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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平

1996 年，美国加州大
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
学家贝拉·德保罗对 147
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周的
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
论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
个人每天都会说一两次
谎。比如，有人觉得朋友的
衣服很不得体，但却违心
地告诉朋友说，“你的这件
衣服看上去不错”。再比如
去医院探望病人，明明知
道病情很重，但却安慰说，
“没事，你会很快好起来
的”。还有人为了避免尴尬
处境，假装不知道配偶已
经丢了工作，等等。尽管其
中不少谎言是无辜甚至是
善意的，但撒谎是人们生
活中常见的现象，这一点
恐怕无人否认。

普通人的善意谎言由
于无伤大雅，也就无人追
究或苛责。即便是恶意的
谎言，最多是让撒谎者本
人失去信用，造成众叛亲
离，对整个社会不会产生
什么影响。但如果美国总
统撒谎呢？那就不同了。往小里说，这是一国之君
的人品和道德问题，往大里说，这是关系到千万人
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更何况，总统乃人中龙
凤，层层选上来的，有道德瑕疵或善于撒谎的人，
怎么会被选上来代表人民和国家呢？所以在人们
的印象中，总统不但要有超凡的能力、过人的胆识
和卓越的远见，还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国家的形
象，总归是“高大上”的代表。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往往是靠
不住和信不过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撒谎。

上世纪 60 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因撒谎
导致美苏发生一次严重危机。1960 年，美国不断
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以掌握其军事机密。当
年 5 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一架
U — 2 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的防空部队
发射的导弹击中，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然而，美
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于是公然否认有
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
明，声称此事他不曾授权，等于公开否认此事。随
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
在世人面前，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
次间谍飞行。这一真相被媒体报道后，令大多数美
国人感到震惊，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并导致
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差一点引
发核大战。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职时对记者袒露
心扉，把美国在 U — 2 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
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
如此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
嘴，一言不发。”

而尼克松总统更是因为著名的“水门事件”而
黯然辞职下台，成为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美
国总统。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他能
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
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后来卡特总统在
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在我国 200 年的历史上，
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连
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对如何
评价尼克松都表示出困惑：“一个人要如何评价这
样一位总统，如此的辉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

从尼克松执政时发生“水门事件”开始，美国政
治家就跟“门”干上了，一扇又一扇的“丑闻门”事
件，让人不禁发出“白宫门重重几许”的感叹。

人们不禁要问，总统公然撒谎，既玷污了总统
本人的声誉，也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背道
而驰，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他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其实，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政治斗争
需要，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缺乏安全感，有的
是为了一己私利，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
外交战略，不一而足。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
施特劳斯的分析，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换句
话说，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建立一种
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定程度的
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便于政治上操
作方便，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官员公开发
表的言论必须谨慎，道理很明显：如果我说实话，
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新闻学教授厄里
克·阿尔特曼在 2004 年出版的《当总统撒谎时：官
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一书中就指出，绝大多数
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
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
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
知道，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
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而
公民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
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
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做出让步时，总统往往愿意
用欺骗而不是教育和解释的方法去面对民众。

阿尔特曼通过研究发现，官方谎言的真正麻
烦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即国家领导人对他的
人民越是说谎，他就越不得不对他的人民撒谎。也
就是说，一个谎言抛出去后，需要用另一个更大的
谎言来加以掩盖。最终，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
力，并逐渐控制撒谎者。谎言在短期内对总统似乎
是有效的，这就容易让总统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
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因此，如果能够以史为鉴
的话，那就会知道，总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的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
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此，否则终将受到
历史的惩罚。

关山远

新年来了，新的八卦，让人仍然是旧的感
慨：他把她当公主，她却没把他当王子。她是他
的宝，他是她的草。

童话故事的经典结尾，就是“王子与公主从
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影响了很多人，包括
很多不是王子的男子，从小就做一个娶公主的
旖旎大梦。

但读读历史，真的能娶上个公主，还真不是
美梦成真。原因很简单：不对等的爱情与婚
姻——— 无论是身份还是心理——— 难言幸福。

一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酒壮怂人胆”故事：
妻子傲慢，脾气大，丈夫忍忍忍……忍无可忍，
某次喝大了，家暴，逮着傲妻劈头盖脸一顿揍。
气出了，酒醒了，妻子不见了，原来奔回娘家告
状了。丈夫于是有点小害怕。

