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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时期列强对华“中立”政策剖析
黄 玉 兰
摘

要

太平天国时 期, 列强对华 一度宣称“中立”, 其实“中立”是炮舰政策的继续, 是对中国

政局出现新形势的暂时调整。 “中立”政策是虚伪狡诈的, 在这 块招牌下, 列强在中国两大敌对势力
—— 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 左右逢源, 不断地扩大在 中国的权益。事实上列强对于太平天国并未
真正中立过, 在后者失势时, 更是不加掩饰地参与镇压 ,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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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全球为 战场所进行的
商战, 绝非真正的平等贸易与自由竞争, 作为本国资

识, 就 是 “如 何 从 中 国 正 在 发 生 的 事 件 中 获 得 利
益” ② 。

本 “总管 家”的 政府, 总 是以炮 舰政策 推行他 们的强

太平 军以迅 雷不及 掩耳之 势席卷 南中国, 建立

权政治, 到处进行侵略掠夺, 攫取他国 财富来养肥自

起自己的政权。此时 对于天京与北京对峙、胜负未分

己, 对华政策亦不例外。然而, 在太平天国时期, 列强

的局 面, 西 方列强不 敢轻下 赌注, 于是他 们“保持沉

曾宣称对华奉行“不干涉”的“中立”政策。那么, 列强

默, 等待行动的适当时机。 当时机到来时, 尽力追求

“中立”政策真像其所标榜的那样吗? 其实, “中立”政

世界权益” ③ 。很清楚“中立”政策是列强在中国内战

策是炮舰政策的补充, 是推行强权政治的另一 手段。

还难 分胜负的形 势下等 待时机, 以求 一逞的 首选策

列强利用“中立”为幌子, 行干涉之实, 寻找有利时机

略。他们宣 称: “对于 双方战争, 务宜不再被牵涉介入

夺取了中国大批特权利益, 并支持腐朽的清王 朝, 镇

此旋 涡, 避 免与各 方面发 生任何政 府间的 关系。”但

压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

同时叫嚷“外国人应当准备充分的武力, 以抵御革命

太平 天国时 期, 列 强的对 华政策 大致可 以分三

军 或来 之攻击。”④ 由此可 知, 列 强的“中立 ”政 策目

个阶 段: 第一个 阶段 是 1850— 1856年, 太平天 国革

的是 观望事态 发展, 抓住 有利时机, 攫 取更多权 益;

命 迅速发展, 列强打 出了“中立 ”、“不 干涉”旗号, 以

同时准备武力, 并把矛头首先指向太平天国 政权, 其

“等待时机, 追逐利益”。第二阶段是 1856— 1860年,

“不介入”是准备有利时机时的介入。

侵 略者对清廷 施行“炮舰政 策”, 以武 力逼其 签订新
的不 平等条约, 趁中国 内战之 机获取 了大批 特权利
益。 第三阶段是 1860— 1864年, 侵略 者用又打又拉
的手段, 逼使清廷完全屈服, 于是中外 反动势力公开
勾结, 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对于 中国出 现太平 天国运 动的新情 况, 英国驻
上 海领 事阿 礼国 在 1853年 就提 出了 采 取“武 装干
涉 ”或 “武装 调停”的手段, “趁 (中 国 )皇帝还 据有缔
结条约的地位时”。 取得“无限制地进 入内地和沿海
一切口岸, 在北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 以及鸦片的
合 法化 ”。① 这 一主 张 表达 了当 时 西方 侵略 者 的共
收稿日期: 1997- 12- 29

一、以“中立”为幌子, 诱骗太平 天国政权承认不
平等条约
1853年至 1854年, 英国 公使文翰、法国 公使布
尔布 隆及美国公 使麦莲 等西方 外交官 员, 还 有传教
士等, 打着“中立”、“友好”的旗帜, 到天京“访问”。其
目的 是要利用合 法名义, 搜集 一切可 能搜集 到的关
于太 平天国的情 报, 更 重要的 是企图 诱骗太 平天国
领导集团承认不平等条约。文翰等在天京活动时, 就
将清廷与英国所订《南京条约》的中 文译本送交给太
平天 国官员, 并写信 以“如果遇 有战争 发生, 敝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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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以干涉”为诱饵, 暗示要太平天国 承认不平等条

