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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緒 論

目前學術界對於沈崇事件及其引發的"抗暴運動"的研究, 多從學生運動

的角度探討國共兩黨展開的政治攻守. 近代中國社會史料叢書要目收錄

沈崇事件始末. 王國華的美軍強暴沈崇事件始末介紹了沈崇事件始末及

其引發的‘抗暴運動’; 國民黨當局對運動與社會輿論的壓制措施使得運動更

爲深入, 重點論述的是‘抗暴運動’在反美反蔣的人民解放鬥爭中發揮巨大作

用.1) 方復等人的由‘沈崇事件’引發的一場愛國鬥爭, 介紹了沈崇事件引

發的北京高校學生運動詳情.2) 左雙文認爲: ‘沈崇事件’引發學生運動, 表面

上是學生和社會各界對美軍暴行的抗議與對南京國民政府的責難, 實際上

1) 王國華, 美軍強暴沈崇事件始末 (文史精華 1996年 第1期), pp.10-13.

2) 方復·楊立·胡東明, 由“沈崇事件”引發的一場愛國鬥爭 (炎黃春秋 1996年 第

12期), pp.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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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共之間政治的鬥爭, 是一場爭奪群眾的攻心戰. 由於處理沈崇事件不

利, 南京國民政府面臨一場嚴重的政治災難.3) 由於報刊雜志對沈崇事件的

報導莫衷一是, 使得事件變得撲朔迷離. 隨著沈崇事件研究的深入, 有些疑

點得到澄清. 李秉奎運用檔案資料、信函, 通過論證, 提出沈崇確爲北大學

生; 沈崇所以被懷疑是中共黨員, 與國共激烈的對立形勢有關.4) 鄭煒側重

於沈崇案件的審判過程和判決結果的研究, 認爲沈崇案最終的煙消雲散是

美國強權的結果. 沈崇在中國境內受辱卻用美國軍事法律審判, 最終沒有得

到公正的判決, 以此批判美國的強權與無理.5) 朱洪從另一個角度, 論述胡

適對沈崇事件的處理態度. 胡適因幫助國民黨平息沈崇事件引發的學潮, 一

度成爲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院長的人選.6)

另有學者從新聞采訪的角度, 加以論述. 劉小清的 燕京新聞追蹤報道“沈

崇事件” , 記述記者石美浩兩次采訪沈崇, 明確沈崇的身份, 撰寫長篇報導,

駁斥社會流言;7) 劉時平的 采寫“沈崇事件”的回憶 -舊聞新憶之一 , 回憶

其在國民政府輿論控制下, 采寫通訊時的情形;8) 鍾啟元的 見證歷史 -訪

“沈崇事件”報導者李西成 , 通過采訪沈崇事件的報道者李西成, 見證了這

一段歷史.9)

至今, 審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記錄在美國已經解密. 據現居美國的周啟博介

紹, 沈崇案由軍事法庭審理, 案卷存軍方檔案庫. 因涉及外交事務, 國家檔

案館有復制件備案. 他通過各種渠道, 從國家檔案館取得國務院案卷的復制

件. 該案卷全爲英文, 共150張. 因年久有些詞不太清楚, 需從上下文推斷.

已解密的檔案爲解讀沈崇事件提供翔實的史料.

3) 左雙文, 1946年沈崇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策 (近代史研究 2005年 第1期),

pp.65-103.

4) 李秉奎, 沈崇身份疑點補正 (中共黨史研究 2006年 第5期), pp.121-126.

5) 鄭煒, 美國在華“人權”例證 -沈崇事件始末 (黨史縱橫 2000年 第5期), p.50.

6) 朱洪, 胡適在“沈崇事件”前後 (縱橫 2003年 第3期), pp.49-51.

7) 劉小清, 燕京新聞追蹤報道“沈崇事件” (民國春秋 2000年 第6期), pp.18-19.

8) 劉時平, 采寫“沈崇事件”的回憶 -舊聞新憶之一 (新聞研究資料 1982年 總第

13輯), pp.27.

9) 鍾啟元, 見證歷史 -訪“沈崇事件”報導者李西成 (黨史文彙 2000年 第2期),

p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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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一個公共事件, 沈崇案受到各界關注, 通過不同文本加以呈現. 由於

至今未見海內外學者從文本解讀的角度分析這一公共事件. 因此, 筆者希圖

通過解讀記載該事件的各種文本, 考察不同的歷史認知主體對沈崇事件闡

釋, 探尋其中蘊含的社會性別意涵.

Ⅱ. 被強暴者身份之爭

1. 沈崇被駐華美軍強暴

1946年12月24日夜晚, 爲西方聖誕平安夜, 在中國古都北京卻發生了駭人

聽聞的美軍暴行. 北京民營‘亞光’通訊社首先於1946年12月25日發稿, 披露

沈崇被強暴一事. 標題頗爲醒目, 爲 女生看電影, 歸途被侮辱 , 具體內容

如下: “大學女生沈崇, 19歲. 昨晚9時, 赴平安電影院看最後一場 民族至上

影片. 散場後, 忽見身後有美兵二人尾隨. 行至東單大操場地方, 該二美兵

即對該女施以無禮. 該女一人難敵四手, 大呼救命. 適有行路人聞知, 急赴

內七分局一段報告. 由警士電知中美警憲聯絡室, 派員赴肇事地點查看. 美

軍已逃去其一, 即將餘一美兵帶走. 該女被強奸後, 往送警察醫院, 檢查後,

轉送警局處理.”10) 此稿刊發當天, 北京市警察局局長湯永鹹曾給中央社打

電話, 禁止各報刊登此一消息. 中央社還以警察局的名義發表啟事: “…關

於今日亞光社所發某大學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汙稿, 希望能予緩登. 據謂此事

已由警局與美方交涉, 必有結果. 事主方面因顏面關系, 要求不予發表, 以

免該女生自殺心理更形加強. 容有結果後, 警察局當更發專稿.”11) 12月26

日, 北京世界日報、北平日報、新生報、經世日報、新民報不
顧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擋, 轉載了‘亞光’通訊社這一新聞. 新民報在刊發

新聞的同時, 刊載了中央社不准各報刊載的通知, 揭露當局.

10) 女生看電影 歸途被侮辱 (世界日報 1946年12月26日).

11) 張大中 主編, 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 (北京出版社, 1995),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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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申報轉引聯眾社的報導: 被控犯強奸之兩美兵, 自言系於街上

遇該女向其招呼, 並云如肯出美金五元既可陪赴旅館. 美軍雖云身邊只有三

元, 但該女仍隨美兵至馬球場, 惟其中美兵一名當即離去. 該美兵亦承認曾

與該女發生關系.12) 美聯社也如出一轍, 爲兩名肇事美兵開脫: “少女引彼

等狎遊, 並曾言定夜度資.” 在犯事美軍皮爾遜供詞與美聯社的報導中, 沈

崇是自願爲區區3美元而出賣身體的放浪女子. 而沈崇在警局的供詞中“自

謂系被兩酒醉士兵帶至城中商業區一馬球場上, 其中美兵一名曾行奸三次”,

又說“美兵帶伊在該球場計達三小時, 其間伊曾企圖引起路人注意, 但未生

效, 後爲警察瞥現, 始將美兵帶至警局.” 次日, 經警局審問, 沈崇才說出自

己是“大學生.”13) 事發後, 面對由此引發的學生抗暴運動, 北京大學訓導長

陳雪屏說: “…該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學生, 同學何必如此鋪張?” 第二天又

說: “晚上爲什麼還要去看電影? 看電影爲什麼不坐車?” 似乎不是北大學

生就無需過問; 沈崇晚間出去被強暴是自取其辱.

