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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教育方面，尤可稱道，晉省

國民教育普及，職業教育建立，

1921年時，國民學校有近 2萬

所，學生 72萬餘人，學齡兒童

就學量比 6年前增加 10倍。三

晉軍政一體，精誠團結，被中外

共譽為模範省。

襄助北伐 促成統一
1924 年 9 月，因「觀於袁

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

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

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

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

而其傳統思想始終如一」，孫大

元帥於廣州誓師北伐，號令滇、

桂、湘、豫、贛、山、陝各軍，

閻錫山率部奉令遙為策應。 1925

年 3月，國父孫中山壯志未酬，

留下「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諸國

事遺囑於北京仙逝。

為實現國父遺願，完成北伐

統一中國大業，1926年 7月，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率

領國民革命軍國兵起廣州，揮師

北伐。該年 3月，閻錫山所部稱

晉綏軍，閻錫山任總司令。北伐

戰爭，閻錫山領導華北實行國民

革命，襄助蔣中正完成北伐，促

成全國統一。

北伐期間，閻錫山屢次拒絕

北洋軍閥與汪精衛政府，並深患

赤禍流毒華夏。

1926年 12月，張作霖在北

京自任安國軍總司令，派其日籍

顧問土肥原邀閻錫山任副總司

令，被閻錫山嚴峻拒絕。 1927

年 4月 12日，因中共聽從共產

國際指示，打著響應北伐革命軍

的旗號，用暴動、潛伏等多種手

段製造混亂，試圖篡奪蔣中正

國民黨的領導權，蔣中正下令

清黨。幾天後，蔣中正組建南

京（簡稱寧）國民政府，與以武

漢汪精衛為首的容共勢力正式分

裂，史稱寧漢分裂。

寧漢分裂後，閻錫山對於兩

個政府的態度迥然不同，兩個政

「只為人謀，不為己謀，

成功是成功，失敗亦是

成功，聖賢是也。為人

謀，亦為己謀，成功是

成功，失敗是失敗，豪

傑是也。只為己謀，不

為人謀，失敗是失敗，

成功亦是失敗，糊塗人

也。吾輩當勉做前者，

忌做後者。」

（接 722期）

辛亥太原起義成功後，28歲

的閻錫山講了這番話勉勵文武 

僚屬。

負重忍辱 保守基地
清末，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

練六鎮新軍，除第一鎮為旗人，

第六鎮為統制（師長）吳祿貞所

部，其餘四鎮皆為袁世凱私人。

1911年 10月底，太原起義成功

後，山西成立軍政府，閻錫山為

都督。吳祿貞秘密與閻錫山聯

絡，認為革命的主要阻力是袁世

凱，吳、閻定計組成燕晉聯軍，

合力阻止袁世凱北上。

不料，消息泄露，清廷用重

金買通吳祿貞部下，將吳刺殺。

此一禍變，使閻、吳阻袁世凱入

京之謀化為泡影。

12月，袁世凱精銳第三鎮

新軍從娘子關進攻山西，此鎮如

曹錕、吳佩孚、盧永祥等人皆為

北洋軍閥之要員。為保存革命力

量，以圖再舉，閻錫山率軍從太

原分向南北撤守，轉戰綏遠。正

在沿途風餐露宿，回攻太原途

中，1912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

成立，「共和了」的消息從民間

傳來，閻錫山遂得以率部和平重

返太原。

當年 2月，清帝鑒於大勢

遜位，孫中山為民國前途熟計，

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薦袁世凱

自代。 8月，為贊助袁大總統謀

國利民政策，調和南北感情，融

合黨見，孫中山赴北京，往返途

中，各地熱烈相邀。

9月，孫中山應邀蒞晉，對

閻錫山及諸同志太原起義之壯

舉，給與極高的讚揚和鼓勵嘉

勉。離晉前，孫中山意味深長的

叮囑閻錫山：「北方環境與南方

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守山西

