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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
)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韩!策

4摘!要5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
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7<世纪46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
即江督非湘人不可.7<65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
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
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7<6;年%
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
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
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
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4关键词5两江总督0袁世凯0张之洞0魏光焘0周馥
4中图分类号5(5N!!4文献标识码5)!!4文章编号56N4XB657;#5657$64B66N6B75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叶以来%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
漕运/河工诸要务%为东南第一要缺.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
领.因此%江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
国%驻兵江南后%对清廷来说%江督人选的确定就更为重大敏感.74W6年湘军首领曾国藩出任两江总
督%可视为晚清江督易主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至7<世纪46年
代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之为)湘人江督格局*#已另文详论$.于是湘/淮系分
据南/北洋%共同支撑着清朝统治.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
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甲午战败%迅速衰落.此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领导的湘系%地位相
对凸显%所以在戊戌/己亥间%能够抵制废立之谋%稍持正论%.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重回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之任%承担议和重任0刘坤一则在南洋主持东南互保%权势达致顶峰.这可视为湘#南洋$/淮
#北洋$二系共持大局的回光返照.只是不久%年迈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就在7<67和7<65年相继离世.
南/北洋于是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已在练兵/交涉/洋务/吏治等方面展现出超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
毫无争议地接掌了李鸿章身后的北洋权力%最为平稳过渡&.然而%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南洋财赋之区
则在军事政治强人刘坤一去世后%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在此背景下宣告终结.

湘人江督格局之所以迅速终结%除了湘系自身的原因外%实与庚子事变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北洋
的强势南下密不可分.简言之%辛丑回銮后的清廷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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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0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74W6+7<77$’江苏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7<4;年版%第7N!7W页0龚小
峰’!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史林"566Y年第W期%第Y7!YN页.
参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7<<Y年版%第5YX页.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缘由%参见麦金农著%牛秋实/于英红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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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必须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所以不得不重用和扶植手握
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
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势力有所裁抑.加速练兵和
推行新政%在在需款%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但是%此时清廷威望大减%其集权政策和意
图并不容易贯彻%故迫切需要政治军事强人设法推动落实.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的新任北洋大
臣袁世凯正是这样的强人%.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
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它不仅
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及湘军的终结%而且反映了清末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
续到北洋政府时期.本文围绕刘坤一去世后纷更不已的江督之争%尝试引出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刘坤一去世后的江督人选

晚清选用江督大体有两个倾向%一是用威望素著/文武兼资的湘系督抚0二是用熟手%即从有两江
地区任职经历的封疆大吏中遴选.所以%刘坤一去世后%据说张之洞/魏光焘/聂缉椝/恩寿均是有力
的继任人选&.魏光焘#74XY+7<7W$%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系湘军大将%曾随左宗棠征西北%历任甘
肃平庆泾固道/甘肃布政使.早在744;年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就保荐其)堪备督抚之选*’.刘坤一
与魏光焘是湖南宝庆府同乡.尽管刘自称与魏并未共事%亦无往来%但他确曾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透过军机章京湘人冯锡仁%向军机大臣孙毓汶推荐魏光焘接任甘肃新疆巡抚%不久又)采其声望%登诸
荐章*.随后%魏光焘率领湘军东下%在刘坤一麾下出关应战.74<N年%魏光焘曾)总统湘军*(.战争
结束后%魏光焘带兵返回西北%历任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庚子事变中%两宫驻跸西安后%魏光焘调任
云贵总督).刘坤一去世后%魏光焘在湘系督抚中无疑资历深厚%吏治熟悉%且有带兵经验%有能力镇
抚江南湘军%但其缺乏在两江任职的经历%洋务交涉是其短板.

聂缉椝#74NN+7<77$%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系曾国藩女婿%和军机大臣瞿鸿禨是儿女亲家.他早
在7445年%就受到时任江督左宗棠的赏识*.继任江督曾国荃系其叔岳%更不待言.74<7年刘坤一
接任江督后%每叹湘系)继起无人*%却以聂缉椝为文官中首要)后劲*+.所以%聂缉椝长期在江南地
区担任要职%先以候补道身份主持江南制造局%后补上海道%擢浙江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在7<67年
授江苏巡抚%同年调任安徽巡抚.就在刘坤一去世前一天%聂缉椝奉旨调补浙江巡抚,.聂缉椝的优
势是湘系人脉背景极其深厚%任职两江地区的经验也甚丰富%且熟谙交涉%但此时他还资历尚浅.

