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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毛泽东会见
斯诺时指出，《中国震撼世
界》是可以和《西行漫记》相
比的。《中国震撼世界》的作
者是美国传奇记者杰克·贝
尔登，他于1933年至1942
年、1946年至1949年两次
来华，深入抗日前线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
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反映
日军残暴侵略行为和中国
军民英勇抵抗的新闻报道。

冒生命危险赴前线报道

1910 年，贝尔登出生
在美国纽约，1931 年大学
毕业后当了海员，1933 年
从香港上岸，开始了第一段
9 年之久的在华历程。他
先来到北平一边学习中文，
一边从事外语教师、报社记
者等工作。1935 年底，贝
尔登目睹了“一二·九”运动
抗日游行，被学生们的爱国
精神所感动。

1937年7月，贝尔登被
美国合众社聘为战地记者，
和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
一起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
了解到中国军人虽然装备
落后，但有着顽强的抗日决
心。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

间里，贝尔登到过淞沪会
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
汉会战四大会战的前线，采
写了关于平型关大捷、台儿
庄大捷等战役的报道。在
关于太原会战的报道中，他
称赞八路军“善战”，展示了
游击战的威力。

1938 年 10 月，武汉被
占领，贝尔登目睹了日军惨
无人道的暴行，写下了《武
汉劫灰录》一文发表。

1941 年秋，日军在宜
昌大规模使用毒气，使中国
军民 1600 多人受伤，其中
600 人死亡。贝尔登被派
去采访，又写了报道在《时
代》周刊上发表，后应邀在
重 庆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向世界展示中国军民
受害的惨状，揭露日军的
无耻罪行。

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

在北平期间，贝尔登就
认识了斯诺、爱泼斯坦等同
情中国人民的外国记者，开
始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
党；在武汉期间，贝尔登又
结识了史沫特莱，还见到了
周恩来，与他们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1938 年 11 月，贝尔登
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参加
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安徽
泾县新四军总部。在云岭，
他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
军领导人。新四军指战员
的革命信仰、广大军民的抗
日热情，给贝尔登留下了深
刻印象。经过观察，贝尔登
指出，新四军与其他军队最
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
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部
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担任最
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
战斗，作战时最先冲锋、最
后退却。

新四军以严明军纪作
为行动准则。贝尔登观察
发现，“战士在离开的时候，
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
常妥帖；军队居住的地方，
能像新四军这样干净的，还
没有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
话时，是那样温和”。他把
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六项
要求和十项注意”翻译成了
英文向外界传播。

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2 年至 1945 年，贝
尔登被派往缅甸、北非和欧

洲战场采访。1946年底，又
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
入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广
泛调查各方面社会情况。
他采访了刘伯承等共产党
领导，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
勋、著名作家赵树理以及各
阶层代表。1949 年回美国
后，以采访经历写成了代表
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

贝尔登在这部书中深
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
奥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
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
政权……共产党是靠踏踏
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
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
得胜利的”“共产党比国民
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
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
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
人心”。

《中国震撼世界》最早
的中译本是 1950年在香港

《新晚报》上连载，1952 年
结集出版的，译者是查良
镛（金庸）。1971 年，贝尔
登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
总理曾两次接见他。1989
年6月，贝尔登在法国巴黎
去世。 吴耀明

毛泽东为何高度评价《中国震撼世界》
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时

任首相田中角荣飞赴中国北
京。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

《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
交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之际，田中角荣之女、日
本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接受
了专访。

今年78岁的田中真纪子回
忆道：“父亲说，日本必须与中
国搞好关系，但日本却对中国
发动过侵略战争。父亲总是
说，对中国首先需要道歉，战争
只会留下仇恨。”

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出
任首相后，开始释放改变对华
政策的信号。9 月 25 日至 30
日，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

1992 年，田中真纪子陪同
她的父亲再次访问中国，受到中
方热情款待，住处也被安排在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下榻的
同一房间。田中真纪子说：“父
亲看到这一切非常感慨，他记得
非常清楚，非常感动。中国政府
的细致用心，他都非常明白。”

1993 年 12 月，田中角荣逝
世。田中真纪子说，父亲去世
前已不太能开口说话，但还能
笔谈，他始终认为，日中邦交
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复兴的重
要一环。 杨汀

田中角荣：

必须与中国搞好关系

享智慧人生品国学
中 华 文 化

源远流长。《易
经》是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中自然
哲学与人文实践
的理论根源，是
中国古代华夏民
族思想、智慧的
结晶，被誉为“大
道之源”。

有 人 说 ，
“如果中国只能
留下一本书，那

一定是国学经典《易经》。”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周易》是宇

宙代数学。”
张岱年说：“《周易》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最高典籍。”
季羡林则说：“《周易》是中华民族文

化之源。”
《易经》，即《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

一部占筮书，同时也是一部凝结着远古先
民睿智卓识的哲学著作。

《易经》作为古老的书，读懂了它，也许
能给你逃出困局的启发。很多人在生活中
遇到问题时，喜欢求助亲戚朋友，但遇到困
难就找别人，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要
自己学会做选择，才能过好一生。

古人通过卦爻、象数、占筮等方法，模
拟、预测宇宙万物的起源、结构、变化规
律，帮助自己解决日常生活中，事业、爱
情、人际、风水等各种问题。

这是几千年来古人根据日令旺衰，四季
变化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本身源于实践，
自然也能运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

《易经》是一本揭示万物变化规律的
书，落到每个人身上，它则是一部教人做
人做事的人生手册、行动指南。

有些刚刚接触易经的人，难免会遇到

一 些 难 题 。
比如《易经》
底 蕴 深 厚 ，
卦辞颇为深
奥 ，加 之 古
文有学习门槛，没有学
习基础的小白很难只靠自身的理解参透
其中真意。

因此为大家争取到了业内知名易经
讲师，林白老师的《易经》课程！

林白老师自幼熏习易理，世家传承。
深研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哲学、教育心理
学，是无数人的易经启蒙老师，学生弟子
遍布全国各地。为无数个家庭布局催贵、
催财、催丁。林白老师通过教授大家学习
易经，将您人生成长提升为艺术层次，达
到豁达、包容的心态；积极、主动、奉献的
态度；坚持、不放弃的精神；敬业意识与科
学素养等。在此基础上，强化自省和内
省，实现智慧人生和智慧生活。

今天特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名额，
可免费领取林白老师5天易学直播精讲课
程+7天学习交流指导，同时林白老师也会
在线辅导！课堂上积极表现的学员还能
享受内部的专属解卦服务！

在古代，这是普通人一生也无法接触
到的一门学科，只有科举取士、当官之人
才能拜读，也被称为“帝王之术”

即使是信息发达的现在，线下找林白
老师答疑解惑也需要上万的费用！

而林白老师为了让更多人受惠于“易
经”，今天报名，仅需0
元即可学习易经，也
许下一个迎来人生机
遇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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