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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社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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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今集中華學社講座系列：「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第二部分，國

防大學戰略教研部金一南教授，會繼續為我們講解新中國成立，為中華民

族帶來的重要意義。金教授會從中美在朝鮮戰爭的軍事衝突，以及一些他

與美國軍事人員交流的事件，分析中國如何從一百年前的衰落和屈辱中，

擺脫敗勢，成為今天強大的中國，影響世界格局。）  

金一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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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雖然今天否定他的，反對

他的比比皆是，但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

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除非你解散這個政黨，打敗這個軍隊，顛覆這個

國家，否則你抹不掉他，他的貢獻太大了，就像鄧小平同志講，如果沒有

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我覺得這是中國革命非常大的變

化，中國近代以來，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第一人。李鴻章、

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

運於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裡？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

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

未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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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

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中國近代以來，對民眾的輕視比比皆是。魯迅的《阿 Q 正傳》，充分剖析

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台灣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再次剖露中國人的劣根

性，你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種劣根性，明哲保身，忍氣吞聲，為了

一己之利或苟活於世，什麼都可以不顧，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

真理道義，都在活命保命的前提下，變得無足輕重。中國近代的變革者，

包括近代我們的思想者，對民眾這種輕視。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本源，是民

眾的支持。  

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

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再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社會變革的

最巨大的力量。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講了一句話：「戰爭的威力之最深

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說得非常有力，被廣泛引用。但是大家注

意，《論持久戰》中的另一句話，很少被引用，其實說得更好。毛澤東講：

「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說到了

中國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後的災難。多少要解決

這個問題。我們近代以來這些先人，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

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了，中國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

就像蔣廷黻講的一樣，中國近代以來所有的問題就是一句話，能趕上西洋

人嗎？能利用科學機械嗎？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嗎？梁啟超講，

中國人對國家的認識，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

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中國人國家觀

念就在外敵入侵、國家有難、民族危亡的過程中，這種國家主權意識不斷

的提升。第一次，1895 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記》，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

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了，力圖建立一個現代國家，

君主立憲。1919 年五四運動，知識份子層的覺醒。1937 年全民抗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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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的覺醒，一直到 1937 年全民抗戰，我們那個時候才發現就真是人不分

老幼。地不分南北，全部抗戰，日本人來中國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

僅打共產黨，殺中國人佔中國地。全民族的奮起，真正讓我們感到國家民

族利益共同體，從 37 年全民抗戰開始。  

1949 年新中國的建立，它是什麼呢？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

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就像是西方現代國

家學說奠基者、英國人霍布斯。他講什麼叫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霍布

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民便自覺自願地放棄權利，開始締約，

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

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於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之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

家。」國家不是一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

志，集體判斷，國家就是人民自覺自願放棄部分權力，開始締約，形成集

體意志，集體判斷。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

意志和集體判斷。這絕不是個理論問題，它是個實踐問題。新中國剛剛成

立便面臨著朝鮮戰爭，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

待興，恢復國民經濟，朝鮮戰爭爆發。  

1950 年 9 月 15 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把北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

個區域範圍之內。我們當時面臨朝鮮戰爭的嚴重局勢，我們反覆對美國提

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了中國的安全。

當時美軍，聯合國軍司令，美國遠東武裝力量總司令麥克阿瑟，他通過空

中偵查，發現了中國東北邊防集結了 30 萬軍，他空中偵查發現了，杜魯門

很擔心，飛到威克島與麥克阿瑟會談，中國人要干預朝鮮戰爭，怎麼辦？

過江了怎麼辦？麥克阿瑟向杜魯門保證他們，30 萬邊防軍集結是做樣子，

你看他們近代以來，沒打勝過一場仗，他們現在虛聲動嚇，中國人不會出

兵，擺擺樣子而已，杜魯門心滿意足的回去了。所以當時我們發出警告，

對方根本不信，我們兵力部署了，麥克阿瑟空中偵查了他都不信。根據我

們的歷史看，你們中國人，這麼糟糕的歷史，你現在威脅我，你威脅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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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發出警告，美軍過線中國絕不會置之不理，