1946年12月27日, 中央社再度發布信息: “沈崇‘似系良家婦女’, 在北平某

中學肄業…是二十幾歲的婦人, 出事時間是在晚十點半.” 另披露: “檢查之

後, 只判斷其曾受強暴之脅迫, 尚無顯著被奸汙之跡象”, 並推脫: “沈崇似

非良家女子…美軍是否與沈女士認識, 須加調查.”14) 其後, 中央日報又
影射, “如果自己輕視自己, 而反叫人家來尊重你是不可能的”, “婦女們本身

亦應加以檢討”, “享樂的心裏(理)必須祛除.”15) 字裏行間含沙射影, 遮遮掩

掩, 使得沈崇的身份變得更爲模糊. 美國駐北京副領事傅瑞門也說: “爲什

麼這位小姐獨自在夜間去看電影, 她如果看完八點半的一場, 至少應該有十

點半了.”16) 北京大學各院系發現有名爲情報網的大字報, 寫有“本報專

電”: 歷次強奸事件是延安方面所發動的苦肉計, 派其‘八路女同志’來北京引

12) 美軍強奸少女案 平市府提出抗議 (申報 1946年12月29日).

13) 軍強奸少女案 平市府提出抗議 (申報 1946年12月29日).

14) 美軍滾出去 抗暴運動如火如荼 (時代文摘 1946-1947年 第1卷 第4期).

15) 參見中央日報, 1947年1月2日.

16) 王健民, 延安時期 (中國共產黨史稿 第3編, 香港: 中文圖書供應社. 1975),

pp.568, 570. 轉引左雙文, 1946年沈崇事件: 南京政府的對策 (近代史研究,
2005年 第1期),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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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美軍成奸, 以便擴大宣傳, 發動學潮.17) 國民政府與某些民間人士認爲,

中國共產黨參預了這一事件. 美國駐北京總領事館也猜疑此案與中共有關,

並在北京專設電台聽取延安方面的電波.18) 各方面的猜測和傳言, 使得沈崇

的身份越來越難以辨識, 也使得這一事件變得撲朔迷離.

2. 北京大學女學生: 沈崇的真實身份

沈崇自事發之後一直沒有露面, 北大女同學會代表通過其親屬了解到她

是最近剛從上海至北京, 平時很少出門, 與美國人並無交往. 而社會上流言

依然不斷, 唯有沈崇出面才能駁斥無恥的潑汙之詞. 燕京新聞采訪部主任
石美浩, 破除重重阻礙, 采訪了沈崇. 面對新聞記者, 沈崇表姐楊太太代其

出面接待並含淚陳述: 沈崇此年12月初, 剛從上海來北平讀書, 借住其家,

對北京還不熟悉. 24日晚擬與其外甥女同去平安影院看電影, 因其外甥女已

看過, 故未同往, 沈崇遂獨身前去. 8時許至東長安街途中, 遭遇意外橫禍.

當美軍實施暴行時, 被一似軍人者發現, 即跑至內七分局報告. 待中美警憲

趕到時, 已10時, 僅抓獲了一名行凶美軍. 現沈崇精神極爲頹喪, 失眠兩夜,

爲其前途計, 家屬並不願聲張. 又說, 報上所載與事實並不相符, 且對中央

社消息曾有“該女年二十餘歲”等語, 駁斥道: 沈女士生於1928年, 年齡不足

19歲, 本系閨秀. 家居上海, 世代名門, 其祖父沈葆楨是清朝兩廣總督, 父

親是國民政府交通部的處長, 純系名門閨秀, 素性極爲倔強, 求學也極爲努

力, 與外界交往很少. 她性格沉靜, 舉止文雅, 平日深居簡出, 與美軍素無

來往, 是安靜、樸實的女大學生. 記者描述了沈崇的情景: “在記者和楊太

太談話的當兒, 沈小姐一直在旁邊, 沒說一句話. 她臉色十分蒼白, 臉部沒

有表情. 但是態度非常鎮靜, 靜靜地聽著. 她穿著藍布旗袍, 絨布鞋, 毫無

時下女子奢侈浮華之習氣. 而當記者想起這就是在中國今日殖民地外交政

策下被犧牲、被汙辱與損害的人們的一個代表塑像時, 心中禁不住一陣悲

17) 美軍滾出去 抗暴運動如火如荼 (時代文摘 1946-1947年 第1卷 第4期).

18) 北平學生罷課遊行 抗議美兵汙辱行爲 (大公報 194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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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記者飽含激情地寫道, 沈崇“是一個樸實、沉靜的女孩子不但富於同情

心與正義感, 而且她的鎮靜態度, 有非常人所能爲.”19) 顯然, 記者是懷著同

情與激憤的心情采訪並且報導的, 爲之悲哀者並不只是沈崇個人的遭遇, 而

是沈崇不幸代表的是在殖民地外交政策下被犧牲、被汙辱與損害的人們的

境況. 此後, 各大報刊媒體紛紛轉載. 28日, 大公報予以轉載, 明確提到

沈崇是北大女生, 並撰文: 北平先修班一女生被美兵二人於聖誕夜強奸事.

此女生本月新到北平, 平日極爲用功, 向不與美兵來往, 更不認識此二強暴

美兵. …該女生近極悒憂, 其家庭爲南方名門.20) 媒體對沈崇事件的關注與

報導, 吸引了社會大眾關注的目光.

根據北京市警察局上報內政部警察總署的報告稱: “女生是北大先修班學

生, 名叫沈崇, 19歲, 住在北平市一區甘雨胡同14號, 24日晚8時30分, 赴長

安街平安影院看電影, 被美兵二人挾持, 拖至使館牆下, 被皮爾遜·威廉強

行奸汙, 連續三次…經多方取證, 均與沈崇所供符合”,21) 從而明確了事情

的經過和沈崇的身份. 但在案件審判時, 社會上依然流傳沈崇不敢與皮爾遜

當面對質以及其已離開北京等謠言與猜測. 爲此, 沈崇表示“願自行出頭,

並公開招待新聞界以明真相.”22) 沈崇的監護人之一楊正(一說爲‘振’)清發表

聲明: “沈女士系出身名門, 家長在政界亦頗有名, 畢業於滬工部局女中, 適

爲日人統治時期, 英文程度亦不太好. 沈女士封翁已獲悉不幸事件, 然因血

壓高, 不能北來, 其堂上已聞耗致病, 好在北大陳雪屏、袁翰清、錢端升教

授夫人均與沈家有舊. 可以協助一切. …據稱家屬方面對人格國格同時看

重, 希望合理解決此案, 若欲歪曲真象, 實爲愚昧”;23) 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

胡適也表示: “對於女家之若幹長輩皆爲熟人, 個人當然絕對幫她的忙, 如

需要我助其出庭, 甚願以監護人資格陪她去.” 他還親自爲沈崇辟謠, “對於

外傳該女孩之離平及拘禁刑訊諸說均爲更正. 且不願此項謠言見之於學校

19) 參見燕京新聞 1947年1月6日.

20) 平美兵強奸女生案 北大學生發起抗議 (大公報 1946年12月28日).

21) 羅炳權·王慧君 主編, 解放戰爭時期的南京學生運動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p.90.

