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丘吉尔根据他作为

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全书共六

卷，约合中文 360 万字，于 1948—1954 年间陆续出

版。作为盟国三巨头之一，丘吉尔得以站在最高点

俯瞰二十余年的全球局势。其回忆录分析、展现了

战争的起因和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战争进

程的各个阶段，涉及到多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

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该回忆录的第一卷《风云紧

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特别是英国如何

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时间跨度从 1919

年“巴黎和约”签订到 1940 年 5 月 10 日丘吉尔出任

英国首相。内容上分上、下两部，上部“从战争到战

争（1919—1939 年）”，下部“晦暗不明的战争（1939

年 9 月 3 日—1940 年 5 月 10 日）”。

一、从《 风云紧急》看回忆录的特点

回忆录是作者对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及所接触

到的重要人物之回忆的文字记述，其中也贯穿了作

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由于作者是其所述

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当事人、亲历者或知情人，甚

至就是对自己经历的介绍，所以一般来说，回忆录对

一些历史问题的述评往往会显得全面丰富、见解独

到，生动活泼、直观醒目和客观可信、资料难得。下

面以《风云紧急》为例做简单说明。

第一，《风云紧急》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全面

丰富、见解独到的述评。丘吉尔作为对国内外政治

事务具有全局眼光和独到洞察力的政治家，通过对

英、法、德、意、苏等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和社

会形势以及领导人性格的全面分析，对二战中有关

欧战起源的历史做了全面而丰富的述评。在此基础

上，丘吉尔还以亲历者的特殊感受和卓越的政治才

能，对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见解独到的分析。

例如，丘吉尔认为，一战后强迫德国偿付巨额赔款对

纳粹上台和二战爆发有深远的影响。丘吉尔在回忆

录中说：“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

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

人的巨额赔款。”“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

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

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

“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

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

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1]（P7—8）

第二，《风云紧急》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进行了生动活泼和直观醒目的描述。作为一系列重

大历史问题的当事人、参与者或知情者，丘吉尔对一

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更贴切的感受和认识，因

而在写作中能抓住其要害，突出其特征，从而给人以

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对 1938 年张伯伦三次飞往德

国同希特勒谈判并最终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事，以

及英、德两国在其中的处境得失，是这样评述的：“他

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

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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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

要你保证随后付清。”[1]（P297）在别的方面，丘吉尔对希

特勒这个独裁者的描述也很传神：“（1933 年）3 月

24 日，（德国）国会的多数派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

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

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

时，希特勒朝向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

不着你们了。’”[1]（P61）

第三，《风云紧急》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记述是客

观可信的，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对历史事实记述的客观性只能是相对而言的，绝对

客观的记述是从来都不存在的。虽然回忆录由于种

种原因在许多方面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

作者作为所述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或知情人，对大

部分历史事实的记述，相对于其他“道听途说”的人

写下的文字，一般来说总具有更强的客观性；特别是

对于作者本人或其他一些当事人在某一历史时刻的

所思所想、观念态度、目的期望等思想意识中的东

西，更是一种相对接近真实的记述；即使是包含着作

者个人偏见的记述，也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曲折而

真实的反映。只要从整体上把握住作者个人的立场、

观点和爱憎，便可能从不同的侧面透析历史的真实。

因而，回忆录一般来说是具备较高史料价值的。就

《风云紧急》一书来说，它是丘吉尔根据他二战爆发

前后英国的一个著名政治家的亲身经历和所知所想

写成的，并在写作时查证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因而总

体来说是客观可信的。这本书中引用的大量档案材

料，对于无法直接查阅这些档案的史学工作者来说，

也无疑是重要的史料。书中所述丘吉尔在某一时期

的所思所想，包括其偏见和谬误，对于研究丘吉尔这

个历史人物来说更是难得的资料。

二、从《 风云紧急》看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回忆录多由本人根据记忆写出，也有由本人口

述他人代笔的。无论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回忆录或是

以人物为中心的回忆录，多能道历史事实之原委，特

别是本人亲历、亲见的许多细节，往往能补已有文字

记载之不足。回忆录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写作态度客观认真，写作时又

查证了档案材料的，就更加重要了。《风云紧急》便

具备了上述几点，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首先，从丘吉尔本人的经历看，他无疑是二战爆

