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
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悄然离
世，终年86岁。他只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
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
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1986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
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他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
校长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然而他的这个遗愿
一直未了。

2008年11月17日，不得已之下，司徒雷登的骨
灰，只辗转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
的怀抱之中。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
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他父
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

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历史之路弯弯曲曲。离历史较近时，人们往往
越看不清真相。离历史越远，历史真相将会逐渐得
到澄清。

他生前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

漫漫时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报的我，

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

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

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
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
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

今年是司徒雷登逝世55周年，50多年过去了，
可那份爱还在激荡。今天，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
应该重新认识一个名字：司徒雷登。

因为他是：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全文完）

(来源 美国华人网）

（接12月8日第五版）

当时的西方社会知道曾秘不可宣的卡廷森林惨
案，知道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知道被纳粹
屠杀的数百万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却对南
京大屠杀这一浩劫知之甚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
不知道日军在金陵这所古都犯下的滔天暴行。而其
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
十年，在西方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
太弱。她为此疾呼：“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
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
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
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
不再发生。”

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历时三年，删改数
遍。有时为了勘验一个情节的真实性，她不仅大量
检索资料，而且一次次去实地调查走访。并竭力用
通俗浅显而有力的语言，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20
世纪30年代的那场人类浩劫，让欧美世界真实地认
识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中国的那段惨绝人寰的
历史。就这样，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震撼面
世。 

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犯暴行的英
文著作，此书一经问世，即震惊了西方世界。人类
历史上残虐至极、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得以曝光
于天下，它由此引发的强烈冲击波犹如引爆了一枚
枚深水炸弹。它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的最
佳畅销书。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
近百万册。

《纽约时报》称她是：“60多年首次打破中、
日、美的沉默，用英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日本
当年的兽性”。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说：“这
是60年来首次有人让美国人，知道这项战罪暴行的
存在。她做的是，美国无数以英文写作的男性作
家，历史学者都没做到的事。”当地的许多侨领
说：以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来说，很多华人团
体10多年的努力总和，都比不上一个张纯如的力量
大！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说：“晚到的正义不一定
意味着，正义不被承认，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
二次杀戮。”而她的一本书，终止了第二次杀戮，
刚刚才30岁的她，惊艳了全世界！ 

但各种质疑和日本右翼的威胁也接踵而来，她不
断接到日本人的威胁电话，有一次她去参加美国旧
金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她的演讲题目是《强奸南

京》，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她厉声发难，
张纯如据理力争，铁证如山的事实，让两个日本人
哑口无言，最后灰溜溜地逃离会场。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
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张纯如当时与
齐藤邦彦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的访
谈，当场驳斥，予以了对方强有力的还击。事后说
起这件事，母亲张盈盈的语气里满是骄傲:“她非常
强硬，非常正面的回击，她的英语又好又流利，结
果那个日本人当场道歉。”这场论战让历史的真相
得以澄清，表现出了非凡勇气的张纯如被当时的美
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接见。美国公众开始普遍将她看
做是“人权斗士”。

尽管她以强烈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勇气揭露
真相，但这本书，让她的精神付出了巨大代价。一
个弱女子用自己的双手，去翻开那尘封的血淋淋历
史，定然是被拉进那个不堪回首的漩涡中。但是她
用自己并不宽厚的双肩，挑起了这个沉重的担子，
终于，她的灵魂不堪重负，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甚
至还因此罹患了抑郁症。母亲说：原来的张纯如消
失了，再也回不来了，没有药物、没有疗法能够
让她恢复，而她是知道的。但她始终没有停止工
作，2003年，身心俱疲的她，又为自己关切的中国
人，出版了厚达500页的《美国华人》。 

她一度情绪崩溃，在医院住了五个月，没有人
知道，她又接触到了多少，罄竹难书的罪恶？又发
掘到了，怎样阴鸷黑暗的一角？她的身上背负了太
多，太多，愤怒和悲哀的人，很难在这世上安逸地
存活，每一日都会变得无比漫长。

2004年11月9日，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
走呼号的女子，在一段荒僻的美国公路旁，掏出手
枪，解放了早已不堪重负的灵魂，离开了这个她无
比热爱的世界，年仅36岁。她的死，震惊了全球。
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
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美国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她的
去世消息，很少有华裔作家能够像她这样，引起西
方世界如此巨大的关注。她被安葬于加州的洛斯·
阿图斯镇，一处叫“天堂之门”的墓园里。墓碑上
嵌着她微笑如天使的照片，写道：“挚爱的妻和母
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她曾说：每个人都会死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
亡，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第二次是记忆的死亡，
亦就是这个人，从别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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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女子：她的生影响了全世界
 她的死更是震惊了全球（续）

（接12月8日第五版）当时许多中国学龄青年，
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
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燕京大
学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一方净土。

日本人蛮横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
求，司徒雷登表面斡旋，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
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
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即使冒着生命危
险，他也绝不向日本人低头。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
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并拘押了他。此后，他被
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世隔绝，坐
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
由。

