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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主要依據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 1843 ～ 1929）的已刊或未刊日

記、信件和大量各國外交檔案，梳理和考證庚子和談與《辛丑條約》簽訂的全過程和諸多鮮為

人知的細節，尤其是薩道義及英國政府對和談的影響，有助於加深對這段中外關係史及東北亞

國際關係史的理解。

1899 ～ 1900 年間，中國華北大地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列強組成八國聯軍（英、法、德、

美、日、俄、意、奧匈）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1900 年 8 月 14 日佔領北京城，以慈禧太后和光

緒皇帝為首的清政府被迫撤出北京，倉皇西逃。9 月 25 日，清廷頒佈諭旨任命慶親王奕劻和大

學士李鴻章為特命全權大臣，負責與各國代表談判，開始庚子和談。

列強紛紛提出各自對華談判的方針和要求，在華各國使節也多次開會討論對華談判基礎。

經過多輪磋商，外交團於 1900 年 12 月 24 日向中方代表正式遞交聯合照會，內含十二款強硬

要求。隨後，中外雙方就具體問題展開談判。直到 1901 年 9 月 7 日，外交團與中國全權代表簽

署《辛丑條約》。至此，為期一年之久的庚子和談基本結束。

庚子和談涉及列強多達十一個，列強軍事行動也包括八個國家。其中，作為老牌帝國主義

強國，英國在庚子和談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而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在其中表現十分突出。薩道

義之所以能有如此表現，這與他早年在中國和日本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經歷息息相關，他十分

熟悉東亞事務，是國際知名的「東亞通」，1900 年赴任前又在上海、大沽和天津等地與中外各界

人士交談，對中國局勢和各國對華政策都有詳細的瞭解。

懲辦「兇手」問題是庚子和談的先決條件和重要內容，中外雙方在懲辦「禍首」問題談判

的焦點主要是如何懲辦端郡王載漪和甘軍將領董福祥。最初外交團一致決定要求全部處死 11 名

「禍首」，後來立場發生改變，但英國政府仍主張處死全部「禍首」，遭到其他公使們的集體反對。

最後薩道義只好代表英國政府提出妥協方案，雖仍堅持判處「禍首」死刑，並記錄在案，但可

由清廷頒佈諭旨特赦，將他們改為流放新疆。在懲辦「禍從」問題上，薩道義協助外交團擬定

懲罰名單並向中方施壓，還私下與中方代表接觸，迫使中方接受英方要求。

賠款問題是庚子和談最重要的內容。薩道義在賠款原則、對中國財政狀況調查、對華索賠

總額和付款截止期限、賠款償付方式和監督執行等問題的談判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薩道義還在撤軍、武器禁運、修改商約、清廷回鑾、停止科舉考試、改革總理衙門

和公使覲見禮節等問題談判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參加八國聯軍出兵中國華北的同時，沙俄還藉口保護鐵路權益單獨出兵侵略中國滿洲

（時稱滿洲），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圍繞交收滿洲問題，中俄之間舉行談判。出於各自在華利

益的考量，英日美德等國家積極出面干涉中俄談判。以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為首的中國

東南部的「開明實力派」也極力勸阻清廷，並積極和各國政府及外交官聯繫，爭取外國支持。

最後，清廷拒簽俄約，滿洲問題暫告一段落，但為後來日俄矛盾激化並導致日俄戰爭埋下了伏

筆。

綜合來看，薩道義在庚子和談中的表現既反映了英國政府和列強的在華利益、對華政策及

其之間的矛盾和妥協，又反映了薩道義本人的對華認識和外交手腕。因此，對薩道義日記、信

函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認識《辛丑條約》談判時的中國政局、中外關係史和 國
際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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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世紀之交」時期對中國影響較大的著名英國

人，人們往往會列舉中國總稅務司赫德、傳教士李提摩太以及實際上是澳大

利亞人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等人，有關他們的研究論文和著作相

當多。然而，很少人會提到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在中國史學刊物上甚至難以找到一篇專門研究薩道義的論文，

