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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6 月 22 日，未经事先警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军突然

冲过边界向他的盟友苏联发动了猛攻。这是他毕生事业的关键时刻。这

场对苏战争，他等了已经很久，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再向后推迟，

现在纵然仍旧带有风险，但确已到了不能再拖延的时候了。他想：如果

赢得了这场战争，就能给他的“欧洲新秩序”带来稳定，意义重大，自

不待言，也是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法比拟的；要是失败了呢，那在事实上

也就意味着他的狂妄野心的最后、最彻底的毁灭，这也是任何其他因素

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在希特勒的全部政治生涯中有哪个时候可以被看

做是他一生中最紧要的关头的话，那么确确实实就是发动对苏战争的此

                                                        
1 [美]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张焱、金嘉辛、高新祥译：《关键时刻》，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第 286~308 页；原书加着重号处，用黑体字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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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此刻了。 

在他的一生中也有过其他一些重要时刻，这些时刻，他不是从事冒

险赌博，就是发动手段高明的政变，诸如：1933 年的攫权上台；1934

年 6 月清除罗姆及清洗冲锋队；1936 年占领莱茵非军事区；1938 年吞

并奥地利；以及后来的慕尼黑危机，进攻波兰，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事

件，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次要的危机。这些危机中有哪一次失败了，

诚然也可以为希特勒的事业带来毁灭，但成功了，却未必就一劳永逸；

因为这对通向“新秩序”的道路而言，只不过相当于又拐了一次弯，又

走过了一个里程碑而已。但是入侵俄国就大大地不同；这是最重大的一

项决定，是全部事业的顶峰，是新时期的肇始。要是希特勒在这场孤注

一掷中真的成功了，那么后来的一切决定在他眼里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

的日常事务而已。真的，就像六个月后，他继他的盟友日本人之后对美

国宣了战，那也只能算作日常事务，如同一项条约到期了要展期或是不

要展期这样简单。可以说，要是他被打败了，以后一切的决定就都变成

了只具有招架的性质。他的哲学是从来不留余地，一经决定，要么吃掉

别人，要么自己完蛋。 

但在详细谈这个问题之前，请先让我申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因为我

知道肯定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实如此，不同意见早就有了。他

们说，希特勒的本意是要同西方打仗的，他之所以对苏宣战，目的是要

打破西方对德国的封锁；他们又说，希特勒对苏开战，事实上是与整个

战略无关的，可能只是对西方认真搏斗中一次不期而遇的、战术性的行

动，这就是，迅速打下东方后，可以得到新的人力、物力补给，再去全

力攻下西方。换句话说，1941 年发动的对苏战争并不是希特勒根本性

的政治目的，而 1939 年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才是他的真正目

的。你如果指出，希特勒于 1941 年对苏宣战时，是他自己说这是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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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最关键性的时刻，也是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时，就会有批评家回答

说：在那种情况下，他要不那样说才怪呢！在此之前，在对法国宣战时，

他难道没有说过攻打法国乃是决定性的斗争吗？在此稍后，在对美国宣

战时不是也说过这是决定性的斗争吗？事实上，希特勒不可能有那么多

可以变来变去的哲学，以便可以按照他的彻底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需要，

不时地、一套又一套地拿出来在他的听众面前表演。我不认为这些理论

中有任何一套是算数的；我不认为希特勒真要打击的目标是西方，或者

他真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我认为这些说法也不能遽然斥之为无稽妄谈，

要先加以检验，然后再予排斥。 

现在，先得承认，希特勒在不同的时候，说话可以有不同的调子。

证据表明，他的话的价值是，过了些时间与事实一对照，往往正好相反。

其结果是什么也不能相信。为什么？仅仅因为这话希特勒曾讲过。另一

方面，他也难免要受通常的或然率的支配，有时又不幸而言中，因此我

们也不能把他所有的话统统斥之为假话。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

一根选择的标尺，我相信这根标尺是找得到的。我认为，希特勒的有关

政策和哲学的声明、讲话，凡在下述情况下讲的都是可信的：假定不但

说这些话时的战术环境是可以解释的，而且跟他经常、甚至是处逆境下

所表白的总的人生哲学以及可以观察到的他的长期实际准备这两方面

都是一致的。现在，如若用这把尺子一衡量，我相信，你就可以发现，

希特勒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的什么哲学，什么计划，都只不过

是一时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只有征服东方的哲学与计划，才是他一生的

永久信息与终极目标。 

试以对待法国为例。1923 年，在他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希

特勒简单明了地宣布“法国应当被消灭掉”，以后又说过好多遍；这句

话对他希特勒来说，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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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写进他的书里去的呢？1923 年法国统治着欧洲；依靠它的东欧盟

