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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丘吉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苏永旭
(河南教育学院 中文系,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是温斯顿 丘吉尔 195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获奖作品。

全书 6大卷 24册,近 350万言。就它的整个创作来说,既是一部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也是丘吉

尔个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英勇的奋斗史、果敢的思想史和非凡的精神史。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年

鉴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就其年鉴价值而言, 主要体现为丘吉尔对战争的根源与形成鞭辟入

里地深刻解剖和透视历史风暴的政治远见,及他那灵活机动的可贵的大同盟思想,以及对科学技术尤

其是尖端技术的高度重视、视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重要思想等, 给我们带来的丰富的历史借鉴。就其

文学价值而言, 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1. 独特的叙述视角; 2.强烈的演说性质; 3. 塑造人物的大手

笔; 4. 对 历史的诗化 的出色完成; 5.酣畅淋漓、尖锐泼辣的叙事风格; 6. 浓郁的自传色彩和抒情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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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urchill s Recollec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SU Yong xu

( Chinese Department of Henan Education Institute, Zheng 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T he Recollections of the Second Wor ld W ar is one of Winston Churchill s main works w inning Noble P 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3. The w ork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It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enty- four copies w hose total words are

almost thr ee po int 3500 thousand. As for its w riting style, it is both a complete histor y about World War and Churchill s brave

striving histor y dur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s. It also shows Churchill s sharp thought and significent spirit . I t not only

contains g reat almanac value but also has important literary Value. Regarding its almanac value, it mainly lies in Churchill s

deep analysis for the w ar resources, his foresight political v iew for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and his flex ible, precious and confed

erate thought ; moreover it also embodies his thinking highly of scient ific technolog y, especially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 gy

and his other impor tant ideas such as looking upon scientific technology as production force. It provides us rich historical al

manac. As fo r its liter ar y value, it mainly embodies as the follow ing aspects: 1. unique narr at ion ang le of view ; 2. strong speech

quality ; 3. a master in describing the figures; 4. remarkable acconplishnent for the poetic quality of history ; 5. fully and keen

ly- recounted st yle; 6. rich biog raphical char acteristies and lyric mea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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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是丘吉尔最富于代表性的一

部力作, 195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获奖作品。也正是

因为此, 丘吉尔才能够得以列入 20 世纪世界文学精英的行

列,饱醮莎翁和狄更斯般的荣耀。这部作品作为 艺术性的

历史文献 和 历史性的文学巨著 , 不仅具有重要的年鉴价

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的基

本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全书包括 6 大卷,除第一卷第

一章完成于 30 年代后期之外(移入本书时仅在结尾部分稍

加修改) ,其他各卷主要创作出版于 1948~ 1954 年之间。它

的创作像 世界危机 一样同由美国霍顿 米夫林公司和英国

卡塞尔公司预付巨额稿酬资助进行。由于作者英国战时首

相的特殊身份,一开始便饱受人们的期盼。因此, 及至第一

卷 风云紧急 于 1948 年初在 纽约时报 和伦敦 每日电讯

报 一经连载, 就受到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公众社会的普遍

欢迎。同年 6 月由美国波士顿霍顿 米夫林公司正式出版

后,第一版就发行达 75000 余册; 10 月, 英国在纸张极其短

缺的情况下,也以多种版本发行达 21 万册之巨。第二卷 最

光辉的时刻 , 仅英国首次便发行达 276000 册之多。第三、

四、五诸卷的发行还略多于前两卷。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 开

始时稍逊于以前诸卷, 但不久便也很快上升到 20 万册。一

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成了 20 世纪西方出版史上的

一个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是温斯顿 丘吉尔以其个人

精彩的自传 乔装而成的 世界史 。作品中,他以英国战时

首相 历史主要目击者的特殊身份和崇高权威,成功地追

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自 30 年代初期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历史进程, 以

及英国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政治、军事活动,并深刻地总

结了他们在政治与经济、进攻与防守、战争与外交等方面所

采取的战略战术的成败得失,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

西斯性质和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充分地反映了丘吉尔

个人在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的喜怒哀乐和卓越的历史智慧。因此, 就 第二次世界大

战回忆录 的整个创作来看, 既是一部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 也是丘吉尔个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英勇的奋斗

史、果敢的思想史和非凡的精神史。

第一卷 风云紧急 ( 1919 年~ 1940年 5月)追述战争的

根源与形成,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

件;追述他在 1919年 凡尔赛和约 签订以后到 1940 年 5 月

10 日他 临危受命 组织联合政府止这段时间内, 如何坚持

不懈地敦促英国重整军备,帮助政府彻底认清了希特勒的真

实面目,下定了同德国法西斯血战到底的决心 ,力挽狂澜, 开

始把英国人民引向了光明的胜利之路。上部 从战争到战

争 追述第 次世界大战后 英法美为代表的 胜利的协约

国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和违约行为, 如何姑息养

奸,丧失了和平的根基, 无形中把自己推向了新的 战争的边

缘 。他对张伯伦政府 1938 年 9 月炮制的 慕尼黑阴谋 深

恶痛绝 ,不惜冒着被人视为战争贩子的政治风险, 对此进行

了坚决的抵制和无情的抨击。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 讲述

了他在 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后, 他以新任海军大

臣的身份在海军部最初几个月的视事情况。重点叙述了他

如何不失时机地建立了商船护航制度,有效地减少了商船在

海上的损失,捍卫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 另外也谈到了挪

威战事的失利。这时的战争之所以被称为 晦暗不明的战

争 , 是因为英德两个交战国除海上的潜艇战之外, 在陆地上

并无大面积的直接冲突。结尾部分记述了 1940 年 5 月张伯

伦内阁的政治危机和倒台、和他自己登上首相宝座后的踌躇

满志。全卷的主题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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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 ( 1940年 5月~ 1940 年底)追述

1940 年夏秋两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叙述纳粹德国

对欧洲的征服, 以及英国人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抵

抗。叙述丘吉尔面对德国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 如何

以顽强的政治毅力激励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政府抗战到底的

决心, 及其在荷兰、比利时相继落入希特勒的魔爪之后企图

挽回法国败局的种种努力。并详细叙述了他如何以 伟大的

伦敦精神 顽强抗击德寇, 打退了德寇的进攻,有效地捍卫了

英伦三岛的独立和尊严,造就了 20 世纪英国史上这一 最光

辉的时刻 。上部 法国的沦陷 叙述 1940 年夏季荷兰、比利

时落入敌手之后,法国政府节节败北、束手无策的历史惨象。

丘吉尔为了挽回法国的败局, 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 曾前

后 5 次抵法兰西同法国领导人磋商对策,由于法国领导人的

怯懦,急于投降, 对英法联盟积极倡议不该有的恶意, 很快葬

送了法国人民的抗敌意志, 从而给英伦三岛带来了灭顶之

灾。由于丘吉尔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有效

地保存了英军实力,在数月后的英伦之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下卷 单独作战 重点描述了英德空军在空中的作

