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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今天是傑克·倫敦 147 歲生日，他是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

我們熟悉、喜愛《海狼》、《雪虎》、《深淵裡的人們》、《階級戰爭》、

《革命》、《鐵蹄》等等激動人心。“他積累起來全國有關社會主義的

書籍、小冊子、報告、雜誌和報紙，可說是全美國最全的，”莊嚴預言

2000 年資本主義社會垮臺。1 這篇小說和《中國佬》以及其他涉及中國

海外華人題材的《白與黃》、《黃絲帕》、《陳阿春》、《阿金的眼淚》

等，中文鮮為人知，外語廣為人知，彰顯西方“白左”政治正確對中國

人的強烈偏見。激進“白右”說的就更邪乎了。文化隔閡產生誤解不奇

怪。值得嚴肅對待的是，增進交流到今天，向錢看得先富起來財大氣粗，

滿世界旅遊、經商、投資、移民，什麼都不信到跑車炫富愛國遊行，是

否增進了中西文化糟粕“誤解”之深層？ 

                                                 
1“阿納托爾·弗朗斯稱傑克為美國的馬克思，…就如在《海狼》與《亞當之前》的寫作

受他宗師斯賓塞、達爾文、赫胥黎的恩惠一樣，如今寫作《鐵蹄》是受他的宗師馬克思

的恩惠，為普及馬克思的教導，把社會主義與革命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便於大眾接

受。”（編者黑體加重；歐文·斯通：《傑克·倫敦傳》244、201、206 頁，北京十月

文藝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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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印度的和埃及的古代文化，永遠都是稀世珍品；瞭解它

們，通過它們瞭解世界，是一件大好事；但在我們的道德和詩歌方面

的培育上，從它們那裡卻得不到很多教益。2 

 

前所未有的入侵 

 

傑克·倫敦3 

 

世界和中國之間的麻煩，在 1976 年達到頂峰。因此，慶祝美國自由

第二個百週年的活動被延期。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其他計劃也出於同樣的

原因被取消、改變或者推遲了。世界冷不丁醒來，發現了這個 70 年來未

被察覺的危險，但事態已經不可控制地向著它必然的趨勢發展。 

實際上，1904 年的變局已經揭開了這一巨變的大幕，並在 70 年以

後，給整個世界帶來了恐慌。1904 年當日俄戰爭發生的時候，歷史學

家曾嚴肅地指出，這一事件標誌著日本正式進入國際大家庭。實質上，

它其實標誌著中國的覺醒。人們曾經期待過這種覺醒。西方國家曾試圖

喚起中國，但最後失敗了。出於他們天生的樂觀驕傲和種族自我中心

主義，他們因此得出結論，這任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中國永遠不會

醒來。 

但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和中國之間沒有共同的心理內核。他們的

                                                 
2 歌德：《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488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 
3 1910 年傑克·倫敦在文學政治雜誌 McClure's 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前所未有的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後收錄於 1914 年出版的小說集《強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梁曉對照英文原文修繕了網上的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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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過程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沒有任何共同的詞彙。西方人的頭腦試圖

進入中國人的心靈，但還沒有進入多遠，就發現一條深不可測的迷宮。

而中國人的心靈同樣進入西方的頭腦很短的距離，就碰上了一堵不可逾

越難以理解的牆壁。本質上這是因為語言的障礙，而導致沒有任何辦法

將西方的思想傳遞到中國人的心靈中去。中國人仍然是沉睡著的。西方

的物質成就和進展對中國人完全是一本合攏的書，西方人也打不開中國

的書。在以英語為母語的民族的胸腔深處，有一種吼出撒克遜語言的能

力；而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是說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能力；但中國人的心

