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2009-49                            2009 8 25  
********************************************************* 

 
君子將軍 

— 1

 
  

 
讀史書﹐每每為將軍的命運感嘆萬千﹐戰功愈顯赫﹐愈是難

得善終﹐蒙恬韓信如此﹐周亞夫岳飛如此﹐彭德懷林彪亦如此……

這份名單還可以拉得很長。為何將軍們的生命軌跡這般相似﹖難

道僅僅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司馬遷在《絳候周勃世家》中曾對

周亞夫做了如此評價﹕ 
 

 

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對“足己而不學”和“守節不遜”

做了這樣的解釋﹕ 
 

                                                        
1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8 年。 



 

一代名將周亞夫的結局是“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可說

是將軍不諳政治的典型。 
新近出版的張勝的書又讓筆者思考起這個問題﹐書名是《從

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記述其父張愛萍將軍的人生經

歷。兒子給父親寫書往往因離得太近﹐為感情所擾﹐不是過於吹

捧﹐就是過於苛求。張勝則不然﹐情感自然坦蕩﹐用筆平實卻不

乏精彩。書寫歷史絕非僅僅為了記住過去﹐更重要的是鑒照當今

和警示未來。下筆者如果沒有善惡褒貶﹐嚴格來講就沒有書寫史

誌或人物評傳的品格或資格﹐因為﹐史誌作家的基本道德義務乃

是在歷史的紛繁中鑒別行為的正邪﹐以教後人。張勝為父作書﹐

採用兩代人對話的形式﹐明顯意在激勵當今的國家棟樑之才。書

中的描寫絕不粉飾歷史﹐尤其戰爭中的殘酷﹐讓我們後輩受到的

精神教育遠勝於如今裝腔作勢的戰爭故事片﹕彭德懷手下的參謀

長鄧萍在遵義城下腦袋被敵人的一顆步槍子彈打開花﹐血和腦漿

濺了張愛萍一身……讀來讓人對先輩的獻身刻骨銘心。張愛萍自

己也數次出生入死﹐對於死亡﹐他的態度是﹕撞上就撞上了﹐沒

撞上就接著幹。這樣的細節反倒讓我們對前輩無比崇敬。 
書中記敘﹐鄧小平對張愛萍曾說過一句話﹕“愛萍﹐你這個

人不懂政治”。張將軍少年時便投身革命﹐親歷學生運動﹑地下

工作﹑抗日根據地建設﹐建國後主持了我軍諸多重大項目和行動﹐

終其一生都在政治漩渦裡打轉﹐有如此經歷會不懂政治﹖這無論

如何都讓人難以信服﹐可鄧小平為什麼要這樣說﹖ 
1942 年 11 月﹐日軍出動三個師團的兵力掃蕩鹽阜地區﹐華中

局黨委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書記饒漱石代表黨委做反掃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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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前三項決定是﹕一﹑新四軍軍部轉移到淮南二師所在地﹔二﹑