22) 參見新民報, 1946年12月29日.

23) 沈女士寫自白書 (大公報 194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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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壁報. …女孩子與美兵絕非素識, 且亦絕非二十一歲”, 同時強調中美雙

方均沒有拘禁、刑訊或強迫她的行爲. 他認爲外界消息混雜, 美方應負一定

的責任.24) 沈崇親屬出面辟謠及胡適的表態, 使得沈崇身份變得明朗: 她是

一個勤懇的、用功的、循規蹈矩的女大學生.

3. 名門之後: 沈崇的身份受到強化

隨著媒體的追蹤報導, 使得該事件公開化. 大眾對其也有深入的了解, 紛

紛各抒己見, 也有報刊借此展開討論. 有讀者對美軍事法庭關於美兵暴行案

被告起訴書中所稱沈崇身份表示異議, 大公報及時轉載:

編者先生: 19日閱貴刊載美軍事法庭爲美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對北大

女生沈崇暴行案之起訴書一文後, 對其內容之一點覺得有加改正之必要. 以

敝人爲一學法律之人, 稍知皮毛, 故特不揣冒昧, 所述管見如下: 美軍事法

庭起訴書內關於罪狀之五項內, 凡有提及該北大女生沈崇時, 均稱爲對“中

國民間女子沈崇”字樣, 未悉其是否故意如此, 或爲過失, 但無論其爲故意

或過失, 對沈女士之身分實有列明之必要…認爲應加以標明爲“對中國民間

大學女生沈崇”爲宜…則或可對皮爾遜量刑方面有所幫助也, 此請台安. 敝

人傅仲溪啟, 1月19日.25)

大眾通過媒體提供的輿論平台對沈崇事件極爲關注, 對案件審理也滿懷

期待. ‘中國民間女子沈崇’與‘中國民間大學女生沈崇’的差異不只在字面上.

‘北大女生’的身份, 是沈崇事件受人關注的重要因素之一.

媒體報導雖是陳述‘客觀’事實, 沒有更多評述, 但媒體的傾向性在‘言傳’與

‘意會’中彰顯出來. 媒體對事實報導的取舍與是否回避的態度, 表明媒體的

立場與主觀態度. 申報刊文告知讀者: “被奸女生沈崇系清末名將沈葆楨

之孫女, 福建閩侯人, 年方19歲, 父服務於交通部. 沈爲本屆北大京滬區錄

取新生, 隨該校復員學生來平, 住其表姐家, 聖誕夜赴平安影院看‘國家至

24) 胡適談美軍暴行案 (大公報 1947年1月7日).

25) 美軍法庭起訴書 誤稱沈女士身分 本報一讀者發表意見 (大公報 1947年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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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電影, 於途中被二美兵拖至僻處強奸.”26) 另有雜志以 沈崇·沈葆楨 爲

題, 談到: 爲美軍玷汙的沈崇小姐是沈葆楨的後人. 沈葆楨是清朝道光年間

的進士, 福州人, 曾作江西巡撫, 後官兩江總督, 等於現在的一個行轅主任.

沈太太則是林則徐的女兒, 林公禁鴉片, 打洋人, 已是名標青史的. 沈小姐

系出名門的大家閨秀, 然而竟被兩三個洋鬼子汙辱了.27) 媒體不約而同地提

到沈崇是名門之後, 歷述其祖上的豐功偉績, 塑造其大家閨秀的形象, 在意

地告知讀者遭此不幸的沈崇是無辜的, 僅僅是爲求學而至北京的學生, 不止

一次地強調沈崇是北京大學的女學生, 名門之後, 親屬也均爲政府要員. 這

是由媒體所處的社會立場決定的, 也在一定程度起到輿論導向的作用.

媒體所表達的價值觀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 而是代表一定的社會群體.

而社會價值觀念是一個民族、社會共同崇尚價值的尺度, 代表社會對事物

和思想喜好、厭惡或提倡、反對的評估標准. 其時, 多數知識分子認爲中國

雖遭受列強的侵略, 但在文化上卻是略勝一籌. 北京既是中國文化的中心,

也是傳統知識分子首選之地, 相對於其他城市,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較少. 各

媒體對沈崇特殊身份的不斷強調, 加深讀者對沈崇‘北大女生’、‘名門之

後’、‘大家閨秀’的印象. 這一事件發生在故都北京, 就變得更爲複雜和難以

接受, 被賦予了濃厚的社會意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Ⅲ. 審判 -中美雙方的博弈

1. 法庭較量

經警察局查明, 皮爾遜強奸屬實, 沈崇經醫院檢查確實受到傷害. 警察局

會同美方憲兵詢問目擊證人, 查看證物, 勘察現場, 決定皮爾遜由美方看押.

美方於1946年12月28日上午派員至行轅公開表示兩點: “①對此事件之發生

26) 平學生罷課一天 抗議美軍強奸北大女生 (申報 1946年12月30日).

27) 沈崇·沈葆楨 (宇宙文摘 1947年 第1卷 第2期),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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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遺憾, 並致歉意. ②正會同各方面調查, 並令警局查明究竟, 以便依法

嚴辦. 美兵酗酒失檢, 各國均有, 系法律問題, 希市民莫要感情用事, 致生

枝節.”28) 足見美方已承認美軍所犯之事, 並認定是“美兵酗酒失檢”所造成,

但又視爲司空見慣, 無視民族情緒.

1947年1月2日始, 胡適爲沈崇案積極奔走, 聘請北大3位教授任法律顧問

並討論相關法律程序問題.29) 在給傅斯年的信中, 他說: “我們今日所作只

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30) 並擔任沈崇的監護人, 陪同出

庭. 另一位監護人楊正清亦表示一切均托付胡適處理, 以得到公平結果.31)

中美1943年簽訂的 華美軍人犯罪懲治條例 規定: “本案系在華美軍違犯

中國軍刑法…在華美軍人犯罪懲治條例第1節第1條及第2條甲項規定, 應即

執行軍事法庭裁判懲處. 當開庭時, 得允許被害人及其監護人出庭, 並由本

府(指當時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派員參加. 更依同條例補充辦法第三項規定,

應在中國迅速公開審判之.”32) 按此規定, 應由美方組織軍事法庭開庭審理.

北京市地方法院向美方傳送北平地方法院偵訊文書, 將審訊記錄和證據

等有關文件全部移交, 附: “①被害人沈偵訊筆錄一份附肇事地點略圖1份,

份單1份. ②證人孟昭傑, 趙澤田, 強志新, 趙玉峰, 馬文彬, 唐文華, 王桐,

關德俊, 劉志平, 尚友蘭, 李鳳岐;偵訊筆錄共11份, 內附證人結文共10份.

③北平市警察局外事巡官策紹明報告1件.”33) 希望美方盡快受理此案, 依照

條例規定, 依法懲辦. 這一舉動實在有損中國 -這一戰後獨立國家的國格與

主權.

美駐華第一陸戰隊總司令霍華德發表聲明, 犯罪美兵應由美方軍事法庭

依美軍法處置, 表示“此種控訴, 性質極爲嚴重, 在被告未受審前, 必須進行

充分之調查, 此項調查一如其他法律案件, 需要相當之時間, 決非數日內所

28) 平美兵強奸女生案 (大公報 1946年12月29日).

29) 參見 研究平美兵暴行案 胡適宴法律界人士 (大公報 1947年1月6日).

