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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晚年的爱国情怀
◎陈志雄
ｆ摘要】晚年入天主教本笃会隐修的陆征祥在祖国生死存亡关头挺身而出，通过著书立说及创办报刊等多
种方式，在海外为国效劳，挞伐日本之不义，激励国人奋起抵抗，争取国际同情与物质援助，展现了他的爱
国情‘怀。
［关键词］陆征祥
［甲图分类号］Ｋ２６

爱国

日本侵华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６）０４—０１０７—０５

１９２７年，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脱离宦海，人比利时布鲁日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肋修院修
道．从此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陆氏为民国外交耆宿，清末曾任职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馆，后持节荷兰
及俄国：民初在北洋政府中屡掌外交，并曾任国务总理及袁记帝制政府之国务卿。１９１５年中日“二十一
条”谈判及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陆征祥均为中国政府首席代表。国内史学界对其外交事功较为关注，评价
可谓毁誉参半；对其晚年在比利时的隐修生活则视为消极之举，缺乏系统研究，多以“隐遁”、“避世”、
“忏悔”等语一笔带过。事实上，陆征祥虽潜心学道异域，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在中华民族陷于
危难之时，他大声疾呼，号召国人奋起抗日，并著书立说，在海外宣传祖国抗战，展现了他的爱国情
怀。其超性爱国主义理念及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的憧憬，至今仍具有镜鉴意义，值得我们回顾与反思。
一、以天主教教义评判日本对中国东北之侵占
“九·－－／＼”事变起．东北全境在４个多月内即完全陷于日人铁蹄之下，“满洲国”傀儡政权亦随即成
立。面对这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痛心疾首，举国鼎沸。陆征祥虽然栖迟泰西，面对国难
亦未隐忍不言。强邻深侵，国土沦丧，同胞遭殃，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愫。他惊呼帝国主义者于世界期望
和平最切之时“竞不畏天命，不悯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无极！”由于已届花甲之年，
且身体赢弱。他不可能像英勇的战士们那样执起枪杆效死沙场，但备感“唤起世界舆论，共同担任维持
和平之不可稍缓”。…旧，因为“自东北事变以来，外人难知真相，东邻多方宣传，舆论偏重Ｅｌ本……均以中
国将变赤化，盗贼横行，日本为维持远东大局秩序，乃其天职，居然以远东主人翁自夸，令人发指”。④为
使欧美人士易于理解当时中国的情势，昭著公理，暴露强权，陆征祥不顾病痛，毅然提笔，用法文写成
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ｅｔ 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Ｍａｎｄｃｈｏｕｒｉｅ ｊｕ９６ｅｓ ａ ｌａ ｌｕｍｉ色ｒｅ ｄｅ ｌ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６ｃｒｉｔｓ ｄｕ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Ｍｅｒｃｉｅｒ（《根据梅西爱枢机的著述以天主教教义评判满洲之被侵占》）一书，于巴黎出版（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ｉ；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Ｆｏｙｅｒ，１９３３）。梅西爱枢机啦欧美基督教界享有盛誉，陆征祥认为其著述中“拥护政府爱

国爱民之崇论宏议，无不根据公理正义博爱诸大原则，以昭示强权之不可久持，公理必得最后之战胜，
适先得吾心之所欲言，而可以发人类之深省”。他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与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问德军占领比利时

相提并论．择要宣布梅西爱枢机著述中切合于东北三省国民被压情形而适于实施之精理名言，“为尽余一
分公义之职．以效力于爱好国际和平及秩序诸君，亦即效劳于我国家”。［１］【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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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征祥致翰卿函底稿，藏于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肋修院陆征祥档案。根据原文内容判断，当为陆征祥致张学良函。
按：张学良，字汉卿。

②Ｊｏｓｅｐｈ—Ｄ６ｓｉｒ６ Ｍｅｒｃｉｅｒ（１８５１—１９２６），比利时马林（Ｍａｌｉｎｅｓ）总主教区总主教。１９１４年德军入侵比利时，作为比国
精神领袖的梅西爱枢机发布圣诞节牧函《爱国与坚忍》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