战情况。多少年后丘吉尔在谈到英国空军的光辉业绩时 ,还

不无自豪地说: 在英国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如此多的人

从如此少的人那里饱受恩惠。( 序言 )另外还详细叙述了

双方运用科学技术进行雷达战和反雷达战的所谓 巫术战

的情况。由于他们同仇敌忾的抗敌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

精神, 博得了世界上广大的反法西斯人民充分的同情和钦

佩。这时,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美国国会毅然抛弃一贯

的 隔岸观火 的孤立主义政策, 通过了 租借法案 , 大大鼓

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同时 英伦之战 的胜利也给一些战

败国带来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该卷的主题词是 英国人

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做好一半的准

备
[ 2]
。

第三卷 伟大的同盟 ( 1941 年) 叙述德寇进攻苏俄, 日

本偷袭珍珠港,致使英国政府同苏美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终于结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同法西斯势

力的力量对比 该卷的主题词是 英国人怎样历尽艰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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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直到苏联和美国参加这场大战 [ 3]。上部 德国东进

( 1941 年 1 月~ 6 月)叙述不列颠怎样有效地扼制了德寇对

英伦三岛点燃的战火的蔓延及其英军对意属非洲帝国的征

服。由于非洲是英国和敌方唯一能够在陆地上周旋的一个

地方。因此非洲战事便成为丘吉尔着意叙述的重点。这时

他们诚意联合巴尔干诸国和土耳其共同抵御敌人。6 月 22

日德寇进攻苏联,致使战场由西线转向东线, 丘吉尔抛弃同

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争执,发表广播讲话, 支持苏联抗击德

寇的斗争,揭露希特勒试图在打垮苏联后试图再调转枪头对

准英国的罪恶阴谋, 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不久, 他便

把美国人支援他们的物资调拔给苏俄, 这无疑是积极的, 值

得肯定的。但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丘吉尔在撰写本卷时

对苏联抗战功绩的评价并不公正, 尽管他承认 1941 年和

1942 年俄国的英雄史实值得人们进行详细的、冷静的研究,

并用英语记述下来 , 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叙述俄国人在东线

战场的 痛苦与光荣 没有便利条件,情有可原。但他把希特

勒进攻苏联的那章命之为 苏联的报应 ,不能不是他唯心主

义历史观的狭隘表现。他对苏联耿耿于怀的是,在英伦三岛

日夜遭受德寇空袭时,苏俄却袖手旁观, 同德国人打得火热,

但他却忘了慕尼黑事件时苏联政府一再呼吁西方诸国一致

行动,共同制止希特勒的野心时, 他对苏联的意见置之不理,

企图祸水东引,让德俄开战的所作所为。苏联政府看穿了他

们的政治阴谋, 同德国人结盟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了。下部

战争临到美国 主要叙述 1941 年 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美国政府开始直接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吉尔欣喜若狂。

英美两个英语国家风雨同舟, 终于并肩走在了一起, 结成了

伟大的同盟,使他的政府和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曙光。这时, 他不无得意地说: 美国是个巨大锅炉, 只要在

它的下面升起火来,就会发出无穷的热量。
[ 4]
另外这中还提

到了 大西洋宪章 的拟定和英国军队在非洲重要的军事行

动。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 1942年~ 1943 年5 月)叙述1942

年冬及 1943 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时盟国的

命运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重打击后, 有了决定性的好转。

本卷之所以命之为 命运的关键 ,丘吉尔在序言中说是因为

他们 从此摆脱了源源而来的灾难, 转到接连不断的胜利。

在最初的六个月里,诸事不吉; 在最后六个月中,就凡事顺利

了。而且这一可喜的转变继续到斗争的结束 。上卷 日本

的猛攻 主要讲述英美军队在日军的猛攻中在东南亚地区节

节败北的一系列军事挫折。尽管这时不乏 马来西亚的惩

罚 新加坡的沦陷 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失守 进犯缅甸 等

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失败, 也不乏 大漠上的挫折 的军事厄

运,但由于国内民众对他出乎寻常的信任和爱戴, 使他福星

高照, 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个个政治难关。直到 1942 年 6

月美国人 中途岛 战役的胜利,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英美军队

在远东的军事形势。对此,丘吉尔不无激动地写道: 美国这

一值得纪念的胜利,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同盟国的事业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曾经使我们整个在远东的努力遭到挫

败达六个月之久的敌人所炫耀的优势 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下部 挽回非洲局势 重点叙述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 ,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阿拉曼战役的胜利

为盟军进攻意大利扫清了道路。1942 年 11 月 4 日, 丘吉尔

禁不住胜利的喜悦,开战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命令全国鸣钟示

贺。因为在他看来阿拉曼战役实际上就标志着 命运的关

键 。他曾不无自豪地说: 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

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 我们是战无不胜。另外,还重点讲述

了苏俄同西方盟国的复杂关系和 达尔朗插曲 事件。该卷

的主题词是 伟大同盟的力量是怎样壮大起来的 [ 5]。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 ( 1943年~ 1944年 6 月)叙述盟国

的战略反攻和咄咄逼人的军事形势和德意日轴心国的日益

支离破碎。这时, 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 制服了德国潜

艇,以及我们日益加强了空中优势, 西方盟国终于攻克了西

西里岛,对意大利发动了进攻, 结果墨索里尼被推翻了, 意大

利倒向我们一边。希特勒和他所占领的周围国家被孤立起

来,加上苏俄又从东方大举进攻,这就更使他们完全陷入包

围之中。与此同时,日本也被迫采取守势, 再也无法保持它

所侵占的大片领土了 ( 序言 )。上部 战胜意大利 ( 1943

年6 月~ 11 月)主要讲述了盟国获得制海权、攻克西西里

岛、墨索里尼垮台和意大利停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还谈

到了英国政府同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西方盟国同苏俄形

成的 第三战场的僵局 和 魁北克会议 诸情况。下部 从德

黑兰到罗马 ( 1943 年 11 月~ 1944 年 6 月)德黑兰会议的有

关情况和 霸王 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丘吉尔参加完德黑

兰会议后, 来到罗马, 受到意大利人民热诚的欢迎和爱戴。

另外还谈到,南斯拉夫和希腊所面临的复杂的政治局势, 对

日作战的策略等等。该卷的主题词是: 纳粹德国是怎样被

孤立和围攻的 [ 6]。

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 ( 1944 年 6 月~ 1945 年 8 月)叙述

1944 年 6月 6日, 英美部队登陆诺曼底之后 14 个月内发生

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时, 盟国战胜了所有的敌人,

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本卷的主题词是 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取得胜利了,因此又可以再去做那些蠢事了, 须知这类蠢事

几乎断送掉他们自己的生命 [ 7]。上部 胜利的浪潮 主要叙

述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及其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 被纳粹