30) 致傅斯年 (此函未注明日期, 有照片, 暫系此時 -編者, 季羨林 主編, 耿雲志·

歐陽哲生整理, 胡適全集(1944-1955書信) 25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p.214.

31) 研究平美兵暴行案 胡適宴法律界人士｣ (大公報 1947年1月6日). 

32) 北平市府分函各大學 說明向美軍抗議經過｣ (大公報 1946年12月30日). 

33) 犯事美兵即將開審｣ (大公報 194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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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告竣.”34) 美遂以此爲借口, 一而再, 再而三拖延開庭審判時間. “據法律

界人士觀察, 美軍系享有治外法權者……根據法律規定, 美方組織法庭若不

邀請我國有關方面參加時, 我方即不能參加. 而被害人僅爲證人. 軍事法庭

既無陪審官, 亦不允許律師參加.”35) 由此可見, 美方以中美簽署的條約爲

保護, 一方面對罪行供認不諱, 另一方面有意做出偏袒被告的無理判罰.

隨著報刊媒體的報導與學生抗暴運動的不斷高漲, 民眾的反應愈來愈強

烈, 國民政府和美軍均怕引起更多的變故, 至1947年1月17日, 美軍駐華海

軍陸戰隊組織軍事法庭, 起訴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 一切均按美軍法

常規處理, 法庭設於東交民巷美軍陸戰隊之司令部內. 並規定: “中外記者

不得攜帶照相機及打字機入法庭, 記者之法庭入場證, 上書有‘美軍事法庭

審判美政府控訴韋廉姆比遜之案件’.”36) 對於美方無理限制記者人數的舉

措, 北京各大中報社推選出記者觀審團予以應對, “決定在審畢一小時後集

中在中央社公布經過. 記者團分爲三組, 分別注意庭上問答、花絮及其他.

每組有主稿人, 但其記載之公開與否, 系受全體所決定. 團員等須盡布所知,

不得有自私之處. 除經意團體及受害人利益外, 各單位記述有其格調, 不受

限制.”37) 開具名單, 列出有資格出席的9名中國記者. 出席者包括被害人沈

崇及監護人沈崇之父沈劭、表兄楊正清、北大校長胡適、北京市府外事處

長左明徹、行轅外事處秘書呂實東、地院首席檢察官紀元等及中外記者各9

名. 法律專家趙鳳喈及李士彤作爲沈崇的法律顧問出席, 共27人. 美方限制

中國記者入場人數, 表明其擔心事件披露後社會上會出現更大的反美浪潮.

可見, 對於美方來說, 沈崇事件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他們深知無法蒙混過

關, 只得借助強制力對社會輿論加以控制, 以緩和駐華美軍與中國民眾之間

的矛盾. 而社會大眾強烈的呼聲, 學生運動浪潮的興起, 致使報刊媒體采取

聯合組團的形式, 精心挑選中國記者出席美軍事法庭, 盡一切力量把法庭實

34) 北大女生被辱事件 美軍特發聲明 被告將受審全案調查中 (申報 1947年1月6

日).

35) 美軍事法庭 成立有待 (大公報 1947年1月7日).

36) 沈崇女士被強奸案開審 (申報 1947年1月17日).

37) 犯事美兵即將開審 (大公報 194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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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告知民眾.

軍事法庭庭長爲柏恩斯中校, 檢察官爲費茲傑羅中校, 被告辯護人爲威廉

斯·瑪斯塔少校及其助手克萊梅. 費茲傑羅中校爲檢察官, 宣讀起訴書, 審

判皮爾遜罪狀及其所犯各項罪行:

①強奸罪: 關於本項美軍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316637’號, 在駐中

國北平美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第五團武器連服役期內, 並在受權於該城

內自由行動之時, 於1946年12月24日或近於該日, 在上述城市之大操場或其

附近, 對中國民間女子沈崇, 施以體內及體上強力之脅迫(該女子並非上述

皮爾遜之妻)並以惡意對抗上述沈女之意志, 且對上述沈女士強力之奸汙,

並發生非法之性關系.

②意圖強奸之脅迫罪: 關於本項美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316637’號,

在駐中國北平美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第五團武器連服役期內, 並在受權

於該城內自由行動之時, 於1946年12月24日或近於該日, 在上述城市之大操

場或其附近, 對中國民間女子沈崇, 施以體內及體上強力之脅迫(該女子並

非上述皮爾遜之妻)並以惡意對抗上述沈女之意志, 並對上述沈女施以意圖

強奸之脅迫.

③奸非罪38): 關於本項美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316637’號, 在駐中

國北平美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第五團武器連服役期內, 並在受權於該城

內自由行動之時, 於1946年12月24日或近於該日, 在上述城市之大操場或其

附近, 與一中國民間女子沈崇, 發生性關系而犯奸非罪.

④對良好秩序及軍紀之妨礙罪: 關於本項美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

‘316637’號, 在駐中國北平美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第五團武器連服役期內,

並在受權於該城內自由行動之時, 於1946年12月24日或近於該日, 在上述城

市之大操場或其附近, 並無正當理由, 故意及並惡意加害於中國民間女子沈

崇.

⑤妨害風化罪: 關於本項美軍駐華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316637’號, 在

駐中國北平美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第五團武器連服役期內, 並在受權於

38) 奸非罪, 爲無婚姻關系的男女通奸罪, 在中國法律中並沒有對應的翻譯名詞. -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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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城內自由行動之時, 於1946年12月24日或近於該日, 在上述城內向中國民

間女子沈崇提出猥褻而不當之要求, 致使上述沈女與皮爾遜發生非法之性

交.39)

從冗長的起訴書中可以看到: 對於皮爾遜罪行的控告, 與沈崇有關, 對於

案件審判有影響者只有前兩項. 美國軍方並不是真心實意地判決皮爾遜, 保

護被害者. 而擔心這一案件會導致反美浪潮, 只有通過所謂的審判, 表演給

中國民眾看, 給民眾一點安慰, 減弱有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1947年1月18日上午, 美國軍事法庭詢問了沈崇. “法庭空氣頓時呈現緊張

嚴肅, 沈崇中等身材, 面慘白無血色, 著舊藍袍, 外罩皮大衣, 兩眼似有浮

腫, 態度力持鎮靜.”40) 她詳細回答法官提出的所有問題, 並取出一塊手帕,

頻頻拭淚, 陳述遭受強暴的經過. 只能以證人身份出席的沈崇陳述完畢, 邊

哭泣邊用手在東單操場的大地圖指出她先後被架移4個地方及多次被強暴的

地點. 讓一個中國女孩在大庭廣眾之下, 承認自己被強暴的事實, 並向眾人

講述被強暴的經過, 可謂殘忍. 對於受傳統道德熏陶的女性來說, 被人強暴,

悲慘、難於啟齒. 在法庭 -美國軍事法庭之上, 眾目睽睽之下, 再次陳述整

個過程, 對沈崇來說, 痛苦異常. 因此, 沈崇會不會出席法庭, 在開庭之前,

各界人士及媒體均有不同的猜測. 爲此, 時任北京政府外事處長, 也是中美

雙方擔任聯絡工作的左明徹女士模糊地聲明: 被害本人及其家屬均不願對

此事過於公開, 是否參加, 尚不得知. ……可由律師代其出庭.41) 爲澄清此

事, 沈崇先是撰寫約3000餘字自白書並交予法律顧問, 盡述被蹂躪經過, 但

僅供法律顧問參考, 不擬對外發表;後又表示, 如果審判時其監護人楊正清

及胡適可陪伴出庭, 亦願出庭, 表現了一個中國女孩的堅強.42) 最終, 開庭

之日, 沈崇勇敢地走上法庭, 指認暴徒皮爾遜, 把自己難以啟齒的遭遇作爲

制裁皮爾遜的有力證據.