这类故事，直到今天仍不鲜见，但有的故事
一地鸡毛，有的故事却被编成戏剧，传诵至今。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经典剧目《醉打金枝》，借酒
壮胆的男主叫郭暧，他家暴的女主可不一般，娘
家在皇宫呢，她是升平公主，爸爸是唐代宗。

郭暧的爸爸叫郭子仪，历史上的超级牛人，
可以说他从安史之乱中拯救了大唐王朝。否则
唐皇也不会跟他联姻。升平公主嫁入郭家后，一
直没有厘清公主与儿媳的关系，所以对名满天
下的公公不太尊敬：你是长辈，但也是臣子嘛。
这样自然让丈夫极为不满：摆什么公主的架子？
别忘了你也是郭家小媳妇。双方“人设”出现重
大分歧，于是冲突爆发。

古代公主的婚姻，复杂就复杂在：“君权”与
“夫权”的冲突，夫为妻纲，妻子要听丈夫的，但
公主地位尊贵，代表帝王，君为臣纲，臣子得听
公主的。这样就成了悖论。

封建社会，妻子必须对丈夫唯命是从，是因
为妻子没有独立经济地位，但公主就不一样了，
下嫁后有封邑。在唐朝，普通的公主封邑是千户，
爸妈疼爱的公主，还可封到一千四百户——— 意思
是，有足足 1400户的赋税，是供给公主花费的。
完全经济独立了。另外，有些朝代公主下嫁后往
往设有公主府，有属官、奴仆，出嫁前大兴土木建
个宅院，驸马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中心只能是
公主，他不可能是中心，更像一个附庸。

这完全不是传统的婚姻模式，深深埋着皇
族唯我独尊的礼仪与正常夫妻伦常关系的冲
突，公主与驸马谁任性一点，后果都很严重。

北齐名臣崔暹儿子崔达拏娶了皇帝高洋的
侄女乐安公主，夫妻如胶似漆。但某一天，乐安
公主回宫，高洋询问婆家待她如何，乐安公主半
是抱怨半是撒娇地说，相公对我很好，可婆婆不
太喜欢我。

就这么随口一说，高洋居然找借口亲手一
刀杀了乐安公主的婆婆。这不是疼爱公主，纯属
杀人立威，彰显皇室之不可侵犯。但公主夫妻之
恩，亦荡然无存。崔达拏对公主反目成仇，等北
齐灭亡后，崔达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乐安
公主，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把女儿郦邑公主刘绶，
嫁给皇后阴丽华的嫡亲外甥阴丰，堪称门当户
对，但这对夫妻比较奇葩，“公主骄妒，丰亦狷
急”，经常吵架，某次大吵之后，阴丰狂怒，动了
刀子，正中公主要害……

冲动是魔鬼啊，结果是这样的：皇帝将阴丰
处斩，阴丰父母教子无方，鉴于是阴丽华亲弟
弟，留全尸，在家自尽。削爵。

不过，《醉打金枝》的结局，皆大欢喜，在皇
帝像居委会大妈一样亲自与亲切的调停下，这
对小夫妻接下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皇帝岳
父通情达理，公主夫人又被治(打)愈了公主病，
纵观历代驸马命运，郭暧算是蛮好的，关键是：
他有个重磅爸爸。

正史中没有记载郭暧酒后打公主的事，倒
是有另外一桩，来自《资治通鉴》：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
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
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
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
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
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
暧数十。”

说的是：小夫妻拌嘴，拼爹，郭暧居然说了大
逆不道之话：“你有什么不了起？要知道：我爹不
想当这个皇帝，你爹才当得上的！”公主大怒，告

状，皇帝实事求是地说：他说得没错啊。当时郭子
仪掌握着全国兵马呢。当然，郭子仪是吓坏了，即
使皇帝宽宏大量，他仍然把儿子暴打一顿。假如
皇帝不是看他面(实)子(力)，绝对灭族了。