靈卻吼不出撒克遜語；而講英語的心靈也難以理解象形文字。他們心靈

的質地是這樣的完全不同。使得這兩個民族精神上的差異猶如外星人一

般。所以西方的物質成就和進步，並沒有給沉睡的中國留下任何印痕。 

直到日本在 1904 年對俄羅斯取得了勝利。日本民族從此成為了東

亞民族中的異類和榜樣。日本以一種奇異的方式接受了所有西方的知

識。日本迅速吸收西方的思想，並消化它們，並幹練地將其應用於實踐，

於是她突然迸發，全副武裝，成為了世界權力的一極。沒有辦法解釋這

種日本特有的對西方外來文化的開放性。正如我們也沒法解釋在動物王

國中的任何生物的突然運動一般。 

在決定性地擊敗了俄羅斯帝國之後，日本立即著手實施自己的帝國

夢想。韓國成為了她的一個糧倉和殖民地；利用條約特權和老奸巨猾的

外交使她得到了滿洲的壟斷權。但日本並不滿足。她轉身向後看，她的

眼睛盯住了躺在那裡的幅員遼闊的，並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文明的

支柱 — 鐵和煤炭儲備的中國。除了天然資源外，決定工業發展的另一

重要因素是勞動力。而在該領土上有著四億人口，佔地球總人口的四分

之一。此外，中國人不僅是優秀的工人，而且他們的宿命哲學（或宗教）

和他們頑固的神經特點使他們在合適的管理之下可以成為極好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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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日本準備進行管理。 

但最妙的一點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他們的親族。對西方

來說，漢字是個令人費解的謎，對日本人來說卻並非如此。日本能夠理

解西方人永遠無法學會或希望瞭解的內容。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心理過程

是相同的。日本人與中國人一樣具有相同的思想符號，有同樣的細微之

處。日本人看中國人的心靈時可以輕鬆越過我們猶豫不理解的障礙。也

可以在我們無法感知的轉折點轉折，翻越周圍的障礙物，並達到我們無

法進入的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他們是兄弟。不久前，一方就借用了對方

的書面語言，以及在這無數代之前，他們從共同的蒙古人種之根分開。

雖然曾有被不同的環境條件帶來的改變和其他血液的輸注，但在其生

命的底部，是一個共同的遺產，一種時間沒有抹煞的交織在一起的共同

之處。 

於是日本開始了她佔領中國的計劃。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之後不久，

她的代理人湧進了中國帝國。她的工程師和間諜在邊境一千英里外艱苦

工作，穿著像苦力，打著流動客商或是傳教僧人的幌子；記下每個瀑布

的馬力，建工廠的可能地點，高山和關隘的高度，戰略優勢和弱點，山

谷中的農場積累的財富，一個地區公牛的數量或可以強制徵集的勞動力

人數。從未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普查，因為可能已沒有其他人比日本人更

頑強，更耐心，更愛國。 

但在很短的時間內秘密行動就被棄置了。日本的人員開始重新訓練

中國軍隊，她的訓練官將中世紀的士兵變成了 20 世紀的戰士，習慣了

所有現代戰爭的機械並獲得了高於任何西方國家的士兵平均水平的槍

法。日本工程師深化和拓寬了中國複雜的運河系統，建立工廠和鑄造廠，

用電報和電話將整個帝國聯繫起來，開創了鐵路建設的時代。正是這些

機器文明的領導者，發現了淳山的巨大石油礦藏、旺星的鐵礦山、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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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銅礦脈，並開採了渥威的天然氣井，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天然氣寶庫。 

在中國的朝廷有不少日本的使者。日本政治家們在中國政治家耳邊

竊竊私語。日本人重建了帝國的政治。他們驅逐了中國的傳統學者，並

斥之為反動暴力分子，而任用了要求進步革新的官員。並在每個鄉鎮和

城市開始發行帝國報紙。當然，日本的編輯按照直接從東京來的政策負

責這些報紙的導向。正是這些文字教育了廣大的人口並使其進步。 

中國最後終於清醒了。西方在這一點上失敗了，而日本卻成功了。

她已經將對西方文化和成就的理解傳遞給了中國。日本自己突然驚醒時

就已經震驚了世界。但日本當時只有四千萬人口。中國的覺醒，與她的

四億人口和世界科技的進步加在一起，就更為驚人。她成為了國家中的

巨人，在國際事務中開始聽到她的尚不明朗的聲音。日本慫恿著她，驕

傲的西方人民懷著崇敬的心情傾聽。 

中國在迅速和明顯地上昇著，可能僅僅因為她的高質量的勞動者。

中國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純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沒

