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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峁 狂 想 曲

往 事

1950年 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杜鲁门
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以美国为首的由
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全面投入战争，美
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不顾中国多次警
告，越过三八线，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
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朝鲜处境
危急，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中
央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其作战。

1950年10月，对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来说，
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月份。毛泽东同志于当年10
月2日下午、4日下午、5日下午，先后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研究出兵援朝问题。直到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形成了一致认识，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 年至 1953 年，英勇的志愿军战士过
江杀敌。历经了 70 载风云变幻，如今，曾“一
穷二白”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
事实力更有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栉风沐雨
愈发灿烂辉煌的共和国史册里，我们仍能体
会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
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成为新中国能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撑点。这场战
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
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这场战争，为中国创
造了和平的发展环境，保卫了新中国和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重新树立起中
国的大国尊严，也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
业作出巨大贡献；这场战争，留下了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深刻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一
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
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鉴往知来。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
利不容侵犯，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
合作不容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
容破坏。一个发展中的强大中国，将牢固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和平薪火代代传承。

面对威胁必须敢于出拳

抗美援朝战争，可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
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

回望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帝国主
义列强侵略，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数 2 万人
的八国联军曾长驱直入北京，2 万日本关东
军轻易占领东三省。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新中国刚刚诞生，就能出兵境外，将几十万人
的“十六国联军”打得狼狈败逃。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上有关朝鲜战
争的档案解密，有的人受到西方影响对这场

战争提出不同看法。尤其是美国人总在“谁
打第一枪”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对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解密的相关档案进行曲解，意图颠覆
战争中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1992 年夏天，笔者作为中方学者赴美国
斯坦福大学参加了对苏联解密的朝鲜战争档
案的鉴定。仔细考察历史档案，可以看出当
时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台湾蓄谋已久，利用朝
鲜内战爆发出兵只是借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称霸太平洋
地区的政策就同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发生了
不可调和的矛盾。杜鲁门政府在支持蒋介石
打内战并想变中国为其附庸的努力失败后，在
1949年夏天曾让时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
南京同中共方面接触谈“建交”问题，条件却
是要新生政权“履行国际义务”，即承认旧政权
给予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债务。一向以反对帝
国主义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承认国
民党的卖国条约，再背上国民党政府欠下的巨
额“阎王债”。当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这些要求
后，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 2月 14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当局感到
分化中苏的企图落空，又倾向于以武力控制中
国台湾。同年 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决定在远东实行强硬政策，远东美军也
积极准备出兵台湾，只等待一个借口。

周恩来同志曾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指出：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就看选择在什么地方。”1950年 6月，朝鲜内战
爆发后，美国马上在朝鲜、越南以及中国台湾
地区三个战略方向采取侵略行动。毛泽东将
之形容为“三把刀”插向中国——从朝鲜一把
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
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

1950 年 10月 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
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同
年 10月 25日，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正义战争。

志愿军用“气”压倒了敌军的“铁”

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反击美军，是美国当权
者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没有料到的。

对比1950年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可以看到，美
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中国60.60万吨；美国工农
业总产值2848亿美元，中国只有574亿元人民币。

而中美两军的装备差距更大。美国拥有
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有原子弹，从朝鲜
战争一开始就将海空军投入了作战。而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还在组建过程中，没
有形成战斗力。地面部队，美军一个师的装备

就大大强于解放军一个军的装备。美军装备
着坦克、装甲车、榴弹炮、高射炮、飞机等现代
化武器，拥有制作精良的皮靴、大衣、手表、指
南针等用品；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使用着“万
国造”的枪支，身穿单薄的军装、黄胶鞋……

此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却拥有一支历经了
二十多年战火锻炼的英雄的人民军队，陆战经
验非常丰富。

如果单纯拼火力、拼物质条件即讲“硬实
力”，中国远不是美国的对手，但志愿军的英勇
精神却能以“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弱项，
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入朝部队发挥近战夜
战的特点，以灵活的战术实施穿插迂回，出国
仅两个月便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让美军
败逃 300多公里。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曾
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可以说，志愿军用“气”压倒了敌军的“铁”。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抗美援朝时，曾说过这样一句
非常形象的话：“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
是铁多气少。”抗美援朝战争，靠的就是心中的那
一股气。后来，美国军队也曾经形象地将之比喻
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是一种由信念、由信
仰所传导出来的精神力量。

