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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及中史補充教材：＜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 

 

 

金一南教授＜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 (一)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 1644 年，滿清入關，進入北京，開始了對中國的統治，建立大清帝國。

繼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後，嘉慶、道光年間開始衰落，當時是 19 世紀

初葉，正值歐洲工業革命，各國經濟發展，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清朝在抵禦

外侮同時內部亦處於改革派與守舊派的鬥爭。1840 年，中英兩國爆發鴉片戰爭，

清廷戰敗和英國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開啟中國近代史。

「中華學社講座系列」今集請來的嘉賓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金一南教授。他

會跟我們回顧清末鴉片戰爭，至民國時期共產黨成立的歷史。並從多次變革失

敗和列強入侵的事件之中，分析了中國衰敗的核心原因。） 

  

金一南教授： 

 

今天對我們來說也非常榮幸，能夠在這個場合，給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做闡釋

—「百年滄桑從東亞病夫到民族復興」。我覺得如果是一個衰敗的中國，我也

早就是一個街道小廠的退休老工人。我現在早退休了，我今天根本不可能在香

港給大家講這個故事，也沒有這個故事。它印證了什麼？一個崛起的中國。我

們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的接合，就像孫中山講的一樣，歷史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一個人生命很短暫，事業很短暫，你能夠把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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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到國家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你就是一滴融入大海的水，永不乾枯。如果你

脫離大海，那你很快就沒有了，這是給我至深的印象。 

 

後來我又想起了我 2000 年，在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簡稱 RMCS。皇家軍

事科學院第一次有中國軍官進入。2000 年和 2015 年，中國的國力完全不一樣。

當時英國國防部第一次邀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進入皇家軍事科學院。按照

英方的規矩，在學習期間，每名軍官都要講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憲法、

國防、還要講為什麼，為什麼這個社會制度，為什麼這個意識形態。我們班 30

名軍官，來自 26 個國家和地區，社會主義的只有我一個。人家都務實，你看這

個班的主題：「民主政體中的防務管理」，中國是個異類。來了，他們喊中國

軍官來了，很有意思。每名軍官都要講，每人講 20 分鐘。每個週五上午講，講

的順序由抽籤決定。我想 30 名軍官，哪兒輪得到我啊。南非軍官麥克都林他上

去抽籤，第一張籤愛沙尼亞軍官，第二張籤中國軍官，全場哄堂大笑。我當時

猝不及防，剛剛才報道第一週，語言環境還不熟呢。讓我講社會制度、意識形

態，我也不是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不是搞政治理論的，我們搞國家安全戰略

的。我當時想這是什麼抽籤啊？這是不是個陰謀啊？故意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全場哄堂大笑，為什麼呢？愛沙尼亞非常小，波羅的海，彈丸之地。中國非常

大。愛沙尼亞剛剛從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下掙脫出來，中國人還在搞社會主義。

所以全班軍官哄堂大笑。他們覺得反差太大了，全笑起來了。當時我坐在那裡

悶悶不樂，生悶氣，我在想怎麼對付他們呢？捷克軍官羅德維爾他上來勸我，

站我旁邊的這個。捷克原來是社會主義的，他深知我的難處，他上來悄悄的跟

我說：「他們就想聽聽你們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你們為什麼搞社會主義？

你何必講這個呢，你講就上他們當了！你講講你們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那麼悠

久的歷史，20 分鐘時間很快過去了。」我一聽他主意不錯，我準備按照他的主

意去做。後來全班人都走了，我坐在教室裡越想越不對勁，我就想起了我入伍

以來，我在寫日記，一本一本倒，扉頁上自己寫一句話。自己激勵自己，今天

叫心靈的雞湯，自己激勵自己，自己勉勵自己。我經常寫的一句話，做難事必

有所得。你做容易的事情，做輕車熟路的，閉著眼睛都能做到的，那是重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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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就是要幹自己沒幹過的，那是挑戰，不管成功失敗都是提高，這個事

情我從來沒做過，我從來沒講過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就不信我講不了。

我下決心不按照羅德維爾的主意，我講。週三上午抽籤，週五上午講，英方課

程安排得非常緊，準備時間只有週三、週四兩個晚上。週三晚上我睡三個小時，

週四晚上我睡兩個小時。在皇家軍事科學院圖書館，全力以赴準備這個課題。 

 

