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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明星冯绍峰赵丽颖结婚的
消息刷屏了，但不少国人同时也在朋友
圈里转发另一条消息：54 年前，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
罗布泊爆炸成功。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纷繁复杂，
众多温情脉脉的瞬间，往往会遮蔽历史
的本质，以及一些真实存在却看似残酷
的真相。

比如：这世上哪有救世主？中国人，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一

有一个叫陈光甫的中国人，现在很
多人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陈光甫是个银行家，被誉为“中国摩
根”(摩根：美国商业大亨，被称为“世界的
债主”)，他的壮举是： 1938 年底，奉命
赴美国，通过私交与美国财政部长谈成
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美国进出
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 2500万美元，
年息 4 . 5 厘，期限 5 年，中方公司在此
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 22万吨桐油。这
笔贷款主要的用途，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
缅公路运输。这是中国与美国达成抗战期
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也被后人视为美国
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后人研究“桐油贷款”，认为对中国
颇为苛刻。学者任东来在专著《争吵不休
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中写道，
桐油贷款与接下来的华锡借款和钨砂借
款，不是中国最希望得到的平准基金贷
款，没有满足中国稳定通货的首要需求；
其次，它是小额商业贷款，不能采购军
火。为了偿还借款，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国
内用大量法币收购锡、钨等矿产，而法币
的来源只能是印钞机。任东来引用美国
大使詹森 1940 年 10月的话指出，美援
“是以高昂代价提供的，它正在吸尽这个
国家的钱财和资源，而这些东西本来是
可以支持通货遏制物价飞涨的。”

尽管如此，这些凭中国土特产品和
矿产品换来的贷款、借款，还是缓解了当
时国民政府的燃眉之急，也极大地鼓舞
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938 年的中国，处于什么境地？国
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大屠杀中进入新的一
年，厦门沦陷、合肥沦陷、徐州沦陷、武汉
沦陷、广州沦陷……在东北，有宁死不屈
的抗联“八女投江”；在河南，为阻挡日军
进攻，黄河花园口决堤；恐惧之下，日军
还未打到长沙，守军一把大火烧掉全城
“焦土抗战”，史称“文夕大火”……可谓
山河破碎、苦难深重。这一年，面对日军
疯狂的进攻，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
久战》，但“失败论”还是让许多人选择了
当汉奸，这一年年底，国民党二号人物汪
精卫，公开投敌叛国。

说起抗战之初的这段美援史实，很
多人颇感惊讶：什么？美国不是一直支援
中国的抗战吗？

并非如此：1937 年“七七事变”，中
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美国保持“中立”，
同时向中日两国出口武器。相对于当时
孱弱的中国，作为工业大国的日本，购买
力无疑要强得多。根据战后统计，抗战爆
发后，日本所需钢铁的 90% 来自于美
国，铜的进口量也超过了 80%。日本所
需要石油的 65% 也必须依赖美国，就连
生产坦克和飞机的机床也有 70% 来自
于美国。以石油为例，1937 年日本从美
国进口石油 2900万桶，1940 年为 2300
万桶，各占日本当年进口的 8 0% 和
60%。对美国来说，这是一段颇不光彩的
历史：抗战初期，在中国苦苦支撑的时
候，美国却在助纣为虐。

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大，美国逐渐减
少了对日本的出口，加大了对中国的援
助。但质的变化，要等到 1941 年 12月日
军发动“珍珠港事件”后，中美两国一下
子成为共同抗日的盟友，美国打消顾虑，
于次年 3月给了中国 5 亿美元“无担保、
无利息、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带条件的
贷款”，开始全面援华、并肩作战。历史公
认的是：美军对华援助，对于中国人民最
终取得抗战胜利，功不可没。