二

如果说“伴君如伴虎”，那么，伴公主如伴母
虎。

公主当然都有公主病，刁蛮自私、任性撒泼
倒也罢了，驸马只要“耙耳朵”就行，也能过下来，
有时还会蛮幸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
压倒东风。怕就怕公主病病入膏肓的那一款，自
我放纵任意妄为，眼中除了本尊，其他都如草
芥。比如碰上一个性开放的公主，频频给驸马戴
绿帽子。有人估计不满了：凭什么只能男人出
轨？问题关键在于：驸马没法离婚，也不敢大吵
大闹，甚至明明戴着绿帽子，还要默默陪着笑。

这样的例子，在唐朝很多，比如唐太宗的女
儿高阳公主，下嫁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却爱上
了和尚辨机。房遗爱是重臣之后，却啥招都没有。

《新唐书》载：“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
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
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

这个高阳公主骄横狂野，提出过分条件，没
有得到满足，心意难平。后来私通和尚，亦可视为
她的某种抗议。她爸爸还算护着女婿，一怒之下
把那个花和尚给腰斩了，高阳公主更怒了，后来
唐太宗去世，她这个做女儿的，一滴眼泪都没有。

只能说，这个高阳公主的家教太失败了。
事实上，唐朝公主们的公主病处于集体歇

斯底里发作阶段，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恶名。她们
身处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最高的时期，多以豪放
派形象出现。但有时豪放到了极致，就不可爱
了，行为不端、骄横无礼、淫荡不羁、强悍泼辣、
残暴凶狠的为数不少，高阳公主还不算最厉害
的，最厉害的当数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堪称两
大悍妇，贪淫放纵、专横跋扈倒也罢了，她俩还
干预朝政、谋反叛乱，结果悲剧收场。

她俩都是从小极受宠爱，皇室听其所欲，无
不允许，小小年纪，就养成了骄傲任性、蛮横霸
道的脾气。这样的姑娘，今天仍然很多，但有没
有“公主”这个头衔加持，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小
娇惯的小家碧玉与一国公主，那杀伤力完全是
冷兵器与机关枪的区别。

这里要表扬一下大唐后期的唐宣宗，在唐
朝皇帝中，唐宣宗教育和管理子女是最为严格
的一个，他尤其重视对公主们的管理，常常以太
平、安乐二公主为反面例子，让女儿们切莫坑爹
坑己。唐宣宗倡导节俭，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状元
郑颢。按照朝廷定制，出嫁时应使用银箔装饰的
豪华车马，但他却要求女儿使用一般大臣使用
的铜饰车马。

唐宣宗很疼爱这个女儿，又因此担心她恃
宠而骄。史载，万寿公主出嫁后，唐宣宗老是担
心公主在宫中教养不够，慢待夫家。每次公主回
宫进见，宣宗必谆勉笃诲道：“无鄙夫家，无干时
事。”意思是：不得以皇室的地位鄙视丈夫家族，
也不得干预朝政。

考验公主的时候到了：皇帝听说驸马弟弟
重病，马上派太监前去探望。太监回来后，宣宗
专门询问：公主在哪儿？太监答：公主正在慈恩
寺观戏。唐宣宗大怒，速召公主进宫，先是让她
下车，站在阶下，冷落良久，然后再当面斥责道：
“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哪有小叔
子病成这样，做嫂子的还自顾自看戏的道理！别
人要是知道了，不光说你不懂事，恐怕还要说你
老爹没教育好你了！公主一看老爹震怒，也吓坏
了，跪地求饶。

但这样的皇帝爸爸太少啦。
其实，唐宣宗也是迫于无奈，话说“皇帝的

女儿不愁嫁”，但他已深感无人愿娶公主的切肤
之痛了。把女儿在变成大龄青年之前赶紧嫁出
去，成了唐朝不少皇帝的一大心愿。

唐宣宗对女儿要求严格、对驸马郑颢很好，
但他的爱婿仍然充满了对这段婚姻的怨恨。他
是名门之后，才貌双全，宰相白敏中推荐给皇帝
当女婿，皇帝也满意，但郑颢不干，他在老家已

有心上人，即将完婚。白敏中急了，各种招数使
尽，成功棒打鸳鸯，把这个优质男青年推进了公
主怀抱。

郑颢受尽恩宠，却始终难忘初恋的味道，一
腔怒火，泄到媒人身上，三两天就上一份折子弹
劾白敏中。后来，白敏中出镇邠宁，对宣宗道：
“郑颢并不想娶公主，因此怨恨于臣。臣在朝中，
他无能为力。臣若出镇，他定会中伤于我。”宣宗
道：“我早就知道了，你怎么到现在才说。”说完
命人将一个柽函交给白敏中，道：“这里面都是
郑郎诋毁你的书笺。我若是相信，你又怎会有今
日。”白敏中这才得以安心。他估计是历史上最
郁闷的媒人了。