非常明確的警告，美國人置若罔聞，根本不理。10 月 3 日凌晨，周恩來緊

急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講了這句話：「韓軍過線我們不管，美軍過線

我們要管。」要求他把消息迅速轉給美國。因為我們當時與美國沒有外交

關係，只有通過潘尼迦，把消息傳到英國，由英國傳到美國。潘尼迦知道

事關重大，迅速把消息傳過去了。為什麼周恩來 10 月 3 日凌晨約見潘尼

迦，因為 10 月 2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會議，已做了出兵的決定。10 月 3

日，我們實在不願意在朝鮮戰場，與美國迎頭相撞，我們想避免這場戰爭。

最後的機會，通過潘尼迦傳過去，美軍只要不過線，韓軍過線都可以，美

軍不要過來，我們就不管。消息準確的傳到了美國。10 月 3 日下午，美國

國務院的非正式回覆：周講話缺乏法律和道義根據，你們管什麼呢，憑什

麼管呢？10 月 4 日美國國務院的正式回覆：不要低估美國的決心，就是說

中國人你不要嚇唬我，我不會被你嚇唬的。所以 10 月 7 日，不是麥克阿

瑟，是杜魯門下令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撲平壤。10 月 8 日，毛澤東下令，

著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中美兩軍朝鮮半島迎頭相撞，

我們後來跟美國人會談，反覆講了這個問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規避，

不想跟你打，你逼著跟我們打這場仗。美國人後來說了，你們信息傳遞不

清晰啊，要管，是什麼意思，我們不明白啊，「管」怎麼翻譯？「control」，

這不好翻譯。你們要是信息傳遞明確，你講只要我過線你就出兵，我就明

白了，我就不過線了。當然我覺得他這完全是個託辭，他能不明白東方的

「管」是什麼意思嗎，他完全知道，他揣著明白裝糊塗，他輕視我們，他

以為我們不會這麼動的。  

這一場仗，時間過去了多日，你看美國人怎麼評價的：「從中國在整個朝鮮

戰爭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

看出，共產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

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舊中國一退再退，我們總想著，退一步海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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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最後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中國再也不會後退，不是舊中

國。你看我們那個七七抗戰，我說盧溝橋就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中日

戰爭沒有爆發在邊境，甚至沒有爆發在長征渡口，敵人已經扼住我們咽喉

了，北京的宛平城到北京南部了，把我們咽喉扼住了，我們最後才跟鬼子

拼了。回顧一下中國人是怎麼一忍再忍，忍無可忍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了，抗美援朝，出境作戰，不能等敵人到境內了再威脅

我們，出境作戰。所以西方一個評論：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新中國

再也不會退讓。這就是我們講的，中華民族的精神洗禮，我們跟過去完全

不一樣了。這就像毛澤東講的一樣，我們為什麼這樣做呢？「中國必須獨

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

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絕不僅是領袖的宣言，代

表國家民族實實在在的行動，由志願軍所昭示著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決

心、意志，給世界正式打上深刻的烙印。  

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的鼻祖，他講了一句話：「一個國家

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

那就是集體自尊。」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

有集體自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世界上沒有尊嚴，尊嚴也是國家利益，

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我覺得這是我們新中國，

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因此 1949 年成立新中國，不但

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

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的組織起來、動員起來，

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夠完成民族救亡，

也能夠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  

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了最大的一個禮品。我們可以說，

1911 年的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中華民國的問

題是什麼呢？不持續、不穩定、不繁榮、不昌盛，三十八年灰飛煙滅，中

華人民共和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完成民族救亡，也完成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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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所以它就成為了近代歷史上，最能代表中華民族利益的團體。就像

孫中山講的話：「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麼？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鄧小平

