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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領事巴夏禮與「亞羅」號船員之間發

生了肢體衝突，他懷恨在心並要求兩廣總督葉名

琛公開賠禮道歉，作者認為是巴夏禮[1]混淆了個人

恩怨，讓「亞羅」事件朝著不利於清朝的方向發

展；

三、「亞羅」號事件是英方利用此契機發動戰

爭的藉口；

四、「亞羅」號停泊

在港口時沒有升起國旗，

也就不存在清廷侮辱英國

國旗的事實，這是英方虛

構的行為；

五、「亞羅」號日常與

海匪有著密切聯繫，有證

詞直稱這是一條海匪船，

從事這種見不得光的行當

讓他們不得不用英國國旗

掩蓋自己的非法行為。

上述這幾點讓我們

不難得出這一結論：英方

屬於非正義方，也就是在

「亞羅」號事件中英方違約了。

黃宇和博士認為「亞羅」號事件只是英方發

動侵略戰爭的藉口。這種論斷並不出乎意料，他在

文中給出的證據和引證材料都是有信服力的，推

導過程中的部分結論也是合理的，學界中人同樣

受益於這篇文章提供的新材料。但有一個不可忽

視的問題是作者在分析的過程中偏離了一個基本

常識：判定過錯方不是搜集罪證的過程，而是擺出

哪一方先做出違反條約規定的事實依據。要對這

誰先違約的問題
— 就「亞羅」號事件與黃宇和博士商榷

■ 劉柯紅

西華師範大學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

要事件之一，學界對這場戰爭的分析也多從軍事、

外交、政治等方面著手，代表作如蔣孟引《第二次

鴉片戰爭》、黃宇和《鳩夢：鴉片、帝國主義與亞羅

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茅海建《近代的
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增訂本）》都無

法繞過「亞羅」號事件，

此事件也被看作是第二次

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之一。

縱觀主流學術界中對這一

事件的描述，主要將「亞

羅」號事件的過錯歸於英

方。其中黃宇和博士的論

文研究成果近些年來產

生了較大的影響，在參考

了英國國家檔案局開放

的材料以及各方當事人的

文書往來等資料後，撰寫

了一篇以《亞羅事件》為

名的學術論文，黃宇和博

士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

究專家，其文章不僅在國外享有頗高的聲譽，在國

內也同樣擁有一批忠實讀者，尤其在撰寫《亞羅事

件》的文章中引證了大量有份量且此前未公開的

資料，將「亞羅」號事件從層層迷霧中進行抽絲剝

繭的分析論證，最終判定出了主要過錯方。其中這

樣總結道：

一、「亞羅」號在中國製造、水手由中國人組

成、在中國水域行走，若無明顯的懸掛「英國國

旗」的標誌是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中國船的；

摘  要：主流歷史敘事中，「亞羅」號事件被看作

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學術界對此已有眾多研究成果。近年來黃宇和博

士根據新材料提出：「亞羅」號事件是英國對外

擴張時代中對清政府借機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

引起學術界重視。遺憾的是，考察事件中誰先違

約等因果關係後發現，黃博士的結論明顯站不住

腳。

關鍵詞：亞羅事件；廣州入城問題；第二次鴉片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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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做出準確而清晰的判斷需要先將「亞羅」

號事件中幾個主要問題釐清，即：1.「亞羅」號的船
籍問題；2.清朝官兵登船動機及帶走船員權力問
題；3.葉名琛的解決方式問題；4.「入城問題」的由
來。

一、「亞羅」號的船籍問題

辨明「亞羅」號的船籍問題包含其歸屬問題

以及牌照過期事件兩點，這兩個問題同樣也是在

爭議發生後清英雙方所重視的內容，因為一旦證明

「亞羅」號確屬英國船籍，即表明清朝官兵的登船

舉動是一種違反雙方簽訂條約的行為，而假如「亞

羅」號屬於清朝管轄，那麼英方代表巴夏禮要求

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公開送回被抓捕船員以及

登報道歉的要求則稍顯無禮。

（一）「亞羅」號的歸屬問題

黃宇和博士敘述了「亞羅」號的來歷：據該船

水手作證，「亞羅」號的船主原是蘇亞成，後被賣

給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方亞明，後者於1855年9月
27日在香港領了執照[2]。因此巴夏禮認為有香港

執照的「亞羅」號是英國船[3]，跟其他在香港製造

的船種沒有分別 [4]。巴夏禮這句話從反面證實了

「亞羅」號是在中國內地製造的。葉名琛在中國船

員的訊問記錄中了解到「亞羅」號由中國人製造，

船主是中國人，水手也是中國人，香港執照是由

1000美元購得[5]，於是葉名琛聲稱這屬於中國船，

雙方在此方面給出的理由都無法說服彼此，各執

一詞，所以此事懸而未決。再看蔣孟引在其著作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說法：「划艇『亞羅』號有