三師師部也跳出敵軍合圍部署之外﹔三﹑留下三師八旅和七旅一

部堅持根據地內的反掃蕩鬥爭﹐由三師副師長張愛萍統一指揮。

反掃蕩鬥爭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副師長張愛萍兼八旅旅長﹑政

委﹑鹽阜地委書記﹑鹽阜軍分區司令員﹑政委……輪到表態時﹐

張愛萍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站起來說﹕“我不幹﹗”從前後文可以

看出﹐張愛萍之所以有這種反應﹐是因為饒漱石平時聽不進他人

建議﹐只知攬權整人﹐排擠陳毅﹐臨陣竟然驚惶失措﹐恨不得一

溜煙兒跑掉。張的憤怒情有可緣﹐甚至從饒漱石的決定﹐我們都

能體會到其中的幽默﹐軍部和師部都溜之大吉﹐留給張愛萍的是

一塊硬骨頭﹐外加一大堆頭銜。不過﹐大敵當前﹐公然挑戰政治

權威﹐絕說不上是政治成熟﹐此可謂一不懂。 
張愛萍調任華東軍區參謀長時﹐陳毅曾讓其兼副司令一職﹐

也被他推掉。後來由於戰區領導人兼地方工作﹐軍事工作主要由

參謀長負責﹐中央軍委給各軍區參謀長下了兼任副司令的命令﹐

張愛萍又推掉。職務名份即是權力﹐政治鬥爭很大程度上是權力

鬥爭﹐政治與權力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權力固然易導致腐敗﹐

爭權有損人格﹐讓權體現風節﹐但要知道﹐做好事同樣需要權力﹐

小人天生就會爭權奪利﹐不用教﹐有德者則切忌在國家危難時為

證明自己的節操而讓權放權。這是二不懂。 
1965 年﹐有戰士問毛澤東思想是否也能一分為二﹐作者張勝

的答復是能﹐結果惹了禍。半年後文革爆發﹐有人揪出這件事﹐軍

政委的話非常直白﹕“不管他是什麼人﹐也不管他有什麼背景﹐只

要敢反對毛主席﹐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兒子只好向老子求救﹐而

張愛萍寄來的是一本艾思奇的講話﹐告訴他真理是一分為二的﹐不

是指錯誤和正確﹐而是絕對和相對的對立統一。將軍的政治嗅覺實

在太遲鈍了﹐這樣的氛圍下哪裡還能奢談什麼哲學的絕對和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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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是在把兒子往火坑裡推﹐想讓作者成為第二個張志新﹗張愛萍

慢慢體會到﹐正直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先是羅瑞卿事件﹐接著

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張愛萍站錯了隊﹐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字報批

判和逮捕入獄。人在政治中是跳不出派性的﹐你不加入他那一派﹐

他便把你歸入對立派﹐即便你認為自己哪派也不是。此為三不懂。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身著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拉開

文革大幕。張愛萍前一天接到上天安門的通知﹐他卻一早飛往濟

南組織工程兵和鐵道兵搶搭黃河浮橋的演習。張愛萍認為﹐上天

安門這種活動和過去五一﹑十一沒什麼兩樣﹐多他不多少他不少﹐

黃河那邊部隊還在等著。真是讓人無語﹐連作者都說“不上天安

門而去黃河邊﹐他再次表現出了在嚴酷的政治鬥爭面前的天真與

弱智”。此為四不懂。 
要搞清楚“不懂政治”的真實含義﹐除了這四不懂的實例外﹐

我們還需弄明白何為政治。正如作者所說﹐政治一詞起源於古希

臘語﹐指國家或城邦。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卷一中講道﹕ 
 

2

 

談到政治的起源時﹐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初是男女結合組建

家庭﹐再由多個家庭組成村落﹐最後由若干個村落合為城邦﹐並

說早期各級社會團體都是自然地生長起來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

這一生長過程的完成﹐也該是自然的產物﹐這又是社會團體發展

的終點。 
亞里士多德說的政治與鄧小平說的政治有什麼相干﹖ 
依照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政治即城邦是由不同的團體組

                                                        
2 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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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這意味著政治中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說﹐政治與派性有

著天然關係。一個城邦之下有多個村落﹐各個村落的利益必然會

發生衝突﹐而這種衝突又不能損害整個城邦的利益﹐如何解決﹖

辦法有兩種﹐一是強力﹐二是協商與妥協﹐強力始終有顛覆整個

城邦的風險﹐不到萬不得已﹐各方決不會使用﹐即使使用﹐也多

是作為協商中的一個籌碼。妥協則成為解決利益衝突的常態。亞

里士多德還說﹐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這話頗耐人尋味﹐

“目的”有很豐富的內涵﹐目的有可能實現﹐也可能永遠無法實

現﹐只不過作為平衡處境﹐提昇現實的一個理想。但無論能否實

現﹐善業都不是現實﹐也就是說﹐政治仍然要面對非善即惡的問

題。從根子上講﹐惡是政治（城邦）的一部分﹐它可能消失於一

時一地﹐卻不會永遠從所有人身上心中散去。如此說來﹐我們是

否可以這樣理解所謂“不懂政治”﹐張愛萍善於鬥爭﹐卻不善於

妥協﹐追求善﹐卻無法容忍惡﹐因而不是真懂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體現形式之一﹐必須用政治的尺度來衡量。3 更

為形象的說法是﹐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但戰

爭畢竟並非完全等於政治﹐將軍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政治家。將軍

首先考慮的是打仗﹐以及如何打贏戰爭﹐政治家關注的則是國家利

益和人民福祉。對政治家來說﹐有些戰爭的勝利對國家來說未必有

利﹐極端一點兒說﹐有些戰爭與其勝利反倒不如失敗（比如說﹐有學

者認為﹐德國在 1866 和 1870 年打的勝仗反倒為德意志帝國在 1918
年滅亡打下了基礎）4 — 這已不是將軍思考的問題。不過﹐張愛

萍不是對政治一無所知﹐不是毫不在乎政治的巴頓﹐他創建了皖

東北抗日根據地﹑新中國第一支海軍﹐指揮了首次三軍聯合登陸作

                                                        
3 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解放軍出版社 2005
年﹐第 954 頁。 
4 傑弗里‧帕克等著﹑傅景川等譯﹕《劍橋戰爭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3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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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改革開放時期﹐還主持國防科技工業和兩彈

