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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n yat-s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of oppressed nations 
in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the issue of the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of the 
Korean nation, sun yat-sen show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ttitude from that of the northern warlord 
government of China at that time, and greatly supported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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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亚洲各国各地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朝鲜民族独立

与解放问题上，孙中山先生表现出与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完全不同的态度，对朝鲜半岛的

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予以了极大地支援。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他不仅以毕生的精力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也非常关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朝鲜民

族独立解放运动问题上，孙中山表现出与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非常积极

地支援朝鲜民族的反日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 

1.孙中山对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全方位的支援

孙中山先生对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一直伴随着他本人的革命经历而表现在各个领

域。

首先，对朝鲜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予以舆论上的关注。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其领

导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对朝鲜丧失独立痛惜的同时，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行径，为朝鲜独立而急声呼吁，制造声势；同时还大力支持中朝两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组团结

社，创办发行进步报刊，大力宣扬朝鲜民族独立解放思想；他还通过《民报》刊载朝鲜半岛

义兵领袖李麟荣的反日檄文和反日义士安重根击毙日本侵略者伊藤博文的照片，向中国民众

宣传朝鲜人民争取独立解放运动的情况，分析其斗争实质，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极大关切与钦佩，并号召中朝两国民众团结起来，并肩抗击共同的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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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3 月 1 日，朝鲜半岛爆发争取反日独立的“三•一”运动，随即北京中华民国各界联

合会发表《援助韩人通电》，指出：“中国对韩国独立有援助之必要，且有积极援助之义务”，
“韩国独立非排日问题，乃生存问题，非韩国一部问题，乃东亚及世界问题。”14 月 5 日，在

孙中山的影响与指导下，广东省国民议会通过康基镐等 331 人签名的提案，并致电北京政府：

“韩国问题有世界恒久和平之关系，韩国问题即人类问题，韩国问题与中国有绝大关系。满洲、

蒙古、山东、扬子江流域之将来，皆与韩国问题有密接之关系。此重要问题也。”2敦促中国

政府和民众认清此问题的实质乃世界和平问题，而非朝鲜一民族之问题，并号召政府和民众

予以大力支援。

其次，对朝鲜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予以政治上的支持。1921 年 5 月 5 日，孙中山在广州宣

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拟进行北伐统一中国。同年 10 月，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派申圭植3携《国书》前往与护法军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国书》包含五项条款: 大韩民国临

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大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尊重其元首与国权；大中华护法政府承认大

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军官学校收容与教育韩国学生；贷款五千万；许诺租借地，以培

养韩国独立军。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原则上承认这五项条款，但表示关于第三项须占领武昌之

后实现；第四项因目前北阀，财政不富，很难实现；第五项因尚未建立正式政府也难以实现。

同年 11 月 18 日，护法军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在典礼仪式上正式会见

韩国临时政府国使，两国政府正式相互承认。这是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首次进行的正式国

际性外交关系。此后韩国临时政府为与护法军政府保持经常的外交关系，任命外务部外事局

长朴赞翊为特派交涉员长驻广东，从事与护法政府的外交事务。4

再次，对朝鲜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予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1921 年 4 月 17 日，韩国临

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挂牌办公。11 月 3 日，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韩国临时政府草拟的《中韩

互惠条项》明确表示：对流亡于中国而继续奋斗之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

认”，将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军校尽量吸收朝鲜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一再承诺“北伐计划

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5随后在创办的黄埔军校学员中招收了大量的

朝鲜革命青年入校受训，同时聘请朝鲜革命者来校任教，这些朝鲜志士为后来参加朝鲜民族

独立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孙中山还曾命广东中韩协会韩人申圭植组织暗杀队，队员有

一百余名，曾筹给现洋五万元做该队行装费。并聘任比国人一名，传习制造炸弹及使用方法。
6在金正明所著《韩国独立运动》一书中曾记载：“韩人赵南升受孙文密派携带巨款来京。”同
时，韩国独立运动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募捐活动亦得到孙中山的鼎立支持，孙中山之子孙科也

曾慷慨解囊。

2.孙中山支援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原因

首先，孙中山秉承中华民族抑强扶弱的传统思想，视解放包括朝鲜民族在内的一切远东

弱小民族为己任，在创立兴中会之时，即发出“收复高（丽）、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

并作为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指针。为实现此目标，孙中山曾指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

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依，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

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7 

1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08 页

2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02—103 页 

3 申圭植，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代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法务总长，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组织新亚共济会，并与中国政界许

多著名人士有深厚交往。 

4 《韩国独立运动史》（三）第 60—61 页 援引自《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655--656 页 

5 闵石麟：《中国护法军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始末实纪》 1924 年 7 月  援引自《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案卷一○二四，二，六五号   援引自《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   1480--1481

页 

7 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社  1942 年版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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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孙中山等革命者与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其支援朝鲜民族独立解

放的重要因素。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申圭植曾参加过武昌起义，与孙中山结下战斗友谊，并

倾其全部资产捐助中国革命。此外，朝鲜志士闵石麟、朴赞翊等也同孙中山及陈其美、宋教

仁等人交情甚笃，并襄助中国革命。这种战斗友谊使孙中山对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也鼎力相

助。

再次，中国革命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共同的敌人、共同的使命培育出互相支持、共同合

作的精神。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两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使进行革命斗争存在共同敌人，于是

孙中山与朝鲜命者逐渐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他们日益感到互相支持、共同合作的重

要性。孙中山从远东地区的未来与和平，以及亚洲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尤其是亚洲各弱小民

族的独立解放进行考虑，指出：“韩国东洋之巴尔干，此问题解决之前，永久的和平不能来也。”8 
最后，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初在外交上孤立无援，为了打破僵局，

有意支援朝鲜独立运动，以期打开外交局面，壮大声威，为北伐造舆论声势。加之军政府地

处南疆，不必惧怕与日本帝国主义正面冲突，同时实现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之理想。

3.孙中山支援朝鲜独立运动的评价

首先，孙中山对朝鲜独立解放运动予以了极大的支持，推动了朝鲜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这些支援都是从道义上出发，是“同情”朝鲜独立的。孙中山从朝鲜亡国的教训中看到中国

若不革命必将会重蹈朝鲜之覆辙，因此对朝鲜的复国运动抱有深深“同情”之心，于是秉承中

华之传统，予以了道义上的最大的支持。

其次，由于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局限，在领导中国革命是未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的斗争纲领，因此，在支援朝鲜独立问题上亦存在此局限。孙中山多次提出应在承认《马关

条约》基础上有日本承认朝鲜完全“自主”9，并指出：“则今日承认韩国之独立，无何等障碍

之生。朝国反因此而表满腔之谢意，永永不忘矣。中国人对于日本之侵略，而一扫其一切疑

惑与不安之念。昔日之交情复活，东洋之平和于兹确立矣。”10把朝鲜独立之希望寄托于日本

之“良心发现”上，显然，以次为基础的朝鲜独立解放是万难实现的。 
再次，孙中山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单凭资产阶级来完成，对待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援问题上也犯有同样错误，支持朝鲜独立运动

志士之采用简单的革命暴力对反动派的暴力，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形成群社会的革命斗争，

必然会走向失败。

总之，孙中山既从朝鲜独立运动中吸取了一定斗争经验，又在道义上对朝鲜独立运动进

行大力支援，虽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弱点，但他们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他开创了当代中朝友谊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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