講：「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你看他們這

些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張學良，深刻的愛國情懷。張學良講了

一句話，他說，我是個愛國狂，國家要我腦袋，拿去就可以。張學良講的。

我覺得這些人之所以能被中華民族所銘記，他們深深的愛國情懷，這成為

他們的根本。這種愛國情懷的普及性，美國人不愛國嗎？如果沒有了愛國

情懷，從今天回想，沒有愛國情懷，還有今天的美國嗎？  

你看美國今天，這不是議員誓詞，是公民誓詞：「上帝之下的一個美國永不

分裂。」這是第一句話，你別說成為議員了，公民誓詞，否則你都無法成

為美國公民，你一定要記住美國永不分裂，為什麼？美國慘痛的教訓，我

來給大家看一段尼克遜的回憶。1972 年尼克遜訪華，周恩來跟尼克遜講了

一句話，尼克遜糾正周恩來，覺得周恩來講得不太正確，我糾正你一下。

周恩來講了一句話：「中國人民很崇敬林肯總統，他為解放黑奴發動了南北

戰爭。」尼克遜很客氣的糾正了一下：「林肯總統是為了制止國家分裂，才

發動南北戰爭的。」不是為了解放黑奴，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傳統的認知，

一定要改變過來。美國 1861 年走到了解體的邊緣，南北戰爭之前，宣佈退

出聯邦的州。1860 年 12 月，南卡州宣佈退出聯邦；1861 年 1 月，佐治亞、

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納退出聯邦；1861 年 5 月得克

薩斯、阿肯色、田納西、北卡羅萊納、弗吉尼亞退出聯邦。一瞬之間，南

部十幾個州，四分之一的領土，三分之一的人口發生分裂，就這個局面，

林肯發動南北戰爭，就是為了這個事情。林肯在後來他的自傳中講：「我在

這場鬥爭中的最高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廢除奴隸制，如果我能用拯

救聯邦而連一個奴隸都不解放，我定會這樣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所有奴

隸的方式，拯救聯邦，我定會這樣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部分奴隸，而至

其他於不顧的方式，拯救聯邦，我也定會這樣去做。我對奴隸制和有色人

種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相信它有助於拯救聯邦。」一口一個拯救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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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南軍北軍加起來 62 萬人死亡，美國獲得統一，美國今天強大的

本源。否則北部 USA，南部 CSA，兩個美國，今天有個強大的美國嗎？完

全不可能。所以奠定美國基礎的華盛頓獲得獨立，林肯完成統一，西奧多‧

羅斯福使美國由地區走向世界，這是美國在它的總統山上刻的。當然還有

一個傑克遜，美國《憲法》，這是美國總統中最傑出的四位領袖，美國巨大

的代價。所以自南北戰爭之後，「National Interest」，「National Security」已

經成為美國國家文件中最常用的兩個詞。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非常常用

的兩個詞，所以公民誓詞，就是為了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第一句：「上帝

之下的美國永不分裂。」  

美國的歷史學家威廉斯講：「自 1865 年以來，任何一個政黨、階級，或階

層對分裂國家的可能性與可取性，再也無人考慮了。」代價巨大，62 萬人

死亡來完成國家統一，超過了美國參加一戰、二戰、朝鮮戰爭，三場戰爭

美軍死亡人數 58 萬，不如南北戰爭 62 萬人數多。巨大的代價，痛苦的過

程。所以它的公民誓詞，不是議員誓詞。別說做議員了，公民沒做到這點，

都沒有資格成為它的公民。美國今天這種國家主義色彩，就像兩個美國人，

拉西特和斯塔爾講的那樣：「歷史上，大多數國家是在戰爭中形成的，國家

製造戰爭，而戰爭製造國家，中國概莫能外。」對我們來說就是這句話：

「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對我們今天來說，也是一樣。  

我 97 年在美國國防大學學習的時候，美國國防大學不提供晚餐，我們每天

晚上要到包林空軍基地去就餐。包林空軍基地，空軍、海軍、陸戰隊，各

式軍隊都有。一看來了兩個中國軍官，我們桌子每天晚上人滿為患，聊天，

合影，照相，拿回去給夫人看跟中國軍官合影。剛開始以為美國人很好客，

最後明白了為什麼。交過手，吃過虧，他對你印象特別深。我們當時跟一

些美國軍官，那些比較老的軍官，參加過韓戰的，就是朝鮮戰爭，那些年

輕的參加過越戰的，跟他們不能提越戰，一提越戰，飯就吃不下去，拿餐

巾擦眼淚。因為有同事，有戰友，有親屬在越戰中傷亡，這是他們心痛的

地方。美國人講二戰以來的兩場，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朝鮮戰爭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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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頭相撞，越南戰爭中國堅決參與，所以他們今天對我們表現了非常大的