邦 — 小协约国，2 它不仅在西边而且从东边包围了德国，使之不能向

外进行任何扩张。正如戈林 1937 年对美国大使所说的那样：“德法之

间摩擦的唯一原因是法国奉行了在东欧建立联盟阻止德国取得它的合

法权利的政策。”一旦这种结盟关系被打破，希特勒就放松了对法国的

压力；因为到这时他已转向东方，法国只不过是他后方一块不太讨人喜

欢的地方而已。情况就是如此。1940 年他虽占领了法国，可也没有“消

灭”它，而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卫星国，没有当成德国的牺牲品。 

再以对待英国为例，情况也有类似之处。1940 年，当他打算把西

班牙视作同谋拉进地中海战役时，希特勒确确实实把英国说成是最后的

敌人，把大英帝国说成是最后一块应当瓜分掉的战利品。他对前来访问

的西班牙外长说：“欧非大陆”应成为一个新的大陆单元，由拉丁语系

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共同统治。没过几天，为了麻痹俄国，希特勒又在

莫洛托夫眼前摇晃着这一块大诱饵的另一部分。“打下英国之后，”他

说道，“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四千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就成了破产后

待分配的地产……所有那些对这些地产可能有兴趣的国家应当停止争

吵，集中精力讨论怎么瓜分大英帝国。”他要莫洛托夫相信，德国的野

心只是在中非一处，也就是“前德国非洲殖民地”那一地区。俄国人对

印度不是挺有兴趣的吗？次年，德国军入侵的不是非洲而是俄国，希特

勒很自然地向墨索里尼和德国海军司令部 — 两者都被他的掉头转向

搞得吃惊不小 — 解释说，此举乃是打败真正的敌人即英国的最迅捷的

办法。但这一些都可看做是特殊场合的特殊言论。有什么证据能表明，

希特勒真有什么长远的征服和瓜分大英帝国的计划，又有什么迹象表明

他为达到此目的想到怎么干和成立了什么机构准备去付诸实行呢？ 

                                                        
2 指在 1921~1938 年期间结盟的东欧捷、南、罗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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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希特勒终其一生 — 说以上这些话的时候除

外 — 始终认为英国在他的计划里位置无关紧要。这也并不是说他完全

不把英国当作一回事，因为还是存在着英国在他与这些计划之间插进一

手的危险的。但是他经常指望，英国能够被说服，被吓倒，从而不来干

涉他。英国充当海上帝国不就满意了吗？希特勒是准备“保证”这个帝

国的利益的。他问道，英国在东欧有什么利害关系呢？在那里积极插手

又有何目的？在《我的奋斗》中，还有在 1925 年写成、后来丢失了的

有关外交政策的那本书中，希特勒都有过与英国结盟的梦想，以为这样

一来，就可抵消法国的抗衡，使德国东进成为可能。1939 年与西方爆

发战争是由英国首先宣战的，希特勒倒是情愿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来自

后方的无谓牵制。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表示愿意“接受大英帝国”，

后来又经常重申这种意愿。他总是说，英国与德国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两

个国家。就希特勒而言，1939 年与西方开战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 

此外，希特勒虽然有时也大谈如何瓜分大英帝国，但没有证据表明

他为此制订过什么具体的计划。如同俾斯麦一样，他也并不重视殖民地。

1923 年他说道，德国皇帝的大臣们真是既犯罪又愚蠢，“不去制订在

欧洲进行领土扩张的政策，”而去追逐海外殖民地那种海市蜃楼。1937

年他又说道：“我们决不照搬自由资本主义依靠剥削海外殖民地致富那

种政策。”如果说，事实上他也有过向英国索取殖民地这类事情的话，

那也只是为了找找麻烦 — 如同俾斯麦那样，准备以放弃这些要求为交

换取得某些报酬而已。我们徒然作了一番努力，始终没有找到希特勒曾

经认认真真研究过英国问题的证据。希特勒对英国问题的看法简直如同

孩子般地荒谬。纳粹党竟没有一个分支机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

特勒对大英帝国甚至没有兴趣。他既然不需要它，那就准备（以一定的

代价）让它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要是英国真的逼他打，那就把这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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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的肉扔给爪牙们拉倒。 