恩寿%字艺甫%满洲镶白旗人%进士出身.他是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麟魁之子-./%前军机大臣/
大学士宝鋆之侄%庆亲王奕劻的亲家-.0%绝对称得上是家世显赫的满洲权贵.74<4年恩寿由陕西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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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7Y4N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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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旨保荐人才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567;年第5版%第;NY!
;N4页.
!复冯莘垞"#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五日$/!致李兰生中堂"#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致魏午庄"#光绪二十一年$%中国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N册%北京’中华书局7<N<年版%第5644/5777/57W7页.
庚子事变中%陕甘总督由魏光焘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详见韩策’!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北京
大学学报"5657年第7期%第75Y!7XN页.
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泽昱编辑%刘悦斌/韩策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中册%北京’中华书局5674年版%第NW5!NW;页.
!复杨镜岩军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册%第7<<Y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5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W年版%第57<页.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第75册%北京’中华书局7<4Y版%第XWW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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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升授江西按察使%仅仅半年之后%就擢任江宁布政使%成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助手.7<67年%漕运
总督张人骏调补山东巡抚%遗缺由恩寿补授.据说恩寿不愿出任漕督%转求刘坤一)电都*后%随即调
补江苏巡抚$.原江苏巡抚聂缉椝调任安徽巡抚%不啻为恩寿腾缺.这令聂缉椝颇为不满.他在给
荣禄的密信中%不仅批评恩寿在南京)多行不义*%斥其为)险诈小人*%而且对刘坤一重用恩寿/)为其
所愚*也颇有微词%.其实%恩寿恃有高层奥援%刘坤一与他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亦是无可如何之
举.恩寿的优势在于不仅高层背景极为深厚%而且比较熟悉江苏情形0短板在于既无带兵经验%资历
也还较浅.况且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裕禄于744Y年短暂署理过江督%此外绝无满人出任江督的先例.

综合来看%已任督抚二十年%声威素著%且曾在甲午战争时署理过江督的张之洞%最受瞩目.早在
744;年%左宗棠保荐曾纪泽时就说’)现在两江督篆需才甚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
尚未能及曾纪泽也.*&虽然语意上明显抑张而扬曾%但说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经被视为江督
的替人之一.迨74<6年调任湖广总督后%据说张之洞的意图)盖在三省钧衡*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一席%以便施展其经营八表之鸿才’.当年驻英国使馆参赞黄遵宪在私信中也有)假令香帅#张之洞$
移督两江*的说辞(0而张之洞的核心幕僚王秉恩随后在密信中则谓%)朝廷重念海疆*%故张之洞若非
再莅两广%)亦必近指金陵%斯固人人意计之事*).因此%74<;年甲午战争中%两江总督刘坤一率湘军
北上%即以张之洞署理江督.次年战事结束%已任江督一年并有诸多建树的张之洞%并非没有实授机
会%只是最终遵照慈禧太后之意%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别回任*.所以%刘坤一去世后%由张之洞继任江
督%也在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张之洞此时并不愿意出任江督.光绪二十八年#7<65年$九月初五
日%他一接到刘坤一去世的电报%就立即致电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请鹿氏向军机大臣荣禄/王文
韶和瞿鸿禨剀切言明%恳求慈禧太后断勿调他东下江南.张之洞提出的)四不可*理由容有夸大+%但
此时不愿接任江督当是其真实想法.因为他没必要对鹿传霖如此故作姿态.进言之%张之洞之所以
坚辞江督%或许还因为彼时南洋地区的中外交涉极为复杂%颇难措置得当%而且朝廷在回銮后有意裁
抑东南互保的南洋势力%故张之洞不愿身陷旋涡.不过%张之洞显然意识到如果坚辞江督%朝廷必感
)择人为难*%故次日又向鹿传霖推荐吏部尚书张百熙和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从电文看%着重尤在后
者.他称赞李兴锐)吏治老练%久在南/北洋%谙习洋务*%若催其)由海道来%七日可抵沪*%断言李氏
)实可胜任*.值得注意的是%张百熙/李兴锐均是湘人.这说明在张之洞心目中也)默许*湘人江督的
传统.此外%由于鹿传霖曾在庚子年以江苏巡抚署理过江督%所以鹿氏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张之洞认
为鹿传霖的)性情与今日南洋不甚相宜*%故建议他)不出外为宜*,.当日南洋交涉繁重%须与洋人关
系较密%方可措置裕如%而鹿传霖被外人及东南舆论目为顽固%故张之洞所言亦非无据.当然%鹿传霖
一旦外任%张之洞将失去枢垣靠山%不仅多有不便%甚至地位也会动摇-./.因此%鹿氏外放江督绝非张
之洞所愿%自不待言.然而%很可能因为这时东南局势非常微妙%不仅南洋大臣和上海道正在与列强
交涉黄埔江的河道管辖权纠纷-.0%而且关系重大的商约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所以清廷还是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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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选择与外人关系良好%擅长交涉%且近在武昌的张之洞署理江督%以便乘坐军舰迅速东下坐
镇$.当然%令张之洞署理%而非实授%也说明此中尚有争议%最高层并未下定决心.

