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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对日本禁运、制裁和私下援华，导
致日本偷袭珍珠港

1938年6月11日，美国对日本采取了“道义禁
运”，劝告美国的飞机及其零部件的制造商不要把
飞机和航空设备出售给日本，以抗议日本对和平居
民进行轰炸的行为。1941年7月24日，罗斯福相继下
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财产，断绝了对日的贸易，
继而于8月1日，又对日本开始全面禁运。1941年4月
15日，罗斯福签署命令，允许美国航空预备役军官
及陆军航空队和海军、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退役的
人员，加入美国志愿航空队去中国作战。同时，美
国还供应了装备和飞机。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的美
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为打破日军对中国领空
的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1年4月17日，美国政
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
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5月6日，军火租借法
案适用于中国。美国的这些对日本不友好的态度，
导致日本恼羞成怒决定偷袭珍珠港。

（二）  美国大力援华是中国战胜日本的重要因
素

1941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租借法
案》，授权总统对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
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
处理……任何国防物资”。5月6日，美国正式肯定
《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
助具体如下：一是两笔贷款共6.7亿美元；二是大量
军事物资，包括巨额“租借”援助和“驼峰空运”
。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的统计，1945年9月3日前，
美国对华“租借”总额为8.46亿美元。此外，美国
还向240万中国军队提供了补给供应，装备好13个军
（36个师），18个炮兵团，17个汽车兵团和5个特种
工兵团。美军还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飞过喜马拉雅
山脉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线，俗称“驼峰空运”
。从1942年到1945年，美军为中国空运各种物资共
达65万吨，美军为此损失了468架飞机，平均每月13
架，牺牲、失踪的飞行员共计1579人。上述援助中
只有1945年初运到中国的2000万美元的纺织品一项是
要偿还的，其余全是无偿“赠与”。三是美国人来
华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
二十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据
台湾方面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
飞机为1394架。上述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中国在
抗战中所获得的美国援助总价值为16.02亿美元。从
1942年至1945年，先后参与驼峰飞行的有八万多人，
损失609架飞机。整个抗战期间，在中国牺牲的美国

空军人员达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在驼峰航线
上。

（三）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是苏联战胜德军的
决定性因素

美国租借法案对二战的影响贡献也是巨大的。
二战期间美国共向苏联提供了110亿美元（相当于现
在1600亿美元）的援助，支持苏联抗击纳粹德国。
截至1945年9月30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
了如下的物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石油260
万吨，是苏联自己生产的四倍；提供给苏联的汽车
409500辆，是苏联战时总产量的1.5倍；提供的摩托
车是苏联总产量的1.2倍；提供给苏联的汽车外胎共
5,606,000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车的轮胎；美国救
命的粮食，保证了苏联的存亡。盟国提供了相当于
62万多的铁轨，占苏联铁轨总产量的56.5%，即苏联
战时铁路上的一半铁轨是由美提供的，美英两国提
供的蒸气机车是苏联总产量的2.4倍、电气机车是11
倍，车厢是10.2倍；为苏联提供的有色金属为是苏联
全部铝产量的1.25倍．提供27万吨优质铝，能造7万
架飞机，保证苏联能再打4年；美英提供了电话线95
万多英里，海底电缆2100英里，无线电台5899台，
雷达348部；美国提供15481架飞机，1941—1942年，
苏联使用的先进战斗机大部分来自美英的援助；此
外，美国还供给苏联生产枪炮的特种机床和工业设
备和大量肉罐头。

二、假如没有美国，俄罗斯将会到处侵略别国领
土和主权

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俄罗斯周边
民族国家被劫掠、被侵略、被瓜分、被吞并、人民
被奴役、被屠杀的苦难史。

二战前夕，苏联签订了两大无耻条约：一是《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法西斯瓜分波兰，1939年两
大强盗同时入侵波兰，令波兰1个月亡国，苏联还屠
杀了上百万波兰人民。二是《日苏中立条约》伙同
日本瓜分中国（苏联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益，
日本承认苏联在外蒙的合法权益）。1944年正式吞
并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5
年8月9日，苏联红军在欧战结束三个月后出兵中国
东北，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东北的大城市和其
他工业基地中大规模拆运工业设备，致使许多工厂
变成空壳而停产。此外，苏军并将满洲各公私银行
的贵金属、债券、纸币运往苏联。而且，苏联红军
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同时对盟国中国的
平民进行骚扰。在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
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45
年9月苏联军队占领日本列岛北部的齿舞群岛、色丹
岛、国后岛和择捉岛。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三次武装冲突，8
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
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
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
意见。美国明确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试想
前苏联核袭击中国如果发生，中国将被消灭上千万
的人口，北京首先被夷为平地，然后苏联全面占领
统治中国。