一段曲折的歷史。1854年8月7日，中國人蘇亞成造
成了這隻綠殼，通過波碌行用一千元買得一紙香

港執照，並僱用一個外國人叫亞羅的在船上工作

……這時依公司和波碌的買辦方亞明的契約，船

賣給了方亞明，並以他的名字在香港註冊，取得自

1855年9月27日起有效期間一年的執照。此船還僱
用英國人湯瑪斯·甘迺迪為名義上的船長。這樣，
他就自命為英國船，享受英國國旗的保護。」[6]且

先不論「亞羅」號的執照領取是否合法的問題，在

上述對其來歷的追溯中至少可以明確「亞羅」號領

取了香港執照。

黃宇和博士認為當「亞羅」號駛入中國口岸

後，這一艘在中國製造、為中國人所擁有、被中國

水手操縱的船隻很容易被當做一艘中國船[7]。這當

然有一定道理，不過辨別船舶國籍並不只有根據

船上懸掛的國旗這一種判定方式。在《虎門條約》

中附的三款《小船則例》中有一條：「凡此等英國

二枝桅，一枝桅、划艇等小船，必須領英官牌照，

用漢、英字樣言明大、小，何等樣船隻，能載若干

噸，以便稽查。」[8]「亞羅」號是一艘划艇且具有

香港政府的牌照，這樣看來是適用《小船則例》

的，那麼把「亞羅」號作為英國船對待是正當的。

從這一規定看來，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資訊：

「亞羅」號有香港政府的執照，即使在未懸掛英

國國旗的前提下，也還有「用漢、英字樣言明大、

小，何等樣船隻，能載若干噸」的標識。所以清廷

官兵登船後若要稽查，需要在辨別船隻國籍的基

礎上再有所行動，而想要弄清船隻國籍並不是一

件困難的事情。再者從巴夏禮和葉名琛的闡述中

已經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公認的事實：即「亞羅」號

的執照是香港政府頒發的。1842年清英簽訂《南京
條約》後，香港已經處於英國管轄之下，也就是說

具有香港執照的「亞羅」號是處於英國保護之中

的，所以「亞羅」號是一艘英國船這一基本事實是

毫無爭議的。另據《虎門條約》第十六條：「今議

定，各港口海關按月以所發給牌照若干張，船隻系

何字型大小，商人系何姓名，貨物系何品類，若干

數目，或由香港運至各港口，或由各港口運至香

港，每月逐一具報粵海關，粵海關轉為通知香港管

理之英官，以便查明稽核。」[9]由此條可知即使「亞

羅」號這時未懸掛國旗，但船隻的牌照上具有足以

判斷船籍的資訊，因此僅用「亞羅」號在港口停泊

時未懸掛起英國國旗以致引起誤會這一說法站不

住腳。黃宇和博士聲稱：「中英雙方的檔從來都不

否認『亞羅』號是屬於一個中國人的。」[10]似有誤

導之意，但從以上所列證據可以表明「亞羅」號是

一艘英國船無疑。

（二）「亞羅」號牌照過期問題

此時出現了一個新情況：「亞羅」號的牌照已

經過期了。這會對事情的發展有影響嗎？還需進行

探討。黃宇和博士在論文中說：「如果巴夏禮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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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武事件衝擊得那樣厲害，他可能會冷靜地檢

