很难扩展到中心城市

地区ꎬ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ꎬ中共在这

些革命根据地都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统治ꎮ 如

此一来ꎬ从政府承认的角度来看ꎬ这就符合了事

实上被承认为叛乱团体的条件ꎬ而由于这些根据

地都归中共中央领导和统辖ꎬ故而被承认的对象

只有一个ꎬ那就是中共及其建立的革命武装割据

政权ꎮ
但确实ꎬ由于中共军队数量少、装备差ꎬ多数

时候都在为生存搏杀而无暇顾及对外交往问题ꎻ
根据地远离城市(包括辐射力较强的大城市和至

少存在某些工业化设施、信息流通基本顺畅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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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市)ꎬ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
经济落后、产业机构单一)ꎬ较之同一时期与蒋介

石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及反叛者而言ꎬ影响

力非常有限ꎬ国际社会对这一政权基本上采取了

忽视的态度ꎻ即便是作为中共当时的指导者和主

要国际支持力量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ꎬ给予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热情关注和真诚支持ꎬ〔３３〕

但也并未对中共所领导的这个散布在大大小小

偏远山村的割据政权给予充分的重视ꎬ不认为有

给予其事实上的政府承认的必要ꎬ而主要是从共

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角度去看待中共及其武装割

据政权ꎬ并从党的层面给予指导和支持ꎮ
２. 交战团体时期

至 １９３１ 年ꎬ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 １３ 块革命

根据地ꎮ 其中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ꎬ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ꎬ
中央苏区鼎盛时期下辖 ６０ 个行政县ꎬ人口 ４３５
万ꎬ面积约 ８. ４ 万平方公里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ꎬ根据会议决议ꎬ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成立ꎬ毛泽东任主席ꎬ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

的武装力量ꎮ 临时中央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

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

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一系列法律文件ꎮ

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借鉴和学习苏联的

做法和经验而来的ꎬ是由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机构

组成ꎮ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最高政权机关ꎮ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ꎬ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

政权机关ꎮ 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ꎬ选举主席

团为最高权力机关ꎮ 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行政机关ꎬ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司法机关ꎮ 依据«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

机关的暂行程序»(第六号训令)和«裁判部暂行

组织及裁判条例»等法律、法令的规定ꎬ基本按照

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要求ꎬ创立和完善了

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

庭和各级裁判机构等人民司法机关ꎻ制定和规范

了公开审判、便民诉讼等一整套司法制度ꎮ〔３４〕

由此一来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形式已经成立ꎬ并具备了

较为完备的政权组织结构ꎬ且其在比较长的一段

时期内对中国领土的部分区域(革命根据地)实
施了较为稳固的统治ꎬ〔３５〕 颁布了宪法等基本法

律文件ꎬ设立了各级政府机构ꎬ建立了统一的工

农革命武装力量ꎬ并正式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

府分庭抗礼ꎮ 尽管其所占据的地域仍然为中国

领土上的边穷地区ꎬ国内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较小ꎬ但此种斗争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并且维持

了相当时间的稳定统治ꎬ已经符合了事实上被承

认为交战团体的条件ꎮ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ꎬ中共临时

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ꎬ使得中央苏区

成为中共当时领导的所有根据地的中枢ꎬ而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中共领导的武

装割据力量的国家政府形式之表现ꎮ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ꎬ该政权改

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ꎬ取消了“临
时”二字ꎬ更加彰显了政权的正式性和完备性ꎮ

在具备了完整的政府形态并达到交战团体

的承认标准之后ꎬ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开始重视

外交问题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

外宣言»ꎬ提出与苏联结盟ꎻ主张实行公开外交ꎬ
取消不平等条约ꎬ废除外债ꎬ收回租借地ꎬ驱赶帝

国主义派驻中国的军队ꎬ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

济产业ꎻ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重

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ꎬ在苏维埃区域内ꎬ这些

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

下ꎬ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ꎮ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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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

对日战争宣言»ꎬ对日本宣战ꎮ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ꎬ中
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西班牙人民书»ꎬ对西