占领的大片领土和国家相继解放。这时盟国间的矛盾和斗

争日益激烈,其斗争的核心是都想去各自的占领区和势力范

围内建立同自己性质相类似的政权。丘吉尔对苏俄在南斯

拉夫、波兰的做法颇有成见, 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干涉希腊内

政,最终把流亡在英国的希腊国王扶上宝座, 在那里建立了

傀儡政权。下部 铁幕 叙述了雅尔塔会议的世界和平计划

和德国投降的经过。这时, 苏俄攻入柏林, 纳粹德国受到瓜

分和占领。由于俄国人坚持要享受他们成功的抗战和反攻

所获得的果实,丘吉尔开始试图在东欧实行实际上的绥靖政

策。5 月 12 日,停战生效后才刚刚 3 天, 他在给杜鲁门的电

报中就说 铁幕 业已拉下, 把俄国势力范围内 (就是说, 从

吕贝克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的所有欧洲部分)的一切都掩

盖起来 [ 8] ,并把苏俄看做是新的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对付

苏俄 英美世界对德国人的惩罚刚刚开始 他便迫不及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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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德和解。刚刚从战火中爬出的英国民众由于怕被丘

吉尔拉入新的战争旋涡, 不等丘吉尔从美梦中醒来, 便把他

赶下了首相的宝座。波茨坦会议尚未开完,便由新首相艾德

礼取而代之了。丘吉尔在该卷的 序言 中说, 我之所以把

本卷称为 胜利与悲剧 ,是因为我们的伟大盟国势如破竹的

胜利迄今未给我们这个忧心忡忡的世界带来普遍的和平 ,

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丘吉尔忠诚不渝的那个

大英帝国和他个人政治命运的写照和缩影呢? 想当初, 大不

列颠帝国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威风凛凛,它是取得了战争的

胜利,但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浪潮的无情冲击又使其愈

来愈难于挽回它日暮途穷的历史命运。他含辛茹苦领导了

战争的胜利,而他自己却不能安享丰盛的政治果实。有人说

民众抛弃的不是丘吉尔个人, 而是他所领导的那个保守党,

貌似有理。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个胜利的悲剧吧! 何况无

论就他的党而言,还是就他个人的政治命运而言,无不如此。

其实这种胜利的悲剧感早在德黑兰会议时就已强烈的产生

了。会后他对他的朋友奥莱特 博汉姆 卡特说: 在德黑兰,

我第一次发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小国。在那里,我们一边坐

着张牙舞爪的俄国熊, 另一边则坐着庞然大物的美国水牛。

在二者之间 ,坐着可怜而渺小的英国毛驴, 三者中唯有它知

道,从哪条正确的路回家[ 9] , 便十分典型地代表了丘吉尔这

一特殊的历史心态。而第一卷中丘吉尔引用普鲁塔克的那

句 对自己的领袖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征 的话, 固然是

对克雷蒙梭的同情,又何尝不是他无可奈何的心理悲鸣呢?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巨大

的年鉴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中由于丘吉尔以其战时首相

的特殊身份系统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较之一般史

学家采用二、三手材料写成的有关著作自然有一种无法比拟

的权威性质。他不仅目睹了这次战争,而且还亲自指挥并领

导英国人民打赢了这场战争。书中的史料丰富翔实, 很多是

以前不曾披露过的珍贵史料,诸如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

函电、个人备忘录等。另外, 他对 英伦之战 阿拉曼战役

和 诺曼底登陆战 的叙述,都是许多史学家所无法企及的。

丘吉尔说: 我的打算不过是从英国的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角

度对历史提供史料。单从这方面看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 他

完成得很好且十分出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史的叙述并不全面,当他谈到英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时

头头是道, 慷慨激昂, 但在谈到其他盟国的战事时则往往藏

头露尾,力不从心。尽管他尽可能持公正的立场看待盟国的

事业,还是不由自主地夸大了他领导下的战时英国的历史作

用。他在第三卷的 序言 中说: 由于军事问题在相当程度

上直接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所以我对英国进行的战役都已谈

到,并且相当详细地作了叙述。同时关于盟国的斗争, 除了

用作背景外,则无法一一叙述。为了尽量求得公正, 这些战

役情况应留待他们本国的历史学家 或将来更接近于通史的

英国著述去记载。我承认我不可能使这些记载的篇幅保持

匀称的比例,因此我便力求将我们自己的历史事件写得真实

些。一方面表明了他严谨的治史态度,另方面也表明了他不

可克服的历史局限。譬如第三卷 伟大的同盟 的上部 德国

东进 , 理应把希特勒进攻苏联,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寇作为

该部叙述的重心,由于丘吉尔对史料的有限掌握和他对苏俄

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功绩的漠视,仅仅把其作为叙述远不如东

线战役重要的英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的背景处理。另处 ,丘

吉尔遵照 英王陛下政府 的要求,在使用官方文件时, 为了

保密起见,往往先由作者根据原意加以改写。尽管 这些更

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 志谢 ) ,但也很难不带

有丘吉尔个人的主观色彩,这就使得史料的真实性遭到了一

定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 丘吉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 依然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和年鉴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的年鉴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

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及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成功的处理方式,

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丰富的历史借鉴。

首先,在于丘吉尔对战争的根源与形成鞭辟入

里地深刻分析和透视历史风暴的独特预见能力。在

丘吉尔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假如 胜利的协约国 坚守

正义的信念, 具有理性的共识和戒虑的心理, 高举 以战止

战 的旗帜, 全民由衷盼望的永久的和平原本是很容易实现

的。然而由于英法美诸国的偏狭和短视,致使 1919 年 凡尔

赛和约 的签订一开始就给欧洲的和平埋下了祸根。当法兰

西民族出于对日耳曼民族传统的恐惧心理,提出把法国边界

推进到莱茵河的领土要求以使 宽深流急的莱茵河 成为防

卫法国的天堑,世代确保西欧的和平时, 胜利的协约国 原

本可以轻易使法国的愿望得到满足。然而短视的英美出于

各自的利益计,却粗暴地拒绝了这一富于远见的正当要求,

代之以空洞无用的集体安全,以致失去了这道确保和平的天

然屏障。法国元帅福煦那富于警告性的预言 这不是和平,

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 便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这一条款对世界

和平的实质性危害。其次,奥匈帝国的分裂失去了同德国长

期的政治均衡。其实力过于分散、消弱的结果, 致使德国毫

无牵制 ,有恃无恐, 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和平一开始就笼罩在

种种不祥之中。因此,在丘吉尔看来奥匈帝国的分裂是一个

历史悲剧。再次,就和约中有关德国赔款的经济条文而言也

竟恶意和荒唐到无法执行的程度 。 胜利的协约国 的领

袖们谁都明白, 任何战败国或集团的赔款皆不足以抵偿现

代战争的费用 。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各自的政治权威去说服

群情激愤的民众,减免战败国根本无法偿付的战债, 缔结真

正的和平。但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谁也不愿去触犯众怒 ,反

而纷纷迎合时尚,通过电话和报纸种种新闻媒介向他们保证

一定要让德国付出 最后一分钱 , 把他们压榨得 嚎叫为

止 。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尽管

后来为了帮助其恢复国内经济, 英美还向德国提供了高达

20 万英磅的巨额贷款,然而也决不能 寄望这种慷慨的措施

得到感激和友谊 。因为和约中有关严酷处罚的经济条款和

早先政治家的种种近乎疯狂的叫嚣 早已在德国民族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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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只要这种仇恨心理存在一天,就不能指