週五上台，愛沙尼亞軍官先上台，因為抽籤抽到第一個就是他。按照英方的要

求，光講不行，要做 PPT(簡報)，我們就形成習慣了，但凡什麼事情都做 PPT。 

把觀點打出來讓別人看見。英國人要求做 PPT，我們就做了 PPT。愛沙尼亞軍官

圖文並茂，他 PPT 做得非常好，比我好多了。他講什麼呢？他講 1989 年 8 月，

波羅的海三國近兩百萬人手拉手，組成數百公里的人鏈，要求民族獨立，被稱

為「波羅的海之路」。近兩百萬人長的人鏈，他採用了 BBC 的航拍錄像給大家

看，BBC 的直升飛機從空中所拍攝的，波羅的海橫跨三國，將近兩百公里。從

白髮蒼蒼的老者到步履蹣跚的孩子組成的人鏈，手拉著手穿過城鎮，穿過河流，

跨過田野，跨過橋樑，非常壯觀，很震撼人！戈爾巴喬夫當年看的鏡頭，深受

震撼，戈爾巴喬夫後來講：「既然他們如此強烈的要求獨立，那就讓他們獨立

吧！我們留在蘇聯內部的人，把蘇聯搞好，他們今後會重新要求加入。」戈爾

巴喬夫太天真了，蘇聯的解體，從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開始。從愛沙尼亞，就跟

牆上的瓷磚一樣，愛沙尼亞是第一塊玻璃的瓷磚，其他的噼裡啪啦跟著掉下去。

蘇聯解體，愛沙尼亞軍官在台上講的時候，台下鼓掌的，跺腳的非常熱鬧，台

上台下互動非常熱鬧，他二十分鐘講完了，下來了。 

 

我上去，我站起來的一瞬間，我們的課堂轉入死一般的沉寂，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往台上走，我感覺我是走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裡，我走到台上往下一看，下面

大眼瞪小眼，眼睛瞪得很大都看著我，我知道他們心裡怎麼想的：「你看人家

剛剛從社會主義體制下掙脫出來，他們要上去講他們的社會主義了。」我的

PPT 做得比愛沙尼亞軍官的差多了，我的 PPT 最核心只有兩幅。20 分鐘就只有

兩幅 PPT，皇家軍事科學院找出來的。第一幅就是這幅：1900 年的中國。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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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2000 年，我在這裡，給大家看看整整一百年前的中國。1900 年，東亞病

夫，任人欺淩，任人宰割，跌倒了在地上爬不起來。1900 年，整整一百年前，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我們被迫簽定《辛丑條約》、《庚子賠款》，賠償 13 個帝

國主義國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今天在座的軍官，你們的國家當年都參與了

對中國的瓜分，都有你們代表的簽字，這就是一百年前的中國。我今天能站在

這裡給大家講一百年前的中國，為什麼英國國防部請我們參加皇家軍事科學院

學習？因為今天是一百年後的中國。 

 

一百年後的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醫療，多項指標名列世界

前茅。它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它自立於世界民族東方之林。我說第

一幅PPT是一百年前，第二幅PPT是一百年後。連接著兩幅PPT，橫跨一百年，

就是一句話：Marxism changed China。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

從來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分析問題的一

種方法和工具，我們用這個主義認識分析中國的問題，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

法。而在這個過程中，還有第二句話：China changed Marxism。毛澤東思想：馬

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普遍

真理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這是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我在台上講的時候，台下鴉雀無聲，沒有鼓掌跺腳的，不像愛沙尼亞軍官那樣。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講完了，突然間爆發一陣熱烈的掌聲，我們班的教授泰勒，

大班主任，英國著名的防務問題專家。我講的時候是個階梯教室，他沒有坐在

那兒聽。我站在台上講，我看泰勒教授在後面來回的走，等我講完了，上來向

我祝賀的軍官都走了，泰勒上來跟我講一句話：「你今天講出了你們的合理

性。」泰勒完全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意社會主義。我們剛剛到班上報

到，就和泰勒發生了衝突。我剛一報到，泰勒看到中國軍官到了，他第一句話：

「你們中國人不守國際信用。」我猝不及防，怎麼回事剛一報到，說我們不守

國際信用？泰勒講：「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香港永久割讓；1860 年《中

英北京條約》，九龍永久割讓。1898 年新界租約，歸還的是新界而不是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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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把港九全拿回去，你們不守國際信用。」原來是這個事情。我說：「泰勒