可希特勒对俄国的态度是多么地两样呀！自然，有过一段相互一致

的时间，那是在 1939~1941 年期间，但那是一种不情愿的、相互间极不

忠诚的一致。当希特勒后来终于放弃了这种他感到厌烦的权宜之计 — 

这种权宜之计是如此地违背“我全部过去、我的理想以及我先前的义

务”— 时，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在波兰亡国的尸体上和俄国签订协

议，在德国有一段可敬的历史，但这始终是军方、王公贵族和普鲁士人

的政策，从来不是德国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而希特勒却正是出身于

南方的这个阶层的。按前者的政策，必须恢复旧帝国的疆界，即 1914

年的疆界，而且就以此为满足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斥之为

“政治上荒谬绝伦，后果又是罪恶滔天”。1943 年他宣布“我对旧帝

国的疆界一点也不感兴趣”，“恢复战前的德国不值得我们搞这场革

命”。所以，除了在 1939~1941 年期间因策略需要而外，希特勒对德苏

和好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经常提到的是，德国应越过那些可笑的、

偶然的、王朝时代订下的边界，以征服俄国并把俄国西部殖民化：那里

应是德国的“殖民地”，那里有着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不仅在胜利

的年代，也就是在 1941~1942 年，那时看来征服俄国有可能成功，他宣

扬这种学说；而且早在 1920 年，在德国还是一个战败国并被别人宰割

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后来他又与残酷的凡尔赛和约相比较，公开赞

扬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无限仁慈”；利用这项条约，德国攫

取了俄国几个最富庶的省份。1923 年在巴伐利亚监狱中，他又这么说

过；那时候，德国的共产党人已接近把德国变成俄国的一个行省。在俄

国人冲进柏林废墟，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在他的向世界最后

告别辞中，他还是把以上的理论复述了一遍。如果希特勒征服俄国，把

俄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并不代表 1941 年临时的、权宜之计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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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他整个哲学的一项经常性内容，那么从他的第三帝国的实际常设机

构来看，其他一些偶然性政策宣言就不是这样。当希特勒接受英国的宣

战书时，或者草率地对美国宣战时，他都没有为征服或处置这些国家制

订过明确的计划，设立过专门性机构；唯独为了征服俄国，他不但建立

了一支大军，制订了专门的政策，并且还成立了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精

锐部队：党卫军。 

对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来说，党卫军看来只不过是一批格外残暴的

警察罢了，这种残暴的基础和目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越对

党卫军这个组织及其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个人性格进行深入研究，

便越发感觉到党卫军不但在国内是进行高压统治的机器，而且在国外也

是负有把新的德意志帝国扩展到乌拉尔并要在那里扎下根来的特殊使

命的一支特种部队。党卫军实际上就是希特勒的十字军，像中古时代条

顿骑士团那样带宗教性质的团体。希姆莱本人，这位神秘的东进的鼓吹

者也被希特勒誉之为“我们的依格内修斯‧洛约拉”。3 正是对希姆

莱，他指示说：党卫军远不止是一批硬汉，而且要成为“一群忠于理想，

至死不渝者的特别组织。”他们所要忠于的理想，就是把德意志帝国推

进到东方。为此目的，党卫军众多的部门都按殖民地需要设立了：生命

源泉部主管安排有生殖力的人作为供应殖民分子的来源；还有种族与居

留局；而党卫军的“文化”部门则搜集德国过去殖民的历史证据以说明

今日照做的有理。党卫军这种十字军的性质连希特勒的政敌也看出来

了。一位保守的反对派人士乌里希‧冯‧哈塞尔在日记里写道：在党卫

军的机体中，潜藏着两种精神的奇怪混合：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对国外

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和国内党内官僚贪污腐化行为的不满；另一方面有

                                                        
3 依格内修斯‧洛约拉（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 年）— 西班牙教士，耶稣会的创

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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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宗派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是和它的东方使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的。 

