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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70 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開創了人類社

會發展新紀元，70 年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長足發

展反映了這場勝利的深遠意義。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是全方位的，首先是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的勝利，

進而也導致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與變革。與此同時，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還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值此

戰爭勝利 70 週年之際，撫今思昔，認真總結這場世

界性大戰對於人類精神文明的影響，探究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的文化價值，當為一件頗有意義的事。 

概言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從批判戰爭發

動國的精神支柱、否定法西斯戰爭理念兩個方面體現

出文化意義，進而印證了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二、對法西斯戰爭精神支柱的批判 
 

以德國、意大利、日本為首的軸心國陣營發動法

西斯侵略戰爭，經濟和政治因素是主要原因。然而，

這幾個國家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之所以能夠動員起千

千萬萬國民，組成浩浩蕩蕩的強悍大軍，發動規模空

前的世界性戰爭，精神因素不可或缺。意大利、德國

和日本這三個法西斯戰爭的主要發動國，在戰前即分

別通過推行、宣揚與灌輸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

士道精神，蠱惑了民眾的思想，構建了軍事侵略的精

神支柱，為發動法西斯侵略戰爭奠定了思想基礎。 

 

(一) 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 
1. 法西斯主義 

在軸心國陣營中，意大利最先找到推行激進主義

的政治手段和蠱惑民眾的精神鴉片——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的特色是以極權主義的方式由國家控

制所有層面的生活：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

的。法西斯國家管理並控制生產工具。法西斯主義將

民族、國家、種族的地位置於個人、制度、組織之

上……並要求對單一的領袖效忠——通常達到個人崇

拜的程度。”1“墨索里尼於 1919 年擬定了法西斯黨

最初的黨綱”，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包含了各種各

樣的體現獨裁主義本質的學說。”2 正是在法西斯主

義的迷惑下，墨索里尼得以在 1922 年 10 月 28 日動

員約 5 萬名身穿黑衫的法西斯武裝分子開進首都羅

馬，逼迫總理辭職，第二天他便如願地被國王任命組

閣，此後佔據意大利王國首相的位置長達 21 年。 

1922-1943 年間，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長期推行法

西斯主義(意大利語fascismo)。從政治上看，法西斯主

義是一種獨裁主義的路綫方針；而從哲學上看，法西

斯主義“是一種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

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形式的軍國主義、反無

政府主義、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政

治哲學。”3 這樣一種大雜燴式的混亂思想，在特定

的國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很強的蠱惑力。無產

階級革命家、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托洛茨基在其著作

《法西斯主義──它是甚麼？如何來對付它?》一文

中曾經深刻地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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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法西斯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生嚴

