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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 

汪榮祖
** 

摘 要 

記憶與歷史不盡相同，每一個人都有記憶，但除了生理上與心理上

的制約外，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更是社會的產

物，經長期累積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為真；歷史則要講究客觀可

信，儘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記憶是對往事的一種重演與回顧，而歷史必

須解釋往事，產生歷史意識。本文以葉赫那拉氏個案來說明記憶與歷史

之異同，葉赫那拉氏成為慈禧太后，實際統治滿清帝國將近半個世紀，

不同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的人，對同一個慈禧太后，出現形形色色、甚

至離奇怪誕的記憶。民國成立前後，由於國家積弱的傷痛，以及康有為、

章太炎等言論界鉅子的影響，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慈禧成為前朝

罪惡的化身。如本文所見，歷史家憑藉可靠的史料與理性考證，可以呈

現比較真實的葉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難以取代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根

深蒂固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慈禧太后、個人記憶、集體記憶、歷史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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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美國著名史家康馬究(Henry S. Commager)曾有言：「歷史是有組織的記憶」

(history is organized memory)。1他認為記憶本身是一種「沒有組織的現象」

(amorphous phenomenon)，所以才需要組織。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活生生的

記憶」(living memory)，都有儲存記憶的能耐，特別是親身經歷過刻骨銘心的

往事；不過，再強烈的記憶也會隨時間而逐漸淡忘，也有人有感於年華的逝去，

更能喚起早年的記憶。然而個人畢竟是社會之一員，其記憶不可能不受到社會

與文化的影響。社會學家郝爾巴克(Maurice Halbwachs)就認為，除了不自覺的

夢境之外，記憶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故記憶必然有其「社會架構」 (social 

framework)，人們從社會架構中獲得記憶，加以認知與形塑，並相互喚起記憶，

成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2換言之，個人在群體中記憶，群體的

記憶也能透露個人的記憶。不同的群體自有其不同的集體記憶，由於社會與文

化背景有異，其間未必有互動的關係。 

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乃經年累月匯聚而成，例如西洋中古在基督教強而有

力的影響下，形成「基督化的記憶」；傳統中國在儒教強而有力的影響下，也

有「儒教化的記憶」。除了宗教、信仰與理念之外，許多具體的儀式、紀念碑、

銅像、地標、節慶等也都能穩固集體記憶。所有在「社會架構」裡形成的集體

記憶，由於社會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影響，未必能完全代表過去的真相，所以當

今法國史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說：「記憶可以接近歷史，也可以遠離歷

史。」(Memory can lead toward history or away from it)3事實上，記憶無論是傷

痛、悲戚，或愉悅、振奮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情緒，甚至引發激情。胡頓氏(Patrick 

                                                           
1
  Henry S. Commager, The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1965), p. 3. 

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7-39. 
3
  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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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utton)曰:「歷史乃記憶的藝術」(history is an art of memory)，4吾人或可更

進一階認為：「史學乃冷靜之藝術」(history is a dispassionate art)，意欲使帶

有情緒的記憶冷卻。即使理性時代的史學大師吉朋(Edward Gibbon)，當他身臨

羅馬廢墟時，內心也經不起歷史記憶的挑激，感動得不能自已，必須將情緒放

空之後，始能執筆寫史。5故史家欲使記憶更接近歷史，就必須經過冷靜的理

性思考，仔細辨別史料，考據真偽，判斷是非，而後有系統地組織事實，儘量

求其客觀公正。記憶可主觀地「重演」往事並將之傳承，呈現林林總總的形象，

而歷史則須對往事作理性的「回顧」(recollection)，選擇正確而重要的往事而

後重建之，產生史學思維，以便作具有批判性的解釋。史家「回顧」之餘，尚

有「代言」的職責。即使後現代史觀不再以記憶為歷史的潛在根基，認為史家

不可能使古人起死回生，但史家的職責畢竟要能復甦既往之心靈，唯有通過理

性的「回顧」，才能夠重建若干往事。按照這種說法，記憶是往事的保留，將

未經印證的往事延續，而後由史家組織成為信而有徵的事實，並載入史冊，留

下可以信賴的歷史記憶。歷史應該是屬於非情緒性的，欲使記憶更加接近歷

史，也就是要使遺留下來的記憶更加接近真實。 

然而歷史作為求真之學，一直受到質疑，因為歷史乃是由後人書寫的載

籍，不免以今人之見來看古人與古事，未必能重建過去的真相。所謂強古就今、

古為今用，必然會損及歷史的真實性。雖說史家之具有今見，乃其所處社會環

境的產物，所寫古人與古事，即使力求客觀，也可能不自覺地失真，但是歷史

之良窳，畢竟有其準則可按。客觀而正確的歷史，需要經過不斷地精益求精而

後可得。歷史可以澄清記憶的謬誤，猶如火燭之照幽暗。寫歷史的人不可寫出

與證據相左的事實，只能寫真實或信以為真之事，否則就成為故意製作的穢

史。當然，歷史也可能失真，不僅延續扭曲的記憶，而且提供不實的歷史記憶。

                                                           
4
  Patrick H. Hutton, 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Burlington & Hanover: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pp. xx-xxi, xxii. 
5
  汪榮祖，〈吉朋及其不朽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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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僅記憶可能遠離歷史，歷史本身也可能遠離歷史，端視史家求真的技藝

如何。 

本文擬就獨攬晚清政權近半世紀的葉赫那拉氏(1835-1908)為例，檢視記憶

與歷史之異同以及相互間之關係。葉赫那拉氏二十五歲就當上太后，就是實際

上長期統治中國的慈禧太后。對這樣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不同社會與文化背

景的個人，如前清遺老以及洋人對她各有不同的記憶，毫不足異。個別人的記

憶自有其特殊性，然個別記憶在特殊集體中仍有其代表性。極具遺老心態的王

國維(1877-1927)在民國是一特殊人物，但在遺老群中卻是一代表人物。當遺老

的集體記憶隨時光消逝後，只留下王氏所作不朽的〈頤和園詞〉，供後人憑弔

此一記憶。個別洋人的記憶呈現一些正負不同的奇特例子，可以略見西洋人作

為一個集體，對遠在東方的太后原無穩定的記憶，只有隨時空而變的印象、觀

感、想像、幻想或誤解。唯有在華人社會裡，由於文化與傳統的延續，對此一

歷史人物形成穩固而持久的集體記憶。 

自清朝滅亡前後，主要由於變法維新派以及革命黨人對當政的慈禧太后所

作持續不斷貪婪誤國的負面宣傳，益之以中國的長期屈辱情結，形成民國成立

以後華人社會中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餘波蕩漾，影響深遠。在漫長時空中，

即使在不同的華人社會裡，都會於不經意間將那拉氏作為負面榜樣，雖未必是

歷史真相，甚至遠離了歷史，但是深藏在集體記憶之中。慈禧太后的歷史真相

到底如何，由於缺少完整的檔案，難以確知宮闈生活的內情與實況，只能利用

可得的資料，參考可靠的前人研究成果，儘量明其所以，糾正謬誤，破除或證

實記憶的「迷思」，使之更加接近真相而已。但是歷史之「真」，往往只能歸

諸「學術」，並不能完全取代在社會中綿延不絕、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 

前清遺老記憶舉例 

在中國傳統裡，每當一個朝代覆亡之後，總是有懷念前朝的遺老。滿清雖

以異族入主中原，但崇儒尊制，無疑成為中華政統的繼承者。故民國成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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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例外，也存在著不少前清遺老。這些遺老們不僅懷念前朝，而且組織宗社

黨，力圖恢復。當民國六年(1917)復辟失敗後，他們大失所望，連最有學問的

沈曾植（子培）也「期以身殉」，最後跟著康有為(1858-1927)躲進美國使館避

難。6在個別遺老中尚有一自稱是前清奉政大夫江夏人吳光耀，曾於光緒二十

五年(1899)在勤政殿見過慈禧，他猶記夾陛王公以及侍衛不過二十人，冠服樸

素，「別無儀仗，亦未見垂簾，引見人距御案約一方丈，皇帝前一位，皇太后

寶座高以臨之，旗裝長袍大襟」，認為兩宮實並立之，感嘆「士大夫反為讒說

所惑，不問母后賢不賢，嗣君才不才，但以母后訓政為大不韙」。這位遺老認

為「帝王當以安民生為功德」，然而民國以來，「六易總統，民益疾苦，國益

窮困」，於是更加懷念前朝，極力為慈禧辯護，舉凡以牛奶餅毒慈安、慈禧私

通縫人等傳聞，因「宮廷之廣，禮防之嚴，勢仰之眾」，實無可能；然而又謂

肅順雖然清操尊賢，但「好士而不學，執法而無術，而自有取敗之道」，似乎

說怪不得慈禧殺之；又說「光緒並未被幽囚」，實因「德宗庸黯，非可自力之

主」，「德宗不能子，不得已而立大阿哥」，甚至珍妃之死，也咎由自取，因

「朝廷所以教孝也」，7類此皆強辭奪理，顯與事實不符的記憶。遺老們對前

清太后的記憶、印象、評價雖未必完全一致，但由於懷念甚至想要恢復前朝的

心態與意識形態相同，都會對長期維持滿清政權的慈禧皇太后，作有意或無意

以及不同程度的淨化或美化，否則未免有失遺老的基本政治立場。 

民國以後，在殘存的遺老群之中，除了康有為因效忠光緒而痛恨慈禧外，

未見對慈禧有負面的看法。其中形之於文字最淋漓盡致的是王國維，王氏字靜

庵，號觀堂，足稱現代學術的開山，他效忠清室，恪守儒家君臣大義，在民國

時代堪稱異藪，但在遺老之中，卻甚具代表性。事實上，他與遺老們情投意合，

來往密切，聲氣相求。他像其他遺老一樣，身在民國，懷念前朝，仍稱慈禧為

                                                           
6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頁 438、439。 

7
  吳光耀，《慈禧三大功德記》（成都線裝本，1925），卷 1，頁 1、3、4、8、9、11、25、42、

44；卷 2，頁 11、1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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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欽而不名。8他才華洋溢，寫下足與吳梅村的〈圓圓曲〉和王闓運的〈圓明