這一塊革命基地」。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及

袁世凱未經國會向五國銀行借款

事件，導致南京、上海、江西、

廣東、安徽、福建、四川、湖南

等地紛紛獨立，聯合討袁，史稱

二次革命。當時北方情勢，除

山西、陝西外，其餘皆為北洋 

勢力。

孫中山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

力包圍之中，特派人秘告閻錫

山：「沉默勿言，保持北方革命

據點，待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

合，攻入北京。」陝西都督張鳳

翽（音「慧」）按孫中山指示，

與閻錫山聯名發電反對江西都督

李烈鈞等人的行動。李烈鈞是閻

錫山留學時的室友，兩人交情甚

篤，對此番通電甚為意外，後經

閻錫山復電解釋，才知其中安

排。但二次革命終因討袁軍部署

未周，雙方實力懸殊，不一月時

間即告失敗。

袁世凱獲勝後，於 1914年

修改約法，成為終身總統，後

又推行帝制。閻錫山則始終一

本孫中山所示，以保持北方革

命據點為重為原則，故 1915

年 9月，段芝貴領銜電請袁世

凱登帝位的電文中，列有閻錫

山的名字，閻錫山未予反對；

12月，袁世凱封閻錫山為一等

侯，閻錫山亦未曾辭爵。但閻

錫山也明告來訪袁氏官員：「世

界各國均向民主途徑轉變，為

大勢所趨。」

1916年 3月，袁世凱改元

不到 3個月即告失敗。帝制運動

末期，金勇向袁世凱上奏折稱，

北方最不滿袁政者為山西，若不

將閻錫山撤職，無以為濟。此奏

折到袁世凱手中時，袁已病篤，

未及處理，便一病不起，於當年

6月病逝。隨後，北洋系分化，

雖有力者，皆謀奪取山西，但閻

錫山恆能以獨立不懼態度保境 

安民。

復興三晉 軍政煥然
三晉，是戰國時期趙、魏、

韓三國的合稱，後成為山西省之

別稱。 1912年，革命成功，民

國肇建，内力日竭，外患日逼，

為改變局勢，必要從根本下手，

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方能使

國勢不搖。當年孫中山蒞晉，「見

山西煤鐵甲於天下」，提出：「方

今為鋼鐵世界，有鐵有鋼可自製

武器，即能稱雄於世界。兄弟擬

於山西設一大煉鋼廠，製造最新

武器，以供全國擴張武備之用，

要求軍界諸君贊成。」

閻錫山性喜建設，他執掌三

晉，興建煉鋼、兵工等輕重工業

工廠，如西北煉鋼廠、太原兵工

廠均在全國享有盛名。閻錫山掌

軍，部隊精練，不務虛華，而武

力雄厚。

1917年，閻錫山兼理省政，

以「民德民智民財」為施政大

綱，每每親為下屬、民衆講解其

中要義，山西政治修明，人民安

府都發出委任狀，閻錫山則於

1927年 6月 6日就任南京國民

政府革命軍北方總司令。 6月 17

日，武漢政府代表孔庚持任命狀

入晉，委任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

華北總司令。

閻錫山對孔庚歷數武漢的赤

禍危害，如政治方面為第三國際

鮑羅廷把持，軍事方面由加倫操

縱共產黨把持；抬孔子塑像遊街

侮辱，婦女裸體遊街，毀滅中華

傳統文化；沒收人民土地實施鬥

爭清算等暴政，對其明言曰：「南

京是國民黨的政府，蔣總司令是

總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漢是

共產黨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

決定約蔣總司令動員北伐，拒受

漢口政府之命令。」

9月 29日，閻錫山通電誓

師北伐。左路軍商震、傅存懷任

正、副總指揮，張廕梧任前敵總

指揮，出京綏路；右路軍徐永

昌、楊愛源任正、副總指揮，孫

楚任前敵總指揮，由正太路出京

漢路；左右兩路各配航空隊一個

隊，軍容甚盛，與張作霖奉軍鏖

戰。閻錫山同時命傅作義領兵奇

襲涿縣（現河北涿州），予敵重

創。惟不幸 8∼ 9月間，為促使

國民黨團結，完成北伐大業，蔣

總司令下野，東渡日本考察。閻

錫山孤軍苦撐，犧牲奮鬥，達數

月之久。

蔣中正下野後，北伐軍事陷

入困頓，閻錫山等軍政要員紛紛

電請蔣總司令復職，重任艱巨。

1928年 1月，蔣中正復任總司

令，繼續領導北伐。 2∼ 5月，

蔣總司令將 100萬兵力的北伐各

軍重組為四大集團軍，蔣中正、

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