重的體制危機的產物，在這個危機中，正常的資本增

值，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條件下，正漸增地被破

壞。在經濟和各政治機構發生這個危機的同時，在失

去社會地位的社會層份中間，主要是在小資產階級中

間，有正在激進化的不滿分子，以及他們的日益增多

以新形式群眾組織出現的組織。起初這些組織的活動

是自發的，後來它們就漸增地被大企業利用來企圖破

壞工會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對於法西斯

主義而言，其真正的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在意大

利，它有着非常龐大的根基──城鎮小資產階級和農

民”4，因此，大量意大利民眾捲入法西斯戰爭是不

足為奇的。 

2. 納粹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希特勒在德國宣揚和

推行納粹主義。納粹主義的本意是“民族社會主

義”，其基本理論包括宣揚種族優秀論，認為“優等

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強調一切領

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國家整體意志的

代表，國家權力應由其一人掌握；主張以戰爭手段奪

取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同時也反對共產主義思

想體系和社會主義制度。 

“納粹主義並非一嚴格定義的意識形態，而是納

粹黨所奉行的國家統治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觀

點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極端思想：種族主義、反共產主

義、極權主義、神學主義、反猶太主義、反同性戀以

及限制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宗教自由。”5 它具有與

法西斯主義類似的雜燴性質，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

敗、20 世紀 20、30 年代之交經濟危機爆發的德國，

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因為“納粹黨運動的社會基礎

主要是城鄉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工人”，而小資產階級

又佔據德國總人口數的 40%以上。德國工人運動著名

領袖蔡特金曾經指出貧困化的小資產階級、小農和知

識分子投入納粹陣營的原因：希特勒正是抓住了“小

資產階級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對共和制感到

失望”的時機，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憧憬遊說大

批“社會上喪失立足之地的人、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和

失望的人，其中也包括使資本主義社會極不舒服、對

它相當危險的人”6，最終將他們拉進了自己的陣營。 

3. 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12 世紀開始的幕府戰國時代即逐漸形成

武士道精神，初期強調“忠孝”、“武勇”等信條，

尚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明治維新以後，隨着日本逐

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特別是 19 世紀末期日本憲法

確立神道教的法律地位以後，武士道精神逐漸被統治

者蛻變為控制國民思想的工具，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

精神動力。 

20 世紀初就有一些中外學者，包括中國學者戴季

陶、蔣百里、周作人等，對武士道精神的本質作出過

深刻的評析。戴季陶認為“武士道最初的事實只不過

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

的食祿報恩主義”；周作人認為“武士的行為，無論

在小說和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蓋不住一

個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7等。不可否認，武士

道精神在日本堪稱根深蒂固，這種精神“經過長期的

歷史浸潤已經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成為日本民族精

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歷史上，武士道既是‘殺

人與戰爭之道’，又是‘忠誠與獻身之道’”8，無

疑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網羅民眾充當侵略戰爭炮灰的

得力思想武器。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批判作用 
綜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意大

利、德國和日本三個軸心國的統治者正是憑藉法西斯

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蠱惑了民眾的思想，

構建了發動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他們妄圖裹脅本

國國民，盲從他們發動侵略戰爭，一舉征服全世界。 

然而，歷史的辯證法無情，各國人民風起雲湧的

抵抗阻遏了侵略者吞併世界的勢頭，也粉碎了戰爭狂

人的黃粱美夢。誠然，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來考

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涉及面空前廣泛。儘管學術界

對於二戰的起點、性質等有着不盡相同的觀點，但這

場戰爭，特別是其後期的反法西斯性質，則已經形成

共識。1941 年 11 月，德國軍隊佔領的蘇聯領土超過

150 萬平方公里，控制了蘇聯的 40%人口與大部分工

業基地。同年 12 月 7 日凌晨日本偷襲珍珠港，使美

國的太平洋艦隊遭受毀滅性打擊。接着美、英、中三

國向日本宣戰，德國和意大利也向美國宣戰，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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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全面爆發。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高潮，德、

日、意三國因一時得逞而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曾幾何時，歷史發生了逆轉。毛澤東主席於蘇聯

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突破德軍包圍圈後的 1942 年 10 月

12 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社論《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轉捩點》，文中科學而準確地預言：“斯大林

格勒一戰將停止德國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是帶着決

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係於整個世界戰爭的”；

“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崙道路，斯大林格勒一

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而“這一形勢，將直接

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

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9 

此後的戰事確實是按照毛澤東的預言發展的，直至世

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 

事實勝於雄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與結果

給全世界人民，包括作為被侵略者和勝利者的同盟國

人民，也包括作為侵略者和失敗者的軸心國人民，上

了生動的一課。實踐證明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

士道精神都是無稽之談和精神鴉片，用它們來蠱惑民

眾、發動侵略戰爭，是註定要失敗的。總之，同盟國

陣營最終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不僅從軍事上徹

底摧毀了軸心國的反動力量，在政治上有效遏制了法

西斯制度的擴散蔓延，而且從文化的角度深刻批判了

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武士道精神的反動本質，粉

碎了發動法西斯戰爭的精神支柱。  

 

 