一星事業﹐其中意義最為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搞原子彈。毛

澤東曾經拉著張愛萍和程士榘的手說﹕“你們一個做窩﹐一個下蛋﹗

配合得不錯﹐你們都立了大功。從此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開始算

數了”。原子彈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戰爭形態﹐這是西方戰爭模式發展

的極致﹐使一切傳統的軍事道德因素如勇敢﹑紀律﹑策略﹑指揮者的

才能乃至運道都多少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在筆者看來﹐東西方戰爭

模式的根本差別在於技術﹐西方在全球領域的崛起憑靠的也是技

術。但技術的限度正在凸顯﹐對人類社會而言﹐技術是個大麻煩﹐

技術的膨脹最終會吞噬掉政治共同體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道德品質。

毛澤東也說過﹐我們的軍服沒有必要再像清軍那樣﹐胸前貼個“勇”

字。當技術成為戰爭的主導因素時﹐決策者的當下之急就是如何發

展技術﹐用張愛萍自己的話說﹐別人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我是打

什麼仗找什麼武器。在內外交困的艱難處境中﹐中國人竟能使蘑菇

雲昇空﹐這要歸功於老一輩的智慧與辛勞﹐作為一線坐鎮指揮者﹐

張愛萍功不可沒。他對原子彈的理解更是發人深思﹐“原子彈不是

武器﹐可能永遠都不會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種精神﹐中華民族自強

不息的精神﹗倒了這種精神﹐就只好去乞討了”。對我們這一代人

來說﹐這種精神可能比原子彈還重要。張將軍看重的是精神﹐這種

看重是政治性的﹐所看重的精神本身也是政治性的﹐因此顯然不能

說他“不懂政治”﹐小平同志的“不懂政治”的話也不是這個意思。 
一輩人與一輩人的跨度無法用時間來計算﹐如果真是那樣﹐

過上三五十年﹐我們自己就可以明白父輩的個中甘苦了。如何理

解和評價開國的那一代人﹐作者的的確確觸動了一座大山﹐正如

序言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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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一輩身上匯聚的都是宏大主題﹐戰爭﹑政治﹑革命﹑國家﹑

民族﹐哪一樣前面加“偉大”的定語都不過分。當被問及為何要投

身革命﹐張愛萍的回答很簡略﹕“我處在那樣一個時代”。山河破

碎﹐民不聊生﹐外有強權欺壓﹐內有蠹蟲撕咬。當西洋人頻頻指責

中國沒有人權時﹐卻不想想中國人因何沒有人權﹐他們手上血跡未

乾﹐轉臉就成了衛道士﹗戰爭已經在我們青年人的腦海裡模糊遙

遠﹐最近的戰事也離我們有 20 年。作為最古老的社會現象之一﹐

戰爭不僅源於利益糾葛﹐還出自我們內心﹐永遠和平不是良好祈願

就是有些人的不知世道本性。只要人性的撕扯在﹐戰爭就不會徹底

消失 — 人性真的會像有些理論家描述的那樣不斷進步嗎﹖ 
張勝說父親是革命軍人﹐這沒問題﹔可他又說張愛萍是最後

的“士”﹐這就頗有嚼頭了。依作者的說法﹐士有兩千多年歷史﹐

無論在朝在野﹐這批人都心繫國家民族的共同福祉﹐不為名利所

累。士代表著中國的一種政治傳統﹐即德政傳統﹕執政者要有德﹐

無論何朝何代﹐掌權者總要面對“士”這個階層的約束﹐或主動

或被動地修德勤政。士的背後是周公立下的道統﹐但張愛萍是革

命軍人﹐說他是士而且是最後的“士”﹐豈不悖謬﹗ 

自晚清以來﹐中華民族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什麼樣

的變局﹖祖宗留傳幾千年的君王德政受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嚴峻挑

戰﹐沒有道統上的變動就談不上革命﹐“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易傳‧革卦》）。

從康梁維新﹐到孫中山﹐到毛澤東﹐再到鄧小平﹐無論採用何種

主義﹐目的不外乎富國強民﹐保宗衛族﹐離開了這一點而陷入繁

瑣的意識形態爭吵﹐實在無聊。不過﹐有一點很清楚﹐我們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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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越來越徹底﹐越來越激進﹐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說是日益式微﹐

