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
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
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
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
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
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
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
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
国最神秘人物”。大多数人以
为戴笠一类人是人群中的特
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
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
“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
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
的社会里无处不在。无论出
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
才。这种成才，可以解读为胡
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
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
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
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
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
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
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
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
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
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
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
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
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
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
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
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
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
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
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
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
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中，
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 当
时他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
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
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
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
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
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
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
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
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
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
理想，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理想而艰苦付出。在他三十
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
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

《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
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
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
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
校第六期。这种吃苦精神是
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
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
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
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
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
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
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
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
怪物而何？”抗战军兴，戴笠

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
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
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
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
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
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
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
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
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
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
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
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
化装深入日伪区，检查工作。
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
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
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
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
峰是20世纪40年代，其谍报网
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
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
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
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
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
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
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
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
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
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
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
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
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
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
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
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
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
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
处，只是身逢革命年代，他有
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
献身精神。比如，淞沪抗战之
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
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
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
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
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
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
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
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
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
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
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
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
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
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

的大本营。事实不然，军统组
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
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
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
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

“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
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
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
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
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
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
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
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
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
五千余，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
十，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
多。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
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
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
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
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
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
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
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
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
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
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
奴才”。

因此，不难理解戴笠的
意义。说到底，这一类人，怀
着成就功名的用世之心，并
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
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
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
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
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
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
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
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
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们
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
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
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
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
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
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
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
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
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
理性的男人。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
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
态的、残忍又卑怯的。

（摘自《盗火与革命》，余
世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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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我们
这个地球上实际上存在两个世界。一个
是西方由于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市场
体系的建立和1648年10月《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关系间的国
际准则形成的世界（world），另一个则是
中国的天下。也许，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地球上还有其他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世
界，但到了1840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
西方的世界吞噬一净。虽然说，中西之
间在古代的联系也不多，但真正分成两
个世界，还是近代的事。

中国的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而这个中
心，就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国是
中央王国。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
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中心。正因为这文
化的中心地位，所以，中国的帝王具有绝
对的权威，是地上所有王国的权威合法
性的来源。天下，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
中国王朝的君主，其他的地方，只能有低
一层次的首领。所有人，都得服从来自中
国的王化，自觉归心者，是善类，冥顽不
灵之辈，理论上应该被消灭。如果实在消
灭不了，那就存而不论，当他不存在好
了。另外一个逻辑是，怀柔远夷，对那些
不遵王化的狄夷，采取怀柔政策。然后逐
步引导他们纳入王化之内。按照天下观
的视野，当时的英国，处于化外之外，基
本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

而西方的世界里，地球是圆的，在
地理上没有中心和边缘。地球上的土地
和人，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是可以通过
谈判、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别的地
方不论，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虽然，英
国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成为霸主，他
们也自认是霸主，但并不认为所有国家
都该服从他们的权威，接受他们的册
封。显然，这样的西方世界，是地理大发
现之后才形成的，这是一个近代世界。

其实，中国的这个天下，以华夏正
宗自居的中央王朝，不见得总是能实现
他们的天下理想，建构完善的朝贡体
系，经常会向位于边缘的狄夷屈服，甚
至称臣纳贡。连王朝的正朔，都两度被
胡人取代。但是，在清朝，当中国与西方
大规模接触的时候，这样的天下观却依
旧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统治者的满
人皇帝，甚至比汉人还要在意这样的观
念以及由这观念建构的天下体系。

中国的古代，的确创造出过足以傲
视西方的辉煌，但比中国还辉煌的辉
煌，却由西方近代展现了。说中国衰退，
倒也未必，只能说人家创造了奇迹，一
个进步得太快，另一个就显得停滞落伍
了。中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也许永远
走不到西方。明末的时候，耶稣会士利
玛窦给中国人带来了万国舆图，告诉了
中国人，地是一个圆球。后来在清廷任
职的传教士南怀仁，也带进来过地球
仪。但是，这一点光亮，并没有照亮中国
人的天下体系。士大夫们，依旧做着天
圆地方的梦。