条款”。 1854年, 芦因· 包令等英国人到天京活动时

约, 太平天国未予理睬。

企图得到煤炭供应被拒绝后, 诬蔑太平天国“是一个

太平 天国的 领导者 不理解 近代民族、国 家的概

极端排外的”政权。“除非有这样一次冲突, 冲突的结

念, 不可能认识西方侵略者的本质, 他 们素朴而天真

2
果向他们显示了 西方国家力量和资 源的优越性。” 1

地把列强称为“同拜一上帝、同为上帝 儿女”的 “洋兄

露骨地表示了要以武力来对付太 平天国。

弟”, 十分礼待那些居心叵测的“访问”者。 在给文翰

第三, 帮 助清王朝 镇压上 海小刀 会和广 州天地

的复 信中, 他们慷 慨宣布: “准尔英 酋, 带 尔人民, 自

会起义。英 美列强一面宣称“中立”, 一面将火轮炮舰

由出 入, 随意进退 … … 悉 听其便。”⑤ 把 长江流 域的

长驻上海, 并组织武装团体, 准备镇 压中国人民反封

航行通商权轻而易举地许给了侵略者。太平天国“惠

建、反侵略的革命斗争。

外 和中、商旅不 禁、关 市不征 ”⑥ 的友 好、开 放政 策,

1853年, 上海 小刀 会起 义占 领了 上海 县城, 他

满足 不了列强的 欲壑, 侵略者 一开始 就对太 平天国

们宣布奉行太平天国法令, “在太平 王的指挥下一致

采取不尊重、不友好的态度, 对太平天 国的政治与军

行 动。”侵略者却 在“中立”政策 的掩饰 下, 向 起义者

事进行无理干涉。

举起了屠刀。 他们利用外交官的身 份救出被起义军

首先, 侵略 者以征 服者的 姿态对 待新生 的农民

掳获的清廷官吏, 禁止外国商人与起义军做生意。列

政权, 肆意践踏中国领土主权。 1853年, 英国公使文

强驻上海的领事们经过“严密细行酌议”, 出笼 了“按

翰乘兵船闯入长江, 他们既不和清廷打招呼, 也不通

段筑 墙, 杜 绝接济”的恶 毒手段, 他们 在租界 和上海

知太平天国, 擅自沿江西上。 船至镇江府, 理所当然

县城 之间, 筑起长 墙, 堵 断小刀 会与外 界的联系 , 切

地遭到太平军开炮示警。英 国侵略者反而倒打一耙,

断起义军的物资供应。 法国侵略者 还拆毁小刀会修

要求太平军对这一本属维护主权的正 当自卫行动道

建的炮台, 在遭到起义军英勇抗击之后, 法国驻上海

歉, 公然恐 吓太平军 将士: “我 国钦差 大臣仍 拟继续

海 军司令辣厄 尔公然向 小刀会 “宣 战”, 从军 舰上发

严守 中立, 然而此种 侵害行 为, 必将引起 武力抵 抗,

炮向上海城攻击。是 外国侵略者与清军勾结一致, 血

甚至迫使英政府佐袒满洲人亦未可知。”⑦

腥地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

美国 公使麦 莲步文 翰后尘 率兵船去 天京时, 镇

1854年, 广东 天地 会在 东莞 起事, 遥 奉太 平天

江的 太平军将士 除开炮 警告外, 并照 会麦莲 遵守太

王为领导, 各地天地会众一齐围困广州城。起义军一

平天国法令, 暂将兵船停泊镇江江岸, 等接到天京命