尊重。  

我在學習期間參觀西點，陪同我參觀西點的是美國駐華陸軍副官－胡伯中

校，後來胡伯成為了美國駐華的國防武官，胡伯准將。98 年的時候他是中

校，最近已經卸任了國防武官，回去了。97 年他陪同我參觀，為什麼美方

指定他陪同我參觀呢？因為他是西點軍校 1978 年的畢業生，我們在西點軍

校的校史館看見了，上甘嶺 537.7 高地和 597.9 高地，兩個高地的模型擺在

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胡伯中校跟我講了一句話，我知道這兩個高地，你

們兩個連守衛，我們七個營輪翻進攻，就攻不上去，我不知道為什麼。教

官跟我們講了，我們沒有聽懂，我們下來討論，又跟教官再討論，討論到

最後，我都沒搞清楚。為什麼我們七個營就佔領不了，你們兩個連的陣地。  

我們憑什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憑宣言嗎？憑社論嗎？或者憑經濟財

富嗎？我們這種國家意志的展示，給對方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這裡給大家

看，2005 年拉姆斯菲爾德訪華，布殊政府的國防部長，那時他剛任國防部

長，中美撞機事件，對中國充滿了惡意，絕不到中國來訪問。2005 年來了，

絕不來的還是來了，來了當時在八一大樓前舉行歡迎儀式，拉姆斯菲爾德

跟今天的特朗普，很有相像的地方，我行我素。儀式開始，他身體偏向一

邊，拉姆斯菲爾德自己說，我從來不對除了美國國旗之外，其他任何國家

的旗幟表示尊重，我只對美國國旗敬禮。這在外交場合是非常失禮的，他

就這樣，我就是大國，我制定政策，我就是這樣。我們平常講，就是牛皮

哄哄（看不起他人）。當然我們也說他身體非常好，七十多歲在北京訪問，

住 12 層樓，上下爬樓梯，不坐電梯，你看七十多歲，真是不簡單。來了北

京提要求，不是要求看兵馬俑，不是要求看大熊貓，不是看萬里長城，也

不是品嘗滿漢全席，你看拉姆斯菲爾德開的清單：第一，要看北京西山地

下指揮所，我們把他帶到軍事科學院去參加座談，就在北京西山附近，也

算來過了，事情就過去了。第二，要看第二炮兵司令部，這讓他去了，拉

姆斯菲爾德成為了參觀二炮司令部的第一位外國來賓。第三，提出要看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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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生產線。我們跟美方解釋，SU-27 生產線是中俄共同合作產物，還需要