望欧洲安享和平。就战后德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它要建立一

个什么样的政体,应该尊重其自身的传统和选择, 不能将西

欧国家追求已久的政治理想 共和制强加在德国人身上。

丘吉尔认为对于德国这个传统上习惯于独裁专政的国家应

该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根本不具备建立共和政体的社

会政治基础。正是由于强制推行共和政体,才使得原本可以

在君主立宪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 所有强有力的分子, 包括

封建分子和军人 成为脱缰之马, 造成了德国政局的失控和

动荡,从而给希特勒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没有希

特勒,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或者即令发生也不

会那么旷日持久。就 和约 的军事条款而言,也带有一种明

显的纵容。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陆军不得超过 10 万

人,不得征兵; 德国海军只许拥有 6 艘万吨以下的军舰, 不得

制造和使用潜艇;德国空军干脆被勒令取消, 不得重建, 实在

构不成对世界的任何威胁。问题是由于 胜利的协约国 未

能彻底有效地摧毁其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军事制度和军事

工业, 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这些有限的武备就会很快成为德

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巨大酵母。更可悲的是,这些有限的军事

条款他们压根就不曾认真执行过, 以致于直到 1925 年的时

候,他们 昔日的火焰仍盛燃着,协约国的管制并不曾损毁德

国兵力上任何一种永远存在的元素 , 这就给世界埋下了祸

根。就战后的外交政策而言,胜利的协约国由于不能奉行平

等互利的外交原则,极力推行强权政治,严重地激化了战败

国与战胜国、战胜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 过早地瓦解了国

际联盟,从而加剧了世界的动荡。英美尤其在这条路上走得

更远。当经济危机席卷欧美大地的时候, 胜利的协约国 本

应通过减免战债减轻战败国的负担,可美国却不怀好意地一

味勒逼战债 ,迫使欧洲一系列债务国一齐向德国勒索, 从而

进一步增强了德国的仇恨心理。另外, 20 年代初英国对英

日同盟的粗暴中止,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尽管满足了

美国的愿望,消除了英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 障碍 , 却严重

地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从而滋生了日本

民族对西方世界的强烈敌视和仇恨,并为日本日后投入敌对

阵营,反对协约国集团埋下了伏笔。然而 凡尔赛和约 毕竟

造就了欧洲的法治时代,为欧洲的和平奠定了基础。尽管从

它一开始制订就漏洞百出,潜伏着种种危机, 但它仍不失为

欧洲和平的一个重要屏障。只要胜利的协约国 严格实施和

约中的军事条款,原可无须武力和流血,永久保持人类的和

平与安全; 但大家谁都不理会军事条款,当初违约的情形仍

属轻微,乃至日积月累到了严重程度,又力求拖延躲避。这

样就把长期和平的最后保障丢掉了 。他们缺乏的决不是

实力 文明 学问 知识 和 科学 , 而是同仇敌忾的果敢

行动和无私无畏的正义信念。因为直到 1934 年止, 胜利者

的权力,在欧洲, 事实上整个世界仍无敌手。在丘吉尔看来,

要避免新的战争的爆发, 必须进行两种政策: 第一, 他们自

己一方面保持充分的武装,同时必须以孜孜不倦的戒备精神

和权力, 监督实行条约中禁止战败敌人军力复兴的各项条

款 第二 胜利者必须尽可能和战败国修好 用仁惠的手段

使战败国极度繁荣起来,并用种种方法建立一个真正友善的

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这样一来战败国重新诉诸武力的

动机, 便会渐次化除。[ 10]这个见解无疑是极其明智的。因

此,当麦克唐纳政府把裁军作为延续和平的主要手段时, 丘

吉尔不无遗憾地说: 缓和战败国的不平,应先于裁减战胜国

的军备 , 都是很有见地的。只是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之

为 非必然的战争 ,第一卷 风云紧急 一出版就受到了国内

外舆论界的严厉指责。我们对此也无法苟同,因为丘吉尔作

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可能真正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和战争的必然性,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对战争根源鞭

辟入里地分析却自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

关于战争的形成,丘吉尔同样有着他自己深刻的见解。

他能够在战争初期轻易代替张伯伦出任首相,担负领导英国

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重任,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他

对战争的形成方面的远见卓识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

象,及其从他们那里赢得的高度的政治信任。1933 年 1 月

30日,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严重的不

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 反对犹太主义 ,并

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的周围。这使丘吉

尔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他对希特勒 我的奋斗 深

入细致地研究,使他一开始就对希特勒政权的法西斯本质有

着清醒的认识。因为在希特勒看来 一个种族的战斗力是依

其本质是否纯粹来确定的 。 德意志民族尽管是单一的民

族,但它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如果不把这些领土统一

起来, 建立德意志大帝国, 就谈不上民族的幸福 。 只有暴

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 苟息的种族必定会腐化死亡 。

和平主义是最万劫不复的罪恶, 因为和平主义简直就是种

族在生存竞争中提出投降 。 法国一天不能自卫, 一天不会

有人来维护她的生存。它所丧失的省份,绝不能由叩诉上苍

或虔诚希望国际联盟拿得回来, 只有使用武力, 才可物归原

主 [ 11]。为此他们不能不进行战斗。也正是基于此, 当希特

勒一再采取欺骗手段施展他的政治伎俩时,丘吉尔对他的鬼

把戏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予以戳穿。但由于自己的在野身

份,他的意见往往被人视为耸人听闻, 夸大其词,这使他痛苦

万分。无论希特勒 1939 年夏天恢复征兵, 1936 年 3 月 7 日

强占莱茵区, 还是 1938 年 3 月吞并奥国, 1938 年 10 月 1 日

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每一次冒险行动无不引起丘吉尔在

英国议会猛烈的抨击和对英国政府的谆谆告诫。1938 年秋

天张伯伦一伙炮制的 慕尼黑阴谋 , 尤令丘吉尔深恶痛绝。

当以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大公们热衷于用肢解捷克斯

洛伐克满足希特勒的贪欲换取和平时,丘吉尔不无愤怒地讽

刺道: 独裁者在手枪枪口威胁下勒索一英镑, 如数给他后,

又在枪口下索取 2 英镑, 最后这位独裁者同意拿 1 英镑 17

先令 6便士, 剩下的尾数留作保证将来采取善意的酬谢。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 这仅仅是算帐的开始,仅仅是呷第一

杯酒, 第一次尝到苦酒的滋味; 除非我们竭尽全力重振士气

和军威再度崛起,一如往昔地坚持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立场,

否则我们将年复一年地尝此苦酒。 [ 12]当时,他的这些意见张

伯伦政府不仅充耳不闻 反而受到他们恶意的嘲弄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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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0 月 1 日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从这些绥靖大公的