園詞〉比美的〈頤和園詞〉。9這三首古風都屬長慶體，除了〈圓圓曲〉外都

以宮苑為背景，都以詠清帝為主體。王國維所詠的主體不是光緒，而是慈禧太

后，無意中為我們提供了王氏記憶慈禧的豐富文本。 

王國維並未曾有機會親自見到慈禧，所以他的記憶並非「自傳式的記憶」

(autobiographical memory)，他的認知紮根於國亡後沉痛的懷舊情緒之中。他以

咸豐年間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為開筆，以「南國潢池正弄兵」，喻太平天國長

毛之亂，以「北沽門戶仍飛牡」，指英法聯軍之入寇，門戶洞開，聯軍進佔津

沽。不久京師失陷，咸豐皇帝倉皇西遁，一去不返，客死熱河，「萬幾從此出

宮闈」，隱喻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新局面。母后臨朝聽政，開清朝前所未有的

先例。東宮慈安雖是正后，然西宮慈禧乃同治的生母，更重要的是西宮既有政

治手腕，又有才幹，所以說：「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於是雖

由兩宮一起垂簾，實際上乃由西宮主宰。在王國維的心目中，西太后並非弄權，

而是在展現才能與美德，她掌權之後，遵守清室家法，不允許外戚專擅富貴，

同治中興大業的策劃，也多來自慈禧。10在西太后主導下，恭親王輔政，曾國

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將帥平定太平天國及捻亂，才使「八荒重睹中興年」。

不過，當慈禧權力鞏固之後，於同治四年(1865)，奪去「親王輔政最稱賢」的

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成為真正的獨裁者一段，顯然在王國維的記憶中被刻意

遺忘了。 

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慈禧太后臨朝議政以及與大臣詔對，派李鴻章為直隸

                                                           
8
  有關王國維的研究頗多，可參閱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1987、1990），輯 1-3，分三個年份出版。 
9
  〈頤和園詞〉初撰於辛亥革命後的 1912 年，時避居日本，哀弔清亡之意甚濃，即陳寅恪所謂：

「興亡哀感動人思」者也，當時即受到友人羅振玉的激賞，立刻手錄影印問世，同時也受到日

本友人鈴木虎雄等人的激賞。此七古曾重刊於黃秋岳（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後收入

《觀堂集林》，卷 24，參見〔清〕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6），冊 3，頁 1175-1178；本文採用此版本，引文不另註頁碼。另參閱陳永正校注，《王國

維詩詞全編校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 91-107；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9-156.  
10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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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治北洋海軍、疏濬昆明湖訓練水師、別建頤和園以自娛。頤和園位於西

直門外的北京西郊，風景秀麗，玉泉山水質甜美，聚成昆明湖。昆明湖與萬壽

山，好山好水，乾隆在此興建清漪園，被英法聯軍所毀，慈禧重建後才易名為

頤和園。然則在王國維的腦海裡，慈禧太后與帝王無異，頌揚之餘，亦略有善

意的批評，如在她統治之下，朝野視官爵如糞土，而她也如唐明皇一樣，不喜

森嚴的大內而愛清爽的園居。光緒二十年(1894)重陽過後，慈禧過農曆十月十

日六十歲生日大壽時，張燈結綵，大事慶賀，並在德和園上演連台好戲。11不

幸甲午戰爭就在這一年發生，中國慘敗，大掃祝壽之興。論者對慈禧以私慾害

公益，大加譴責。但這些譴責都被王國維刻意遺忘了。 

王國維特別指出，清朝的家法甚為嚴格。慈禧乃同治皇帝的生母，光緒皇

帝的姨媽，她用餐時皇帝立侍於側、不賜坐，以示太后的尊榮。恭親王奕訢的

女兒榮壽公主，最得慈禧的寵愛；咸豐皇帝生前就已喜歡此女的聰慧，同治初

封為固倫公主。慈禧身邊得寵的還有雲南人繆素筠，為代筆婦人。慈禧權大勢

盛，屢上尊號，計達十六字之多；平常用膳，都是珍品，糜費甚鉅，儼然帝王。

王國維並不諱言慈禧之好納賄貨，所以才會「別啟瓊林貯羨餘，更營玉府蒐珍

異」。不過，王氏認為慈禧還是關心國是的，不時為國家的安定焚香祝禱。 

王國維說，慈禧太后主政前已特受咸豐皇帝的偏愛，參與批答奏摺。英法

聯軍入侵後，北狩熱河，咸豐臨終前更贈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作為紀念，所謂

「內批教寫清舒館，小印新鐫同道堂」。咸豐在熱河駕崩後，同治年幼，按清

制由大臣奉遺詔輔政，絕不會贊同垂簾聽政，然慈禧與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訢

聯合，發動辛酉政變，誅殺肅順，賜載垣、端華二王自盡，奪取政權，而當時

的慈禧年僅二十六歲，卻扮演了政變的主要角色。12王國維又想起，太后曾為

同治皇帝延聘儒臣李鴻藻與翁同龢為師，選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為后，13但後

來慈禧逼死阿魯特氏一事，他卻刻意忘記。不幸同治得痘症，早逝無嗣，在王

                                                           
11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丹陛大陳三部伎」，指她愛以聽戲來祝壽。 
12

  王國維顯然同情慈禧「手夷肅順」，故有「南衙復遘丞卿怒」之句。 
13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為簡儒臣嚴諭教，別求名族正宮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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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維的筆下，慈禧多年的「恩勤」既已付諸流水，不得不「提攜」妹妹的兒子

載湉為光緒皇帝，再度垂簾聽政。王氏以「更勞武帳坐珠襦」14一句，輕輕帶

過慈禧與光緒間的磨擦，至於幽囚光緒於瀛台的一段經歷，則刻意忘記不提。

但他不能不記得八國聯軍入侵時，兩宮倉皇西奔，至懷來縣鄉民進麥粥充饑，

途中甚是艱辛，15幸賴李鴻章主持和議，東南將帥雖然自保，仍然遵奉朝命，

遂得「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沒有一語因

庚子大亂而責備慈禧，還認為京城裡的人都盼望他回鑾。慈禧與光緒回京之

後，母子仍然玉食，九廟鐘鼓重聞，頤和園的池台樓閣猶在，然而光緒無子，

不能承祧穆宗，慈禧也就沒有含飴弄孫之望。不過，太后腰腳猶健，不廢遊樂

之勤，「但看腰腳今猶健，莫道傷心跡已陳」，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有點笑中帶

淚了。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駕崩，相隔僅僅一日，王國維對死因並無懷疑，

感受的是「天柱偏先地維折」的悲傷。慈禧死前安排後事，立宣統為帝，以乃

父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王國維以周公相比。另有重臣張之洞以及才氣騰綽的

袁世凱，同詔入主中樞，領軍機大臣，以及奕劻、鹿傳霖等顧命大臣，以冀「共

扶孺子濟艱難」。然而令王國維感到遺憾的是，慈禧太后未能識破袁世凱的野

心，以至於大喪未久，袁氏就篡奪了清朝，成為民國的大總統。王國維以及包

括康有為在內的遺老們對袁世凱的「竊國」，可謂深惡痛絕。 

慈禧死後，頤和園人去樓空，16園中當然再也看不到熱鬧的演戲場面，17御

園的荒蕪，更見帳簾的漸次傾倒。然而誰知先朝所營建的離宮，「翻教今日恨

堯城」，18成為廢帝宣統及其母后的幽居之所。王氏憶此，不免有恨。王氏之

                                                           
14

  武帳珠襦典出《漢書‧霍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詔廢

昌邑王故事，以古喻今。 
15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草地閒關短轂車，郵亭倉卒蕪蔞粥」。 
16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離宮一閉經三載，淥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

蠡在。」閒與搖兩字，尤見所寫之景的寂寞。 
17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雲韶散樂久無聲」也。雲指雲門大卷，乃黃帝的樂舞，韶是舜的樂舞，

散樂則是俳優歌舞雜奏之屬，謂皇家歌舞之消失也。 
18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引文有「堯德衰為舜所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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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還不止此，民國對遜清的優待條例，原期有始有終，卻似曹孟德與司馬父

子之欺侮孤兒寡婦，不守信用，然而王氏認為此事的是非褒貶自在人心。19於

此王國維對前朝的記憶於詩中呼之欲出，對深宮母子的淒然，最表同情，好像

又重演當年咸豐皇帝駕崩熱河，慈禧與同治相依為命的情景，然今已大不如

昔，當年帝后尚奉天下之養，而今竟淪落到受人憐憫的田地。20王氏回想，感

慨一發不可收拾：「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相

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

上十三陵。」21龍（溥儀）可以淪落為魚，鼠（袁世凱）可以變成虎，世事變

幻莫測，衷心期盼末代皇帝，小心謹慎，以保天年。王國維回憶那拉氏的一生，

以其最後歸宿為總結，隱然可見滿腔的興亡之恨，拳拳故國之思，情見乎詞。

王國維借〈頤和園詞〉悼念慈禧太后，雖有事實，但其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極

為明顯，他對前朝的懷念既然如此真摯，又能道出遺老們的心聲，而其詞藻之

美，感情之富，亦令讀者為之動容。22當遺老群體逐漸凋零以致於銷絕之後，

懷念前朝的記憶也漸漸隨風而逝，然而〈頤和園詞〉依然是文學園地裡的不朽

作品，吳宓認為：「王先生的頤和園詞高古純摯，直法唐賢，勝過梅村永和宮

詞」，23可見一斑。 

                                                                                                                                                         
〔唐〕劉知幾，《史通》（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亦有囚堯城之典，蓋指溥儀退位

後，與隆裕太后一起被幽禁於今之堯城頤和園。 
19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

何是。」宣誓遺言乃慈禧太后的遺言，山河盟誓則指民國優遇條例。 
20

  即〈頤和園詞〉中所謂：「深宮母子獨淒然，卻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會逢天下養，今來劣受厲

