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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 

──傅柏翠與閩西地區 
 

陳耀煌 

 

摘要 

 

  閩西上杭人傅柏翠，一位顯赫一時的民國時期農村地方強人。他

早年崇尚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後又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徒。他允文允武，

曾籌辦民團捍衛鄉里，也曾擔任律師，為鄉民仗義執言。第一次國共

分裂後，傅被迫走上共產革命之途。1931 年，傅脫離共黨，以一位左

翼份子、地方領袖的身份，繼續活躍於閩西社會，致力於地方農村改

革。國民黨當局恐怕傅尾大不掉，中共方面也批評他，但傅卻在國共

兩方間捭闔縱橫，獲得夾縫間的生存，並逐漸發展自身勢力，成為閩

西地區勢力最龐大的地方強人，直到 1949 年再投入共產黨的懷抱為

止。本文將透過 1949 年以前傅柏翠個人歷史的重構，試圖闡明民國時

期農村地方強人的多重面向。 

 

 

關鍵詞：傅柏翠、閩西地區、地方強人、農村改革、國共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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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王朝的正式統治，只達縣一級。縣以下則是

依賴士紳進行間接統治，我們稱為「紳權」。可是，自科舉廢除以來，

紳權逐漸沒落，執政者只好訴諸國家的力量以深入統治地方。但是，民

國時期中國的國家力量相當孱弱，不能取代傳統士紳，特別是在農村地

區。政府當局仍必須尋求某些非正式的地方人物的幫助。這些非正式的

地方人物，正如杜贊奇的分析般，是一支不可被國家控制的力量，而且

其中許多人還是壞份子、土豪。這是因為紳權已經凋零，正直人士又不

願幫助軍閥與政府當局榨取人民的緣故。因此，在民國時期，政府當局

愈益試圖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對地方的控制力卻反而變得更加薄弱，

這就是杜贊奇所謂的「國家的內卷化」。1 

  當代許多學者也承襲了這樣的觀點。如王奇生在關於民國時期鄂西

等地的「權勢人物」的分析中，即指摘其中許多人就是靠武力或財力崛

起的「劣紳」、「土霸」或「反動首領」，與過去的士紳截然不同。2張

信關於二十世紀初期河南西南部地區的地方菁英的研究也指出，該地在

民國時期由國家所維繫的合法秩序已蕩然無存，完全陷入無政府的狀

態，軍事實力成為合法性的決定性根源。3本文所欲探討的福建社會，

                                                 
1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3-77, 
250-255.  

2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330-337。 
3 Xin Zh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 1900-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5,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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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類似情形，即地方上有宗族族長等群眾首領，還有土劣流氓，上

層政治則是由土匪軍閥掌握。他們許多是靠槍桿子稱霸一方，時人即感

嘆，這是一個「拜力」的社會。4 

  現在許多關於民國時期地方菁英或強人的研究，5也已證明上述的

情形是事實。可是如果我們總是把這些地方強人描繪成依靠槍桿子的土

豪劣紳，很可能會忽略他們其他的面向。因此，我們在論及民國時期的

地方強人時，需要更具體的案例。 

  本文所探討的對象──閩西上杭人傅柏翠，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農

村地方強人。傅是一個客家人，閩西地區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

傅的崛起與客家的宗族文化和人際網絡，當然不無關係。6而且如王奇

生的分析般，傅也是個靠武力、財力興起的強人。但是，傅同時又是一

個革命知識份子，早年曾是孫中山革命忠實的追隨者，後來被迫走上共

產革命之途。在 1931 年脫離共黨後，傅作為一位左翼份子、地方領袖，

活躍於閩西社會，致力於地方農村改革，直到 1949 年始再投入共產黨

的懷抱。 

  因為曾是共產革命的叛徒，傅柏翠直到近幾年才更多地被學者們注

                                                 
4 〈今日之福建！（二）福建人禍何以不抗？〉，《江聲報》（廈門），

民國21年7月22-23日，版3。 
5 地方菁英(local elite)，根據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0的定義，係指藉由各式各樣的手段支配某一地

區的人。本文則是用地方強人一詞，因為中文的強人即帶有此一意義。  
6 閩西地區，相當於今日的龍巖市轄區，古代屬汀州。其中，長汀、永定、

上杭、武平、連城五縣為純客家縣，龍巖、漳平則非純客家縣，既說客

家話，也說漳泉話（閩南話）。早期中共黨員鄭超麟日後便回憶說，閩

籍學生因地域文化的差異而不團結。其中舊汀州府學生主要說客家話，

舊漳州府學生則不說客家話。鄭超麟本人是漳平縣人，但他不會說客家

話。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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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是大陸方面的相關研究，迄今仍有許多保留。本文除了重新爬梳

地方文獻、共黨文件，以及相關研究專著以外，還大量利用過去甚少為

人注意的民國時期地方報紙，後者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國民黨政府當局對

於傅柏翠的態度。透過 1949 年以前傅柏翠個人歷史的重構，本文試圖

闡明民國時期農村地方強人的多重面向。 

 

閩西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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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初出茅廬 
 

  傅柏翠，福建省上杭縣蛟洋村人。蛟洋是個純客家村，傅姓在蛟

洋是大姓。民國時期，上杭分為 5 路 23 區，蛟洋屬北路第四區。7該地

位於四縣邊界山區，是土匪野獸聚居處，民眾為自衛故，習武成風。論

者有謂，毗連蛟洋之白砂的袁姓向有文學傳統，他們的後代多以文應

試，傅姓則有習武風氣。8傅柏翠本人幼時曾習武，可說是受此風所影響。 

  傅柏翠生於 1896 年。傅家並不是一個書香世家，他的曾祖父、祖

父都是文盲，父親曾上過私塾，有一身好武藝（傅柏翠從小便從其父練

拳），但沒有功名。儘管如此，傅家頗為富有，從曾祖父輩開始釀酒，

開酒店、雜貨店，置田產，成了土財主，9日後中共即指傅柏翠是蛟洋

的大地主。10但由於沒有功名，傅柏翠一家在傅氏宗族間被人瞧不起，

傅柏翠的父親因此發誓要把傅柏翠培養成一位上等人。在傅七歲時，其

父即為他聘請了一位塾師。傅從這位塾師學得許多中國古典經典，還知

悉了清廷腐敗的情形，以及康有為、梁啟超所主張的立憲改革，傅也因

此一度傾慕康、梁思想。1906 年，傅在塾師的推薦下，赴縣城新式小

                                                 
7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

頁80-81。 
8 楊彥杰，《閩西客家宗族社會研究》（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

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1996年），頁55-57。 
9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頁6。 
10 〈向省委報告（濱字地五號）〉 (1928/07/26)，收入中央檔案館、福建

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3》（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1984年，下文引用之《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福建文件》），

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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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就讀。11這間小學堂是辛亥革命時被焚燬的琴岡高等小學堂。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戰火波及上杭。當時傅柏翠已自琴岡小

學畢業，留在縣城自修。在各種消息的鼓舞下，傅拋棄了康、梁立憲改

革的主張，加入同盟會，並改名傅漢恢。12但由於革命軍內部的分裂，

以及清軍的反撲，閩西辛亥革命不過兩三個月即宣告結束。13傅未及參

與任何軍事行動，但據其日後所言，辛亥革命使他從此認識到封建制度

的腐敗與帝國主義的可惡，並由此走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之途。14 

  辛亥革命後不久，傅柏翠在父親的鼓勵與支持下，前往福州就讀福

建高等學堂，該校「以教大學預科為宗旨」。15當時許多省城學子熱中

政治，傅卻埋首書齋。1912 年，傅考上法政專門學校。就讀一年後，

傅對未來感到困惑，不知何去何從。當時正好有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

傅受其影響，乃於 1914 年啟程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16 

  當時的早稻田大學學風開放，在農村問題研究方面也頗有聲譽，許

多日本農村運動領袖，以及中國海陸豐農運領導彭湃，皆是該校出身。

                                                 
11 傅柏翠，〈上杭初期革命鬥爭情況〉(1955)，轉引自：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in West 

Fujian: Land and Migration, 1910s-1940s, ed. Leo Douw and Dai Yifeng, 
et al.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5-156. 

12 傅柏翠，〈辛亥上杭光復親歷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輯14（福州：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頁

80-83。 
13 蕭文遺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復和革命軍在長汀的失敗〉，收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

回憶錄》，輯2（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370-381。  
14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0. 
15 李華興，《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593。 
16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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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彭湃於 1918 年赴該校就讀時，正值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再復興時期。

彭日後投身農民運動與共產革命，與此一時期的經歷有密切關係。17 

  傅柏翠也是在此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據其所言，他在日本期

間，第一次從周作人口中聽到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思想。後者

是受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影響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其所倡導的新村

運動是為了要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農村共產生活組織，

並由此改造個人，重塑世界。周作人則是新村運動在中國的主要倡導

者。18傅柏翠於 1916 年回國後，曾在五四運動期間聯合其友人試圖在

家鄉組織一個新村，後以無人參與而流產。19儘管如此，如後所述，傅

一直沒有放棄建立新村的理想。 

  與此同時，傅柏翠還是持續關懷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早稻田求學

期間，傅與閩西同鄉蕭其章（武平人）、劉克謨（武平人）、沈毅民（連

城人）、余子雍（永春人）相善，經常談論國事。1915 年，他們一同

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其中，蕭、余、沈三人在同年回閩謀刺福建督軍兼

省長李厚基未成，被捕犧牲。20 

                                                 
17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6-58. 
18 新村運動是源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在歐美流行一時的新生活社區運

動。該運動的目的，是不憑藉暴力流血，訴諸道德模範，即通過模範社

區的建立和宣傳，使全社會、全人類自動仿效，最後成一無壓迫、無爭

鬥、無階級的大同世界。在該社區內，各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會員

自由加入與退出，全憑個人良知約束全社區的生活。據周昌龍教授的研

究，雖然中國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新村運動，卻未成大器。直到該運動傳

到日本，經武者小路實篤倡導，後由周作人在中國大力鼓吹，才在五四

運動前後造成一時的風氣。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

（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237-280。 
19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2. 
20 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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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柏翠當時沒有參與暗殺活動，但他於 1916 年回國後也開始積極

投入地方的政治、軍事鬥爭。當時閩西社會深受軍閥的剝削與戰火蹂

躪。先是在 1918 年時，有陳炯明、許崇智以護法名義，率粵軍進入閩

西，與北軍混戰多時。1922 年以後，許崇智率領的粵軍，以及贛軍和

福建陸軍又先後進駐閩西。這些軍閥隊伍操持地方政權，派款勒捐，拉

夫搶掠，乃至強種鴉片，帶給閩西社會很大的災難。21據調查，閩西汀

州在 1926 年時已預征田賦至 1931 年。22對此，士紳出身的上杭藍溪人

丘復即作詩形容說：「狼來尚可，兵來更餓；捉人勒錢，無錢放火；鎗

彈在身，生殺由我。」23軍閥對於閩西地區的危害，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軍閥的危害，傅柏翠出面與地方士紳商量，組織民團，捍衛

地方，獲得鄉民的支持。這種由地方人士出面組織自衛武裝的作法，並

非傅柏翠的創舉，實乃當時中國各地農村普遍的情形，閩西地區也有先

例。24矛盾的是，當許崇智部於 1922 年駐紮上杭時，傅柏翠竟率領其

民團協助許部在地方籌措軍餉。當許部離杭時，傅竟因此認為在上杭將

                                                 
出版社，1993年），頁804-805。縣委統戰部供稿，〈蕭其章先生傳略〉，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武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

《武平文史資料》，輯1（武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武平縣委

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1983年），頁38。 
21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頁34。藍漢民，〈鴉片為害

上杭瑣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上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

編輯室編，《上杭文史資料》，輯6（上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

建省上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1984年），頁20。 
22 陳翰笙，〈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收入王仲鳴編譯，《中國農民問題

與農民運動》（上海：平凡書局，1929年），頁164。 
23 丘復，〈兵來行〉，收入丘瓊華、丘其憲選編，《丘復詩文選》（香港：

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33。 
24 如清末舉人出身的永定富嶺鄉人王紹經，在辛亥革命後便募款購槍，回

邑倡立保安會，以靖地方。徐元龍主修，《永定縣志》（臺北：臺北市

永定縣同鄉會永定會刊社，1982年臺灣重刊本），頁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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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作為，沮喪地想要去浙江，但他的雙親打斷了他這個想法。據傅自

稱，他所以支持許崇智，也是為了聲援孫中山革命的緣故。25由此可見，

傅一開始就不限於地方的格局，而且懷抱更遠大的政治理念與革命理想。 

 