手中躇踌满志地接过苏德台地区后不到半年的 1939 年 3 月

13 日,希特勒野蛮地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剩下来的地区, 宣布

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时, 人们才恍然大悟, 真正意识到丘吉

尔非同凡响的历史预见能力。另外,自 慕尼黑阴谋 始直到

希特勒彻底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苏联政府一再敦促英国为

首的西欧诸国联合行动,但一再遭到张伯伦政府的恶意婉拒

和消极对待。当苏联代表提出只有经过波兰才能同德寇直

接接触, 才能有效地同西方配合时, 波兰政府更恶意地慌忙

表示: 对德国人,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 对俄国人, 我们有

丧失灵魂的危险 [ 13], 坚决不同意俄国人过境。斯大林意识到

西欧诸国祸水东引的企图, 出于权宜之计, 1939 年 8 月 23

日毫不犹豫地同他不共戴天的希特勒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

条约。当丘吉尔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无遗憾地指出: 这

类协定的成立,实在是几年来英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彻

底失败。 [ 14]一星期后, 希特勒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再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历史远见。为此, 不久张伯伦迫于

民众的压力, 极不情愿地把他请回内阁, 担任海军大臣。

1940 年 5 月当张伯伦内阁在挪威战事失利的一片声讨声中

被民众抛弃后,丘吉尔取而代之, 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 自

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这里还需指出的是, 丘吉尔出

于对社会主义政权苏联的敌视,一旦形势的发展对张伯伦政

府偶尔有利时,也同样企图祸水东引。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基本上还是坚定的。然而就凭这个政治态度,就比西方诸国

同时期的政治家高出一筹。

其次, 是可贵的大同盟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

忆录 中所体现的大同盟思想 ,是丘吉尔政府克敌制胜的一

个重要法宝,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大同盟

思想不仅体现在国内,同时也体现在国外。他之所以能够顺

利地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

得力于他运用大同盟思想成功地联合并发挥了国内外一切

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就国内而言,自他当上海军大臣返回

内阁后, 就拼命地维护政府的大局, 并尽可能地改善了同绥

靖大公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的关系。当挪威战事失利, 张伯

伦眼看就要被议会内倒霉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时,丘吉尔毅

然竭尽全力,使出通常的气魄为政府辩护。另外他还强烈要

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诚挚地呼吁: 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

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

入战争中来 ,把所有健壮的马匹都套上轭具。 [ 15]表现了一个

政治家难得的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当他担任首相组织由

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担负起领导英国人民

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重任,有工党政治家提出要彻底清

算政府内有罪的人 绥靖大公张伯伦一伙时,丘吉尔再次

站出来,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因为他深深地知道目前还不是

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

诸如像业已成为众矢之的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

缪尔 霍尔爵士等人遭到清算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 1/

3 就不得不辞职。张伯伦又是保守党的领袖, 这样的运动对

全国的团结显然是有害的 更不利于抗战 正如丘吉尔自己

所说: 而且, 我也无需研究, 所有这些罪责是不应由一方来

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

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 自由党大臣也

不例外 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摘要记录,他们的那些

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

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

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 16]因为他深深地懂得 如果想拿现在裁判过去, 那就会失去未

来 [ 17]。事实证明, 丘吉尔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张伯伦和哈

里法克斯等感于国家利益和丘吉尔对他们的政治保护, 他们

同丘吉尔政府众志成城,在各自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为英国人

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外大同盟的建立上,丘吉尔十分注意同美国发展关

系。在他还是海军大臣尚没有担任首相时, 就以 前海军人

员 的名义, 同非交战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联系。5

年中, 他向罗斯福发去近千份信函和电报, 并从罗斯福那里

差不多也收到了 800 多封,这对有效地指导英美军队的反法

西斯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慕尼黑阴谋 破产后, 他对张

伯伦对罗斯福发来的要求积极协商的信函持拒绝态度十分

不满。他在担任首相后, 同罗斯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为了有力地支持英国人民抗击德寇的斗争,罗斯福不仅给丘

吉尔大量的新式飞机和武器支援 ,借给了他们 50 艘较旧的

驱逐舰 ,而且在他的努力下还在国会通过了光辉的 租借法

案 , 并宣称还要美国成为世界上一切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从而给了英苏人民的抗德斗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

的支持。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向德日宣战,

英美开始结为伟大的同盟。尽管他对共产主义的苏俄一直

持敌视态度,从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始就不曾中断过他的攻

击,但鉴于苏俄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忘记同苏俄发展友好

关系,建立军事同盟。早在慕尼黑时期, 他就想同苏俄发展

关系,由于他惊奇地注意到苏俄在近几年来意识形态因素在

发展国家关系方面的淡化现象。但上台后一直苦于找不到

机会。1941 年 6 月 22 日, 希特勒对苏俄的战争一打响, 他

马上就不失时机地发表了支持俄国人民抗击德寇侵略的热

情洋溢的演说,声称: 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 以及纳粹制

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 任何

对纳粹帝国抗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

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将要对

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与的一切援助  如果

希特勒妄想他对苏俄的进攻,将会使决心消灭他的伟大民主

国家的目标有丝毫偏离, 或者会使他们的努力有丝毫松懈,

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 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

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 [ 18 ]。他的这个演说很快受到斯大林的

欢迎, 这无疑对英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1941 年度英、美、苏大同盟的建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个胜利的大同盟为

战后联合国的建立和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丘吉尔大同盟思想的产生和英、

美 苏大同盟的建立要基于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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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理解。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 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

邦不分种族、信仰和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 ,便是他对第二

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性质的基本见解。正是基于这一点, 他

不失时机地缓和了同国内外的矛盾, 抛弃了狭隘的党派利

益,成功地建立了英、美、苏大联盟,从而为这场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次,丘吉尔在领导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

学技术,尤其尖端科学的研究, 视科学技术为生产

力,对战争的胜利同样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重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显然是很有远见的。早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获得了 坦克之父 的美名。如果

说上次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最后关键得力于他提倡生产的大

量坦克, 而这场战争的胜利, 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巧妙运用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939 年 9 月, 丘吉尔一到海军

部任职, 就极其敏锐地感觉到了英德海战的性质, 并把反德

国潜艇的斗争看作是 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科学与航海技

术之战 。可见他对战争中的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这时,

最重要的行动就是通过在英国商船上安装各种消磁式的称

之为 消高磁 的装置,有效地遏止了德国磁性水雷对英国商

船的危害,确保了英伦三岛的战时经济安全。同时英伦之战

中他对雷达和反雷达设置的重视也大大提高了英国空军的

战斗力,为从根本上打退希特勒的进攻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在雷达战与反雷达战的所谓 巫术战 的这场秘密战争