驗一下「亞羅」號的執照。到1856年10月8日止，該
執照已過時十一天，失效了，英國政府再沒有保護

這條船的義務。」[11]這段話中存在兩個明顯的錯

誤：一是作者斷定巴夏禮選擇無視執照過期事件

的原因在於他登船救人時被清朝官兵推搡後懷恨

在心，此為作者的自我臆斷，無直接證據證明，二

是根據1856年5月29日香港頒布的《船舶註冊條
例》第十條，船舶在途未返回母港前註冊執照過

期並不會影響其所受到的保護，因此在法理上該

船仍為港英籍船舶。

黃宇和博士在此認知下對這一事件做出判

斷，得出的結論同樣也是存在問題的。接著對「亞

羅」號牌照過期事件進行具體探討。首先，英國駐

廣州領事對這一情形是知情的。「亞羅」號每年都

更新登記，而正巧現在已經逾期……當中國人以

海盜為由帶走船上的船員時，他們還不知道船隻

的登記更新期限已經出了問題。[12]這段話透露出

了兩個資訊：第一，英方知曉「亞羅」號的登記更

新期限已經出現問題；第二，廣東當局尚不知這一

消息。英方在明知「亞羅」號的登記更新期限已經

逾期後，利用廣東當局未知曉此漏洞的情形大做

文章，這一做法的確算不得光明磊落。但巴夏禮

作為英國領事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他有權

申請與相關的清廷官員共同審理此事，這是在

1843年清英簽訂的《虎門條約》第九條中明確了的
權利。

克拉蘭敦在對此案件的公文中這樣評價：中

國當局的行為違反了補充條約第四條[13]。對他們

來說，唯一的藉口就是「亞羅」號並非英國商船，

但是附加條約第十七項的第一條就特別提到了這

艘船，承認它的主人是英國人，即使它是在1854年
8月被不恰當註冊的，但也屬於英國內政管轄的範
圍，應當交由英國當局來處理。[14]克拉蘭敦的這封

公文蘊含了十分豐富的資訊：

第一、《虎門條約》第九條中確定了雙方對

本國罪犯的處理方式，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就

是—英人英管，清人清管。即在一艘英國船上廣東
地方官不僅沒有逮捕本國罪犯的權力，更不能拘

禁英國國民，因為清朝喪失了或者說主動放棄了

到英船上搜查、逮捕本國罪犯之權力。

簡要了解一下清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

則》以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約》之由來，可知

此話並非妄斷。清英《南京條約》簽訂後，道光皇

帝及明白此中利害的官員皆預料到條約的簽訂還

不能永絕後患，如浙江巡撫劉韻珂在給南京的耆

英、伊里布、牛鑑寫的一封長信中提出了他的十個

憂慮，其中一條這樣寫道：赦免「漢奸」之後，若有

匪徒投靠英方而擾害民眾，英方又予以庇護，該怎

麼辦？[15]這一憂慮的確未在《南京條約》內言明，

但他只提出了憂慮，卻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或許只

是希望在南京簽訂條約的幾位官員能對此問題引

起重視，再與英方周旋善後條款的完善。這一思

想並不為他一人獨有，在道光帝給耆英的一封奏

摺中，他下旨曰：該大臣既知善後難於措手，他國

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預為籌畫，於勉從下

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倘稍留罅隙，日後有所

藉口，以致別生枝節，辦理掣肘。[16]道光帝這段話

言下之意表明他仍擔憂條約簽訂後會讓釁端愈

開，因此勉勵耆英為清朝多籌畫爭取一些利益。不

負所托的耆英在給璞鼎查的十二條照會中提出了

這樣一項交涉：中國「奸民犯法」而「投入英國貨

船、兵船」，英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17]

收到照會的璞鼎查在擁有豐富的經驗下認真研讀

了此十二項交涉，最終將這一項完善為《虎門條

約》中的第九條。不得不說，這是一次失敗的交

涉，清朝主動讓渡了治外法權。不過既然選擇放

棄了這項權力，就要在以後的實踐中履行條約，不

能不具有契約精神。

第二、「亞羅」號的確是一艘處於英國保護下

的船，即使處於逾期時刻，可一艘停泊在港口的船

是不能被剝奪英國對它的保護權的。

第三、「亞羅」號的註冊是有問題的。為什麼

「亞羅」號的註冊是不恰當的？緣由在於1855年
香港頒布了第四號法令鼓勵中國船進行英籍登

記，其中第六條稱：「本殖民地的中國居民，申請

並取得殖民地船隻執照，是合法的，只要作為所有

者而申請的人或是人們是本殖民地王家土地的註

冊租戶，並有兩個租戶作為保人，而這些所有者和

租戶在本殖民地的財產各值二千元，經審核屬實



二○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９６

者。」[18]一方面，這個法令同規定英國船資格的英

國法律是抵觸的，英國法律規定英國船必須完全

為英國人民所有，殖民地的規章不能違反英國的

法律；另一方面，英國《商船運輸法案》規定任何

英國領土，通過它的立法機構，可以在那個領土上

取消本法案有關船隻登記的規定，但須得到國王

批准。這種被批准的法令，連同批准書，應一起在

那個領土上公佈。1856年2月英國的批准書到達香
港，而且只是一個大臣擅自於1855年12月發出的通
知[19]。「亞羅」號的註冊時間是1855年9月27日，早
於批准書到達香港的時間，所以它的註冊是非法

的。[20]英國方面在處理此事時確有不當之處，這項

法令無論從頒布的內容還是批准時間上來看都是

不合時宜的，不過這屬於英國內政的管轄範圍，應

交由英國當局自行處理。如果清朝對英方允許船

隻進行英籍登記有異議，可以通過外交手段對此

提出抗議，但此前卻並未與英國當局就此事有過

交涉，而針對一艘具有英國執照的船隻進行侵害，

這樣的行為會被認為是對英國當局的打擊報復
[21]，無疑會激發不必要的風波。誠然，廣東地方官

不能在不明晰清英簽訂的具體條款中的內容前私

自作出違反條約的行為，他們行為的不合法已經

被證實，即在「亞羅」號的執照過期這一問題出現

時，廣東地方官仍難逃脫不遵守條約的指責，但英

方在對第四號法令的頒布上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

二、清朝官兵登船動機及帶走船員

權力問題

了解清朝官兵登船動機以及帶走「亞羅」號

船員是否合法的問題是出於對清朝官兵登陸英國

船隻「亞羅」號是否合乎情理、是否有帶走英船船

員的權力問題的探討。英方是站在何種立場對清

朝官兵的行為作出界定以及這樣的界定是否正當

是判斷「亞羅」事件的重要一環。

（一）清朝官兵的登船動機

英國方面收到了本國官員關於「亞羅」號事

件的概述，巴夏禮在一封信件中對此事做了大致

描述：「事情發生在一次拋錨時，4名清廷官員和約
40名士兵一同上了『亞羅』號的甲板，降了『亞羅』

號的旗子，並把船員們帶到附近的一艘軍用帆船

上。船長在他們登上甲板時離開了，但後來當他知

道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回到

船上，企圖阻止清廷官員的這些行為，可惜只是徒

勞。於是他向我報告了情況，而我則希望由中國人

先做出違反條約的事情，我讓他們在抓中國人之

前先找到他們的罪證，所以我上他們的船去看中

國人的所作所為，再懇請他們把英國人帶到我們

自己的領事館，然後再調查是哪一方犯錯……我告

訴他們我們具有治外法權，他們就開始使用暴力，

我真的被他們打了。」[22]巴夏禮曾到「亞羅」號上

阻止清廷官兵做出違反條約的行為，並清楚地告

訴他們這是關於治外法權的問題，但他們沒有接

受勸阻。於是這個問題也就轉換為了考察清朝官

兵的登船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

1856年10月8日（咸豐六年九月初十），廣州水
師得到密報，有臭名昭著的海盜藏身於商船「亞

羅」號中。所以，清廷官兵上船是為了抓捕海盜，理

由正當。從黃宇和的「亞羅事件」論文中也可佐證

這一說法：「亞羅」號僱用了兩名助理領水員名為

梁明太、梁建富，這兩人是海匪，在1856年9月6日
搶掠了兩條中國貨船，被搶船的主人名為黃連開，

他目睹了船被搶的過程且注意到其中一個匪徒的

明顯特徵後跳水逃跑，這個匪徒就是梁明太，他的

特徵是沒有兩顆門牙。因此黃連開在「亞羅」號上

看見了曾搶掠自己貨船的海匪就立即向廣州水師

報信了。 [23]另見1898年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
史》，次年樊炳清以《東洋史料》的譯本為名發佈