发前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或知情者。

丘吉尔于二战中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在此之

前也已是一位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1900

年，26 岁的丘吉尔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从此步入

政界。从 1908 年出任商务大臣起到二战中出任英

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之前，丘吉尔共担任过九种大臣

职务，即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大

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自治领及殖民地

事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在《风云紧急》一书所记述的

那段时期（1919—1940 年 5 月 10 日），丘吉尔的主要

经历有：1919 年在劳合·乔治政府中任陆军和空军大

臣；1922 年 10 月劳合·乔治政府倒台时，为自治领及

殖民地事务大臣；1924—1929 年在鲍德温政府中任

财政大臣；1929—1931 年为鲍德温“影子内阁”成员；

1931—1939 年 9 月，丘吉尔未被邀请参加政府，是议

会中政府的主要批评者，但仍同国内外政要保持私

人交往，并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1935—1939 年，丘

吉尔参加了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

使其对英国的防空工作“知道的比较详细”[1]（P133））；

1939 年 9 月，英国对德宣战，丘吉尔就任海军大臣

并参加战时内阁；1940 年 5 月 10 日就任英国首相。

其次，从写作态度看，丘吉尔是力求客观公正

的，并欲以此实现其写作的目的。他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回忆录》的序言中说：“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

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

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作事后的

批评。⋯⋯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

但愿不致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

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

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镜。”[1]（序言）对于二战前苏

联吞并其西面邻国领土一事，西方政治家多持批判

态度。而丘吉尔虽以反共著称，但在评述这段历史

时仍能保持客观冷静。他在《风云紧急》中说：“在本

章[“到了战争的边缘”]和前一章[“苏联之迷”]中我

心平气和地记录了一切。”“在苏联方面，我们必须

说明的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国军队部署的阵

地越往西越好。这可以使俄国有时间从其广大帝国

的各部分把军队集中起来。⋯⋯因此，他们必须在

受到攻击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武力也好，欺骗也

好，都得首先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大部分。

他们的政策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

具有现实意义的。”[1]（P358—359）

再次，丘吉尔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利用了大量

的档案材料，并“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1]（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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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紧急》一书就利用了大量官方和私人的档案材

料，如政府的备忘录，官员们的报告，议会里的发言，

政治人物之间的通信，纽伦堡军事审判中德国战犯

的供词等等，其中有大量的历史文件是被直接引用

的。丘吉尔所用的这些材料都是一般人难以接触到

的，因而使他的回忆录更具有史料价值。以本书的

第三十一章为例，丘吉尔就直接引用了下列档案材

料：（1）1939 年圣诞节前海军大臣丘吉尔给庞德的

信；（2）1940 年 1 月 25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给第一海

务大臣的信；（3）1940 年 1 月 3 日墨索里尼给希特

勒的信；（4）1940 年 1 月 10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给离

任陆军大臣霍尔·贝里沙的信；（5）1940 年 1 月 15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给一位内阁同僚的信；（6）1940

年 1 月 27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发表的演

说；（7）1940 年 5 月 4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备忘

录；（8）1940 年 1 月 27 日凯特尔将军关于德国直接

进攻挪威并以闪电战方式占领丹麦之计划的备忘

录；（9）1940 年 2 月 16 日海军大臣丘吉尔给第一海

务大臣的信；（10）1940 年 2 月 16 日下午 5 时 25 分

海军大臣丘吉尔给一个英国海军舰长的命令；（11）

1940 年 2 月首相张伯伦在下院中的一次演说；（12）

德国将军法尔肯霍斯特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供词；

（13）1940 年 2 月丘吉尔的一次演说。

最后，丘吉尔的回忆录是研究丘吉尔本人的重

要史料，特别对研究丘吉尔在某一时期对某一问题

的观点，丘吉尔的回忆录更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

众所周知，丘吉尔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

方面，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但在

另一方面，丘吉尔又是一个顽固的帝国主义者，这一

方面的思想和行为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表现。1929 年

上台的英国第二届工党政府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压

力，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改革。这一做

法甚至得到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的支持，而丘吉尔却

极力反对。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在帝

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

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

⋯⋯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

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

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

去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

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

的关系就破裂了。⋯⋯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

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因此不久我便

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P28—29）丘吉尔

这种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想，也影响到其对国际

事务的态度。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丘吉尔的态度是：“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