三、對法西斯戰爭理念的否定 
 

理念是人們思想觀念的總和，是對待客觀事物的

總看法和從事某種活動的指導思想。人們對於不同事

物總會有不同看法，不同階級、階層、集團的人們，

對同一事物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從事活動也會有不同

的指導思想，從而體現出不同的理念。發動戰爭的指

導思想和對待戰爭的評價同樣如此。在軸心國發動法

西斯戰爭以及同盟國與世界人民反對和最終戰勝法

西斯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出交戰的雙方在戰爭理念上

的根本對立。只要對德、日、意三國發動戰爭的藉口、

表現出的戰爭行為，以及推進戰爭的運作機制稍作考

察，其反動本質便暴露無遺。而面對着事關國家前途

民族命運的侵略戰爭，被侵略國家和民族針鋒相對地

進行抵抗，實際上正是對法西斯戰爭理念作出了堅決

的否定。 

 

(一) 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否定極端民族主義

和沙文主義 
從戰爭動員看。德、意、日三國均以極端民族主

義和沙文主義作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蒙蔽和鼓動

本國、本民族的民眾充當炮灰。根據極端民族主義的

核心理念，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鼓吹本民族是世

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不僅歧視別的民族，而且不惜用

暴力手段殘害其他民族的人民，剝奪其他民族的生存

權利。在國際關係中，則以沙文主義的狂熱姿態干涉

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甚至不惜發動侵略戰爭併

吞別國領土。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

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侵略，日本皇

軍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和殘殺等等，都是眾所周知的典

型例證。 

相形之下，當被侵略國家遭受法西斯勢力的入侵

時，民族存亡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

召下，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派別和宗教信仰的人們

就會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便是例

證。儘管國共兩黨存在着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旦

面臨日寇的大肆入侵，便形成了“兄弟鬩於牆而外禦

其侮”的狀況。“不再是少數仁人志士的匹夫之勇，

也不再是部分群眾或部分軍隊的局部抵抗，而是全國

上下、各黨各派、各階級階層、軍隊和人民、政府和

群眾的總動員，是反擊日本侵略者的總體戰。”10 面

對着愛國主義的大旗，極端民族主義只能相形見絀而

無地自容。 

與此同時，在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態度上，法

西斯集團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並非所有人都信奉沙

文主義。身為德國納粹黨黨員的商人約翰‧拉貝，1937

至 1938 年間在侵華日軍實施大屠殺的南京，聯絡十

多位外國傳教士、商人、教授、醫生等，共同發起建

立“南京安全區”，並親自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

席，利用自己的住所收容了超過 600 位難民。“作為

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



《“一國兩制”研究》2016 年第 2 期(總第 28 期) 
 

- 188 - 

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 4平方公里

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 25 萬中國人的生命。”11 他

記述在華見聞的《拉貝日記》也成為揭露法西斯罪行

的鐵證。同樣是納粹黨黨員的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

勒為營救即將遭受屠殺的猶太人，以自己企業僱工的

名義開出名單，讓這些猶太人從集中營轉移到波蘭南

部的一個工廠，終於使超過 1,200 名猶太同袍倖免於

難，“佔波蘭全部存活猶太人數量的一半左右”。12 

從拉貝和辛德勒身上，我們看到國際主義的精神在閃

閃發光。儘管這兩位傑出的國際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和

戰後都十分艱辛，但他們的事蹟已經載入史冊，並且

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極端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反

動理念。 

 

(二) 以人道主義否定非人道主義 
從戰爭行為看。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在發動