俄羅斯的意見，光我們同意不行。美方又跟俄羅斯聯繫，俄羅斯說這生產

線早交給中國人了，我們不管。糾纏的過程中時間沒有了，來不及到瀋陽

去了，所以看不成。第四，提出要看陸軍第 39 集團軍，拉姆斯菲爾德為什

麼要看陸軍第 39 集團軍？1950 年 10 月 1 日，志願軍第 39 軍，在朝鮮雲

山與美國陸軍第一騎兵師迎頭相撞，中美兩軍第一次交手。1950 年 10 月 1

日，當天的戰鬥是晚上七點鐘發起，天都黑了，雙方都輕視了對方，我們

以為對方是南朝鮮偽軍，對方以為我們是被擊潰的北朝鮮軍隊，雙方都小

看了對方，摸黑從七點開始打到十點。雙方互有俘獲，我們抓了他們的人，

他們也抓了我們的人，我們一審問，發現不是什麼南朝鮮偽軍，而是美國

陸軍核心主力第一騎兵師。對方一審，也不是被擊潰的北朝鮮軍隊，而是

中國陸軍的核心主力。原來林彪的第四野戰軍第二縱隊，現在成為志願軍

第 39 軍。中美第一次交手，雙方陸軍的核心主力不期而遇，迎頭相撞，美

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有段回憶說：「騎兵師師長蓋伊懷著難受的心情，咽下

了他在朝鮮戰場上的第一杯苦酒。」騎兵師在朝鮮戰場上登陸所向披靡，

所向無敵，就在朝鮮雲山崩了大頭。騎兵師師長蓋伊回憶，對方是支什麼

樣的軍隊啊？沒有航空火力支援，沒有遠程炮火支援，他們拿著簡陋的日

本武器，穿著膠鞋作戰，他很奇怪。我們能穿膠鞋就不錯了。他說：「穿插

簡陋的步兵武器，穿插分割動作如此勇猛，把第一騎兵師兩個團切割成數

塊，全部穿插分割。」當然我們給對方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志願軍

39 軍的軍長吳信泉回憶，上了朝鮮戰場，第一口本來想吃肉的，沒想到啃

上一塊骨頭，對方也很硬，像國民黨軍隊穿插包圍成數塊，早都崩潰了，

他們還在頑強作戰。所以雙方對對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知道馬頭

部隊不好打，他們左肩標帶個馬頭，這部隊不好打。中美的尊重就來源於

此，雙方在戰場上交過手，所以有這樣的氣度，有這樣的尊重。  

中國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過 10 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 17 萬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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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萬億；當今世界國防開支，超過 1,000 億美元的只有兩個，美國 5,900

億，中國 1,500 億；當今世界衛星數量超過 140 顆的只有兩個，美國 530

顆，數量開始不斷的減少，中國 170 顆，數量還在不斷增加。這是我們所

講，歷史性的變化。誰能想到我們今天這樣的變化。當年被稱為紅色中國，

赤色中國，共產黨中國，中國前面加個定語，「紅色」、「赤色」、「共產黨」，

這個定語有可能改變的。不是紅色了，不是共產黨了，但是誰也沒想到這

個紅色中國，今天做到這麼大的局面，它最根本的是什麼呢，僅僅是共產

黨嗎？我覺得完全不是這樣。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

中國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使中華文明在

軍事上擺脫了敗勢；三十餘年改革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全新的，經過洗禮的這樣一個文明。

共產黨政權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我在這裡給大家引

用一段話，就是我們一個民營企業家，百度的李彥宏。他在招聘員工的時

候，他列出他公司招聘的標準，第一個榜樣—魯迅，他寫了這麼一句話：

「是翻譯，還是用創作尋找中國的意義？」魯迅可以做翻譯，但是他用創

作尋找中國的意義。第二個榜樣—錢學森，李彥宏列的話就是：「是在海外

住別墅還是回國做導彈之父？」第三個榜樣，李彥宏列的是毛澤東，他寫

了這麼一句話：「是投降，還是比敵人更強。」  

我覺得這一代中國人，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意識，跟過去已經完全的不一

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全部的合理性、合法性建立在哪裡？就是中華

民族百年救亡，百年復興中，中國共產黨人的擔當。前一百年，1840 至 1949，

所有先進的中國人，從林則徐的鴉片禁煙，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曾左李

的洋務自強，康梁的戊戌維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

革命。所有先進的中國人就為了三個字：「救中國」，挽救民族命運於危亡，

救亡命題不是中共發起的，但是是中共了結的。1949 年新中國成立，宣示

救亡命題的終結和下一個命題的開始：1949 至 2050 年，發展中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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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歷盡坎坷，後一百年我們也走了很多彎路，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運

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也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出現嚴重的腐敗，那不都是我