ｅｔ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公开谴责德军暴行，并向比国民众阐

述了基督徒应持之爱国观，号召他们不必服从占领军＂－３局及其威权，而应守土不屈，拥护国王亚尔培一世，同仇敌忾，共
同抗击外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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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在书中首先回顾了日本侵华的几件新旧案，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要求等，揭
露了１９３１年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上海、热河等地之种种恶行，并介绍了《李顿报告书》和马丁《日
本反对国联》一书的主要内容。他旁征博引，分析了战祸之源以及如何避免战争这两大问题，进而指出
爱国“为最高尚之美德”，公民不顾私利服务于国家“为宇宙间最高之理想”。他对于战争并非绝对否

定．认为：“战争只用作保持和平必须之方法时，可告无罪。”此即所谓“不为兴战而求和平，然得为和
平而作战”。他坚信，如果中国人民能持“宁可牺牲一切，而不愿忍诟受辱”之精神，建树为真理服务、
忠于仁义之自信力。则公理必有最后胜利之一日，东北锦绣山河之收复指日可待。梅西爱枢机要求比利
时人民不必承认德国人所扶植的傀儡政权，陆征祥借梅氏之言，号召处于日军铁蹄之下的同胞们应以同
等态度对待伪“满洲国”，绝不可做亡国奴。
该书出版后，陆征祥以“中国前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现本笃会修士”的身份将其寄赠国际联盟委
员国元首、总理、外交部长、上下议院议员以及政界、报界人士，呼吁他们主持正义，维护国际公理，
向日本施压，对中国人民施以援手，共谋世界和平。法国、比利时等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与介绍，上海

《圣教杂志》、江西《民报》、《磐石杂志》亦将其译为中文予以刊载。陆征祥后来重印该书时自述到：“本
书写于１９３３年比国依瑟（Ｙｓｅｒ）河畔。此河为比国抵止强敌侵入国土之处。余写此书时心灵中遥念我国
之依瑟河，祈祝一中国之亚尔培。……一切胜利，何莫非血战抵抗之结果！世未有不饱经痛苦损失而可

胜利者。胜利之获得，全系于全国人心团结，集中意志，听命于唯一领袖指导之下焉。国难方殷，敢献
数言于吾亲爱同胞之前，以期待最后之胜利。”ｒ２］（卷宗ｓｓ，他的言论既博得了欧美基督徒对中国人民抵抗侵略
之正义事业的同情与支持，也引起了国内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于右任称他“执事托迹海邦，乃心祖

国．以卫道之热忱为东北水深火热之人民伸张公理．亦中央同人之晨钟暮鼓也。敬佩敬佩！”［２］（卷宗８，
二、和平至上主义与超性爱国论
以自身外交经历，陆征祥推崇“口舌胜戈矛”之信念。故其虽勉励国人为和平而战，但并未放弃和
平解决中日冲突之努力。儒家文化传统中“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以及基督教文化中的
“和平至上主义”，使他坚信只有“和平才是真理，就是说国家建筑在正义之上，国内才能享有秩序。正