參、走上革命之途 
 

  在 1920 年代前期，傅柏翠已是上杭社會裡赫赫有名的人物了。他

在 1916 年回國後，在縣城開辦律師事務所，為鄉里仗義直言，在群眾

間贏得名聲。1923 年，上杭爆發了縣長程道華（廣東潮安人）疑似侵

吞兵餉案。傅柏翠在由士紳階級所掌握的縣議會的授意下，對程進行調

查，發現程確實侵吞了不少款項，程因此被迫辭職。同時，傅還指控前

縣長兼上杭中學掛名校長丘嘉謨侵吞兵餉。丘與前面提及的丘復皆是清

末科舉出身的士紳階級，兩者在民國 2 年同時被選為省議會議員，是民

初上杭社會的知名人士。丘復所修的《民國上杭縣志》裡還特別記錄了

丘嘉謨擴建上杭中學校舍記略，以彰其功。26丘嘉謨對傅的調查深感震

怒，要把傅趕出上杭。縣議會懾於丘的威勢，也停止了傅的調查。但傅

卻動員學生起來示威抗議，議會不得不繼續調查丘嘉謨，並要他退還被

侵吞之款。最後傅獲得了勝利，這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人物。27這一

場新知識份子與傳統士紳間的世代衝突，也突顯了上杭社會正經歷一場

由傳統邁向現代的變革。 

  1926 年 10 月，何應欽率領之北伐軍東路軍克復閩西地區。當時東

                                                 
25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2. 
26 張漢等修，丘復等纂，《民國上杭縣志》，頁33、176-177。 
27  Qiu Songing, “Fu Baicui and the West Fujian Aftermath-Handling 

Committee,”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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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軍政治部主任是永定高頭人江董琴。江早年即跟隨孫中山投入辛亥革

命，1924 年時在孫中山的命令下，赴廈門籌組國民黨福建省臨時省黨

部籌備處。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展，江作為國民黨左翼人士，其

吸收的黨員也多是激進的左翼青年，不少是來自江的閩西同鄉，也有來

自毗鄰閩西之粵東客家籍學子，如大埔的羅明等人。28羅明是後來中共

在閩西、粵東地區的重要領導幹部，也是傅柏翠的革命引路人。 

  在閩西地區，江董琴也藉其政治部主任的關係，扶持成立了許多由

左翼人士所掌握的國民黨地方黨政機構。傅柏翠作為一位著名的地方左

翼人士，也受到重用。他曾擔任 1926 年 10 月所成立之國民黨上杭縣黨

部籌備處秘書，29還於 1927 年 3 月與武平人謝秉瓊（跨黨黨員）在上杭

縣城籌備成立汀屬八縣社會運動人員養成所，並擔任該所的總務主任。30 

  這些左翼份子在掌握地方黨政大權後，竭力維持戰後的社會秩序。

1927 年初，上杭的駐軍有盧明鳳、田德勝兩營。盧、田軍閥成性，敲

詐勒索，無惡不作。傅柏翠等人乃聯絡武平國民革命軍游擊司令藍玉

田、地方民軍孔弼成等部，以及近郊農民，圍攻上杭縣城，轟走了盧、

田二營。31這個藍玉田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友人，正如傅日後所言：「藍

                                                 
28 江文新，〈江董琴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編，《永定文史資料》，輯4（永定：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 1985年），頁

66-71。〈中國國民黨福建臨時省黨部報告〉，漢口檔案，12829，中國

國民黨黨史館典藏。   
29 溫長添，〈國民革命軍十七軍在上杭〉，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4，

頁31-34。 
30 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北京：

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24。 
31 溫長添，〈國民革命軍十七軍在上杭〉，頁34。〈中共閩西特委報告〉

(1929/05/11)，收入《福建文件8》，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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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原由閩西一些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幫他造成的。」32 

  也是在這個時期，傅柏翠開始下鄉推動社會改革，在其家鄉蛟洋進

行二五減租，農民因此敬之如父母，附近三十里周圍的農民請其前往組

織農協，一時成立了十幾鄉，入會會員不下兩千戶，農民群眾達五千以

上。但這些群眾實際上是出於對傅個人的信仰才起來的，是「傅同志的

群眾」。33事實上，這也是閩西乃至整個福建地區農民運動的普遍現象，

即「沒有能充分地發動群眾」，34只是透過某些地方強人去間接動員，

以致農民「看農協亦以國民黨政府機關看待，稱辦農協的人為黨部先

生，而另一方面是把農協當作鄉村自治機關，農協職員雖然並非最著名

的大土劣，總是有名望有身家財產的鄉紳家長」。35傅柏翠日後也承認，

蛟洋地區的農會執行委員會是由幾個房族頭子充當。36 

  儘管如此，地方保守派仍不能容忍像傅柏翠般的左翼份子。因此，

當國民黨上杭縣黨部於 1927 年 5 月 17 日開始清黨後，傅當時雖然還不

是共產黨，但保守派還是「挨家挨戶搜捕傅柏翠」。37據傅日後所言，

當時國民黨縣黨部所以要搜捕他，與「仇家構陷」有關。38但我們不清

                                                 
32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收入《福建文史

資料》，輯7，頁4。 
33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3》，

頁136-137。 
34 鄧子恢、張鼎承，〈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收入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

料徵集編寫委員會編，《福建黨史資料》，輯3（福州：中共福建省委

黨史資料徵集編寫委員會，1984年），頁18。 
35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二號〉(1928/01/27)，收入《福建文件2》，頁

96。 
36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37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收入《福建黨

史資料》，輯3，頁13。 
38 〈傅柏翠反正後 表明心跡之一函〉，《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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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他所謂的仇家是不是就是他過去得罪的地方士紳。無論如何，傅柏翠

在不久後便離開縣城，回到他的家鄉蛟洋去了。 

  這時候，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羅明亦正在上杭。他是為逃避 4 月 12

日廈門的清黨，才離開閩南赴閩西地區活動。據羅日後所言，這是他第

一次聽到傅柏翠這個名字，但並未與傅有進一步的接觸。8 月初，國共

已正式分裂，中共發動南昌暴動，羅明為了迎接南下的南昌暴動軍，再

度前往上杭。39與他同行者有漳平人陳祖康。1920 年陳炯明駐紮漳州之

際，為響應吳稚輝、李石曾等人的勤工儉學運動，補助轄內諸縣各派二、

三名學生到法國留學，陳祖康便是其中之一。40陳在法國時加入共黨，

後因表現不好被開除。回國後經其同鄉鄭超麟的介紹，進入黃埔軍校任

經濟教官，並再度入黨。41北伐時期，陳在江董琴的東路軍政治部裡任

宣傳科長。42羅明與陳祖康一同赴蛟洋拜訪傅柏翠，介紹傅入黨，然後

三人再齊赴上杭縣城迎接南昌暴動軍。傅日後宣稱：「我本來是反對這

個黨，不贊成這個黨，因為陳祖康和羅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介紹我，我

不得不順點情面。」43無論實際上是出於什麼原因，傅柏翠從此即加入

了中國共產黨。44 

                                                 
國20年7月29日，第3張第1版。 

39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13-14。 
40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一）〉，《中外雜誌》，20:1（臺北，1976

年），頁60-66。 
41 〈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

建文件3》，頁121。 
42 江文新，〈江董琴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動〉，頁80。 
43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 (1928/07/26)，收入

《福建文件8》，頁10。 
44 據羅明的回憶，他是在上杭黨員藍為仁、藍為龍的介紹下去蛟洋作傅柏

翠的工作。羅在傅家住了幾天，對傅的印象頗好，說他自日本畢業回來

後不願作官，能接近工人群眾，還說傅表示願意為革命犧牲奮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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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柏翠在暴動軍離開後，又回到蛟洋繼續推動減租、平祟、抗捐等

運動。當時上杭駐軍藍玉田因未獲得正式編制，心懷不滿，暗中與左翼

份子聯繫，所以默許蛟洋的農運。45不久，駐防泉州的新編第二師郭鳳

鳴部（上杭土匪出身）為十一軍蔡廷鍇所逐，率部回閩西，驅逐藍玉田

部，佔上杭為己有。郭在得知蛟洋的情形後，大為不滿，要傅立即解散

農會。中共因此派鄧子恢等人來蛟洋，催促傅柏翠發動暴動。鄧子恢是

龍巖人，1926 年入黨，隔年回鄉投入農民運動與地方黨政工作，是 1928

年 3 月龍巖後田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暴動失敗後，鄧即被派到上杭工作。 

  鄧子恢到蛟洋後，看到農會裡竟還掛著孫中山像，要傅柏翠撕下

來，傅卻說「掛在上面並不會吃飯，怕什麼」，還說「我不革命也是可

以的」。46事實上，傅雖然加入了共產黨，但他並不贊同中共武裝暴動

的主張，還害怕因為顏色太深而引來麻煩。蓋作為一位地方領袖，傅在

追求革命的同時，也不能不顧慮到自身與地方人民的利益與安全。因

此，他當時就對鄧子恢等人說，蛟洋工作已經做好了，請鄧等人趕快到

別處去。鄧等人批評他拉攏地主，他不但不接受，還存怨恨之心。47 

  無論如何，傅柏翠並不打算發動暴動。不過，一件偶發事件，卻成

為蛟洋暴動爆發的導火線。在 1928 年 5 月間，一位郭鳳鳴部的連長欲

前往龍巖大小池劫掠，路過蛟洋時，該部士兵搶走了農民數隻耕牛。農

民群集圍剿該部，繳了四、五枝槍，並逮捕該連長。該連長與傅有關係，

                                                 
「由兩位同志負責介紹，上報特委批准」。但這兩位同志是誰，羅沒有

交待。羅明，《羅明回憶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61。 
45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頁20。傅柏翠，〈土地革

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4。 
46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收入《福建文件3》，頁77。 
47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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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傅派往郭部工作的。傅替該連長說情，但由於群情激憤，傅只得聽任

群眾槍斃該連長及士兵。事後，郭鳳鳴威脅蛟洋農民償還二十枝槍，農

民大憤，要與之決戰。郭派其副官前往交涉，農民聚眾達千人圍之，該

副官不發一言即逃。48後郭派鍾銘清團前往圍剿，但傅並不願意發生衝

突，在兩軍對壘時，傅仍不斷解釋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不過是實行

土地革命，你們不要誤會。」49然而，事態至此，已無可挽回。鍾團與

連城民團羅其藻部迅即打垮了蛟洋農民的烏合之眾，攻入蛟洋，燒殺搶

掠。從此，「傅柏翠與郭鳳鳴成了仇讎」。50傅也被逼上梁山，走上了

共產革命之途。 

 

肆、逼上梁山 
 

  蛟洋暴動失敗後，傅柏翠率領蛟洋部分群眾，退往上杭、龍巖交

界的郭車、蘇家坡一帶山區，打游擊戰。51當時永定溪南里、金豐里在

張鼎丞等人領導下爆發暴動，因此，中共要求傅率領群眾到溪南里活

動。但由於強烈的地方觀念，傅不願遠離蛟洋，故拒絕了此一要求，而

選擇前往離蛟洋較近的太平里（坎市、高陂一帶）地區活動。52 

  民國初年的太平里，是個貧富差距嚴重之地區，坎市出身的大商人

在家鄉廣置田地，53貧下人民卻經濟無著，不得不上山為匪，致「土匪

                                                 
48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頁138。傅柏翠，〈土

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5。 
49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10。 
50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臺中：撰者，1973年），頁82。 
51 陳復才，〈北四區蛟洋暴動〉，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2，頁26-27。 
52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7。 
53 〈坎市社會調查〉，《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月9日，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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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人勒索成為常事，往往僅有數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54當時太

平里的幹部有林梅汀、林一株等人，後者在蛟洋暴動前就被中共派到蛟

洋做政治與軍事教育工作，已經認識了傅柏翠。55而且他們亦是由傅的

好友陳祖康吸收入黨，56皆視陳為英雄，還說要他們工作，「只有靠陳

子侃（按：即陳祖康）的信」。57另外，太平里的黨員與傅柏翠相同，

也不贊同共產黨的暴動，「常常替反動派虛張聲勢，發出種種怪論，很

有取消鬥爭的傾向」。58當時林梅汀便對群眾說：「我們的房子，我們

的祖宗是搬不開的，鬥爭失敗了，是不堪設想的呵！」59不過，在中共

的催促下，傅柏翠等人還是在 1928 年 7 月發動太平里暴動，曾試圖攻

打龍巖縣城與坎市，但都已失敗告終。60暴動隊伍也因此四散，傅才率

領蛟洋農軍去永定溪南里與張鼎丞會合。 

  張鼎丞是永定溪南里人，1898 年生，是刨煙工之子，職業是小學

教師。刨煙是永定農民一項主要副業，但收入微薄。61農村小學教師的

收入亦不豐裕，在永定，「小學教員每年最多不過大洋百元左右，五六

十元者最普通，有不滿三十元者」，「都是吃自己的飯，實在不夠半年

                                                 
54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1928/04/03)，收入《福建文件2》，頁198。 
55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56 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永定人民革命史》（廈門：廈門大學

出版社，1989年），頁45-46。 
57 〈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

建文件3》，頁121。 
58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頁73。 
59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 (1931/09/10)，《紅旗週報》（上海），

期25，頁39。 
60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9-12。 
61 胡大新，〈永定縣煙草業的歷史考察〉，收入勞格文主編，《客家傳統

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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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62包括張鼎丞在內的許多溪南區黨員，皆是小學教師出身。63在