教授，你知道嗎？新中國成立那天起，我們就宣佈了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

大清皇朝簽的，新中國概不承認，所以一併收回。我覺得你因為條約收回，確

實永久割讓，但堅決收回。」當初發生的衝突，就是因為這個事情。泰勒最後

講：「你講出了你們的合理性，你們中國人這麼做，有你們中國人自己的道

理。」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完全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意社會主義的泰勒，

也算是對我們最高的誇讚。 

當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軍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是匈牙利裴多菲

俱樂部的成員。1956 年匈牙利社會主義改革被鎮壓，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人匈

牙利總理納吉槍斃，斯潘克斯的叔叔流亡西方。後來柏林圍牆倒塌，他叔叔回

來了，看匈牙利今天搞得亂糟糟的樣子，他叔叔講了一句話：「我以後死在西

方，我再也不回來了。」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喝了很長時間的酒，

就一杯啤酒，我們倆喝了很長時間。斯潘克斯講：「我們匈牙利社會主義完全

失敗，衷心希望你們的社會主義能夠成功。給天下這些最沒有權利，最沒有權

勢的人一點希望。」斯潘克斯的話給我印象至深。 

我們中國人，自近代以來，我們近代的中國歷盡苦難，我們沒有勝過，我們一

敗再敗。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兩千一

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緊接著又失敗，對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

片戰爭，英方軍艦 28 艘，軍隊 15,000 人；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25,000

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諸一炬。到了 1900 年的八國聯軍，

我給皇家軍事科學院講，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我

們一般人講，八國聯軍，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但是你看八國聯

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 8,000 人，俄軍 4,800 人，英軍 3,000 人，美軍 2,100 人，

法軍 800 人，奧地利軍隊 58 人，意大利軍隊 53 人。八國聯軍滿打滿算，1900 年

8月 3日，從天津向北京攻擊出發，滿打滿算 18,811人，就這點兵力，還有 7,000

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了，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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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依賴的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

住。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衰落，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庚子賠

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後，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

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辦了協和

醫院，還有燕京大學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就成為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

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不管他怎麼說，他把中國的賠款，

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

起中國。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

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國事物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

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欲望，那麼，毫

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

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

是要衰敗的。」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中國人這樣衰敗。 

我們就為了解決這個民族危亡，解決這個衰敗，近代以來，多少先進的中國人，

就為了克服這點，我們歷盡選擇，為了擺脫衰亡。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不就是選

擇嗎？你看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天父天兄」，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

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之前，洪秀全完成基督教義的中國化。用這套

改造中國可能嗎，不可能的，所以洪秀全失敗了。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

棠、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中國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機器製造，

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器不如人。洋務運

動三十年，洋務運動最大的成果，北洋水師，1894 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一

艘艦沒留下來，洋務運動失敗。日本聯合艦隊一艘未沉，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一艘艦沒剩下來，洋務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君主立憲，曾左李

的器不如人，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出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

梁啟超講：「換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制出

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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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後

來我們有個片子叫《走向共和》，認為共和的成果被竊國大盜袁世凱給偷竊了。

如果你全面的看，袁世凱 1916 年就死了，袁世凱死後 12 年，我們實驗了 12 年

共和，結果怎樣？北京九易政府，24 次內閣改組，換了 26 屆總理，軍閥混戰，

生靈塗炭，共和也沒搞成。所以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

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是什麼呢？

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中國思想文化，孔孟之道。我們當年這種思想的

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歸罪於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

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佈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麼大的反差。

我們今天看，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上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了，不是說孔子的

問題，我們自己的問題。但這些人，我們今天講，沒有絲毫否定他們的意思，

他們都是探索者，他們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從洪秀全到五四

運動先驅，他們都是這樣的人，都有缺點，都有錯誤，都有問題，但他們都是

探索者，他們為了民族不要滅亡，他們主動探索，我們後來的探索，是在他們

的基礎之上的。 

我們今天講中國夢，當時中國社會也有中國夢。北京、上海的學者聯合做了一

次，沒有具體講中國夢，講你的夢想是什麼。你看當年中國，清華大學教授林

語堂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

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乾淨土。」我們今天很

難設想這是什麼樣的中國，我覺得距離非常遙遠了，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

八、九十年前，中國就這個樣子。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他說：

「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

任憑有極好的政治制度，也是無益的。」只要吸毒，什麼制度都救不了你，上

海大學學者施蟄存，他說他的夢想：「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

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現在是不敢罵的。」

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罵誰啊，你敢罵嗎，你不

敢罵。羅文幹講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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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

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當年這些知識份子，中國社會的良心。他們

的呼籲，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四個字：民族救亡。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