的書中也有相應描述，現摘錄其中與「亞羅」號事

件有關的材料如下：「自五口通商以來，罪徒多受

僱於外船，冀免逮捕。日本曆二千五百十六年（咸

豐六年），有掛英國旗之商船名亞羅者，清廷官吏

登船搜索，捕清人十二名以去。香港知事巴篤斯

怒，訴於兩廣總督，不得要領。」[24]這則材料一方

面印證了劉韻珂關於奸民投靠英方，英方又予以

庇護的憂慮的確發生了，另一方面表明「亞羅」號

從事過見不得光的行當。這樣看來清廷官兵接到

密報後本著為臣民緝拿罪犯的初衷是無可置疑

的，但在登船過程中無視英國領事的勸阻並與其

發生爭執，又在未拿出確鑿罪證的情況下帶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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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這樣的行為是不合法的。對於「亞羅」號所從

事的活動，巴夏禮的態度是：「一旦獲有任何充分

證據證明英國船或英國臣民曾從事於海盜行為，

當毫不遲疑地對他們提起訴訟，並且在適當官廳

申請之下，中國罪犯當不得窩藏在英國船上，但是

一切法律程式都必須依照條約的條件處理。」[25]

巴夏禮的態度十分明確，即此事須按照條約的章

程進行處理，清朝官兵不能在英國船上做出違反

條約的行為。

（二）清朝官兵是否有權帶走船員

清朝官兵登船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但在處

理事件的過程中仍有可改進的部分。查《中英五

口通商章程》中有關英人華民交涉詞訟一款：其英

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

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

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26]也就是「亞羅」號如果

確切的是一艘英國船，而船上的船員都被當做英

國國民看待，那清朝官兵登船後只能依照上述條

款，在和英國領事進行溝通的基礎上協同審理「亞

羅」號船員，斷然沒有獨自帶走船員的權力。

另《虎門條約》第十二條：則例船鈔各費既議

定平允數目，所有向來英商串合華商偷漏稅餉與

海關衙役私自庇護分肥諸弊，俱可剔除，英國公使

曾有告示發出，嚴禁英商，不許稍有偷漏，並嚴飭

所屬管事官等，將凡系英國在各港口來往貿易之

商人，加意約束，四面察查，以杜弊端。倘訪聞有偷

漏走私之案，該管事官即時通報中華地方官，以便

本地方官捉拿，其偷漏之貨，無論價值、品類全數

查抄入官，並將偷漏之商船，或不許貿易，或俟其

帳目清後即嚴行驅出，均不稍為袒護。本地方官亦

應將串同偷漏之華商及庇護分肥之衙役，一併查

明，照例處辦。[27]這一條例明確規定了清廷官員只

有查抄商船及貨物的權利，而無扣押不屬本國船

員的職權。它同樣保護了英國國民在清朝的人身

權和財產權不受侵犯，參見《南京條約》英文版第

一條：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

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28]《南京條約》

中文版將其譯為：嗣後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

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

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29]不過p e r s o n s a n d 
proper t y的譯法更貼近於現今的「人身權與財產
權」，早在1842年英方已經將英國國民的人身權
與財產權寫進了條約中。但到了1854年清廷官員
仍在「亞羅」號船籍問題上含糊不清，罔顧條約許

可權，無視巴夏禮提出的合理要求，最終招致禍

端。再看中法《黃埔條約》第三條：凡佛蘭西人在

五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

凌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

強取佛蘭西船隻，以為公用、私用等項。[30]這一款

不僅保障了佛蘭西人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還限

制了中國官員的職權，避免了兩國間由開放港口引

發的紛爭。在「亞羅」號這一事件中，更具參考意

義的是《黃埔條約》第二十五款：凡佛蘭西人有懷

怨及挾嫌中國人者，應先呈明領事官，覆加詳核，

竭力調停。如有中國人懷怨佛蘭西者，領事官亦虛

心詳核，為之調停。倘遇有爭訟，領事官不能為之

調停，即移請中國官協力辦理，查核明白，秉公完

結。[31]其實縱覽與《黃埔條約》第二十五款如出一

轍的這一系列條款，如《望廈條約》第二十一款、

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五款、第二十九款以及《虎門

條約》第九款等項，皆可以看出訂立此項條款的目

的在於盡力避免兩國間無謂的爭端，將各國間的

具體職責劃分清楚，但清政府卻心甘情願將對別

國人的審判權拱手予他國，以致徹底喪失了對英

人的司法審判權。出現這一條款也不是偶然，在前

述耆英給璞鼎查照會中第八項曾提及：「英國商民

既在各處通商，難保無與內地民人交涉獄訟之事。

從前英國貨船在粵，每以遠人為詞，不能照中國律

例科斷，並聞欲設立審判衙門，如英國之呵壓打米

挐一樣。但查乾隆十九年仏（佛）蘭西人時雷氏一

犯，欽奉諭旨，令其帶回本國，自行處置。即道光元

年英吉利兵船水手打死黃埔民人黃姓之案，亦經

阮督部堂奏請，令英國自行懲辦各在案。此後英國

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

英商歸英國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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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32]在對通商口岸中的民