人憐。」「厲人憐」典出《韓非子》厲憐王，厲乃患痲瘋病者，意謂此惡疾之痛苦，尚勝倒楣

君王一籌，亟言遜帝在袁世凱的淫威下處境的艱難。 
21

  唐侯賓位是指溥儀的小朝廷，王孫套用杜甫《哀王孫》詩成句，黃髮乃壽徵，無艾是無盡之意。

定陵則指咸豐皇帝的陵寢，慈禧陪葬於此，故規模恢弘，又稱定東陵。 
22

  此詞之動人也贏得不少日本學者的讚賞，見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p. 156. 
23

  語見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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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記憶舉例 

以慈禧太后之權傾一時，掌控中國政治之久，被他召見過的王親國戚、公

卿廷臣、封疆大吏，不知凡幾，但留下的記憶甚少。庚子國難後，有少數外國

人見過晚年的慈禧太后，倒留下一些「自傳式的記憶」，特別是光緒二十九年

(1903)有一位美國女畫家進宮去為太后畫像，對太后的容貌體態記得很清楚，

對太后的和藹可親更是印象深刻，所以其感受與一般外國人在義和團事件之

後，視慈禧為罪魁禍首，是一殘暴無知老太婆的形象，成為強烈的對比。她親

眼看到的是滿臉笑容、十分和善的老太太，於是在她的記憶裡認為一般負面的

印象是錯誤的，她甚至將中國的慈禧與英國的伊利沙白、維多利亞女皇相提並

論。24女畫家的事後追憶固然基於親眼目睹，但所見只是一時的表象，自稱最

有資格談太后的日常生活，而不去評論她作為政治人物的一面，未免見樹而不

見林。25大多數的外國人只能遠距離旁觀，即使掌管中國海關稅務數十年的赫

德(Robert Hart)，直到慈禧晚年，始得晉見，而清廷深宮如隔萬重簾幕，難窺

實情，則又如見林而不見樹，將一時所見與事後對清宮的記憶來美化或醜化隱

藏在深層的慈禧，並無法呈現前清太后的真面貌。一般外國人，站在西方自由

與進步的立場，視慈禧為保守腐敗勢力的代表，所以戊戌變法前後列強幾皆同

情主張變法的「帝黨」，而不支持「后黨」。26 

在外國人記憶中的慈禧，有一極為奇特的例子，值得一提：英國人拜克豪

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於戊戌變法那年抵達北京，直到

抗戰結束前去世。他留下兩冊回憶錄，首先回憶他在歐洲的經歷，然後則是回

                                                           
24

  參閱 Katharine 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1907), pp. 19-21. 

此書中譯本見晏方譯，《禁苑黃昏—一個美國女畫師眼中的西太后》（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1）。 
25

  原文是“It was not the statesman that I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It was the woman in her 

private life; and I had unusual advantages for this study.” 見 Katharine 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p. 101. 
26

  參閱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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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他在中國的十年(1898-1908)。他出身牛津大學，在英法曾廁身文壇，與詩人

以及作家們頗有交往，來到中國之後，華語便捷，得與宮中太監，甚至與太后

交往。然而他主要的興趣不是風雅，也不是社交，而是「性趣」(sex)。他的回

憶說，他到北京後不久，在 1899 年四月裡，就由總理衙門的慶親王介紹到滿

洲貝勒開設的男妓館「素春堂」享樂，還說慶親王也是該館的常客，並毫不掩

飾地盡情描述性事的細節。接著他聲稱於 1902 年（光緒二十八年）見到了慈

禧太后，還說在義和團動亂時，自己主動地挽救並保存了 600 件寶物、25,000

卷圖書，因而當兩宮回鑾時，他通過大太監李蓮英親自歸還皇家文物。他說大

太監感激洋鬼子的誠實，回報說慈禧太后將親自到紫禁城大門面見歸還寶物的

洋鬼子。就在這年的五月裡，李蓮英在東大門點收，慈禧意外得到失去的寶物，

尤其是她所喜愛的精緻玉雕，甚是高興，親切地會見了這個拾金不昧的洋人，

賞他三眼花翎、黃馬掛、紫禁城騎馬、金如意等榮譽之外，還賜給他世代罔替

的爵位。拜克豪斯回憶道，太后讓他想起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門貴婦」

(famous Victorian grande dame and Lady Bountiful)。他說慈禧主動提及珍妃如

何觸怒她而被投井的往事，此次會見之後，他與慈禧開始有密切的關係。他說

1904 年（光緒三十年）榮祿死後，太后如失依靠，於八月間由李蓮英召他到

頤和園。他在路上尋思是否能滿足太后的肉欲，結果是多慮了，太后雖然年已

七旬，精力依舊旺盛，可口的飲食、精巧的道具，以及適性的春藥，都可補伴

侶生理上之不足。回憶錄中的其他記憶，不是與太監的同性戀，就是與太后的

性交。有一次兩者合而為一，太后聽他說到同性戀，感到興趣，要李蓮英回宮

後安排，玩多人遊戲。拜克豪斯還不厭其煩地回憶，他在北京可能有上千次的

同性關係，與太后的關係亦有 150 到 200 次之多。拜克豪斯的驚人之筆，尚不

只此。他說 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光緒與慈禧均非自然死亡，太后命兩個

太監以環套住皇帝的頸子，用枕頭慢慢使他窒息而死，太后則是當袁世凱與鐵

良請求晉見時，被袁槍擊中腹部而亡。27 

                                                           
27

  拜克豪斯之回憶轉引自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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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克豪斯回憶錄所呈現的「自傳式」記憶，近乎狂想曲，充分顯示個人記

憶之隨意性，甚至透露心理或生理上的病態。他「重演」或「編製」往事時，

將他所知的若干事情，摻雜了許多虛妄的想像，更暴露了宣洩性欲的願望，以

及難以掩飾的自戀與自大狂，並以中國的女主作為幻想的對象。類此錯亂的記

憶，原不足深論，然而其內容的「精彩」與「聳動」，引起英國著名史家崔敷

羅頗(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的濃厚興趣，因而深入研究拜克豪斯神秘

的一生。崔敷羅頗不愧為著名的史家，他「回顧」「精彩」的記憶內容時，並

未不加考辨就將之搬進歷史，而是從考證與比較史料入手。除了拜克豪斯的回

憶錄之外，他另掌握了與拜克豪斯合作的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文

件、莫里遜(George E. Morrison)文件，28以及相關人士的日記等等。他因而注

意到拜克豪斯的兩冊回憶錄為「極其嚴重的、心心念念而又怪誕可笑的淫穢」

之作，並為拜克豪斯的心態作了言之成理的詮釋：「拜克豪斯作為一個不能自

制而甚可憐憫的同性戀者，在中國得到放縱的機緣，因當時的英國由於維多利

亞時代偽善的性壓抑律法猶在，只能偷偷地冒險享受這種樂趣」，所以這兩冊

回憶錄只能稱作「拜克豪斯幻想的性生活，一發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壇

與政壇，二發生在慈禧的宮闈」。29史家對拜克豪斯記憶背後的心理分析，甚

是明快。 

崔敷羅頗也從考證中發現拜克豪斯所說不實，如歸還清廷寶物諸事，竟不

為任何當事人所知，30也就是僅有孤證而全無旁證，而其孤證又往往已不復存

在，因而無從考稽。拜克豪斯聲稱，他於景善死後取得其日記，31以及從李蓮

英侄孫購得這位太監總管的日記，可以互證其說，但「李蓮英日記」並不存在，

而「景善日記」已被莫里遜等人斷定為偽作。史家疑其當疑，認為拜克豪斯習

                                                                                                                                                         
Backhous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pp. 305-312，314-315. 該書首次出版於 1976 年。 

28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p. 19-20. 

29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297. 

30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06. 

31
  所謂《景善日記》，收入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記》（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177-214。

該書首次出版於 19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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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偽，常常無中生有，但仍於字裡行間疑其未必全假，如引用濮蘭德私函中

提到粵人指太后敗德，早年曾由太監引進面首，雖說不能證實，卻謂「假如早

年發生過，為什麼老了就不會發生？」32忍不住要作假設性的猜測。其實，宮

闈森嚴，即皇帝也難有隱私，何況后妃？更何況除一面之詞外，別無任何痕跡，

故此乃絕無可能之事。史家明知為「荒誕之淫書」，卻將「幻想的性生活」詳

細「重演」在他的歷史作品裡。他明知所據史料多偽，卻說他的主要目的其實

不在辨別真偽，而在理解拜克豪斯的人格與心態。33史家不以理性與實證，徹

底破解記憶之虛妄，反效文人狡猾之筆，故作虛妄之談，以致於使荒誕的記憶

繼續流傳。 

當拜克豪斯被證明是騙子之後，西方知識界為之震驚，因為拜氏與《倫敦

時報》（The Times，俗稱《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合撰有關慈禧以

及晚清史事的英文專書，在西方世界一直被奉為權威之作。34濮氏華語流利，

出身牛津的拜氏更聲稱能通包括華語在內的十種文字，而他倆又身在中國，並

稱獲得機密文件云云，自然被視為可以值得信賴的中國通；其實，二人不過是

記錄當時聽到的傳聞，真假互見之外，又編造謊言而已。拜氏存於牛津大學波

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中文資料也遭質疑，其中不乏偽件。一旦暴露拜

氏不僅在其回憶錄中胡言亂語，而且故意在有關慈禧與中國的專書中造謠作

假，信用自然掃地。但是數十年來他倆已為西方世界鑄造了不實的中國形象，

就中國的皇太后而言，在洋人的心目中或記憶裡，尤其被定型為一邪惡、殘忍、

貪婪、濫權的「龍后」(dragon empress)。35龍在中國是帝王的象徵，但在西方

                                                           
32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21. 
33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17. 
34

  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Philadelphia: J. P. Lippincott Co., 1910); Edmund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reprint)，前一書於二年之內再版了八次，後一書更被西方讀者視為有關清廷的