班牙民主政府领导的武装斗争表示称赞和支持ꎮ
当然不难发现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及其后续革命政权的上述外交政策ꎬ都只是单方

面的主张和宣告ꎬ除了获得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

苏联政府以及各国共产党从党的层面给予支持

以外ꎬ〔３６〕 并没有在政府层面得到任何国家的公

开回应ꎻ而在国民政府早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

法律上承认ꎬ苏区规模小且位置偏远ꎬ与外界交

流不畅ꎬ国际影响十分有限ꎬ且当时的中共革命

政权忙于“反围剿”、内部斗争等生死攸关问题

的局面之下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

其后续革命政权实际上没有精力和资源从事外

交实务运作ꎬ也没有向国外派出任何外交使节ꎮ
而之后的历史发展ꎬ使得中共武装割据力量

的交战团体属性有所变化ꎬ但同时也使得该政权

获得国际承认的状况有所变化ꎮ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

区ꎬ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ꎮ 同月ꎬ组建“中华苏维

埃中央政府办事处”ꎬ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

民的斗争ꎮ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ꎻ１０ 月ꎬ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ꎻ１１ 月ꎬ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

处”ꎻ１２ 月ꎬ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名为“中华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ꎬ并宣布迁都延安ꎮ １９３６ 年ꎬ政权

再度改名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ꎬ对外继

续沿用“中央西北办事处”的名义ꎮ 尽管中央苏

区以及南方各苏区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ꎬ中国工

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ꎬ一度不再较为稳定地

控制任何领土ꎬ交战团体的属性受到极大弱化ꎻ
但陕北等少数革命根据地作为武装割据政权的

一部分ꎬ仍然对其所辖区域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统

治ꎬ使得中共革命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不至于完

全丧失ꎻ而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之后ꎬ陕甘

苏区实际上演变为新的中央苏区ꎬ这就使得中共

武装割据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再次得以明确ꎮ 而

中共革命政权以长征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侵

华战争为主题的国际宣传工作引起了国际媒体的

关注ꎬ取得了卓著的成效ꎮ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介绍长征的报告文学集«红星照耀中国»(又译

«西行漫记»)一经出版就震撼了世界ꎻ〔３７〕 更多的

外国友人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访问和考察ꎬ并撰

写了众多报道和著作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秘密派

遣卡尔逊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与毛泽东等人进

行非正式的交流ꎮ〔３８〕 中共革命政权广泛对外交

往的大门由此开启ꎬ从而为之后获得国际社会事

实上的承认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ꎬ国共第二次

合作开启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ꎮ 为此ꎬ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６ 日ꎬ“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

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ꎻ２２
日ꎬ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ꎬ陕甘宁边区

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所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ꎬ中国

工农红军所辖部队(包括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在

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相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和新编第四军ꎮ 至此ꎬ历时 ５ 年零 １０ 个月

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

共武装割据政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ꎮ 由于

形式上被纳入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ꎬ
不再主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武装暴动推翻

蒋介石政府ꎬ中共武装割据政权的交战团体属性

就在质的层面出现了变化ꎬ成为受国民政府统辖

并与之合作抗日的地方政权ꎬ不再具有交战团体

的地位ꎮ 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 １９４６ 年国共内战

再度爆发ꎮ
１９４３ 年ꎬ共产国际宣布解散ꎬ中共不再作为

从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存在ꎬ而明确成为一个独

立自主的、致力于参与或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国

内政党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抗日战争胜利ꎬ客观上导

致国共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ꎮ 为避免内战再起ꎬ
国共双方代表曾先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

谈纪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ꎬ美国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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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调停ꎬ但内战仍然于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再次爆发ꎮ
而此时ꎬ中共政权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战

争的洗礼ꎬ不断发展壮大ꎬ其实际控制的领土面

积大大扩展ꎬ人口数量大大增加ꎬ军队数量、质量

和装备大大改善ꎻ虽然尚未占领中心城市ꎬ但也

不再局限于边远山村ꎬ而是开始在广大农村乃至

普通城市站稳脚跟ꎻ可以说ꎬ该政权无论是国内

综合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都突飞猛进、
今非昔比了ꎮ 尽管此前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ꎬ
但中共革命政权在中国内部斗争中作为唯一能