希特勒对西方的战争，相对而言，是一种绅士风度的战争：有关战

争的国际公法和公约都是得到遵守的。但是在东线的战争，他始终主张

应当是另一回事，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一场毁灭战。在德国军

队背后，有着一支高级的、独立的、不受总参谋部控制而只对希姆莱负

责的毁灭力量，即党卫军。我们所看到的党卫军在（捷克）利迪策村和

（法国）奥拉多尔~絮格兰村令人颤抖的暴行，只不过是东线意识形态

战中的惯常做法在西线“绅士”战中偶尔用了那么两次罢了。自然，在

表面上，党卫军的理想主义矛头是指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如同中古时代

十字军的矛头是指向伊斯兰教一样，但是就终极目标而言，两者都是为

了领土征服。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赞扬斯大

林的“天才”，承认搞专制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竞争者，公开表示宁要

共产党人，不要王公贵族；宁要西班牙的赤色分子，不要法兰西叛国的

法西斯分子。他真正仇恨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国人，而俄国人真正的

罪过也不是他们的学说，而是他们占据了德国垂涎三尺的“生存空

间”。这种看法并不新鲜。这种区别，即打一场“绅士”战 — 打击那

些人，使他们在“新秩序”下能俯首帖耳，和打一场毁灭性的“意识形

态”战 — 目的是要夺取对方的土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早在人所共

知的三千多年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存在了。那时，十字军也同样是

把理想主义与野蛮残暴两种精神结合（实际上是生硬地并列）在一起的。

摩西在论及西奈（半岛）时训诫道：条件应当跟“那些遥远的城市去谈，

跟那些不属于这些国家的城市去谈。至于这些国家的城市，上帝赋予汝

等以继承权，汝等不必留下任何会呼吸之生物，而应尽量毁灭之……，

盖因汝等于上帝而言乃圣洁之民族，上帝择汝作为特殊民族高踞一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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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类之上。” 

因此对俄国的战争就不同于对英国之战，不同于对法国，更不同于

对美国之战，背后不仅是一纸宣战书，还有计划、纲领和政策，而且还

有哲学。希特勒此人尽管粗野、半生不透和傲慢无礼，但他总还算是个

“哲学家”。他老爱用专横的态度选一些他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事实，硬

纳入他的极权主义的理论框框，就如同他用无情和暴虐的手段把难对付

然而终于被他征服了的国家纳入他的“新秩序”一样。他的哲学植根于

分散然而却繁复多样的德意志知识界的土壤之中：这里有来自尼采和叔

本华的唯意志论；有豪斯霍费的“地理政治论”；还有斯宾格勒愤世嫉

俗的史学论 — 这些是主根；旁及维也纳和巴伐利亚新闻界的民族主义

唾余、腓特烈大帝玩世不恭的反教会主义以及各种伪科学教条腐烂发霉

的大杂烩。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些经过希特勒粗野的但却是强有力

的大脑，却加工成了可怕的，但又是系统、简明的理论，这套理论从他

写《我的奋斗》有记载起，到后来他的“餐桌漫谈”作了最后也是最详

尽的说明为止，将近 20 年间始终没有变过。希特勒有些像斯宾格勒，

斯氏把历史看成是地质层的叠合，每一层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

层与层之间有一段关键性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旧的世纪、旧的

文化逐渐让位给新的世纪、新的文化。有过远古的地中海文化，有过中

古时代被挫败了的日耳曼文化，后来又有过文艺复兴后的、由海上强国

占统治地位的、邪恶的资本主义文化，现在终于 — 难道预兆还不够明

显么？— 这个历史世纪的末日来临了，新的世纪必须取代它。 

这个新世纪会是什么样子呢？谁的文化将占统治地位？怎样才能

促使它在旧世纪垂死的抽搐中呱呱坠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希特勒都

早就想好了答案。新世纪将是个“地理政治”世纪，因为征服了空间就

能促成旧的海上帝国日薄西山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于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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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英帝国不相干这样的话的理由。不管是谁 — 地理政治学家就是这

