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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冯健随笔新篇的联想
解国记

88月月下下旬旬，，在在北北京京 22001177世世界界机机器器人人大大会会的的
人人工工智智能能海海洋洋徜徜徉徉。。我我看看围围棋棋机机器器人人对对弈弈，，听听钢钢
琴琴机机器器人人演演奏奏，，观观机机器器蜻蜻蜓蜓空空中中翻翻飞飞，，赏赏机机器器金金
鱼鱼缸缸里里闲闲游游，，脑脑海海里里不不时时翻翻腾腾几几个个问问题题：：人人工工智智
能能真真的的将将无无所所不不能能吗吗，，它它会会写写文文章章吗吗，，写写了了文文章章
会会一一遍遍遍遍地地修修改改吗吗————因因为为我我案案头头的的一一部部新新华华
社社冯冯健健《《暮暮年年随随笔笔》》第第四四卷卷手手稿稿，，里里面面圈圈圈圈点点点点、、
勾勾勾勾画画画画，，全全是是字字斟斟句句酌酌修修改改的的笔笔迹迹，，实实实实让让我我
感感慨慨这这个个自自称称““新新华华社社老老兵兵一一个个””的的记记者者手手工工推推
敲敲的的投投入入了了。。

机器金鱼充一次电能游多久

九旬冯健一年间写随笔多篇

我我去去年年写写《《喜喜读读冯冯健健<<暮暮年年随随笔笔>>》》((载载本本报报
22001166 年年 44 月月 88 日日草草地地周周刊刊))，，那那是是随随笔笔的的第第一一、、
二二、、三三卷卷本本。。离离现现在在才才多多长长时时间间————一一年年略略余余，，他他
竟竟又又写写了了上上下下两两册册的的第第四四卷卷。。

有有的的读读者者可可能能不不知知，，冯冯健健已已是是一一位位 9922岁岁高高
龄龄的的老老人人，，影影响响久久远远的的《《县县委委书书记记的的榜榜样样————焦焦
裕裕禄禄》》三三位位作作者者((穆穆青青、、冯冯健健、、周周原原))中中，，唯唯一一一一位位
现现仍仍健健在在的的老老新新华华人人。。

人人工工智智能能海海洋洋中中有有一一条条机机器器金金鱼鱼，，头头部部尾尾巴巴
和和身身上上鳞鳞片片都都酷酷似似真真鱼鱼，，侧侧鳍鳍背背鳍鳍摇摇摆摆起起来来活活灵灵
活活现现。。可可是是，，游游了了一一会会儿儿就就犯犯蔫蔫儿儿————该该充充电电了了。。
我我问问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它它充充一一次次电电能能游游多多久久？？答答：：55 小小
时时。。冯冯健健 11994488年年 99月月被被调调入入新新华华社社当当记记者者，，算算来来
很很快快就就 7700年年矣矣。。7700年年不不知知疲疲倦倦，，9900岁岁后后笔笔耕耕不不
辍辍，，罕罕见见也也。。

《《暮暮年年随随笔笔》》第第四四卷卷中中的的作作品品，，绝绝大大部部分分是是读读
书书研研史史笔笔记记。。内内容容广广涉涉《《史史记记》》《《三三国国志志》》《《旧旧唐唐书书》》

《《新新唐唐书书》》《《明明史史》》《《梦梦溪溪笔笔谈谈》》等等，，以以及及黄黄仁仁宇宇《《中中
国国大大历历史史》》等等文文史史类类书书籍籍。。文文章章或或摘摘或或评评，，或或疑疑或或
叹叹，，皆皆现现思思考考。。

再再就就是是仍仍关关注注时时政政与与新新华华社社。。如如《《新新华华社社创创

制制微微电电影影<<红红色色气气质质>>多多方方好好评评如如潮潮》》称称：：““《《新新华华
每每日日电电讯讯》》报报 22001166年年 66月月 2200日日的的要要闻闻版版上上，，刊刊
登登了了<<红红色色气气质质>>》》的的大大幅幅画画面面截截图图…………这这部部微微
电电影影中中珍珍贵贵的的影影像像照照片片，，都都取取材材于于新新华华社社中中国国照照
片片档档案案馆馆…………毫毫不不夸夸张张地地说说，，推推开开中中国国照照片片档档案案
馆馆的的大大门门，，就就是是一一部部打打开开了了的的‘‘国国家家相相册册’’””。。自自豪豪
之之情情溢溢于于言言表表。。