够与蒋介石政权分庭抗礼的另一派政治势力的

地位ꎬ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ꎮ 因此ꎬ如果不爆

发内战ꎬ国际社会还可以暂时不去正式讨论和面

对事实上的政府承认的问题ꎬ一旦爆发内战ꎬ国
际社会即刻就会根据中共革命政权对交战团体

构成要素的满足ꎬ给予其事实上的政府承认ꎬ并
进行事实上的交往ꎮ

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局势主要取决于跟美

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关系ꎮ 美国方面ꎬ１９４１ 年 ２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居里来华ꎬ其与

周恩来在英国驻华使馆进行了会谈ꎻ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ꎬ中共与英美等国的联系和交往更为广

泛ꎬ罗斯福在制定“扶蒋联共”政策之时就曾经

指出ꎬ“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ꎻ〔３９〕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ꎬ同年 １１ 月美

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并同毛泽东签订了

有利于协调国共关系的协议草案ꎻ〔４０〕 而抗战胜

利之后的美国的居中调停ꎬ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于

中国内部政权分立格局的承认ꎬ意味着若调停失

败中共政权就将是内战中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

对的另一方ꎮ 苏联方面ꎬ斯大林政府历来秉持从

法律上承认蒋介石政府的政策ꎬ并通过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

较小的代价攫取了不小的利益ꎬ〔４１〕 此项条约的

签订本身也说明苏联给予蒋介石政府的乃是正

式的、法律上的承认ꎻ而对于中共革命政权ꎬ尽管

对斯大林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影响ꎬ学术界存在争

议ꎬ〔４２〕但不可否认ꎬ苏联政府确实给予了某种程

度上的援助和交流ꎬ〔４３〕 而这种援助和交流显然

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基础的ꎮ
上述这些情况都说明ꎬ与井冈山和瑞金时期

不同ꎬ国际社会已经清楚地知悉了中国政权内部

斗争的局势ꎬ明白了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政权在中

国政局中的份量ꎬ故而内战一旦正式爆发ꎬ对中

共革命政权作为中共内战的交战团体的事实上

的政府承认就是水到渠成的了ꎮ 当然ꎬ此种事实

上的承认数量有限ꎬ且基本采用的都是默示的方

式ꎬ既不会明确地、专门地去提及这个承认的问

题ꎬ但也不会令其成为实践交往的障碍ꎬ事实上

需要交往的时候就会去交往ꎮ 这一是由于中共

政权在内战基本胜利之前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建

政主张ꎬ而只是将其所辖军队由“国民革命军”
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ꎬ并表示要“打倒蒋介

石、解放全中国” (这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

期急于提出自己的国号明显不同)ꎻ二是由于世

界各国早就给予并仍然维持了蒋介石政府法律

上的承认ꎬ在此情况下通常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

自己会给予内战中的另一方事实上的承认ꎻ三是

由于中共政权地处农村ꎬ除了美苏两个大国之

外ꎬ真正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并不多ꎬ这对于

多数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３. 中央政府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ꎬ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分出了

胜负ꎮ １９４８ 年三大战役结束后ꎬ战场走势逐渐

明朗ꎻ１９４９ 年 ４ 月ꎬ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攻占

南京ꎬ蒋介石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实质上被终

结ꎬ大局已定ꎮ〔４４〕中共政权开始从此前的交战团

体ꎬ转变为取代蒋介石政府的新的中国中央政

府ꎬ即通常所称的“新中国政府”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ꎬ带有制宪会议性质的由中共

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

会议”在北平开幕ꎬ会议通过了带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ꎬ并决

定将政权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ꎬ定都北

京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ꎮ 至此ꎬ中共政权已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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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符合政府承认的要素ꎬ能够被承认为新的中