有工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工作於中國人就像呼吸那麼自然。工作對於中

國人的意義，就像到遠方遊歷和戰鬥以及精神上的冒險對於其他民族一

樣。對中國人來說，自由就集中體現在獲得勞作的手段和工具上。辛苦

的耕作和沒完沒了的勞動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權力。而中國的覺醒不

僅給了其龐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勞作手段，而且是最高級、最科

學的機械勞作手段。 

中國返老還童了！這時的中國離完全失控只有一步。她發現了自己

新的自豪感和意願。在日本的指導下，她開始自作出新的主張，但並沒

持續很久。在日本的建議下，她一開始已驅逐了所有的西方傳教士、工

程師、訓練官、商人、教師。她現在開始驅逐來自日本的代表。後者被

中國政治家接見，獲得榮譽和勛章之後被送回日本。西方驚醒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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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補償了西方，但日本卻沒有被中國補償。中國感謝她的好心的援

助，並把她的背包和行李甩到了門外。西方國家笑了。日本曾經的夢幻

已經化為泡影，她大大地生氣，中國嘲弄了她。於是武士刀拔了出來，

日本貿然發動戰爭。這場戰爭發生在 1922 年，滿洲、韓國和臺灣在七

個月的血腥後離日本而去，日本再次回擊，結果卻是徹底破產，並只好

龜縮在她的狹小、擁擠的島嶼。日本從此退出世界舞臺。此後，她致力

於藝術，她的任務變成了向世界展示她創造的奇異和美麗的世界。 

與預期相反，中國並沒有被證明是個好戰國家。她並沒有拿破崙一

般的夢想，而只是積極投身於和平的藝術。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後，他們

終於發現，中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戰爭，而是商業。雖然，後來還會知

道這並非中國真正的危險之處。中國繼續開始享受她的機器文明。中國

並沒有建立一個龐大的常備軍，她建立一個非常出色高效的民兵組織。

她的海軍是如此之小，並成為世界的笑柄，她也沒有試圖加強她的海軍。

世界的通商口岸也從未有中國的戰艦訪問過。 

真正的危險在於中國的繁殖力，於 1970 年開始，第一次有人提出

預警。一段時間以來，毗鄰中國的所有領土已經開始抱怨中國移民；但

現在世界突然意識到中國已有五億人口。因為她的覺醒，中國人口又增

加了一億。博徹特公爵呼籲關注中國人的數量已經超過白人的事實。他

做了一個簡單的加法。他把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俄羅斯歐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

的納維亞半島的人口相加。結果是四億九千五百萬。比中國人口少了五

百萬之多。博徹特的數據傳到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顫抖了。 

許多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一直不變。她的領土與人口已經飽和；

這是說，她的領土，與原始的生產方法，已經支撐了人口的最上限。但

是，憑著她醒來時開始實施的機器文明，她的生產力已大大增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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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地區，她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出生率開始上昇，死亡率下降。