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大清皇朝推翻了，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啊！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 19,000 人，東北軍 190,000 人，三天丟掉奉天，今天的瀋

陽，一週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1991 年張學良在紐約有段回憶：

「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

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

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東北抗戰開始於哪？齊齊哈爾，

馬占山抗戰。我到齊齊哈爾看，真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從九‧一八事變開

始，一直退到齊齊哈爾，馬占山違抗命令開槍了，算是中國政府的正式抗戰開

始。全丟了，齊齊哈爾離俄羅斯很近了，才開始，還是違令的，中國社會那種

衰弱。 

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 8,400 人，日本人自己統計 5,800 人，我們統計最

高數字 8,400 人，宋哲元二十九軍 100,000 人，一個月華北淪陷。中國之虛弱，

我覺得近代來，我們反覆講一個什麼問題呢？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

兇殘無度。我們總說對手如何的野蠻，如何兇殘，我們很少檢討為什麼自己這

麼虛弱。為什麼誰都能弄你一下？你對誰都無法有效抵抗？我們近代出現了什

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了？38 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歷史學家蔣廷黻用三

個月時間寫了一本《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講：「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

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

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現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

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能否組織一個近現代的民族國家，所有的人從洪秀全、曾左李、康梁、孫

中山、毛澤東都要解決這個問題，能否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沒有這個

民族國家，會是一個怎樣的場景？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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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時候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

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呀。第二次 

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民眾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也進去

搶了一把，弄了一把。1900 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18,811 人十天之內攻陷北京。

我們今天幸虧有聯合國軍，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照片，你看留下來的照片之一，

我們那麼多人幫著聯合國後勤資助，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

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嘛，能僱用啊，就可以。哪有國家觀念，民族

觀念，沒有的。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

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

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沿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隊走上來。我們

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

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聯

軍往裡瞭望。孫中山講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

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聯軍

指定殺誰。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我覺得這是中國，我們近

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 

為什麼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

窺破。阪垣征四郎，1948 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戰犯法庭東京國際戰犯審判判

處絞刑的七名日本甲級戰犯之一。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前，8 月份，他是

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生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於己的東北軍，關

東軍也是人心慌慌啊。他們沒有把握，阪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

過。阪垣講：「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

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

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中國是一個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

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

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

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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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不是這樣嗎？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二十多位中央委員，五十八

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以城建制嘩變。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

達 210 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

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當時出現這個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是精英層

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黨政精英，那不是精英嗎？都成了漢奸了。汪精衛、

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鴻志、王揖唐、齊燮元、龐炳勳，這是

國民政府的軍政精英啊！龐炳勳剛剛獲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還立了功，轉眼

間整個部隊譁變。汪精衛，國民黨副總裁，著名的領導人物。你當了漢奸之後，

王克敏還看不起汪精衛。汪精衛負責南京偽政府，王克敏負責華北偽政府，王

克敏自視資格老，什麼叫資格老，投降日本早。他覺得資格老，他跟汪精衛說：

「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不行，那些人說話不算話的，你得跟我學，怎麼跟他們打

交道。」把汪精衛氣得要命。 

在南京立法會開會，通過一個提案，把王克敏的權利盡數剝奪，華北政府服從

南京偽中央政府領導，把王克敏的權利全剝奪了。汪精衛用誰，用王揖唐取代

王克敏。王揖唐也算一介文人，你看他把那點文采全用到給天皇吹牛皮拍馬屁

去了。日本天皇見了他一次，他回來寫首詩：「八紘一語浴仁風，旭日縈輝遞

藐躬。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己都知道是外臣。這夥人把中

國政治演繹到如此醜陋的地步。我們中國當時出現的叫，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

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夥夥，一團一夥的精英們的沉淪。 

我們在這一點講，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的

風采，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東北抗聯第一陸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後剩自

己一個人。被打散的、犧牲的、投降的。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

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 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逼楊靖宇於絕

境。程斌不知道楊靖宇跑哪裡去了，知道楊靖宇在東北深山老林的密營，他把

密營全部搗毀。因為東北深山老林，冬天零下三十多四十度，生存非常困難，

楊靖宇在深山中有很多密營，秘密的營地。營地裡小木屋，木屋裡有柴火有糧

食，保證餓不死凍不死。但是程斌把楊靖宇的密營全部搗毀，逼楊靖宇於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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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

1940 年 2 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支、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