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

位相一致的。”[1]（P75—76） 对偏袒日本的“李顿调查报

告”，丘吉尔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

史汀生对这一文件的错误说法：“它立刻成为、并且

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

威。”[1]（P76）显然，所有这些对认清丘吉尔这个历史人

物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从《 风云紧急》看回忆录在史料方面

的缺陷

回忆录，特别是那些作者写作态度客观端正，写

作时又查证了有关档案材料的回忆录，无疑具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回忆录的史料

价值，还须认清其在史料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作者在写回忆录时，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

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鲍德温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英国保守党的领袖，曾五次领导保守党参加大选，并

赢得了三次胜利。在 30 年代，因政见分歧，丘吉尔

未能参加鲍德温直接领导或实际控制下的政府而成

为议会中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在《风云紧急》一书中，

丘吉尔虽然说“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

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

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1]（P17—18），但是该书对鲍德

温的评价仍有所贬抑。丘吉尔对 1922 年第一次出

任首相的鲍德温评价道：“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

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物中也只是

一个普通的角色。”[1]（P17）对 1924 年 10 月领导保守党

赢得大选并出任首相的鲍德温，丘吉尔的评价是：

“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

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

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

又当上了首相。”[1]（P20） 对自己当时所属的自由党在

1923 年 12 月大选中的糟糕表现（自由党此次失败

之后再也未能重掌英国政权），丘吉尔却乱加吹捧：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

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

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

能组阁。⋯⋯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

生 才 成 为 大 不 列 颠 的 第 一 任 社 会 党 人 的 首 相

⋯⋯。”[1]（P19—20）而事实上在那次大选中，自由党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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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 159 个议席，而工党是 191 席，保守党是 258

席，自由党的议席在三党之中是最少的。[2]（P205）

第二，作者在写回忆录时，往往把对自己不利的

事加以粉饰或避而不谈。丘吉尔是一位很有作为、

很有远见、对国内外事务极具洞察力的政治家，这在

其回忆录中是着力表现的。但丘吉尔并非总是这样。

在 1924—1929 年的鲍德温政府中，丘吉尔曾出任地

位重要的财政大臣一职。丘吉尔对这届政府的评价

是：“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

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

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

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

富饶的多。”“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1]（P22）

而事实上，在 20 年代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

代”，英国却几乎是唯一未出现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

大国。“整个 20 年代，英国失业数字一直未能降至

百万大关以内，情况之严重令每一届政府头痛。

⋯⋯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工 业 生 产 由 1913 年 的 14% 下 降 到 1930 年 的