再声明保护外侨、自由贸易等对外友好开放 政策, 但

令后再作行动。 麦莲竟盛气凌人地 宣称: “必须直认

侵 略者仍与起 义军为敌, 他们 在一份 《备 忘录》中声

所以 错误原由; 若贵 国不肯 认错, 如此公 文所云, 则

称: “我 们准 备使 用此 间现 有的 各自 国家 的武 装力

属有意欺藐本国 … … 必要报复。”⑧ 并 置太平军的照

量, 以帮助中国政府当局镇压骚动, 维护外国租界范

会于不顾, 率舰直闯天京。

3 他们不断向 广州被围困的清
围内的安全和和 平。”1

其次, 抓住 太平天 国的一 些弱点 进行指 责和诬

军提供军火粮食, 下令禁止外侨在起义军中工作。侵

蔑。太平天国较好地执行了 保护外侨的政策, 天京的

略 者和广州地 方官员勾 结一起, “切志同 仇”向起义

天主教徒“并未受害”; 对来访的“洋兄 弟”也是 “友好

军“会剿”。当起义军 撤围广州退至海上继续战斗时,

亲善的”。当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凭着朴素的民族自

英国 侵略者的炮 舰在中 国海面 上横冲 直撞, 南北追

尊心和反清斗志, 也敢于与侵略者针锋相对争辩。当

逐, 把起义的烈火扑灭。

法国 公使布尔布 隆的信 件既不 签字盖章, 又 称咸丰

第四, 破 坏了太平 军进攻 上海及 攻打武 昌等的

为皇 帝时, 黄 玉昆就理 直气壮 地质问 送信的 法国传

军事战略部署。 1860年, 太平军势力再度振兴, 李秀

教士: “你们是 赞成太平军呢? 还是赞 成咸丰! ” ⑨ 使

成、陈玉成 联合作 战, 打 破了清 军对天 京的包围 , 李

传教士理屈词穷。 但侵略者却抓住太 平天国有的官

秀成乘胜攻占杭州, 打下松江府。外国侵略者有如热

员 称“天 王即为天下 万国之 真主”的天真 提法, 诬蔑

锅上 的蚂蚁, 叫嚷以 武力“弥平 一切不 法叛乱, 保卫

太平 军“差 不多完全 由无知的 和不文 明的内 地人组

4 太 平军向上海县进军时, 明确保证“兵到上
上海”。1

0 指责太平天
成”, “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 尊敬”1

海, 不扰外人, 请各悬黄旗以作标志”。却遭到了侵略

国“不知道西方国家的重要性, 并对自 己力量估计过

者的 炮击, 数百名太平 军将士 倒在侵 略者的 炮弹下

高”。1 因此, 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手段 强制实施条约

而未还一枪。侵略者 已经公开与太平军为敌, 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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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中立”的旗帜, 要求太平军“不进 入根据条约规