中,丘吉尔说: 要不是英国的科学真比德国的科学优越, 而

且,要不是把科学神奇的手段有效地用之于生存斗争, 我们

便很可能已被击败,而且, 一被击败, 就会遭到毁灭。 [ 19]这时,

希特勒把他们空战胜败的赌注压在一种叫做 克尼克拜因

装置的分裂射束的新发明上,企图让这种新发明像磁性水雷

那样击败英国。依靠这种装置,德国飞行员只需沿着一条射

束向前飞行 ,直到他检测到第二条射束时投掷炸弹, 就可以

准确无误地 不论阴天,下雾或黑夜 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

并且还可使进攻的飞机免遭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截击, 给英

国城镇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好在丘吉尔在战前的空防委员

会中呆过四年,早已熟悉雷达问题的大致情况,及时地通过

在一定的地点设置一种重复发射器,加强分裂射束的一半信

号,而不加强另一半信号的方法,使试图在分裂射束两半边

的信号都相等的航线上飞行的敌机驾驶员大量地逸出正确

的航线,把大批的炸弹投掷在距离城市 15 或 20 公里以外的

旷野里,使英国避免了大量的损失。不久, 德国又发明 X 装

置 特殊射束, 进行轰炸。英国科学家通过在适当的时间和

适当的空地上燃起许多诱敌的火光(暗语叫 海盘车 )把大

量来袭的敌机引入歧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在科学技

术上直到 1941 年初, 他们才真正掌握 X装置 。差不多同

时德国又研制出一种称为 Y 装置 的新射束。以前, 两种系

统都是在目标上空使用交叉射束,而新系统则只使用一条射

束,同时还使用一种用无线电测量距离的特殊方法, 使飞机

驾驶员知道他沿射束飞行了多远,只要飞行到准确的距离时

便投弹轰炸,这比前两种装置都先进得多。好在丘吉尔的幸

中用这种 Y 装置 之前几个月, 就已精确地弄清了它的操作

方法。当对方准备利用这种装置给轰炸机带路的时候, 他们

已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使其失掉作用了。他们所采用的最有

效的遏制办法是在他们的战斗机上安装了一种名为 A. I 的

雷达,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地面控制拦截系统。后来由

于采用密集发射的火箭, 用长铁丝把炸弹系在降落伞上, 放

置在敌机飞来的航线上, 布成空中雷屏,使用一种无需击中

目标, 只要接近飞机近旁就能爆炸的非常灵敏的引信, 收到

了更为有效的成果。1941 年 , 他们又试图设计一种类似的

近炸引信,使用一架极小的雷达装置, 当火箭接近飞机时就

使弹头爆炸,并很快取得了成功。后经美国人改进, 不仅大

大缩小了它的体积,能将其全部装置放在火箭的头部, 而且

还能放在炮弹的头部, 以致使这种 近炸引信 在 1944 年对

付德国用来袭击盟军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 V,以及在太平洋

对付日本的飞机时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丘吉尔对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和研制的极大热心和

关注也被证明为尽快结束战争的十分行之有效的方法。实

际上,最早发现 铀 巨大的裂变性能的是德国人。后来, 由

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制无人驾驶的 X型飞机 V 1、V 2

上面,致使这一工作暂时遭到停顿。假使希特勒把原子弹作

为他主要的研制目标, 真不知道 20 世纪的现代史将是一个

什么样子! 1939 年, 当丘吉尔获悉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

能 的可能性后,就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尽管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形

形色色,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敢于预言 1945 年时会有一枚

原子弹制造成功, 可供使用。由于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

大,丘吉尔依然把其安排在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

物浦和伯明翰等大学继续进行。直到 1941 年夏季, 才真正

证明了大战结束前研制成功的可能性。1941 年 10 月 11

日,由于美国提出联合研制, 美国秘密进行并建厂生产, 一些

有关的英国科学家都去了美国。直到 1945 年 7 月 17 日才

从美国传来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震动世界的消息。这时远

东的日本继意、德投降之后依然顽强抵抗 ,不肯无条件投降。

于是,同盟国决定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 以示警告。不久,

便在 8 月 6 日和 8 月 9 日相继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

子弹。日本政府于 9 月 2 日很快在美国战列舰 密苏里 号

上同盟国签订了正式投降书, 最终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尽管如此,如果把日本的命运完全归结于原子弹也是不公正

的,因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来自 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

和太平洋制海权的获得以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原子弹在

这里所起的真正作用是有效地缩短了战争时间,避免了更多

的生灵涂炭和生命的无谓浪费。对此丘吉尔曾不无自豪地

把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归结为同盟国在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

后出现的 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而且

还是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科学之战

高频率的科学技术 之战。倘若没有一些天才的科学家和

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

战还要怎样的旷日持久。

47第 6期 苏永旭: 试论丘吉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巨大

的文学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重要的文学价值首先

在于它独特的叙述角度。这中由于丘吉尔采取回忆录

的形式, 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进程,又根据自己

的亲身经历写成, 从而把史实同个人阅历有机地结合了起

来,极其真切感人。一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都采取全方

位的叙述视角,往往给人一种全知的历史的幻觉。尽管每位

读者都知道那是历史学家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 认真

研究的结果。人们大可对作者娓娓动听的叙述所迷惑, 对作

者优美的历史文笔所陶醉。然而当人们读完全书, 闭目深

思,从暂时的陶醉状态中冲出来时, 往往不免要发出这样的

疑问,他们说的这些他自己又没亲自经历过, 靠得住吗? 即

使他所依据的历史资料都是一手的, 容入本书时, 总会有所

剪裁。他的剪裁妥当吗? 历史经过剪裁,还能反映历史的原

来面貌吗? 就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全然相信他。人们在看

这些历史书籍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 因为他所面

对的是经过历史学家个人精采加工过的供人 阅读的历史 。

这种供人 阅读的历史 , 往往被打上某个阶级、政党的实用

主义的思想烙印,它的可信度自然要差些了。可悲的是, 世

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对历史的了解大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

行的,到底触及到了几分历史的胴体,谁也说不清楚。丘吉

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为什么一出版就备受人们的

青睐呢? 那是因为丘吉尔给人提供的是一部他个人 经验的

历史 。这种 经验的历史 又是作者以英国战时首相和国防

大臣的特殊身份亲自目睹过和体验过的。丘吉尔在撰稿时,

对史料也不免有所取舍,但他的这种取舍与一般的史学家不

同。一般的史学家对史料的取舍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 而

丘吉尔对史料的取舍却是只写他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 带有

较强的历史客观性。譬如,他对自己亲身经验过的历史

英国政府和人民在他领导下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

历程写得最为详细,甚至不放过一些必要的历史细节, 大有

为自己涂脂抹粉之嫌。他对盟国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政治

军事活动,写得较为详细。这是因为表面上看他在叙述自己

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他是在叙述一部他心目中的完整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史。他同罗斯福频繁的通讯联系,及其英美之间

联合司令部的军事媒介, 使他能够对美国的战局了如指掌。

他对苏俄同德寇在东线的战争的详细情况无法了解, 只好仅

把苏俄的 痛苦与光荣 ,作为他叙述英国政府和人民政治军

事活动的历史背景来处理。关于这点丘吉尔在这部著作各

卷的序言中也曾多次言及。抛开丘吉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

政治家对历史评价的阶级偏见不说,他对历史所持的这样一

个严谨的著述态度还是比较可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 之所以能够如此地打动公众, 取信于公众社会,与作者以