二!张之洞短暂督江的台前幕后

张之洞既然如此反对出任江督%朝廷却仍然迅速授命于他%说明为稳定东南大局%确实需要借重
声望卓著/中外交推的张之洞.时任江苏督粮道的胡延在致荣禄的密信中就说’)香帅移镇%自是非准
不可*%因为)中外同心*%.因此%张之洞周围的众多官绅%料其必可实授&.此外%沪上报刊舆论也纷
纷鼓吹张之洞是接替刘坤一的最佳人选’.岂料短短两个月之后%清廷突然令云贵总督魏光焘补授
江督%让世人大感意外.此其故安在2 原来%张之洞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后%竟很快遭到多方面的激
烈反对.首要的反对来自江苏官场%其中分量最重的正是江苏巡抚恩寿.张之洞甫受命而尚未到任%
恩寿就致信荣禄%痛诋张之洞)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0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
为私而不为公*%以故)治鄂十余年%不可谓无建白%而卒未闻收有成效*.恩寿进而对比张之洞与刘坤
一施政方针之不同%并将湖北和江南相联系%谓张之洞调任江督后%势必好大喜功%竞立新法%用江南
脂膏弥补湖北亏空.恩寿接着充满忧虑地说’在刘坤一时代%)非无借口新法之人时来尝试*%但他)知
无不言%抉其隐私*%刘氏也因之)顿悟*%故)大有关系者必不允行*.而今张之洞)抱不世之才%下车伊
始%必将百度维新*%)断不纳刍荛之献*.所以%恩寿以辞职求退相)要挟*’)与其至不可收拾之日辜负
栽培%曷若于事机始露之时预为引避*0鉴于成都将军长庚久不赴任%故以调任成都将军作试探(.前
文已述%恩寿也是江督的候选人之一.因此%他如此赤裸裸地反对张之洞%难免令人怀疑是为了自谋
江督%以私害公.这就削弱了他建言的说服力.所以%恩寿另附一短函%坚称所言实为公而非为私’
)两江责任綦重%非威望卓著%素善将兵者%不足以膺此巨任.受业之为此迂论者%实为大局起见%若有
一毫希冀此席之想%神明殛之.*)措辞直是起誓发咒.

迨张之洞到南京接任后%兴办新政)举动阔大*.恩寿大为不满%于是发私电给荣禄和奕劻%)言江
南财力恐不敷南皮#张之洞$一年之挥霍%如张久任南洋%彼即告辞云云.立言危悚%政府颇为所
动**.这通张缉光致汪康年的密信写于十一月初六日.因为张缉光是瞿鸿禨的门生%当时在北京做
瞿府的家庭教师%所以这则消息很可能正是来自军机大臣瞿鸿禨.恰在同日%清廷下旨令云贵总督魏
光焘调补两江总督.虽然恩寿与张之洞政见大异%且不免夹有私意%但他批评张之洞用财如泥沙%却
大体是当时公论.魏光焘调补江督后%漕运总督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信中说’)留侯#张之洞$交涉是
其所长%浪费是其所短.幸邀尊鉴%留此财赋之区%勿令竭泽而渔%然鄂中已收括不堪%商民俱困
矣.*+显然%张之洞施政举动阔大%用财浪费%也是荣禄等清廷高层所忧虑和不满的.

江苏官场中除恩寿外%反对张之洞者也大有人在.其实%胡延在评论张之洞出任江督)中外同心*
的同时%也直言他)难于伺候%亦人人所知*,.这可视为江苏官场反对张之洞的一个预言.此外%南
京的士民也不满于张之洞的施政.当时寓居南京的张佩纶在家书中就说’)金陵士民痛恨香翁#张之
洞$几如酷吏*-./.而浙江道员李辅燿也从南京官员口中听到张之洞)骇人听闻*的种种举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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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江地区军政商学界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也反对张之洞就任江督.清廷之所以从74Y<年
沈葆桢去世后%就倾向于遴选湘系大将出任江督%进而形成了湘人江督格局%镇抚江南的湘军及相关
势力正是其中要因.而湘人江督格局一旦形成%就又成为清廷遴选江督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已
另文详论$.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如许同莘等人%当时就将张之洞的突然离任%归因于湘人群体的激烈
反对和入京运动.他说’)中兴以后%两江总督皆以湘人为之#惟沈文肃/李宗羲非是$%为约束湘军故
也.香帅之来%众意必拜真除之命.而部下湘人%谓从此将无指望.以刘忠诚#刘坤一$遗折曾保荐魏
午庄可任%遂集三十万巨赀至京纳赂%为之游说.魏竟得补授江督之旨.舆论纷然.闻荣禄一人得六
万金.政以贿成%是可慨矣.*$多年之后%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时%仍然认为7<65年张之洞未能留任
的原因之一%是)湘军将领狃于故常%遂有谓此席不相宜者*%.湘人携巨款入京为魏光焘纳贿游说%
虽尚不能完全证实%但其反对张之洞出任江督%当是事实.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张之洞)身在江南%不忘鄂事*&.据余肇康致瞿鸿禨的密信%)广雅#张
之洞$虽移节%事多付之山舟#梁鼎芬$%仍不能去鹤楼#湖北$一步.此则我公意料所不到也*’.看来
如果张之洞实授江督%就很可能既掌握南洋大权%又遥控湖北政坛.这是清廷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说%正是上述因素促使清廷最高层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时在京外国人的消息称’)慈禧太后
想授张之洞以两江总督实缺%但是荣禄和袁世凯竭力谏阻%所以最后任命了魏光焘.谁都不明白袁世
凯为什么如此反对张之洞%但是我揣测%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他的庇护人和盟兄荣禄.*(慈禧太后的
态度尚难完全确定%但她屡屡以张之洞为书生%言下亦不甚许可).况且她对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
东南互保%芥蒂实深*.从上文看%当国的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最终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无疑义.本来
就对张之洞颇有意见的奕劻%想必也会受其亲家恩寿的影响.因此%即使慈禧真的想让张之洞留任江
督%荣禄等人只要将上述)不利信息*向慈禧剀切陈明%似亦足以改变慈禧态度.