国中央政府ꎬ且基于当时占主流的承认性质“宣
告说”ꎬ无论其他国家是否承认ꎬ一旦符合了有效

统治的条件和有关国际法的原则规则ꎬ中共政权

作为新中国政府的性质都能够得以确立ꎬ并应当

被承认为新的中国中央政府ꎬ而即便有的国家不

予承认ꎬ这一性质也不会因他国的态度而有所改

变ꎮ
其实在南京解放之后ꎬ其他国家就已经在考

虑给予新中国政府明示的事实上承认乃至法律

上承认的问题ꎮ 针对这个问题ꎬ经美驻华大使司

徒雷登建议ꎬ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共同阵线”
政策ꎬ主张各盟友与其采取共同行动ꎬ不主动承

认中共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政权ꎮ〔４５〕 但英国的主

张是从现实出发ꎬ承认中共的新政权ꎬ因为国民

党政府“再也代表不了什么了”ꎬ这一主张得到

了部分采取务实态度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响

应ꎮ〔４６〕新中国政府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成立

后ꎬ不仅此前不去专门和明确触及中国政府承认

问题的理由已经消失ꎬ而且新中国政府已经基本

具备了取代旧中国政府获得法律上承认的条件ꎬ
对此各国就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了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ꎬ苏联给予了新中国政府

法律上的承认ꎬ并与旧中国政府断交ꎻ在此之后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

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
越南等)也相继给予了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

认ꎮ １０ 月 ５ 日ꎬ英国外交部照会新中国政府外

交部ꎬ表示愿意“建立非正式关系”ꎬ即先对新中

国政府作出事实上的承认ꎻ１２ 月 ２５ 日ꎬ英国外

交大臣照会称ꎬ将于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６ 日正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

政府ꎬ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互换使节、在未任命

大使前先派驻临时代办ꎬ并声明撤销对国民党集

团的外交承认ꎮ〔４７〕 尽管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等

原因ꎬ中英此后直到 １９７２ 年才正式建交ꎬ但这并

不妨碍英方所作的法律上承认的有效性ꎻ承认和

建交虽有紧密联系(承认奠定建交的基础ꎬ建交

进一步明确法律上的承认)ꎬ但两者毕竟不是一

回事ꎬ发生的时间可以有所间隔ꎮ 因此ꎬ英国是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政府的西方国家ꎬ而瑞典则是

第一个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西方国家(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承认、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９ 日建交)ꎬ这在逻辑上

并不矛盾ꎮ 在上述国家的带动之下ꎬ仅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之间ꎬ有相当一批国家给予了

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ꎮ〔４８〕

此后新中国政府获得正式承认的数量稳步

上升ꎮ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民族解放浪潮ꎬ
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压迫而取得独

立ꎬ并与新中国政府相互承认和建交ꎬ尤其是在

７０ 年代形成了一个承认与建交的高潮ꎮ〔４９〕 但需

要指出的是ꎬ新中国政府给予这些新独立国家的

是国家承认ꎬ而后者给予新中国政府的则是政府

承认ꎬ两者虽然能够被有关国家拿来进行这样的

操作ꎬ但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混淆ꎻ加之这些新独

立国家成立之时ꎬ新中国政府已经成立ꎬ其对于

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没有清晰的概念ꎬ这就导致

了一些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民

众ꎬ对于与新中国政府之间相互给予承认性质之

不同ꎬ存在概念上的理解偏差ꎬ从而留下某些法

律隐患ꎮ
尽管因为意识形态和冷战阵营等问题ꎬ新中

国政府在早已具备获得正式的法律上承认的资

质的情况下ꎬ却迟迟未得到美国为首的多数西方

国家的承认ꎬ也未能顺利继承旧中国政府在联合

国的代表权ꎬ但尊重事实ꎬ给予符合了承认要素

和条件的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乃是大势所

趋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ꎬ联合国大会通过 ２７５８ 号决

议ꎬ新中国政府继承了旧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

中国的权利ꎻ１９７２ 年ꎬ中英建交ꎬ中日邦交正常

化ꎻ１９７９ 年ꎬ中美建交ꎬ美国给予新中国政府(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并撤销了对旧

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ꎮ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底ꎬ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国家达