么说的 — 只要他能统治中欧、东欧的大片土地，他就能统治英国。这

可能是俄国人，他们人口众多，又在一位极权主义的天才（此人希特勒

甚为佩服）的统治下有力地组织了起来，而且他们已经在那儿了。但希

特勒却不希望在欧洲称王称霸的是俄国人，他希望是日耳曼人。于是，

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他宣布道：新世纪怎么诞生呢？不是靠经济的自

然演变，而要用暴力去促成它的突变，一次征服与殖民化的十字军战争，

一次巨人之间的战争，他 — 这位新世纪的创世主，就能全凭人类的意

志力，把看来是无可避免的历史旋转过来，把日耳曼的文化植被到这大

片新征服的欧亚大陆上。感谢地理政治学家的理论，德国的文化将来要

统治这个世界几千年。就是这幅巨大拙劣的幻象鼓舞着希特勒恶魔般的

一生。为了追逐这幅海市蜃楼，他发动了革命，重新武装了德国，无情

而又狡黠地排除了各种干扰，创立了精锐的、神秘的十字军部队，而现

在，到了 1941 年 6 月，突然发动了对他来说是最后的也是唯一与正题

息息相关的战争：东进，要决定的不是某些与边界或政府有关的小问题，

而是整个人类历史未来的世纪！ 

我们还要问一下：为什么希特勒把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定在那个时

候？特别是，为什么英国还没有被征服，他又去向俄国挑衅呢？在此以

前，他常常说，他决不会像“1914~1918 年期间那些笨蛋那样愚蠢”，

竟把德国拖向两线作战，而这次，1941 年，他自己却真的这么干了，

而且还经过深思熟虑，这是为了什么？我想，回答是，希特勒估计错了。

说他估计错了，不是说他关于俄国估计错了，对俄国的入侵是按预定计

划进行的。他的错误估计是在英国这方面，所以实际上他的错误不是

1941 年犯的，而是早在 1939 年就犯下了。 

对于希特勒来说，发动对俄战争，实现伟大的十字军东征梦想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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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最高理想，这使他有些想得入了迷。对西欧他又过于大意，又是

低估了，又不去了解，这样，何日发动东征就是个极关紧要的问题。他

深信只有他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实现“巨大的任务，即一个人一手创

立帝国”。他决定，对俄战争必须快快发动，应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在某个街角上的意外或暗杀发生之前 — 也许哪个“傻子”带着炸弹

正等在那儿 — 就发动，否则，一次意外或暗杀就能把他从控制的地位

上扳下来，千年帝国的远景可能毁于一旦！此外，加快发动对苏战争还

有别的原因 — 还有财政与人口方面的原因。庞大的德国军队开支巨

大，要维持下去颇不容易；拖延下去，武器也将过时；纳粹运动面临老

化，领导人年事已高；出生率在下降等等。另一方面，俄国人口却在增

长，俄国工业也在扩展，在 5~10 年内，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几个世纪之内都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希特勒在 1937 年就