至于袁世凯的态度和作用%还可进一步讨论.张之洞的弟子及晚年幕僚傅岳棻曾说’7<65年袁
世凯入京召对%慈禧太后)询及江南事*%袁氏即说’)3张某虽老成%精神殊衰苶%其宴臣席间即颓卧
矣.(由是有诏命文襄#张之洞$仍回鄂任.文襄知其中伤%颇以为憾.*+类似的说法尚多.不过%据可
靠材料%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河南老家葬亲之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南下%经汉口顺江而下%在南京与
张之洞)畅叙两日*%十一月初二日从上海登舟北上%初五日抵天津%接直隶总督印信%初十日入京觐见,.

因此%谓袁世凯不乐见张之洞留任江督则可%谓张之洞未能留任是因袁世凯在慈禧面前)中伤*所
致%则显非事实.盖袁世凯觐见之前的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已经受命调补江督.况且慈禧和荣禄也
不大可能造成袁世凯一入京觐见%张之洞就回任湖广总督的印象.如此痕迹太明%岂不将袁世凯倾轧
张之洞的内情和盘托出.更可能的情况是%袁世凯在与张之洞/盛宣怀会面后%已经密电通报荣禄.
袁世凯之所以不欲张之洞留任江督%或许因为他正在代表朝廷从盛宣怀手中收回电报局和轮船招商
局等利权.张之洞虽与盛宣怀也有分歧%但他列举)七难*%认为电报局)由官收回%实无善策*%与袁世
凯显有不同意见-./.况且张之洞留任江督%虽非袁世凯对手%但袁氏彼时羽翼尚未丰满%有张氏在南
洋掣肘%亦颇不易措置.此时%清廷为了裁抑东南互保势力%重树中央权威%并集中兵权财权%正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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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袁世凯)削夺*南洋权限.倘若袁世凯反对张之洞留任江督%也容易说动慈禧和荣禄.
但如此结果%实在大损张之洞威望.尽管张之洞在刘坤一刚去世后并不愿意下江南%然而%一旦

他带领为数众多的家人/幕僚和随从浩浩荡荡地东下金陵%并开始大举新政%则情况已然不同.况且%
这时朝野上下多预料张之洞必可真除.在此情况下%仅仅一个多月%清廷就突然令其回任%就实在让
张之洞难堪%也使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大失所望.张佩纶就说’)香翁到此匝月%始有振作意*%岂料)忽
补*魏光焘%张之洞)进退维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十一月初八日%张之洞收到袁世凯来电%
得知魏光焘调补江督%于是连夜召其核心幕僚郑孝胥密谈.郑氏愤愤地说’)朝廷奄奄不能自振%但依
附湘淮残部%以迄于亡而已.*他们随后)语至天明乃罢*%.据说张之洞因为魏光焘)名望远出其下%
意尤怏怏%恒语人曰’3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此中愤懑可想而知.魏光焘之所以能够
调任江督%自然有两江地区湘人势力游说运动的因素%但清廷准备延续湘人江督格局%以稳定江南局
势%也是重要考量.朝内主持此议的首为荣禄%湘人军机大臣瞿鸿禨也是重要推手.在张之洞受到多
方面激烈反对的情况下%瞿鸿禨趁机提出由魏光焘调补江督%得到慈禧和荣禄的首肯%也顺便)恢复*
了湘人江督的传统.当日报刊消息就称%此议)为瞿大军机所创%实系为地择人起见*’.下文将看
到%7<6X年春%魏光焘到任不久%荣禄就因病去世%魏氏在中枢的盟友正是其同乡瞿鸿禨.

三!魏光焘督江后面临的挑战

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的决策%使湘人江督的传统得以维系%自然令在两江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湘
人群体十分愉快.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函中就说’)当涂#魏光焘$督江%楚人大悦.*(然而%魏光焘毕
竟既缺乏在两江地区任职的经历%更缺乏与东南地区众多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张之洞则以交涉见
长%与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关系密切.所以%在华外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人事调动%会不会或明或暗
地干预%是清廷高层和关心时局者颇为在意的.

当时%张佩纶在家信中就颇为感慨地说’)洋使如不说话%负此万寿菊花龙#似指张之洞$0如说话%
亦非国体耳.*)此外%据说各国驻南京领事均以魏光焘)久居边远%恐于外交之道不甚讲求*%遂联络
驻京公使向清廷建议张之洞留办南洋事务*.此种)干预*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程度到底多深%尚难完
全确定%但慈禧太后与荣禄等高层显然对此非常敏感.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调补江督的谕令甫下%
陈夔龙就向荣禄密报)欧人刻尚无异言*%但进而建言道’)扬子江一带情势日棘*%诚虑魏光焘情形隔
膜%)须有通达中外/经权悉协之司道大员从旁赞助%庶免偾事*+.光绪二十九年#7<6X年$二月%魏
光焘下车伊始%陈夔龙立即报告江南)人心尚觉帖然*,%请荣禄宽心.只是%一旦开始主政两江%魏光
焘就至少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内政外交能否胜任0二是北洋强势下南洋造成的持续冲击.