侵略戰爭的過程中，普遍採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對待被

侵略國家的軍民。德國在二戰期間屠殺了六百餘萬猶

太人，僅在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有 110 萬難

民被害，毒氣室、焚屍爐等慘無人道的罪行令人髮

指。意大利軍隊在攻佔衣索比亞時也使用毒氣，在非

洲和巴爾幹半島濫殺無辜。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和東南

亞更是大開殺戒，無惡不作。南京大屠殺、731 細菌

部隊活體試驗、強征慰安婦等慘絕人寰的罪行，都充

分體現了法西斯戰爭發動者非人道的獸性本質。儘管

德國、日本與意大利侵略者在迫害和殘殺被侵略國家

人民時採取的手段略有不同，但是其非人道的本質卻

是一脈相承的。有學者指出：“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

有着許多的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在法西斯軍國主義的

統治下，犯下了無數傷天害理的罪惡；對世界人民犯

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包括無休止的侵略、大規模的

屠殺、強姦、縱火、掠奪，死在他們手中的無辜者數

以千萬計，他們給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在這

些方面，德日法西斯的罪行以及他們施行罪惡的手段

都是相同的。”13 

在對待戰俘的問題上尤其能夠體現戰爭理念。德

國軍隊對待蘇軍戰俘的慘無人道是臭名昭著的，德軍

14-80242 號命令強調：“蘇聯戰俘均應做特殊的、永

久性的標記”；“標記由一個開放式 45 度左右的銳

角構成。兩邊邊長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於左臀部

離股溝約一掌寬處。可用各部隊都有的手術刀來做，

並可用墨汁作為染色劑”14，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盟國一方的人道主義行

為。早在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後不久，1937 年

10 月 25 日，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

簽發了《關於對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其中明確規

定：“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

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綫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願

歸故鄉者，應給路費。”15 儘管有一些八路軍官兵不

理解甚至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認

真執行了這些命令，使日軍戰俘深受感動。194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接受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

阪參三的建議，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

所“日本工農學校”，專供日本戰俘學習培訓。其中

不少學員後來轉變了思想，自願加入八路軍，成長為

捍衛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戰士。 

 

(三) 以民主主義否定專制極權主義 
從戰爭的運作機制和指揮系統看。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前，無論是意大利、德國還是日本，都通過各種

手段實現了獨裁的政治制度。墨索里尼早在 1928 年

就強行中止議會制度，取締其他政黨和社會團體，實

行法西斯獨裁。1933 年初希特勒上台時期獨攬大權的

野心尚受到殘存魏瑪共和國議會民主制的制約，以後

他千方百計通過《授權法》，消除了“民主制的最後

殘餘”，策劃國會縱火案等事件實施白色恐怖，最終

確立了法西斯的獨裁統治。1932 年 5 月日本法西斯團

體發動武裝政變，殺害首相犬養毅，終結政黨內閣，

實行以軍部為主導的舉國一致內閣，實際走上了法西

斯獨裁的道路，至東條英機擔任首相時達到頂峰。法

西斯獨裁的體制極大地方便了戰爭狂人發動和指揮

法西斯侵略戰爭持續進行。 

作為法西斯戰爭發動者的對立面，同盟國的表現

與軸心國形成鮮明對比。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

蘇、中等 26 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

共同宣言》，重申贊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強調

成員之間的團結合作。宣言中特別指出：“保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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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和經濟的全部資源同與之處於戰爭狀態的軸心

國及其僕從國家作戰”；“相互合作，不與敵國單獨

締結停戰協定和和約。”16 這些原則以及宣言形成過

程中的協商一致體現了民主主義的精神，產生了巨大

的凝聚力，因此“宣言的簽署標誌着反法西斯戰爭取

得最後勝利的決定性因素。”17 

一些同盟國內部同樣如此。在遠東戰場，大敵當

前促使四萬萬中華兒女同仇敵愾，以人民戰爭的形式

對付入侵的頑敵。為了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國共兩

黨再度合作，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努力也值得肯定。1938 年 9-11 月，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擴大的中央第六次全會關