在此之前，當人口過多生活資料過少時，過剩的人口會被饑荒掃除。但

現在，由於機器文明，中國人的生存手段已經大大增加，再沒有饑荒，

她的人口持續地增加。 

在這段過渡和發展力量的時間裡，中國並沒有表現出征服世界的打

算。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種族。而是勤勞，節儉，愛好和平的。戰

爭被中國人看成一個不愉快的，但有時必須執行必要的任務。而西方種

族卻在不停地爭吵和戰鬥，在整個世界冒險，中國則完全冷靜下來，在

她的機器上工作和成長。現在，中國開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邊境

上，中國移民以一種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緩慢而堅定的勢頭蔓延到鄰近的

領土。 

繼博徹特的數字提出報警後，法國在被長期威脅後，於 1970 年作

了一個決定。那時法屬印度支那已完全被中國移民佔領。法國人要求停

止。卻無法阻擋來自中國的人流。法國在她不幸的殖民地和中國之間的

邊界集結了十萬部隊，中國派出了一百萬民兵戰士。後面跟著戰士的妻

子、兒女和親屬，以及他們的家庭行李，組成第二集團軍。於是法國部

隊像一隻蒼蠅一樣被拍死了。然後中國民兵戰士與他們的家人一起，共

計超過五百萬人，冷靜地在法屬印度支那落戶並計劃停留個幾千年。 

法國憤怒了。她派出一艘又一艘艦隊開往中國沿海，並為此幾乎傾

家蕩產。中國沒有海軍。她撤回到內陸並拒絕回應。對於法國艦隊封鎖

她的海岸並轟炸暴露的城鎮和村莊。中國並不介意。她對這個世界無所

要求，也不在乎他們。平靜地撤離法國槍炮的範圍後，中國繼續工作。

法國哭了，絞著她的無能的雙手，呼籲其他驚呆了的國家支援。隨後，

她派遣一支隊伍大膽地深入中國，計劃到北京興師問罪。這支隊伍由

25 萬強大的戰士組成，是法國之花。這支隊伍的登陸和進入內地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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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遭受任何抵抗。但這是它最後一次露面。在第二天這支隊伍就失去了

聯絡。沒有一個倖存者回來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事。它已被中國的血盆

大口吞噬，這是人們知道的所有消息。 

在隨後的五年中，中國在所有的邊境的方向，快速地擴張。暹羅成

為了帝國的一部分，並且緬甸、馬來半島也被侵佔，而沿西伯利亞南部

邊界，俄羅斯被中國人一步步推進。這個入侵的過程很簡單。首先出現

中國移民（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人已經在那裡，不知不覺地居留和擴

張長達數年）。接下來是武裝衝突，一支龐大的民兵部隊掃蕩了所有的

反抗力量，後面跟著他們的家人和家庭行李。最後作為殖民者在征服的

領土安定下來。從未有這麼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 

中國人進入尼泊爾和不丹，以及整個印度北部邊界。西至布哈拉，

甚至南部和西部的阿富汗，都被吞噬。波斯、突厥斯坦和整個中亞都感

受到這種洪水一般的壓力。正是在這個時候，博徹特修改他的數字。他

已經錯了。中國的人口肯定有七億、八億，沒人知道有多少億，但無論

如何，很快就要十個億了。博徹特宣佈世界上的每一個白皮膚的人類後

面都有兩個中國人與之對應，於是世界顫抖了。中國的增長應該已經開

始很久了，可能始於 1904 年。有人記得自該日起，中國再沒有發生一

次饑荒。按每年增加五百萬的速度計算，在 70 多年時間裡總人口會增

加 3.5 億。但誰知道？實際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誰能對這個陌生的 20

世紀的新威脅有所瞭解呢？— 中國，古老中國，青春煥發，碩果纍纍，

而且咄咄逼人！ 

1975 年全世界在費城舉行了大會。所有的西方國家，以及東方的

幾個國家，派代表出席了會議。沒有達成任何結論。有國家建議獎勵生

育提高出生率，但被算術家嘲笑著指出，在這一方面已經沒有任何國家

能超過中國。沒有人能提出應對中國的可行的辦法。用國際聯合力量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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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和威脅中國，是這次費城會議和國際力量唯一做到的事情，中國笑了。