們的彎路嗎？但是共產黨的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層，從來沒有放棄自

己的擔當，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自己的擔當，這是中國共產

黨存在於中國政壇，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中的

歷史擔當，這也是我寫《苦難輝煌》給我感觸最深的一點。  

《苦難輝煌》這書在大陸發行了很多，當然在（香港）這裡發行的數量並

不是很多，台灣現在也發行了一些，豎版的繁體字也發行了一些，作為台

灣研究國共兩黨作戰的一個參考。《苦難輝煌》這書最後定稿，我自己都沒

有想到。1994 年寫的，2006 年定稿，定稿於哪裡？參加中美首次聯合軍事

演習。1994 年寫，那個書寫到了 2006 年，各個章節都寫得差不多了，但是

最後沒有一段時間統稿，在北京開會、學習、研討、辦班，很忙，沒有大

量的時間。搞學術的人都知道，一個小時加一個小時，絕不等於兩個小時，

但 1 天加 1 天，絕對大於 2 天，大量時間集中起來效率非常高。在北京《苦

難輝煌》寫到差不多後，沒有時間統稿。  

2006 年 8 月，參加中美首次聯合軍演，我們軍艦剛一離港口，時間不長，

手機訊號就沒有了。緊接著廣播、電視、報紙沒有了，然後會議沒有了，

大量的時間。我當時在我們編隊的 881 艦，就這個窗口，881 艦專門給我

騰出一個副艦長室。我在副艦長室中，上午、下午、晚上，除了掌握中美

聯合軍演的一些情況，就是完成《苦難輝煌》定稿。非常好的環境，關起

門來在裡面幹，海軍官兵不知道，說金教授整天躲在房子裡做什麼呢？不

跟著我們出來打打牌，下下棋，玩一玩，我是每天下午四點鐘打開門跟大

家，在甲板上跑跑步，散散步，然後跑步，散完步，除了吃飯，門一關，

就在房裡面完成《苦難輝煌》的定稿。我們到夏威夷與第七艦隊，進行了

四天的海上聯合通訊演習，然後再到美國西海岸聖地牙哥，與美國太平洋

艦隊進行了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演習全部成功，中美聯合軍演搜集了大量

資料。《苦難輝煌》定稿完成，太高興了，光想好事了，沒想到一個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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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迎頭而上，人不能太高興，太高興了，下一個就是一大坑子。我當時