健美机器人“纠错”有失误

冯健手稿一改再改不厌其烦

机机器器人人大大会会上上有有一一款款会会做做体体操操的的机机器器人人，，姑姑
且且称称之之健健美美机机器器人人。。它它伸伸胳胳膊膊蹬蹬腿腿，，举举手手投投足足，，能能
得得不不得得了了。。它它还还有有一一个个本本事事：：一一旦旦动动作作过过程程中中摔摔
倒倒，，会会自自己己慢慢慢慢爬爬起起来来。。就就是是说说，，自自己己会会““纠纠错错””
吧吧。。但但这这个个纠纠错错往往往往有有大大失失误误：：它它爬爬起起来来需需要要翻翻
身身甚甚至至翻翻跟跟头头，，翻翻的的过过程程中中它它““不不看看””场场地地够够不不
够够，，就就那那么么一一撅撅一一弹弹腾腾地地翻翻滚滚。。要要不不是是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用用手手挡挡着着，，或或者者干干脆脆抓抓起起它它来来放放回回原原地地，，它它肯肯定定
从从表表演演平平台台摔摔到到地地下下去去。。

人人则则不不会会如如此此。。冯冯健健手手稿稿中中的的““纠纠错错””，，都都是是
一一改改再再改改，，直直到到正正确确为为止止。。《《史史家家评评骘骘郑郑和和下下西西
洋洋》》，，写写郑郑和和““于于明明永永乐乐二二年年、、五五年年、、七七年年、、十十一一年年、、
十十五五年年、、十十九九年年和和宣宣德德六六年年，，共共七七次次下下西西洋洋””。。这这
里里的的几几个个年年号号后后头头，，都都加加括括号号标标注注了了公公元元纪纪年年年年
份份。。就就这这个个公公元元年年份份，，可可以以说说是是一一改改再再改改。。比比如如明明
永永乐乐五五年年，，括括号号中中加加注注的的公公元元年年份份，，第第一一次次写写的的
由由于于墨墨笔笔涂涂抹抹太太实实，，已已经经看看不不清清是是什什么么数数字字了了。。
第第二二次次改改为为““11440066年年””，，接接着着又又红红笔笔打打掉掉““11440066””，，
改改为为 11440077年年。。就就是是说说，，这这个个年年份份连连写写带带改改三三遍遍才才
定定。。我我再再数数一一下下，，几几处处年年份份的的写写、、改改共共 1188遍遍！！

类类似似这这样样的的纠纠错错修修改改，，冯冯健健手手稿稿里里很很多多很很
多多，，可可算算得得上上求求真真的的了了。。

这这事事若若给给机机器器人人干干，，可可能能它它一一次次就就能能写写准准，，

但但也也可可能能弄弄错错。。而而一一旦旦机机器器人人弄弄错错，，它它还还会会不不会会
再再回回头头纠纠这这个个错错，，会会不不会会一一遍遍又又一一遍遍地地纠纠，，直直到到
改改对对？？

机器人西施貌美言傻傻

老记者冯健文美质彬彬

爱爱美美之之心心人人皆皆有有之之，，机机器器人人西西施施旁旁边边围围满满观观
众众。。她她脸脸盘盘圆圆润润，，十十指指纤纤纤纤，，长长发发高高髻髻，，素素衫衫红红裙裙。。

