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 就是感谢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评议

张振鹍

! ! ∀毛泽东关于日本侵略一个表述之真意 #∃一文 (以下简称 ∀真意# )拜读已久。该文以解读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的说法 (作者称之为 关于日本侵略一个表述 )并铨释其含义来为人

们解 惑 ,立意甚高; 但读后却使人增添了 困惑 。∀抗日战争研究 #将该文列入 问题讨论 栏

目,表明有关问题可以讨论,需要讨论。我想说一点个人看法和想法,就算参加讨论吧。

∀真意#开宗明义写道: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在学术界也颇

多议论,同时也颇使人产生困惑∋∋人们自然会对诸如%感谢日本侵略 &的说法产生疑问,产生不

理解。事实上,在一些人们甚至一些学者中已经产生误解 。接着, 文章设定了三个问题,以自问

自答的方式来阐发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的 真意 ,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些问题、答案入手。

这样的话 与 类似的话

第一个问题, 毛泽东是否说过这样的话? 答,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的

话 ,明显地答非所问。 这样的话 即 要感谢日本侵略 的话, ∀真意#自问毛泽东是否说过;自答

是 确实说过类似的话 。这样的回答表明, 毛泽东没有说过 要感谢日本侵略 这样的话。至于

类似的话 ,从∀真意 #的引录中可以看到三条: 第一条, 1956年对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

郎说过 我们要感谢你们 、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 你们 二字似可读作 日本将军们 或 日本军

人 。)第二条, 我宁愿 %感谢 &日本军阀 ; 第三条, 我们要 %感谢 &日本%皇军 & 。( 诚然, 感谢日

本将军 (军人 ) 、感谢日本军阀 、感谢日本皇军 在含义上与 感谢日本侵略 有相关相通之处,

但并不相同: 将军 ( 军人 )、军阀 、皇军 都是指人, 而 侵略 则是指事;毛泽东表示 感谢

的是那些人 (实施侵略的人 ) ,而不是事。 ∀真意 #自己提出了一个说法 (或曰 表述 ) ,并围绕此说

法 ( 表述 )做了一篇独具匠心的文章,而那个说法 ( 表述 )却属子虚乌有,这实在让人困惑。

明指与 特指

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过 (这样的话或类似的话 ) ,他为什么这么说,其真正含义是什么?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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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真意 #。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除另加注明者外,都是从 ∀真意 #转引的。∀真意 #引毛泽东 %感谢 &日本军阀 、 %感

谢 &日本 %皇军 & 等话中的 感谢 二字都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原文加了引号。这样的引号可能有某种含义。实际上,毛

泽东当初与外宾谈话说到 感谢日本军阀 等话时,未必说过这个感谢是 加引号的感谢 。



其次, 应该明确的是,毛泽东所说的 %感谢 &日本侵略的表述, 是有特定含义的∋∋是说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毛泽东的 %感谢 &的话是有特指
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毛泽东说了

%感谢 &日本侵略、%感谢 &日本%皇军 & ∋∋等话。这个回答走题了。 %感谢 &日本侵略的表述 ,所

表述的就是也只能是对日本侵略的 感谢 ,意思十分清楚,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 特定含义 。

感谢 的对象明指日本侵略 (者 ) ,别无其他 特指 。所谓日本的侵略 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

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 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 ,并不是那句话的 特指 或 特

定含义 ,而是毛泽东 感谢日本侵略 的原因, 这一点毛泽东本人用 因为∋∋所以∋∋ 已经把事

情说得十分清楚,他说: 就是因为日本 %皇军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中国人民别无出路, 才觉悟起

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 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所以日本军阀、

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 &的话,我宁愿%感谢 &日本军阀。 特指 、特定含义 云云,不

是那个 表述 的 真正含义 ,而恰恰是背离了毛泽东的原意。

语言幽默 中的 感谢 及其 没有通常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第三个问题, 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和评价日本的侵略的? 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

可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 &的话丝毫没有肯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思, 并不

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

灾难, 并不是否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这又有点答非所问,问的是 是

什么, 回答却是一连串的 没有 和 不是 什么:这不免又给人带来困惑。

那末, 以上分析 到底 分析 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分析的呢? 原来是用了很大的篇幅 (约占全

文的三分之二 )大讲毛泽东的 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 等等, 旁征博引, 晓譬百端,由此对毛泽东所