權威之作。 
35

  可見之於一般有關慈禧的外文傳記，如 Marina Warner, The Dragon Empress: Life and Times of 

Tz’u-hsi 1835-1908,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Atheneum,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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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魔鬼的化身，「龍后」在洋人心目中不啻就是「魔女」。 

美國記者作家施格里夫(Sterling Seagrave)有鑒於拜氏之醜化慈禧，近年別

撰傳記一冊，雖仍以「龍后」為書名，實欲為慈禧翻案，36呈現年輕一代西方

人對慈禧的歷史記憶。其實，濮蘭德與拜克豪斯在他們合寫的晚清史中，並未

一味醜化慈禧，而是所說真偽混雜，過度渲染，若謂太后異常精明，思想活潑，

野心勃勃與酷愛權力，十九歲時已精通五經與二十五史云云。這兩位作者雖在

書名上標明根據國家文獻、私人日記，以及慈禧家乘，實皆虛妄之談，從他們

認定慈禧出身寒微，在寧國「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lived in the most abject 

poverty)，可以一葉知秋。37不過，施格里夫也不是嚴謹的學者，雖用了許多英

文日記、書信，以及若干檔案資料，但全不能用漢文。名為傳記，實係慈禧及

其時代史，於晚清史事又欠通曉，若謂李鴻章為了滿足其報復之心，實乃戊戌

政變幕後的主要推手云云，38甚是離奇。因而他雖欲為慈禧翻案，結果矯枉過

正，將她說成既不專權，更不濫權；又說她在頤和園退休，不可能奪光緒之權。

施格里夫認定她逮捕戊戌六君子、將其罪名升級，是在慶親王、大學士剛毅，

以及其他「守舊派」(ironhats)的強大壓力下才做出的決定，最後誅殺六君子也

是出於不得已，以防保守的甘肅鐵騎之暴亂，所以慈禧並非戊戌政變的罪魁禍

首，她不但沒有軟禁光緒，而且還為他延醫診治宿疾。施格里夫又謂，指慈禧

應負義和團之亂的主要責任是錯誤的，她反而是受害者，此事實應歸罪於守舊

頑固派。施格里夫認為慈禧一直蒙受《倫敦時報》記者莫里遜、濮蘭德以及拜

克豪斯的公然毀謗，他並注意到康有為於戊戌政變後對慈禧的恣意攻擊，也傳

至西方，影響到西方人的觀感，但他居然認為李鴻章最應負清朝與太后名譽受

到污名化之責，主要是李鴻章將不實暴行傳播給西方媒體，才導致八國聯軍入

侵。39施氏根據不實的「歷史」，使他對慈禧的想像遠離了歷史，竟與前清遺

                                                           
36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Peggy Seagrav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37

  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p. 3, 8. 
38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pp. 228, 230, 242. 
39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pp. 205, 236, 238, 239, 241, 287-288, 421, 432, 437. 事實上，李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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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樣「美化」與「淨化」對慈禧的記憶。雖然兩者的心態與動機有異，其間

更無必然的關係，施氏或僅欲標新立異以求售，然而徒增紛擾，亦可見西方人

對慈禧的印象或記憶隨時空環境而變，並不穩定。 

華人社會集體記憶的形成 

民國以後，那拉氏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裡卻甚穩定，她被定型為禍國殃

民、罪孽深重之人，甚至成為中國百年屈辱的替罪羊。她自清朝咸豐皇帝駕崩

後，以懿貴妃與皇后並稱皇太后。慈禧皇太后逐步掌握權力，同、光兩帝都是

她名副其實的「兒皇帝」。她成為大清帝國的女強人，當她於光緒三十四年七

十三歲逝世時，實際統治中國大地一共四十八年，但她死後不到三年，滿清政

權就滅亡了。她作為女性，更難以在人們的記憶裡抹去「禍水」的印象。於是

流傳一則持久不衰的故事，形之於野史稗乘，又複製於小說、戲劇以及影視之

中，且不斷地「重演」，因而有史家亦不免為之「代言」，說是努爾哈赤當年

滅掉葉赫族，統一建州，奠定大清的根基，葉赫先祖曾誓言復仇，最後終於由

葉赫那拉氏完成顛覆清朝的使命。40這種說法無疑是說：慈禧根本是命定要來

禍害大清的。努爾哈赤滅葉赫是史實，但由葉赫女子來報仇雪恨卻是虛構，虛

構的線索則是斷定慈禧要負滿清亡國之責，以落實報仇之說。其實，慈禧太后

當政近五十年間，正是列強變本加厲侵凌中國的幾個世代，中國人遭遇到災難

性的經驗，無可避免地累積以及沉澱於記憶之中。在創傷的集體記憶裡，大權

獨攬的慈禧太后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許許多多對她貶抑、譏嘲、譴責、怪罪

                                                                                                                                                         
章甚支持慈禧，也得到慈禧的信任。據王照所述，簽訂《辛丑條約》前，外人堅持廢太后，請

光緒親政，經李鴻章再三商議後，始作罷，見〔清〕王照（小航）口述，王樹筆錄，《德宗

遺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3），頁 44。 
40

  參閱蔡東藩，《慈禧太后演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清〕惲毓鼎，《崇陵傳

信錄》，收入廣文編譯所主編，《清史集腋》（台北：廣文書局，1972），冊 4；該著作又名

〈清光緒帝外傳〉，為光緒帝傳記。德齡原著，秦瘦鷗譯，《慈禧外傳》（上海：春江書局，

出版年不詳），也記此事。通俗歷史如章君穀等著，《慈禧與珍妃》（台北：中外雜誌社，1972），

亦言之鑿鑿。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四期 

 -16- 

之詞，好像都是恰如其分，就連她的出身也被貶為低微，謂她入宮時只是一個

宮女，因美色受寵。此論完全不顧當時八旗選秀的嚴格，以及清檔玉牒所載，

她明明是道員惠徵之女，以蘭貴人入宮，初封懿嬪，又封懿妃，再封懿貴妃，41

最後成為孝欽顯皇后，出身與來歷原甚清楚。 

當晚清日益衰敗之際，當政的慈禧太后曾先後成為變法派與革命黨兩大派

宣傳戰攻擊的主要目標，通過現代媒體，對妖魔化慈禧起了深遠的影響。戊戌

變法失敗後，康梁在日本辦報，展開保皇政治活動，其目的就在打倒西太后的

勢力，以冀光緒皇帝能夠重握政柄，故對慈禧的攻擊尤其嚴厲。康有為在宣傳

上力陳光緒皇帝之聖明與慈禧太后之腐敗，如覆日本友人書中所云：「敝國

之情勢，西后則守舊耽樂，皇上則明聖維新，若坐視皇上見廢，則敝國從此

淪亡」。42康有為深信變法的失敗主要是受到「西后之扼」，並強調慈禧執政

無正當性，認為「西后分非正嫡，於我皇上不過先帝遺妾耳，既無母子之名，

當正君臣之分，既敢行逆廢主，則是篡位之賊耳，豈得復待以君后之義。」43

康氏將太后干政等同「篡位」之餘，更進一步從性別上加以撻伐，比之於歷史

上一連串的女禍：「女禍之烈，自古所痛。自褒姒滅周，呂后亂漢，南風亡晉，

武曌篡唐，由來已久。」44西太后甚至比歷史上禍國的女人更加惡劣，「夫褒

姒滅周而未嘗廢其君，武曌廢君而未嘗亡中國，而那拉氏實兼之，幾舉四千年

文明之中國而盡滅焉，此自生民以來未有此凶禍者也。」45那拉氏幾乎是中國

空前未有的災難，應該以孔子廢君為賊之義來討伐慈禧。他認為就是使用「懿

厥哲婦，為梟為鴟」、「切齒腐心，戟手謾罵」這樣強烈的言語來譴責太后，

                                                           
41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咸豐朝滿文玉牒〉，轉引自徐徹，《慈禧大傳》（瀋陽：遼瀋書

社，1994），頁 33。咸豐皇帝共有后妃十九人，慈禧排名在孝德與孝貞之後，見〔清〕金梁，

《清后外傳》（上海：上海書店，1934），頁 212、214。 
42

  〔清〕康有為，〈復依田百川君書〉，原載 1899 年 4 月 20 日之《知新報》，收入湯志鈞編，

《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 393。 
43

  〔清〕康有為，〈復依田百川君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 394。 
44

  〔清〕康有為，〈致兩江總督劉坤一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 458。 
45

  〔清〕康有為，〈致兩江總督劉坤一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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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得到孔子的認可，因為國家要比一個女人重要得多。46康有為為了力保光

緒，確實達到詆毀慈禧的效果，但同時也傷害了大清帝國的聲譽，至少在辛亥

革命前，對顛覆清朝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庚子義和團之亂造成八國聯軍入侵之禍，為中國人帶來空前的苦難與屈

辱，在傷痛的記憶中，對執政者慈禧太后之荒謬無知與師心自用，印象變得更

為惡劣。於庚子事變後轉向革命的章太炎(1869-1936)，當戊戌政變時也遭牽

連，先後避居台灣、日本，曾以台灣旅客筆名在《清議報》發表文章，呼應康

梁否定慈禧太后的正當性，有謂：「今慈禧與文宗則非正嫡，於今上則非所生，

夫為文宗后者則為今上母，不為文宗后者則不為今上母。」47換言之，慈禧既

非咸豐皇帝的正后，在法理上就不是光緒皇帝的母親，太后的合法地位也就不

存在。太炎剪辮革命後，不再認為康有為等待那拉氏老死，光緒復辟可以救中

國之論可行，遂以慈禧治下的整個滿清皇朝為敵，攻之不遺餘力，成為當時最

犀利的排滿革命家。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有一則流傳甚廣的譏嘲聯語，義正

辭嚴而又嘻笑怒罵，痛斥太后的喪權辱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 

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 

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48 

此聯刻劃太后之遊樂無度，耗盡民脂民膏，就是為了承她一人之歡。就在十年

前，她挪用海軍軍費造園，導致甲午戰爭的失敗。甲午戰前她又曾大事揮霍，

籌辦六十大壽之慶。49太后壽慶原是「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但她每十年過

                                                           
46

  〔清〕康有為，〈與張之洞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 438。 
47

  〔清〕台灣旅客來稿，〈答學究〉，初載《清議報》，冊 14，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1899