更不用說專著了，許多人對這個名字都感到很陌生。其實，他是一個對近代

英中關係和英日關係都十分重要的人物。他 1884～1889年任英國駐暹羅（今

泰國）總領事（後改稱公使），1895～1900年任英國駐日本公使，1900～1906

年任英國駐華公使。而且他早在 1862年就曾來過中國上海和北京，以後長期

在日本工作，寫過大量有關日本和中國、朝鮮、泰國的著作和文章，是一個

名副其實的「東亞通」，備受歐美和日本學術界關注和推崇。 

至於 19 世紀與 20 世紀「世紀之交」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人

們自然會列舉 1900年的庚子事變（包括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沙

俄侵略中國東北）與庚子和談（包括中外《辛丑條約》談判和中俄滿洲問題

談判）。有關庚子事變與庚子和談的經過和分析研究的中外論文著作也已經很

多。但是關於庚子和談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和內幕，以及在中外談判中居

於舉足輕重地位的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的表現和作用，卻至今仍缺乏深入挖

掘和梳理。 

因此，可以說邊文鋒的這部由北大博士論文修改、補充和深化而成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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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東亞通」薩道義與庚子和談》作了一項開拓性和創新性的研究，具有填

補這段歷史研究中某些空白和薄弱環節的學術意義。 

作者邊文鋒 200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在我指導下攻讀近現代中外

關係史方向的博士學位。求學期間，他學習很刻苦勤奮，而且擔任歷史學系

07 級博士班班長工作也很認真負責。記得每次我上博士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課程時，他不僅課間主動幫我擦黑板和倒開水，而且課後還一直送我回到藍

旗營公寓住處。當然，這一路上也是我們交流聊天和討論學術的好機會。他

的博士論文選題也是經過我們反覆切磋商量後決定的。我曾對他說希望他能

做一個前人很少研究過的課題或是一個史學界還不太熟悉的歷史人物。我們

曾探討過若干題目，當他提到以前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時曾在所裡資料室看到過美國學者列森編撰的《日俄爭奪下的朝鮮和滿洲

（1895～1904）》一書詳細介紹了鮮為人知的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的資

料。他此前已對該書做了不少研究，我聽了也很感興趣，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國內學術界尚待深入挖掘的新課題，值得試一試。當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

開題的可行性條件還在於史料夠不夠支撐其研究，於是他開始了摸底和發掘

史料的艱苦歷程，並為此積極做了一定的語言和知識上的儲備。除了各地圖

書館和檔案館收藏的中國、英國、美國、日本和俄國的各種中外文檔案和有

關文獻外，他還為此去過日本關西大學和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訪學和收集資

料。特別是在日本埼玉縣女子短期大學宮澤真一教授的幫助下，看到了大量

薩道義的日記稿本等珍貴原始資料，尤其是薩道義 1900～1906年任英國駐華

公使期間的日記簡直就是當年庚子和談的一部實錄（宮澤教授多年來致力於

整理、編輯《薩道義日記》，由新加坡 Gale Asia 出版社分冊陸續出版，現已

出版 6冊），這為邊文鋒研究這個課題提供了紮實和創新的史料來源。 

對於論文的框架結構，我們也再三推敲修改，從最初打算論述薩道義的

一生集中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世紀之交」的庚子和談，從庚子和談的全

面論述再聚焦到懲凶、賠款等關鍵問題。通過薩道義的活動，書中揭示了庚

子和談的種種內幕和細節，論述了談判過程中中外之間的種種周旋、角力和

討價還價，以及列強政府之間、在華外交團內部的種種矛盾、爭執、妥協和

博弈，有助於進一步深入認識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庚子和談期間的中外關係、

東北亞國際關係和晚清中國政局。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由於我對學生論文要

求比較嚴格，因此，從大學工科本科畢業的邊文鋒常感到壓力很大，但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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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強刻苦努力，反覆修改，有時甚至將整個章節推倒重寫，在論述和文字上

也一再推敲修飾。為此，他付出了艱苦的勞動，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

在 2012年 7月完成了論文，並順利通過了畢業論文答辯，獲得了北大歷史學

博士學位。 

邊文鋒畢業後來到人民日報社工作，由於本職工作很忙，只好在工作之

餘熬夜修改加工論文，尤其是又增補了第六章《薩道義與中俄滿洲問題談

判》，使全書內容更加充實全面。經過數年的打磨修改，終於完成了這部近 40

萬字的專著，並在我的推薦下，受到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慧眼賞

識，將其列入該公司《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系列，予以出版發行。此舉

能使其辛苦耕耘的學術成果在海峽兩岸以至國際學術界得到傳播共享，作為

他的博士生導師，我感到十分欣喜，同時也祝願邊文鋒今後「百尺竿頭」繼

續努力，在薩道義研究和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領域作出更多成績。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曉秋 

2018年 12月 8日 

於北京大學藍旗營公寓史海遨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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