李唐福，皇座背後的力量，屈尊回復。 

“中國為什麼要為國際大家庭的和諧負責？”李唐福說。“我們是

最古老的、光榮的、高貴的種族。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天命要完成。抱歉

我們的天命與你們不同，這一點令你們感到不快，但是換成你們會怎麼

做？你們曾經也饒舌過什麼高人一等的種族啦，全地球是你們的財產

啦，對此我們只能說，還得走著瞧。你們侵入不了我們。你們的海軍無

足輕重。不要大喊大叫。我們知道我們的海軍規模是很小的。我們的海

軍僅有治安的用途。我們不在乎海洋。我們的優勢在於我們的人口，將

很快達到十個億。多虧了你們，我們配備了所有現代戰爭的機械裝備。

把你們的海軍送過來啊。我們不會注意到他們的。你們也可以向內地討

伐，但要記住法國的前車之鑒。你們可以駐紮 50 萬士兵在我們的海岸，

這將消耗掉你們大量的資源。而我們億萬人會將他們一口吞下。發兵一

百萬，發兵五百萬，我們會一樣吞下他們。哈哈！滅掉你們的部隊簡直

不足一提，小菜一碟。正如你們威脅的那樣，殲滅我們遣送到你美國海

岸那一千萬苦力吧，— 這數量還不到我們每年人口增長的一半呢。” 

李唐福如是說。世界不知所措，無助，害怕。他說出了真相。沒有

辦法打擊中國的驚人的出生率。如果她的人口為十億，並在 25 年內一

年增加兩千萬，最後將是 15 億，等於 1904 年的世界總人口。而且，沒

有辦法阻止這種恐怖的如滔天洪水般的人口過度繁衍和蔓延。戰爭對此

是徒勞的。中國嘲笑著打算封鎖她海岸線的計劃。她歡迎入侵。在她寬

敞的肚子裡容得下集全世界之力派出來的隊伍。在此期間，她的黃色人

種的洪流會席捲整個亞洲。中國笑了，並通過他們的雜誌閱讀學習心神

不定的西方學者貢獻的專著。 

但有一個學者中國人未能注意到，這就是雅克布斯·蘭寧道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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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他被稱為一個學者也是很勉強的。雅克布斯·蘭寧道爾是一個科學

家，而且在那個時候，也還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在紐約市衛生局實驗室

工作的科學家。雅克布斯·蘭寧道爾的頭腦和其他人區別不大，但在這

頭腦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想法。此外，他的智慧足以使他為這個主意保

密。他沒有為雜誌寫任何的文章。相反，他專門為此休了假。1975 年 9

月 19 日，他於傍晚抵達華盛頓，接著直奔白宮，一次與總統的密談已

經被安排好。他與總統莫耶密談了三個小時。密談的內容直到很久以後

才被世界各地所瞭解，而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人對雅克布斯·蘭寧道爾感

興趣。第二天，總統召見他的內閣。雅克布斯·蘭寧道爾出席了會議。

會議內容完全保密。但是，當天下午，國務卿魯弗斯·考德里離開華盛

頓，並在第二天早上坐船前往英國。之後這個秘密開始傳播開來，但只

限於政府首腦之間。在一個國家只有不到六個人被信任並告知這個想

法。這個秘密傳開後，所有造船廠、兵工廠和海軍船塢都迅速活躍起來。

法國和奧地利的人們開始懷疑，但他們的政府是如此真誠地呼籲建立信

任，所以正在進行的未知項目得到了默許。 

這是偉大的休戰時間。所有國家都莊嚴承諾自己不與任何其他國家

打仗。俄羅斯、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的軍隊開始逐步

動員，第一波行動開始。力量集結後開始向東移動。所有通往亞洲的鐵

路都塞滿了部隊的列車。中國是目標，這是眾所周知的。不久，龐大的

海上行動開始。來自各個國家的軍艦遠征而出。艦隊一個接一個，全部

駛向中國沿海。各國清空了他們的海軍碼頭。他們派出了緝私快艇、通

訊船和燈塔養護艇，還派出了老舊的巡洋艦和戰列艦。同時他們開始招

募商船加入。據統計，共有 58,640 艘商船，配備探照燈和速射火炮，由

各國派往中國。 

中國在微笑地等待著。在她的陸地一側，沿著她的國界，駐紮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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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的歐洲戰士。她動員了五倍於此的民兵等待入侵。在她的海岸線也