宣布“我们一定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还活着，那么这就是他不

可改变的决定：最迟到 1943~1945 年间要解决德国人生存空间的问

题……，到那时候如果还不解决，我们就只能指望情况以后会变得更坏

了！”如果希特勒仅仅是盘算如何同西方打仗（西方在他眼里已经是江

河日下了），那就用不着这么匆忙，用不着制定这么一张紧张的时间表。

正是为了对东方的战争，他才定下了固定的、不可更动的时刻，而且决

不再等待。 

对希特勒来说，不幸的是，东线与西线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截然分

开的。说说是容易的：西线战争是与目的无关的，次要的，可以等等再

说。但要是西方大国不肯等呢？希特勒要进攻俄国势必先要越过东欧几

个小国，也就是法国的庇护国。由于地理方面铁的法则，希特勒必须先

打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才能攻打俄国，法国、英国对此会有什么反应

呢？从 1938 到 1939 年，希特勒曾经全力以赴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



 12

慕尼黑，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但英国人的立场还是难以捉摸。捷克斯

洛伐克 — 法国的盟友 — 诚然是完蛋了；但波兰现在可是得到过英国

保证的呀。尽管如此，1939 年希特勒还是下决心不再等待了。他想：

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好的，“但是这种好的形势再过两三年也会变的，

谁知道我会再活多久？所以现在就打比较好。”希特勒并不（可他说过

多次）指望英国保持中立，他不会像里宾特洛甫那样自欺自。1939 年 5

月他宣布：“元首怀疑和英国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我们应当为打仗作

准备……，英国人是反对德国的急先锋。”他心情阴郁地列举了英国人

民的力量，说他们是一个“自豪、勇敢、顽强，在抗击中坚定，在组织

上有天才”的民族，爱好冒险，习惯于炫耀武力，财力雄厚，又有“强

大的海军和英勇的空军”保护。自然，他希望英国人保持中立，因为要

是英国人被吓得中立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要是英国不买

账，在波兰问题上硬要过不去，那就来他个来者不拒，将英国连同法国

一道迅速打跨，东进的基本时间表未必便被打破，到那时回师向东，俄

国人仍旧逃脱不了短期内被征服的命运。其时，为时也不会太晚。1939

年 9 月希特勒甘冒的就是这个风险。他一举冲进波兰，压西方表态：打

或是不打。 

其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西方宣了战。因之在打下波兰后，希特

勒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打败英法，尽快使他们屈膝求和，然后掉头回师，

因为东方已在召唤：俄国人已经开进东波；敲打着芬兰的大门；并且正

在吞并波罗的海几个小国。希特勒很快就将法国打垮，但英国却打不垮。

从海上也好，从空中也好，这个顽固的海岛始终无法征服，又不肯和解。

希特勒试过用武力，用威胁，甚至用贿赂，都没用。他提出过讲和条件；

他声言要夷为平地，统统没有用。他又试着直接打入地中海；试着利用

西班牙，在它面前晃动着直布罗陀海峡；他又试着把下一个牺牲者先充



 13

当同谋犯，在俄国人眼前晃动着印度这块富饶的诱饵；他又想利用日本

人，把东方的直布罗陀 — 新加坡捧到他们的面前，甚至向日本人献上

妙计：“元首 — 这位当代公认的最伟大的战略家，”里宾特洛甫通知

说，“愿向日本提供进攻新加坡的最好策略。”可这一切也统统没有用，

无论是西班牙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都没有领他的情，

英国还是屹立未动，但是东线的战役却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从 1940 年

8 月起，德军总参谋部已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希特勒决不再等了、面对

那个难以征服的岛国，他听得见背后时间带翼战军飞驰而近的声音，宝

贵的时间在消逝，按当时那个速度，一定要等到征服了英国才动手，那

就为时晚矣。温斯顿‧邱吉尔不是说过：英国要一直打下去，“可能再

打几个月，也可能再打好几年”吗？希特勒该怎么办呢？ 

他只有一个办法：就当作英国已经被征服了那样去干。毕竟，以德

国军队的强大，仍不足以打到英国，那么反过来，在大陆上遭到败北、

被打得弃甲丢盔的英国军队要想很快再打回大陆，构成对德军的威胁，

也同样的不可能。所以在 1940 年击败英国的企图受挫以后，希特勒感

到按原计划进行仍很笃定，不会有实际的两线作战，因为西线战事已趋

于消极，而且还会继续消极一个长时期。在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伟大

的征俄十字军战争已经发动，征服欧亚大陆有可能已经完成了。在那之

后，英国肯定会认识到再抵抗下去已没有意义，不相干的西线战争就可

结束。毕竟，希特勒并不想从英国得到些什么，他情愿给予慷慨的议降

条件，1942 年 8 月间他声言：“如果英国人明天上我这儿来，在各自

负担本国军费的基础上向我倡议讲和，我很可能会同意……。”征服东

方会给德国带来一切需要的东西，他一生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打

败西方，有所得可能会给我们的财产增加几分魅力……，可是征服了东

方就能增加无限宝贵的东西，因为那里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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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实际上的想法。他情愿让结束不了的对英战争拖着不结束，也决不