年 5 月 10 日），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上冊，頁

82。 
48

  此一版本朱起風所撰之《古歡齋雜識》有錄，轉引自吳嘉靜，〈章太炎斥西太后聯語一則〉，

收入劉北汜編，商鴻逵等著，《實說慈禧》（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296。 
49

  李鵬年據檔捲資料列出有關慈禧六十萬壽慶典的細節，參閱氏著，〈一人慶壽舉國遭殃—略

述慈禧的六旬慶典〉，收入《實說慈禧》，頁 18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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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壽，就要割讓土地，她活得愈久，國土變得愈小，慶祝她的萬壽，好像

是在慶祝喪失疆土。運筆之巧妙，令人嘆為觀止，似乎出自太炎之手，然此聯

〈菿漢大師聯語〉失載，且有多種不同版本。50或初出太炎之手，當時太炎已

出獄東渡，關切東三省危機，撰此聯斥慈禧之喪權辱國，而仿作者多，故有詞

異意同的多種版本，如無名氏尚有一聯曰：「一人欣有慶，萬壽獨無疆」，承

襲之跡顯然。總之，此一聯語版本之多，正見其流傳之廣。中華韻語簡短易誦，

可以琅琅上口，而隱喻之巧妙以及詞藻之富麗，令讀之者難以忘懷，然亦不免

縱橫意象，渲染失真。此一聯語的流傳，無疑加深了慈禧太后在集體記憶中貪

婪濫權、誤國誤民的負面形象。康有為、章太炎，以及其他清末民初言論界的

鉅子，對慈禧的負面集體記憶之形成，具有一定的鑿造之功。負面的集體記憶

也落實到長久以來在中國大陸上的學術研究，認為慈禧「得到帝國主義大力的

支持」，鎮壓人民，屠殺義和團，「與人民群眾利益是對立的」。51而這樣的

歷史研究，反過來又再加深了負面的集體記憶。 

影響所及，坊間有關清宮的小說與電影，扮演慈禧的女角所呈現的幾乎也

都是反面角色，勢必會加深對前清皇太后的負面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在關

鍵時刻不時會在民間人士中浮現。民國 45 年(1956)10 月，當台灣的自由主義

者為蔣介石慶祝七十壽辰時，即有人以「清議與干戈」為題，借那拉氏壓抑清

議導致亡國的前車之鑑，來規勸專制的蔣總統不要扼殺言論自由。那拉氏在這

位作者的記憶裡顯然是一「迷戀權位醉心專制」、「倒行逆施」、「喪失理性」

的統治者，「極力炫耀她的威風，但是環繞左右的都是俯首貼耳的順臣」。52

當中國大陸文革後期打倒四人幫之時，江青亦被行文者指為「恬不知恥地模仿

                                                           
50

  如陳香編著，《楹聯古今談》（台北：國家出版社，1990），上冊，頁 347，所錄內容相同而

文字略有異同，如謂「五十割交趾」而非「五十失琉球」，中華書局版《聯對大全》(1921)亦

作「五十割交趾」，或即陳編之依據。舊燕於香港《新晚報》（1979 年 6 月 17 日）引錄此聯，

則作「五十失琉球」，並指此聯乃出《蘇報》主筆林白水（即林萬里，1873-1926）之手。章太

炎與《蘇報》關係密切，並因蘇報案入獄，舊燕是否誤指，難以確斷，姑且存疑。 
51

  袁定中，〈那拉氏反動的一生〉，收入周康燮主編，《戊戌維新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

1973），頁 141、145、146-147。 
52

  劉博崑，〈清議與干戈〉，《自由中國》，卷 15 期 9（1956 年 10 月），頁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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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大施淫威」。江青仰慕「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的慈禧太后，就是要學

習「鬼蜮伎倆」以遂陰謀奪權之實，53於此慈禧的負面集體記憶又浮現出來，

作為妖魔化江青之用。直到晚近，轟動一時的陳水扁貪瀆案，涉案甚深的陳妻

吳淑珍，亦被指為西太后，平面媒體的標題特別醒目：「8 年沉溺金權『西太

后』無役不與」，內文有云：「太流董事長李恆隆在 SOGO 爭奪戰役中，曾

大罵吳淑珍：『她以為她是西太后啊！』西太后以奢華、貪婪、小氣、愛權著

名，她不是皇帝，卻把兩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中，搞垮了大清帝國元氣」，結

語是吳淑珍「拖垮了民進黨，古今對照，西太后誠然是吳淑珍最佳的註解」。54

以上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的例子，在時間上長達半個世紀，在空間上橫跨兩

岸，包含 1950 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文革後的大陸知識分子，以及當今台

灣的新聞記者，莫不載負相同的記憶，足以說明慈禧太后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

憶裡是何種形象，這種形象又如何深藏於人心，綿延不絕，因而會在適當的時

候，運筆之際，穎脫而出。誠如郝爾巴克所說：「集體記憶之所以持久不衰，

得力於看法一致的群體，在群體中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記憶。」55值得注意的

是，在華人社群中，對慈禧太后特具的負面記憶可說是超越社會階級、家庭背

景、團體屬性，以及宗教信仰，幾乎成為所有華人的共同記憶。郝爾巴克又說：

「集體記憶需要特定時空裡一群人的支撐。」56就慈禧的集體記憶而言，其人

群、時空以及支撐力道之大，絕對非比尋常。 

尋求葉赫那拉氏的真相 

除了個人親歷的事件之外，絕大多數的記憶來自閱讀史書、觀覽文物、參

                                                           
53

  李知宴，〈慈禧是陰謀篡權的野心家〉，載「文物與考古」欄，期 56，《光明日報》，1977

年 2 月 9 日，頁 3。 
54

  見曹秀雲，〈8 年沉溺金權「西太后」無役不與〉，《中國時報》，2008 年 12 月 13 日，A2 版。 
55

  見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 48. 
56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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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節慶或紀念活動。其中史書尤能提供具體而微的記憶，然而史書不盡可靠，

足以誤導記憶，不僅是為了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原因刻意誤導，而且重現已經煙

消雲散的真人實事，原本不易，由於資料不全，往事一旦消逝，很難追回。歷

史確實只能留下往事的殘存，殘存的歷史主要見之於筆墨文獻之中，筆錄既然

出自史家之手，質疑史家是否客觀，亦非無故。所以疑史之風，無論中外，古

已有之；歷史相對主義的陰影難除，後現代理論更進而否認歷史真相之可能，

因為歷史既然由今人書寫，只能反映當代，而非既往。往事既然主要由當今社

會所建構，則當代的信仰、利益、啟示、關切等等，足以形塑各個歷史時期的

當代觀點，此即所謂「今主義」(presentism)的歷史觀。然則，歷史若只能停留

在當今，無異失去了古往今來的延續性；如果這樣，所謂歷史記憶，實非既往

真人實事的呈現，而僅僅是今人對往事的記憶而已。 

歷史是否能夠提供既往的真人實事，作為不受「今主義」「汙染」的歷史

記憶？此又須回到歷史是否可能求真的問題，歷史本以真實為貴，求真乃史家

的職責。然而必須承認所錄未必盡實，更未必如實，「所記」必有「走漏」，

永遠無法一如「實際」所發生者，所謂「為史者難乎具載也」。57話說回來，

不可能做到「盡而不汙」，或使歷史真相完整地呈現，並不足以否認史家可以

憑其客觀與理性思維，依賴可獲致的史料、考訂證據以及想像力，來建構近乎

真實、公平而周延的歷史。建構出來的歷史真相，若非絕對客觀(objectivity)，

至少可以合情合理(plausibility)，爭取到「直未必盡」的境界。今與古之間在

時間上的距離，未必不能跨越；認知上的障礙，也未必不能克服。 

以葉赫那拉氏的個案而言，由於檔案不全，不可能獲致全部真相，尤其有

關宮闈內情以及生活細節，消逝之後，永難重見天日，許多傳聞與記憶亦因而

難以破解與證實。不過，若干確切的史實，已經不斷出現。例如慈禧在何處出

生，久無定論，但當她的曾孫葉赫那拉‧根正根據家族記載，可以完全確定慈

                                                           
57

  宋朝孫甫語，參閱氏著，〈唐史論斷〉，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冊 685，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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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在道光十五年(1835)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北京西牌樓劈柴胡同，慈禧的

乳名也不是相傳的玉蘭，而是杏兒。58再就史事解釋而言，也許尚無可能獲致

令人心滿意足的新解，但若據可得的史料，參照既有的研究成果，未嘗不能作

合乎情理的客觀觀察，得到比較合乎真實的看法。一般論者，不論中外，都認

為慈禧之所以取得權力，全因她為咸豐帝生了個兒子，59然而事實上繼統的同

治皇帝雖然是她親生的兒子，但在法統上母后是慈安而非慈禧，慈禧的地位仍

然次於慈安。固然因為慈安沒有政治手腕，而又早逝，遂令慈禧取得唯一皇太

后的尊榮，但是筆者認為，慈禧雖獨居太后尊位，僅僅是地位仍然不足以保障

其權力的鞏固。慈禧顯然具備很不尋常的政治才能，不過她縱有才能，若目不

識丁，也無濟於事，因為整個帝國體制的運作，無論下詔書或上奏摺，都要靠

文字來傳遞訊息。在傳統中國，女子多不受教育，慈安皇太后就幾乎目不識丁，

慈禧是如何獲得基本文字能力，難以確知，然熟悉晚清宮廷史事的黃濬（秋

岳），聽聞那拉氏於入宮之前，曾經受教於一個名叫文舒保的書畫家，60李慈

銘在日記裡，也曾讚美慈禧的「墨繪菊花萱草直幅，氣韻超絕，秀出天成」；61

她入宮之後，咸豐初年(1851)即隨嬪妃們學習「聖訓」、「實錄」以及儒家德

行與禮儀之類，62一般嬪妃學習多不認真，因當時女子重德不重才，卻給有心

人如那拉氏者，掌握讀書識字的大好機會。慈禧太后畢生維持經筵不輟，略可

旁證她對學習的重視及其用心。吳相湘於戰前在北平故宮發現內務府檔冊中有

慈禧親筆手諭草稿，雖然書法凌亂、錯別字不少，但並不難改正潤飾，證明慈

禧掌握文字的能力，固然遠不能與一般帝王相比，但確實具有動筆發號施令的

能力。63她也喜歡以書畫贈送官員，瞿鴻禨曾親見她當眾揮毫，譽之為「天章

                                                           
58

  葉赫那拉‧根正、郝曉輝，《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孫口述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5），頁 11、14-15、72-82。 
59