10%。”[3]（上卷 P131）另外，“英国所占全球商业的分额继

续呈下降趋势，从 1913 年的 14.15%，降至 1929 年

的 10.75%⋯⋯。不仅如此，船运、保险和海外投资

所得到的无形贸易的收入，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可

以毫不费力地弥补上有形贸易的逆差，现在则不行

了”[4]（P358）。对这届保守党政府因政绩不佳而在 1929

年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却在回忆录中辩解说：“1929

年 5 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

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1]（P28）然而与

丘吉尔的这种说法呈鲜明对比的是，在前一年进行

的美国大选中，已连续执政八年的共和党因执政时

期经济的繁荣而赢得了比前两次大选更为辉煌的胜

利。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英国 20 世纪 20 年代经

济上的困难，使身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极力主张缩

减防务开支，并使这个后来以能洞察敌国阴谋而著

称的政治家忽视了日本在远东对英国的威胁。“他

先是说，日本还不很强大，因而英国不必加强自己的

力量来同它竞争。后来他又说，日本肯定会在太平

洋居压倒的优势，因而同它竞争是无益的。”[5]（P322）对

于英国海军部对日本的担心，丘吉尔反驳道：“同日

本打仗！为什么要同日本打仗呢？我不相信在我们有

生之年会有同日本打仗的丝毫可能性。”[5]（P322）当然，

丘吉尔的这些言行在其回忆录中是不会被提及的。

第三，作者在写回忆录时，由于政治立场和感情

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写出一些虽非伪造但仍有悖于

客观的内容。丘吉尔是一个立场鲜明、激情澎湃的

人，其回忆录也存在着上述问题。对其反共立场，丘

吉尔从来是直言不讳的。1941 年 6 月 22 日，他在声

援苏联的那次著名的广播演说中说：“在过去二十五

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

义。”[6]（P368）1942 年，丘吉尔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

斯大林曾提起英国在一战后武装干涉苏俄一事。他

为了对丘吉尔表示友好，说这不是丘吉尔的责任，而

是当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责任。而丘吉尔却坦

率地说：“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

有不同的想法。”[7]（P477）丘吉尔的这种立场必然会影

响到他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述。在《风

云紧急》一书中，丘吉尔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纳粹

相提并论，竟然说：“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

或丑陋的儿子。⋯⋯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

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

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

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

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1]（P13）另外，

丘吉尔对大英帝国的“留恋”也无疑影响了他对二战

起源的认识。他给探求大战起源的《风云紧急》定下

的主题是：“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

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1]一个顽固坚

持对他国进行殖民统治，为既得利益而不惜以牺牲

小国利益与侵略者达成“慕尼黑”式的妥协，力图嫁

祸于人而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国家，显

然不会是一个“好心肠”的国家。事实上是臭名昭著

的绥靖政策而不是所谓的“好心肠”纵容了法西斯国

家的侵略，并成为促成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作者在写回忆录时往往会出现记忆上的

误差。就《风云紧急》而言，由于丘吉尔的写作态度、

写作条件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因而其在具体

史实方面的记述是基本可靠的。尽管如此，在一些

细节上仍不免出现纰漏。丘吉尔在为 1949 年本卷

的新版本写的说明中，就曾提到：“趁这次重印的机

会，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我感谢那些曾

注意到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1]

总之，一本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的回忆录，往往是进行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特

别是那种写作态度客观认真，写作时又查证了大量

档案材料的，就更显重要了。为了在历史研究中更

好地利用回忆录提供的史料，必须全面了解回忆录

在史料方面的特点、价值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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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Characler istics，Value and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Histor ical
Mater ial of Memoirs：A Case Study of W.Churchill’s Memoirs

KANG Min- 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The memoirs about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famous historical characters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ies on t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s 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According to its first volume, it has the commonly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limitations like other memoirs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must understand its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limitations in the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en we want to do well i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base of the memoirs.

Key words：memoirs；historical materials；Winston Churchill；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32）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

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

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

（《左传·襄公十八年》）

上例中，“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

显然是一个评论性的句子，“不谷”是评论对象，“自

逸而忘先君之业矣”是评论内容。这句话的意思明

显与句首的“谓”字句“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

语意相近，因此晋代杜预注道：“谓己未尝统师自

出。”杜预在此拿“谓”字句来解释“以⋯⋯为⋯⋯”

句，很明显是认为二者的表达功能是相同的。

弄清了“谓”字句的结构关系，标点句读也就容

易了。既然“谓”字句是双宾句，那么就只有例（1）—

（2）的标点句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无论引号加在

哪里都是错误的。以前由于没有弄清其结构关系，

所以才造成了标点句读如此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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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n Wei Zichan Buren
in Chinese in the Pre- qin Dynasties

ZHANG Wen- guo
（Chinese Department,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Ren Wei Zichan Buren is a special bi- object sen-

tence in Chinese in the pre- qin dynasties by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 because Zichan and Buren after Wei can both

be drawed to the front of the sentence to play the part of topic subject. It is one kind of sentence which is used to ap-

praise someone or something. Zichan is the appraised target，and Buren is the appaised content.

Key words：the Wei sentence；a bi- object sentence；syntactic transformation；sentence to ap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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