让不能推迟的对俄战争再向后推迟。于是在 1940 年 11 月 12 日 — 也

就是在柏林接见莫洛托夫，用模棱两可的话麻痹他的那一天 — 他下令

“继续按口头已下达的命令作东进准备。”“巴巴罗萨计划”，十字军

东征，即将开始。 

这个伟大的政策一经决定，剩下的就是细节安排的问题了。一个细

节问题是日期问题。希特勒原来打算于 5 月 15 日发动攻击，但是这时

却有一件不走运的意外事件插了进来。对墨索里尼来说，希特勒的征服

俄国计划他自然是没有兴趣的，他只想在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中捡

点垃圾，并能在巴尔干取得宗主权。“巴巴罗萨计划”虽是瞒着他的，

但他对德国在巴尔干进行心狠手辣的几招，还是感到愤愤然的。其实那

几招也是“巴巴罗萨”的准备步骤。他决定向希特勒闹点独立性报复他

一下。他对自己的外相齐亚诺说：“希特勒老是用既成事实来强加于我，

这回我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上看到我已经占领希腊

了。”不幸的是，希特勒后来发现的不是墨索里尼已经占领了希腊，而

是他遭到了希腊人的痛击，整个巴尔干半岛，希特勒原以为作为“巴巴

罗萨”的必要准备工作部分已经得到妥当解决，现在则到处燃起了熊熊

大火。更糟的是，西线的敌人英国自敦刻尔克一役被逐出大陆后，现在

就有可能经过（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悄悄爬回来。希特勒已经来不及多

费时间责骂墨索里尼，现在最紧要的是迅速扫清这里的战场，在刻薄地

训斥了“领袖”几句之后（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地说：“他拍打着我的手

指头说话”），元首就自己把巴尔干战事揽下来了。南斯拉夫的保罗王

子被叫到柏林，用分给来自无辜邻居的战利品作为饵食收买了他。后来

南斯拉夫背叛了这份声名很臭的条约，德国就残酷地惩罚了他们，英国

人被赶出了希腊。当巴尔干半岛恢复了坟墓般的和平时，墨索里尼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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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报复，就像他试图回敬希特勒一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早晨三点钟他被叫醒，一封来自希特勒的长信通知他，德国人已

经入侵俄国了。巴尔干的插曲只是把对俄战争朝后推迟了几星期而已，

再没有别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回顾去年，庆幸自己对俄战争发动得这

么快。“斯大林，”他用掩盖不住的又羡又妒的口气骂道：“是半个野

兽，半个巨人……，要是再让他平安无事地干十年，欧洲就会被他一扫

而光，如同匈奴人西侵那样……。” 

就这样，德国军队滚滚而来，侵入俄国。德国所向披靡，列宁格勒、

莫斯科、基辅 — 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仓皇撤退的首都、无比富饶的

乌克兰 — 统统成了战场。紧接着德国大军之后来了党卫军：战士后面

跟着教士。这批“新秩序”的宣扬者，一手拿火把，一手拿着他们的圣

经，举行令人毛发悚然的宗教仪式。“战区之内”，希特勒下命令道：

“帝国元首的党卫军代表元首负有特殊使命为政治治理进行准备，这是

一项在敌对制度间进行斗争所必须解决的使命。在实施这项使命的范围

内，帝国党卫军可以独立行事，只对元首个人负责。”在德国军队和党

卫军的后面，在他起先设在东普鲁士，后来进驻到乌克兰的东线总部内，

那位等待这一天等了 20 年的预言家和战争贩子踌躇满志地在规划着如

何实现他的美梦。他深信，入冬以前，俄国东部将落入他的手中，接下

去就要开始庞大的殖民计划。想到得意之处，他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

饼，又把“新秩序”的纲要重新理了一遍。这个“新秩序”，现在终于

可以作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基础，千秋万代沿袭下去了。当地的土著人将

只让他们干些伐木提水的粗活，只有德国统治民族才是这个国家一切资

源的唯一所有者，才能自豪地“声称自己生来就被赋予这样广袤的空

间”，将以无可争辩的、不辩自明的主人翁姿态实施统治。只有他们才

能控制战略城市和要塞，交通要道和工厂。宽阔的新式高速公路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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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铺设的，大的厂矿资财一定得拿到手。匐伏于德国人脚下的是一些可