風雨飄搖。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回頭來看張愛萍“士”的身份 — 將軍

喜愛諸葛亮﹐喜愛岳飛﹐尤其岳飛草書諸葛亮的《前出師表》。

《前出師表》上來就說﹕ 
 

 

張愛萍自己就常說﹐用好人﹐做好事﹐用壞人﹐做壞事。對

人做好壞善惡的判斷﹐敬德修身﹐是士的根本道德期許。作者還

引用了《論語》中史魚和遽伯玉的例子﹐一為烈士﹐一為君子﹔

在和平時期﹐史魚那樣的烈士有偏激之嫌﹐但在事關國家和民族

危亡的時候﹐遽伯玉似乎就比史魚遜色多了。作者接著說﹐什麼

時候持烈士之風﹐什麼時候取君子之道﹐也有個通權達變的問

題……能將史魚和遽伯玉集於一身且能通權達變者﹐大君子也﹗

僅就這句話﹐也可看出作者的胸襟與氣度﹐亦顯其父風範。 
先看一個人是不是好人﹐然後再看他做的事﹐這是傳統德政留

我們的訓導﹐也是平頭百姓的常識。一個人廉潔正派﹐即便政治才

幹上有所欠缺﹐也是好人﹐相反﹐如果心性卑鄙下作﹐即便政跡發

達﹐也是小人。《易傳‧系辭‧下》通篇都在以“德行”區分“君

子”和“小人”﹐可見﹐按照古訓﹐所謂“懂政治”當是懂得區分

“君子”政治與“小人”政治。文革中提出的“大節﹑小節”把這

一古訓完全顛覆﹐意思是好人壞人與否﹐關鍵在站隊﹐跟人錯就是

小人﹐跟人對就是賢臣﹗作者對“大節﹑小節”做了這樣一番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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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節﹑小節論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的次序和君子之德的根本。沒有修身在先﹐“平天下”之志

難免被權力所敗壞﹐尤其在沒有戰爭的陞平之世。《禮記‧大學》

篇說得很清楚﹕欲明明德必先治國﹐但要治國﹐必先修身﹐因為﹐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修齊治平作為

政治原則﹐確立的是治國者個體道德品質的優先性﹕治國者得先

修身﹐才有資格齊家﹐然後才有資格治國平天下﹐這與亞里士多

德的闡述異曲同工。個體道德品質是政治行為的基礎﹐而所謂修

身﹐說到底不外乎是傳承古傳的道德品質﹐也就是把古傳政治美

德變成自己身上的美德。基於這些古傳政治美德是“屬我的”﹐

治國者形塑家﹑國的行為才是高貴的﹑道德的。修齊治平原則以

明明德為本﹐把必先治國植根於必先修身﹐使得政治行為絕非單

純的利害行為﹐這是與大節小節論的根本分歧點。 
大節小節論令人想到馬基雅維里對祖國與靈魂的權衡取捨﹐

正是這種權衡引向現代的政教分離﹑政治與道德的割裂﹐使國家

從追求共同的善轉向追逐共同的利益。祖國與靈魂並不是一個二

選一的選項﹐選擇祖國放棄靈魂是為了歸屬性拋掉了價值判斷﹐

最終使人類政治墮落成“骯髒的遊戲”﹐而相反的選擇則是以道

德的名義去除歸屬性﹐使價值判斷失去根基。面對馬基雅維里提

出的這個難題﹐無論怎樣選﹐我們都是輸家﹐都會為虛無的現身

埋下伏筆。在古典傳統裡﹐祖國與靈魂並不構成一種張力或選擇﹐

                                                        
5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第 3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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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好公民﹐兩者並無對立。一個人為祖

國作戰殺人並不會造成靈魂的負擔﹐也不會為了自己的靈魂而背

叛祖國。我們承認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有時人必須要面對祖

國與靈魂的衝突﹐但在古典教育中﹐這僅僅是偶然﹐且從不公開

宣揚。現代政治教誨的問題在於﹐我們以犧牲道德倫理為代價﹐

把這種偶然的秘密的兩難當作常態公開宣揚。結果是傳統的德化教

育讓位於體制約束﹐人的品性必然從高處奔向低處。如今﹐不少人

以為﹐解決了體制的民主化問題﹐就可以解決政治腐敗問題﹐但張

愛萍將軍會說﹕“什麼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

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 這話說

得多好﹗古人早就說過﹐“知人為哲”﹐注重治國者的基本道德品

格﹐是我們古傳政治智慧的結晶﹐懂得這一點方可謂“懂政治”。

翻開史書我們不難看到﹕明皇用君子﹐昏君和暴君都用小人。所以﹐

前人早有這樣的總結﹕“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人

之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

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 
如果一個人為了祖國放棄靈魂或者相反﹐結果會如何﹖我們