义是绝对的，仅只有他是人类和大造间，及人和人间各种关系的表示。”［３］（Ｐ１㈣他期望中日之间能消弭战
争，“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和平共处。为此他于１９３７年致函日本裕仁天皇，①指出侵略主义不合时代潮
流，不合日本自身利益，冀图唤起天皇之良知，促其改变方针，制止对华战争。
陆征祥在函中表示，“今日满州事变，不独为吾两国切身之灾，世界祸福，将悉以此为导线。”明确
指出日本并吞满蒙的计划“有百害而无－－Ｎ”。他奉劝天皇，“凡谋国者，当顺大势，倒行逆施，必受其
殃。侵略政策，乃历史上过去之事，不适于二十世纪。”希望天皇能虑及“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尊重
世界人民的和平意愿，阻止战祸发生，而不应“徒容纳少数军阀之偏见，以与新世纪之潮流相抵抗”。
他进而指出，近世科学发达，但世人少享科学之福，反多受科学之祸，此非科学之咎，乃在于人类用之
不得其道。日本科技发达，制造精良，如果政府能放弃穷兵黩武之野心，用科学于和平之途，与世界各
国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不仅全球各处将成为日货销售市场，而且可以减轻巨额军费预算带给人民的沉
重负担。况中日两国“相去最近，又系同文同种之邦”，倘日本能“以和平为怀，遇事提携，感情一好，
则中国对入日货，必格外欢迎”，其它国家必不能与日货相竞争。他谴责日本不少人士不识时务，以好

大喜功之心，为争城夺地发动战争，杀人盈野。“战端一开，必为空前绝后之巨灾。世界文化，或与俱
尽。稍有人心者，而可为此乎。”他奉劝天皇深刻自省，克服私欲，“不弃刍荛，翻然复计，撤回满州戍
兵”，如此则“东方一隅，拨云雾而见青天。和平曙光，起于扶桑，映于寰瀛”。
陆征祥虽向天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内心对其制止战祸并未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中日战
①笔者在比利Ｈｅｉｒ－学期间，于圣安德肋修院陆征祥档案中发现此信，为已发表之各著述所未提及者。原函为中文，
约１３００字，无标点，亦未署日期，但据函中陆征祥所述“晚年遭鼓盆之痛，遂弃官入道院，朝夕虔诚奉事天主，不复问国
家事者，将近十年已”一句，可断定此函写于１９３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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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早晚难免……早发早了，晚发晚了，终以死中求生，不以幸免求生。死尸如山岭，血流若江河，牺
牲愈多，人格愈高，民族存亡，在此一举。”［４］（ｎ㈥尤其是当他目睹国内友人寄来的照片时，上海及附近地
区遭受日军轰炸后房屋倒塌、满墙弹孑Ｌ、火车翻转、桥梁断裂之惨状，使他无法对邻邦再抱和平幻想。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扩大对华战争后，各宗教领袖纷起行动，助政府共抒国难。１０月２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致
电陆征祥：“强邻侵凌，犯我疆土，全国抗战，敌忾同仇。暴行屡施．中外愤慨。各国耶稣教信徒对日已
有严词表示，天主教方面如得教廷或教友方面提倡鼓吹，主张正义，并制止日方暴行，曷深企幸，诸祈
酌夺”。［２］（卷宗弼’陆征祥得函后随即将美国总统罗斯福１９３３年的就职誓词以中、英、法三种文字重印，并分
赠各界人士。罗斯福在该誓词中引用《新约圣经》中保禄致格林多人书信的内容，一再强调仁爱主义。
陆征祥希望“凡近世领袖人物以聚敛、扩军、杀人、拓土为正当责职者，皆宜手持此篇而三复之也”，
落款时间也特意署为“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启衅日”。［ｚ］（卷宗６３’
陆征祥批判之目标虽然集中于日本侵华，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放眼于普世人类的和平。在他看来，
当时非独中国面ｌ临兵燹之灾，整个世界均陷于无休止之纷争。究其根源，则在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在