  連拜克豪斯與濮蘭德合寫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也持此說，閱 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 11. 
60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香港：大華出版社，1970），頁 4。 
61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手書本影印，1920），冊 47，頁 50。 
62

  〔清〕金梁，《清宮史略》（出版時地不詳），頁 54。 
63

  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台北：正中書局，1952），頁 10。書前有慈禧手諭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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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發，控送自如」。她似乎也能做一點詩，至少留下兩首。64正因她的文字能

力比別的嬪妃強得多，所以在太平天國大亂時，公務倥傯之際，才能幫助咸豐

皇帝批閱奏摺；當咸豐西狩熱河時，體力與精力俱衰，遂予她更多干預政務的

機會。65瞿鴻禨曾轉述慈禧的話說，她雖服侍咸豐，幫他整理文件，但不敢看

文件的內容，66顯然為避干政之嫌，故作此言，正可以反證當時官員的印象以

及那拉氏「協助」咸豐理政的事實。然則，我們完全可以確定那拉氏在咸豐皇

帝駕崩之前，已經獲得一些政治經驗，為其日後理政做了準備工作。 

咸豐帝一旦駕崩，那拉氏之子載淳是唯一的繼承者，已立為皇太子，似乎

沒有爭議，但因年幼，而朱筆遺命又由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

杜翰、焦佑瀛諸皇親大臣「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67換言之，皇后與懿

貴妃雖先後冊封為皇太后，號稱慈安與慈禧，但年幼的皇帝將長期在一群輔命

大臣的控制之下，皇帝以及她自己的命運都操在別人手中，其中尤以肅順辦事

果決，最得咸豐信任，實是輔臣中的靈魂人物。據《清稗類鈔》所載，咸豐曾

徵詢肅順：「『朕不日將效漢武帝之於鉤弋夫人故事，卿謂何如？』肅噤齘，

不敢置一辭。后聞之，愈啣肅。」68此事雖未付諸實施，清人記之者頗多，於

那拉氏而言，不啻攸關自身的安危。漢武帝去世之前，立幼子弗陵爲太子，即

漢昭帝，賜死其生母趙婕妤，即鉤弋夫人，以防主少母壯，庶免重蹈呂后專政

之轍。咸豐生前雖不似漢武殘忍，但主少母壯的古訓猶在，對慈禧而言，必然

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她雖貴為皇帝的生母，但很可能連自己的性命都難以保全。 

咸豐臨終時，賜給皇后一方「御賞」印，賜給皇太子一方「同道堂」印，

印起蓋「御賞」，印訖蓋「同道堂」，以證諭旨之有效。然而顧命大臣大權在

                                                           
64

  參閱〔清〕瞿鴻禨，《聖德記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頁 18。慈禧的兩首詩收入〔清〕

柴萼，《梵天廬叢錄》（台北：新興書局，1977），卷 2，頁 15；該書原刊於 1925 年。 
65

  參閱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香港：龍門書店，1965），頁 339-430。 
66

  〔清〕瞿鴻禨，《聖德記略》，頁 10-11。 
67

  〔清〕〈軍機處上諭檔〉，《清代檔案史料叢編》，收入中國明清史檔案文獻光盤庫 K-1（台

北：漢鑫經銷），輯 1，頁 83。參閱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台北：商務印書館據民國十

四年(1925)上海涵芬樓手稿本影印），卷 1，頁 356-357。 
68

  〔清〕徐珂，《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冊 3，「宮闈類」，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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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草擬諭旨，完全可以把兩印當作橡皮圖章，但是兩宮堅持不可。所謂兩宮，

皇帝年幼根本作不了主，慈安軟弱，唯有慈禧強勢。雙方交鋒相當尖銳，一方

面御史董元醇上疏：「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預」；另一方面輔臣

中焦佑瀛擬旨：「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太后不允宣發，

而顧命大臣負氣不開視，太后不得已將擬旨與董摺宣示。69經過一再爭執之

後，顧命的八大臣才答應奏章呈皇太后批閱用印核可。70諭旨既由顧命大臣擬

定，如果太后只能鈐印而不得更改，不過是徒具虛文，顯然慈禧堅持章疏內覽，

但其實這也是違反祖制的，結果慈禧居然得逞，足見她在權力鬥爭中，毫不退

讓，而且思慮周密，以致於勝出；同時她的文字能力也起了作用，否則即使章

疏內覽，權力也無從施展。 

在熱河行在，顧命大臣與兩宮之間顯有矛盾，與留京應付英法聯軍的恭親

王奕訢之間也有猜忌。奕訢既不在顧命之列，而聯軍有意以恭親王取代帝位的

傳言，又甚囂塵上，並見諸文字，可見行宮與京師之間，已無互信可言。71肅

順等大臣必有所聞，居然不能深思熟慮，也無防備，亦無聯絡恭王以制皇太后

的計畫，而慈禧卻有政治眼光，理解到與恭親王結盟，可以雙贏，卒有驚心動

魄的辛酉政變。與肅順有舊的王闓運於民國 6 年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祺祥

故事〉，首發政變的內幕。72之後宮中檔以及「熱河密札」的出現，73使塵封

的政變，更大白於世。「熱河密札」完全可以證實慈禧在熱河時，即與留守京

                                                           
69

  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頁 60-62。 
70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頁 422-423；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頁 5；徐徹，《慈

禧大傳》，頁 108-109。另參閱楊乃濟，〈兩宮垂簾聽政紀實〉，收入《實說慈禧》，頁 93-96。 
71

  如胡思敬，《國聞備乘》，收入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冊 1，頁 215。 
72

  王闓運，〈王湘綺先生錄祺祥故事〉，《東方雜誌》，卷 14 號 12（1917 年 12 月），頁 93-94。

李慈銘於其日記中曾記錄政變經過，為了垂簾事，慈銘為之檢視歷代賢后臨朝故事，並撰寫《臨

朝備考錄》一書，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12，頁 13-14。慈銘認為垂簾之事，國家所

戒，但主少國疑，不必因循舊制，見同書，冊 11，頁 108。於此亦可見慈禧雖然違制，仍然得

逞之故。 
73

  〈熱河密札〉，《近代史資料》，1978 年第 1 期（總第 36 號），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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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恭王互通密函，而後恭王且親至熱河與太后單獨會面商議。74兩宮一旦回

京，立即召見恭王以及恭王敬重的大臣桂良、周祖培等人。75太后約見大臣，

明顯有違體制，顧命大臣載垣與端華雖然匆忙抗議，但慈禧迅速以幼帝名義，

命恭王剝奪兩大臣的官位與官品，又同時下詔拿辦肅順。肅順尚在護送咸豐靈

柩返京途中，措手不及就逮，很快就正法於菜市；載垣與端華在憤怒與驚詫之

際被押走，未幾即賜自盡，其餘顧命大臣盡皆免職，76益見慈禧政治手段之犀

利與果斷。 

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政變，太后不僅違規召見親王與大臣，而且用暴力徹

底清除奉咸豐遺詔的顧命八大臣，成立前所未有的垂簾聽政，並由六齡幼帝下

詔曰：「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議，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惟以國計民

生為念，豈能拘守常例，此所謂事貴從權」，77以為解說。在這場政變中，慈

禧實扮演最為關鍵的角色；相比之下，恭親王只是她的幫手而已，如果他是政

變的主角，以議政王掌控政局，又何需垂簾？慈禧之所以敢作敢當，固迫於自

身的利益，甚至安危，然其思慮之細膩、手段之高明，絕不亞於當時頗有政治

經驗之重臣，甚且過之；其成功確亦得助於恭王人馬，知道恭王既不在顧命之

列，復遭八大臣之忌，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相從。恭王果然不惜違制，支持

太后垂簾，並參與政變，獲得議政王的尊榮，以及破例以親王入主軍機處的特

權。事實上，除了恭王以外，醇王也是站在太后的一邊，醇王的福晉就是慈禧

的妹妹。他們叔嫂、兄弟、姊妹為了保衛政權，不惜聯手一搏，果決而明快，

而皆為慈禧所用。這些都是可以確認的歷史事實，故論者有謂：「慈禧真巧於

                                                           
74

  商議內容雖已無考，但是勢所必然。參閱丁燕石，《這一朝，興也太后亡也太后：亡‧慈禧》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117-128。 
75

  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頁 60。近人所記政變經過略同，無多爭議，如賈熟村，〈祺祥政

變〉，收入《西太后》，頁 71-106；徐徹，《正說慈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頁 22-29。 
76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卷 1，頁 410-411。譴責三位顧命大臣的詔書載於《大清穆

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台北：華文書局，1964），卷 5，頁 29。 
77

  見《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卷 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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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哉！吾觀載垣、端華、肅順一案，而已見慈禧之手腕矣。」78 