太高, 以咸 丰帝为首的 清统治 集团对 列强还 深存疑

定 向英 国开 放的 任何 港口 或地 方的 一百 里以 内地

虑, 多次的“修约”谈判没有结果。

区”, “不得阻止土产商品输送到前述口岸或地 方; 也

事实上, 侵略者从来就没有恪守“不干涉”的“中

5骗
不得阻止英国商品从 这些港口地方运入 内地”。1

立”政策 。前面已指出, 早在 1853年至 1854年, 列强

得了 太平军一年 之内不 进攻上 海的许诺, 给 清廷留

已 用武 力帮 助清 廷镇 压了 中国 人民 的反 封建 斗争

下了卷土重来的可乘之机。

—— 上海小刀会和广州天地会起 义。当然, 侵略者决

1861年春, 陈玉 成率军准备 与李秀成 会师合攻

非善意帮助清王朝, 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 和扩大他

武昌。武昌空虚, 指日可下。不料在汉口活动的英国

们在上海、广州等地的侵略特权。正是侵略者在镇压

参 赞巴夏礼迅 速赶到黄 州, 以 “友 人”的面目 骗取了

上海 小刀会起义 的过程 中, 乘 机夺取 了上海 海关管

陈玉成的信任, 探窃了太平军的军事情报, 并封锁了

理权及统治上海租界的特权。

李秀成已率军向湖北进军的消息。 巴 夏礼进一步威

小刀 会控制 上海县, 英领 事阿礼 国向英 商发出

胁陈 玉成说: “清 政府给 予我们 在长江通 商的权 力,

“进口商、航运商 及货运 承办人 应缴的 税额, 应向本

武汉 三镇已组 成了一个 巨大的 贸易市 场。”“太平军

0 美国领事也马上 照样画葫芦。 侵略
领事馆缴纳”。2

夺得 其中任何一 个城市, 难免 不损坏 整个大 商港的

者以“领事代征制”名义将中国的海 关税收塞进了自

6同年 6
贸 易。 因 此, 我奉 劝你 们必 须远 离该 埠。”1

己的腰包。 当清廷多次抗争, 侵略者却以“俟大清官

月, 法国驻汉 口领事金 执尔同 样阻挠 攻战武 昌县的

军收复上海县城”后, 始准备谈判 为理由拒绝。 阿礼

李秀成, 正是巴夏礼、金执尔以“中立”为幌子欺骗与

国 又“建 议”英、美、法三国 各派税 务司一 人成立 “关

威胁陈玉成、李秀成, 使攻武昌以解安 庆围的正确战

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海海关, 为外国侵略者掠

略功败垂成。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

夺中国海关管理权开创了恶例。

西方侵略者的破坏与干涉。
二、以“中立”相要挟, 逼清廷让出更多权益
西方的政客们明明知道“在人类历史上, 决没有
比过去几年折磨中国的清王朝更为恶劣 的政府”。1
7
但他们却始终倾心于这个腐败的 朝廷。 他们要利用
这 个朝廷还握 有签订不 平等条 约的权力, 以 “中 立”
相要挟, 逼其就范。
1853年, 英 国歪曲《黄埔条约 》的条 款, 照 会美、
法、俄三国, 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他们认为“目前
在 中 国存 在 着战 争, 我 们 可 以 利用 这 个 有 利的 形

英、美、法三 国公使 又阴谋策 划了一 个《上海地
皮章程》, 强迫上海道台接受。根据这个章程, 侵略者
以在 他们的 居留地 “起 造、修 整道路、码头、沟渠 、桥
1 设派 更夫、巡捕, 各由外国领 事负责经收饷税
梁; ”2

作各 项支销的 狡诈手 段, 在 租界范 围内, 获得“有关
税收、财政、交通及 警察等等之一切市 政的权力”。2
不久, 司法及其他主权也渐入侵略者之手。上海租界
首先 成为完全被 外国侵 略者所 控制的、镶嵌 于中国
大地的殖民地 —— “国中之国”了。
三、炮舰政策才是列强的惯用手法

8 列 强试图 利用
势 ”, “促进达 到完成修 约的目 的”。1

1856年, 太平 天国领导集 团内讧, 元气大伤 ; 列

太平 天国起义这 一中国 内战的 有利时机, 通 过外交

强与清廷的“修约”谈判, 没有满足侵略的要 求; 克里

讹诈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权益。他们声言, 清廷如果

米亚 战争结束, 使英 法能腾 出手来 组织联 军… … 于

答应列强“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内地”、“扬子江的自

是 侵略者撕破 了“中 立”的面纱, 向中 国发动 了第二

由通航”、“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 公使驻京等条

次鸦片战争。美俄亦从中支持纵容。此时的清王朝是

件, 他们“自当 襄助中 华, 削平反 贼”; “如果 友好 的、

大厦欲倾, 不可终日, 哀叹“当此中原未靖, 岂可沿海

合理的建议被拒绝, 那么, 他们除采取 他们认为符合

3 决定在“宽猛 两难之间”选择对侵略者
再起风波? ”2

于恢 复商务和保 护他们 的利益 的、并 和清政 府无关

完全妥协屈服的道路。英、法、美、俄等国, 通过《天津

的步骤以外, 别无其他选择。同时, 他们可能发现, 和

条 约》与 《北京 条约》的签 订, 掠 夺了公 使驻京、新开

9 这是英美 列强与清政府
叛军进行谈判是必要 的”。1

商 埠、内河 通航、内 地传 教及 鸦片 合法 等一 系 列特

的 代表 在 1854年天 津 谈判 中, 对 清廷 的利 诱 与恐

权; 英法还 获得了 战争赔 款; 英 国又强 占了九龙 司;

吓, 如果 不满 足要 求, 他们 将与 太平 天国 (叛 军 )谈

俄国 侵略者更利 用与中 国地域 相邻的 特殊条件 , 采

判。这正是清王朝最害怕的一招。由于侵略者的要价

取武装占领、外交讹诈和强迫签约等手段, 强占中国

黄玉兰

太平天国时期列强对 华“中立”政策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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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流域和西北边境地区一百多万 平方公里的领