但是，相比于对英国、苏联等国的大
量援助，美国对华援助，可谓少得可怜。
学者翟全祯、董兴林在《从数量关系看抗
战时期美国“租借”援华》一文中统计：从
1941 年到 1945 年，美国援华的租借总
额只有 8 . 25 亿美元(加上战后援助，一
共 15 . 48 亿美元，占美国租借外援的

3 . 2%)。
换句话说，二战中，美国对华援助是

对苏援助的 1/7，是对英援助的 1/20。

二

“利益”——— 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来
审视这两个字，很残酷，令人无法正视与
释怀的残酷，但却是最真实的。

在《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
日同盟》一书中，任东来教授认为，美国
向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是与美国保
护其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
开的；如何保护并实现这些利益就成为
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援助则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手段……

二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远远少于
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是因为美国历来
奉行“欧洲第一”“先欧后亚”策略，认为帮
助英国、苏联与德国作战，才是对美国利
益的首要维护，在亚洲，对华援助，能够
维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即可。

利益，利益，还是利益……历史从不
因为人类的善良想象而前行，观察 20世
纪西方国家对华的历史，尤其是二战期
间的那段历史，不可否认有“道义”的存
在，但是在“利益”面前，“道义”又能有多
大的栖身之处？

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武装到牙齿
的工业国家，对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
家的全面侵略。在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
日本人奸淫掳掠，血腥屠杀，中国一度到
了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那些以文明国
家自诩的西方国家，难道不知道吗？但他
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万一中日交战，英国应该立即远
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这是英国的态
度，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英国财政大臣就
曾对中国明确表态。英国在东南亚有巨
大的殖民利益，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利
益受到损害。卢沟桥事变后，英国首相张
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英国对日
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国和
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
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所以，英国的选择
是：装作没看见日本的暴行。

苏联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向中国
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援的国家，抗战
初期，苏联空军曾经在中国血战长空。苏
联亦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自近代以
来，苏俄就与日本势不两立，同时苏联又
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与中国接壤、与日本
相邻的国家，支持中国，使中国有力量在
本土拖住日军的主力，就可以避免与法
西斯德国开战时苏联出现东西两面都需
作战的被动局面。

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苏联开始
与日本媾和。1941 年 4月，苏联与日本
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条约最重要的一
条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
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
一方面须在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
立。”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的前提是：日本
须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
犯。”中国就这么被出卖了。

苏联停止援华，好在美国国会此时
通过了《租借法案》：二战期间，美国向同
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
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其中
的五分之三供应英国，五分之一供应苏
联，其余的供应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
虽然各国所得的租借物资极不平等，但
对中国来说，这是雪中送炭。

美国人此举，是看到了日本人南下
的企图。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极大
威胁。

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无论苏联还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
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
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
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
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
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
配合的企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
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
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美国总统罗
斯福就曾对他儿子感叹过：

“假如没有中国——— 日本可以马上
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一直冲向
西——— 和德国配合起来，把俄国完全隔
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
切交通线……”

三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强者对弱
者，往往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算计与利
用、牺牲与出卖。待到识见大家本是命运
共同体时，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个弱国，在“强肉弱食”的国际环
境下，是何等痛苦的存在？

1941 年 12月 7日，日军偷袭珍珠
港。12月 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12月 9
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此
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 10 年零 3 个
月，距离“七七事变”，已有 4 年零 5 个
月。著名学者金一南评价说：“卢沟桥作
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
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么……侵略
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
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
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
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这就是一个弱国的悲哀。从前人的
回忆录中，能够看到当年中国抗战的艰
难：经济因战争濒临崩溃，财政几近山穷
水尽，根本无法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历
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期间从军，他后来在

《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回忆说：当时
的军人“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士兵的月
饷只有法币十四元，还要扣除副食，只够
在街上吃四碗面。而附近土匪标价收买
轻机关枪，每挺高达七千元，折算是一个
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身为少尉排长的
黄仁宇，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生怕士兵把
机枪偷去卖了……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
国一直寄希望于国际调解，当时美国等
国也确实进行了调解，日本对此反应非
常愤怒。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名著