到 １８０ 个ꎬ〔５０〕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 ９２. ３％ ꎮ
作为旧中国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ꎬ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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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迁往广州、重庆、成都、西昌之后ꎬ最终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迁往台北ꎬ故而从此被称为“台湾当

局”ꎮ １９５０ 年ꎬ解放军进驻大西南ꎬ解放海南岛、
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ꎻ１９５５ 年解放军相继攻占

一江山岛和大陈岛ꎮ 此后ꎬ虽未签订任何停战协

定或者和平协议ꎬ但双方事实上未再开启战端ꎬ
新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旧中国政

府(“中华民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都再无变

动ꎬ即前者实际控制中国大陆、周边沿海地区以

及部分南海岛礁ꎬ约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 ９６％ ꎻ
后者实际控制中国台湾岛、澎湖群岛、金门、马祖

以及部分南海岛礁(东沙群岛、南沙的太平岛和

中洲岛)ꎬ约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 ４％ ꎮ
在台湾当局维持或者取得法律承认方面ꎬ

１９４９ 年底其尚有“邦交国”４７ 个ꎻ受朝鲜战争和

冷战以及西方对中国中央政府封锁的影响ꎬ１９６９
年其“邦交国”数量一度升至 ７０ 个的历史高位ꎻ
但随着新中国政府与西方关系解冻以及继承中

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ꎬ台湾当局的“邦交国”数

量持续下滑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台湾当局的“邦交

国”为 １５ 个ꎬ〔５１〕 约占全世界 １９５ 个国家总数的

７. ７％ ꎬ这些“邦交国”无论是国家数量还是综合

实力都处于绝对劣势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极

为有限ꎻ该政权在国际组织中不得代表中国ꎬ也
不得使用其“中华民国”的官方正式名称ꎬ而只

能以“中国台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ｐｅｉ)、“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ａｉ￣
ｗａｎꎬＰｅｎｇｈｕꎬＫｉｎ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ｓｕ)等称谓从事经济

与教科文卫等交流活动ꎬ不得涉足国际政治和军

事领域的国际组织及其活动ꎮ
在解放战争短期定局、长期延续、对峙而不

战的局势下ꎬ一方面ꎬ新中国政府有效统治绝大

多数中国领土ꎬ是毫无疑问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ꎻ另一方面ꎬ新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并非

１００％ ꎬ毕竟有少数中国领土仍处于旧中国政府

的实际控制之下ꎬ旧中国政府虽然失去了中国中

央政府的地位ꎬ但仍得以作为中国内战一方的交

战团体或地方割据政权而存在ꎮ 而由此ꎬ就导致

了涉及中国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５２〕———
台湾问题ꎬ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ꎮ〔５３〕

注释:
〔１〕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政府

(又称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ꎬ为
取得苏联的支持ꎬ中方同意了诸多苛刻的条件ꎬ其中就包括同意

承认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ꎮ 据此ꎬ在苏联的操纵下ꎬ外蒙古于

同年 １０ 月举行“独立公投”ꎬ以零票反对的罕见票数通过独立

案ꎮ 中华民国政府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公告表示接受公投结果ꎬ承认

外蒙古“独立”ꎮ 尽管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投”和“独立”ꎬ但
由于这属于母国不反对的分离ꎬ故而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

为新国家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ꎬ成为了既定事实ꎮ 尽管到了

１９５３ 年ꎬ已经失去中央政府地位的“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当局)
援引上述条约中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ꎬ宣布废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把外蒙古重新纳入

“中华民国”版图ꎮ 但是ꎬ该条约中的有关条款早已履行ꎬ双方依

约对有关领土所作的处分不会自动改变ꎻ更何况当时的台湾当

局已经不具备代表中国签订、修改或者废止条约的资格ꎬ而实际

上该条约是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另订新约

之时被废止的———当然该条约被废止之前已经履行的权利义务

和已经处分的领土并不会自动回转ꎮ 为此ꎬ尽管长期占据中国

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台湾当局曾经于 １９５５ 年否决外蒙古分离后

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ꎬ但在 １９６１ 年未再行使否

决权ꎬ蒙古国得以入联ꎻ２００２ 年台湾当局也不再将外蒙古列入

“中华民国”版图ꎮ
〔２〕侯中军:«“成立在我ꎬ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

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ꎬ«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３〕黄彦编:«孙文选集»(中)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５０ － ２５１ 页ꎮ
〔４〕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３８８ 页ꎻ陈三井:«法国与