尤尤其其那那一一双双手手，，高高仿仿真真让让人人吃吃惊惊：：细细皮皮嫩嫩肉肉，，
滑滑如如凝凝脂脂；；连连手手背背、、指指关关节节处处的的细细纹纹，，指指甲甲根根
部部的的月月牙牙儿儿，，都都一一清清二二楚楚，，与与真真手手绝绝无无二二致致。。
她她嘴嘴里里念念念念有有词词：：去去年年王王阳阳明明来来给给大大家家表表演演书书
法法，，今今年年由由我我来来跟跟大大家家互互动动。。听听到到这这话话，，便便有有
人人问问她她““你你好好””，，有有人人问问她她““哪哪里里人人””。。不不想想
她她一一概概不不理理，，依依然然傻傻傻傻地地重重复复上上面面那那两两句句话话。。
我我去去后后面面问问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她她怎怎么么不不会会互互动动？？答答
曰曰：：声声音音嘈嘈杂杂，，网网络络不不好好。。

得得，，西西施施不不过过是是外外美美，，条条件件一一差差便便没没了了““脑脑
子子””，，远远不不像像人人对对美美的的追追求求与与付付出出。。

冯冯健健的的《《毛毛泽泽东东爱爱读读二二十十四四史史》》开开头头段段：：““二二
十十四四史史是是一一部部卷卷帙帙浩浩繁繁的的中中国国典典籍籍，，全全书书共共
33225599卷卷，，约约 44000000万万字字。。””下下面面另另起起一一行行，，介介绍绍二二
十十四四史史的的作作者者；；然然后后再再另另起起一一行行，，切切入入““毛毛泽泽东东
一一生生酷酷爱爱读读史史…………””正正题题。。

文文章章写写完完后后，，我我看看到到作作者者在在稿稿纸纸的的天天头头空空
白白处处，，写写了了一一个个长长句句：：““它它记记述述了了从从传传说说的的黄黄帝帝
时时代代到到明明崇崇祯祯十十七七年年长长达达 44000000 年年中中华华民民族族政政
治治、、经经济济、、文文化化、、天天文文、、地地理理等等多多个个方方面面的的历历史史进进
程程””，，接接着着红红笔笔圈圈住住，，用用指指示示线线插插到到开开头头一一段段的的
后后面面。。可可到到最最后后，，我我看看到到他他又又用用红红笔笔把把专专门门加加的的
这这个个长长句句给给删删掉掉了了。。

为为什什么么？？细细读读会会感感到到，，虽虽然然加加上上这这一一层层意意思思
也也没没什什么么不不好好，，但但离离切切入入正正题题就就远远了了些些，，删删掉掉反反
倒倒觉觉得得干干净净。。微微妙妙之之处处，，不不仔仔细细推推敲敲不不可可得得也也。。

有有的的美美需需要要用用减减法法，，有有的的美美则则要要用用加加法法。。
还还说说那那个个郑郑和和下下西西洋洋。。随随笔笔叙叙述述完完下下西西洋洋梗梗

概概，，再再用用明明史史作作者者张张廷廷玉玉““三三宝宝太太监监下下西西洋洋，，为为明明
初初盛盛事事””作作评评，，文文章章就就结结尾尾了了，，稿稿纸纸还还剩剩下下半半页页
空空白白。。可可是是后后来来，，明明显显是是冯冯老老先先生生又又发发现现了了关关于于
下下西西洋洋的的其其他他资资料料————黄黄仁仁宇宇在在《《中中国国大大历历史史》》中中
评评价价说说：：““其其劳劳师师之之重重，，更更为为人人指指摘摘””““更更招招民民怨怨””等等
等等。。于于是是又又启启用用一一页页新新纸纸，，单单写写了了约约 220000字字的的新新材材
料料。。原原已已写写完完文文章章的的下下半半页页空空白白处处，，添添两两行行过过渡渡

性性的的话话，，再再用用一一个个红红箭箭头头长长线线一一划划到到底底，，表表示示转转
接接下下页页的的两两段段新新材材料料。。这这样样一一来来，，文文章章的的全全面面性性
和和深深度度，，便便上上了了一一个个台台阶阶，，可可算算是是““文文质质彬彬彬彬””。。