三

不可否认，历史上公主也有美满幸福的爱
情与婚姻，比如西汉时的平阳公主与大将军卫
青，比如清朝的固伦纯悫公主与蒙古贵族策凌。
读了他们的故事，又相信爱情了。

这两对情侣的故事，都是“有情人终成眷
属”。卫青是私生子，出身卑贱，小时候曾经做过
平阳公主的奴仆，此后居然能够逆袭娶了公主，
绝对是有缘。

平阳公主此前嫁过两次，两位前夫均过世
了，此刻，她和卫青——— 昔日的小厮，如今屡败
匈奴、名满天下的大将军——— 擦出了火花来，卫
青的夫人也去世了。平阳公主热爱成人之美，她
给弟弟汉武帝先后介绍过卫子夫(卫青的姐姐)
和李夫人，都极受武帝宠爱。这一次，她没有让
自己错过卫青。两人婚后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卫
青去世。平阳公主临终前，决定与卫青合葬。

固伦纯悫公主是康熙帝第十女，豆蔻年华
时，恰逢蒙古贵族丹律带着孙子策凌投奔清廷，
策凌被授为轻骑都尉，留居京师，入内廷学习，与
公主成为同学。两人年龄相仿，可谓青梅竹马。

但爱情不经一些波折，也难以被后世传诵
了。公主因病，错过了与策凌的婚姻，她辗转于
深宫病榻，策凌娶妻生子，南征北战。后来策凌
夫人因难产去世，他和她，又走到了一起。遗憾
的是，公主体弱多病，两人婚后四年，公主病逝。
四十年后，她的墓穴被打开，迎来了合葬的丈
夫。《清史稿》对策凌评价很高：“终清之世，为主
婿者，前有何和礼，后有策凌，贤而有功，斯为最
著。”

这两段姻缘，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与祝福，
极富戏剧性。但这么美好的故事，却与大多数公
主与驸马无缘。

公主的婚姻，难言幸福，跟女权无关，并非
因为公主打破了父系社会、男权社会男尊女卑
的传统格局之缘故，而是因为爱情、婚姻跟政治
绑在一起，被权势所左右。可以说，娶了公主、颇
感痛苦之根源，源自体制问题。

南北朝时南朝驸马江斅，在被皇帝看中后，
曾长篇大论写了《辞婚表》，坚决不愿娶公主。当
然，《宋书》上说，其实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是
皇帝托人代写的，只是为了教育公主：看看你们
把驸马欺负成什么样子了，再不悔改，小心以后
没人敢娶。

《辞婚表》列举了诸位驸马婚后被折腾得死
去活来的惨状，也点出了驸马们悲惨的症结所
在，大意是：家庭之中，感情第一，和国法有啥关
系？可是公主们却金口玉言，说的话就是法律。
闺房之内，好像军事法庭；夫妇之亲，她却成了
主子，丈夫却成了奴才；连一句玩笑话都不敢
说，偶一不慎，说了两句，立刻就构成冤狱……

公主代表高高在上的君权，绝对不愿也不
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即使嫁人了，仍然高高在
上，与驸马虽然名为夫妻，却还是要遵从各种君
臣礼节，公主住在公主府，与驸马分别起居饮
食，一般驸马不能随意进府，除非公主吩咐。

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把一点小权力玩得
淋漓尽致的小人。驸马想见公主，得讨好公主府
的小人，说好话还不行，得塞钱送礼。弄到后
面，公主想见驸马，也得先摆平身边这些小人。

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有个让人恨得牙痒痒
的容嬷嬷，历史上真有其人。明神宗女儿寿宁公
主的驸马是冉兴让，年轻夫妻，彼此想念，有个晚

上，驸马没跟公主府管家梁嬷嬷梁盈女打报告，
私自跟公主相会了，正如胶似漆呢，却被梁盈女
火冒三丈地闯进来，将驸马从床上拖下来，拉出
门，暴打一顿。公主出来劝解，也被大骂一通。

