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未
了

人
文
齐
鲁

B
01-

B
04

星
期
四

2014
.8
.21

□徐静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
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却牵动着万里
之外的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
历史进程。

其中，在青岛，就发生了这座海滨城市
为数不多的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意欲争
夺青岛殖民权的德国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
国家在中国领土上的厮杀，使青岛成为一战
期间唯一的亚洲战场。100年过去了，这场战
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唯有败落残存的遗迹和
各种史料碎片，散落在文史学者的视野中。
于建勇先生的《1914年，胶济铁路外交风云》
为我们讲述了一场有别于“军事战”的战
役——— 如果说青岛之战主要是两国之间的

“军事战”，那么胶济铁路之战则是涉及多个
国家的“外交战”。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面
对一块大肥肉，任何强盗都是不会客气的。
而面对日、德两国的无耻企图，当时北洋政
府的态度，除了退让，还是退让，就像是一个
软弱无能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在自己
家里商量该如何分赃。

本期“人文齐鲁”与一战有关的，还有一
篇民间记忆———《我的曾爷爷亲历了“一
战”》，作者阿正的曾爷爷本是一位乡村私塾
先生，阴差阳错，或者说是生活所迫，曾爷爷
漂洋过海几个月到了法国，成为十几万“一
战”中国劳工中的一员。曾孙辈的后代对曾
爷爷在法国的岁月基本不了解，只知道，曾
爷爷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一枚勋章，还有一个
帆布军包。结尾时，作者感慨道：“时间只是
在缓缓地向前，每一个人最终都会随着岁月
的流逝慢慢消失。曾爷爷漂洋过海去过欧
洲，经历了血与火的一战，但回国之后，他还
是和别的农民一样，起早贪黑地在土地上劳
作，直到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耗尽，最终与
土地融为一体。”

这段文字，蓦地让我想起沈从文老先生
曾说过的一段话：“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
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
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
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
西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仿
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
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
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
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
的历史，却引起无言的哀戚。”心有戚戚焉，
这话，应该道出作者阿正的心声了吧，反正，
它拨动了我的心弦：历史长河中沉入水底的
每一颗圆圆的小石子，都有它们自己的故
事，也正因为这些小石子，才让长河更显波
澜，更觉壮阔。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都与“一战”有关

今年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1914年8月23日，日德青岛战争爆发，青岛成为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亚洲唯一战场。百年之后回眸，青岛争夺战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殊不知，胶济铁路争
夺战同样十分激烈，但少有关注。如果说青岛之战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军事战”，胶济铁路之战则是涉
及多个国家的“外交战”。

整整一百年前———

1914年，胶济铁路外交风云
□于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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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青岛及胶济铁路

垂涎已久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日本趁德国陷入欧战无力
东顾之机，联合英国对德宣战。8月
23日，日德青岛战争爆发。

8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
益向中国提出 ,将山东境内黄河以
南划为“中立外区域”(又称战区或
行军区),以便日本行军,并要求撤走
潍县一带中国驻军,以免冲突。

“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几乎覆
盖大半个山东。外交总长孙宝琦理
所当然地予以回绝。日本并不死
心，三天后，8月28日，又提出新的
要求：从潍县到诸城划一直线，线
以东为战区。

同一天，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
陆宗舆做出答复，划出潍河以东，
海庙口、掖县、平度以西为行军区。
胶济铁路“自潍至青路线，日人可
任便布置,自潍至济当由我军”。

由于无力对抗日本的进攻，早
在8月中旬，德国驻华使馆代办马
尔参就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中国
以后给予补偿，德国可以立即将包
括胶济铁路在内的胶澳租借地“交
还中国”。

日本通过驻华代办小幡酉吉
发出警告：“中国议收胶湾，此事不
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
后重大危险。”要求北京政府马上
停止此项活动。中德谈判被迫中
断。

北京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希
望美国出面向英德建议，由德国先
将胶澳租借地交给美国，然后再由
美国转交中国。美国置之不理，中
国利用美国阻止日本出兵山东的
计划破灭。

潍县火车站 :日军夜袭

行凶，中方强烈抗议

德占青岛期间，建设了规模庞
大的军事防卫工程——— 青岛要塞，
设立了众多炮台、堡垒、军营及附
属设施，成为远东著名的海防要
塞。

鉴于德军海防严密 ,日军兵分
两路：一路由神尾光臣中将率领,于
9月2日在山东龙口登陆；一路由加
藤定吉中将率领，于9月18日从崂
山仰口湾登陆。

从龙口登陆的日军没有遇到
阻碍，长驱直入，过平度，抵即墨，
到胶州。9月17日，占据胶州火车
站，将中国警察尽行驱逐。

“龙口登陆后，日军西向直驱
潍县，目的在于占领胶东大片地
区以及胶济路全线，以控制山东
全省。日本参谋本部9月13日就把
占领胶济路西段的计划通知了外
务省，要他们转告中国政府。2 3

日，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指令战
地司令官神尾光臣中将占领胶济
全线。”