一台机器可以顶 50 个人

50 台机器顶不了一个敬业人

写写到到这这里里，，我我不不仅仅想想起起《《报报刊刊文文摘摘》》转转载载《《讽讽
刺刺与与幽幽默默》》刊刊登登的的张张叶叶的的漫漫画画：：66个个大大小小不不一一的的
齿齿轮轮，，由由链链条条连连为为一一个个坐坐姿姿人人轮轮廓廓，，人人手手处处跳跳出出
一一个个很很妖妖冶冶的的异异形形机机器器人人，，画画面面中中上上方方一一小小方方
框框，，内内写写：：““一一台台机机器器可可以以顶顶五五十十个个人人，，但但五五十十台台
机机器器也也顶顶不不了了一一个个敬敬业业的的人人。。””还还想想到到《《文文摘摘报报》》
转转载载《《文文汇汇报报》》许许琦琦敏敏的的文文章章《《人人脑脑比比人人工工智智能能聪聪
明明 11 亿亿倍倍》》说说：：““尽尽管管电电脑脑可可以以处处理理大大量量的的程程序序
性性、、计计算算性性工工作作，，但但涉涉及及创创造造力力的的部部分分，，目目前前仍仍然然
是是人人脑脑的的‘‘特特权权’’。。””

我我想想也也是是。。新新华华社社与与冯冯健健共共过过事事的的，，多多人人都都
说说他他敬敬业业。。他他给给我我的的信信里里特特意意写写道道：：如如果果这这次次要要
评评议议他他的的随随笔笔，，““最最好好还还能能指指出出文文稿稿中中的的不不足足之之
处处””。。我我不不知知道道，，如如果果将将来来机机器器人人真真的的也也有有创创造造力力
了了，，能能写写文文章章了了，，是是不不是是也也会会在在写写完完后后，，要要人人家家指指
出出其其不不足足呢呢？？

凡凡事事只只有有更更好好，，没没有有最最好好。。谁谁的的文文章章都都有有不不
足足之之处处。。我我以以为为，，冯冯健健老老人人家家的的随随笔笔，，缺缺少少一一个个方方
面面的的内内容容：：人人生生感感悟悟和和哲哲学学思思考考。。一一个个横横穿穿从从民民
国国到到新新中中国国，，从从革革命命到到建建设设，，从从封封闭闭到到改改革革开开放放，，
一一生生经经历历中中既既有有鲜鲜花花，，也也有有荆荆棘棘，，既既有有坦坦途途，，也也有有
坎坎坷坷的的 9900 多多岁岁高高龄龄老老人人，，长长期期在在新新华华社社工工作作，，走走
至至今今日日颐颐养养天天年年，，无无论论做做人人做做事事做做官官，，都都会会有有不不
少少心心得得和和感感悟悟。。如如果果随随思思随随记记、、推推敲敲成成文文，，对对己己对对
人人都都会会有有所所裨裨益益吧吧！！

有有句句老老话话叫叫““人人生生七七十十古古来来稀稀””。。冯冯健健说说：：今今
逢逢盛盛世世，，我我虽虽然然已已是是暮暮年年老老汉汉，，依依然然吃吃得得好好，，睡睡得得
好好，，有有时时还还写写点点文文章章，，活活得得好好不不快快乐乐！！

一一席席话话，，一一个个乐乐天天派派老老人人的的音音容容笑笑貌貌，，溢溢于于
言言表表。。

书书话话

▲冯冯健健《《毛毛泽泽东东爱爱读读二二十十四四史史》》第第 11
页页。。 摄摄影影：：解解国国记记

正义，是正义的守护神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 面对邪恶，即使邪恶极恶

时，正义也不能向邪恶低头，

不能失去信心，不能心存幻

想，只有尽快团结起来，决不

让步，才能共同制止邪恶给人

类文明带来的浩劫

关山远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敦刻尔
克》正在热映，这是一部非典型的战争大片，习惯
了人海战术、宏大场面的观众，对电影中多少显
得空荡荡的敦刻尔克海滩，感觉颇不过瘾。或许
是为了节省成本的缘故吧，真实历史中塞满海滩
的 40万士兵和无数辎重，在电影中被大幅削减，
貌似只有 4 千人要撤到英国去。但这部电影还是
颇多亮点，没有主角，聚焦于每一个想逃出生天
的士兵，还有不顾一切渡海来救的英国人，令人
特别赞叹的是出色的音效，如放大无数倍的心跳
声，在耳边震动，始终在提醒观众：这是一场与纳
粹恶魔进行生死竞速的救援，刻不容缓！