傅柏翠來到後，中共於 1928 年 8 月成立了閩西特委，並合編各地武裝

為紅七軍第十九師，其中蛟洋農軍被編為五十五團，傅任團長。隨後，

紅七軍先後到平和五坎、上杭豐稔一帶游擊，但皆失敗。紅軍領導者間

也發生齟齬，出身中下階層的鄧子恢與張鼎丞不滿意傅柏翠這種大地主

出身的幹部，他們譏諷蛟洋群眾因為看到張鼎丞家鄉溪南里的群眾已分

得土地，也要回家去分田，使得傅因此動搖。但實際情形應該是各隊伍

農民不願離鄉太久，所以才想要回家去吧！無論如何，隊伍不久後就各

自回鄉，傅也帶著他的隊伍回到蛟洋去了。64 

  當時中共已經開始懷疑傅柏翠。原來 1928 年初獨立第四師張貞部

回閩南駐紮時，已加入鄧演達第三黨的前北伐軍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江董

琴也同時回閩南，在張貞的羽翼下進行活動。與江過從甚密的共產黨員

陳祖康、謝秉瓊等人也於此時脫離共產黨，加入江董琴的行列。這些人

的態度，正如張貞當時所主張般，雖然贊同土地革命，但反對暴動；65

或者如陳祖康所言，「中國馬上的蘇維埃政權是一條走不通的路」。66

這些立場與傅柏翠的主張類似，加上這些叛黨份子皆是傅的朋友，所以

當時中共黨內便謠傳傅與他們仍保持通訊，甚至還有傳言說傅已經叛

黨。67當時傅也確實因為屢遭失敗，心灰意冷，加上「餉彈兩缺，無法

                                                 
62 〈趙亦松關於永定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收入《福建文件3》，

頁126。 
63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根據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6。 
64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頁28。 
65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06)，收入《福建文件2》，頁296。 
66 〈反對第三黨宣傳大綱〉(1928/07/09)，收入《福建文件3》，頁35。 
67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於永定暴動等問題給閩西特委的指示 〉

(1928/08/11)，收入《福建文件3》，頁155。〈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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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已將隊伍遣散，自己帶著十幾個人上山去做「大哥」了。而且

他也的確有脫黨的打算。後來中共福建省委派傅的好友羅明去勸說，傅

才打消了此一念頭。68 

  儘管傅柏翠消沉，但蛟洋卻逐漸發展成為閩西革命根據地最重要的

中心。1929 年 3 月，朱德、毛澤東率領來自贛南的紅四軍占領長汀縣

城，打死軍閥郭鳳鳴，但旋不久又轉回贛南。當時中共福建省委為了策

應紅四軍，派了許多人到蛟洋作軍事準備。前面提到的太平里黨員林梅

汀等人，雖然在 1928 年底由於「臨陣脫逃」而被閩西特委開除黨籍，

但是他領導的隊伍此時也被調到蛟洋訓練。69另外，中共還派黃埔軍校

出身的羅瑞卿（四川人）到蛟洋協助軍事訓練。70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批

評上杭黨「個人在群眾中的影響常大過黨的影響」，71這裡的個人應當

就是指傅柏翠。儘管如此，蛟洋的地位仍愈來愈重要。原來在 1929 年

3 月時，福建省委還規定閩西工作要以永定為中心，72才不過一個月，

便又重新規定上杭才是閩西工作的中心。73 

  1929 年 5 月，朱毛紅軍再度轉進閩西。在抵達連城廟前時，朱毛

                                                 
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頁10。 

68 〈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份黨的組織工作報告〉 (1928/12/11)，收入《福

建文件3》，頁303。〈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

(1928/11/21)，收入《福建文件8》，頁33。 
69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 (1928/11/21)，頁36。永

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4年），頁1022。  
70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頁47、49。 
71 〈福建組織狀況統計表〉(1929/03/08)，收入《福建文件4》，頁153。 
72  〈中共福建省委關於閩西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後工作方針的決定〉

(1929/03/08)，收入《福建文件4》，頁123。 
73 〈中共福建省委報告〉(1929/04/19)，收入《福建文件4》，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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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下一步的行動感到猶豫，便請傅柏翠前來商量。74當時傅可能給他

們介紹了龍巖地方民團與駐軍陳國輝部衝突的情形，以及劉烈波這個

人。劉是一位有 80 位囉嘍的投機匪首，與前述太平里的土匪有關。這

些土匪不僅在反龍巖駐軍陳國輝部的立場上與中共一致，且「願受柏翠

指揮」。75事實上，殘暴的陳國輝部早已引起龍巖群眾的普遍不滿。76以

劉烈波為首的龍巖諸民團，也在閩南駐軍張貞的慫恿下，打算乘陳國輝

赴粵參與第一次粵桂戰爭之際，佔領龍巖縣城，驅逐陳國輝。77正是在

此一時間點，朱毛領導的紅四軍來到了閩西。 

  5 月下旬，紅四軍在劉烈波等地方武裝的協助下，佔領龍巖縣城，

陳國輝棄城逃跑。6 月初，紅四軍復在上杭白砂擊敗上杭駐軍鍾銘清

團。78紅四軍的立足閩西，傅柏翠可謂功不可沒。因此，傅旋即被任命

閩西軍委委員，79其所領導的隊伍也與其他地方武裝合編成紅四軍第四

縱隊第七支隊，由傅任支隊長。而劉烈波部也被改編為巖平寧游擊大

                                                 
74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頁49-50。 
75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 (1929/05/11)、〈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收入《福建文件8》，頁51-52、103、

136。劉烈波係龍巖西山社人，曾在陳國輝部下服務，後反目成仇，所

以才與共軍合作，驅逐陳部。〈土匪末日 巖東著匪劉烈波正法〉，

《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4月14日，第2張第4版。 
76 〈陳國輝部殘酷成性〉，《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18年5月26

日，第1張第3版。 
77 〈共匪入劫龍巖前後詳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18年6

月3日，第1張第3版。中共的資料亦證實，當時「張貞與陳國輝搶龍巖

地盤之爭日劇」。〈中共福建省委關於省委全會情況向中央的報告〉

(1929/05/23)，收入《福建文件4》，頁231。 
78 〈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收入《福建文件14》，

頁130。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61-66。 

79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組織報告〉(1929/07/29)，收入《福建文件5》，

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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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並由林一株擔任該隊的黨代表。80 

  隨後，自 1929 年 8 月 17 日始，傅柏翠的第四縱隊與林彪的第一縱

隊聯手圍攻上杭縣城。此一行動的目的，就閩西特委看來，是為了打通

汀武杭三縣土共的聯繫。不過，對於傅柏翠來說，攻打杭城的意義在於

報一年前鍾銘清團血洗蛟洋之仇。9 月 20 日，上杭縣城被攻破。「硬

漢子」鍾銘清帶數百名士兵，來回衝殺，終究不敵，為紅四軍所擒，隔

日槍決。傅柏翠終於報了當年血洗蛟洋之仇了！81 

  紅軍在其所占領之地區成立蘇維埃政權，推動土地革命，沒收一切

地主與宗族嘗會的田地，以及自耕農自食外尚有多餘的部分，由農民代

表會議或農民協會，以一鄉或數鄉為單位，依據人口數目均分。但在某

些地區，也有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分田時以抽多補少為原則，並

不是重新劃分。82包括蛟洋在內的許多地區，皆按照此一辦法分配土地。83 

  傅柏翠後來即使退出了中共，也仍舊稱贊共產黨推動的土地改革與

國民黨不同，因為中共「講了就兌現，沒有打空頭支票的」！在傅的家

鄉蛟洋，分田以前，地主以宗族地主居多，佃農須繳納達總收獲量 80%

的地租；在分田以後，人民生活確實好轉了。周圍地區農民受此影響，

也起來要求分田。如白砂，當地國民黨官員生怕蛟洋地區的影響，想要

推動二五減租來緩和農民的情緒。然而，正如傅柏翠所言，「如果共產

黨到了那邊，農民們可以分到田地，誰還願意去二五減租？萬一共產黨

                                                 
80 〈中共龍巖縣委書記謝△△給省委的報告〉 (1929/07/09)，收入《福建

文件18》，頁120。 
81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頁168-169。 
82 〈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07)，收入《福建文件8》，

頁72-73。 
83 〈閩西代表大會主席團向省委報告〉(1929/07/13)，收入《福建文件8》，

頁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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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了，地主亦斷不肯讓農民減租。」84一語道破了國共兩黨的差異。

後來白砂果然也被紅軍占領，分配土地。只是過程太過殘酷，是由傅柏

翠偕其袁姓友人（中共文件謂「袁祖安」、地方報紙謂「袁冠豪」）攻

入白砂，燒殺擄掠。這實際上是地方共黨游擊隊公報私仇的作風，所謂

「土共」的混名即由此而來。後來中共乾脆把此一事件歸咎於第三黨份

子袁祖安利用紅旗打擊農民，槍斃了袁祖安，以撇清關係。85無論如何，

白砂從此與蛟洋聯成一氣，成為閩西蘇區的中心。 

 

伍、從革命到反革命 
 

  然而，也正是在閩西蘇區發展至其高潮時，傅柏翠與中共間的分

歧也愈益明顯。 

  首先，傅柏翠在土地政策上，比中共還要激進的多。他反對中共只

分土地，而主張「搞共產主義嘛，應該土地國有，共同生活才對」。86

傅的此一想法，是受到新村思想及蘇聯集體農莊政策的影響，後者是他

當時才接觸到的。但原來就不喜歡傅柏翠的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批評

傅的辦法不符合中國實際情形，傅則堅持己見，兩個人因此大吵了一

架。87鄧後來向福建省委報告說蛟洋還有富農、小地主在爭領導權，指

                                                 
84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收入《福建文史資料》，輯35，頁88、

99、104。 
85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反對第三黨改組派的欺騙政策與我應付的方法〉

(1929/08/03)、〈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收入《福建文件8》，頁

95、99、101。〈共匪蹂躪地方情形〉，《福建民國日報》（福州），

民國18年7月23日，第1張第3版。 
86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87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4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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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是傅柏翠。88 

  不只是土地政策，傅柏翠桀驁不馴的態度也令其他同僚相當憤恨。

像是被派來蛟洋工作的羅瑞卿就批評他「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意

識」。89紅四軍於 1929 年 9 月攻下上杭縣城後，在城內召開紅四軍第

四次黨代表大會。會後，傅柏翠的第四縱隊第七支隊隊長一職改由張鼎

丞接任，傅則改任縱隊黨代表。90據閩西特委所言，此一調整乃是由於

傅「不講軍事，又無緊張工作精神，弄得四縱隊無甚頭緒」，不得不調

其改任黨代表；然而，傅卻因此不滿，「借故請假終不回部工作，委以

上杭總隊長職亦不肯就，老住蛟洋，大發牢騷，影響到蛟洋群眾異常消

沉」。91當時與他關係較好的外來幹部是同時也受到打擊的毛澤東。9210

月，朱德率領紅四軍出擊粵東東江地區，毛留在上杭縣城「養病」，與

傅柏翠往來頻繁。同年底，紅四軍擬再轉回贛南，毛規勸傅隨他一起走，

傅婉拒，毛就把待產的賀子珍託付給傅，率軍離開了閩西。93當時閩西

特委曾託毛向傅說明他「在政治路線上和組織路線上有不少的錯誤」，

但傅還是拒絕接受此一批評。94 

                                                 
88 〈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及前委信〉(1929/09/06)，收入《福建文件5》，

頁211。 
89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頁47、49。 
90 〈巡視員謝運康給福建省委報告〉(1929/10/25)，收入《福建文件5》，

頁367-368。 
91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收入《福建文件8》，頁163。 
92 當時紅四軍裡陳毅等幹部批評毛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毛在1929年6

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遭到「嚴重警告」，其前委書記職也

由陳毅取代。直到該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毛才恢復前委書記

職。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6年），頁201-207。 
93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35-46。 
94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信〉(1930/04/27)，收入江西省檔案館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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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柏翠雖然被剝奪軍權，閩西特委卻不敢對其採取更嚴厲的組織

手段，甚至還任命傅擔任特委委員兼財政部長。但傅仍是調而不動，不

願就職。95當時中共已進入立三路線時期，對農村富農的態度愈益激

進。如中共福建省委就指示驅逐富農出身的幹部，告訴他們，「你退出

黨後還可以做鬥爭的工作，不過黨的組織不是容許富農在內的」。96但

閩西特委竟仍然任命地主出身的傅柏翠擔任特委委員與財政部長，這不

能不說是一種妥協。蓋傅在蛟洋是一位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群眾領袖，若

欲予以整肅，後果恐怕不堪設想。故閩西特委在批評傅之餘，亦不無為

難地說：「像這樣能力有限又不受支配的同志，實屬難於處置，望省委

設法調開。」97 

  然而，分裂終究難以避免。1930 年 5 月，龍巖籍幹部郭滴人在全

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評論蛟洋暴動時說，該暴動「在富農領導之下，犯

了嚴重的機會主義，沒有深入土地革命的鬥爭，不向外發展，結果受軍

閥的摧殘而失敗」。98這裡的富農指的正是傅柏翠。儘管如此，傅還是

一貫的桀驁不馴，尾大不掉。他拒絕閩西特委任命的職務後，回鄉當起

了山大王，「天天在那裡罵縣委罵縣政府」，拒絕在其家鄉執行蘇維埃

政府的土地政策，反而組織「共家團」，發起「共家運動」。99不過，

「共家運動」並沒有成功。據傅日後所言，他當時把比較密切的幾家的

田地，依其自願，合併耕作，然後使這幾家進一步合成一個「共同耕作，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頁591。 
95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的信〉(1930/04/27)，頁592。 
96 〈中共福建省委給閩西特委及四軍前委信〉 (1930/01/08)，收入《福建