該對政治家的品格抱有什麼樣的期望呢﹖為了祖國把靈魂賣給魔

鬼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人們信任﹐又在多大程度上有益於國

家的福祉﹖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治理國家﹐最有資格治理國家﹖讓

我們再次回到亞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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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能體現人的品格﹐我們同樣也應根據一個人的道德品格

決定他是否應擔任公職。正直的人不僅自己的行為有德性（修身）﹐

還對他人的行為有德性（齊家﹑治國）﹐當自己與他人的利益發

生衝突時﹐正直的人比缺乏這種品格的人更傾向於犧牲自己（除

了自己的靈魂）顧全他人﹐更能推動城邦的善。對一個國家來說﹐

培養和選擇正直的人來治理始終是最為根本性的政治。 
張愛萍一生光明磊落﹐不結黨營私﹐文革中也能做到不自污

不污人﹐文革後對施惡者堅決不寬恕﹐的確是“無媚骨﹐自揣年

華未虛度”。如果說品格是對治國者的第一要求﹐那麼胸中的格

局或者說戰略眼光就是治國者的第二個必備的素質。細數張愛萍

一生大功﹐無一不體現其傑出的戰略意識。到路東發展抗日根據

地﹐對一江山戰役的堅持﹐調研發展原子彈的可行性報告﹐主張

國防工業要走獨立自主之路﹐對允許軍隊經商的痛心疾首﹐凡此

無不充分證明張愛萍堪稱國器。道理有大有小﹐兩者說出來可能

都不錯﹐但能反映出說話者的氣度和層次。與政客不同﹐政治家

要講小道理﹐更要講大道理﹐張愛萍在“大道理”面前從不變通

圓融﹐既是性格使然﹐更是慧眼獨具﹐深謀遠慮﹐是值得託付家

國的純粹意義上的政治家。 
“士”的精神在共產黨革命軍人身上的體現﹐是個非常有意

思的現象。無可否認﹐老一輩將軍中大致有兩類﹕一類出身泥腿

子﹐一類本是讀書人﹐從小唸私塾過來的﹐傳統的政治美德在後

                                                        
6 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第 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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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將軍中體現得尤為鮮明 — 比如肖克將軍。楊尚昆政委在長

征途中也沒有扔掉自己隨身帶的一套《二十四史》。國民黨將軍

中也不乏這種人﹐但他們與共產黨的將軍相比﹐明顯遜色得多﹐

可見傳統政治美德與來自西方的共產黨倫理的結合會產生奇妙的

結果。張勝之書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恰恰在於﹐它呈現了一個活生

生的﹑感人的凡例。張愛萍是君子式的革命軍人和將軍﹐什麼叫

君子﹖古人的說法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條是﹕ 
 

7

 

這句古訓一再重複的“不忘”表明﹐君子需要涵養一種正派﹑

慎微的心志﹐如今﹐我們在歌舞陞平的時代恰恰需要有人提醒這

樣的古訓。軍人可以說自古是一個民族的真正脊樑﹐支撐我們中

國的這根脊樑的﹐當然應該有我們的三千年傳統精神。 

書的結尾﹐作者在“士”前面加上“最後的”﹐難道張愛萍

之後就不會有人再追求正直品格﹐以社稷為重了嗎﹖作者的意思

可能是﹐張愛萍這一輩是中國軍人中完整接受中國傳統美德的最

後一代人﹐此後我們的教育逐漸西化﹑國際化﹐失了幾千年的傳

統﹐還有什麼資格談“士”﹖五四先人批判傳統﹐至少他們心中

還有傳統的面目﹐我們連傳統是什麼樣都不清楚﹐還講中國如何

如何。“革命”這個字眼對我們而言已很陌生。正因如此﹐接續

傳統的責任才義不容辭地落在了我們肩上﹐只希望最後的“士”

不是一語成讖。將軍駕鶴西去﹐漸行漸遠﹐其精神風骨在我輩中

亦日益稀寥﹐常常看到有關社會道德風氣如何敗壞的報道﹐便想

起張愛萍這個名字﹐還有亞里士多德老夫子那句話 — 一切社會

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 

                                                        
7 《易傳‧系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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