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其中第 19 條規

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體領導，是黨

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後來在七大通過

的黨章中把“全黨服從中央”改為“黨員個人必須

服從所屬黨的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

進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論與政策。民主集中制

的貫徹執行不僅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科學

化，而且增強了作戰指揮的有效性，為戰場上的勝利

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也是以民主主義的實踐有力

地批判了法西斯專制極權主義的戰爭理念。 

綜上所述，面對着軸心國發動法西斯戰爭體現的

戰爭理念，同盟國和世界人民針鋒相對，在軍事上戰

勝法西斯侵略者的過程，也是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否定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以人道主義否定非人

道主義，以民主主義否定極權主義的過程，體現出崇

高的文化價值。 

 

 

四、戰後歷史印證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之後，世界形勢發生

了根本性的改變。在戰後重建家園的基礎上，世界各

國、各地區人民致力於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 70 年來，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的特

徵日益明顯，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而在這一過程

中，中華文化的歷史意義日益彰顯，體現出深刻的時

代價值。 

習近平曾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作出

高度概括，要求“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

的時代價值。”18 戰後 70 年的實踐印證了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的內涵。 

 

(一) 講仁愛 
“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本質所在。“儒家仁愛思想的經典語錄是

孟子所言的‘仁者愛人’。這一表述體現了仁愛的實

踐準則。”19 孔子則從人際關係的角度提出了仁愛的

另一種實踐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數千年來，中

華民族正是從“愛人”和“不欲勿施”這對立統一

的兩個方面切入，貫徹仁愛思想的。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在迅速變化，但人們的

價值觀卻在逐漸趨同。正如鄧小平做出的高度概括：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在和平與發展的

總趨勢下，仁愛的意義日漸彰顯，講仁愛的風尚日益

推廣普及。孔子宣導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愛

原則，早已成為廣為認同的普世價值。1948 年 12 月

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1993 年 9 月世界

宗教會議通過《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將“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作為理論基礎，將“珍愛生命”、“互敬

互愛”等定為“不可取消的規則”，表明戰後的世界

已經普遍接受了仁愛思想。 

 

(二) 重民本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礎，不僅為歷

代統治者所崇尚，而且體現了封建社會朝野認可的價

值觀。毛澤東曾用精闢的語言“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概括了新形勢下民本主義

的實質，也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真諦。

中華文化的民本思想同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在強調

人的地位與作用、關注人的價值、命運和生存意義等

方面不謀而合。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德國納粹已經投降、日本

侵略軍即將徹底潰敗、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前夕，中、

美、英三國首腦於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聯合發表《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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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簡稱《波茨坦

公告》或《波茨坦宣言》)，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

公告除敦促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外，還對戰後日本的

生存狀態與發展趨勢作出規範。公告第 10 條明確指

出：“日本政府必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

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

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20 這裏已清晰地

體現了同盟國領導人的民本思想，為二戰以後的世界

新秩序作出了有效的安排。戰後 70 年來，世界各國

在不同程度上對民選制度的重視和對民眾權利的尊

重，進一步體現了民本思想的大勢所趨和深入人心。 

 

(三) 守誠信 
“誠信”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天道(自然規律)和人

道(人際關係)的理解與概括。天道指自然界的客觀規

律，而誠信則是用天道來規範人道，體現了中華傳統

文化的精粹。反法西斯戰爭後期，中國遠征軍在中、

緬、印戰場浴血奮戰三年多的英勇事蹟堪稱中華民族

講究誠信、遵守諾言的典範。鑒於滇緬公路對於遠東

戰場的重要戰略價值以及英國在軍事上的力不從

心，1941 年 12 月，英國同中國簽署《中英共同防禦

滇緬路協定》，兩國結成軍事同盟。此後中方遵守協

定，組建中華民國遠征軍，在三年又三個月的艱難歲

月中，投入 40 萬兵力，展開中緬印大戰，在傷亡近

半數的情況下奮力堅持，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孫

立人、戴安瀾等將軍為代表的中國軍人以鮮血和生命

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也彰顯了中華文化的誠信傳統。 

相形之下，法西斯國家在發動世界大戰的過程

中，背信棄義、造謠撞騙是家常便飯。德國在《蘇德

互不侵犯條約》依然生效的前提下突襲蘇聯，日本不

對美宣戰即偷襲珍珠港等事件，都是鐵證。即使在戰

敗以後，有些人還不思悔改甚至變本加厲欺騙世人。

德國和日本在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上就有着

截然不同的表現。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與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也給世界人民的誠信觀上了生動的一課。 