夷糾紛中，礙於以往的案例，耆英為了一勞永逸地

將此難題解決，竟將對英人的審判權拱手讓人，不

得不說是糊塗至極，不過木已成舟，既然審判權已

經出讓就要嚴格遵守雙方訂立的協議。通過援引

上述條約，足夠明辨清朝官兵並無帶走英船「亞

羅」號上船員的權力，毫無疑問，在「亞羅」號事

件中，廣東地方官先違反了條約規定。

三、葉名琛的解決方式問題

黃宇和博士在其論文中談及清英雙方在對導

火線的爭論中說道：「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的欽

差大臣葉名琛，自始至終都在導火線的問題上反

復辯論；但對英國人來說，導火線燃燒過後，都變

了灰燼，大風一刮，什麼痕跡都沒有了，哪還有時

間跟你糾纏是非黑白。」[33]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作

者對英方善於利用爭端施展胡攪蠻纏的手段將事

實真相扭曲的鄙棄，而把葉名琛看作是一個據理

力爭、不妥協、不退讓的忠臣良將。這樣先入為主

的印象難免影響事實判斷，但就這一事件中葉名

琛佔據的分量的確值得深入分析。

（一）葉名琛的治外理念與方式

決定事件走向的既有事物本身的發展，也會

受到當事人處事方式的導向影響。在廣州主持大

局的葉名琛無疑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對葉名琛固執已見的保守姿態多數人持批評態

度，如晚晴名士薛福成曾譏諷其為：「不戰不和不

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

無，今亦罕有」。[34]陳恭祿在《中國近代史》中評

價：綜觀亞羅事件之起，本無輕重之衝突，可立解

決，安然無事，竟至重大之事變，葉名琛重要之錯

誤有二：

一、葉名琛為欽差大臣，辦理外交事宜，不能

維持領海之治安。香港政府之收費註冊保護華船

也，當即抗議，促其取消，而竟置之不問，以致發生

事端，實屬怠於職守，至堪痛恨。

二、亞羅案件發生之後，葉名琛應付之方法，

殆無異於買賣式之折扣，其迫於威勢，逐漸讓步，

固不如以正當方法，斷然了決也。夷考其剛愎之原

因，殆由於自滿自傲，葉氏初以翰林清望，超任疆

圻，以拒英人入城，頗得賢聲，益以雪大耻尊國體

為言，及太平軍起，廣東失業遊民，及秘密會黨聞

風起應，擾亂蔓延於廣州附近。葉名琛用兵平之，

遂亦自負。[35]葉名琛的部下南海縣令華廷傑，事

後亦撰書指責葉名琛，說他「待外人不好挑釁，亦

少恩撫，每遇諸國照會，或略覆數語，或竟不答，

數年來雖幸無事，而憤懣愈積愈深矣。」[36]這些是

前人在已知由葉名琛導致的廣州被佔領事件後的

評價，「亞羅」號事件中葉名琛的處事方式多大程

度上影響了其走向還需進行具體的分析判斷。首

先有三件事促成了葉名琛外交理念的形成：

一是1847年德庇時總督動用武力使當時的兩
廣總督耆英同意了兩年後開放廣州城；二是當兩

年之期滿後時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頂住了英方施

加的壓力，沒有如期開放廣州城，英方未予深究；

三是道光帝得到了反入城行動的勝利消息後大喜：

「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勛，

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

翎，葉名琛（巡撫）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

賞戴花翎，以昭優眷。」 [37]在這幾件事務的推動

下，葉名琛錯誤地以為堅守入城問題的基本原則

不會給清朝帶來實際上的損傷，反而可以讓自己

的加官進爵之路走得更加順利。[38]這就可以解釋

為何葉名琛在這一事件中屢屢錯失良機，堅守入

城問題的底線，最終釀成大禍。

眼見葉名琛無懼英方施加的壓力，包令與海

軍總司令西馬縻各厘會談，指示海軍准將義律與

巴夏禮共同商議「合適的報復手段」。[39]義律採取

了行動，攻佔了一艘中國船隻以示報復，在以恐嚇

手段依然無法與廣州當局進行正常交涉的情況

下，英方繼續攻佔了廣州周邊的要塞並開始攻擊

葉名琛的衙門。葉名琛不甘示弱，發表了一項聲明

鼓勵廣州士民團結起來奮力剿殺「英夷」，以30大
洋的賞格激勵軍民奮勇殺敵，雙方已經算是正式

撕破臉了。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既然英國方面

動用了武力，是不是可以一舉將之前一直未解決的

「入城問題」徹底解決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西馬

縻各厘司令在攻入廣州前向葉名琛重申自己的要

求：英國官員獲得與中國當局面對面溝通的權利。

廣州的「入城問題」已經無法拖延逃避了，葉名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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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給英方一個交代。英方的要求從把「亞羅」號