宇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他 2 月份叛變，

楊靖宇 3 月份犧牲。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

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楊靖宇的

特等機槍射手，把自己的軍長總司令打死。他們都是怎麼呢？跟誰幹都是幹，

一盤散沙，真是被阪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窺透的中國人的這種想法。最後一個

不能稱叛徒，老鄉趙廷喜，蒙江縣保安村村民。楊靖宇跑了好幾天，棉鞋跑丟

一隻，好幾天沒有吃飯，碰見了三個村民，告訴趙廷喜，下山給我買雙棉鞋，

買幾個饅頭，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下山就向日本人報告了楊靖宇在山

上，楊靖宇最後壯烈犧牲。日本人給的圖，這個大個子，匪首，終於把他打死

了，楊靖宇壯烈犧牲。發現、提供情報、最後打死楊靖宇的都是我們中國人，

一盤散沙的中國，它不僅是鬆散的問題，跟著別人幹，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

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最後時刻，趙廷喜跟楊

靖宇講了一句話，楊靖宇讓他下山買饅頭，買棉鞋，趙廷喜講的話：「我看還

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

日本人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當大官，利用你的影響擺平東

北抗聯，楊靖宇在最後給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

還有中國嗎？」這句話驚天動地，到最後一個人也絕不屈服，有勝利的希望嗎，

一點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

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樑。不是大眾在支撐，關鍵時候出現關鍵人物，在大家萬

念俱灰的情況下，有些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樑。 

當年一批這樣的人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走上中國政治舞台。

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工資，為了自己的待遇而幹的。完成民

族救亡，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幹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李大釗 37 歲英勇就

義；毛澤東 34歲上井岡山，開闢工農武裝格局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朱德 30歲

成為護國名將，反袁護法；周恩來 29 歲主持南昌暴動，奠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基礎；博古 24 歲出任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我們今天 24 歲大學畢業，我覺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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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能都是個問題，博古在這個年紀，已是中央臨時總負責人了。聶耳 22 歲為

《義勇軍進行曲》譜曲，今天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向《義勇軍進行曲》致

敬。這是當年一個 22 歲熱血青年譜的曲子；尋淮洲 19 歲師長，20 歲軍長，21

歲軍團長，22 歲犧牲，工農紅軍中最年輕的將領；鄒容 18 歲發表《革命軍》，

20 歲去世，鄒容的《革命軍》感動了中國近代舞台兩個重要人物。第一個毛澤

東，看完鄒容的《革命軍》，就四個字：夜不能寐，激動得翻來覆去，睡不著

覺。第二個蔣志清，看完鄒容的《革命軍》，也是四個字，蔣志清就像蔣介石，

也是夜不能寐，也是激動得翻來覆去，睡不著覺。那就是一個年紀輕輕幹大事，

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但當這夥年輕人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誰看上他們

了，誰覺得你們能怎麼了？你有資源嗎，你有名望嗎？你什麼也沒有，你們救

過命，憑什麼救？所以當年 1921 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這個石庫門房子建立的

時候，誰想到像今天總結出來，中共建立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當年想到有什麼意義啊？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社會有兩百多個政

治團體和黨派，中共成立了還是兩百多個，你解散了也是兩百多個。顯不出你

來，當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夥熱血青年在上海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共的時候，

誰看得起他們，誰也沒想到他們能怎樣，甚至連我們當年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

南陳北李，南邊的陳獨秀，北邊的李大釗，他們發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共一

大在上海成立了，他倆開會都沒去，為什麼呢？陳獨秀當時在南方政府出任教

育廳長，正在籌款，說有一筆貸款，人不走貸款辦不好了，要盯住貸款人不能

去。李大釗因為當時北京的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了北京八所高校的

教職員工的薪金，不是不發，是沒錢了，有錢再發。這八所高校成立了聯合索

薪委員會，李大釗是索薪委員會的重要負責人，整天開會，忙於追討工資，也

沒時間到上海。中國共產黨 1921 年在上海成立，中共一大十三個代表，其中最

年輕的這位北京小組成員劉仁靜，當年年僅 19 歲，也就是今天一個應屆高中畢

業生的歲數，跟今天來的高中生歲數差不多，稍微大一點，19 歲，已成為中共

一大的代表了。1983 年我們國防大學一個黨史教授，採訪劉仁靜，1983 年劉仁

靜已是中共一大代表最後一位在世的。八十多歲了，當年 19 歲，83 年八十多歲

了。我們的教授見面就稱劉老，請劉老談一談參加中共一大的感受。劉仁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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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實，實實在在就說了這麼一句話：「根本沒想到是這麼重要的一次會議。」