“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他依据天主教之博爱精神，做《爱国论》（《新南星》第五卷，１９３９，９）劝谕世人：
“国有祖国天国之称，爱国有人性超性之别；爱祖国者人性也，爱天国者超性也。超性包含天性，使人格高尚，
使生活于百善之中，个人祖国两受其益；人性脱离超性，使人格低落，使生活于万恶之中，个人祖国两蒙其害。现
在世界各国，提倡爱国，爱祖国于万有之上，西文：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故祖国，乃独一之至尊者，甚至拓土杀人，日：此
为祖国也，正当之行为也；毒害人种，亦均：此为祖国也，正当之行为也；侵夺人利，不顾公理，亦日：此为祖国
也，正当之行为也……。凡此爱国分子，日生活于万恶之中而不自知，反以爱国自傲，其人格之低落，为人所不齿，
岂非个人祖国两蒙其害乎？公教提倡爱国也，则不如是，爱祖国而兼爱天国，以超性之爱，包人性之爱，其爱何如？
日：邻邦遇衰落不振之际，尽力扶助，以复兴之；日：邻邦遭饥荒疾疫之祸，节食施医，以赈济之；日：邻邦被人
侮辱侵略，或整旅往助，或遣使调查，据理力争而判断之……。凡此爱国分子，以高尚之人格，维持公道正义，保
卫人类文化为职责，日生活于百善之中，为世界民众所崇拜，彼既爱本身祖国，兼爱他人祖国，以彼此祖国做平等
之爱慕，而以天国为独一之至尊者，如此，岂非个人祖国两受其益乎？爱国美名也，而爱国之道，各有不同，孰得
孰失，孰去孰从？愿世人自择之！”

陆征祥崇尚“仁和”理念，坚持和平至上主义，企望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使人类免受战
祸之苦。但“铁血摧公理”的残酷现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国际间并无公义，转而寻求“超性之爱”。这
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固然高尚，却在日益甚嚣尘上的“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的悖论中变
得虚无缥缈。他后来意识到只有刚柔并用，以战促和，方能最终结束战祸。

三、抗战宣传：《中华公教呼声》与《＜益世报）海外通讯》
１９３８年，Ｌａ

Ｖｏｉｘ ｄｅ ｌ’］ｔｇｌｉｓｅ

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中华公教呼声》）在比利时出版。该书汇集了教廷驻华代表

蔡宁、上海主教惠济良以及于斌等人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向各国民众表达了中国天主教会领袖
对世界和平的殷切期望，陆征祥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自１９３１年以来，日本为一己之私，公然践
踏国际法，违背国际条约，对华实施野蛮侵略，企图在中国建立永久军事控制。１３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及
对其它北部省份的侵凌，虽使中国人民饱受苦楚，却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日本现在扩大对华战争，
是中国政府、社会和人民果断作出决定的时候了。中国教会领袖遵循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唤起民众及联
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国事遗嘱，以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为己任。《自由比利时
报》（Ｌａ

Ｌｉｂｒｅ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列日捷报》（Ｌ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ｄｅ

Ｌｉｅｇｅ）等报纸介绍了该书。它随即被译成英文、意大

利文、匈牙利文以及世界语在伦敦、罗马等地出版。中国教会领袖团结抗战的形象，使国内、国际人士
均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
是时１３本政府及军方非常重视国际宣传．对外宣称其过去之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履行维护东亚和平

的使命。其现今在华采取军事行动之目的，亦为剿灭盗匪及共产党人，维持远东秩序与社会正义。事实
上，日本所谓之“秩序”即确立其在远东的霸权。而当时欧洲多数报刊均大量采用日本官方新闻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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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成为日本陆军部之传声筒．严重误导国际舆论。伪“满洲国”成立后，英法企业家分别派团前往考
察；比利时著名亲日派、驻日本大使德·白松皮尔男爵亦在比国报纸上撰文，鼓吹比国工商企业家去东
北考察，实际上是为进一步承认伪满铺平道路。鉴于此，天津《益世报》创办人、已加入中国籍的比利
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Ｖｉｎｃｅｎｔ Ｌｅｂｂｅ）与于斌商议，拟在比国出版法文月刊Ｌ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 Ｃｈｉｎｏｉｓ
（《（益世报）海外通讯》），向欧洲民众披露远东事件之真相，以遏制日本在欧洲的宣传攻势，试图通过
国际舆论压力迫使日本停战修和。他们决计将此重任委托于时在布鲁日隐修的陆征祥。１９３９年１月，于