39) 法庭觀審記: 美兵強奸少女案公審實況 (法律知識 1947年 第1卷 第2期).

40) 法庭觀審記: 美兵強奸少女案公審實況 (法律知識 1947年 第1卷 第2期).

41) 美兵暴行案調查中 (大公報 1947年1月3日).

42) 沈女士仍在平 腿部發現傷痕數處 市府美軍會同檢驗 (大公報 1947年1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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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辯護人在訊問沈崇的時候, 提出有損沈崇尊嚴、侵犯隱私的問題, 逼

迫沈崇表示同意奸淫以替皮爾遜卸罪. 然而連美軍事法庭檢察官與主任法

官都無法忍受這種極端蔑視人權與人格的訊問, 遂告沈崇: “凡在24日以後,

一切有損你名譽的訊問, 你可以拒絕回答.” 並且當場翻閱法律第282條, 讀

給被告辯護人聽. 檢察官又問沈崇: “強奸時, 你是否有一個時期同意過?”

答: “完全處在暴力下, 沒有一刻同意過.” 問: “你在被架時是否預測將被強

奸?” 答: “未預測到.”43) 檢察官制止被告辯護人的無理糾纏, 對沈崇加以

詢問, 使其有重述真相的機會. 可見, 法庭審判有其一定的公正與正義. 這

一案件續審至1947年1月22日, 美國駐華海軍陸戰隊增援第一師軍事法庭審

判長休士中校宣布, “起訴書之第2與第4兩罪不成立, 皮爾遜應判爲第1項強

奸已遂罪, 宣布即令解被告回押.”44) 檢察官宣布: 皮爾遜應處刑罰, 尚須呈

轉華盛頓海軍部長核定後予以宣布. 至美國道歉一節, 將俟判決核定宣布

後, 即可舉行, 賠償事倘待受害人來呈請另案辦理.45)

該案宣判後, 沈崇之父沈劭欲返南京, 只稱: “沈小姐略遲三數日亦返京,

本期學業勢必輟讀.” 對判決結果, 沈劭並未表態. 無論結果如何, 對於沈崇

及其家人來說, 遭此不幸是災難無疑. 作爲監護人出席法庭的胡適對勝訴表

示欣慰: “相信美軍事法庭可有公正判決, 至此皮被判強奸已遂罪, 以證明

本人之信心, 此案判決極爲公正.”46) 然而事態的發展卻證明了胡適對這一

案件過於樂觀, 對所謂"友邦"美國過於信任.

2. 施暴者逍遙法外

1947年3月3日, 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司令霍華德核准法庭判決: “該法庭

之判決爲皮爾遜降爲普通兵士, 處監禁勞役15年, 在此期間不付薪給, 並開

除美海軍軍籍. 此項判決仍須俟華盛頓當局覆准始行成立.”47) 然而, 此判

43) 法庭觀審記: 美兵強奸少女案公審實況 (法律知識 1947年 第1卷 第2期).

44) 皮爾遜汙辱沈崇案 被判強奸已遂罪 (申報 1947年1月25日).

45) 美兵暴行案宣判 皮爾遜強奸已遂罪成立 (大公報 1947年1月24日).

46) 皮爾遜汙辱沈崇案 被判強奸已遂罪 (申報 194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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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依然要等待美國方面的最終裁決. 隨後, 皮爾遜即返美. 7個月後, 美國海

軍陸戰隊部長福萊斯特撤銷對皮爾遜的判決: “皮爾遜罪證不確鑿, 同時似

可表明該女郎曾與皮爾遜於交通要道旁之空地上勾留3小時之久, 該女郎於

第二日方自謂被奸.”48) 美海軍陸戰隊司令範特格更甫特將軍遞交其家屬判

決函, 稱: “海軍法務長官復審皮爾遜案, 茲已峻事, 認爲強奸罪難以成立.

…皮爾遜准予釋放, 恢復伍長地位.”49) 同日, 美聯社發文: (皮爾遜)該員前

在駐華期間, 被北京軍事法庭判定強奸中國女大學生沈崇罪, 現即予以釋放

服役.50) 在中國土地上施暴行的皮爾遜, 卻在美國法律的庇護之下逍遙法

外. 雖外交部雖向美方提出抗議, 但無濟於事, 該案不了了之.

沈崇監護人楊正清致函北京市長何思源, 依然相信“東單案已判勝訴多

時”, 而“美方曾書面答復貴市府承認四項, 而事隔多日, 對於道歉賠償迄今

尚未履行. 懇請貴市府致美總領事備忘錄代爲催促.”51) 沈崇家屬急切盼望

該案件有完滿結果, 對施暴者予以制裁, 卻沒想到會有如此結局. 正如報界

所言‘一代巨案’, ‘煙消雲散’.

Ⅳ. 抗暴運動 -個人遭遇與社會運動

1. 個人遭遇引發社會運動

沈崇遭驻华美军士兵非禮. 給中國社會帶來極大的震撼. 沈崇的個人遭

遇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士與輿論媒體的廣泛關注. 以各種方式表達對美軍暴

行的憤怒與抗議.

47) 美軍暴行案主犯 皮爾遜監禁十五年 (大公報 1947年3月4日).

48) 皮爾遜竟無罪 美海長撤銷原判 (大公報 1947年8月13日).

49) 外電聯合社之報道 美軍暴行如此了結 (大公報 1947年8月20日).

50) 外電聯合社之報道 美軍暴行如此了結 (大公報 1947年8月20日).

51) 沈崇之監護人楊正清致何思源信(1947年4月8日) ( 市府函電 , 北京檔案史料 
1994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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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27日, 北京大學操場上貼滿抗議的文字: “在中國的土地上,

兩個美國兵, 把一個中國的女大學生拖出去 -強奸了！ 冷血的才不憤怒！

奴性的才不反抗！ 中國既不是洋窯子, 中國的女大學生又不是軍妓…美軍

必須滾蛋！ 美軍必須滾蛋！ 美軍必須滾他媽的蛋！”52) 激憤的詞句集中

反映了北京青年學生的憤怒心情和高漲的民族情緒.

1946年12月底, ‘國立北京大學全體同學抗議美國大會’發表 抗議美軍暴

行大會告全國同學書 和 抗議美軍暴行大會告全國同胞書 , 熱血青年學生

們強烈要求: ①嚴懲美軍暴徒及其主管人員, 並組織中美聯合法庭公開審

判. ②美軍最高當局公開道歉, 並確實保證在美軍撤退以前不得再有非法事

件發生. ③美軍立即退出中國. 北京大學學生們 致美國學生美國人民書 、

致蔣介石書 、 致馬歇爾特使、司徒雷登大使轉杜魯門總統、貝爾納斯國

務卿函 、 抗議美軍駐華及屢次暴行致聯合國大會控訴書 等相繼發出. 事

發後的第三天, 北京大學女學生成立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 組織集會、抗

議. 各種抗議書、呼籲書、漫畫貼滿學校的布告欄、牆壁, 甚至是鋪在地

上. 30日北京大學全校學生罷課, 舉行示威遊行, 並高呼口號: “同學們不要

再做奴隸！”、“團結起來, 爭取民主！ 打到法西斯政權！” 許多平時不太

關心政治的同學也紛紛表態. 在道路、建築物及過往車輛之上張貼各式標

語, 貼在軍調部胡同內的標語是“老美是日寇的繼承人！” 最讓人觸目驚心.