同樣如此準備了。但中國突然感到困惑。因為這支龐大的隊伍並沒有開

始入侵。她無法理解這一現象。廣大的西伯利亞邊境一切都歸於平靜。

她的海岸城鎮和村莊甚至沒有遭到炮轟。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如

此強大的戰爭艦隊集結。世界上所有的船隊，百萬噸的戰艦聚集在她的

海岸線上，卻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任何嘗試。他們想使她離開她的地

盤嗎？中國笑了。他們以為能夠累死她，或餓死她嗎？中國又笑了。 

但是，1976 年 5 月 1 日，如果有讀者當時身處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

的帝都北京，他將目睹一個奇怪的景象。他看到街上擠滿了嘰嘰喳喳的

黃種人，每個排在一起的頭都向後仰，每一雙吊梢眼都轉向天空。在藍

色的天空中，他會看見一個黑色的小點，小點越變越大，可以確定是艘

飛艇。這個飛艇盤旋在城市上空來回飛行，降下奇特而無害的“導

彈”：易碎的玻璃試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頂部粉碎成數以千計的碎片。

但是，這些玻璃試管並不致命。什麼都沒有發生，也沒有爆炸。雖然三

名中國人被高空掉落在他們頭上的試管砸死了，但對於每年增長兩千萬

人口的中國來說這算得上什麼？一個試管垂直插在花園的魚池裡，並沒

有破裂。這家的主人把它撈上岸。但他不敢打開這管子，於是，在他的

朋友陪同下，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人群圍觀著，他將試管交給了所在地

區的長官。長官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在群眾的注視下，他用他的黃銅

煙管打碎了試管。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比較靠近的一兩個人聲稱他們

看到一些蚊子飛了出去。這就是全部的情況。人群大笑後四散而去。 

不僅是北京，整個中國都在被這些玻璃管轟炸著。小飛艇從軍艦上

出發，每艇僅有兩人，他們盤旋著經過所有城市、鄉鎮、村莊，一人指

揮飛艇，另一人投擲玻璃管。 

六個星期後，如果該讀者再次出現在北京，他會發現一千一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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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不知所終。他也許會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約幾十萬人，他們的

屍體潰爛，分散在房屋和無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積在被丟棄的壘得高高

的運屍車上。而其他人會分佈在帝國各條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

離瘟疫災區，遠離北京，成千上萬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屍體，火速撤離。

但瘟疫不僅僅發生在北京，而是發生在帝國所有的城市、鄉鎮和村莊。

瘟疫毀掉了這個國家。不是一種兩種瘟疫，而是十幾種的瘟疫。各種致

命的傳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直到此時，中國政府終於理解了之前

的準備工作，來自世界的艦隊、錫制飛艇和玻璃試管雨的含義。政府告

示是徒勞的。他們無法阻止一千一百萬人從瘟疫災區逃離，把疾病從北

京一個城市傳遍全國。醫生和衛生官員死在自己的崗位上；而死神，這

個萬能的征服者，凌駕於皇帝和李唐福的法令之上。他倆也躲不過去，

李唐福死在第二個星期，皇帝隱藏在頤和園裡，死在第四個星期。 

如果當時只流行一種瘟疫，中國有可能應付。但當時流行了十幾種

瘟疫，沒有生物對此全部免疫。那個逃過天花的人倒在了猩紅熱面前。

對黃熱病有免疫力的人被霍亂奪去了生命；如果仍有幸免疫，黑死病，

也就是鼠疫，也能把他帶走。這些細菌、病菌、微生物和桿菌在西方的

實驗室被培養，又通過玻璃試管送到中國如雨點般從天而降。 

然後所有組織消失。政府崩潰了。當制定和簽署法令的人幾天後就

會死去的時候，法令和公告毫無用處。數以百萬計的逃亡者在這片土地

上狂奔，什麼都顧不上。他們把傳染病從城市帶到農村，無論他們逃到

哪裡，就把災禍帶到哪裡。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季，這是雅克布斯·蘭寧

道爾精心挑選的日期，因此瘟疫到處肆虐。人們已經無法知道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情，只能從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的故事中瞭解隻言片語。生物襲

擊使整個帝國充斥著逃亡者。中國在邊境集結的龐大軍隊逐漸消失。農

場充斥著被糟蹋的莊稼，無人下種，地裡生長的莊稼無人看管，也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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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這裡最大的問題是流民。他們集結成幾百萬的群體，衝向被西方