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除了河/漕/盐三大政之外%海防/江防/营务/吏治/洋务/交涉/厘金
皆其负责%地大事繁%实非文武兼资的大才莫办.同时%该位置为各方高度注视%也容易动辄得咎.魏
光焘长期在西北任职%毫无两江地区为官的经历%故其迁擢江督%就纯系一生手.加以魏氏为人处事
)和慎有余%而宏断不足*-./.因此%他入主两江%从一开始就存在是否镇得住的问题.况且%魏光焘的
上台%不能排除两江地区湘人群体运动的因素.所以%他到任后难免为政)宽大*%束下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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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魏光焘主政后%两江官吏屡次被参%只是魏氏在中枢的同乡盟友瞿鸿禨都尽力助其渡过难
关.光绪三十年春%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深受张百熙信任的张鹤龄对瞿鸿禨支持魏光焘出任江督%
并在中枢种种调护的情形颇有议论.他说%去年张之洞之所以未能实授江督%乃系瞿鸿禨与魏光焘有
密切关系%即现在江南被参%)仍令本人查办%此其关切为何如乎*$.又说’)两江以极大问题%枢廷意
欲消弭之%仍派本督查办.荒谬极矣.*%这时%奕劻新入军机%并无班底%虽系领班%实为新进%所以内
政方面常不得不尊重王文韶/瞿鸿禨的意见%瞿氏在一定范围里也颇行其志.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
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安徽正阳关盐务总办/江苏候补道方硕辅的参案%同日御史黄昌年奏参)江南吏
治窳败%兵防废弛*%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淮北盐务参案%均交魏光焘查办%而魏氏的复奏均)宽大处
理*%结果也都平稳过渡&.光绪三十年四月%经过中外反复交涉%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最终以章炳麟/
邹容分别在上海租界监禁三年和两年而告结.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江苏巡抚恩寿对于此案的交涉%显
然算是一种失败.四月十一日%恩寿调署漕运总督%而善于同外人打交道的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巡
抚%或许就与此案的结局不无关系.据说慈禧太后以章/邹)定罪太轻%深滋不悦*%甚至萌生用岑春煊
代替魏光焘的想法’.这种传言绝非无根%其指向所在正是魏光焘不胜南洋外交之任.魏光焘卸任
江督后曾致函瞿鸿禨%反复解释其在江南屡被指摘的缘由%即以苏报案为源头(.随后%朝官对两江
的奏参不断加码%矛头更直指魏光焘本人.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江苏苏州籍御史汪凤池奏参魏光
焘疏懈%政令纷歧%请旨儆戒).两日之后%奉旨)该督务当振刷精神%于一切用人行政%破除情面%遇
事整顿%挽回积习%毋负朝廷委任之至意**.如此重参%仅令本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难怪当时报
刊评论惊讶于魏光焘竟能)仰邀圣眷如此*+.六月十七日%魏光焘上奏)敬陈感悚下忱*%实系辩解.
奉旨)知道了*,.魏光焘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此中当有瞿鸿禨的调护之力.

如果说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境%还可以调和弥缝%那么魏光焘面临的另一挑战%亦即朝廷的集权举
措和袁世凯北洋势力南下的持续冲击%显然就更难应付.魏光焘在江督任上%一方面竭力维护湘系势
力%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北洋南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多合作%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就是显例.从
历史渊源看%江南制造局实由北洋和南洋共同管理.因此%颇有人批评魏光焘不应撇开袁世凯而与张
之洞共商此事-./.当时%由练兵处结合起来的奕劻/袁世凯/铁良%正力图控制江南制造局-.0.魏光焘
则颇为反对-.2.同时%在向练兵处筹解经费方面%魏光焘也并不积极.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魏光焘
会同江苏巡抚奏称’)拟就宁/苏各州县丁漕两项每年提银二十一万两%并督同僚属量力报效一次%以
供练饷之需.*-.3以最富庶的江苏省%仅仅筹措如此数目%自然不能令练兵处满意.此外%在统一营制
方面%魏光焘认为新军制度非旦夕可成%力主保留湘勇旧制%还派亲信回湖南增募湘军%在北洋新军之
外%独树一帜-.4.魏光焘在致端方的密电中直白地反对北洋模式和北洋南下.他说%江南)营制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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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较异%饷亦较薄%此则因地因时未能急切变更*.若如袁世凯和练兵处所奏%)各省将领均由北洋选
派%无论兵权悉归独揽%鞭长莫及0兵将各不相习%窒碍甚多*$.显然%这必然令练兵处和北洋方面都
不满%魏光焘与奕劻/袁世凯/铁良的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年七月%铁良南下%魏光焘随即调离江
督.迨铁良回京%魏光焘应声开缺.

四!铁良南下与江督纷更

光绪三十年%在日俄战争的大背景下%慈禧太后非常注意练兵一事%而筹饷难题几令她)寝食皆
废*%.六月二十一日%清廷曾向各督抚发出密谕’称东三省)即使事机俱顺*%亦)非得数枝劲旅/大宗
的款%极力经营%不足以厚声势而保权利.况强邻交逼%事变难知*.又说%尽管京内外财政)同一支
绌*%)然事势迫切%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故)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希望各督抚)联为一
气*%设法)接济*朝廷&.用语绝痛.在此情况下%铁良南下的使命至少有三’考求江南制造局迁址问
题/清查长江中下游各省财政/考察各地的军事建设%而归结于当日朝廷念兹在兹的练兵筹饷问题’.
七月十八日%铁良即将抵达上海之时%两江总督魏光焘被御史周树模上奏严参%奉密旨交铁良查办.
然而四日之后%未等查办%清廷就命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上文已论述过两江总督魏光
焘与练兵处及北洋方面日益激化的矛盾%至于铁良南下与魏光焘去职的曲折还可进一步考察.