1968年8月20日晚，苏联突击队员的苏联民用客
机谎称飞机出现故障，在布拉格国际机场降落，并
迅速占领机场并很快占领总统官邸、捷共中央大厦
等党政领导机关和布拉格各重要据点，逮捕了捷共
领导人。次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入侵
乌克兰东部领土。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坚决反对和谴
责下，俄罗斯才不敢进一步侵略乌克兰。

三、假如没有美国，核武器将会扩散，地球或遭
毁灭

美国反核扩散战略（Counter-Proliferation）与防
核扩散政策（Non-Proliferation）是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扩散分为横向扩散和纵向
扩散。美反核扩散战略与防核扩散政策主要在于防
止或消除部分的横向扩散，即防止核武器技术、材
料和设备落入美国认为对其产生威胁或不友好的国
家或非国家实体之手，为此不惜动用武力。假如没
有美国“反核扩散”，或许地球早已因核战争而毁
灭！

一是美国阻止台湾研发核武器。1964年大陆成功
进行核爆，蒋介石也决定要研发核武，并建立台湾
研究核子武器的秘密基地，向加拿大购得四万千瓦
的原子反应炉，还和法国合作制造铀燃料棒，并接
受伯格曼建议，与美国奇异公司合作，在台建立核
电一厂，初步奠定发展核武的基础能力。但是在美
国的强势介入之下，核武发展眼见快要成功，却因
为美国干涉，台湾拆除了核弹设备。

二是严防日本研发核武器。美国采取各种措施，
严防日本发展核武器。日本要拥有核武器并不难，
日本已经拥有足够的核材料和制造核武器的科技，
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制造出10000颗核武器。试想日本
拥有核武器，亚洲和世界将会怎样？

三是严密监控朝鲜试验核武器，坚决反对伊朗
研发核武器，敦促韩国放弃核武计划，严格管控极
端分子获得核武原料……如果没有美国的“反核扩
散”政策，这个世界该有多少国家拥有核武器？爆
发核战争还会遥远吗？世界上还会有地球吗？

四、假如没有美国，联合国不可能存在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共同签署的
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消灭纳粹
后，建立一种“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a 
wider and permanent system of general security），实
际上是“国际组织”。1943年下半年，罗斯福认
为，战后维护和平，防止侵略，有赖于大国之间的
合作。他提出以美、英、苏、中为中心建立国际和
平组织。他把这种大国作用称为“国际警察作用”
。1943年11月29日，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四个
警察”的设想。建立一个具有保卫和平能力的新的
世界联盟，战后世界事务将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
决，而每一个大国对其势力范围都负有特别的责
任，为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某种具有世界
意义的组织。

联合国的建立，可以说是美、苏、英、中四国
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其中起了主导作
用，“联合国”这个名称亦是美国提出的。美国作
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创始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
地，作为联合国经费的最大提供者，作为大国中的
超级大国，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别国无
法相比的。各国应缴纳的会费数额主要是按其国民
收入总额与其他国家相比计算的。对于人均收入低
的发展中国家，则按一种特别宽减的办法计算。例
如：1989—1991年由大会批准的分摊会费比额表中，
美国占25％，日本占13．8％；在联合国今年20多亿
美元的年度预算中，美国占22％，日本占19．5％。
试想，长期以来，如果没有美国提供巨额的联合国
会费和联合国办公场地，联合国将如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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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尔学区系列报告

卡梅尔学区重要信息
作者 郑琳

2017-18学
年的倒计时正

式开始！学校

将于8月15日
（星期二）开

学。以下您将

获取重要的学

区信息。

自由活动/课间
休息倡议

在6月24日的学区理事会议上，

学监Nicholas D. Wahl博士向卡梅尔学

区理事会介绍了自由活动/课间休息

倡议的最新情况。这项倡议将是2017
年小学教育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区继续支持允许小学教师给学生最有