是可忍孰不可忍？翌日，悲愤的公主入宫告
状，但梁嬷嬷盈早恶人先告状了。结果公主被母
亲拒绝见面。驸马也想告御状，结果被梁嬷嬷的
相好太监找打手又暴打一顿，打得精神都快失
常了。

皇权之下，宫廷之中，哪有正常的亲情？皇
子公主生下来之后，立刻被乳母喂养，难得与亲
生母亲朝夕相处，更别说与父亲嬉戏、亲亲抱抱
举高高了。驸马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握，公主又何
尝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和亲、被指婚、被政治
交易……那位可怜的长平公主，年仅 16岁，却
在北京被攻破前，被绝望的父皇崇祯一剑砍断
左臂，崇祯的理由是：

汝何故生我家！

四

1912 年 2月，清帝退位，中国的封建制度
垮了，君王没了，“公主”这个身份，也退出了历
史舞台。

但各种各样的“公主”，仍然存在：有父母眼
中的公主，有男友或丈夫眼中的公主，也有自视
的公主。公主不再是政治身份，更多是一种炽烈
的情感，是对方无私的爱，是饱含了娇宠、呵护、
欣赏、尊重在内的“蜜汁称谓”。

但公主，不等于公主病。
什么是公主病？饱受公主病折腾者，各有各

的苦水，但总体说来，大致有这些症状：
其一，超级自恋。超过现实地放大自己的优

势，待人处事，极端情绪化，控制欲望强，永远把自
己的感受、需求放在第一位，基本上不把其他人放
在眼里，其他人都是伺候本公主的。

其二，不愿担当。对人对己，双重标准，放纵
自己，苛求他人。明明自己做错了事，却希望别人
埋单，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面对难题，不愿意
解决困难，所有问题归于外因，与本尊无关。

其三，贪图物质享受。娇生惯养，好逸恶劳，
讨厌任何劳动，极度重视物质生活，处处希望得
到别人的优待照顾，且以为理所当然，不懂感恩，
“因为我是公主，我应该得到这一切”。

“公主病”是恋爱婚姻中的超级杀器，要求
男方放弃尊严来爱自己，却认为自己得到的一
切，天经地义；给予对方一点，已是天大的恩赐。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林仙儿，就是
一个公主病重症患者，她一度是骄傲而倔强的
剑客阿飞心中的公主。她是个荡妇，却在阿飞面
前扮成白莲花。她不懂珍惜，以为对方的爱，不
会枯竭，她一次次愚弄、欺骗甚至羞辱对方，却
自恃自己是他的公主，他必须无条件对我好。

林仙儿只是失去之后才感觉到阿飞的重
要，她从未爱过他。在拥有对方爱情的时候，她
从未认真当成一回事，她只是洋洋自得享受这
种感觉，也习惯了这种感觉，她不在乎对方感
受，更谈不上去尊重对方，她要的只是对方放弃
尊严、不顾一切，臣服在她脚下。她要的是一个
奴仆对公主的爱。

但是，公主与奴仆，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西
汉的平阳公主能够嫁给曾经服侍过自己的卫青，
是因为时过境迁，她仍然是公主，而他早已不是
奴仆，身份上不是，精神上也不是。

网上有句话说很精辟：最幸运是——— 有公
主命，却没有公主病。最悲剧的是——— 没有公主
命，却一身公主病。

事实上，像林仙儿这样的公主病重症患者，
又怎么会去爱上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何况，
她并不是公主，他也不是奴仆——— 身份上不是，
他还打碎了精神上的奴仆枷锁。

公主病，挺不好治。现在社会都在流行“富
养女儿”，言之凿凿：让女儿从小就住五星级酒
店，她以后不会被骗到校园外的小旅馆开房；从
小让她品尝山珍海味，她以后不会因为吃个 100
元标准自助就怦然心动；让她从小拥有名牌，她
以后不会在一个山寨的包包面前迷失自我……

这种观念，令人遗憾，如此“富养”，仍然只
停留在物质层面，其结果很可能培养不了一个
公主，而是养出女儿一身公主病来。富养女儿，
其实更多养的是精神富裕，心灵丰盈，知己知
彼，有敬畏，懂感恩，能助人，亦自强。

当然，一味说“公主病”，对女性并不公平。
当今社会，“王子病”同样流行。只能祝愿：精神
富裕的“王子”能够遇到“公主”，而“王子病”不要
怼上“公主病”，那将是小行星撞地球一般惨烈。