奕訢是有才幹的人，又手握大權，最後卻又在政治鬥爭中，敗在慈禧的手

下。兩人的矛盾並不在於政策，對於自強新政也並無異議，而在於如王栻所說，

慈禧難忍議政王的「傲慢」，79這正是政治上一山難容二虎的普遍現象。同治

四年(1865)，慈禧即已向大學士周祖培抱怨恭王態度傲慢，80遂即有蔡壽祺彈

劾議政王攬權、貪墨、驕盈、徇私等罪狀的先後兩個奏摺。81慈禧遂據蔡摺在

廷上眾大臣前質問恭王，恭王反唇相稽，正落傲慢之口舌。82慈禧遂召見周祖

培、瑞常等大臣，要求重治王罪，周與倭仁同組八人調查小組，結果雖查無實

據，但建議裁減議政王事權，以防萬一。83孰料慈禧不理會倭仁領銜的覆奏，

拿出自己親筆所寫的諭旨，明言「查辦雖無實據，是（事）出有因」，「恭親

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84經過恭王的兄弟

惇王、醇王以及大臣們的請求，有鑒於恭王處理國際事務之重要，允許他重新

在內廷與總理衙門行走，但議政王與軍機處首席的頭銜不准恢復。85中法之戰

後，恭王更形同閉門思過，不入內廷凡十年，直到甲午戰爭之年，才又被起用

為軍機大臣，已無所作為。恭王在政壇上雖免於一無所有，但名位與權勢大不

如初，而行事更加戒慎恐懼；不再是叔嫂「同治」，而是叔叔被嫂子馴服，於

此再次見到慈禧政治手段之高明。難怪恭王於罷政後曾作感事詩一首，有句

曰：「手拍欄杆思往事，祇愁春去不分明」，86迷茫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恭

                                                           
78

  〔清〕蔡郕，《清代史論》（上海：上海會文堂，1915），冊 7，頁 4。 
79

  王栻，《慈禧太后傳》（香港：文淵書店，1958），頁 34-35。 
80

  引自〔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6，頁 55-56。 
81

  見〔清〕蔡壽祺，〈天象示禁錄呈管見疏〉，收入《道咸同光四朝奏議》（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鈔本影印，1970），冊 5，頁 1887-98。參閱〔清〕李慈銘，《越縵

堂日記》，冊 6，頁 57；〔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卷 3，頁 1023-1024。 
82

  詳閱〔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卷 3，頁 1025。 
83

  閱〔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6，頁 55-56、57。 
84

  親筆朱諭影本收入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插圖頁 10。內容亦可見之於〔清〕翁同龢，《翁

文恭公日記》，卷 3，頁 1025-1026。 
85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6，頁 63-64。 
86

  引自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台北：文海出版社據民國(1911-)排印本影印，1967），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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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當年因與顧命大臣之間的矛盾，不惜違背祖制支持垂簾聽政，為嫂子鋪路搭

橋；但當嫂子權力穩固後，卻敗下陣來，87可謂咎由自取。 

光緒十年(1884)左右，慈禧太后的權勢毫無疑問已經到達顛峰。她一一清

除了政敵，連潛在的威脅亦不復存在。國內的叛亂，無論太平天國、捻、回都

先後平定，自強新政次第展開，疆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朝見後，都對她印象良

好。88在國際上，列強於英法聯軍之役後，採合作政策，外力亦漸趨和緩。她

回顧垂簾的同光時代，儼然有中興氣象，絕非擾攘的咸豐政局可比。不到五十

歲的慈禧太后必然充滿自信與自豪，甚至產生不切實際的野心，我們也許可從

一些不經意的舉措上看出。西太后自同治元年(1862)開始，即經常瀏覽由侍講

官編寫的〈治平寶鑑〉，而且幾乎每天都閱讀由軍機處進呈的實錄與聖訓。89

她於先人中最仰慕乾隆皇帝，她所住的乾寧宮曾是乾隆的居所，她死後葬在乾

隆的東陵之旁，亦非無故。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有意效法乾隆，巡幸江南。據

費行簡《慈禧傳信錄》所記，「江南既定，后謂近侍，他日各省承平定，皇帝

年壯，我必挈帝南巡」，又記「甲戌后四十壽，以乾隆事進，后欲踵行之」，90

可為旁證。由此線索可知，當同治大婚將至，準備親政時，她派太監安德海到

蘇州一行，名義上為大婚去採辦錦緞，實則派遣心腹為她準備南行事宜。安德

海因有太后「重命」，才會大張旗鼓南行，不料在途中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拏下

處決。太監按律不能離開京城，違者處斬，此祖制家法不敢違背，朝廷不得已

發下上諭，同意「無用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以免牽連。91經此折騰與挫敗，

                                                           
87

  有關叔嫂權力關係的學術專著，可參閱寶成關，《奕訢慈禧政爭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其中駁斥辛酉政變事由英國幕後策動說，尤有見地，參見頁 134-149。 
88

  見〔清〕薛福成著，朱太忙標點，《新式標點庸菴筆記》（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

頁 20。 
89

  參閱〔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卷 1，頁 436-437；〔清〕金梁，《清宮史略》，頁 204。 
90

  〔清〕費行簡，〈慈禧傳信錄〉，《青鶴》，卷 5 期 8（1937 年 3 月），頁 1-5；卷 5 期 12（1937

年 5 月），頁 7。此書單行本原由上海中原書局出版(1926)，另有瀋陽：遼瀋書社，1994 版與

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 年版。 
91

  上諭載《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八）》，頁 5621，另參閱〔清〕金梁，《清宮史略》，

頁 205-206；〔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11，頁 62-63；冊 12，頁 10。〔清〕薛福成

著，朱太忙標點，《新式標點庸菴筆記》，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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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名士李慈銘在日記裡說，嘉順皇后是狀元崇綺之女，「作合天家，為千古

所僅見，其賢又足以副之」，只可惜「蒼天不佑，降喪遞至」，並寫了兩首輓

詩悼之，句若「傷心寶玦辭瑤縢，幾見圓璫妒玉妃」，哀傷之餘，尤見不平。96

但慈禧的意志已不可違逆，她立了一個四歲大的小皇帝，又可以長期垂簾聽

政。不僅此也，比她小一歲的慈安皇太后突然於光緒八年(1882)死亡，引人起

疑，翁同龢與李慈銘都在日記中表示驚異。97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提到，

由於慈安與慈禧相處甚洽，慈安不經意透露先帝遺詔授命，必要時可處死慈

禧，98我們若配合前已提到的漢武帝鉤弋夫人故事，不無可能。慈安性情溫和，

又不管事，對慈禧不構成威脅；但當慈安真誠出示密件，反遭猜忌，頓生殺機，

更不無可能，慈禧至少有殺人擴權的動機。總之，慈安早逝，使慈禧無論在名

位上或心理上，都成為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大清皇太后。 

光緒帝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以三十六歲的盛年，早她一日去世，也久啟人疑

竇，在各家不同的記載中，從被勒斃到毒害，有不同的說法，難作定論，《大

英百科全書》之〈光緒〉條只能謹慎地說「在高度可疑的情況下死亡」(under 

highly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99但是最近大陸學者大修清史之餘，借現代科

技之助，終於透露光緒死亡的真相；刑事檢定從光緒遺體中發現，整整一百年

前，光緒確實死於砒霜劇毒，其含量約 201.5mg，一般人服用 60mg 到 200mg

就能致死。100此一科學證據確定光緒皇帝真是被毒死，最大的嫌疑人非其姨媽

                                                           
96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 22，頁 66。 
97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卷 10，頁 4172-4173；〔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冊 35，頁 64，有云：「東聖素無疾」，隱藏春秋之筆。 
98

  〔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收入《清史集腋》，冊 4，頁 1287-1288。許指嚴等著，《史

說慈禧》（瀋陽：遼瀋書社，1994），頁 389-410，作者侍奉光緒十九年，所居皆史職，自稱「無

恩私，無黨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99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th edition), vol. 7, p. 

20. 按依網路資料，最新版之《大英百科全書》已將科學證據納入其內容，參見：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24181/Guangxu (2009/5/15)。旭人早於〈漫談慈禧太

后〉一文中，曾直言慈禧毒死光緒，見《婦女月刊》，卷 5 期 2(1946 年 11 月)，頁 26，但無實

據。 
100

  “Arsenic Killed Chinese Emperor,” China Daily reports quoted in CNN.com/asia, 4 November 2008. 

於此也可見光緒久病的傳說不實；民國以後，有一位名叫屈桂庭的 74 歲的醫生，聲稱為光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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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莫屬，她生前未能廢除她一手培養而最終翻臉的皇帝，死前雅不欲光緒捲

土重來，必欲其先死，別立三歲的溥儀繼統。在此之前，仍有西方作家說：「哀

悼光緒促成慈禧之死」(what pushed her over the edge was her grief at Kuang 

Hsu’s death)，101何其離譜！她既不惜謀殺自己的親姪兒，以遂其政治目的，

又何惜於謀害沒有血緣關係的慈安，以除政治威脅？慈禧所掌控的是一高度極

權的體制，作為此一體制的最有權力者，她具有獨裁者的凶暴與殘忍，也並不

令人感到十分意外。 

慈禧太后一心一意要修復圓明園，招受物議，也是實情。她親自參與設計，

同治帝因而也受到強大的壓力，不惜與王公大臣們爭辯修園之必要，直到駕

崩，才完全停止園工。光緒以稚齡繼位後，在慈禧幕後鼓動下，修園之議又起，

最後財務實在困難，不得已只能修復圓明園的屬園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還

動用了海軍公帑。102慈禧於財政困難之際，仍然貪圖園居享樂，有點不顧國計

民生，但筆者認為修復圓明園對她而言，另具特殊意義。慈禧曾在圓明園裡與

咸豐帝度過歡樂時光，他們的獨子同治皇帝也在園裡出生。咸豐珍愛圓明園，

離京前就在園裡的同道堂用最後的晚餐，而且念念不忘，臨終前並贈同道堂印

章給同治與慈禧保管。圓明園遭英法聯軍劫掠與焚毀，對士人而言，都感痛心

疾首，目擊者如陳寶箴、李慈銘、吳可讀等莫不留下痛苦的證言，倭仁更認為

是國家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對皇家而言，更是難以忍受的心靈創傷，咸豐聞

圓明園之毀，為之嘔血，與其早逝不無關係。103慈禧太后鍥而不捨要重修圓明

園，考其實情，亦不無要湔雪前恥，以及恢復昔日榮光之心。所可議者，她將

虛榮心高置於國計民生之上。 

至於慈禧太后是否應負滿清覆亡的重責大任？事實上，她所面臨的是李鴻

章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即使她有乾隆皇帝的雄才大略，亦不可能抵

                                                                                                                                                         
過病，但自謂：「余格於情勢，又不能詳細檢驗。」見屈桂庭，〈診治光緒皇帝密記〉，《逸

經》，期 29（1937 年 5 月），頁 47。 
101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p. 437. 
102