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着手重建，因战争而关
闭的燕大，当年10月10日，燕大就开学了。身陷囹
圄，临危不惧，好不容易脱困，心心念念竟是中国
人的学校，这般不求回报，全心投入的爱，如何能
够假装？

70岁时，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没想到正是
这个职位，让他晚景凄凉，走向悲剧的命运……

司徒雷登曾经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美国驻华大
使，奉行亲近国民党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显
然不是司徒雷登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美国政府通
过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权衡而作出的。从司徒雷登个
人而言，他由于多次批评蒋介石的内政，而为蒋介
石所不满。

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希望能组建
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
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
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
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
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最
终，内战全面爆发。他痛责自己失职：我辜负了中
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
协议而作出让步。

他极力想促成中美建交却失败了，但很多人相
信：如果中美当时建交，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
改写，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遗憾的是，后来的中国史学家，没有深入去区
别作为个人的司徒雷徒与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
雷登，似乎这些年中国的学术气候也不允许他们去
作这种区别。于是，司徒雷登作为负面形象，通过
历史学家编撰的历史读物、历史教科书，不断地扩
散开去，而真实的司徒雷登，却不为大陆民众所知
晓。

1949年，目睹蒋介石政权的衰亡，司徒雷登提

出了和中共接触的主张。但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对此置若罔闻，此主张未能实现。当中共接手全中
国，司徒雷登在中国也失去了容身之地。

1949年8月2日，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黯然离
开了这片他生活了50多年，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
血的土地。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不
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
且要“审查”他。

中国大陆人对司徒雷登的了解，是从毛泽东那
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1949年8月18
日，正是这篇文章的刊登，让他在中国成为家喻户
晓的人物。文中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
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
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
名词。当年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唱词：
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吓坏了美国大使司徒雷
登。他妄想和我国继续建交，耍诡计搞阴谋恶贯满
盈。为帮助蒋介石他赖在南京，想不到照妖镜下露
了原形！

他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
快走到了尽头。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
分，自此从历史上消失。在香港的分支，被并入香
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
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
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而远在美国的司徒雷登，却是晚景异常凄凉！
尽管他曾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
点什么，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拿出
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他一
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之前在美国国内没有工作
过，也没有社会保险。生活相当拮据，在美国连立
锥之地都没有。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每月
提供给他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在如此被中美两方都不欢迎的境遇中，抑郁的他
在回美三个月后，就不幸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和失
语症。晚年患脑血栓的司徒雷登，一直由其学生兼
私人秘书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

这位老人晚年常望着中国的方向，在他心底，
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对中国只有眷恋，哪怕这
个国家误解了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
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他
还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
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
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
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
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

他是“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
但我们都欠他一声“谢谢”！（续）

忘，这个人的精
神、作为已经被
人淡忘，遗留在
历史深处，逐渐
沉淀。

有 些 人 虽 然
肉 体 死 了 很 多
年，但是他们的
精神、到如今仍
还让人深刻地记
着 ， 并 且 在 遵
循 着 ， 这 种 人
就 是 永 垂 不 朽
的。而她，无疑
就 是 永 垂 不 朽
的那一个！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
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出版10周年，从2006年
年底开始，加拿大女导演安妮·匹克开始着手拍摄
纪录片《张纯如》。安妮·彼克强调：“历史是没
有国界的，南京大屠杀是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让世
界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用镜头保存和传播历史
真相。”在这部记录片中，日本右翼分子面对镜头
气焰嚣张地强辩：“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我们不承
认，你们都是编造的，张纯如的书都是虚构的，是
你们中国人串通好的，我们只在你们中国杀过几千
人而已。” 纪录片《张纯如》海报虽然她的书被翻
译成多国版本，但在日本，在右翼势力的重重阻挠
下，《南京大屠杀》被迫取消出版。直至2007年，
该书的日文版才打破沉寂10年的出版禁忌，得以面
世。 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有这样的醒世之
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有鉴于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上的铭
文如此警策：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国行公祭，法
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永矢弗谖，祈愿和
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没有什么耻辱和怆痛是
可以被彻底清除的，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记忆里，在
虽已结痂的伤疤下，永远都有血在流淌。 但只有
当铭记成为砥砺，以实力捍卫尊严时，我们才能成
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人类强音的发出者。她是出
生在美国衣食无忧的二代华裔，南京大屠杀本就与
她无关，可她为阴霾下仍能看到善之花，为悲伤得
以在宁静庄严中存在，为疯狂得以在坚强博大中消
弭，她甘愿为正义，为人道，为无言者，请命！南
京大屠杀，30万同胞的鲜血，中国人不能忘！张纯
如，如梦如纯，这个名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
不可忘！今年，2017年11月9日，张纯如逝世13周
年，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致敬！缅怀！

  

（全文完）

（来源 Ins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