《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
“(面对美国的指责，日本人理直气

壮地认为)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
义而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原则？日本
占领盗匪横行的满洲同美国武装干涉加
勒比海地区有什么两样？此外，像美国那
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怎么能理解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折磨日本的问
题？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
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
而日本仿效他们却犯了罪？靠欺骗、烈酒
和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
国，为什么对日本在中国的同样做法如
此义愤？”

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己的利
益至高无上，谁会在乎一个弱国的感受？
谁会倾听一个弱国的声音？谁会为一个
弱国去奔走呼告、鼎力相助——— 除非触
及了自己的利益。

1905 年日俄战争，却在中国东北进
行，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孱弱
的清政府，却只能宣称保持“中立”。这是
中国历史上无比耻辱的一页。

并不仅仅只有中国遭遇如此耻辱。
在中国军民苦苦支撑的 1938 年，在欧
洲，英国、法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四国首
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将
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
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被召到了慕
尼黑，却一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慕尼
黑协定》签订后，一直在隔壁房间里等候
的两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才被带进会议
厅，告之协定的内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之一马萨里克博士后来回忆说：“一个法
国人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态度向我们解释
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
判决。”

这世上，哪有什么救世主？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摒弃前
嫌，共御强敌。著名作家王树增在《抗日
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认为，在
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民族之心的凝聚
和振奋生死攸关。共产党方面有两个著
名的口号：一个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说的是指望天上掉馅饼的人肯定要饿
死；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说的是指
望别人的恩赐，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成

功。”
王树增写道：“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

明：中华民族屡屡面临危机，而危机的拯
救永远不可能依靠外来势力，每一次指望
列强随之而来必是更大的一场噩梦。就像
1901 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
与列强签下《辛丑条约》，导致不但为巨额
赔款需要向列强借款，同时还要允许列强
的军队驻扎在中国，于是三十多年后的中
日战争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救中国
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同心同力——— 从对世
界乃至中国历史的洞察而言，中国共产党
远比国民党人清醒得多。”

四

中国人的传统，是知恩图报。
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长达

14 年的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遭遇的一
次莫大劫难。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
人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从南京大
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
的外国朋友，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
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从不远
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
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到真实报道和
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再到在
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苏
联、美国、英国、朝鲜、加拿大、印度等国
的反法西斯战士和国际友人，同中国人
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
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于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国军民倾
情回报：1944 年 6月，在云南兰坪，为了
让美军飞机着陆运走重病的飞行员罗伯
特·威瑟尔霍夫特中尉，当地军民用三天
三夜时间修好了一条跑道；1944 年 8月
20日，新四军独立团在苏北某县以牺牲
战士 4人的代价，营救了 5 名美军飞行
员；1945 年 1月，美军观察组的艾斯·杜
伦陆军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日军侦
悉其行踪后包围了其所在的皮里村，杜
伦上尉随我军民进入地道。日军找到了
地道口，打枪，灌烟，要活捉美国军官。坑

道里，一位母亲为了不暴露位置，用乳房
堵住怀中啼哭的婴儿，婴儿窒息而死。地
面上，房东大娘拒绝说出美国军官去向，
被鬼子砍掉四根手指，一名民兵被烙
死……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无论是美
国还是苏联的援华物资，均未分配给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但后者并
无怨言。1944 年，为迎接美军观察团来
到延安，八路军使用原始工具锄镐铲锹、
扁担箩筐来整修延安机场，美军观察团
为之感动，也参加了劳动，至今还能看到
当年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的交恶，并非
始于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人对国民党军的
武装，而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
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
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赤裸裸干涉中国
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激怒了，毛泽东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作家李
峰在《决战朝鲜》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爆
发后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发表
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推翻了“二战”中
一切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文件，违背了他
几天前还信誓旦旦不介入台湾问题的亲
口承诺，“这项声明是如此出尔反尔，以至
于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对美国政府哪
怕一丝一毫的信任；而它的逻辑又是如此
荒谬，以致许多美国人自己都为之摇头，
中国人干脆称它是‘20世纪世界外交史上
最无耻的声明’……”