  參閱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第 8 章。 
103

  參閱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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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來自西方的侵略勢力。同光之初，相對和平，亦非慈禧之功，要因帝國主義

列強當時所採乃「合作政策」(policy of cooperation)，104及至光緒十年以後，

以爭奪海外資源的西方「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大興，中國再度成為

俎上肉，在武力懸殊之下，主政者唯有以割地賠款了局，所謂「五十割琉球，

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豈慈禧所樂見？國勢如此，誰能回天？至於

由外力導致的內部變化，無論自強或變法運動，慈禧並不反對，甚至鼓勵。但

由於新舊勢力的激盪，外患之外，又生內憂。慈禧一手培養的光緒皇帝，與自

己意見相左，再加上人事糾葛，戊戌變法終於釀成政變。關於戊戌政變的真

相，筆者也有新的發現，改革派感受威脅之餘，擬先發制人不成，反為保守

派所制。105事後，慈禧欲廢光緒不成，轉恨外國干預，以致於盲目縱容義和

團，造成大禍，頭腦清醒的官員如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人，勸導太后，竟

遭殺害，106最後與列強宣戰，完全是她的決定。107這是慈禧生平最大的敗筆，

她大難歸來，不再仇外，甚且媚外，然終不解與光緒之隙，認為他參與康有為

「殺祿圍園」的陰謀，有謀害自己的意圖，故辭世前一日，必欲置光緒帝於死

地，並於光緒駕崩前，發下三道上諭，命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入宮教養，並以

載灃為攝政王；光緒一死，又發三道懿旨，命溥儀入繼大統，為嗣皇帝，承祧

同治，兼祧光緒，以攝政王載灃為監國。108她立三歲的溥儀為宣統皇帝，不到

三年，辛亥革命起，皇朝終結。她之所以不逕立載灃為君，並非一意孤行，而

是要為兩位沒有子嗣的皇帝承祧，顧不得是否國有長君。事實上，載灃監國，

權位實同皇帝，並不能挽大廈之將傾，慈禧幸而早死三年，得免辭廟之辱。 

                                                           
104

  有關合作政策可參閱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 1966), pp. 21-42. 
105

  參閱 Young-tsu Wong, “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3 (August 1992), pp. 535-536. 
106

  章太炎曾作祭文，哀悼這三位官員，有謂「尸祝鬼雄，是曰無愧」，初載於《清議報》，冊 80

（1901 年 5 月 28 日），收入《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頁 150。 
107

  有關導致八國入侵的外交交涉與慈禧的關鍵角色，學者已有詳細論證，可參閱 Ch’un-lin Tan 

(Chester C.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108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八）》（台北：華文書局，1964），頁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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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若將記憶分為個人親身經歷的「自傳式記憶」與來自文獻與實物的「歷史

式記憶」，前者往往與時逐漸淡忘，而後者則比較易於儲存。按照郝爾巴克的

說法，無論個人或集體的記憶，都是在社會架構下的產物，基本上反映社會價

值，社會中不同的族群都有其明顯的集體記憶。不過，郝爾巴克將歷史視為歷

史式的記憶，無意間把歷史等同記憶。然而記憶比較沒有組織，而且會故意遺

忘，或有意扭曲、盡情誇張，甚至雜亂無章而趨於極端，儲存了不少或真或假

的資訊，儲量雖大，但並不穩定。然而歷史是求真之學，真實的歷史是否可求，

雖屢遭質疑，求真畢竟是史家的天職。史家勤於研讀文本之餘，不宜或忘收集

史料以及實證考據之技藝。記憶與歷史不僅未盡相同，而且本質有異。 

本文列舉數例以說明中外有關慈禧太后的不同記憶，王國維所作並非自傳

式的追憶，可以視為前清遺老群集體記憶的一個反映；隨著遺老群的消逝，此

一特殊的集體記憶也隨之淡化，以致於消失殆盡，只留下王氏個人的文本，供

後人憑弔。有少數西洋人見過晚年的慈禧，印象不錯，但多數則憑傳聞，認為

她是腐敗中國的代表，其中有一奇特的案例，馳騁幻象，編製荒淫的故事，且

有史家為之推波助瀾。新一代的西方作家未經細考，妄作翻案文章，呈現不實

的歷史記憶，足見慈禧在洋人的集體記憶中，無論正負，皆不穩定。 

不過，慈禧在華人社會中的集體記憶卻甚穩定。自清末民初以來，國勢日

蹙而民族之屈辱感益甚，往往歸罪於慈禧亂政。當時無論在思想上或行動上，

康有為與章太炎等人都對華人有廣泛的影響；他們不同的政治造勢，都為慈禧

作了頗為有效的負面加持，成為華人社會中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至今未見稍

衰。但這些記憶既無組織，又帶情緒，往往以訛傳訛，誠如勒高夫所說，記憶

可能遠離歷史。故歷史不僅要「回顧」往事，而且要理性地選擇正確而具有意

義的往事來重建，並作批判性的歷史解釋，庶幾產生史學思維。歷史必須要有

一定的真實性，有損歷史真實性的一大原因，就是以今人之見來看古人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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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強以今之定見來合理化對古人的闡釋。就慈禧太后的個案而論，今之定見

往往將之「妖魔化」，而歷史正須澄清不實的記憶，組織正確的歷史。 

葉赫那拉氏能夠實際統治中國長達四十八年之久，絕非僅僅因為她是太

后。本文指出：她取得政權所憑藉的不僅因她是皇帝的母親，主要更靠她不尋

常的政治手腕，而其手腕之所以得逞，要因具有基本的文字能力。自咸豐朝以

來，晚清重要史事，無論辛酉政變、罷黜恭王、垂簾聽政、戊戌政變，以及義

和團事件，莫不有其權力運用與操縱的痕跡。她逐步掌握權力，至於獨裁的過

程，也極顯然。她於同治二年(1863)斷然誅殺握有重兵的功臣勝保，以便肅清

官場的貪驕與淫佚，使風氣為之一振；更重用同光將相，得到曾國藩、左宗棠、

李鴻章等重臣的效忠，109其才能絕不一般。然後，專權不免濫權，一再挑戰體

制，如垂簾一事，開國之初以孝莊之權力，猶不敢為，而孝欽竟能強行。110她

也有獨裁者的霸道與殘忍，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惜屢出政治謀殺的下策，光

緒皇帝被她謀害，在新科技的證實下，尤其呼之欲出，可以證明有些傳聞、流

言與記憶，未必盡虛。但本文也指出：慈禧雖然權傾一時，但仍不敢完全為所

欲為，她在歷史與文化的包袱下，不敢如武則天之帝制自為。她在傳統機制內

的權力運作，可稱高明，但畢竟學識有限，更不明世界局勢，於稍有成就後，

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竟欲追踵乾隆盛世，終於事與願違。她一手栽培光緒皇

帝，然因意見不合，因變法觸發政變，不僅破壞新局，而且導致無法消解的母

子情仇，以致於死。她主政數十年，國勢日蹙，自有其該負的職責，義和拳之

亂，應付失措，導致八國聯軍入侵，造成國家民族空前的禍害，尤稱大戾，她

要負最大的責任。然而中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非任何主政者所能挽

瀾，大清帝國雖由康、乾復生，亦不能抵禦堅船利砲於萬一。將滿清帝國的覆

亡，完全歸罪於她，殊非平心、公允之論。 

透過史料與實證，較為客觀真實的慈禧太后，如本文所示，非不可得，但

                                                           
109

  參閱劉奇編著，《慈禧生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62-68。 
110

  商鴻逵，〈清代孝莊、孝欽兩太后比評〉，收入《實說慈禧》，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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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努力，至今尚不能完全取代已經根深蒂固的集體記憶。在廣大的華人社

會裡，慈禧記憶絕對是負面的，以致於不斷被用作當今政治的負面範例。葉赫

那拉氏所背負的歷史擔子十分沉重，但實際上她所背負的是華人社會集體記憶

的重擔；史家據史料與實證能給她比較接近事實的論述與評價，但很難真正取

代存在於社會深層的既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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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and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Wong Young-tsu* 

Abstract 

Memory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history.  If history is organized 

memory, memory is an amorphous phenomenon, though it is capable of 

prossessing voluminous inform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Every 

individual has his or her memory, but due to biological, ideological, and in 

particular social interference, memory is normally unstable.  One may 

forget, misunderstand, distort, or exaggerate the events being incorporated as 

memory.  The anonymous collective memory especially is formulated by 

the society in which individuals live.  Such memories are invariably 

distorted, thus capable of losing truth, while history in the final analysis 

seeks objectivity and truth.  As well, memory is a repetition or recollec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 while history interprets the past events.  The 

historian hence endeavors to make past events more objective and truthfu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ages and facts of the life of Yehonala, 

known as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of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lens 

of collective memory, showing in what ways collective memory has 

misunderstood the pas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of Cixi’s life.  

She was the de facto ruler of China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Individual 

memories of her, due to person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Prior to and following the down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largely 

thanks to the persistent propaganda launched by the reformers as well as the 

revolutionaries, she was turned into a symbol of great evil in the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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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ey continue even 

today to use Cixi as a trope for the power-hungry woman.  Although 

historians may provide us with a more balanced account of her, either to 

rebut or confirm specific memories, it is most unlikely that history can 

eliminate the largely negative collective memory that deeply resides in 

Chinese communities of various sorts. 

Keywords: Cixi,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search for 
historical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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