 
(四) 崇正義 
“正義”是中國傳統文化宣導的行為規範。

“正”包含“正當”、“合適”的意思，所以孔子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經

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征途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湧

現出無數“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

“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體現了正義

無國界的真理。 

在正義面前，一切貪污腐敗都將相形見絀，原形

畢露。二戰後，由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家組建的刑

事警察新組織，雖然沿用“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的

原名(1956 年更名為“國際刑警組織”，ICPO)，但在

國際社會發揮了更為出色的作用，在協助各國追捕逃

犯、打擊國際性犯罪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僅在 2014

年，ICPO“共簽發了 10,718 個紅色通緝令，2,336 人

因紅色通緝令被捕”。21 2005 年 12 月《聯合國反腐

敗公約》生效，開啟了國際合作防範腐敗和懲處罪惡

的新征程。2014 年北京APEC會議期間，通過了《北

京反腐敗宣言》，連暫時未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美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都簽署了這一反腐宣

言。據統計，就中國而言，“自 2000 年以來，已有

11 個外逃的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國”，其

中包括 2004 年 4 月從美國被遣返的貪污挪用達 4.82

億美元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他是“新

中國成立 56 年來自美國遣返的第一個貪官，也是新

中國成立 56 年來的第一大貪官。”22 這些事實不僅

顯示了國際反貪腐犯罪的有效機制，也體現了中華正

義觀的無窮威力。 

 

(五) 尚和合、求大同  
“和合”與“大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所

在，也是中華民族矢志追求的理想目標。“天人合

一”的大和諧觀正是對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高度概

括。在崇尚和合的過程中，炎黃子孫又總是在追尋經

由和合達到大同的有效途徑。“從《詩經》中的‘樂

土、樂國’，農家的‘並耕而食’，道家的‘小國寡

民’，直至儒家的‘大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理

想目標的不懈追求。陶淵明憧憬的桃源幻境撲朔迷

離，康有為嚮往的大同世界虛無縹緲，而在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的代表孫中山心中，大同理想具備了更多的

積極意義，為了實現‘天下為公’的這一理想，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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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23 20

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捐棄前嫌，

重啟談判，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一個

中國的框架內實現兩岸合作、民族復興的有效途徑。

可見和合與大同的優良傳統正在被當代中國人共同

傳承而發揚光大。 

數千年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始終在潛移默化

地影響着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醞釀、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即宣告成立的聯合國，堪稱世

界人民追求大同的有效嘗試。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

190 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作為聯合國發起國和五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高興地看到，戰後 70

年來，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廣泛，全球化

的程度不斷加深，歷史表明，人類追尋和合大同理想

境界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 

1988 年 1 月，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

者大會上，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1970 年諾貝

爾物理學獎得主)鄭重指出：“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

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

子的智慧。”24 戰後 70 年的歷史彰顯了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的文化意義，也雄辯地證明瞭中華文化與

時俱進的時代價值。

 

 

 

註釋： 
                                                 
1 “法西斯主義”，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  
2 [美]羅伯特‧E‧勒納等：《西方文明史》，王覺非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年，第 925 頁。 
3 同註 1。 
4 庫德曼：《第七章：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鬥爭》，引自《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載於《馬克思主義中文文庫》：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about-FASCISM。 
5 “納粹黨”，載於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link。 
6 同上註。 
7 轉引自江忠：《論武士道精神對日本人性格的影響──以“武士義理”為中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載於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d78c97e96294dd88d0d26b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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