据当日练兵处提调徐世昌的日记%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午后%徐世昌与铁良曾一起谒见过奕劻%随
后铁良赶赴保定营次.六月初五日%清廷就谕令铁良南下%详细考求江南制造局)究竟应否移建%地方
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同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具奏(.
当天两宫召见徐世昌%)问政务处/练兵处/兵部各事*%并夸奖徐氏道’)听奕劻说%你办事很认真.*午
后%徐世昌谒见奕劻.三天后的晚上%铁良自保定归%与徐世昌连夜久谈.迨七月初四日%徐世昌同铁
良又到承泽园谒见奕劻).可以想见%他们已经做了充分讨论和设计.同日%铁良上奏表态’此次将
)破除情面%详细考查%以期仰副朝廷慎重军储/综核财政之至意*%同时报告将)取道天津%乘轮南
下**.这意味着铁良赴南方之前%先要在天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仔细商议一番.七月十二日#4月
55日$早晨%铁良从北京火车站启行+.在天津与袁世凯晤谈之后%于七月十九日#4月5<日$抵达上
海%当天便进入江南制造局开始调查,.

极为蹊跷的是%就在铁良抵沪前一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树模突然上奏%严厉参劾魏光焘.他
一则称’)两江为东南财赋之源%南洋实中外交涉所汇%其重大尤倍他省%断非寻常阘冗之流所能胜
任.*再则谓’)魏光焘起家营伍%洊至封圻%碌碌未有奇节%历官秦陇滇黔%徒以安谨著闻%可幸无过.
及移督两江%见其文书旁午%事务殷繁%一切委诸幕友%拱手受成.百弊丛生%诸事不振.*这就先从总
体上将魏光焘定位为)寻常阘冗之流*%认为其难胜江督重任.然后%周树模从军政/财政/学务/吏治
四个方面%逐一指摘魏光焘任江督近两年期间%办事无效验/地方无起色.最后%站在维护东南大局的
高度%周树模奏请)饬派公正大臣严密查究%别简贤能%以继两江之任*-./.很明显%如此指名道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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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多款的长篇封奏%绝非短时间所能凑成%必系图谋已久之作.更为奇诡的是%奏参的时间点也是相
当讲究’在铁良出京前%引而不发0迨铁良抵达沪上%突然递上%令对手措手不及.此外%该封奏措辞之
严厉%较之几个月前汪凤池的参奏%不啻加增十倍.可见%此次必欲扳倒魏光焘而后止.周树模
#74W6+7<5N$%湖北天门人%字少朴%号沈观%744<年己丑科进士.尽管尚无确证显示%他的这道封奏
背后有徐世昌等人的暗中授意%但如果观察他后日的履历%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周树模与徐世昌关系
非同一般.7<6N年%徐世昌/端方奏调两名御史随同出洋考察%周树模即在其列$.两年后%徐世昌外
放东三省总督%周树模即调任奉天左参赞%与右参赞钱能训成为徐世昌的左臂右膀.次年%周氏遂署
理黑龙江巡抚.民国建立后%徐世昌于7<7;年出任北京政府国务卿%随即举荐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
后者)闻命立起*%.迨五四运动后%内阁总理钱能训辞职%徐世昌即提名周树模继任%只是由于安福
国会的抵制才未获成功&.所以%我们有理由将这一大参案%与当时练兵处内袁世凯/铁良/徐世昌等
人对魏光焘及东南湘系势力的不满联系起来.七月十八日当天%清廷寄谕铁良%令将魏光焘被参各节
)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有意思的是%次日军机处急发一道更为快捷的电谕给铁良%却令他将这道
廷寄)先行密封%俟前次交查事件完竣后再办*(.这无疑将魏光焘被参案做了)冷处理*.十九日领
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似未入直%所以此中或有瞿鸿禨的调护作用.然而%仅仅三天之后%奕劻入直%
清廷最终决定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军机大臣荣庆在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透露了重要内
情’)庆邸#奕劻$入直%调江督.*)可见奕劻在此次调动中的决定作用.

铁良奉旨南下%两江地区首当其冲%魏光焘早已如临大敌%想方设法来应对.为节省本省经费以
便筹措练兵费%他在六月就下令裁撤江楚编译局/官书局/江南派办处和金陵马路工程局*.随后%魏
光焘又叮嘱所辖之江宁/苏州/安徽/江西各处做好准备+.七月十八日%魏光焘鉴于铁良)此来注重
筹款*%特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教因应之方,.张之洞的复电颇打官腔%他说到时)相机因应%此时
无从悬揣.总之%非力筹巨款%断难了局*-./.尽管魏光焘努力应对%但看似突然而实则谋划已久的参
案%还是让他栽了跟头.据军机处传出的消息%铁良到沪后%即密电奏请先将魏光焘和江宁布政使黄
建笎开缺另补%以便查案-.0.此外%也有报道称袁世凯在背后实有动作.据说魏光焘被参案暂时)封
存*后%清廷曾发电询问袁世凯%后者的复电于二十一日到%次日李兴锐调署江督的上谕随之颁下-.2.