说 感谢日本侵略 中的 感谢 二字做出诠释: 毛泽东在这里所用的 %感谢 &一词, 是一种语言幽

默,这个词没有通常一般意义上的含义。这更让人困惑了。

什么是 没有通常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的 感谢 ? 这种 感谢 的 含义 是什么? 这样的模糊

语言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无法捉摸。以下试着做一点分析。

第一种分析:先查明 感谢 一词的 通常一般意义 , 然后把这个意义去掉, 那就是 没有通常

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的 感谢 。如何查明呢? 只能找权威的词典。查 ∀现代汉语词典# 感谢 一

词的释义是 感激或用言语行动表示感激 ; 把这个意义去掉,就是 不感激 。照此分析, ∀真意 #

所说的毛泽东 感谢日本侵略 中的 感谢 的含义就是 不感激 。

第二种分析。从文字文意上推断, 没有通常一般意义 可以说就是 有特殊意义 ,而 有特殊

意义上的含义 的 感谢 可以有两种,一种是 超乎通常、超乎一般 、异乎寻常 、非常非常的 感

谢 ,另一种干脆就是 根本不感谢 、实际上不感谢 ,也就是第一种分析的 不感激 。如果在那

个模糊语言里面还隐含着什么 真意 ,那必定是这两种含义中的一种, 而这一种不大可能是前者,

非常可能是后者。就是说,所谓 没有通常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的 感谢 , 其 真意 很可能就是

不感谢 : ∀真意 #文内多有为毛泽东的 感谢 回护之词, 可为证。这个 不感谢 不能出口,因为,

如果说了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 ,又说那个 感谢 实际上是 不感谢 ,那就会让人觉得毛泽

东对诸多日本客人口讲 感谢 , 心里想的是 不感谢 , 那就是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对 ∀真意#来
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大概就是那个模糊语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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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在山上 到 能到北京来看京戏

其实, 感谢 就是感谢,这个词的含义是明确的,确定的, 人人可以理解的, 不存在什么 通常

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与 没有通常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的区别。如前面所引述, 从 1956年起的数年

间,毛泽东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一再表示 感谢 日本将军 (或日本军人 )、感谢日本军

阀 、感谢日本皇军 ,都应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他并不是只

道声感谢,还讲了为什么感谢和感谢什么,更显示出严肃和真诚。他讲的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综合 ∀真意#文中引述的毛泽东几次有关的谈话,他说的是:日本的侵略对中国人民起

了 教育 作用,促成中国人民的 觉悟 、觉醒 、团结 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这就是说,日本侵略

者作为 我们的先生 应当感谢。这个意思很清楚。

第二条,毛泽东两段话最值得注意,一段, 就是因为日本 %皇军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宁

愿%感谢 &日本军阀 。前面已引录,这里不再重复。另一段,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

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

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

十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些话语不多而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试做解读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战火首先在北平近郊燃起, 很快扩大到天津地

区、河北境内,进而在华北蔓延到山西、察哈尔、绥远及山东各省,在南方推及于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等长江中下游各地。这些省市当时都处于蒋介石掌握最高权力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 抗

击日本侵略军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由此形成抗战中的正面战场。日军在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

攻,一次次打退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 削弱了蒋介石 。另一方面,中国土

地辽阔,日军铁蹄所过,真正能有效占领的,多为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战略重地, 此外的广大地区往

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 甚至完全不能占领。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

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 开展游击战, 开辟敌后战场; 骚扰敌人,打击

敌人, 清除敌伪势力; 壮大自己,扩充自己, 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 这就 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

根据地和军队 。这样的根据地归根结底是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 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

变的枢纽、桥梁。日军占领为共产党创建根据地创造条件,日军占领地越多越大,越有利于根据地

的建立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侵占中国土地对国民政府不利而对共产党有利, 这里体现了

削弱了蒋介石 与 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 的统一。八年抗战中, 日本 %皇军 &占领

了大半个中国 ,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中 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

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 。再加上这八年间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

十万 , 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 帮了我们的大忙。解放战争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 原来 在山

上 ,此时得以 到北京来看京戏 。毛泽东重温这段历史,对当年干了好事、帮了大忙的日本军阀、

日本皇军表示感谢,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作者张振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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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35页。这段话∀真意 #文中没有引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已有 19个根据地,其中除陕甘宁边区外的另 18个都是 8年抗战中建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