这种严谨的著述态度在作品中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

历史真实具有密切的关系。另外由于作者严格奉行 经验的

历史 在追述历史的过程中不免带有其个人独特的喜怒哀

乐,在感情上往往容易使人们产生共鸣。至于作品中风平浪

静的港湾与如火如荼的战争场面的交织出现,月白风清的旷

野与夜袭中炮弹频频吼叫的可怖之夜的交互描绘 恰恰

体现了这部史学巨著浓郁的文学特性和审美价值。

其次,在于它强烈的演说性质,使人读来激情滂

沛,具有一种独特的荡人心魄的力量。瑞典皇家学院

在 1953 年度的 颁奖辞 中说 作家后面是雄辩家丘吉尔 ,演

说性强 ,实在是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这一审美特征

再好不过的艺术概括。与其把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看

做是一部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勿宁把其看做是由丘吉

尔个人连篇累牍的精彩的演说联缀而成的一条巨大的奔腾

不息的演讲之河。我们且不说这中贯穿的许多精彩的演说,

即令是一般语句的叙述也到处无不跳跃着他独特的演讲智

慧。诸如 惰性与怯懦的善良决非武装和铤而走险的作恶之

敌手 [ 20], 鲍德温依靠天生的刚毅和诚实救了自己, 不幸却未

能使他的祖国得救 [ 21], 等等, 就非常发人深省。至于作品中

出现的众多的专门的演说就更为迷人。除他担任首相后发

表的那个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

大家 [ 22]的著名演说之外, 他在成功地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

后,向英国人民发表的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

登陆的地点作战 ,我们将在山区作战; 我们决不投降 [ 23]

的演说在英国更是家喻户晓, 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 至今听

来依然惊心动魄。另外为了瓦解法西斯意大利的斗志, 发表

的揭露墨索里尼真面目的演说与德寇进攻苏俄后, 所发表的

支持苏俄人民的抗敌斗争的演说,也很著名。这些演说多用

简短的排比,加重语气的简短重复和简单明了的比喻, 收到

了很好的演讲效果。除此之外, 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

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 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 在这

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

力支持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 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之所以通篇充满了演说性质

恐怕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在于他写作 第二次世界

大战回忆录 时独特的写作方式。像写作其他著作一样, 丘

吉尔也是一边叼着雪茄, 把手背在后面喋喋不休地口述, 一

边由他的秘书把他口述的内容打印出来,然后他在打印稿上

稍事修改,即算定稿。这样就使他的作品语言充满了一种极

强的口语化色彩和独特的节奏感。另一个原因是由他多少

年来形成的无休止的演讲习惯和演讲思维造成的。1926 年

由于他肆无忌惮地反对苏联,给他所在的保守党在政治上造

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些报纸对丘吉尔也不怀好感, 并对他进

行了严厉批评。其中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 他换一个党就

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 他的生活完全是由无休止的讲

演构成的。他不是和别人说话, 他总是在讲演。在早餐时,

他把你看成是自由贸易大厅中集会的一部分听众, 而午餐

时,你会感到他还在那样对待你。如果你在休息时碰到他,

他会再给你几份讲演稿,并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

角落,摆出一副精神高度集中的高傲的拿破仑式的姿态。那

副极端严肃的样子,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他不愿意听

完您的看法 不愿使自己美妙清晰的思想被别人可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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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打断。既然他自己是正确的,何必考虑别人的见解呢? 他

不是与你争论,他是在教训你。 [ 25]这段话尽管不乏对丘吉尔

的讽刺和挖苦,但确也道出了某些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妨把

其看做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全书浓郁的演说色彩的

一个重要的艺术注脚。

第三, 在于其塑造人物的大手笔。鉴于回忆录特

殊的文体方式,他在塑造人物时不事雕琢, 仅是准确地抓住

有关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进行重点勾划,只需三两笔粗线条

勾勒,一个个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诸如希特勒、

鲍德温、张伯伦、艾登、斯大林、罗斯福、莫洛托夫、隆美尔等

历史人物的刻画无不如此。例如他把希特勒刻画为 代表前

所未见的腐蚀人心的仇恨种子 , 大踏步地闯进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由于不当地实行共和制的德国政治空隙 中来的一位

具有残暴天才的疯子 [ 26],真是再传神不过了。另外, 他在刻

画张伯伦的形象时,以 希特勒误以为首相的文官身份和冀

求和平的热情,即代表了他整个的人格,以为雨伞就是他的

象征。他并不了解张伯伦意志坚强, 不爱受人的欺骗 [ 27]这段

简短的语言 ,对其性格特点也做了极其准确而形象的概括。

刻画斯大林时,集中体现了他近乎冷酷的钢铁般的意志; 刻

画罗斯福时 ,集中体现了他政治家的远见和身残志坚; 刻画

艾登时,集中体现了他的睿智精干和年轻气盛。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他塑造人物时除大笔勾勒之外,也不乏对人物细节的

准确捕捉。因为我们不要忘了丘吉尔除具备一个优秀的传

记作家的才能之外,现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画家。画

家的禀赋使他不可能轻易放过每个有用的精巧的细节, 并尽

可能把这样的每一个细节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有关的历史人

物身上。我们说他不事雕琢,并不等于说他可以不要细节,

可以任意地抛弃细节, 而只是说没有斧凿的痕迹, 浑然而出

罢了。譬如第一卷中对莫洛托夫形象的刻画就十分典型。

这里丘吉尔笔下的莫洛托夫的 为人、能干、冷静而残酷 。

他炮弹般的头颅, 他的黑髭,他犀利的眼睛, 他平板的脸庞,

他圆滑婉转的语调,他不动声色的举止 这在他都是他特

色和才能的适当表象 。 我从未见一个人,比他更能代表现

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 。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答应德国

一经战败即向日本进攻之后, 他对日本大使的态度, 从他有

记录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举行的慎重

而尴尬的谈话中,他始终保持不作决定的态度,不透露目标

的内容,维持客气的正式的礼义。他的带有西伯利亚寒气的

微笑,他的审慎考虑过的高明的谈话, 他的殷勤的态度, 使他

成为这个凶恶世界中苏维埃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 。 只有

一次我得到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响 , 但那又是 1942 年春,

我们已经签订英俄军事条约后英苏需要团结一致、生死与

共的时候 [ 28]。丘吉尔紧紧握着他的手臂, 他同样地以紧握回

报。末了,他又把莫洛托夫同欧洲历史上著名的铁腕人物果

苏里、塔兰朗和梅特涅相提并论,表明了他对莫洛托夫这个

历史人物特有的蔑视和钦佩。这里不仅粗线勾勒和细节描

绘相互交织,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丘吉尔塑造人物的

大手笔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 在于他对 历史 的艺术化处理 对 历史

的诗化 的出色完成。他不像一般的史学家就史论史 ,就

事论事 ,通篇洋溢着一种高度的理性透视, 难得有一句富于

诗意的语言,而是把整个浩翰复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

历程当作他独特的审美对象。他不仅要向人们传递他所看

到和捕捉到的真实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画面,而且还要传递他

把它们作为审美对象所体验过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的美。因

此,当一般的史学家多以凝重的笔法述说这段历史时, 丘吉

尔却始终面带着过来人所特有的那种智慧的微笑。他的字

里行间充满了俏皮的比喻,优美的警句,诙谐的语言和轻松

自如的艺术节奏。而且还往往喜欢在精彩的叙述篇章之后,

引用一些迷人的诗句抒发他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这里他

虽然把历史诗化了,但却没有丝毫地美化历史。历史的诗化

是他在艺术上了不起的创造,而美化历史就不是一位严肃的

史学家所持的态度了。譬如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

和轴心国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调皮地比喻为 好像是两个恶

汉性命相搏,一个恶汉拿着铲、锤或其他利器想打烂另一个

恶汉的鼻子 [ 29]。在谈及当时短视的麦克唐纳政府热衷于

盲目的和平和裁军,法西斯德国却加紧备战的严峻形势时,

丘吉尔却以这样一种不无讽刺意味的诙谐笔调写道: / 德国

的机器日夜转动着,铁锤日夜敲击着, 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大

兵工厂,全国人民合成一个有纪律的战争机器0 [ 30]。一方面轻

松地揭示了麦克唐纳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对丧心病狂的纳粹

德国表现了一种诙谐的蔑视。因而同一部5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6在不同的读者心目中就会以不同的两种面目出现。