文件6》，頁5。 
97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頁163。 
98 〈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頁129。 
99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信〉(1930/04/27)，頁5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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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的集體。但由於私人間發生意見，對共同事業的興趣降低，

以致無疾而終。100 

  據閩西特委的指控，傅柏翠退出四縱隊後，曾帶了一些槍枝回到蛟

洋，「擁槍自重」，拒不交出武裝。據傅個人所言，他所以拒不交出武

裝，是為防禦鄰近反動派的報復。在他給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信裡還

說，「除非把我殺了以後，才能和它（按：指槍枝）相離」。閩西特委

就把傅與鄧子恢的往來信件全部公佈，如此一來，傅與共黨的矛盾就公

開化了。101 

  這時外界傳言傅柏翠因為槍械問題已被共黨槍決。102不過，事實上

當時中共閩西黨正忙於對外軍事，無暇顧及傅柏翠。1930 年 4 月，閩

西紅軍合編為紅十二軍，出擊東江，後方僅留下由地方武裝合編成的紅

二十軍。後紅十二軍大敗而歸，適值紅四軍於 6 月再來閩西，中共乃決

議紅十二與二十軍大部偕紅四、六軍往江西發展，另編組一隻紅二十一

軍在閩西活動。1038 月，紅二十一軍出擊東江，再度慘敗，「幾乎使二

十一軍全體瓦解」，104不得不於 9 月初撤回閩西，並於 10 月復被改編

成紅十二與二十一軍。 

  同一時間，中共成立閩粵贛特委，作為閩粵贛邊區最高黨領導機

構。1930 年 11 月，特委書記鄧發抵達龍巖。鄧發一來到後，便注意到

                                                 
100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101 〈柏翠同志致子恢的信〉，收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

頁597-598。 
102 〈共匪火拼 傅柏翠已槍決〉，《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19

年11月30日，第3張第1版。 
103 〈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法務部調查局共黨研究中心典藏

資料。〈福建軍委關於閩西、閩北紅軍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

(1930/06/19)，收入《福建文件6》，頁228。 
104 〈劉伯堅關於閩西軍校報告〉(1930/11)，收入《福建文件8》，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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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的問題。蓋此時閩南駐軍張貞已在 12 月初設指揮部於龍巖適

中，準備大規模地圍剿閩西蘇區。105當此圍剿之際，像傅柏翠這種不穩

的份子，無疑是顆不定時炸彈。因此，閩粵贛特委於 12 月間決議開除

傅的黨籍。然而，外來的鄧發沒有料到，傅在地方上實力雄厚。他被開

除黨籍後，蛟洋北四區二百多名黨員也跟他同進退，全體退黨。他們還

組織了農民聯合會，提出武裝自衛、實現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

其中土地的要求是不出土地稅；和平的要求是不要反對富農；自由的要

求是不當紅軍。因此，閩粵贛特委乃改變態度，致信傅要他再作考慮，

還要求傅的好友羅明也寫信給他，「看他能否糾正」。畢竟北四區對於

閩西蘇區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況且適值國軍圍剿，除非到最危險的關

頭，不能輕用「最後的辦法解除他們的武裝」。106 

  然而，傅柏翠不僅拒絕了閩粵贛特委與羅明的勸告，甚至打算乘紅

十二軍北上長汀、連城之際，聯絡蘇區內部的「動搖份子」於 1931 年

3 月 15 日進行暴動。為此，紅十二軍急忙從汀連趕回，於 3 月 13-20

日間三次攻打蛟洋及其鄰近的大池、小池地區。諷刺的是，傅採取了紅

軍的游擊戰術來對抗紅軍。在紅十二軍攻入蛟洋後，鄉內只剩幾個老人

家，其他群眾都隨傅「上山」去了！這些老人家大罵紅十二軍：「閩西

政府與上杭縣蘇已反動了，過去強人當紅軍，現在紅軍殺人！」並說：

「傅先生是好的，他救我們窮人，你說他反動，我敢殺頭擔保。」紅十

                                                 
105 〈張師限期出兵閩西剿除共匪〉，《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19年12月8日，第2張第1版。 
106 〈中共閩粵贛特委開除傅柏翠黨籍的通知〉 (1931/01/27)、〈中共閩粵

贛特委給羅明的信〉(1931/01/31)，收入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

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文引

用之《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閩粵贛文件》），頁24-28。 

TAO 



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 83 

二軍便在群眾的怨聲載道下，撤離了蛟洋。107傅在地方上勢力之大，由

此一目瞭然。 

  事態至此，已無可挽回。閩粵贛特委乃編造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

反革命組織，說前述的陳祖康等人在 1928 年 6 月叛黨後，組織了此一

政黨，並派人回鄉聯絡動搖份子，打入根據地內部。迄 1931 年初，社

黨「頭目傅柏翠首先在上杭北四區宣佈獨立」，始將該黨反革命的面目

暴露在群眾面前。108由此即爆發了殘酷的肅社黨事件。 

  許多傅柏翠的好友因捲入該事件遇害，如前述太平里的黨員林梅汀

便是其中一位。另外，根據當時國民黨方面的報導，肅社黨事件的受害

者，以當地出身的知識份子居多，蓋這些知識份子，「難免有地方觀念，

或退有怨言，或陰謀反正」等等。109傅柏翠就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事實

上，中共在福建其他農村地區，也都是依賴知識份子打入的。蓋「中國

農村，還是宗族社會的高牆築起，外來人如何能入農村，尤其是外省人，

憑空地實在無法可以入去。只有發展青年學生，由他們去入農村，或是

由他們介紹得到農民同志入農村」。110可是這些知識份子關係複雜，有

的像傅柏翠般桀驁不馴，或是像前述的陳祖康等人般叛變投敵，以致中

共也不相信他們，說：「越是動搖投機的非無產階級化的知識份子幹部，

最嚴重的壓迫下，越是自首叛變的先鋒！」111如今國軍大舉的圍剿壓

                                                 
107 〈家、弼、霖自閩粵贛蘇區來信〉(1931/03/23)、〈中共閩粵贛特委報

告第二號〉(1931/03/28)、〈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三號〉(1931/04/07)，
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73、80-84、111。 

108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紅旗週報》，期25，頁

42。 
109 〈閩西赤匪內訌日甚〉，《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7月17

日，第3張第1版。 
110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06)，《福建文件2》，頁297。 
111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九號〉(1929/01/28)，收入《福建文件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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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能不再挑動中共的神經，最後決定把傅柏翠之類桀驁不馴的份

子，不論他們是出於地方觀念還是真的與反革命組織有關係，一概驅逐

肅清！ 

  肅社黨事件的受害者非常多。據閩粵贛特委 1931 年 4 月份的報告，

當時他們已逮捕了四、五百名的社黨份子，其中有二百餘人被槍決；在

5 月份一個月，逮捕了六百人左右，槍決了一百九十餘人；在 6 月份一

個月則更是誇張，總共槍決了八百二十四名社黨；整整半年來，合計被

槍決的社黨份子已不下二千人了。112明顯的，社黨被破獲人數的逐月增

加，與圍剿情勢的愈益嚴苛有直接關係。甚至閩粵贛省委還歇斯底里地

懷疑福建省委與中央內部也有社黨份子。113 

  可是中共還是拿傅柏翠沒有辦法。自從傅與共黨決裂後，蛟洋周

圍地區成了人間煉獄，紅軍與「傅黨」常常在此燒殺劫掠。當時閩粵贛

特委由於軍事上無能剿滅傅黨，便採取經濟與交通封鎖手段。114據外間

報導，在上杭北路被指為傅黨的民眾，皆被限制自由，不准寄人籬下，

也不准離開「匪區」，甚至不准其他民眾周恤或僱用。115作為反制，傅

經常率領蛟洋群眾至上杭北區及連南等地劫掠，116並獲得相當的成果。

據中共方面所言，迄 1931 年 4 月止，從北四區到連南廟前一帶，已完

                                                 
59。 
112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

第 十 三 號 〉 (1931/06/24) 、 〈 中 共 閩 粵 贛 省 委 報 告 第 十 三 號 〉

(1931/07/15)，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128、217、231-232。 
113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二號〉 (1931/06/22)，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0-1931》，頁207-208。 
114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頁127。 
115 〈上杭北區赤匪分化〉，《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26

日，第2張第2版。 
116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

第六號〉(1931/05/10)，收入《閩粵贛文件1930-1931》，頁1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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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了傅的勢力範圍。117 

  與此同時，傅柏翠遣上杭民團主席賴子欣前赴龍巖縣城與剿共軍張

貞師旅長楊逢年磋商，表示「願留代表二人在指揮部為質以堅信約」。

5 月 21 日，協商達成，傅部改編為龍巖上杭連城三縣邊界保安總隊，

傅任隊長，賴子欣為副隊長。1186 月 26 日，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正式取

消通緝傅柏翠。119在自白書中，傅宣稱： 

竊傅在民十六以前，本一三民主義的奉行者，祇以平日賦性狂

直，與人多忤，而尤喜斂抑豪強，致清黨時為一般仇家所構陷，

迫不得已，始挺而走險。迨見共黨政策荒唐，措置乖謬，遂深

悔從前舉動之孟浪，覺陷身污泥，非急圖拯救不可。故自前年

十月間由上杭退出後，即離開隊伍，隱居家鄉，不復參與該黨

一切工作。中間雖受該黨幾度威迫，亦置不理。近來因各處農

民群眾，在該黨高壓政策之下，屠殺擄掠，慘不可言，目擊心

傷，忍無可忍。爰糾合一般武裝同志，從賴主任子芹（欣）之

後，誓與該黨決心奮鬥。……120 

雖然其中難免有渲染，但也大體描繪出傅加入革命以來的心路歷程。從

此以後，傅就完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117 〈蔡協民關於福建工作情況報告〉(1931/04/13)，收入《福建文件7》，

頁158。 
118 〈楊逢年收編傅柏翠部〉，《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

30日，第2張第2版。 
119 〈省府一零七次會議〉，《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27日，

第2張第2版。 
120 〈傅柏翠反正後表明心跡之一函〉，《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

國20年7月29日，第3張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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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傅柏翠與十九路軍 
 

  1931 年 7 月，傅柏翠被委任巖永杭連平寧六縣聯防委員。121許多

共黨份子因為傅的影響，以及國軍的圍剿與蘇區內部肅反擴大化的威

脅，紛紛投靠傅柏翠。122閩西共軍也節節敗退，退出北四區周圍區域。

迄 7 月止，閩粵贛特委已不能再封鎖傅柏翠了。1238 月 10 日，傅柏翠

率領杭巖連保安隊聯合國軍張貞等部攻入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永定

虎崗，124閩西蘇維埃政府被迫向汀連方面撤退。125汀江以東地區，淪為

白區與游擊區。 

  傅柏翠雖然與國軍聯手剿共，但他非常痛恨剿共軍蹂躪地方的行

徑，特別是地方民團。時人諷刺，「『紅』來固死，『白』來亦不得生」，

其中的「白」正是指無惡不作的民團。126如龍巖總民團在奪回龍巖後，

竟向巖屬各區佃農強收十九年度的田租，並以赤化嫌疑之名，恫嚇販賣

婦女。127傅不恥這類行徑，在一次聯手圍攻龍巖小池的戰役中，有民團

乘機牽走農民耕牛六七十頭，還擄去婦女三十餘人。傅柏翠見狀，即率

                                                 
121 〈巖永杭連平寧六縣聯防委會紀詳〉，《江聲報》（廈門），民國20

年7月1日，版3。 
122 〈閩西赤匪勢窮糧絕 四面受困多投向傅柏翠〉，《福建民國日報》

（福州)，民國20年6月1日，第2張第2版。 
123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1931/07/15)，頁231。 
124 〈四九師克復虎崗戰事紀詳〉，《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8月26

日，版3。 
125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六號〉 (1931/08/30)，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0-1931》，頁275。 
126 〈福建民團之當頭棒〉，《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9月14日，版

3。 
127 〈龍巖民眾劫後餘生又增痛苦〉，《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0年6月26日，第3張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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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退出，「不願共負此不名譽之名」。128前述加入第三黨的左翼份子江

董琴當時也被委任閩西各屬民團總指揮，但他也因為轄下永定縣民團的

爭權奪利，灰心地辭去總指揮一職。129像傅、江般既不滿意共產黨的暴

力革命，也不恥與聲名狼藉的剿共軍為伍之地方強人，只能在夾縫間求

得生存而已。 

  剿共軍的惡行立刻獲得了報應。如來自贛南的紅軍於 1931 年 7 月

2 日逼進長汀時，守軍盧新銘旅竟然逃到連城的姑田一帶，「盡力搜

括」，「百般剝削」，讓紅軍輕易地攻佔了汀城。1309 月 18 日，紅軍

逼進連城縣城，盧新銘旅再度由於「無力支持」，退往永安縣境。131該

部隔年初發生譁變，盧新銘被屬下扣留拘禁。132像這種烏合之眾，實不

可能抵擋共軍的攻勢。 

  1932 年初，紅軍向上杭城反攻，武平土匪出身的守軍鍾紹葵部，

也「終以眾寡懸殊，不得已棄城暫退」。1334 月，由紅一、五軍團組成

的東路軍開入閩西，一直忙於內訌的國軍與地方民團聞風而潰，使東路

軍在一個月內先後占領龍巖與漳州城，迄 5 月底始撤回閩西。 

  紅軍儘管輕鬆地占領了龍巖、漳州等縣城，卻對傅柏翠的家鄉上杭

                                                 
128 〈傅柏翠退出小池真因〉，《江聲報》（廈門），民國20年8月7日，

版6。 
129 〈江董琴整理永定民團〉，《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月

20日，第2張第2版。〈江董琴已辭閩西民團指揮〉，《福建民國日報》

（福州），民國21年2月8日，第2張第3版。 
130 〈閩西人民請賑匪禍〉，《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7月22