“抗議美軍暴行”、“美國退出中國”、“立即改變對華政策”、“主權獨立”、

“民主新中國萬歲”等標語最爲常見. 英文標語多爲“美軍回家吧！”, “你妻

子歡迎你, 我們不需要你！” 受到感染的民眾也加入學生的遊行隊伍.53) 高

漲的抗暴怒潮, 將民眾對駐華美軍和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推向了高峰.

有媒體把各種報道剪貼公布, 以比較的方式, 揭露了美軍駐華不可告人的

目的和國民黨當局媚外政策, 激起人們無限憤慨. 沈崇事件爲國人, 特別是

青年學生提供了表達對國民政府不滿的機會.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更爲複

雜的時代背景入手展開分析. 吳世昌認爲: 除了抗議暴行, 要求道歉, 懲

52) 文夫, 天安門見證錄 (中國言實出版社. 1998), p.261.

53) 北平學生罷課遊行 抗議美兵汙辱行爲 (大公報 194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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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賠償保證以外, 全國學生第一次喊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呼聲. 也有人要求

廢止中美商約和中美航空協定, 這雖不是全體的意見, 但要求美軍撤退是一

致的;54) 平市長何思源對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稱, 他自己年事已長, 若在青年,

也將參加;滬市長稱, 應付此事, 決以民主作風. 渝黨政軍聯合會議, 決定准

許學生遊行, 各地學生遊行秩序亦佳. 只有聯合社的報道, 卻拾了中國政府

方面的牙慧, 說是受中國共產黨策動, 以侮辱學生遊行的價值, 以減輕美國

輿論的指摘. 觀察的態度大體上代表了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對中國政府和美國的態度.

這一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引發社會動蕩, 形成全國性的社會運動. 北起

齊齊哈爾, 南至香港、九龍, 東至台灣, 西至成都, 抗議、罷課、遊行不斷,

彼此呼應. 海外華僑也參與其中, 陳嘉庚領導的新加坡華僑促進中國和平民

主協進會發起了“美軍退出中國周”, 簽名者達10萬餘人. 陳嘉庚通電表示,

學生的抗暴運動“大義凜然, 國格人格賴以不墜.” 需要指出的是, 沈崇事件

的遭遇者 -沈崇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 人們被政治熱情與民族感情裹挾進

波濤洶湧的社會運動中去.

2. 社會運動所引發的深層思考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言: “1月2日到大使館的示威者當中, 部分是民盟

成員, 毫無疑問共產黨在其中發揮了作用…大使館認爲, 總的來說, 示威遊

行其實是人們對中國現有的總的政治經濟狀況普遍不滿及不安的表現. 對

政府的廣泛不滿由於無法公開表達, 因而變成了幾乎完全是針對美國.”55)

在他看來, 人們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日積月累, 受到共產黨的利用, 把矛頭

對准了美國. 言外之意, 抗暴運動針對美國是沒有道理的. 可其卻故意忽略

了導致規模龐大的抗暴運動集中爆發的原因.

54) 吳世昌, 論美軍事件 (觀察 第1卷 第21期).

55) 參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8. 1947. FRUS. 1 947. Vol. 7, p.14; 轉引左雙文, 1946年沈崇事件: 南京國民政

府的對策 , 近代史研究 2005年 第1期,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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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抗暴運動, 國民黨希望采取對策盡快平息事端. 對於國民政府來說,

失去民心已不是一時的事情. 早在1939年, 常任俠就在日記中寫道: “至小

石先生處, 先生言劉成禺云: 中國若亡, 是無地理;中國民族若亡, 是無人理;

中國國民政府若不亡, 是無天理. 其言近謔, 頗含至理”,56) 可見人們對國民

政府與國民黨的失望. 中央社南京4日電, 傳達了行政院對教育部及各地方

政府的指示: “據報北平兩美兵犯有奸汙中國女生情事, …此事爲該犯事美

兵之私人行爲, 犯事者自應受法律制裁, 至中美兩國間之友誼, 自不應因此

而受損害…各學校當局及地方行政機關, 凜各本此旨負責勸導, 遇有可能越

軌行爲, 並應負責阻止爲要.”57) 國民政府的這些做法, 意在淡化和歪曲事

實真相, 平息公眾的激烈情緒, 但卻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 遭到各地學生和

各大媒體的痛斥. 高校也無奈地做出相應指示與措施, 一方面遵從上級指

示, 使學生復課, 免生事端;另一方面同情學生運動, 不忍心采取極端措

施.58)

面對抗暴運動, 美國政府派國務卿貝爾納斯致電司徒雷登, 指示如下:

“國務院關注由近日北平事件引發的洶湧而至的學潮, 特別對他們當中普遍

存在的反美特徵及可能受到中國左翼團體鼓動的跡象, 更爲關切. ……對你

處理此事的方式甚爲滿意. 我們建議你可以考慮采取非正式方式向中國政

府指出形勢的嚴峻, 並要求中國政府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驟使事情得到控制.

此步驟可包括由政府發布特別聲明, 采取有效措施保護美國人. 你還可考慮

利用美軍新聞處人員, 及美國記者對發生在美國和中國的真實情況做更好

的報道.”59) 美方根本未提及如何處理案件以及向被害者、向公眾賠償和表

示歉意等, 只考慮如何控制反美風潮, 保護在華美國人, 向國民政府施壓.

胡適、傅斯年等社會名流則表示: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希望能夠早日得

到合理合法解決. …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 國人當然同具憤慨. 學生間

56) 常任俠, 戰雲紀事 (海天出版社, 1998).

57) 政院通令各機關學校 (申報 1947年1月5日).

58) 抗議美軍暴行運動擴大 十一校學生昨開會 (大公報 1946年12月31日).

59) 參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4. 1947. FRUS. 1947. Vol. 7. p.5-6; 轉引左雙文, 1946年沈崇事件: 南京國民政

府的對策 , 近代史研究 2005年 第1期,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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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會遊行, 亦屬理之常情, 但不可罷課, 希望能即日恢復, 免廢學業.” 記

者問其對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等口號有何感想, 他說: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也是一個老口號, 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 只要美軍在中國一天, 這口號就

存在一天”, 他認爲前者最好不要與後者發生聯系, 不贊同學生的罷課抗暴

運動, 對學生運動有所批評, 認爲學生是被人蠱惑, 太缺乏理性, 疾呼學生

復課, 專心學業.60) 任中央研究院歷史系主任的傅斯年也提出, “各校學生

誤將與政治無關之事件, 作爲政治事件”, 並表示: “准許美軍留華完全爲中

國政府之政策問題, 學生倘不滿此項政策, 盡可向政府請願. …近10個月來,

美軍且協助中國政府遣送日俘回國, 此種任務尚未終了, 中國境內尚有大批

日兵, 迄未解除武裝. 中國知識階級對於國際政治應具遠大眼光, 並須認識

中國不能在國際間孤立.”61) 從始至終, 胡適與傅斯年堅持主張政治事件與

法律事件分開, 國人應顧全大局, 不要把事態擴大, 以免造成不好的國際影

響. 他們還從國際背景出發, 提醒民眾注意美軍駐華的必要性, 並且批評某

些過激行爲. 這是其政治立場決定的, 顯然是犧牲沈崇個人, 而保全國民政

府軟弱的外交政策, 是對美軍罪惡行徑的默認、妥協與屈服.