胶济铁路即将遭受列强的撕
扯。

9月25日晚上，“日军大尉野村
率400多名士兵在夜幕掩护下包围
了潍县车站，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铁
路职工遭拘捕 ,其中1人被刺伤 ,车
站的4名德籍人员也被掳走。”

被刺伤的职工叫李天训 ,系车
站电报员,一直下落不明。驻潍县陆
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派人多方寻
查,三天后，在车站西北一片坟地内
发现了尸首。经医官检验,为刺伤左
肋致死。张树元命部下与日方交涉,

他们当场口头承诺查办行凶之人 ,

却再没了下文。”

第二天,外交部再电陆宗舆,要
求日本政府“迅电潍县军队,立即撤
退,以顾邦交,而维信用。”日本政府
表示：“日认胶济路为德路，当与胶
澳一并占领。并请将中国军队撤
开，若有冲突，日本将认为助德敌
日。”

外交部9月30日致电陆宗
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驳
斥了“日认胶济路为德路”的
说法：“胶济路系华德商办,载
在胶约第二端及胶济铁路第
一款。该路系中国商人有份之产业,

谓系德政府产业,实属根本误会。夫
交战国官产,在中立国领土,其他交
战国尚不能侵犯,况中德商办产业，
安得占据?”

尽管有根有据，有礼有节，但
对于蛮横无理的日本来说，根本不
起丝毫作用。中国力不能抗，乃谋
求退让之策。

非正式调停 :中方谋求

让步，日方得寸进尺

“10月2日 ,外交次长曹汝霖与
日使日置益会商 ,提出非正式之调
停案:一、中国政府不允将胶济路卖
或让予日本外之第三国；二、战后
日德对胶济铁路有何协定 ,中国政

府不持异议。”
10月3日，外交部佥事程遵尧

奉命赴德驻华使馆，与代办马尔参
磋商胶济铁路事宜。马尔参同意将
胶济铁路交中国接管。不料，日本
外务省声言，胶济铁路“由德人交
中国接管手续,根本不能承认”。

10月3日，陆宗舆与日方外交
官松井再三辩论，“告以此仅求顾
全中立国体面，不背最初亲善方
针，贵政府何苦趋于极端？”也许松
井也觉得日方做得太过分，陆宗舆
注意到，松井“亦内赧”。

10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照会
中国外交部：“(一)胶济铁路系根据
胶济条约所发生。现虽暂由中国管
理,不可谓非德人之所有物。日本现
既与德开战 ,则其目的非仅及于青
岛,举凡德人在东方所有之权利,日
本均可得以兵力取得之。(二)当战
事初起时 ,德人利用胶济铁路运兵
输粮,中国并未切实禁止。日本为军
事起见,实有占据全路之必要……”

这番狂言，道出了日本的狼子
野心。

济南火车站 :日军强行

占领，胶济全线沦陷

日军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军事
行动。10月5日，占领青州车站；6

日，占领济南车站。
10月7日晚，“日军三十人来

济，业将胶济在省城三站一律接
收。德人平和交兑，秩序商安靖。”
这“三站”是胶济铁路济南站（位于
商埠）、济南北站（1916年更名北关
站）、济南东站（1917年更名黄台
站）。

当时济南商埠区有两座大型
车站：一座是1911年建成的津浦铁
路济南站，一座是德国正在扩建的
胶济铁路济南站，在津浦铁路济南
站南约300米。占领济南站后，日军
把车站扩建工程也接了过来。

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津浦铁
路济南站也有日本占领军。津浦铁
路是中国国有铁路，日军明目张胆
地扩大了军事范围。

在如狼似虎的日本面前，北洋
政府只有抗议的份儿。

7日 ,外交部向日使提出抗议：
“将济南车站日兵，迅即撤回。”8

日，日使答复：“本国政府对于山东
胶济铁路有管理之必要。”

9日，外交部再度抗议，并对
日使10月5日照会逐条批驳。10日，
日使答复：“日军占据山东铁路,乃
行军计划之一部分，开战之初 ,即
向中国声明。”实在是睁着眼说瞎

话！
日本的行径激起各省将军

的愤恨，10月16日联名致电袁
世凯，要求捍卫疆土。而袁世凯
却力避与日军冲突。

当时，英国与日本穿一条
裤子。对于日军占领济南车站

之举，英国公使在11月11日致中国
外交部电中，居然认为是“正当防
卫”。而“日本素敦睦谊”的说法，更
是滑天下之大稽！

11月7日，日军攻陷青岛。10

日，德军投降。胶济全线沦陷。
随后，日本把胶济铁路改成山

东军用铁路，由临时铁道联队管
理。次年3月，满铁按照日本政府指
令，派出一批职员组成“山东铁道
管理部”，协助日军管理山东铁路
和煤矿。中国路警被勒令退出铁路
线，沿线各站由日军派驻守护队。
从此，日本控制胶济铁路长达八年
之久。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刘瑜《日
寇侵吞胶济路》等）

陆宗舆(1876-1941)，1913—
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

日置益(1861-1926)，1914年
任驻华公使。

孙宝琦(1867—1931)，1913年
任外交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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