司令。其中，閻錫山於 2月就任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4月，閻錫山審度情勢，認

為非傾全力出擊不足以解京漢線

危機，竟革命之功，於是親至陽

泉指揮。當時，閻錫山所掌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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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莊以南者有 11個師，而

張作霖奉軍在京漢線兵力達 40

餘師，寡眾懸殊的情勢下，閻錫

山深籌密計，戰略得宜，將士

忠勇受命，竟出奇制勝，摧敗 

強敵。

6月，北伐軍收復北平、天

津，閻錫山出任平津衛戍總司

令。 11月，張學良通電東北四

省易幟，北伐告成，自民國建元

以來分裂之局面，終於統一於國

民政府之下。1929年 7月 9日，

閻錫山陪同蔣中正到山西碧雲寺

國父靈前祭奠，各告國父面囑 

重託。

外膺疆寄 內讚樞衡
百公對時代、世界、國家的

貢獻更在於其老成謀國，實負國

家柱石之重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

後，到 1937年「七七事變」之

前，寇患日深，日軍進軍占領熱

河省，並開始在華北地區遊説誘

迫，意圖分裂中國。閻錫山坐鎮

華北，以堅定的決心，深妙的運

用，力使國家不致分裂。 1931

年，閻錫山講到忍辱謀國的道

理：「寧為玉碎，勿為瓦全，是

烈士的精神，非謀國的道理。弱

國非忍辱不足以圖存也。」

1934年，蔣委員長蒞并（太

原簡稱），與閻錫山商討國是。

閻錫山認為日本受明治維新以來

之教育以及世界經濟恐慌之威

脅，侵略中國將勢不可遏。蘇俄

與日本世仇，雖表面可助我，

但其共產主義之顛覆滲透實需

阻塞，否則即是前門拒狼，後

門進虎。閻錫山談及，抗擊日本

侵略，為軍事問題；阻塞蘇俄顛

覆，必須在社會、經濟各方面有

合理措施，思想上揭穿共產主義

錯誤，方能抗日而不為蘇俄所

乘。蔣委員長深以為然。

1935年，閻錫山晉升陸軍一

級上將，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會副委員長。

1936年，就在國軍剿共 8年，

已將中共最後最高勢力合圍於陝

西，為抗日戰前做最重要的去蠹

收尾攻堅時，12月 12日，張學

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

蔣委員長，震驚中外。閻錫山急

派趙丕廉、傅作義、趙戴文分飛

西安設法營救蔣委員長，又以十

萬火急手電致張、楊曰：

「來電均誦悉。環讀再三，

驚痛無以。弟有四個問題，質諸

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

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

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

三、移内戰為對外戰爭乎？抑

移對外戰爭為内戰乎？第四、

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内之極端殘 

殺乎？」

西安事變之變，終致共匪未

能剿滅，而日本侵華日迫，蔣中

正，閻錫山等人所預見的，所擔

心的狂濤赤浪，捲著迫不及待的

凶險，即將到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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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匯海成大事業
山傾扶艱待大機緣

閻錫山 
中

文︱趙長歌

閻錫山創立的西北煉鋼廠

1928年，蔣介石（中）、閻錫山（右）、馮玉祥（左）合影。

吳祿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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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