有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我給大家看一段小錄像，是窗外的景象。我們 881

艦，從北美出發，從聖地牙哥向加拿大的維多利亞港，前進的時候，我們

在北美海域碰見了最大的風浪。美國人已經知道了，告訴我們，你們軍艦

不要走，再停留三天。我們當時行動有點太簡單，說一定要按照日程，完

成預訂的演習，堅持要走，結果碰見了北美最大的風浪。我在這裡給大家

看一段，這個窗口外的景象，我這個窗口在 22,000 噸的 881 艦上，就是這

個位置，距離海面的高度都在十六、七米以上，風浪根本就撲不上來的。

但在那天滔天巨浪的情況下，海浪直撲而上，我今天無法給大家還原聲音

了，我當時拿了一個非常簡陋的照相機，在前面拍攝，一手抓著銅把手，

單手拍攝窗外的景象。飛濺的浪花打到我前面的鋼化玻璃上，發出「咂」

的爆裂聲，我都害怕會把我的鋼化玻璃打碎，我拍攝的時候，軍艦艦手錨

鏈艙的鋼化玻璃已被打碎，湧進二十多噸海水，無法救援，因為當時規定

任何人不能上甲板，上了甲板捲到海裡是無法救你的。我拍攝給大家看我

們前機關炮，後翻布炮衣被撕成碎片，1.5 公分那麼厚的鋼板焊製的彈藥

箱，被打得彎曲過來。海浪力量非常大，22,000 噸的 881 艦與巨浪迎頭相

撞，砰的一下撞過去，軍艦的輪骨在嘎吱嘎吱響，鋼板在嘎吱嘎吱響。這

個風浪整整持續了兩天半，我們的輪骨嘎吱嘎吱響了兩天半，鋼板嘎吱嘎

吱響了兩天半。881 艦原定 2006 年進廠大修的，而 2006 年初胡主席訪問美

國，達成中美首次聯合軍演的協議。海軍決定 881 艦推遲大修，演習回來

再大修，結果碰見了 881 艦自 1979 年下水以來最大的風浪。我當時真的有

一個不祥的念頭湧進腦海，我說糟了，看來這回這本書白寫了，回不去了。

我當時就想如果有直升機救援，我走不了無所謂，把我筆記本吊走就行，

書稿都在筆記本裡呢，我期待有個直升機來救援。那麼大的風浪，任何直

升機無法起降，無法靠近你，我們軍艦沒有辦法，不管你航向如何，只有

按照風浪 90 度的方向前進。因為你只要一側過來就會側翻，浪太大了，只

有繞 90 度方向前行，90 度方向與巨浪迎頭相撞，對於軍艦強度考驗非常

大。風浪整整持續了兩天半，我們這三天時間不吃不喝，油和水從鍋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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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潑出來，炊事班無法起火做飯，三天三夜全部是喝礦泉水，吃乾麵、壓

縮餅乾、罐頭，誰顧得上吃飯啊，全力以赴為了生存。第四天到達加拿大

維多利亞港外海，風浪消退得無影無蹤。我們進入維多利亞港的時候，加

拿大太平洋艦隊的司令，站在港口的高坡上歡迎我們。他是我們國防大學

的前學員，他說這麼大的風浪你們過了，海平如鏡啊。113 艦在前面前進，

海水的倒影清晰可見，風浪消退得無影無蹤。881 艦老艦長跟我站在指揮

室裡，他跟我說了一段話，讓我至今不忘。他說，幸虧我這艘艦是 1979 年

下水的，都是上海老工人焊縫，沒有工程的層層轉包，881 艦老艦長跟我

講的話，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後來 2014 年，在大連船舶重工給他們講課，

引用了這個例子，船舶重工是我們第二條航母的建造者，002 型航母，馬

上下水了，我講了這個例子。去年，在江南長興船舶工業集團講課，也給

他們講了這個例子，江南長興是我們第三艘航母的承建者，第三艘航母，

平制甲板，彈射起飛。  

新中國一路走來，就是習近平同志的一句話，我們不要拿前三十年，否定

後三十年。我們不要拿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新中國是一個完整的整

體，前三十年我們奠定了完整的工業基礎，造就了良好的工作作風，上海

老工人的焊風。我再引用一段，我在 RMCS 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時，印度

軍官里夫站起來介紹印度的情況，他說印度有航母，中國沒有，印度有這

個，中國沒有，在台上洋洋自得的介紹。最後泰勒教授說，里夫，你坐，

閉嘴不要講了，到底是宗主國。泰勒教授一訓示里夫，身高一米九幾的里

夫，就跟個雪糕溶化一樣就坐下來了。泰勒上台講：我糾正一下里夫講的

觀點，印度的武器裝備都是採購的，之前採購自蘇聯，現在採購自俄羅斯。

印度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不能稱為軍事大國；中國有完整的軍工體系、

工業體系，中國是個軍事大國。誰也沒跟他提出這點，他提出這點。完整

的工業體系，良好的工作作風，新中國，這是我們今天的成就。一路走來，

前人有問題，有缺點，有錯誤，但是前人的肩膀頭子很硬；我們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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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來了。我們也有問題，有缺點，有錯誤，我們的肩膀頭子能否像前人

那麼硬，這對今天的我們是個考驗。  

我最後以這幾句話結束今天「從東亞病夫到民族復興」的演講，第一句，

享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大國塑造本國安全環境兩個條件，一是國力

的日漸增強，二是舊國際秩序的逐漸瓦解。」第二句話，英國人哈米什‧

麥克雷特：「中國越是不團結，世界就越感到高興。」第三句，俄羅斯普京：

「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第四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為國犧

牲，為民犧牲的英雄烈士，我們要永遠懷念，給予他們極大的榮譽和敬仰，

不然誰願意為國家和人民犧牲呢？」我今天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