历史的魅力在于：后人即使已为结果长舒一
口气，但仍然为过程而胆战心惊。1940年的敦刻
尔克，已是一块死地，何况 40万陷入困境的英法
联军，面对的是邪恶天才希特勒，除非奇迹发生，
他们才能得救。但正义撞上了大运，奇迹就是发
生了：33 万人撤到英国，4 年之后，他们蹈海反
攻，从一个叫诺曼底的地方，又踏上了欧洲大陆。

本文写的不是敦刻尔克，而是有“小敦刻尔
克”之称的另一场战役与撤退以及因此被改变的
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邪恶穷凶极恶、最为
得势之时，幸运女神，也未完全抛弃正义一方。

一

温泉关，希腊东部，爱琴海岸边，背山靠海，
地势极为险要。公元前 480年，斯巴达国王李奥
尼达率领三百死士在关口狙击南下的波斯军，名
垂青史。2400 多年后的 1941年 4月，此处又爆
发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守军是由英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军队组成的英联邦军，攻方是德军。

德军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在 1941 年 4 月 6
日早晨 6 时打响的，15 个师(包括 4 个装甲师)
组成的德国第 12军团从保加利亚扑入希腊，希
腊人与英联邦军队从北到南，节节抵抗，应该说，
盟军一方打得特别顽强，但德军那时刚横扫西
欧，战斗力正处于势如破竹的阶段。希腊一役，德
军人数与装备上也占据优势，他们很快就主宰了
战场。二战史记载此役时写道：“德军成群的斯图
卡轰炸机轮番袭来，低空俯冲轰炸他们的目标。
尘土翻滚，岩石震颤。爆炸声响彻整个山区。在黄
色机鼻的纳粹容克飞机掩护下，德军装甲部队继
续发动进攻。联军部队因敌机的不断轰炸而伤亡
惨重，随后一拥而上的德军步兵便进行收尾阶段
的扫荡。”

德军首要目标，是歼灭英联邦军队在希腊的
有生力量。后者也知道大势已去，“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尽可能撤离人员，也成了他们的首
要目标。

温泉关，因此成了双方争夺的要津：英联邦
军队藉此阻挡德军，掩护部队在海滩撤退；德军
则要清除攻占希腊首都雅典的最后一道关卡，把
对手消灭在爱琴海的滩涂上。这场战斗从 4 月
24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开始，德军遇到了顽强抵
抗，损失了 15 辆坦克，付出了大量伤亡。盟军坚
守了一整天后，撤出阵地。他们成功地掩护了战
友的撤离，大约 5万名军人安全脱身，约占盟军
四分之三。史载：当时希腊南部各个撤退点就像
是另一个敦刻尔克，海滩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大
批的车辆和辎重装备。

德军打下温泉关，意味着雅典的陷落。德军
进入雅典前，雅典电台发出了这样的广播：“希腊
人，坚定、骄傲、有尊严地站起来，你们必须证明
你们自己在历史中的价值，我军的英勇及胜利已
经被确认，我们理想亦将会被实现……希腊将存
在我们心中，我们军队的灵魂及最后胜利之火鼓
舞我们生存，希腊将会再生及更加强大！”德军直

接开到达希腊的国家象征——— 雅典卫城，升起纳
粹旗帜。史载，希腊士兵降下希腊国旗后，拒绝交
给入侵者，毅然抱着国旗，从雅典卫城跳下。

但希腊的抵抗，并未结束。在爱琴海，希腊最
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接踵
而来。

这一年的 5月 20日，德国对克里特岛堪称
疯狂的进攻正式开始，德军用重型轰炸机对岛上
的地面防空设施进行了一小时的狂轰滥炸，每颗
炸弹重达一千磅，迅速摧毁了英联邦军队的大部
分对空炮火，旋即，德军五千伞兵自空而降，德国
海军也开始尝试登陆。英联邦军队进行了顽强的
反击，击毙了大部分德军空降兵，也重创德军海
军部队。但岛上的马利姆机场落入了德军空降兵
之手，虽然英军炮火密集，但德军运兵飞机不顾
一切地飞来，在付出了一百多架飞机撞毁和被击
中爆炸的代价后，控制了机场。