日，第2張第2版。 
131 〈連城被匪攻陷〉，《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9月30日，

第2張第2版。 
132 〈盧新銘部譁變〉，《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3月15日，

第2張第2版。 
133 〈粵閩會師剿共〉，《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3月22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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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區毫無辦法。原來，自傅叛降國軍後，共軍恨之入骨，將其與鍾紹

葵等閩西「團匪」並列，非去之而後快。134但北四區群眾敬仰傅柏翠，

他們不相信共黨反傅的宣傳。135當東路軍來到時，中共動員群眾進攻北

四區。136但地方共黨幹部對於爭取北四區並不積極，因為他們也相當敬

仰傅柏翠，認為「北四區群眾也分了田地，又有醫院、學校…群眾都很

滿意」，而且群眾「擁護傅柏翠，像赤區群眾擁護共產黨一樣」，137所

以他們不願意進攻北四區，在開群眾會前還先向傅報告請求許可。138不

僅如此，傅還聯合其友人劉烈波等人所率領之龍巖等處民團大舉反攻，

一度奪回龍巖的大小池。139 

  然而，傅柏翠為避免身家受累，還是帶著他的家眷離開了閩西，

赴福州暫居，並曾一度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召見，赴南京供獻剿共良

策。1401932 年 5 月，福建省政府任命傅代理龍巖縣長。141但這是一個

苦差事，蓋龍巖縣久經「赤禍」，丁糧捐稅，一律蠲免，省府雖應允撥

                                                 
134 〈中共閩粵贛省委緊急通知第一號〉(1932/04/01)，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2-1933》，頁123。 
135 〈中共閩粵贛省委接受《中央局關於白區工作及白軍士兵運動給各級

黨部及紅軍政治部訓令》決議案〉 (1932/03/10)，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2-1933》，頁109。 
136  〈中共閩粵贛省委緊急通告〉 (1932/04/03)，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2-1933》，頁128。 
137 〈中共閩粵贛省委致上杭新泉兩縣委信〉(1932/06/03)，收入《閩粵贛

文件1932-1933》，頁180。 
138 〈團閩粵贛省委三個月工作報告〉 (1932/05/20)，收入《閩粵贛文件

1932-1933》，頁161。 
139 〈龍巖民團收復大小池〉，《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6月

6日，第1張第2版。〈保衛團收復大小池〉，《江聲報》（廈門），1932
年5月29日，版7。 

140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73-109。 
141 〈民廳新委之縣長局長〉，《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6月25日，

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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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作縣府經費，可是口惠而實不至，歷任縣長皆不崇朝而去。前任縣長

也因此猶豫許久才赴任，但最後還是由於省府撥不出經費，致難以維

持。142鄰近的永定縣長也是早已久懸多日，143甚至前縣長還是被民團所

殺。144這種職務，當然不會有人願意擔任。況且，當傅被任命之際，龍

巖尚在共黨手裡，直到 1932 年 6 月中旬才為剿共軍收復。145 

  傅柏翠事實上也未立刻上任龍巖縣長。他於 1932 年 8 月中旬前赴

漳州，146面謁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原駐上海的十九路軍是當時舉國

聞名的抗日軍隊，蔡則是一位抗日英雄。蔣介石在東路軍占領漳州後不

久，即決定調十九路軍赴閩剿共。十九路軍在該年 6 月調往福建，並於

8 月初召開漳泉龍汀四屬綏靖會議，討論根除匪共的辦法。當時傅即是

為提供剿共良策來漳，他建議蔡廷鍇：「必須使『耕者有其田』。」147

十九路軍亦接受了此一建議，蓋這也是當時社會輿論普遍的共識。 

  如前所述，中共在閩西時，曾推動土地革命，將地主、富農之田地

平均分配給農民，還剷平田界，以防地主之歸來。剿共軍克復閩西之初，

將土地歸還業主，並推行二五減租政策。在永定，原業主只要向縣府依

章補契，即可收回其田地，佃戶則須繳付二五減租後之佃租，同時還需

                                                 
142 〈龍巖政費無出 康子常不敢赴任〉，《江聲報》（廈門），民國20

年6月7日，版3。〈龍巖縣長請省府撥政費〉，《江聲報》（廈門），

民國20年7月7日，版6。 
143 〈永定縣缺久懸〉，《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4月13日，

第2張第2版。 
144 〈永定熊縣長被民團殺害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

年5月5日，第2張第2版。 
145 〈龍巖縣城確已收復〉，《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6月16

日，第2張第2版。 
146 〈傅柏翠到漳謁察〉，《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8月18日，版3。 
147 〈傅柏翠條陳辦理已收復赤區善後意見〉，《福建民國日報》（福州），

民國21年9月17日，第2張第2版。 

TAO 



90 東吳歷史學報 

負擔地方團防經費。148傅柏翠在投靠剿共軍之初，曾表示「贊同田租二

五附加」，149但他根本就不認為二五減租能夠徹底解決問題。蓋許多地

方的地主拿回土地後，雖然都有減租，但皆是迫於治安不良、人口離散、

田地荒蕪的因素。地主仍舊握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隨意撤佃起耕，還

有某些地方的納租在七成以上，農民生活困苦異常。150況且，「際此收

復之初，是非莫辨，勢必詭計百出，乘機奪取」，兼之田界已被剷平，

「大起糾紛，在所不免」。舊觀既不易恢復，二五減租也不能貫徹。151 

  所以，當時輿論普遍認為，分田勢在必行。許多人重提孫中山「平

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也有人主張由政府發行公債購買地

主土地，分予佃農耕種。1521931 年張貞領導之四十九師克復閩西之初，

就曾擬定土地分配方案，但未曾實行。153十九路軍亦贊成推行耕者有其

田政策。在 1932 年 8 月召開的四屬綏靖會議上，曾參加過共產黨、後

脫黨加入第三黨的十九路軍要人徐名鴻即建議「在赤區內照舊分田（耕

者有其田），重新登記」土地；四十九師師長張貞甚至在會上舉出傅柏

翠的例子，說傅所轄的三十里內，仍舊分田，相安以居，可見分田辦法

之成效。但也有反對者，如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便駁斥說：「分田乃共

                                                 
148 〈永定第一次善後大會〉，《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6月

20日，第2張第2版。 
149 〈傅柏翠表示決心四點〉，《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0年5月

31日，第2張第2版。 
150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2。 
151 周步青，〈閩西縣政芻議（二）〉，《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

國20年10月2日，「青天白日」副刊。 
152 〈剿匪司令部之剷共根本辦法著眼於土地整理解決民生〉，《江聲報》

（廈門），民國20年6月27日，版3。 
153 〈對四屬綏靖會議提最低限度幾點〉，《江聲報》（廈門），民國21

年7月31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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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制度，如果都照共黨辦法，還談甚剿共。」154不過，十九路軍最後仍

決議採行分田政策。當十九路軍六十師沈光漢部於 10 月初開拔閩西之

際，即對外布告：「本耕者有其田原則，不使豪劣羈佔土地」。15512

月，十九路軍公布相應暫行辦法，正式推動計口授田。156 

  1932 年 10 月，十九路軍進入龍巖縣城後，成立閩西善後委員會，

作為重建閩西的領導機構，傅柏翠為該會委員。傅在省會處理完父親的

喪事後，於 10 月抵巖視事，157並立即投入軍事行動，協同十九路軍再

度收復龍巖大小池。158該會委員長是謝仰麒，159龍巖適中人。謝姓是適

中大姓，占有該地大部分土地。160謝仰麒出身巨紳家庭，曾受五四運動

之影響，投身社會運動。但其父親不久失勢，謝於是招兵買馬，投靠粵

軍，成為適中地區最大的武裝團體。161當共黨東路軍東進漳州之際，適

                                                 
154 〈四屬綏靖會議昨日閉幕〉，《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8月4日，

版3。張貞後來說，他在會上因表同情於分田政策，因此遭到少數汀龍

地方人士的抗議。不過，張對此問題的態度也相當曖昧。他認為分田

與否應依照閩西習慣，即已分田者仍分田，未分田者則用二五減租辦

法。〈張貞出發前之談話〉，《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15
日，版7。 

155 〈解決匪區土地問題〉，《江聲報號外》（廈門），民國21年10月17
日，版2。 

156 〈閩西善後中之兩要政〉，《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2
月5日，第1張第2版。 

157 〈傅柏翠返漳赴巖〉，《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30日，版4。 
158 〈六十師收復大小池〉，《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12月

15日，第2張第4版。 
159 〈閩西善後委員會成立〉，《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22日，

版7。 
160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7-18。 
161 占淇、豈聞，〈適中謝仰麒〉，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龍

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龍巖文史資料》，輯16（龍巖：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龍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

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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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傅柏翠的蛟洋是少數未被共軍占據的地區，其中適中甚至被共軍包

圍達四十九日仍未失陷。162十九路軍雖任命謝為閩西善後委員會委員

長，但對於謝這種地方強人並不放心。原來，在 1932 年 8 月的四屬綏

靖會議上，十九路軍便已誓言要鏟除那些剿匪不足，害民有餘，且擁團

自重的民團。163其中龍巖縣之各民團，前不久才合力克復龍巖縣城，但

旋又以餉彈私利之爭，互相傾軋，故態萌發。164謝仰麒領導之適中保安

隊，也向民眾抽取收獲五成作經費，民眾病之。165因此，十九路軍在龍

巖站穩腳跟後，即拘捕謝仰麒等團總。166前述曾協助紅軍於 1929 年驅

逐駐軍陳國輝部的傅柏翠友人劉烈波也遭到正法。167至於原由謝仰麒擔

任之閩西善後委員會主席一職，傅柏翠等人推薦蔡廷鍇擔任。168後來委

員會改組為「閩西善後處」，蔡廷鍇任處長，傅柏翠任上杭分處長。169

在人民政府成立後，傅又改任龍巖善後處長。170由此看來，十九路軍與

                                                 
162 〈適中龍巖隨軍見聞〉，《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10月30日，

版4。 
163 〈四屬綏靖會議評價〉，《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8月5日，版3。 
164 〈剿共緊急中 龍巖保衛副團長郭醒民不滿於袍澤〉，《福建民國日

報》（福州），民國21年8月4日，第2張第4版。 
165 〈適中風土人情調查〉，《福建民國日報晚刊》（福州），民國21年

11月10-11日，版3。 
166 〈謝仰麒扣留後 周煥文劉烈波亦經繳械〉，《江聲報》（廈門），

民國22年3月30日，版4。〈龍巖匪式民團相繼繳械〉，《江聲報》（廈

門），民國22年3月31日，版4。 
167 〈土匪末日 巖東劉烈波正法〉，《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2年4月14日，第2張第4版。 
168 〈閩西善後會請蔡廷鍇任主席〉，《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月

19日，版7。 
169 〈閩西善後委會定十五日改閩西善後處〉，《江聲報》（廈門），民

國22年7月10日，版4。 
170 〈龍巖善後處長改委傅柏翠〉，《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

元年11月24日，第2張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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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仰麒等地方強人的結合，不是沒有現實政治的考量。 

  那麼，為什麼傅柏翠沒有遭到同樣的待遇呢？傅本人是較「進步」

的份子是個重要原因。蔡廷鍇後來也稱讚地說，閩西工作「兼得傅柏翠

等之協助辦理各事，均得順利」，當他看到蛟洋群眾「赤化後之團結，

甚感快慰」。171但也不僅是如此，據傅柏翠日後所言，外間認為十九路

軍的計口授田政策是他的建議，實則不然，是謝仰麒的主意。172由此看

來，謝也不是一個落後的土劣。筆者以為，十九路軍所以更看重傅柏翠，

除了由於兩者間理念較契合外，也有其現實政治因素的考量。蓋當時十

九路軍的控制力未能達到上杭、連城、武平等更內陸縣份。其中上杭、

武平便是由粵軍聯合地方民軍從共軍手中收復，包括鍾紹葵等部在內的

杭、武民團亦屬粵軍所轄，173連上杭縣長也是由粵軍委任，174故該二縣

是屬粵軍而非十九路軍之轄區。在連城，自前述駐軍盧新銘部潰逃後，

已無正規軍駐守，主要係賴「餉彈俱缺」的民團維持。175雖然十九路軍

於 1933 年 3 月一度收復連城，176但該年 8 月旋即被紅軍驅離。因此，

他們只能利用傅柏翠這樣有力的地方強人去間接深入這些內陸縣份。傅

柏翠家鄉蛟洋周圍「鞭長莫及」的地區，當時便被劃為「閩西特區」，

                                                 
171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頁307-308。 
172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173 〈黃任寰編練杭永民團〉，《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6月