上被拘捕的船員送回並道歉延伸到了重新提及

「入城問題」。這一問題被重提只是時間問題，英

國商人若希望繼續在中國擴大貿易市場，至少會

盼望清政府盡快把此前在條約中簽訂的各項條款

逐一履行，而英國政府在維護本國貿易的立場上

敦促清政府履行條約的行為自然無可厚非，遲遲

未決的廣州問題儼然到了提上日程的時機。「入城

問題」在條約簽訂後的漫長時間裡一直沒有解決，

不是因為英國人不想解決，是在長期和平交涉的

努力下無法解決。而眼下，英方期待出現戰爭的導

火索以便及早解決「入城問題」，當然這個過錯必

須來自清朝。現在，廣州情勢的發展無意中迎合了

英方的心願。首先，廣州民間出現了針對「蠻夷」

言論的傳單，傳單內容煽動了人們的排外情緒，而

當英方派巴夏禮交涉此事時，清朝當局未採取任

何措施查禁傳單，此為罪責其一；其次，當地居民

群情激奮，對兩名手無寸鐵的英國人發動了攻擊，

事後未予深究，此為二；最後，「亞羅」號事件的

發展堅定了英方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決心，因為

廣東地方官違反條約的行為已經觸及到了英方對

不遵守契約精神原則的底綫。這三點恰如其份地

暗合了英方希望儘快解決爭端的心態，英國國民

長久以來在清朝受到的屈辱也使得他們無法再委

曲求全。

（二）英方展開報復行為

在「亞羅」號事件中，廣東地方官的違約行為

讓英方下定決心給其一個教訓，因此原先提出的

要求已經不合時宜，從巴夏禮致包令的備忘錄中

可以見出端倪：「相信您十分清楚，如果我們繼續

允許中方違反條約，英國船隻的安全就無法得到

保障。按照附加條約最後一項條款的規定，雖然船

隻的長官和船員都由中國人組成，但是我們的帆

船、蒸汽船都應得到保護。不僅如此，為了懲罰欽

差大臣的傲慢無禮，避免我們的權利一再受傷害，

我非常強烈地要求您支援我們的報復行動，不惜

一切力量派遣海軍總司令採取軍事行動」。[40]此

後發生的一件事為巴夏禮促成在廣州的戰爭提供

了更好的依據，也讓在廣州的清朝貴族們意識到

英方此後攻佔廣州的重要性。「巴夏禮組織的會談

在進行的過程中，清朝人突然組織了一支部隊對

我們的船員和水兵發起進攻，這時巴夏禮變得更

加有理，他壓低聲音說現在只有一種解決方法，就

是向城市開火。特別是要炮轟葉名琛的衙門，如果

他活著，事情就不會得到任何改觀……如果他在

廣州，這裡就只有悲哀」。[41]簡而言之，葉名琛的

固執己見讓英方更加堅定他離開廣州的必要性。

同時，西馬糜各厘司令也開始採取行動迫使葉名

琛屈服，但他此時的力量還不足以佔領廣州，事件

的發展已經超出雙方的預期，而葉名琛還未有清

晰的認識，不甘示弱地向皇帝彙報他已將英方徹

底擊垮，並且接受了他們的投降的錯誤資訊；巴夏

禮對此喜聞樂見，他在1857年2月16日寫給雒維林
夫人的信中說：「相信皇帝也會非常高興地發現我

們將用相同的口吻對他說一樣的話，不過不是在

廣州，而是在北京。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先征

服廣州，然後，如果皇帝願意，我們可以用和平的

方式解決，如果他不願意，那就讓我們佔領著廣

州，直到他願意為止」。對他的姐夫，巴夏禮表達

得更直白：我相信你我很快就可以看到大清帝國

作出改變。這些問題應當通過在北京派駐常駐大

臣來解決。3月底，香港傳來消息說政府將參與到
這場爭論中，決定派出軍隊。巴夏禮立刻向雒維林

夫人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急切地希望國家的支

援可以使我們快點開始行動。除了攻佔廣州，我看

不到其他解決辦法，否則葉名琛是絕對不會投降

的。我們需要軍隊，聽說他們已經在路上了，我很

高興。」[42]在這兩封信中，巴夏禮透露出英方未來

對大清帝國方針的幾點重要資訊：

第一，英方未來採取戰爭手段還是和平方式

在於清政府的意願；

第二，英方將要佔領廣州，這一方面是為了給

葉名琛一個教訓，另一方面也能迫使皇帝盡快同

意英方的訴求；

第三，英方已經意識到在北京派遣常駐大臣

的迫切性；

第四，英方為了徹底讓大清開放準備好了充

足的軍力。「我們這裡唯一的大事就是在廣州慢

慢集結軍力。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也許需要2周或
1個月的時間……我們將會和法國人結成同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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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感到有一點遺憾。廣州的事情是非常特別的