不过%魏光焘虽然去任%而李兴锐调署两江总督%则湘人江督格局仍然得以维系.至于何以李兴
锐成为替人%自然是清廷最高层权衡取舍的结果.据说当时荣庆主张署理江苏巡抚端方接任江督%后
因有湘人来函谓)两江非湘人必遭刺*%某位汉军机大臣#当指瞿鸿禨$趁机提议与李兴锐对调.奕劻
赞成%)遂举以上闻*-.3.传闻的细节未必准确%但在魏光焘无法保住的情况下%瞿鸿禨显然会赞成湘
人李兴锐接任江督.而早在两年前刘坤一去世之时%张之洞就向鹿传霖举荐过李兴锐.所以鹿传霖
想必也会赞成此种安排.只不过%较之魏光焘%李兴锐#745Y+7<6;$更长十岁%时已年近八旬%颇觉老
态龙钟-.4.显然%这一人事安排必为暂局无疑.当日朝野对此甚为明了.为!中外日报"撰写社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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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鉴于)江督既非湖南人不可*%故预测二人有资格接替李兴锐’一为前安徽巡抚/广西巡抚王之
春%乃彭玉麟之旧部0一为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现浙江巡抚聂缉椝%乃曾国藩之爱婿$.因王之春
前在广西巡抚任上治匪不力%已被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劾开缺%故聂缉椝相对更有希望.随后%颇
有传闻政府因李兴锐年老不能胜两江重任%于是准备简放年富力强之大臣接任%内中赵尔巽/铁良均
是候选人%而吏部尚书湘人张百熙)资望较深%因两江之任曾有非湖南人不能坐镇之说%故亦有简放是
缺之望*%.总之%江督的继任人选时刻牵引着朝野的关注目光.果不其然%李兴锐到任仅一月有余%
就于九月二十日溘然长逝.然则是否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怎样继续%又成为朝野拭目以待之事.

五!周馥督江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当李兴锐出缺之时%东南论事者咸谓朝廷必以正在江南查案的铁良出
任江督&.而如果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则聂缉椝最有希望.岂知慈禧太后和奕劻别有打算%既断然
决定打破湘人江督的惯例%也并未令铁良接任江督%以避免置其于中外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是选择北
洋系统的山东巡抚周馥南下署理.如果考虑到周馥乃安徽人%本应回避江督%那么这个决定就更加耐
人寻味.所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孙/浙江道员李辅燿就觉得这一任命真是)出人意外*%同时也调
侃聂缉椝空想了一番’.其实%周馥署理江督%不仅东南舆论不乏反对之声%而且京城人士也)颇以为
非是*.然而%这是慈禧太后和奕劻的决定’)闻说勉帅#李兴锐$出缺奏到%邸堂#奕劻$在下并未议以
何人上请%但云3且上去再说(.讵料上去后%邸堂一人独奏玉帅#周馥$%上#慈禧$即称可%群皆相顾愕
然.是玉帅与邸堂之浃洽可知矣.*(周馥在辛丑议和中甚为出力%与奕劻合作良好%是庚辛之际)留
京派*的重要成员%随后在收回天津交涉中也颇蒙赞赏.因此%周馥的外交才能是慈禧/奕劻相当欣赏
的.就在本年七月初二日%周馥密陈东三省事宜%建议遣派)亲王勋戚重臣*赴各国联络%一方面劝止
日俄之战%另一方面)定东三省善后之约*).据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电消息%慈禧颇为所动%准备照
办%只是使才)尚难其选**.可见%周馥擅长外交的一面%当是最高层任命他署理江督的考虑之一.
此外%周馥长期追随李鸿章%在营务/吏治/河工方面经验丰富%所以最高层想必也有意用他来整顿两
江的军政吏治.当然%这与其亲家袁世凯的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因为周馥署理江督%正好可以配
合清廷和袁世凯推行的北洋下南洋进程.果然%周馥到任后%在南北洋海军由北洋统一指挥/裁撤湘
军/编练新军/筹措练兵经费等方面%无不尽力支持练兵处和北洋的行动.

首先%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周馥下车伊始%就会同袁世凯奏请南北洋海军联合派员统率%而
所选统帅正是统领北洋海军的叶祖珪.周馥奏称’)各国水师陆军无不号令整齐%联合一气%虽有分合
聚散%绝无不可归一将统率之理%亦无两军不能合队之事.中国从前创办海军%因限于财力%先办北
洋%而南洋则因陋就简%规模未备.数年以来%旧有兵船益形窳朽%徒糜饷项%无裨实际%且管驾各官亦
多不谙方略&&非重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0非专派大员督率%不能造就将才.查有现统北洋海军广
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本船政学堂出身%心精力果%资劳最深.拟将南洋各兵舰归并该提督统领%凡选派
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均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不仅
如此%)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兵舰/饷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系者*%并准叶祖珪考核%
)会商各局总办道员切实整顿%前委管驾各官有于海军尚欠练习者%酌量撤换*,.可见%这相当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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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给统帅叶祖珪赋予巨大权力.
周馥在上引奏折中说%这是近日与袁世凯往复电商达成的共识.其实%早在本年六月已有报道

称%叶祖珪在京晋谒奕劻%)曾将目下南北洋海军情形及军舰实在数目缮具手折*%禀呈奕劻%)并言海
军尤为当务之急%请奏明饬下南北洋大臣认真整顿%并添造军舰*$.如果将这些情况联系起来观察%
可知奕劻/袁世凯力挺周馥署理江督%实在是下着一盘北洋下南洋的大棋.