5月 27日，英军承认失败，决定撤退。当时
岛上还有 2万多英军，在德军飞机与军舰日夜不
停的攻击下，撤军之难，可想而知。30日，丘吉尔
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营救残留该岛的官兵
作最后努力。经拼死相救，大约一万七千余人撤
离到了埃及，没来得及撤离的五千余人，大部分
被杀害。

德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是德军第 7
伞兵师，已被打残，希特勒因此下令：禁止以后进
行任何空降作战。但纳粹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

二

其实德军完全没必要跑到希腊打一仗。
在 1940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在 1941年 5月

15日开始执行“巴巴罗萨”计划。在计划的开头他
就强调：“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
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希特
勒是个不世出的疯子，但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
缜密，他深知，“巴巴罗萨”行动要想顺利完成，必
须保持巴尔干侧翼的安全。在纳粹的威逼利诱之
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被拉入了德国
的轴心国集团之中。

正在全面备战呢，偏偏希腊打起来了。
都是因为一个不甘寂寞蹭热点而又缺乏自

知之明的人：墨索里尼。他看到德军这仗打得风
卷残云一般，希特勒出尽了风头，他不服啊，他也
要面子是不是？当然，他更想趁火打劫，实现自己
像罗马帝国当年一样扩张国土的梦想。当然，他
的梦想，只是痴心幻想，有句刻薄的话评论说：二
战中意大利军队，主要是负责搞笑。

眼看着法国快向德国投降了，墨索里尼命令
意大利军进攻法国，结果 32个意大利师被法军
6 个师吊打，到法国终于向德军投降时，还占着
意大利一块土地。

心想着英国人都快被德国人打残了，墨索里
尼又派出大军到英国殖民地埃及去抢地盘，结果
自己的 30万人，被英军 3万人在非洲大地“撵”
得到处跑。英军在北非的罗盘行动，战果辉煌：约
38300 名意大利士兵战死或被俘，而英军方面损
失不到 700人……

意大利军队入侵希腊，更是不折不扣的闹
剧。意大利人打进来之前，希腊虽然跟英国关系
好，但跟德国关系也没差到哪里去，保持中立。墨
索里尼纯粹是为了争面子，感觉希腊国家小军队
弱，征服希腊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威望。部下建议：
稳妥些好，最好把打希腊的计划跟希特勒通通
气。史载：墨索里尼大怒，吼道：“他们德国人向我
通报过挪威战役了吗？他们在向西线发动进攻之
前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吗？他们就当我们不存在一

样。现在还要我向他们通报吗？”
墨索里尼把进攻希腊时间定在 1940 年 10

月 28日，这恰好是 1922年他率领法西斯党徒夺
取意大利最高权力的纪念日。这一天，意大利大
军打进希腊，结果首次进攻，就遭遇失败，4个星
期后，被希腊人给打出来了，赶到了阿尔巴尼亚。
场面很难看，甚至出现了意军 27个师被希军 16
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希特勒怎么不恼火：其一，意大利人擅自行
动，希腊不得不向英国求援，这个中立国给打成
了同盟国；其二，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一看意大
利这怂样，认为轴心国靠不住，退出不玩了；其
三，也是更重要的，希特勒只能推迟“巴巴罗萨”
计划，来帮墨索里尼救火，他不得不救啊，意大利
人被打成这样，已危及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

1941年 6月 22日清晨 3：45分，在比原计
划推迟了一个多月以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
以德国为主的轴心国数百万大军攻入苏联。苏联
蒙受了巨大损失，半年内 50万平方公里国土沦
陷，到当年 11月，德国已打到莫斯科城下，他们
的攻势在 12月初达到极限，前锋部队已经推进
至莫斯科市郊，甚至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螺旋状
尖塔。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了，凛冬已至，德军士
兵只能围在篝火旁，燃烧宝贵的汽油取暖，而苏
军开始反攻。翌年，德军溃败，莫斯科解围。