對於學生的行爲, 國民政府認爲是有人在背後操縱, 被別有用心的人利

用. 面對學生抗暴浪潮, 上海市長的吳國楨62)發表談話: “當俄國人占領東

北時, 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 那麼應當針對這

個劣跡更大的罪犯. 或者, 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 那麼同時也應該對

蘇聯示威.”63) 後來, 他還在回憶錄中說: “我沒有小視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

女學生被強奸案, 但我說那是一件由美國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64) 羅家

60) 胡適返平 主持校務出席行政會處理不幸事件 (大公報 1946年12月31日).

61) 政院通令各機關學校 (申報 1947年1月5日).

62) 吳國楨(1903-1984), 字峙之, 湖北建始人. 早年在天津南開中學、清華大學學習.

1921年被保送至愛荷華州格林奈爾學院, 獲美國格林奈爾大學經濟學學士、普林斯

頓大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後回國在國民政府中任職. 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 任

上海市市長, 對上海學生運動采取較爲溫和的政策. 1949年去台. 因與蔣氏父子漸生

裂痕, 1953年辭職赴美. 他在美國公開揭露蔣氏父子的統治, 被開除黨籍. 1984年病

逝於美國.

63) [美]裴斐·韋慕庭 著 吳修垣 譯, 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 -吳

國楨口述回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p.39.



公共事件與文本解讀 -以1946年沈崇事件爲中心 (侯傑 · 胡慎) 221
倫65)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今日中大學生等遊行, 爲反對美軍二

人在北平奸汙女生事. 此等事本系個人行爲, 可以軍法解決乃強作成國際政

治問題, 蓋與共產黨發動之反美運動連成一片也. 可歎, 可惋惜.”66) 申報
刊載的文章指出, “此次不幸事件, 爲一法律問題. 而美軍退出中國, 則爲一

政治問題, 不可並爲一談. 美軍對此善後所提解決辦法, 大概尚好, 但應從

速解決, 絕不可拖, 美軍不懂得東方道德的特性, 所以他們也許還不理解中

國人民的憤慨.”67) 這裏特別提及該事件涉及“東方道德的特殊性”, 強調文

化的差異導致中國人極端憤慨, 故意忽略政治因素的作用.

民間知識分子表現得十分激越, 民族情緒極高. 運動伊始, 北大陳友松,

陳占元, 費青, 張頤, 沈從文等百名教授聯名致函司徒雷登: “本月24日下午

8時本大學女生某女生於北平城內, 被貴國駐華海軍兵士二人強行無禮, 女

士狂呼求救, 由路人聞聲報告警察局, 待警察趕到, 某女士已被奸汙. 查某

女士年僅19, 遭此暴行, 其所受精神上之創傷, 先生可以想見. 中國人對於

一個處女貞操之重視, 先生固知之甚深, 吾等忝爲某女士之教師, 聞悉此暴

行尤深悲憤.……”68) 他們強調"對於一個處女貞操之重視"的程度, 對貞操

的重視, 是他國人難以想象的. ‘貞操’乃沈崇事件爲知識分子特別重視的理

由. 在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 ‘強奸’是一種很邪惡的行爲, 道德淪喪, 不可饒

恕. 在中國人看來, ‘萬惡淫爲首’. 誹謗一個男人女性親屬的貞節或其本人

的清白, 是對一個自尊的中國男人所能做的最大侮辱. 從法律角度講, 這一

行爲也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爲. 況且施行這一暴行的還是外國男人 -美國

64) [美]裴斐·韋慕庭 著 吳修垣 譯, 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 -吳

國楨口述回憶, p.39.
65) 羅家倫(1897-1969), 字志希, 祖籍浙江紹興, 生於江西進賢. 1914年入上海複旦公

學, 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 1920年赴美國留學, 1922年起相繼在英、德、法等國

留學, 1926年回國. 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 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使清華改歸教育

部管理, 對清華大學發展有很大貢獻. 因中原大戰的爆發, 清華師生發動"驅羅"運

動, 被迫辭職. 1932年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對中央大學進行整治, 後辭職, 離開

了教育界, 赴台灣. 1969年12月病逝於台北.

66) 羅家倫先生文存 第8冊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1988).

67) 胡適返抵北平 東單事件已較前緩和 (申報 1946年12月31日).

68) 抗議美軍汙辱行爲 北平學生定今罷課 (大公報 194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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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 施暴者的這一身份, 與沈崇是中國女人- 不是妓女, 也不是普通女性,

而是中國的大學生的身份形成鮮明的對照. 雙方的特定身份, 更讓中國人無

法接受, 知識分子表現得尤爲明顯, “另一部分教授許德珩, 錢端升, 張奚

若, 朱光潛等, 則表示極度憤慨, 許德珩爲此曾痛哭流涕.”69) 沈崇被美國軍

人強暴, 象徵了孱弱的近代中國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侵入. 中國猶如受辱的

女性, 受盡百般淩辱卻又無力反抗. 沈崇被辱, 讓國人深深感受到近代以來

中華民族被列強欺侮的辛酸與痛苦. 於是, 沈崇轉變爲在美國殖民地外交政

策下被汙辱與損害的代表, 個人被辱擴大成爲國家民族被辱. 對同胞遭辱的

痛心, 以及強烈的道德屈辱感使得知識分子痛苦不已. 可見, 中國人重視其

社會意義遠遠超過事件本身的法律意義.

不容忽視的是, 某些報紙媒體稱“只有大學生起來抗議.”70) 學生身份是促

使學生們走上街頭、組織或參加抗暴運動的動力之一. 他們在抗暴宣言中

就提出: “因此必須承認民族自尊心和貞操觀念是運動掀起的有力因素之

一.”71) 顯然, 學生的覺悟沒有超過1947年5月‘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中所表現

出來的水平. 時人戲謔, “假如碰著的不是女學生, 而是妓女, 即使還是這一

套, 人們會譏笑妓女自討苦吃, 學生也可以覺得和自己姊妹無關”, 雖別有

用心地嘲笑學生們罷課遊行感情多於理智, 但是卻也符合了時人的某種心

態. 參加遊行的學生回憶說: “那時我們提出了‘美軍退出中國’的要求, 但多

數同學對這要求的了解是因爲只有美軍退出中國, 才可以不再發生類似沈

崇的事件. 若在當時強烈的指出美國政府與中國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有緣的

關系, 恐怕是不能爲多數同學接受的.”72) 沈崇案件審判結束之後, 報紙媒

體紛紛發表意見, 表達對最終審判結果的不滿. 有媒體尖銳地指出: “這法

庭組織不僅中國的法官、律師無權參加, 就是受害人沈女士也只能以證人

的身份出庭. 在中國的領土上美國兵強奸了中國女學生, 中國法庭無權審

69) 平學生罷課一天 抗議美軍強奸北大女生 (申報 1946年12月30日).

70) [美]胡素珊 著 王海良 等譯, 中國的內戰 -l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 (中國青年

出版社, 1997), p.62.

71) 參見燕京新聞, 第l3卷 第8期.