美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上百年
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
约的极端反感，以及对于维护新中国主
权完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1950 年元月，北京通知美、法、荷兰等
国，废除他们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
谓的在北京的“驻兵权”，收回了西方列
强在北京的外国兵营，“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在新的基础上另建新的平等外交
关系。在这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的诉求下，
当美军不顾警告越过“三八线”后，新中
国排除一切困难，毅然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的失败，是美国人的惨痛
记忆，美国历史专家、《朝鲜，我们第一次
战败》一书作者贝文·亚历山大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人)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
来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的口实。在
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
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无信用
又不可靠的国家。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
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
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句威
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

略者的帽子，而且第七舰队又被安插
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中国共产
党人把它看作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
衅……”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
名言，也因此传诵至今：“西方侵略者
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
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是一去不复返了！”

五

朝鲜战争期间，节节败退的美国
人，对新中国进行多次核讹诈。被逼着
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是坏事。新中国决
定：勒紧裤带，也要发展自己的核武
器。1964 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纪录
片里，当年科研工作者朝着蘑菇云欢
呼雀跃的镜头，至今令无数中国人热
泪盈眶。

多少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牺牲！
邓稼先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杰出的科
学家，大半辈子隐名埋姓，为了保密，
甚至改变了自己曾经活泼的性格。令
人难忘的细节是：他不爱拍照，却在杭
州参观岳飞庙时留影，背景是四个大
字：精忠报国。

邓稼先的故事，感人至深，却也有
人不以为然，认为他当年若留在美国
不回来，会有更大的科研成就。

这就是立场的问题吧。无论是看
待历史，还是今天，秉持何种立场，非常
关键。是从中国立场出发，还是有意无
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近代以来，
不少中国人的不少困惑，就在于落入别
人的话语陷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聚
焦问题的眼光，唯独没有从国家利益、
民族大义出发。但是当年，对邓稼先来
说，他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少年时在北
平求学，正是“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
占领北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被迫
要向太阳旗鞠躬。13 岁的邓稼先，难以
忍受这种屈辱，当众撕碎了一面日本国
旗，并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他因
此无法在北平立足，只能逃离，千里迢
迢南下，最终在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
又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
后，他毅然回国，从未后悔。临终前，他
说：来世要再当中国人。

幸运的是，历史上，有许多像邓稼
先这样的中国人。有支援时，懂感恩，
无支援时，也不会怨天尤人。

中国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中国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 利益，利益，还是利益……历史从不因为人类的善

良想象而前行，观察 20 世纪西方国家对华的历史，尤其

是二战期间的那段历史，不可否认有“道义”的存在，但

是在“利益”面前，“道义”又能有多大的栖身之处？

捉捉
错错
园园

秦殿杰

((660022))

““她她零晨三点动动身身””，，
““零零晨晨””之之““零零””错错失失真真；；

天天快快要要亮亮的的时时候候，，
正写应当是“凌晨”。。

((““凌凌””、、““零零””发发音音相相同同义义有有别别))。。

((660033))

““摩摩天天大大楼楼入云宵””，，
““云云宵宵””之之““宵宵””写写错错了了；；

极极高高极极高高的的天天空空，，
正写应当是“云霄”。。**

**霄霄：：云云、、云云气气。。

((660044))

““绳头小利也也要要赚赚””，，
““绳绳头头””之之““绳绳””错错无无边边；；

微微小小之之利利如如苍苍蝇蝇，，
正写应当是“蝇头”。。

((蝇蝇头头小小利利，，比比如如像像苍苍蝇蝇头头那那样样微微
小小的的利利润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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