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打破
了希特勒吹嘘德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是德国东线
走向灭亡的开始，也极大提升了苏联在军事、政
治方面的国际地位，同属于反法西斯国家的英、
美意识到：苏联，是他们击败法西斯必须团结的
国家，促进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对的，同样不要忘记希腊的作用。众多历史
学家认为：正是因为德军介入希腊战役，“巴巴罗
萨”计划因此被迫延迟了一个多月，导致了德军
未能在严寒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最终输掉了德
苏战争。

历史大势不可逆，假如德军攻占莫斯科，就
像假如德军全歼敦刻尔克 40万英法联军一样，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还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这胜
利，会来得更艰难。

三

在二战中，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基本
上是这样的：墨索里尼到处点火，然后引火烧身，
希特勒满腹牢骚，却又不得不替他灭火。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关系，确实比较有趣。卓
别林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大独裁者》，这是他的第
一部有声电影，自导自演，刻画了一个残酷迫害犹
太人的大独裁者形象，原型其实就是希特勒，卓别
林扮演的大独裁者演讲满口都是类似德语的胡言

乱语，可以听出德语的“炸肉排”“泡菜”和“肝肠”，
实际上，那些言辞毫无意义，只是对希特勒引以为
自豪的演讲风格的莫大嘲讽。这部影片上映于希
特勒气焰最为嚣张的 1940年，希特勒看了电影
后，狂怒，宣称一旦打到美国，头一件事便是把卓
别林送上绞架。事实上，这部影片在拍摄之前，曾
经受到了德国外交人员和美国法西斯组织的施
压，但卓别林以非凡的勇气，在巴黎的报纸上登出
该片的主要剧情，公开向纳粹挑战：“当希特勒在
煽起疯狂的时候，他必须受到嘲笑。”

《大独裁者》电影中，有两个独裁者在一起互
相攀比的场景，另一位肥头大耳的，原型即是墨
索里尼。两人互不服气，使用各种机巧，像小孩斗
气一样，试图压倒对方，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在真
实历史中，希特勒还是挺尊重墨索里尼的，毕竟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并率先在意
大利成立了法西斯政权。当他成为欧洲红极一时
的政治人物时，希特勒还只是他的一个崇拜者。
希特勒逐渐发迹后，也一直视墨索里尼为“老大”
式人物，珍惜与他的友谊，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936年 10月，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
的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轴心。“轴心”，即墨
索里尼提出，版权归他。

希特勒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情感很难以正常
人标准来衡量，但他对墨索里尼还真不赖，默默
帮他灭火，帮他守卫意大利，甚至 1943年 7月当
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后被软禁，希特勒还策划了
一起特种兵营救，成功救出了墨索里尼。其实此
时墨索里尼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已经被扫到了
历史舞台的边角，希特勒对他的友谊，还真是超
越了功利的层面。

不过，相比希特勒对于两人友谊的“忠诚”，
墨索里尼就压根儿谈不上“忠诚”二字了，他起初
瞧不起希特勒，后来看到希特勒横扫欧洲，又开
始羡慕妒忌恨了。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
1939 年 11 月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墨索里尼一
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他当他想到希特勒
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二战中德国和意大利结
盟，是最大的败笔。德国军方面曾经有这样一种
说法：“假使战争爆发，意大利最好能守中立，这
样或许可以牵制敌方 10个师，假使它投入对方，
则德国只要用 5个师可以将其击败，但假如加入
德国方面作战，则德国反而要用 20个师去保护
它。”用句现代的网络语言，墨索里尼绝对是“猪
一样的队友”。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二战中打败希
特勒德国，墨索里尼立了大功。所以，著名记者、
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认
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
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关于希特勒的不解之谜，还有许多，比如，德
军已合围敦刻尔克之际，1940年 5月 24日，希
特勒突然下令所有在前线的装甲部队，停止对英
法联军的追击。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德国第 19装
甲军的坦克部队，离敦刻尔克只有 10英里的距
离了。统率第 19军的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里
写道：“如果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制止第 19军的
推进，那敦刻尔克早就被攻克，胜利的成果也非
现在可比。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全部英国远征
军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就很难预言
了。很不幸，这个大好机会却被希特勒个人的神
经质糟蹋了。”