“富养”，如果只停留在物质层面，其结果很可能培养不了一个
公主，而是养出女儿一身公主病来。富养女儿，其实更多养的是精
神富裕，心灵丰盈，知己知彼，有敬畏，懂感恩，能助人，亦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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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平日里行事圆滑，却抓住仅有的一
个机会慷慨凛然，成就不朽功勋。庞炳勋就是这
样一位奇特的将军。

南阳，是河北省新河县一个普通村落。
1879 年 10月，庞炳勋出生于此，辛亥革命后在
连年军阀混战中扶摇直上，由一名基层军官一
直升到军长，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部队的集团
军总司令，解放战争后期退居台湾并终老于斯。

清朝末年，庞炳勋参加清廷北洋军，清朝灭
亡后他离开军队回了老家。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他先是加入了曹锟的队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
变推翻曹锟政权后，庞炳勋成为冯玉祥麾下一
员战将。随后吴佩孚进攻冯玉祥，在孤立无援境
地时，他又转而为吴佩孚效力。国民革命军北伐
节节胜利之际，他择机易帜，宣布接受三民主义
效忠国民政府。

在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庞炳勋仍

在各派势力之间不断游走。开始在武汉听命于
汪精卫，随后北上投靠冯玉祥。中原大战中，由
于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讨蒋
失利，庞炳勋又被张学良收编。九一八事变后，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同盟军，庞炳勋被蒋介石
收买，讨伐冯玉祥。

庞炳勋左右摇摆，却一路升迁，从营长、团
长、师长到军长。唯一的后遗症是，他的部队永
远不属于任何最高统帅的嫡系，总是被当作杂
牌军看待。而这也锻造了庞军的一大特色：善于
避实就虚，保存实力。

庞炳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抗日战争
台儿庄战役中，他临危受命，以弱对强昼夜血
战，在山东临沂成功阻击日军精锐部队，拉开台
儿庄大捷的序幕。而他一生中最耻辱的经历也
在抗战期间，日军扫荡太行山时将其活抓，随后

他公开投敌，举国哗然。
庞炳勋投敌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方面他显得如此决绝，公开发表投降声

明和广播讲话，日军大肆宣扬举行了盛大的欢
迎宴会，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如获至宝，派飞机
将庞炳勋接到北平，亲自接见和宴请。汪精卫三
次电邀，在南京隆重接待，并委任其为开封绥靖
公署主任。毕竟，像庞炳勋这样级别的高级将领
投降是不多见的。

一方面他又左右逢源，投降后经常在驻地
接待来自汪伪政府的要员，陈公博及汪精卫之
妻陈璧君都曾到开封视察慰问。另外，来自重庆
蒋介石政府的要员也频频出现在开封，每次庞
炳勋都盛情款待，并公开颂扬蒋介石。一时间，
开封绥靖公署成了蒋汪合流的场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对庞炳勋治

罪，反而去电进行安慰，并安排他到南京政府出
任国防部咨议，虽是闲职，地位仍高。

因此，有史学研究者认为，庞炳勋当日投降
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有史料显示，庞炳勋投敌
到达日军行营后，曾通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
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复电“委曲求
全”。1946 年，蒋介石在河南新乡接见了庞炳勋，
体谅他“曲线救国”的苦衷，并与他合影留念。

1949年南京解放前，庞炳勋带着姨太太和一
儿一女到了台湾。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留在了大
陆。1963年 1月，庞炳勋病逝于台北，终年 84岁。

如今，在他的老家新河县南阳村，已难觅将
军遗迹。91岁的庞庆廷仍在村里居住，他是庞
炳勋的叔伯侄子，虽然年事已高，思维还很清
晰。据他回忆，自抗战爆发以后，庞炳勋就没有
回过老家，他的子女，无论是遗留大陆的还是去
往台湾的，也从来没有回来过。五十多年来，没
有任何庞炳勋的后代前来寻根问亲。

他们为何断绝了与故乡的联系？这位九旬
老人没有回答，他深邃的眼神望向远方，良久之
后，发出一声轻叹。

此情此景正应了那首千古佳句：是非成败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说不清的功过，回不去的故乡

富养女儿，养的是心灵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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