斌抵达圣安德肋修院，与陆征祥商谈《（益世报）海外通讯》出版事宜。经短暂筹备，２月４日该刊在布
鲁塞尔正式出版，总管理处与编辑部设于昆明，秘书处设于布鲁塞尔，由陆征祥的秘书爱德华神父（Ｅ．
ｄｏｕａｒｄ

Ｎｅｕｔ）负实际管理之责，另于巴黎设办事处。

《（益世报）海外通讯》为第一份在国外出版的中国报纸副刊，它秉承《益世报》之传统，以天主教
教义为指引。既揭露Ｅｌ军在中国占领区之种种暴行，报导华夏儿女之浴血抵抗行动及现时社会生活状
况，同时亦登载世界各国人士对中日冲突与世界和平的看法。陆征祥希望该刊“像欧美所有报刊一样，
既可见于各国政要、社会名流、上流社会妇女以及职业女性之案头，亦可见于汽车司机、马车夫、小商

贩、工厂工人等卑微者之手”。［ｓ］（ｍ，一－９３９，Ｐ２６）发行之初即向欧美政要、关心中国的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寄赠。
陆征祥年届７０高龄。体弱多病，书写不便，仍以Ｍｏｌｉｎｅ或Ｍｏ Ｌｉｎ的笔名（从第２期起用中文加署“木
兰”），以“一群中国年轻女性”的名义，坚持为该刊撰写“中国妇女通讯”。通讯的内容主要有四点。
（一）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以及中国民众所承受的巨大灾难。“木兰”指出，民
国建立以来，中国民众在借鉴其它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力图赢回已失去的时间，实现中国的复兴。但日
本的侵略不仅使中国陷于血腥的战争之中，而且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５ｊ他向欧美姐妹们描述了
南京、汉口、重庆等城市遭受日军轰炸之后尸横街头、伤亡遍地的惨状，指出当前人类历史已濒危局，
恶势力之膨胀。已危害各民族数世纪以来承继自其先祖之文化与文明。故中国既为自我生存而战，同时
亦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战，以保存此种文明与文化。

（二）向欧美女界诉说中国妇女在战争中亲历的苦痛，凸显她们决志保卫祖国的使命感以及舍生忘
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坦诚地告诉你们，经过近２０个月的战争，我们已与祖国心心相融；因为我们每个
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敌人的威胁。它要掠取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

……中国的年轻女性已经觉醒。”“在军队后方，在医院，我们那些年轻的护士和护理员姐妹们致力于照
顾伤者、病号、难民、孩童、妇女以及老人。”［５］（Ｎｏ，，删１９３９，州删
（三）将中国与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比利时相较，以便欧美女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时所处的困境。他
将蒋介石和宋美龄比作中国的亚尔培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宣扬蒋、宋的爱国言论及其抗战活动，向欧
洲妇女详细介绍蒋、宋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并将之
与福音精神相比较。
（四）希望通过建立通讯联系，与比利时及其它西方强国的女性们在思想上更紧密的联合起来，并
呼吁她们深切关注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他号召西方姐妹们抵制日货，劝

告她们“不要问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孩子买日本玩具所付出的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

弹落在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我们的小孩子身上——这些幼小无辜的生命尚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
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ｓ］（Ｎ％，ｊ，ａｕ“蝴，Ｐ９６）同时他满怀期望地邀请西方国家妇女来华服务。
该报的宣传在法国、比利时等法语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逐渐改变了法语国家人民对于中国抗战
事业的态度，为获取国际援助和促进中西人民友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该报的影响下，安特卫普《都
市报》（Ｌａ Ｍ６ｔｒｏｐｏｌｅ）开辟专栏报导中国抗战事业并为中国人民的观点辩护，其它报纸也纷纷转发《（益