辛亥革命»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１９７１ 年第 ２ 期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二卷)ꎬ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３７ － １４８ 页ꎮ

〔５〕１９１１ 年ꎬ清政府派有驻外使臣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法

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

国、秘鲁、墨西哥、古巴、日本等 １５ 国ꎻ在中国驻有公使的国家有

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

牙、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美国、秘鲁、墨西哥、巴西、古巴、日
本等 １９ 国ꎮ

〔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２６ 页ꎮ

〔７〕日本一度力图主导中国政府的承认问题ꎬ并主张各国采

取一致行动ꎮ 其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政府承认

问题的备忘录ꎬ后又于 ３ 月草拟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条件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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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ꎬ其最初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前提条件ꎬ是中华民国全盘

接受清政府时期的全部债务和条约ꎬ外国保留在中国所享有之

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ꎻ这一倡议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赞同ꎬ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也没有表示异议ꎻ但之后日本又进一步提出要一

并解决中国政府向外国贷款的问题和满蒙问题等超越既有不平

等条约的、损害中国主权、满足其自身利益的种种要求ꎮ 参见郭

宁:«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１９１２—１９１３)»ꎬ«抗

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８〕比如ꎬ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ꎬ北京政府令驻法外交代表向法

国政府要求承认ꎬ但法国以中国政府未能达到日本所提出的承

认条件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ꎮ 参见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

命»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１９７１ 年第 ２ 期ꎮ
〔９〕英国最初提出了加强西藏自治权的要求ꎬ在获得袁世凯

政府的部分满足后ꎬ就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提出了

召开国会ꎬ制定宪法ꎬ根据宪法选出大总统ꎬ临时政府成为永久

政府等形式条件ꎮ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ｒｇé ｄ'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Ｍａｒｃｈ １８ꎬ１９１３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１９１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１９２０)ꎬｐ. ９８ꎮ

〔１０〕顾则徐:«美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背后的国际争斗»ꎬ
腾讯网ꎬｈｔｔｐ: / / ｃｕｌ.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３０５ / ０２２１４４. ｈｔｍꎮ

〔１１〕邹念之编译: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

命»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４４６ 页ꎮ
〔１２〕北洋政府借参加一战之机废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

条约ꎬ收回了两国的不平等特权ꎬ之后订立了平等的«中德协约»
和«中奥商约»ꎻ在巴黎和会上要求修改条约ꎻ对无约及新成立诸

国坚持平等订约ꎬ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ꎬ由此与

玻利维亚、波斯、希腊、芬兰、波兰等国订立了平等的条约ꎮ 参见

唐启华:«被 “废除不平等条约” 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８)»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６６、８２、３０９ 页ꎮ

〔１３〕该条约由美国、英国、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挪威、
荷兰、瑞典在 １９２０ 年于巴黎签订ꎬ之后又有数国加入ꎬ其规定挪

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连同熊岛等“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ꎬ
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ꎬ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

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以及科学考察等活动ꎮ
〔１４〕比如ꎬ１９１５ 年 １ 月ꎬ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

条”ꎬ同年 ５ 月ꎬ袁世凯政府在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后ꎬ在北京签

署«中日民四条约»ꎬ并于同年 ６ 月在东京换文ꎮ 又如ꎬ１９１５ 年 ６
月ꎬ北洋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中俄蒙协约»ꎬ导致中国丧失对外