希特勒为什么会下这个奇怪的命令，猜测甚
多，至今无解。事实上，关键时刻，他并非只有一
次表现出这种神经质。

邪恶的天才，也并非无懈可击。
这不正是正义在历史中碰到的运气吗？

四

折戟莫斯科之前，希特勒一直吹嘘纳粹德国
不可战胜。确实，德军战斗力很可怕：“闪电战”灭
亡波兰；丹麦只抵抗了一天；荷兰五天后投降；入
侵法国半个月，英、法军队被挤压到敦刻尔克海
滩，一个多月后占领巴黎；进攻苏联，狂飙突进，
苏军溃败，被俘官兵以数十万计……

希特勒同时也是个擅长玩心理战的恶魔，二
战爆发前，他精确判断出英、法、苏等国的小心
思，瞄准他们或绥靖或懦弱或贪婪的性格软肋，
诱惑、恐吓、欺骗……或骗他们妥协，或逼他们让
步，或拉他们下水。等到大难临头，他们才意识
到：养虎遗患，与狼共舞，容忍、默认甚至包庇邪
恶，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苦难与恐惧！

正义一方，也在努力寻找邪恶者的心理破绽。
1943年，美军情报人员完成了《希特勒性格特征
及其分析报告》，得出了希特勒有严重心理问题的
结论。盟军遂决定在法国登陆，与苏军一起东西线
并进，另外英美空军加强对柏林的昼夜轰炸，给希
特勒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的军事指挥陷入
混乱和冲动之中。事实证明，完全正确。

恶魔并非没有软肋，这无疑是正义一方的运
气来源，但正义一方最大的幸运，还是要由自身
来创造。

1951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出版了他
历时六年完成的历史巨著《二战回忆录》。在书的
开头，他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很
容易避免的；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可以说，二战给人类最重要的启迪就是：正
义不能向邪恶低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邪恶极恶时，很多人会失去信心，比如二战，
在欧洲战场，一些国家与军人畏德军如虎，争相投
降；在东方战场，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曾问冯
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
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
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他们选择了向邪恶低头。

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证明：面对
邪恶，即使邪恶极恶时，正义也不能向邪恶低头，
不能失去信心，不能心存幻想，只有尽快团结起
来，决不让步，才能共同制止邪恶给人类文明带
来的浩劫。如同莫斯科保卫战中，参加红场阅兵
的军人直接开赴前线；如同丘吉尔的演讲：“我们
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又如同在中国
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誓死奋战，不当亡国
奴……在法西斯邪恶穷凶极恶时，1942年 1月
1 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 26 个反法西斯国家在
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正式建立，盟国同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非
的广阔战场上展开了惨烈战斗。

这时距离最终的胜利还有三年多时间，但对盟
军来说，可遇不可求的运气，已是不可逆转的运势。

五

有人说，运气总是偏袒坏人；也有人说，历史
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总认为自己是正义一方。

但历史无疑是公正的：制造奥斯维辛集中
营、南京大屠杀等人类文明惨剧的邪恶，并没有
成为胜利者。

这远非“正义者的运气”能够概括。追求真善
美、相信正义必胜，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并进步的
重要精神力量，著名学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
善良天使》一书中写道：“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暴
力是在持续降低的，而我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
和平的时期。”而暴力减少的关键，在于将人类推向
暴力的“心魔”以及将人类带离暴力的“善良天使”
之间的博弈。后者的分量，正在逐渐加强，人类通过
越来越完善的制度设计，越来越有能力控制自己的
冲动，发挥理性的力量，抵御暴力的诱惑。

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性中的善良
天使”，恰恰是人类正义最大的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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