爭論，整個過程都和我們密切相關，我們需要馬上

找到一個發動戰爭的導火索。這一點解決之後，和

法國人的同盟就可以結成，所有其中的法國人和

美國人應該和我們一樣對他們的利益很感興趣

……我們會佔領廣州，直到有一天中國人不再那麼

傲慢地將我們拒之門外，並保證將來不再對我們

採取侮辱性待遇，我們也贏得在大清帝國應有的

地位。」[43]這件事不再只是英國和大清帝國兩國間

的紛爭，英方還爭取了法國和美國作為同盟國，巴

夏禮相信這其中的利益會達到他們最終的目的：

貿易的自由，尊嚴的獲得，平等的交往。

四、入城問題的由來

一場出人意料的風波演變成了英方利用「入

城問題」進而攻佔廣州的戰爭，這其中的功過是非

如果真如黃宇和博士所說是英國領事巴夏禮的私

人恩怨促成的，實屬有些武斷。現在，「亞羅」號

事件的真相已經浮出了水面，在所有疑問中最核

心的問題只有一個，也就是確定「亞羅」號的國籍

問題，由此而產生的侮辱國旗以及牌照過期事件

只是英方為了解決「入城問題」所持的籌碼。所以

我贊同黃宇和博士考證的結論之一：清廷官兵沒

有扯下英國國旗。但事件的焦點的確在於亞羅號

的歸屬問題，而不是作者運用大量篇幅探究論證

的國旗事件的真相。清朝官員與英國當局最大的

分歧在於：雙方簽訂條約的目的何在？這才是引發

後來一系列紛爭的關鍵所在。清朝上下寄希望於

簽訂條約後能夠早日擺脫「蠻夷」的騷擾，把簽訂

條約看作是解決爭端的終點，而英國方面簽訂條

約只是打開龐大的清朝市場的第一步，他們把簽

訂條約當做友好貿易的起點，雙方抱持著完全不

同的想法又如何可能稱心如意？英方只欠缺一個

出師有名的理由讓清朝上下明白自己的真實意圖，

「亞羅」號事件恰逢其時的出現了。當下「亞羅」

號事件已經成為英方解決「入城問題」的敲門磚，

那麼「入城問題」是怎樣演變而來的，如何運用這

一事件將英方的訴求徹底實施則需要在具體事件

上加以分析。

（一）中英《南京條約》的翻譯問題

《南京條約》重要之處在於它為日後廣州的

入城問題埋下了種子，並且作為英方亟待解決的

爭端直接引發了「亞羅」號事件。條約第二條寫

道：「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

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

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

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

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列，清

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44]此條看來只是允准了

英國官員入住五處城邑以及英國人民寄居港口，

但英文版中原文是：“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
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
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r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or Con-
sular Officers, 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or Towns, to be the medium of communica-
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said 
Merchants, and to see that the just Duties and other 
Du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hereafter pro-
vided for, are duly discharged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s Subjects.”[45]這段話直譯是：中國皇帝陛

下同意，英國臣民及其家屬和僕役，為從事商業活

動的目的，應被允許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

海等城市和城鎮居住，不受騷擾或限制。統治大不

列顛及各處的女王陛下將任命總監或領事官員，

居住在上述每個城市和城鎮，作為中國當局和上

述商人之間的溝通媒介，英國臣民按照此後規定，

清楚中國政府交納貨物稅則和其他應付款項的規

則。它與中文版條約最大的差異在於模糊了英國

官員與民眾的居住場所，承認了英國官員和民眾

擁有在一處居住的權利，而在中文版條約內卻對

這兩者居住的場所進行了明確的劃分。中文條約

內用「城邑」這個詞限定了英國官員居住的場所，

城邑是否指的就是城內呢？答案是肯定的。閩浙

總督劉韻珂因處理福州問題時在1854年4月21日上
的奏摺中所附夾片有這樣一句話：「查核原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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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載有領事住居城邑之語。所云城邑二字，原指

城內而言，該夷所請本非違約妄求。」[46]這說明清

朝當局十分清楚英方官員若有要求入城居住的請

求是正當的，只是還不知曉英國國民也具備入城

的資格，因為在英文文本中表達的是英國官員與

臣民都有居住在城市的權利。這種矛盾在當時沒

有引起雙方的關注，也讓條約在以後的實施過程

中爆發了衝突，即廣州入城問題。

此前，在《南京條約》中規定了英國官員可以

進入五個開放港口的城市內居住，而在實際執行

過程中廣州遲遲不讓英國人進城，其餘的如上海

在1843年11月開放、寧波在同年12月開放、福州和
廈門在1844年6月都已悉數開放。英國人以為清政
府明白條約是用來遵守和執行的，不曾想只有動

用武力時才能夠提醒清朝履行自己早該履行的義

務，如1858年8月8日巴夏禮在給雒維林的信中寫
道：1841年的夏天，2300名英國士兵和水手來到廣
州，中國人見到這樣的情形立刻支付了賠償金，並

且從城市中撤出了4萬兵力。1858年，我們動用了
3000人的英國軍隊以及1500名英法水手才將8000-
10000人的鄉勇鎮住。[47]即使同年6月26日清英已
經簽訂了《天津條約》，巴夏禮仍十分清楚：「如果