蒙古的实际统治权ꎻ但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北洋政府趁苏俄政权立

足未稳之际收回了外蒙古主权ꎬ并将«中俄蒙协约»废止ꎮ
〔１５〕仅北洋军阀内部就有皖系、直系、奉系等派ꎬ并两次爆

发“府院之争”ꎮ
〔１６〕孙中山在 １９２１ 年发表«呼吁列强承认南方政府的对外

宣言»ꎬ提出“１９１３ 年ꎬ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ꎬ曾经友邦之承认ꎻ本
政府亦为此国会所组织者ꎬ应请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ꎬ承认为中

华民国唯一之政府”ꎮ 参见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

(１９１９—１９３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７３ 页ꎮ

〔１７〕英国先后制造关余问题、白鹅潭事件及商团叛乱事件ꎬ
欲推翻广州政府ꎻ五卅运动期间ꎬ英国对广州政府的废约等要求

置之不理ꎬ北京公使团以未承认广州政府为由ꎬ拒绝答复广州政

府的抗议照会而只与北京政府交涉ꎮ 参见李斌:«关于国民政府

“国际承认”问题的探讨»ꎬ«求索»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１８〕这是由于“中华民国”实际上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

命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达成相互妥协的情况下共同

缔造的ꎬ其与两派政治势力均有历史渊源和客观联系ꎬ故而成为

了两派政治势力都接受、维护和争夺的政权名称ꎮ
〔１９〕比如南京政府与比利时、德国签订的新约ꎬ都因出于政

治需要而未对其内容认真推敲ꎬ较之此前北京政府与两国签订

的旧约ꎬ中方所作的妥协更大、承担的义务更多ꎮ 参见曾友豪:
«从国际法学的观点批评中外新约»ꎬ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

第十四号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２９ 年ꎬ第 １４ － ２３ 页ꎮ
〔２０〕〔２８〕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４６ － ６５０、９１５ 页ꎮ
〔２１〕〔２７〕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１９１９—

１９３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３８８、４４０ 页ꎮ
〔２２〕史全生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ꎬ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４０ 页ꎻ陶文钊:«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ꎬ
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１２４ 页ꎮ

〔２３〕李斌:«关于国民政府“国际承认”问题的探讨»ꎬ«求

索»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２４〕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ꎬ«国闻周报»第九

卷第一期ꎬ１９３２ 年ꎮ
〔２５〕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ꎬ北京:

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４４８ － ４５０ 页ꎮ
〔２６〕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北伐军进入南京之时ꎬ南京城内在

外国驻宁领馆、洋行和外人住宅曾有劫案与毙伤外领、外侨之事

发生ꎬ美、英停泊下关江面的军舰以此为由ꎬ借保护侨民之名ꎬ向
下关及南京城内发炮ꎬ毙伤中国军民多人ꎬ损毁公私房屋、各种

设施、家什、器具等无算ꎬ此一事件ꎬ史称“南京事件”或“宁案”ꎮ
参见孔庆泰:«１９２７ 年宁案与宁案处理始末»ꎬ«历史档案»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ꎮ

〔２９〕罗国强:«政府承认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原则»ꎬ«山西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３０〕包括日本建立和扶持的伪满洲国、泰国伪政权、“自由

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ꎬ以及德国的若干

仆从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等ꎮ
〔３１〕在李济深宣告脱党之前ꎬ已被蒋介石第二次开除党籍ꎻ

１９３７ 年起ꎬ李济深再次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ꎬ直至 １９４７ 年被蒋

介石第三次开除党籍ꎮ
〔３２〕包括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琼崖革命根据

地等ꎮ
〔３３〕余伯流:«共产国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注»ꎬ«中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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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３４〕杨木生:«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纪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七

十周年»ꎬ«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３５〕理论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应集中统一领

导所有苏区ꎬ但由于根据地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不畅ꎬ各地情况

又异常变化复杂ꎬ故而临时中央政府对各地的领导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象征性的ꎬ临时中央政府实际只能直接领导中央苏区ꎬ对
其他苏区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ꎮ 参见何善川、王庆成:«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刍议»ꎬ«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ꎮ 但笔者认为从交战团体承认