不就是到上海去開個會嗎？誰想到是這麼重要一個會議？劉仁靜說李大釗不去，

北京小組空出一個名額，空出名額輪不到我，北京小組還有多位資深同志。首

先問鄧中夏，鄧中夏回答不去，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沒

有時間去上海。然後再問羅章龍，羅章龍回答也不去，羅章龍要到長辛店開工

人座談會，也沒時間到上海。你看我們當年大家手頭事情都很忙，陳獨秀要盯

住貸款，李大釗要追討工資，鄧中夏要參加少年學會的會議，羅章龍要開工人

座談會。劉仁靜在回憶錄裡寫，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的落在了我的頭

上，他們都不去，我去了。劉仁靜雖然最後被黨開除，但也留芳百世了。不管

什麼時候介紹中共一大代表，這就是標準圖片。劉仁靜還居中，赫赫在目，我

和劉仁靜還通過 22 路公共汽車，發生了深度的關係。我 1972 年 2 月 21 日坐 22

路公共汽車，被堵在西單路口，看尼克松車隊通過。劉仁靜 1987 年被 22 路公共

汽車撞死，1987 年劉仁靜八十多歲，老人到了晚年身體非常好，國務院參事，

天天早上起來參加晨練，橫過馬路，22 路公共汽車五點鐘發車，晨曦之中，沒

有看見一個老人正在橫穿馬路，把劉仁靜撞出七米到八米，當場撞死了。22 路

公共汽車太糊塗了，你把中共一大最後一位代表給撞死了。劉仁靜的宿命。從

這幾人看，你說中共是個好運團體嗎？他們十三個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 

中共剛剛成立，走著走著，散著散著，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去處就走了。1922

年陳公博脫黨、1923 年李達脫黨、1924 年李漢俊脫黨、1924 年周佛海脫黨、

1927 年包惠僧脫黨、1930 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 年張國燾被黨開除。中共 13

個代表，一大，出問題的 7 個，半數以上出問題了，其中陳公博、周佛海當了

大漢奸，抗戰勝利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中共一大代表與大漢奸聯繫起來，是

一種什麼樣的歷史宿命。張國燾因南陳北李都未與會，張國燾出任中共一大執

行主席，宣佈大會開幕，宣佈中國共產黨成立。宣佈大會閉幕都是張國燾，何

等重要的歷史地位。最後在國民黨軍統戴笠手下當特務，軍統特務，中共一大

執行主席與國民黨軍統特務聯繫起來，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命運。他們七個

人，我寫《苦難輝煌》的書時寫了，我就做了假設，如果歷史是可知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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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知道成立的這個黨 28 年以後要奪取全國政權。1921 年建

黨，1949 年建立新中國 28 年時間，如果他們知道這個結局，會否這麼做。脫黨

的脫黨，當漢奸的當漢奸，當叛徒的當叛徒。如果你能知道歷史底牌，就跟你

打牌一樣，你如果知道底牌，肯定不會這麼出牌。用不著當漢奸，用不著當特

務，當然參加這個黨也很危險，你可以找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譬如香港就挺

安全的，你跑到這兒藏到 1949 年你再回去。你就是建黨元勳，各種待遇少不了

你的，把你像供泰斗一樣供著。但是有誰知道？有誰知道自己發起成立的這個

團體，將來要搞那麼大的名堂，不知道，剛剛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

東西，自認為有更好的去處，當然再加上嚴重的犧牲。王盡美 1925 年犧牲、鄧

恩銘 1931 年犧牲、何叔衡 1935 年犧牲、陳潭秋 1943 年犧牲。自己走掉的、被

黨開除的、犧牲的，13 個人從頭走到尾的只有兩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主席，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中

共的艱難，我們不要用什麼形容詞、副詞，不要什麼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

中生有。你僅僅看中共一大 13 個代表的各自走向，你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前

面有什麼好事等著你啊？有紅地毯嗎，有剪綵嗎？有鼓掌，夾道歡迎嗎？不盡

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 

 

中國有句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看他們全是一夥秀才。秀才造反，三十

年，三百年都不成；他們 28 年成功：中國共產黨 1921 年建黨，中國政治舞台邊

緣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能夠從中國政治舞台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台的中

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 

 

（旁白：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經歷半個世紀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有什麼改變？新中國對中華民族又有什麼意義呢？請留意下一集的

「中華學社講座系列：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