其次%与魏光焘主张保留湘军截然不同%周馥抵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裁撤湘军%同时用北洋模式
加快新军的编练进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周馥)特设督练公所%以为江南各路防营之枢纽*%分别遴
委朱恩绂/徐绍桢办理兵备处和参谋处事宜.翌年二月%又特派徐绍桢)驰赴北洋考求一切教练之法%
以期南北号令齐一*%.其实即是以北洋模式为榜样.当时)江南原有陆军共七十营旗%合兵勇三万
八百余人%岁需饷银一百六十余万*.周馥抵任后%督饬)督练处将湘军羸老不任事者裁汰四千余名%
分起送回原籍%遵照练兵处章程%改编八标%练成两镇*&.由于随后江北提督奉旨专练一镇%故周馥
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奏请江南先练一镇.他说’)江南诸军疲敝已久%近年虽有编改常备/续备之名%
而军制既参差不齐%饷数亦多寡互异%枪械更新旧杂陈.间有教练新操者%亦不过略袭形式%于一切军
队内务经理之法%大都阙如.*’这就否定了魏光焘此前的军备整顿.周馥进而对湘军模式提出严厉
批评’江南兵籍)悉沿招募旧制%湘军居其九%淮军居其一.无论其旋募旋去%易致穷失所归%流为盗
贼.即或练成劲旅%而注籍一二十年%非老即疲.暮气不除%新机自窒.是非急办征兵%定为更番训练
分年退伍之法%无从整顿*.所以%一方面)先后遣散已有五千余人*%另一方面准备学习日本经验%征
召本地之民为本地之兵.因为)若招募异籍之民%无论平时难以相安%逃亡难于侦缉%即常备期满%退
归续备%亦莫从布置*(.后来%周馥在!自订年谱"中说%光绪三十一年)裁湘军疲老者约一万人%添练
新军一万数千人*).这都是周馥署理江督之后%大力裁撤湘军%同时依照北洋模式编练新军的表现.

再次%周馥抵任后不久%就上折奏参庸劣不职的官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奉上谕%江苏试
用道王运嘉/候补道曾广祚/安徽督销淮盐局委员试用通判徐开藩/铜圆局委员分省补用通判易梦书/
前署海州直隶州知州试用直隶州知州王茂中/上海租界会审委员候补知县黄煊/补用知县陈世辅/试
用知县林介镛/铜圆局委员试用知县熊骧保%均革职0试用道邓炬/前总办铜圆局试用道志钧均降为同
知0试用知府赵继椿降为通判0山阳县知县叶芸以教职选用0候补道欧阳霖勒令休致*.内中多人均
系前任所用%而曾广祚乃曾国藩后人%久为魏光焘所器重+.与此相应%周馥从北洋大量调人%加以重
用.他不仅调用北洋武备学生来南京训练军士%奏调任职于北洋水师的蒋超英来整顿南洋水师学堂%
而且调用袁世凯之弟袁世廉来宁%委以支应局和筹防局重任,.所以%很快就有周馥)极力联络北洋*
的报道-./.如此%北洋下南洋从人事方面也在不断推进.

最后%周馥为练兵处筹措经费%显然也比魏光焘积极得多.7<6;年主政江苏的魏光焘供给练兵
处4N万两白银%而7<6N年周馥则交付了7W7万两白银%几乎是前者的两倍-.0.因此%至迟到7<6W年%
吴人嘲笑周馥的!南京白字诗"就颇为流行%其中有句云’)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
洋属北洋.*-.2此诗用语过于刻薄%对周馥的描绘显然并不公平%但周馥署理江督近乎两年%在南/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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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方面%确实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其一%晚清七十年%从无山东巡抚南下接任两江总督的情况%周
馥是唯一的一个.更重要的是%至迟从7446年开始%清廷就在刻意保持南北洋的派系平衡%出身淮系
和北洋的人%不太可能出任南洋大臣.不过%周馥本人毕竟还是介于南北之间的皖人.而此后直至辛
亥鼎革%满人端方和直隶人张人骏先后入主两江%意味着自曾国藩以来数十年南人担任江督历史的终
结%开启了北人#可包括满人$江督的历史.其二%周馥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近两年%不仅终结了数十
年湘人江督格局%而且他在用人/练兵/新政诸方面%加速了辛丑回銮之后的北洋下南洋进程.结果%
南北洋表面的联合%实际打破了南北派系的相对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湘
人江督格局的终结及南北失衡的结局%使得南洋当局实力明显削弱%其在清朝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严重
式微.于是南洋既无力平衡北洋%也难以应对东南地区日益增长的革命/立宪及会党力量.这一隐患
在辛亥革命中暴露无遗.

收稿日期!5656B6WB5;
作者韩策%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7664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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