的要件上讲ꎬ只要各根据地自身实现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并至少

在理论上服从中央的领导ꎬ临时中央政府是否直接领导并不妨

碍这一要素的认定ꎮ
〔３６〕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提供了军事

援助ꎮ 西欧各国共产党发出告工人劳动群众书ꎬ号召全世界的

劳动阶级及被压迫群众用全副力量来打破国际反革命的凶恶计

划ꎬ保护中国苏维埃及苏联ꎻ要求码头工人、海员、兵工厂工人及

一切化学工人阻止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运输军火及军队去中国

战场ꎮ 美国和日本共产党也发表社论和宣言ꎬ支持中共的主张ꎮ
参见万建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述略»ꎬ«江

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ꎮ
〔３７〕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ꎬ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ꎬＶｉｃｔｏｒ Ｇｏｌｌａｎｃｚ Ｌｔ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３７ꎮ 此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ꎬ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

期就连续再版七次ꎬ销售 １０ 万册以上ꎮ 以后此书多次再版ꎬ并

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ꎬ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ꎬ成了著名

的畅销书ꎬ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和共产党人的主要来源之一ꎮ
〔３８〕〔４０〕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史»ꎬ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７１０ － ７１２ꎬ８２９、９２１ 页ꎮ
〔３９〕〔美〕伊利雅克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

官的悲剧»ꎬ徐隋林、刘润生译ꎬ北京:群众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１４８ 页ꎮ
〔４１〕苏联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尊重中国东三省主权、不

干涉中国内政ꎬ但实际上迫使中国同意外蒙古分离ꎬ并承继了帝

俄时代的条约特权ꎮ 参见李育民:«中国废约史»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９５１ － ９５３ 页ꎮ
〔４２〕王志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的研究进展及评估»ꎬ«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４３〕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ꎬ«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ꎮ

〔４４〕中共政权在短期内迅速以少胜多奠定胜局的原因可谓

纷繁复杂ꎬ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国家内部———蒋

介石政府统治中国期间ꎬ其内政外交虽然不能说没有政绩和值

得称道之处ꎬ但在最为关键的国计民生事务上中国都深陷泥潭

(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致大半国土沦陷、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治安

混乱)ꎬ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水深火热ꎬ从而导致民心尽失ꎬ
人民出于对该政权的失望ꎬ本能地期望有一个新政权来取而代

之ꎬ给国家一个新的选择、新的希望ꎮ 正是在这种普遍社会心态

之下ꎬ解放战争一爆发就呈现出“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城市市民

抗议游行示威蒋当局、农村农民支持土改参加和援助解放军、国
民党内斗激烈、各派与蒋当局貌合神离、大批国民党军队投诚起

义或放弃抵抗、蒋当局内部大量情报尤其是军事机密外泄)ꎬ
从而使得苦心经营多年、积累了强大面上实力的蒋介石政权及

其军队不堪一击ꎮ
〔４５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ꎬ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１９４９ ꎬ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Ｘ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 Ｃ.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１９７４ꎬｐ. １３.

〔４６〕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印度等国也都

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了异议ꎮ 参见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

史»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３２１ － １３２３ 页ꎮ
〔４７〕魏敬民:«建国初期的中英外交关系»ꎬ«党史天地»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ꎮ
〔４８〕这些国家包括: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挪威、丹

麦、以色列、印尼、阿富汗、芬兰、瑞典、瑞士ꎮ
〔４９〕吴白乙:«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ꎬ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５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ꎬ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２１９３＿６７４９７７ / ꎮ

〔５１〕包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伯利兹、海地、圣

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拉圭、帕

劳、马绍尔群岛、瑙鲁、图瓦卢、斯威士兰、梵蒂冈ꎮ
〔５２〕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出现的原因在于实现一般政府承

认与继承所需要的有效统治未能百分之百地得到实现ꎮ 交战团

体或叛乱团体的存在是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产生的直接原因ꎮ
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具有跟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相同的共性ꎬ
同时具有后者所没有的特性ꎮ 参见罗国强:«特殊政府承认与继

承的性质分析»ꎬ«政法论丛»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５３〕相关例证可参见罗国强:«论‹台湾旅行法›对国际法

的违反»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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