怜的本地土著，没有武装，没有文化，教他们几个德文字，会认认路牌，

看得懂命令，晓得柏林是世界的首都就够了。还得教教他们怎么避孕，

好降低他们的出生率；也不能让他们住医院或给他们打预防针，那样就

会死得少。这样一来，没有竞争本领，没有抵抗力，人口注定会逐步减

少，就能为他们日耳曼老爷们提供一支饥饿的、恭顺的、散漫的斯拉夫

农奴，使他们的财富日益增多，“文化”越来越发扬光大。这样，新的

德意志帝国就将是一个自控自足的大陆，“一座攻不破的要塞，谁也不

能拿封锁来威胁它”。闭关自守可以挡住外来进攻；专制独裁能够镇压

内部反抗，于是它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如同一座堡垒”，怎么会

不是绵亘千年，福泽久永呢？ 

多么可怕的太平盛世！它能够建立起来吗？不难断定办不到。俄罗

斯广袤的草原、庞大的人口就是被征服了，也会将征服者同化过去。残

暴与宣教阶段，随着环境的改变毕竟也会过去的。古代的以色列人实际

是在迦南人中定居了下来。时间会软化暴政，人不能老靠盲从的狂热过

日子。而那“坚如磐石”的统治阶级也会在远远不到千年的时间内分化

成众多的党、裂变为数不清的派。另一方面，现在的纳粹也不再是我们

以前所说到的、初期的纳粹主义 — 那时可以不负责任地搞暴行，掌权

以后也不得不变老成一些了，这不就是旧的德国在同化和驯服新的德国

吗？我们不是过于自信地说希特勒的“新秩序”就一定不能在欧洲实

现，我们能说的是，它终于没有实现。希特勒把俄国的力量估计错了。

自信能在几个月之内“消灭”俄国的军队及其政府，希特勒甚至没有准

备打冬季战役。他的军队在俄国的大雪里经历过四个冬天。第一个冬天

刚过，他告诉戈培尔说，他决不想再见到俄国的大雪了，“他肉体上对

此反感之极。”又有一回，他说道：“鲍曼，你知道我一向是最讨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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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一种预感。”像拿破仑一样，他将要把俄国

的大雪看个够。同时，当他的军队年复一年在可怕的俄国荒原上苦斗的

时候，不相干的西方正准备在他的后方打回大陆。希特勒曾经打算用速

战速决来避开两线作战的局面，现在是躲也躲不开了，他失败的命运已

经是注定的了。虽然如此，虽然他的估计错误在于西方，但他并不准备

败在西方手里；他必须垮台，但他情愿垮在与东方的殊死恶斗中。在最

后几个星期里，他恨德国没有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取胜，因而

对德国实行着自我惩罚。他轻蔑地骂道：“德国人被证明是弱者，未来

是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国家的。”新世纪也好，历史的第四时期也好，

地理政治时间也好，说到底是属于俄国的，不是属于德国人的。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当希特勒自杀身亡以后，有不少人认为，

他的入侵俄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们说：如果他在西线得胜

后就感到知足了，他怎么还会被谁打败呢？他只需要坐等英国被无尽止

的空战搞到精疲力尽就行了。英国军队就是在最满员、装备最佳、训练

最好的状况下，又怎么可能从希特勒那么多师团（都是在东线消耗掉了）

手里夺回欧洲呢？于是就能订城下之盟；他也可以抛开意大利，让英国

人在地中海上去称雄，对待法国就像俾斯麦在 1870 年那样去对待它，

再拿走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夺走西部波兰，置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

克于卵翼之下，变摩洛哥为经济租界，视巴尔干如经济保护国，这样，

他就将不仅恢复，而且扩大了霍亨索伦皇朝的版图。是什么使得他变得

那样愚蠢，是什么冲昏了他的头脑，又是什么使得他那样傲岸自大，舍

此黄金般的机会不图，却去追逐东方的海市蜃楼幻景？这番议论，看来

颇似有理，但衡诸历史，我看它就忘了最致命的一点：谈希特勒却不像

希特勒。 

对于希特勒这个人，如果我通过阅读一些著作对他性格与历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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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征服者与拿破仑是不同的。拿破仑的目标是想

在西欧建立帝国，对俄开战根本违背了他的本意；希特勒也不是如同德

意志王公贵族、军队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想恢复霍亨索伦皇朝（这个

皇朝，他一想到就看不起），那是普鲁士人和保守派按照俾斯麦的传统

路线所打的主意。希特勒则既不是一个普鲁士人，也不是一个保守派，

他是德国南方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个革命党人，他的思想其来有自，可

以在德国的历史中找到甚深的根源，不过现在它们的特性与表现都与过

去大不相同罢了。这种不同他自己也很为了解，他说道：“上个世纪统

一了德国，这是普鲁士人的任务；现在的任务是建立大德意志并使之成

为世界大国，这就要求有一位来自德国南方的领袖了。”要设想他会运

用他的革命天才、他的革命政党、他的革命力量去重建霍亨索伦皇朝 — 

一个特性、政治结构和古代疆界他都十分鄙薄的帝国，那是完全白费心

机，在我看来，如同想要叫埃塞俄比亚人换上一张白皮肤，或想叫豹子

没有斑点一样，都是根本办不到的。希特勒离不开希特勒主义，而希特

勒主义则不是征服英国，不是征服法国，甚至也不是西方的外交产物波

兰，而是征服俄国。对希特勒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打俄国，而是何时

打和怎么打的问题，特别是怎样不事声张地打，因为背后还有敌对的西

方。他在最后的遗言中说他从不希望与西方打仗，他向军人附言告别说，

军队未来的任务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赢得领土”— 这些

话，对照实际，倒也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