派, 与侵略 者结成了共 同镇压 太平天 国起义 的统一

土。

战线。从此 列强对太平天国公开撕破“中立”旗号, 从
侵略者的欲望得到了暂时的 满足。 他们要保障

舆 论到行动开 始了对 太平天 国的围 剿。 在《北华捷

新不 平等条约所 获的特 权, 就 必须扶 植这个 僵死的

报》上, 他们连篇累牍中伤、攻击太平天国“大肆破坏

清王朝。于是在他们弹冠相 庆之时, 就已决心帮助清

市场, 摧残商业”, “破坏了数千年 的文化传统”, 诬蔑

廷绞杀太平天国政权。

“它不是反 清革命, 而只 是反对 一切安 乐的、富有的

列 强清楚: 如果 没有他 们支持, 清廷 “这 座房子

0
以及和平的人民的血腥的`十字军’ 。”3

就 会 倒塌 下 来, 而 我们 最 好 的 利益 也 就 此 埋入 废

在军 事上, 曾经轰 击过清 王朝的 炮舰从 天津开

4 。 他们积极支持清王 朝“不是为 了清帝国的利
墟”2

到上 海, 对 准了太平 天国; 同时在 上海成 立“中外会

益, 而是为 了我们 自己的 利益。”他们 “支 持清政 府,

防局”, 还组织“洋枪队”, 充当进攻太平军的 先锋; 英

5这
这是出于利益的动 机而不是出于感情 的动机。” 2

国侵 略者还利用 太平天 国允许 长江通 航的便利 , 将

清 楚地 说明 侵略、掠 夺在 华利 益, 是列 强的 基 本政

李鸿 章训练 的 9000多名淮 军, 从 安徽运 至上海, 使

策。

之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太平军逼近上海时, 遭到侵
在《天津条约》签订 之后, 俄国 首先 对清廷 表现

略者多次炮击; 在宁波, 侵略者“采取一切办 法, 阻挠

出 极大“热情”, 驻华公 使普提 雅廷马 上许诺 送给清

1 太平天国农民革 命终于在中外反
叛军攻占该城”。3

6 俄国外 交部
王 朝“火枪一 万杆, 各项炮 位 50尊”。2

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还声 称拨 50万卢布 的特别 款, 用于装备 中国军 队。
英国外交大臣也告之驻华公使普鲁 斯: “我们应该帮
7
助清政府把太平军赶出南京。”2

综上所述, 太平天国时期, 西方 列强与清统治集
团及 太平天国三 者之间 的关系, 实质 上是列 强与中

在《北京条约》签订 之后, 英国 首相 巴麦尊 公开

国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 列强的对 华政策在不同时

宣称: “从前中英 如仇, 今则我 们与清 政府已 有极好

期虽 有不同的旗 号, 只 不过是 变换侵 略的策 略和手

的关系。 … … 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 中国政府以成

段。列强对华政策的 实质只有一个, 那就是推行他们

全 其 努 力 与 改 进, 则 在 我 们 方 面 说, 那 真 是 自 杀

殖民 主义的强权 政治, 把中国 看成像 一只站 在屠夫

8 法国 也表示: “现 在既归 和好, 伊 国愿拨 兵数
了。”2

面前 的小羔 羊, 任 其宰割。 为 保护和 扩大其 侵华利

9 俄 国进一步表态
千, 由上海助剿长毛, 以见诚意。”2

益, 他们的对华政策总是以武装干涉为主。他们所宣

要拨兵数百“在水路会击”太平军。

扬 的“中 立”政 策是观望 之时的 权宜之 计; 是 对中国

太平天国政权 天真 地希 望与“洋兄 弟”友好, 并

人民 和世界舆论 的欺骗; 是为 了达到 对太平 天国与

幻想 得到他们的 帮助, 但侵略 者对太 平天国 始终采

清王朝的利用与控制的狡诈手段 。他们所推行的“中

取敌视态度和破坏手段。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侵

立”政策是 “武装 中立 ”, 是 偏袒 清 封建 统治 集 团的

略者对太平天国仍然扯起“中立”、“友好”的大 旗, 为

“中立”, 因为清廷还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 权力, 可

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清王朝, 逼使清廷完全驯服。1861

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

年, 经过北京政变, 清王朝除掉了“借师助剿”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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