世报）海外通讯》的有关报导或向该报索取关于中国的信息。Ｅ６３（ｆ：２－３）比利时中国友爱会（Ａｍｉｔｉ６ｓ
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该国主教、青年工人乃至学生均响应《（益世报）海外通讯》的呼吁，或发表通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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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或向陷于兵燹之灾的中国孤儿及战争受害者捐款，支援中国军民抵抗外来侵略
的正义之举。甚至有比利时青年愿意充当志愿军，参加中国抗战事业。［：］（卷宗∞，６１）一些比利时友好人士也
与该国红十字会合作，成立“比利时援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委员会”（Ｃｏｍｉｔ６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ｅｎ

Ｂｅｌｇｅ ｄｅ Ｓｅｃｏｕｒｓ

ａｕｘ

Ｖｉｃｔｉｍｅｓ

Ｃｈｉｎｅ），两年之内即募得善款６６４０４７．２５比郎，主要资助上海慈安产科医院和慈惠医院，

并为妇女儿童提供避难所。陆征祥本人亦将３００份Ｌｅ Ｓｏｉ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６画报上所刊登的有关他的报道以及２０００
份比利时国王亚尔培致其亲笔信的复制件分赠友人，希望他们能提供资助，建立一间专为穷人服务的

小医院。１９４０年初，在自身医药费尚无着落的情况下，陆征祥仍捐献救国公债票１１０元。［ｚ］（卷宗４７）
除向国际社会呼吁外，陆征祥亦将中国传统的忠孝之道与天主教“孝敬父母”之诫命相结合，鼓
励同胞在国难时“移孝作忠”，以孝敬父母之心报效国家：“小兄……心里盼望国人都做孝子。在战场
必忠勇，在政府必尽职，在社会必正派，在家庭必尽本分。虽有强邻ＸＸ，我亦何惧哉！”［，］（１＇２９８）他勉励

华侨杨峻林等人“效法大舜，以光祖邦”。［ｚ］（卷宗ｓ·）他认为，在国难期间，“振兴教育实为救国要图”，期
望海外侨胞能共襄盛举，资助辅仁大学，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ｚ］（巷宗甜）与此同时，他个人出资印

制大量明信片，配以中、英、法文说明，在海外华侨及国内友人中广为散发，藉以相互砥砺。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马相伯所书“还我河山”；著名画家张善子（张大干之兄，人称“虎痴”）所作“五虎扑
山图”并附民族正气诗“汉家飞将雄，直扫倭虏穴；恢复旧神州，四海歌英烈”；无名氏所作“中华
睡狮猛醒”等。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陆征祥欣然欢庆国运之否极泰来。他为战争的结束而欢
欣鼓舞，特题“公理战胜强权，铸剑戟为农器”以为纪念，［ｚ］（卷宗加）并请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代其
致电重庆《大公报》：“神州恢复，代表全国献祭谢恩。”［２］（卷宗㈣
四、余论

拿破仑曾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陆征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笔
为枪，挞伐日本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呼唤正义与公理，既展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人文关怀，也为
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增强祖国民众抗战到底与抗战必胜的信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交部长王宠惠函赞“台端阐扬公教，倡导和平，远隔瀛蠕，不忘祖国，行见外患胥战，真理弥明，
仁言利溥。曷胜景佩”。［ｚ］（卷宗斯）驻美大使顾维钧亦赞其“关怀祖国，虔祷和平，悲天悯人，慈光博大，
曷胜钦仰”。［ｚ］（无编号）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在呈外交部函中，称许陆征祥“关怀国事，一如囊昔。抗战以

来，致力于国际宣传，不遗余力，深赖协助”。［ｚ］（卷宗胛）古巴侨报《华文商报》誉“陆征祥爱国不后人”，
认为其宣传之功效“实不能以等闲看也”。［·］外报称“作为本笃会隐修士，陆继续为他的同胞服务。没
有人比他更尽心尽力地了解和热爱中国”；［Ｒ］他是“苦难中国的伟大捍卫者”。［。］
毋庸讳言，在抗战救国的洪流中，陆征祥之言行无异于沧海一粟。但邱首不忘故国，丹心一片难

忘。斯人已逝，其拳拳爱国之心与赤诚精神却生生不灭，永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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