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的
视野里没有西方。在最开明的中国人所
描画的地图上，只是将已经知晓名字的
西方国家佛郎机、英吉利什么的，随便画
几个小岛，搁在中国脚下。中国人对英国
的认识，仅限于皇宫和贵族府邸里的自
鸣钟。这么大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没有
到过西方，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整体的
视野里，等于不存在，因为知识界不了解
西方，也没有兴趣了解西方。直到鸦片战
争打响，替浙江前线的主帅伊里布办理
夷务的家人张喜，到英国人的军营里混
了一圈，也就是问一些英国在中国哪个
方向，距离多远，国王是男是女之类的最
简单的问题。而且还将好些基本的常识
弄错，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视为英国本
土，说是可以从陆地经缅甸走到中国来。

中国的天下是内向的，而且越来越
内向，但是，西方的世界，要来找麻烦。
工商立国的基础，也给西方带来了中世
纪想都不要想的效率。所以，当西方扩
张到了古老的中国地界的时候，西方的
世界和中国的天下这两大板块的碰撞，
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开国之惑》，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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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
生选择到国外留学，有的甚
至在中学阶段就到国外接受
教育。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
民初，同样掀起一股留学热
潮。与如今大多倾向于欧美
留学不同的是，当时的年轻
人大多选择留学日本。了解
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
之后为何变得强大，是吸引
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留学日本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在清末
至民国的数十年间，数万人
到日本留学，其中涌现出一
大批杰出人物。

甲午战争（1898年）之后，
中国人去日本变得像去上海
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
而且到日本的船票又便宜，
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
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
三等舱才六银元。

当时，张之洞等封疆大
吏提倡国内的知识分子留学
日本，此后六七年间，数以万
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
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
东京进发。那么多的中国学
生到了日本，日本有那么多
学校可上吗？何况大多数中
国学生没学过日语，到日本
要先上语言学校。不过，这对

那些“见钱眼开”的日本商人
来说无所谓，只管开个语言
学校让他们登记入册，百事
不管。商人觉得反正这些留
学生或是迫于父命，或是追
新逐潮才来日本的，多混几
年不打紧，回了家乡，也算喝
过咸水吃过寿司的维新人
士，哪里没有个前程？

留学幼童实施的前几
年，官费留洋学生由各省自
行派送，学费相差非常悬殊，

少的一年七八百两银子，多
的一年有两千两。不但苦乐
不均，而且有失公平。朝廷调
查后决定，每人每年一千二
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
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修
金”，就是学费，八十两是食
宿零用。那么，那时的一两银
子值多少钱呢？当时一个鸡
蛋值两枚“当十钱”，即二十
文，一两银可以买七八十个
鸡蛋。当年，齐如山（1875-
1962，戏曲理论家）和三个朋
友吃一顿便饭不过二十枚铜
元，约合七分之一两银。以购
买力计算，那时的一两银子
至少相当于2009年的300元。
这真是一大笔钱。

上面说的官费留学。一
些没被官派留学选上的，就
选择私人自费留学，而自费
留学，还是去日本的多———
便宜才是王道。以日本当时
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
学为例，1905年的《日本早稻
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
载，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
学生部”预科学费为每年日
银三十六元，本科学费是日
银四十八元，如果继续上“大
学高等预科”和“大学部”，清
朝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缴同样
学费，各分三期，高等预科总

计日银三十七元五，大学部
日银三十三元。

当时，日银两元相当于
华银一元，即七钱白银。也就
是说，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
的学费，最贵也不过每年十
七两银子！比起欧美留学的
每个月学费二十两，你会选
择哪个？

更重要的是，日本留学
生又不见得不吃香。按照张
之洞1903年制定的学务章程，
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
国考试合格，分别授予进士
与举人资格。1905年6月，朝廷
举行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
试，由清朝学务处主持（当时
因为还没有欧美留学生回
国，参考的十四人全是留日
的）。这个考试不限于公派留
学生，自费生也可以参加。例
如，陆宗舆（1913年至1916年担
任驻日公使，五四运动中，他
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称
为“卖国贼”）当时就是早稻
田大学政科自费生。他考了
一等第二名，被给予举人出
身。自1905年起，考试、任用留
学生形成惯例，直到1911年，
六年内，考了七次。其中参加
考试的欧美留学生共136人，
而留日学生达1252人。

（摘自《北京晚报》）

蒋介石和戴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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