72) 常任俠, 戰雲日記 (海天出版社, 1999),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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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審判的本身已屬可恥". 爲此提議: "要廢除類似治外法權的在華美軍

刑事條例, 沈案應由中國法院公開審判, 判強奸者應得之極刑.”73) 後來, 有

人一語道破‘天機’: “美國人即對此案情之解釋乖謬, 則皮爾遜實在有罪無罪

之間, 如我國爲一強國, 美方或不致判皮爾遜無罪. 目前中國國際地位降落,

已爲人所共識, 皮爾遜之宣判無罪自在意料中也.……”74) 在作者看來, 是

“中國國際地位降落”導致了沈崇案件的如此結局. 在1947年底, 即沈崇事件

發生一年之際, 燕京新聞以 歲末憶抗暴 爲題, 喚起人們的記憶;用皮爾

遜回國後終被無罪釋放和駐日美軍因強奸日本婦女而被槍決之事加以對照,

提醒人們不要相信美國法律的莊嚴與公正. 媒體已從沈崇案件上升到對國

民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反思, 並且開始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 如當代學者所

云, “民族比較是現代中國思想的基本處境, 亦是中國現代性思想的基本問

題所在.”75) 波瀾壯闊的抗暴運動使人們把關注點轉移到國家命運、民族前

途的思考, 沈崇事件本身充當了‘導火索’.

Ⅴ. 結 語

報刊媒體的功能之一就是告知受眾. 綜觀媒體對沈崇事件的報道, 可見各

報刊媒體受制於不同的地位、觀念, 雖是對同一事件的報道, 卻表現出很大

的差異, 表達了媒體的不同立場與對這一事件不同的傾向性. 因此, 我們只

能在浩瀚的文本中, 探尋曾發生過的歷史事件的過程與輪廓. 同時也知道:

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 選擇和提煉, 進而構建‘文本歷史’, 並對其展開

解讀. 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不斷地以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重新詮釋歷史, 歷

史事件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以某種形式呈現出來. 透過文本, 重新

解讀與沈崇事件相關的各界人士的言論, 以及報刊媒體的立場和態度, 可以

洞悉其中暗藏的玄機.

73) 伊娜, 沈案並未“告一段落” (現代婦女 第8卷 第5期, 1947年2月10日).

74) 故都司法界談沈崇案感想 (法律評論 1947年 第15卷 第5期), p.19.

75) 劉小楓, 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 (上海: 三聯書店, 1998),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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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文本歷史’似面銅鏡, 盡管‘客觀性’原則是媒體從業者

的‘上帝’. 但亦必須承認, 經媒體報道過的‘新聞’, 由於媒體從業者和傳媒機

構有意無意間的操作, 已不能保證其是生活的真實呈現. 在此過程中, 諸多

複雜的潛在的因素發生不同的作用, 顯性的和隱性的取舍, 修飾, 隱喻, 褒

貶, 錯雜其間, 文本解讀不能忽視‘歷史性’. 實際上, 文本是作者價值觀和世

界觀的反映, 又受到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制約. 沈崇事件文本的記載顯示了民

國時期國內外的政治環境, 文本解讀不能脫離文本所處的時代和作者自身

的社會身份來考察, 只有將文本納入特定的語境加以分析, 才能使文本得到

准確闡釋.

沈崇事件所引發的抗暴運動, 在國家民族話語之下, 把人們關注的重點直

接轉移過來. 這一事件引發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與中國的歷史處境、現實

壓力以及國人的國族認知有密切的關系. 當個人遭遇成爲公共事件時, 社會

各階層人士所關心的不再僅僅是個人遭遇以及事實真相, 而是民族情緒的

表達與渲泄.

沈崇事件包含著豐富的性別議題. 沈崇是中國的女人, 高等學府的大學

生, 還是名門之後;被駐華美軍強暴. 學生身份讓青年學生產生身份認同, 被

強暴的遭遇更引發了國人深重的道德屈辱感. 沈崇事件從悲慘的個人案件

演變成悲壯的社會運動. 成爲影響深遠的國際事件. 在近代中國社會, “‘我’

不論是個體小我或是國家社會的大我, 原來竟是有性別之分的, 不能以一中

性(男性)的修辭表述, 一語帶過.”76) 中國女人與外國男人成爲中國近代社

會一組特別的性別議題. 近代時期生活在中國土地的外國人並不孤立於中

國社會之外, 而與中國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形成各種各樣的性別關

系. 沈崇事件無疑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和歷史特點的公共事件. 足以引發穿

越時空的思考.

76) 王德威, 想象中國的方法 (三聯書店, 1998), 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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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Event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ext

-the expression of the Chen Chong case in 1946

the Chen Chong case and the following events it brought forth in

1946 embody plentiful meanings of nation-state and gender. By

explaining the text of the case,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istinct social

identities and subjective attitudes from writers of different texts on

the Chen Chong case. Meanwhile, it displays the concern of the

media to this cas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it stirred up. S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when a significant event appeared,

the various social statue and objection of the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reporting it. After that it tries to show the profound influence it

evoked in the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Chen Chong and her family who were injured and wounded were

paid close attention at the beginning then forgotten by people, but

the Chen Chong case as public event became an social campaign.

The two have obvious contrast. Because of the context of

nation-state, the encounter of one person became public event

rapidly, and the public followed closely not only the encounter of

Chen Chong and the truth of this case, that more important thing

they cared was the expression of collective aspiration and their

strong feelings.

A Chinese women was raped violently by the soldier of US

armed forces who stationed in China in that special period, that

became to be the public event from personal encounter. And it

brought about more and more social campaign, then changed to an

international event effected deeply. It is helpful to rec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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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connotation hiding behind the ev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by the gender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gender in modern society of China, men and women existing in

modern time of China made up an complicated, manifold soci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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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글요약)

公共事件과 텍스트 해독
-1946年 沈崇事件을 中心으로-

侯 傑 · 胡 慎

1946년에 발생한 심숭사건(沈崇事件)과 그로 인해 촉발된 사회운동

은 풍부한 국가민족 의식과 젠더(性別, Gender)적 의미를 갖고 있다.

본고에서는 문건 해독의 방법을 통해 서로 다른 텍스트 기록자들이

이 사건에 대해 갖고 있던 서로 다른 사회 신분에 따른 주관적 태도를

파악하여 공공 사건이 민국시대 중국 사회에 불러일으킨 심원한 영향

을 분석하고자 하였다.

피해를 당한 심숭 본인과 그 가족들은 처음에 대단히 큰 관심을 끌

었으나 나중에는 무시되고 말았다. 심숭 사건은 공공사건으로 시작하

였으나 사회운동으로 상승하여 뚜렷한 대비를 보였다. 국가와 민족이

라는 이름 아래 개인이 공공사건으로 빠르게 변화하였고, 사람들의 관

심은 개인적인 차원의 진상 규명뿐만 아니라 집단 정서를 표출하는데

까지 발전하였다.

사회적 젠더(Gender)라는 시각에서 보면 그 배후의 젠더(Gender) 의

식을 한층 더 뚜렷하게 보여 준다. 중국 여성이 주화 미군에게 폭행당

한 사건은 개인적인 차원으로부터 공공사건으로 변화하여 사회운동을

야기하였으며 국제적인 사건으로 발전하였다. 그러므로 중국 근대사회

의 성별관계뿐 아니라 근대사회에서 생활하는 중국과 외국 남녀 모두

에게서 복잡 다단한 사회적 상황으로 형성하였다.

주제어: 심숭, 공공사건, 사회운동, 젠더, 텍스트 해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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