9日，第2張第2版。 
174 〈上杭縣長已由駐軍暫委邱騫充任〉，《福建民國日報》（福州），

民國21年10月14日，第2張第2版。 
175 〈連城縣長計劃收復連南〉，《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1年8

月30日，第2張第4版。 
176 〈十九路軍過永安進連城〉，《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3

月16日，第2張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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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傅任區主席。177該特區的一個任務就是從粵軍手中接收上杭縣務，178

後來傅也確實幫助十九路軍收編了盤據杭、武的鍾紹葵部為閩西人民自

衛團。179當時十九路軍對這些地方民團恨之入骨，若非他們無力控制上

杭、武平等地，哪裡還會再容忍鍾紹葵之類的民團盤據地方呢？ 

  閩西善後委員會（後改名閩西善後處）自成立後，即積極推動「計

口授田」政策。其具體辦法是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分配予上至地

主、下至雇農在內所有能耕作之農民耕作，耕作者只享有使用權及收益

權，沒有土地所有權。180但結果並沒有全面實施，如在龍巖，「除白沙

鄉外，其餘各鄉尚未授田」。181為什麼呢？論者有謂，因為該政策只是

由政府由上而下去推動，並沒有由下而上地動員農民群眾，結果不僅地

主富農反對，連貧雇農也因為土地分得太少，嘖有煩言。182更不用說某

些縣份（如長汀）的善後分處有壞份子混入了。183不過，傅柏翠對於計

                                                 
177 〈閩西善委會劃汀連永杭巖五縣邊界為閩西特區〉，《江聲報》（廈

門），民國22年4月7日，版4。 
178 〈劫後閩西新局面已日益開展〉，《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

22年4月24日，第1張第3版。 
179 〈十九路軍總部昨委馬鴻興為第二獨立團團長 鍾少葵為閩西人民自

衛團團長〉，《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和國元年11月24日，第1
張第3版。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收入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

輯》，輯59（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90。在後一文中，蔡即

承認，他交付傅柏翠的一項任務，即是監視粵軍。 
180 〈土地問題 閩西計口授田辦法〉，《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

12月10日，版2。 
181 〈龍巖分田比率與統計〉，《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10月20日，

版4。 
182 田竺僧，〈閩西計口授田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輯37，頁

104-107。  
183 〈長汀旅省同鄉會呈請閩西善後委員會慎重各縣善後人選〉，《福建

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年4月15日，第2張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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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田政策有較正面的評價，他認為蔡廷鍇等人確有決心，且有軍隊為

後盾，地方官長也由軍隊委任，而且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動員農民。之所

以會失敗，是後來「想到另外的地方去，還建立起人民政府，否則可能

辦得更有成績」。184 

  但是，傅柏翠過去不是主張土地集體化而反對共產黨的分田嗎？

為何如今又贊成十九路軍的計口授田政策呢？原來傅在經歷過前述短

暫的共家運動之失敗後，便認為「現在提出中國社會化還為期太早，只

能做到把集中在地主私人手裡的田地解放出來，使其成為農有」。185也

就是說，分田或計口授田是暫時的過渡辦法，最終的目的還是集體化。

原來，集體化也是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廈門報紙就有介紹蘇俄集體農

場的報導，毀譽參半。186十九路軍成立人民政府後，也曾在其報刊《人

民日報》上介紹蘇俄集體農場。187還有人像傅柏翠般，把計口授田當作

「小經營」，是初步手段，以預備達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由此可

見，傅柏翠與十九路軍在意識形態上某種程度的契合。他們所以贊同計

口授田而反對共產黨的分田，就是因為「前者的手段，從和平中分配土

地；後者的手段，以暴動奪取土地」。188 

  至於傅柏翠的家鄉蛟洋，自傅與共黨分手後，「仍舊維持分田制度，

採用更為公平的辦法為號召，並提出廢除債務、不許地主打擊報復和仍

                                                 
184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185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0。 
186 〈蘇俄農村表裏的分析〉，《江聲報》（廈門），民國22年5月23日，

版8。雷通群，〈蘇俄的農民生活〉，《江聲報》（廈門），民國21年
1月1日，版7。 

187 趙韻松，〈談談蘇俄的集體農莊〉，《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

和國元年12月24日，第3張第2版。 
188 劉競渡，〈關於計口授田的我見〉，《人民日報》（福州），中華共

和國元年1月9日，第3張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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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婚姻自由等來安定人心，聯結群眾」。1891932 年 10 月杪，蛟洋、

古田一帶一度為「赤匪」占據，慘遭蹂躪，迄隔年初始由傅聯絡十九路

軍收復之。190隨後，傅也在蛟洋地區實行計口授田，「每戶人家有幾口

人，即有幾份田可以耕種，力求做到每個人有田可耕、有田可種；對於

人口變化而影響計口授田者，則採取抽死補生的辦法，即哪家死了人或

出嫁等，把其那份田給哪家剛生出來或結婚而尚未分到田的耕種」。191

傅的辦法獲得相當大的成功。筆者以為，傅所以成功，既是由於他本身

在蛟洋的聲望，也與他當時擔任「閩西特區」主席、閩西善後處上杭分

處處長，掌握了地方政治資源，同時又有十九路軍的支持，不無關係。

正所謂「中國農村問題要圖解決，仍非借用政治力量不可」。沒有政治、

軍事力量作後盾，社會改革難以獲得貫徹。192 

  不過，十九路軍的統治並沒有持續太久。1933 年 11 月 20 日，陳

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州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

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還組織了生產人民黨，是為閩變。據

何公敢的回憶，傅柏翠不贊成組織生產人民黨，還說「剛蓋了遮蔽風雨

的房屋，又拆散了再蓋」。原來他與徐名鴻已在閩西南地區組織了農工

大眾黨和改造社，用以容納主張穩健的人。但據蔡廷鍇的回憶，改造社

是他為防止部隊分化，在十九路軍內部所成立的組織。193究竟何種說法

                                                 
189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8。 
190 〈沈光漢清剿巖杭赤匪經過〉，《福建民國日報》（福州），民國22

年1月1日，第2張第4版。〈閩西赤匪勢將瓦解〉，《福建民國日報》

（福州），民國22年1月8日，第2張第4版。 
191 傅贊謨口述，傅國興紀錄，〈回憶傅柏翠在古蛟的幾件事〉，收入《上

杭文史資料》，輯8，頁26。 
192 白雲，〈改造農村政治的根本目標〉，《江聲報》（廈門），民國20

年7月30日，版2。 
193 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產人民黨斷片〉，收入《福建文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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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實，無從證實。無論如何，在閩變爆發後不久，蔣介石派蔣鼎文等軍

入閩「討逆」，十九路軍兵敗如山倒。迄 1934 年 1 月中旬，福州棄守，

大勢已去。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李濟深、黃琪翔等人民革命政府

要員乘坐飛機來到龍巖，由傅柏翠等閩西善後處人員接待。當時蔡廷鍇

「很想和傅柏翠合作，利用閩西善後處的基礎作基地，繼續反蔣抗日」。

所以，他曾到蛟洋去拜訪傅柏翠，傅也表示贊同，全力支持。194當時蔡

給了傅一筆錢，助其維持身家，並請傅在蛟洋幫他建一幢房屋，打算在

此長住下去，還要傅掌握好地方群眾與武裝力量。這幢房屋後來建好

了，取名「避賢廬」。但蔡最後選擇前往香港，並沒有留在閩西。閩變

就此告一段落。據傅日後所宣稱：「我在解放前，整個政治生活和經濟

生活上，與蔡廷鍇先生的關係是最密切了。」195 

 

柒、陳儀統治福建時期的傅柏翠 
 

  蔡廷鍇等人離去後，傅柏翠仍留在閩西。當時他有意退出政壇，

隱居鄉林，曾作詩抒懷：196 

隱跡溪山好釣魚，饔飧以外便無求； 

從來政海風波惡，引退行當趁急流。 
但世人卻沒有放過他。怨恨他的人罵他是「慶父」，指控他強迫民眾推

                                                 
輯1，頁12。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頁81-82。 

194 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頁111-112。 
195 傅柏翠，〈回憶福建事變及我與蔡廷鍇先生的關係〉，收入福建省政

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卷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1年），頁380-381。 
196 原載於《柏翠詩選》，轉引自：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

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年），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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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龍巖保衛團團長，並勾結偽義勇軍羅鳳歧等部，乃至於「赤匪」，

以圖死灰復燃。197駐防閩西剿共的粵軍黃任寰師則邀請傅擔任龍巖臨時

治安維持會主任。198還有甫任福建省長的陳儀也極力向福建地方勢力示

好，大舉收編地方「民軍」為保安團。如傅的好友、武平土匪出身的鍾

紹葵便是一例。鍾自 1930 年以來即鎮守武平、上杭一帶，如前所述，

十九路軍曾透過傅柏翠的關係拉攏、改編鍾部；陳儀時期，鍾部也透過

私人關係，先後獲編為保安團第十四團及第六團，199繼續駐防汀、杭、

武三縣。200共黨前書記瞿秋白就是於 1935 年被該部逮捕的。201至於傅

柏翠本人，雖然當時他未擔任保安團工作，陳儀還是非常禮遇他，准許

蛟洋地區保留分配的土地歸農民所有。202 

  但這些地方強人各懷鬼胎，有的人還被謠傳與流亡香港的蔡廷鍇等

人勾結，陰謀推翻陳儀的福建省政權。如德化的張雄南便與十九路軍有

聯繫，他最初被陳儀收編為保安團第十一團，2031935 年時「揭竿而起」，

旋失敗被捕。204抗戰爆發後張被釋放，205又起來為亂，最終被擊斃。206

                                                 
197 〈慶父不除魯難不已〉，《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3年3月2日，

第2張第5版。 
198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37。 
199 〈保安團併編後各團番號已內定〉，《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4

年10月9日，版6。 
200 〈鍾紹葵部分防汀杭武三縣〉，《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5年5月

8日，版5。 
201 施清嵐，〈鍾紹葵浮沉錄〉，收入《武平文史資料》，輯6，頁1-6。 
202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41。 
203 〈全省民軍決先擴編十二團〉，《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3年3月

18日，第2張第6版。 
204 〈德化張匪田禾〉，《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4年11月23日，版6。 
205 〈省府擬定廿七年度本省行政計劃〉，《江聲報》（廈門），民國27

年1月15日，第1張第3版。 
206 〈張雄南擊斃後陳主席嘉獎黃處長〉，《福建民報》（福州），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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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傅柏翠的好友陳祖康，閩變時擔任漳浦縣長，閩變後也逃亡香港，

1936 年前後被派回閩南發動游擊戰，後來被軍統收編。207傅在 1935 年

底至 1936 年初時也曾居留香港一陣子，並加入蔡廷鍇、宋慶齡主持的

全國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論者有謂，傅於 1936 年回到蛟洋，是應蔣

鼎文、陳儀之邀，擬利用兩人的矛盾在福建發展力量。208只不過傅回閩

西後仍維持他一貫的穩健作風，並沒有像陳祖康般，拿起槍桿打游擊。 

  中共也極力拉攏傅柏翠等地方強人。1934 年 10 月中央蘇區紅軍長

征後，留在閩西的「殘匪」組成游擊隊，由 1935 年 4 月成立的閩西南

軍政委員會指揮。共黨游擊隊為了獲得生存，必須與傅柏翠等地方強人

統戰。1935 年 5、6 月間，中共在蛟洋南部的雙髻山成立杭代縣軍政委

負責上杭工作，該軍政委下設一個北四區工作團，專做古蛟地區的工

作。209傅柏翠當時也非常清楚，國民黨為了剿共，共產黨為了生存，都

必須依賴他。他自己也必須在國共鬥爭的縫隙間求生存，如果共產黨被

剿滅，對他也沒有好處。所以共產黨與傅柏翠之間便形成了某種微妙關

係，共黨不侵犯蛟洋，傅對共黨的雙髻山根據地也不禁糧，剿共時也只

是虛張聲勢。210不只有傅柏翠，前述傅的友人謝仰麒在閩變後回到龍巖

                                                 
28年12月24日，版4。 

207 林南，〈陳祖康叛變之後〉，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8，頁63-64。 
208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177-184。 
209 羅炳欽、林攀階，〈憶上杭三年游擊戰爭〉，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

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西游擊區》（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446。又，古蛟之名，據時人稱，是古田、

蛟洋、文都三鄉合併一鄉後之名稱。但何時合併，不得而知。不過，

大概在1936年以後的資料提到此一地區都是以古蛟區稱之。章振乾，

〈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83。 
210 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閩西三年游擊戰爭〉，收入《南方三年

游擊戰爭：閩西游擊區》，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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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中，也與中共游擊隊達成檯面下的協議。211當時謝致力於家鄉經濟建