利的自由活动和课间休息。学区继续

关注相关研究和它们发现的自由活动

和课间休息对促进学生成就，认知发

展和儿童社会情感健康方面的作用。

我们期待小学教育评估委员会的建

议，力争不断提高小学教育质量。

学区校车服务
8月7日起，请登陆myccs网站查

询相关校车路线，时间和司机信息。

您可以关注推特账号@
myCCSBus和脸书账号Carmel Clay 
Schools Transportation实时了解校车

信息和突发情况。

如果您的孩子不需要坐校车，或

者需要添加上车和下车地点，或有其

他任何有关校车问题，请在以下网页

提交：

https://script.google.com/
macros/s/AKfycbxoJmLAgks5OnV
ifsyRmB0ozCTH5u0khQb8DMuO_
KbCMWpl09E/exec

请您在以下网页了解校车安全规

则：

http://www1.ccs.k12.in.us/
uploads/attachments/0002/4050/Bus_
Conduct_Rules_and_Regulations.pdf

学区校车部门一直保持与卡梅尔

市的沟通，了解道路建设改善计划和

项目。如果某个项目会影响到您的小

孩的校车服务，我们会与您电子邮件

联系并在您的myccs网页更新。

食品与营养服务
学区和EZSchoolPay合作，为您

提供免费的管理您孩子的早午餐帐

户服务。您可以在线预付，查看小

孩早午餐购买情况。请登陆www.
EZSchoolPay.com，查看更多信息。

有资格获得早午餐费减免福利的

家庭必须每年提交申请，以获得免

费或降价的学生用餐。申请网站是

www.EZMealApp.com
您可以在手机或平板下载

MealViewer To Go应用程序，查看小

孩学校菜单，营养和过敏原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食品与

营养网站http://www1.ccs.k12.in.us/
district/food-services

【本报讯】卡梅尔出身的军法

官 Stephanie Huang在以科技移民为

主的华裔家

庭中，子女

选择军旅事

业 的 并 不

多。但是今

年，在卡梅

尔 长 大 的 

Stephanie 

H u a n g，在

2016年念完

了法学院，

通过律师考

试，获得律师资格，並通過5個星期的

軍事訓練和9個月的軍事法律培訓之

后，今年4月，光榮地加入了美国空

军，正式成为军法官 (Judge Advocate 

General)。8月7日，她從中尉軍銜晉

升至上尉军衔。记者和她聊了她决定

走向军法官的心路历程。

学法律，原来并不是Stephanie

的首选。她自小喜欢服務社会，从事

公共事务，特别是愿意为社会上的弱

者打抱不平。而在报刊杂志朋友间所

读到所听到的律师工作，常是维护大

公司利益，甚至替「坏人」打官司。

这和她服務社会的志趣没什么交集。

为了收入而做一名律师，她也兴趣不

大。逐漸的，Stephanie很愿意为抗争

人口贩卖做些事。她又发现律师专长

很能替社会弱勢群體出力，这才 决定

学习法律。

在法学院时，有位华人学姊和她谈

过军法官的方向。知道在军中重视纪

律，可以得到很好的领导 统御训綀。

她喜欢运动，体能训綀估计问题不

大。但是，她家庭背景中没有从事军

旅生涯的朋友。想起要当兵这总是… 

同时，她也知道进入军法系统很不容

易。歷年的录取率只有4%至14%。在经

过面试之后，2016年毕业前一个月，

她得知她被美国空军的JAG录取。她知

道那是個求之不得的機會。於是，她

决定进入空军, 成為一名军中律師。

基礎训綀当然辛苦。美国空军的体

能要求，根据性别年齡而不同。各等

级的体能要求和训綀计划，在网上都

可以查到。 

“美国空军会不会要求把棉被折成

豆腐块?”记者很自然的问。

“豆腐块倒没有，但是衣服怎么

叠，怎么走路，怎么敬礼，全都有操

典。”原来全世界的军队都讲记律。

军法系统的审判制度，除了我们

平常听说的军法审判(General Court 

Martial)之外，也根据事件大小，分

成不同的等级。军中律師的角色可能

是调查审判时的军事检察官，法官，

或替军人辩护的律師。

军中律師和民间的律师最大的不

同在于军法官不但有军法律师的角

色，也是军官。做为军官，就必需有

领导能力。一言一行，都必须是个领

导者。在军中，和长官的关系，和部

属的关系，和法学院里不同。面对未

来，她难掩兴奋。

华 人 子 弟 进 入 军 旅 的 不 多 。 

Stephanie建议大家对军旅事业，可以

持开放态度，或可在军中发现适合自

己的方向。

面对一位优异的华人新秀，我们诚

心的祝福黄上尉这位华人花木兰英才

得展，一路顺风。

（图片由Stephanie Huang家提

供）

卡梅尔出身的军法官
Stephanie Huang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谈美国：

假如没有美国 作者：陈少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