龐大軍隊封鎖的帝國邊界，與其遭遇，並被驅趕回去。這場在邊界線上

的屠殺是驚人的。防衛線再次後退二三十英里以躲避眾多死者的傳染。 

但瘟疫還是爆發了，守衛突厥斯坦邊境的德國和奧地利士兵被擊

倒。雖然已經為這種情況的發生做了準備，依然有六萬名歐洲士兵因此

倒下，疫區隨即被國際醫生集團免疫隔離。正是在這場鬥爭中，有人發

現了一種新的瘟疫病菌，通過某種方式，瘟疫病菌之間發生了雜交，從

而產生了一個新的且可怕致命的菌種。這種病菌首先由溫伯格懷疑發

現，並被其感染致死，後來被史蒂文斯、海恩法特、諾曼和蘭德斯分離

並研究。 

這是對中國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對於這十億人來說，他們毫無

希望了。只能蜷縮在停屍的房子裡面腐爛和發臭，失去所有的組織力和

凝聚力，他們的一切努力都化為烏有，只能等待死亡。他們無法逃脫，

被從自己的陸地邊界驅趕回來，也被從海洋邊界驅趕回來。因為有七萬

五千艘軍艦在沿海岸線巡邏。白天，軍艦排風口的煙霧使海面黯淡，夜

間，閃爍著的探照燈掃過黑暗，找到每一艘逃跑的中國帆船。數量龐大

的帆船船隊沒有一艘能逃得了的。沒有人能越得過巡洋艦的範圍。現代

戰爭機械阻礙了中國人的雜亂無章的逃亡，而瘟疫繼續做它該做的事。 

但舊的戰爭模式在這裡已經被徹底的笑話和嘲弄，除了巡邏執勤之

外它似乎也只值一哂。中國曾經嘲笑戰爭，於是她得到了戰爭，但這是

超現代的戰爭，20 世紀的戰爭，來自戰爭科學家和實驗室，是雅克布

斯·蘭寧道爾的戰爭。重達百噸的槍支與實驗室製造的可供投擲的微生

物製劑相比，就如玩具一般，後者才是真正的死亡使者，橫行在十億人

口的大國上空的毀滅天使。 

在 1976 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國是一個地獄。微生物武器到達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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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偏遠的藏身地，無處躲避。未掩埋的屍體繁衍著細菌導致傳染能

力翻倍，最後，每天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此外，飢餓削弱了受害者的身

體，並摧毀他們對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個國家陷入了食人、謀殺和

瘋狂之中。至此，中國滅亡。 

直到次年 2 月，在最寒冷的天氣中，各國開始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次

遠征。這支探險隊伍由科學家和專職部隊組成，他們從各個側面進入中

國。儘管採取了最詳盡的抗感染預防措施，依然有許多士兵和數名醫生

染病。但是遠征勇敢地繼續了下去。他們發現中國滿目瘡痍，到處都是

蕭瑟的曠野，只有成群的野狗和絕望的倖存者們像土匪一樣地徘徊。所

有發現的倖存者都被當即處死。然後開始了一項龐大的工程，徹底地把

中國打掃乾淨。五年的時間內，億萬珠寶被找到並搜走，然後全世界人

民都遷入了中國，不是分區居住，而是雜居而處 — 這是阿爾布雷希特

男爵提出的想法，並根據美國的民主程序實施。1982 年及其後若干年，

大批興高采烈的各個國家民族共同落戶中國，成為一個巨大且成功的種

族混合實驗。隨之而來的是在機械、智力和藝術方面的輝煌產出。 

1987 年，休戰大聯盟已經解散，法國和德國再次因為阿爾薩斯~洛

林地區的古老爭議敵對起來。到了 4 月，戰爭的威脅和陰影再次降臨這

個世界，於是 4 月 17 日一場大會在哥本哈根召開。世界各國的代表全

部出席，並一致莊嚴宣誓，永遠不會把用於中國的實驗室戰爭方法用於

他們彼此之間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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