一种是以/文学性的历史巨著0面目出现的5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6 , 另一种是以/历史性的文学巨著0面目出现的5第二

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实际上从/文学性的历史巨著0到/历

史性的文学巨著0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 带有一种明显的

阶段性 ,关键看读者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处在什么层次。

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或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知识的

人,5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在他的心目中是前者, 注重的

是它的史学价值,他们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0而不是文

学作品 ,所吸收的东西是了解整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历

史的借鉴意义,他们所寻求的是必要的历史知识。熟悉第二

次世界大战史的人们,寻求的是美, 属于丘吉尔个人的层次。

因为他本人对整个世界大战的来龙去脉极其清楚。因此整

段历史不过是他的审美对象,其审美目的就是通过活泼优美

的演讲式语言,实现感情上的历史渲泄和美的陶冶。达到丘

吉尔心理层的读者,将像作者那样以/过来人0的轻松,把5第

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看成是后者, 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文学

价值和审美价值。主要看他对/美0有什么新的发现, 并贡献

了些什么。我们看5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既应立足于前

者,更应立足于后者。该作品之所以能够荣获诺贝尔文学

奖,恐怕也主要在于此。

第五, 5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的创作风格粗

犷有力,酣畅淋漓,气魄宏伟, 尖锐泼辣,带有一种快

活的恶意,慷慨的情怀,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真实

的历史情绪, 洋溢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巨大活力。丘

吉尔在第五卷5序言6中的 段话 / 本卷记载的事件发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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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七年有余。国际关系有了许多变化。过去的同伴之间产

生了深刻的裂痕。新的或许是更加浓密的乌云又在聚拢中。

昔日的敌人成了朋友, 甚至盟友。在这种情况下, 本卷引用

的电文、备忘录和会议报告中所包括的某些情绪和词句, 可

能会使其他国家的读者感到不快。对此, 我只能提醒他们:

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我们当时是进行着一场残酷

的、可怕的战争。人们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 对于想把自己

置于死地的敌人,总不会婉言相待吧 , , 0便充分的代表了

他处理这种独特的历史情绪的严肃态度。也正是这一点直

接造就了丘吉尔这种如此犀利的叙述风格。譬如他对意大

利人发表的旨在瓦解意大利斗志的演说,对墨索里尼便极尽

讽刺揶揄之能事,从不留丝毫情面。声称意大利的灾难都是

由墨索里尼一个人带来的,号召意大利人民推翻他的统治,

自己拯救自己。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令对盟国

失误的剖析也同样义愤填膺。譬如第一卷中当他对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胜利的协约国0的一系列愚行进行犀利的剖析

后,预示新的战争的到来已经不远时, 最后引用沙逊的两句

诗/伤痛的肩膀相并着, 一个挨一个/他们蹒跚地走离生命光

明的原野0 [ 31]描绘他仿佛看到的未来的悲惨情景, 表达了他对

这一系列愚行的极度悲愤。当精明强干的外交大臣艾登同

张伯伦闹翻,愤而辞职后, 他说第二天早上,他凝视着阳光慢

慢穿进窗户, / 似乎看见了-死亡.的幻象0 , 表现了对国家命

运的极度忧虑。后来当希特勒进攻苏俄后,他立即发表了声

援苏俄的著名演说。当他的朋友提醒他一贯的反苏立场时,

他却这样回答说: / 希特勒如果向魔王开战, 我也要追到地

狱,同魔王签订一个反对希特勒的联合声明0 [ 32]。表达了他

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深恶痛绝。同时他又告诉他的朋友,

这仅是一种策略,他的反苏立场在骨子里没有任何改变。

第六, 作品文风坦白。/他瞧不起多余的虚饰, 他的

暗喻用得很少却意味深长0 (5颁奖辞6)。丘吉尔不戴面具,

没有分裂的迹象,没有复杂如迷的本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

一种自传的性质。更不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逃避现实, 龟缩

回自己的灵魂深处,充满小人物的卑微心理, 充满人格分裂,

他敢于直面惨淡黑暗的世界,随时迎击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冷

酷的现实风暴,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中独树一帜。依我看这

部巨著最大的文学价值就在这里。在全书的整个叙述中他

从不掩饰自己政治观点的向背,也从不掩饰他感情上的喜怒

哀乐。他称颂一个人时是赤裸裸的,他攻击一个人时同样也

是赤裸裸的。即令他国内外政治上的对手,也把他看作是一

个正直的敌人。当他终于取张伯伦而代之,登上首相的宝座

后,洋洋自得地向人们宣称/现实比梦境好多了0的时候; 当

他侥幸自己近 20 年来没有参与政府的工作而得以逃避责

任,反倒利于他迈向政治巅峰时, 他神秘兮兮地告诉人们 :好

像有一支翅膀无形中束缚着他的时候;当 1941 年 12 月日寇

偷袭珍珠港,全美笼罩在一片战争恐怖之中, 而他却欣喜若

狂,大呼/英国得救了0的时候; 当 1945 年波茨坦会议尚未开

完,他即出乎意料地被他的民众无情地抛弃, 独自暗然神伤

的时候 ;当他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地向世界发表惊天动地的

反战演说的时候;当他在英伦之战中看到人们不惜冒着被轰

炸的危险,还在伦敦街头, 排着长队为可怜的鸟儿购买鸟食,

不仅潸然泪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是多么地没有城府, 多

么完整地在向你显示着他自己: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处处以

救世主自居。同时,在这些表象背后还深深地隐藏着一种超

凡的自信和力量。正是由于有这种自信存在,无论怎样的艰

险犯难也从未使他在/捍卫人类的尊严和自由0的征途中望

而却步。全书是他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艺术追述 ,很

大程度上也是对丘吉尔个人形象的精心自塑。而全书的铭

文/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 顽强不屈; /胜利时: 宽容敦

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0 [ 33]既代表了他资产阶级政治家精神世

界的全部政治内涵,同时也充分代表了丘吉尔这一独特的艺

术形象的全部性格内涵。所谓文如其人,看来丘吉尔也不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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