沒有建立起敬畏之心，所有的合約都是一紙空

文。」[48]這種敬畏之心在巴夏禮看來顯然不是契約

精神，而是一種用武力證明實力的舉動。1852年4
月19日，包令博士給克拉蘭敦勛爵寫了一封公文，
概括了中國政府最初十年的政策：「他們的目的不

是邀請，也不是促進，而是阻礙一切外國人與中國

接近的管道。每一位帝國的高級官員都被灌輸了上

述方針，同時他們也被告知要避免與外國發生衝

突，小心行事，保證公眾的和平。以上所述的兩點

成為中華帝國與所有外國在駐機關交往的準

則」。[49]看清了這一點後也不難理解為何廣州的入

城問題未得到及時的解決。一是在民眾強烈的排

外情緒影響下，清政府不願冒著失民心的風險滿

足英國人的需要。如徐廣縉在給文翰的照會中稱：

「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

能遍貼曙黃，勉強曉諭。中國不能撫百姓以順遠人

……」 [50]而且在士大夫階層內部也沒有形成一個

統一的對外事務的準則，剿夷派和撫夷派交替得

到重用，導致了清朝對外態度變化多端，難以揣

測。二是英國方面若無強硬手段約束清政府，則條

約的履行會一拖再拖，直至最後英方不了了之是

最理想的結果。三是清政府一開始只是想用簽訂

條約的方式來結束這種超出他們控制範圍之內的

事務，而英國方面卻是希望用這份條約作為一個

與中國交往並進行友好通商的開端，兩者訂立條

約的出發點完全不同，日後的衝突當然難免。

（二）英方迫切希望解決「入城問題」

廣州的「入城問題」讓英方煩惱不已，1842年
簽訂條約的目的是促進兩國自由貿易，而不被允

許進入廣州城直接侵害了英國商人的利益，事情

遲早都會被英方用其他方式解決。再者，外國人的

人身安全在此地也受到了威脅，《巴夏禮在中國》

中寫道：「外國人在外行走時被石頭打，被極具挑

釁性的言語辱罵，甚至被殺害，已經是司空見慣

的事情。」這也成為清朝當局推遲解決英國人入城

問題的原因，在條約簽訂後英國人的人身安全不

僅得不到保障，而且廣州人的排外情緒日益嚴重，

英國官員在此地的權利十分有限。廣州為何成為

清朝排外情緒最強烈的地區？書中闡述原因大致

有二：外國人的形象被醜化了，如：「為了阻礙『蠻

夷』商人進入城市，城裡貼著各種提醒當地居民的

告示。外國人都是『害群之馬、騙子、惡魔、他們的

罪行就像他們腦袋上的頭髮那樣難以計數」。當

時在中國流通的報上沒有刊登國外事物的記載，

國內民眾只能通過官方的隻言片語了解英國人，

這種了解既片面也不盡真實。其二是清政府並不正

確引導民眾正常看待外國人，因廣州人民勝利地將

「蠻夷」擋在城門之外的事跡不被叱令反被官方

刻了銘文來紀念此舉。至於英國人為何堅持向廣

東地方官要求進入廣州的權利問題，是因為在廣

州他們喪失了在城裡會見與皇帝有直接通信特權

的官員的接觸機會，英國人的正當訴求無法得到

滿足，推動本國經濟繁榮的貿易沒有如期興起，即

使有條約的明文規定，他們也沒能按時獲得這種

權利。

1854年初，克拉蘭敦給包令寫了第一封信：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充分享有條約規定的權利，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與中國當局的交流不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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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我們應當自由進出中國的一些城市，特別是

廣州。然而，處理這些問題時我們需要十分謹慎，

如果我們用恫嚇的語言卻沒能成功地達到目的，

那麼我們的國家榮譽就會受損。而且，處理不當的

話，還可能讓我國在中國日益成長的商業利益處

於危險境地。」 [51]顯然，這封信傳達的內容有兩

點。第一，重提「入城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英方

不想再軟弱下去。第二，對於獲得這一應有的權

利，使用的方式需要審慎，不能危害英國已取得的

商業利益。4月，包令對葉名琛表明了下列內容：
一、重申廣州「入城問題」並闡述正當理由，

同時表達了英國有行使權利的決心。信中這樣說：

「不被進入廣州城，這從1843年開始就成為討論
的話題。我的一些前任都數度和貴國欽差協商，一

直到1846年4月4日才得到承認。當時耆英和德庇
時在虎門簽訂了草約，其中規定我們有進城的權

利，我們的這一特權被暫時擱置，但不會永遠被否

認。」[52]

二、清政府當局慣用拖延戰術暫避問題的解

決。「當到了兌現諾言的時間，文翰爵士和徐文縉

多次通信，希望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卻被徐欽差

以回避的態度搪塞過去」。[53]

三、包令希望能夠與葉名琛有直接對話的權

利，以早日妥善解決條約的善後問題，如此看來兩

國官員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解決入城問題

成為了關鍵所在。此前條約簽訂後，英國人預期中

的繁榮貿易和平等交往並未如期實現，當「亞羅」

號事件一經發生，英方徹底看清了清廷官員未有

履行條約的打算，心中難免鬱氣糾結，以致採取了

後續佔領廣州城的舉動。

縱觀整個事件的發展，清朝本可以不必有此

後更大的損失，一件不足為人道的事演變為兩國

間戰爭的釁端不可不說是令人嗟嘆，把小問題拖

成大問題，讓本不必丟失的權利最終雙手奉上，不

知堅拒以公開方式送回全體「亞羅」號船員的葉

名琛欽差作何感想，也不知後被英國官兵帶至孟

加拉拒絕食異鄉米以明志的葉名琛是否反思過，

更不知清朝上下可否有人惋惜過這位氣節堪比不

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的晚清名士。歷史蘊藏在無數

的細節中，每個人的選擇、當時的社會環境、統治

集團搖擺不定的決策以及不成熟不成體系的外交

理念和方式等都會影響事件的走向。當然，不能過

於苛責處於蒙昧時期的清朝尚不具備完善的國際

外交體系，也不能過於譴責想把清朝納入國際貿

易體系的英國採取的措施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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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 ion of Who Defaul t Fi rs t : 
Professor John Wong Analysis over Arrow 
Incident

Liu Kehong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s suggest-

ed the “Arrow” Incident leading to the Second Opium 
War. It went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Incident played 
a crucial role and numerous persuasive findings had 
been made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Professor John 
Wong, based on new sources, proposed that Britain 
took the “Arrow” Incident as an excuse to launch a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the Qing Government in the era 
of British expansion abroad, his sayings drew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Unfortunately,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ausation of who breached the treaty first, it was found 
that Professor Wong’s arguments didn’t hold water.

Key Words: Arrow Incident, controversy over 
Guangzhou invasion, the Second Opium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