設，以為「共匪」投誠後（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展），農村安定，「至

多三年之後可復元氣」。212中共當然不會贊成這種反共立場，但還是爭

取其合作。213謝仰麒有個適中同鄉、過去保安隊的下屬叫謝再發，立場

與十九路軍接近，閩變後隨蔡廷鍇等人赴香港，抗戰爆發前回到閩西，

在共黨與地方實力派間牽線，談判合作。214傅柏翠、謝仰麒、謝再發，

還有前述的陳祖康等人，都是抗戰爆發前夕，閩西共黨呼籲一致抗日的

合作對象。215 

  但中共對傅柏翠這些地方強人採取的是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段。當時

中共閩西南軍政委就批評杭代縣軍政委沒有去發動古蛟區的群眾起來

鬥爭，揭破上杭北區統治者（即傅柏翠）的欺騙宣傳，甚至還同意古蛟

區以土匪名義逮捕中共游擊隊員四十人，槍殺了其中六人。216很明顯

的，與傅柏翠這些地方強人合作只是手段，最終目的仍是要動員下層群

眾起來打倒他們。 

  當時國民黨方面對於這些地方強人同樣也是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

                                                 
211 占淇、豈聞，〈適中謝仰麒〉，頁56。 
212 〈鄧子恢同志答覆謝仰麒的信〉(1937/04/15)，收入福建省檔案館、廣

東省檔案館編，《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2》（北京：檔案出版

社，1987年，下文引用之《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簡稱為《閩

粵贛檔案》），頁319-322。 
213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關於閩西南和平談判三個月來的各方面動員工作

致雲逸、南委轉中央報告〉(1937/09/17)，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30。 
214 鄭學秋，〈為閩西國共合作拉線搭橋─記謝再發烈士〉，收入《龍巖文

史資料》，輯23，頁49-51。 
215 〈張鼎丞等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致閩西南各界人士書〉 (1937/05/15)，

收入《閩粵贛檔案2》，頁361。 
216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給杭代縣軍政委的指示信〉(1936/06/24)，收入《閩

粵贛檔案2》，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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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當時官方報紙就批評蔡廷鍇組織的反帝大同盟及社會民主黨份

子，勾結共黨，陰謀顛覆政府。217蔡是傅柏翠的友人，社會民主黨就是

過去中共指控傅的口實。又，陳儀雖然允許古蛟區維持分田的既成事

實，但當時當局的政策是將田地歸還原業主（只是在尚未登記完畢前「暫

維現狀」），218報紙也不斷批評十九路軍計口授田政策帶來紛亂，219甚

至還直接點名傅的家鄉古蛟區的土地與婚姻問題，因為傅數年來的「附

共、從偽、反正」而糾紛不已。220因此，傅也不得不謹慎。原來，在

1931-1934 年間，古蛟區的社會改革主持機構叫「自治委員會」，1934

年後就改稱「農村教育社」，擬從教育著手建設農村。221從敏感的土地

問題轉移到教育議題，不能說與環境的壓迫沒有關係。 

  儘管傅柏翠低調謹慎，但還是不免樹大招風。1937 年汀漳師管區

司令涂思宗赴龍巖上任時，即向傅借了一個營的兵力作警衛。222據中共

所言，涂是要傅交出武裝，傅只好送給他二連人，並迫擊砲二門，重機

槍二枝，駁殼十餘枝，涂才罷手。223由此可見傅確實有相當勢力。又，

涂思宗也是中共的統戰對象，與中共關係頗好，所以中共還幫忙說服閩

                                                 
217 〈偽中華大同盟組織在閩陰謀完全揭破〉，《福建民報》（福州），

民國25年5月19-20日，版5。〈社會民主黨勾結共黨活動〉，《江聲報》

（廈門)，民國25年2月19日，第4版第1張。 
218 〈整理龍巖土地法〉，《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4年3月15日，版

6。 
219 〈徐逆名鴻遺禍龍巖〉，《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3年7月21日，

版6。 
220 〈上杭古蛟區土地姻婚問題〉，《江聲報》（廈門），民國24年1月21

日，版4。 
221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0-91。 
222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42。 
223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六號）〉(1939/05/20)，收入《閩粵贛檔案3》，

頁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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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實力派擁護涂。224 

  陳儀倡導統制政治，225欲加強對地方的控制，當然不能容許這些地

方勢力在他的背後自行其是。1938 年 4 月，陳儀派黃蘇來上杭，欲同

時解決傅柏翠與鍾紹葵，後者當時也與共黨有檯面下的互助協定。226黃

到了杭城後，就召兩人來城。其中鍾一入城後就遭扣留，傅則是在抵達

縣城之際，接到城內耳目的通知，回頭就跑，逃過一劫。黃蘇的舉措，

引起地方人士不滿，鍾的同鄉粵軍練惕生等人也請黃手下留人，但黃不

聽勸，執意槍斃鍾。227沒隔幾天，黃蘇在路上被鍾的手下鍾冠豪伏殺。

陳儀大驚，乃派其姪陳頌文到蛟洋懇請傅柏翠出面調停，協助黃蘇的繼

任者易啟基（長汀人）穩住武平、上杭局面。最後鍾冠豪接受收編，黃

蘇事件始告一段落。228 

                                                 
224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三號）〉(1938/11/20)，收入《閩粵贛檔案3》，

頁238。涂思宗在抗戰前夕被國民黨軍委會委派為團長，組織中央考察

團，於1937年5月底赴陜北與中共談判，受到中共歡迎。涂日後的回憶

也指摘，中共要人周恩來、葉劍英皆是他在北伐時期已認識的老友，

甚至毛澤東、朱德等人也與他相識。直迄今日，中共官方黨史對涂思

宗還是秉持較正面的看法。曾弘慈，〈涂思宗生平事略〉，收入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

資料》，輯6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57-163。  
225 鄭國雄，〈統制經濟，統制政治與中國〉，《福建民報》（福州），

民國24年6月19-21日，版2。 
226  〈方方關於閩粵贛邊區政治形勢與黨的工作問題致中央報告〉

(1938/01/10)，收入《閩粵贛檔案3》，頁73。〈閩粵贛邊土匪情況及

我黨對其工作的報告提綱〉(1940)，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75。 
227 〈黃蘇除閩西巨患〉，《福建民報》（福州），民國27年4月19日，第

1張第4版。 
228 施清嵐，〈鍾紹葵浮沉錄〉，頁7-8。吳梅林，〈黃蘇之死〉，收入《上

杭文史資料》，輯6，頁91-97。李致平，〈杭武事變紀實〉，收入《上

杭文史資料》，輯8，頁39。又，黃蘇是湖南綏寧人，黃埔四期畢業，

1934年來閩省保安處就職。〈保安處副處長黃蘇氏在閩西殉職〉，《福

建民報》（福州），民國27年4月27日，第1張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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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陳儀並未因此放鬆對閩西的控制。1939 年，被中共稱為較進步

的「第三黨」份子永定縣長陳雪華因積極反貪污與制裁土劣，遭到暗殺

（中共懷疑陳儀借刀殺人）。陳儀要傅柏翠去永定當縣長，傅拒絕，陳

遂迫傅交出武裝，傅因此才接受此一任命。與此同時，龍巖有地方實力

派羅鳳歧者，受到與省方親近之縣長陳石的壓迫，被暫時扣留。傅、羅

這些地方實力派因此更加團結，以防省方的各個擊破。229這個羅鳳歧是

龍巖雁石人，與第三黨、十九路軍和傅柏翠關係密切。如前所述，閩變

後即有人指控傅、羅勾結，以圖東山再起。羅與前述的陳祖康一樣，後

來被軍統收編。抗戰時期，羅也在家鄉推動教育，是一位進步份子。230 

  傅柏翠被陳儀打壓，共產黨也讓他不好過。因為，共黨認為這些中

間派會以其「進步」的面貌欺騙群眾，所以比堅決反共的「落後份子」

要危險的多。當時便有地方黨員認為傅是進步份子，是統戰對象，所以

放鬆了對他的戒心。231中共閩西南特委就警惕說，傅「較開明，能向群

眾施小惠，這是較進步，便於我們推動工作」；但是，傅的「黨派成見」

甚深，「手段之毒辣」，其任永定縣長「與陳儀不無交換條件」。所以，

永定黨應一面動員「灰色人物、正紳名流」，在傅的下面掩護工作，還

要小心傅派遣老師或聯保書記等打入中共組織內部。232 

  傅柏翠後來果然與共黨發生了衝突。事情發生於 1941 年，傅當時

已辭去永定縣長之職，擔任省保安團第十一團團長。該年 9 月，該團於

龍巖破獲中共閩西特委機關，逮捕特委書記王濤，梟首示眾。當代大陸

                                                 
229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六號）〉(1939/05/20)，頁353-356。 
230 陳榮坤，〈雁石羅鳳歧〉，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6，頁57-60。 
231 〈中共閩西南特委關於閩西南政治經濟狀況與工作概況向南方局的報

告〉(1940/09/08)，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63。 
232 〈中共閩西南特委報告（第八號）〉(1939/09/01)，收入《閩粵贛檔案4》，

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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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辯稱，當時傅不在龍巖，是十一團自行其是，不是傅的責任。233我

們無從斷言究竟是誰的責任，但當時中共是把所有的罪過推到傅的身

上，還指示黨員，小心傅的威脅利誘。234無論如何，傅從此又與共黨成

了仇家，直到 1949 年以前，兩方面並未再進行合作。 

  相反的，傅柏翠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卻越來越融洽。在 1940 年之

際，傅幫助福建省政府平定了閩西地區一起杭武事變。該事變的發動者

李致平是上杭人，1938 年時在鍾紹葵底下服務。黃蘇事變後，李被派

去上杭北區白砂一帶擔任聯保武裝工作。1940 年，前龍巖縣長陳石調

任上杭縣長，開始征收房舖宅地稅，全縣譁然。其中北區一帶鄉民一致

抵制，陳石以為是李搞鬼，派人暗殺，不成，李因此結夥發動暴動，是

為杭武事變。事發後不可收拾，保安團也無法平定，省府只好敦請已卸

任永定縣長的傅柏翠出馬，擔任保安團第十一團團長，招撫暴動隊伍。

李接受了傅的招撫，並到蛟洋居住，接受傅的監護，以換取隊伍不被殺

害的承諾。事變終告落幕。235這個李致平後來到上杭縣城活動，曾擔任

商會理事長，還組織關帝會，聯絡下層群眾。236中共批評李是個壞蛋，

靠倒帳來發財，組織關帝會是用來搞女人，他的後臺就是傅柏翠。237無

論如何，杭武事變後，上杭縣長是由傅所推薦的練平擔任，杭城駐軍也

是由傅的下屬傅松茂領導的保安團第十一團，商會會長則是李致平，整

個杭城成了傅的勢力範圍。 
                                                 
233 姚鼎生，《曲折前半生─傅柏翠傳》，頁267-270。陳賽文、黃寧、傅

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52-155。 
234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應付奸頑瓦解我們的新方策的指示〉(1941/11/10)，

收入《閩粵贛檔案4》，頁187。 
235 李致平，〈杭武事變紀實〉，頁38-47。 
236 李致平，〈關帝會〉，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9，頁48-54。 
237 〈馬寧報告閩西起義後情形〉(1949/06/3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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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未竟全功的農村改革 
 

  儘管勢力龐大，傅柏翠在地方上卻不是完全沒有敵人。1941 年，

傅企圖為古蛟鄉村建設掛上「三民主義」的牌子，但遭到國民黨縣黨部

書記王永滋的反對，後者是古蛟鄰鄉連城芷溪人。芷溪地主在古蛟有土

地，但被傅分給群眾，因此不滿傅。王很清楚，如果古蛟自稱是三民主

義的鄉村，那芷溪地主就要不回土地了。但傅於隔年還是成立了一個由

縣長練平為主席，實際由傅主持的「古蛟鄉村建設委員會」。該會組織

規程開宗明義便說道，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鄉村建設」，「遵照國父孫

中山三民主義、建國大綱…」。據傅所言，這是在當時環境下，不得不

採取的手段，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238 

  據時人的評價，古蛟鄉建會的成就很大。當時古蛟地區的土地制度

介於鄉有與私有之間，鄉政府可以隨時宣布把分給農民的土地收歸鄉

有，重新調整。每年收成時，農民繳交收獲的百分之八（後來減到百分

之五），充作公家費用。由於幹部得力，人心較齊，鄉建會在各方面都

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外界風評頗佳。239 

  古蛟農村改革所以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傅柏翠本人掌握了古

蛟地區的鄉政大權，以身作則，故地方上阻力較小。當時國民黨福建省

                                                 
238 傅柏翠雖然把三民主義當成合法化的手段，但他以為，如果孫中山親

眼見到當時閩西的現象，「說不定他的主張比我們要激烈十倍」。章

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閩西農村土

地關係的基本情況〉，收入《福建文史資料》，輯35，頁104、169-170、
198。藍德佳，〈上杭縣三年建設計劃之綱要〉，收入《上杭文史資料》，

輯14，頁58-59。 
239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93。〈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閩

西農村土地關係的基本情況〉，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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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在許多地區推動農村改革建設，但由於地方土劣的反對，成績皆

不如古蛟。如 1940 年後開始推行的龍巖縣扶植自耕農運動，雖然當局

宣稱「收獲良好效果」；240但據傅柏翠所言，龍巖地方土劣仍舊猖獗、

政治黑暗，苛捐雜稅繁多，危機四伏。241 

  1941 年新任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也注意到傅柏翠的成就。劉

本人對農村改革頗富熱誠。1944 年，劉要傅到福建戰時省會永安成立

一個新村。傅為該新村擬定了章程，但不久後省府卻委派國民黨省黨部

監察委員黃堅作該新村理事會理事長，將該新村定名「康樂新村」。242

傅心生厭惡，拒絕再回永安。同年 9 月，劉建緒委任傅為寧化縣長，同

時籌辦康樂第二新村，傅立即走馬上任。但當時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

懷疑他是共產黨，外界也有謠傳，243傅因此行事處處受到掣肘，1945

年 3 月便不辭而別，回到古蛟去做山大王了。244 

  傅柏翠回鄉後，雖然未擔任官職，但仍舊是上杭最大的地方勢力。

1947 年，國大代表選舉，有三青團出身的上杭湖洋人林志光想競選，

但他還是先敦請傅柏翠出面參選（上杭只有一個名額），獲悉傅無此意

後，始投入競選。245當時中共在論及上杭的情形時，也暗示傅柏翠「正

                                                 
240 〈龍巖扶植自耕農收獲良好效果〉，《福建時報》（福州），民國36

年1月10日，版4。 
241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1-102。關於龍巖扶植自耕農運

動，可見：陳淑銖，《從減租到扶植自耕農：抗戰時期至戰後國民政

府的土地改革(1937-1949)》（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頁85-124。 
242 曾紀增，〈永安的康樂新村〉，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永

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永安文史資料》，輯8（永安：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永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9年），頁117-121。 
243 章振乾，〈閩西農村調查日記〉，頁103。 
244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56-159。 
245 林鳳年，〈林志光競選「國大」代表記〉，收入《上杭文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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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自己的勢力」。246但共產黨沒有打算主動與傅做統戰，因為他們

並沒有忘記傅過去的「罪惡」，而且戰後中共閩西黨內部充斥報復主義

的情緒，他們要算老帳，清算至 1938 年的反革命份子。247這就逼得許

多「反動」份子，即使有意合作，也不得不跟共產黨拼命。248當時中共

也承認，此一報復心態阻礙了黨的發展。249 

  不過，隨著國共內戰戰事的發展，局勢愈益明朗，投靠中共的人

也愈多。中共雖然接受這些人的「投誠」，但也不無警惕地說，他們是

「因利益與我統一」。250傅柏翠也是當時主動向共產黨謀合的地方實力

派之一。1948 年秋，國軍張發奎部參謀長李漢沖（曾任十九路軍軍官，

參加過閩變）被派任福建第七行政專署（龍巖）督察專員兼剿共指揮官。

李到職後即拜訪傅柏翠，討論時局。隔年 1 月，李親赴九龍與中共華南

分局書記方方面談。回閩西後，李即與傅積極準備投誠之事。中共閩粵

贛邊區黨委獲知此事後，乃致信李漢沖，表示歡迎；251但同時又指示下

級說，今天有許多「地方反動惡霸」向我「討好求饒」，「我們要比任

何時候都更大膽去爭取他們，與他們接頭，准許他們將功贖罪」，但應

                                                 
輯3，頁45。 

246 〈中共閩粵贛邊工委第二次擴大會議記錄〉 (1948/05/14)，收入《閩粵

贛檔案5》，頁309。 
247  〈中共閩粵贛邊區工委關於為迎接大反攻加強農村鬥爭的指示〉

(1947/10)，收入《閩粵贛檔案5》，頁221。 
248 〈群眾運動與農村政策問題〉(1949/03/12)，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

136。 
249 〈中共閩粵贛邊工委關於過去一年來工作總結〉(1948/08/05)，收入《閩

粵贛檔案6》，頁11。 
250 〈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會議紀要〉(1949/01/23)，收入《閩粵贛檔案6》，

頁102。 
251  〈 中國人民解放 軍閩粵贛邊縱隊 司令部給李漢沖先生的 信〉

(1949/03/2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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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中許多人表面上偽裝「革命朋友」，卻一面找我弱點與空隙，突

然對我實施襲擊，或以改換旗幟來存其實力。252可見中共並不相信傅柏

翠等人。 

  1949 年 5 月 1 日，傅柏翠與李漢沖藉口迎接新任專員練惕生（李

漢沖因被懷疑與共產黨聯繫，被省府撤職，傅柏翠透過其同鄉省府民政

廳長袁國欽的關係，推薦練惕生接任專員），在上杭郭車傅柏翠的家中

召開會議。參與者除李、傅、練外，還有武平縣長練平、永定縣長賴作

梁（按：練平與賴作梁皆曾是共產黨員，後在傅柏翠的好友陳祖康的勸

誘下脫黨）253、代表龍巖縣長章湯銘出席的閩西日報社社長陳天祥、上

杭縣長丘師彥等地方實力派人物，會議上大家一致決議擁共反蔣。2545

月 23 日，傅柏翠等人進入上杭縣城，公開宣布脫離國民黨統治，接受

中共領導，並組織閩西義勇軍，成立閩西起義軍臨時行動委員會，由傅

任主任，李漢沖、練惕生任副主任。永定、龍巖、武平、連城等縣也紛

紛響應，此即所謂「閩西起義」。255但中共對於閩西起義相當不以為然，

說：「閩西敵偽的起義，缺乏誠意的，有陰謀的，他們想以起義來換得

人民的寬恕，保全性命、財產、地位與力量，避免全殲，等待時機，以

便捲土重來。」256但是，「開飯店不怕人大吃」，對於這些人，中共一

律接納，只是在「初期力量不足前，可慷他人之慨，大膽分化，孤立敵

                                                 
252 〈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關於提高階級警惕性的指示〉 (1949/04/16)，收

入《閩粵贛檔案6》，頁215。 
253 林南，〈陳祖康叛變之後〉，收入《龍巖文史資料》，輯18，頁64。 
254 黃人熙，〈郭車會議追述〉，收入《上杭文史資料》，輯12，頁24-25。 
255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60-169。 
256 〈閩粵贛之勝利形勢及我對起義部隊之對策〉 (1949/05/27)，收入《閩

粵贛檔案6》，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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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爭取或者緩和其一個反共堡壘」。257 

  隨後，中共派人去與傅柏翠代表商談。在會議上，中共代表批評

傅柏翠起義的太早，還指責他們未經中共同意，自立番號，並且任意發

行紙幣。當時傅的代表只得承認錯誤，說「傅先生離黨太久，見解不夠，

聯絡不好，造成這個錯誤」。最後，會議決定，傅柏翠等人想要不受人

民審判，就要立功贖罪，由傅負責「解放」長汀、連城。258傅柏翠等人

為獲得諒解，也宣稱他們不要軍隊，寧可回鄉耕田養老，只是為了「解

放」長汀，才繼續領導軍隊。但中共仍認為他們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名譽、

財產，只是因為無法到美國、香港、臺灣，才投靠中共。259後來傅等人

也果真率軍進攻長汀、連城，但被國軍胡璉兵團擊敗，上杭、龍巖等城

也相繼被胡璉兵團占領，傅等人的家鄉遭到蹂躪，傅率軍隊上山打游

擊。中共至此才稍為釋懷，稱贊「傅先生、練司令未曾因此而動搖喪志，

與敵周旋到底，此說明領導起義諸先生經得起對敵鬥爭之考驗，認清人

民勝利必然之前途」。260只是在閩西地區「解放」以後，中共立即於

11 月重新改編起義部隊，傅本人也被調到福州「學習」，從此離開了

他的老巢──上杭古蛟。 

 

玖、結論 
 

  最後，讓我們以傅柏翠與另一位民國時期著名的農村地方強人，

                                                 
257 〈中共閩粵贛區黨委討論閩西起義的對策〉 (1949/05)，收入《閩粵贛

檔案6》，頁365。 
258 〈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隊司令部與傅柏翠方面代表吳德賢談話

紀要〉(1949/05)，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66-368。 
259 〈馬寧報告閩西起義後情形〉(1949/06/30)，頁376。 
260 〈整編閩西義勇軍方案〉(1949/10)，收入《閩粵贛檔案6》，頁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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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內鄉的別廷芳，作一個簡單的比較，藉此來探究傅的獨特之處。261 

  河南西南部地區和閩西一樣，都是遠離國家統治中心的偏遠農村地

區。別廷芳生於 1883 年，比傅大了十餘歲，是農村子弟出身，近於文

盲，以勇敢著稱。別後來主要就是靠武力發跡，而且以恐怖和暴力手段

著名。他多次訴諸暗殺與強奪，擊敗他的敵手，擴張自身勢力。1926

年別控制了全縣民團，並在 1927 年被公推為鄧縣、鎮平、內鄉、淅川

四縣民團總指揮，雄霸河南西南部地區。 

  與別廷芳不同，傅柏翠出身富裕的地主家庭，有高學歷，曾赴日本

留學。雖然傅與別一樣，也曾辦過民團，捍衛家鄉。但憑藉他家庭的資

財，還有客家宗族團聚的力量，他不用像別一樣，從最底層的民兵做起。

而與別最大的不同是，傅還是一位革命的知識份子。他靠著所學（如開

辦律師事務所）以及革命知識份子的網絡，打進上杭的上層社會，並獲

得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江董琴的提拔。後來他加入中共，也與此一人際網

絡不無關係。 

  再者，傅柏翠始終不渝地抱持一個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他早年傾

心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以及孫中山革命，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徒，

熱中於在家鄉建立一個桃花源。他的加入與退出共產黨，以及與國民黨

剿共軍的同床異夢，還有他與十九路軍的合作，都與其對社會主義理想

的追求息息相關。當然，我們不是說傅的行動完全沒有現實因素的考

量，但與別廷芳等地方強人比較下，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出傅的獨特性。

在 1930 年前後，別廷芳等地方強人在鎮平縣人彭禹廷的影響下，在內

鄉、鄧縣、淅川、內鄉，發起了一場「宛西自治」運動。可是，根據張

信的研究，別等人主要是利用這場運動來控制地方與動員地方資源，而

                                                 
261 本文關於別廷芳的資料，是參考 Xin Zh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一書。 

TAO 



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 111 

且他們也沒有像傅柏翠一樣，推動社會改革，更遑論分田了。 

  又，據張信所言，自治運動是別廷芳等人用來鞏固地盤並抵抗國

家入侵的一個手段。對於傅柏翠般帶有強烈地方心態的地方強人來說，

他當然也不歡迎國家的入侵與榨取，這也是傅與中共鬧翻的一個原因。

可是，儘管不歡迎，也無論閩西是如何的偏僻，傅柏翠決不可能無視外

來國家的威脅，也不可能單靠自己的力量抵禦國家的入侵。在閩變以

後，傅同時面對來自陳儀福建省政府與中共的威脅。然而，頗令人值得

玩味的是，也正是在這兩股勢力的敵對與互相抵銷下，傅得以在其間捭

闔縱橫，獲得夾縫間的生存，乃至於逐漸地壯大自身勢力。這樣一種獨

特的生存環境，也是造就傅所以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吧！ 

  在傅柏翠的例子中，我們還發現，國家與這些地方強人並不總是立

於敵對的立場。像是傅曾在十九路軍的幫助下，在其家鄉蛟洋推動社會

改革。後來省政府當局即使不贊同，也沒有禁止。甚至在抗戰後期，省

政府當局還一度想重用傅的改革經驗，推動農村建設。儘管傅與政府當

局的合作最後仍是無疾而終，但是他在古蛟地區的改革，依舊是同時人

稱許的典範。 

  總結地說，傅柏翠是一位複雜的地方強人。他允文允武，不只是靠

武力與財力崛起，還有遠大的社會改革理想。在中共眼中，他曾是一個

革命者，但又是一個反革命者。在群眾眼裡，他是令人尊敬的大家長，

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傅則是一個令人敬畏，卻又恨之入骨的地方強

人。無論如何，傅那傳奇的一生，告訴了我們，民國時期的地方強人有

許多面向，而不只是正紳與劣紳非此即彼的二元分類而已。 

  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人，中共決不會允許傅柏翠繼續在他的家鄉

作山大王。在中共建國後，閩西的地方強人，包括參與「起義」的人士，

先後遭到清算。傅柏翠本人則是在 1950 年被調離家鄉至福州工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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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擔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省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位階雖高，但只是虛位，

這是中共統一戰線的手段。至於他的好友與親屬，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如前面提到領導保安十一團的傅松茂在三反時被當成反革命份子遭槍

殺，傅柏翠的長子也在反右運動時受不了折磨自殺。文革時期，傅被抄

家，其本人也被下放古田縣平和農場勞動。但傅接下來並未受到更嚴苛

的待遇，這與他過去曾是毛澤東的好朋友或許不無關係。中共在 1985

年也為他被指為社會民主黨領袖一事平反，並於 1986 年接受他的入黨

申請。不過，傅自從 1950 年被調離家鄉以來，只有幾次短暫回鄉探訪，

最後於 1993 年死於福州。262作為顯赫一時的閩西地區地方強人，最後

竟然客死異鄉，豈不悲哀。 

 

 

（本文責任校對：高伊瑾） 

                                                 
262 陳賽文、黃寧、傅柒生，《中共黨史人物傳奇名人傅柏翠》，頁17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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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 Bai-cui and the Min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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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 Bai-cui, a Hakka from Shanghang County in Minxi region, 

was a multi-faceted local rural elit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His rise to prominence was attributed to his 

power, wealth, and exercise of local Hakka 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Besides, Fu was a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and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n he 

was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Being 

excommunic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31, 

however, Fu maintained a left-wing local elite and insisted in rural 

reform until 1949, when he rejoined the CCP.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Fu Bai-cui and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of local rural eli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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