1953年 7月 27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签订
了停战协定。在中朝方面一片欢呼时，“联合
国军”总司令、美军的克拉克上将却感叹说：

“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
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为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最后基本
回到开战时的位置三八线，可谓是平局。中国
进行的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
绿江边开始，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 500公里并
挽救了兄弟邻邦，无论从军事位置还是从政治
目标来看，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锻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同
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富国交战，付出了相当代
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入朝参战的部队共
计 290万余人次，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
战，共毙伤俘敌 71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 36
万余人。同时，新中国也获得了政治、军事、经
济上的巨大收益。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
国“边打边建”，越战越强，军事和经济实力都
得到快速增长，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这场战争，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
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
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
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
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
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一战后，中国人重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
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激发起空前高涨的建
设祖国的激情。

战时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这场战
争的战费为 62 亿元，1953 年停战时，中国国
民收入由 3年前的 426亿元增至 709亿元。战
争期间每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 15%，做
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战时根据“共同负
担”原则以半价购买苏联武器的 30 亿元欠
款，在战后几年内便还清，而且还债支出比例
只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 1.3%左右。

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前所
未有的国际政治地位，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
中国在国际上软弱可欺的形象，赢得了和平
的发展环境。这场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帝国
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保卫
了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
全，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大国尊严。

经历了这场战争，中国赢得了苏联的尊
重，获得了 156项重大工程援助以奠定工业化
基础，这相当于苏方对华提供了本国工业化系
统的一个缩小版及全套技术，这一收益更是难

以用简单的金钱数量来计算。如果新中国不
进行抗美援朝这一战，取得这样的经济回报
是不可想象的。

这场战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让新
中国被世界公认为军事强国。这一战推进我
军进入了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强大军队
的新阶段。通过引进苏联武器和国内设厂仿
造，人民军队改变了“小米加步枪”的落后状
态，并在朝鲜战场的实战中锻炼掌握了新装
备的使用。通过这场战争，新中国打出了一
个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位的空军（当时仅次美
苏），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并开始全面建
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有很大发展，这又
为后来的国防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今，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已有 70 年，中国 GDP
总量已跃居第 2 位，现在的中国正步履铿锵
地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
程上。此时，追念抗美援朝的英雄业绩，更能
深刻感到那场战争的伟大意义：当年的新中
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全球超强的美
帝国主义，以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大无畏革命胆略和非凡气魄赢得了伟大的
胜利，这正是前辈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

□徐焰

9月27日，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方礼兵护送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上飞机。 王婧嫱 摄

因杨家城（古麟州城）有唐时三株奇松，故金名寨，元
名县，本身就极具神秘色彩，其实揭开神秘面纱的神木更神。

作为陕西面积最大的县，这里有中国最大沙漠内陆
湖红碱淖，有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遗鸥种群，有全国第二产
煤县的底气，有中国百强县、工业十强县的光环，这里更
走出千秋忠勇杨家将，留下千古家国情怀名篇《渔家傲·
秋思》，江山如此神奇，已是让人惊羡不已，谁知进入本世
纪，以“中国文明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世
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
发现”的石峁遗址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神木再添神话，可
谓神乎其神！

而石峁之神，在于其一连串的中国之最，将中华文明
早期似是而非的神话传说，人格化还原为历史真实，又欲
抱琵琶半遮面，任性地甩出一大串问号，任人遐想。

时间上，石峁城的发现，打通了中华文明纵向传承发
展的文脉。作为中国人，大都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未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而自豪，开口上下五千年，闭口炎
黄子孙，这无可厚非，因为未曾中断是事实。但在国际学
术界，中华文明诞生的认定，一直以来采信的是甲骨文面
世的 3500年，因为考古界通行的文明界定三标准，一是
有城市，二是有文字，三是有礼仪或权力象征的建筑、器
具。4300年前，425万平方米的城池、300年繁华史的石
峁，将中华文明的可考史提前了 800年。作为新石器时
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存，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
黄帝都城昆仑城，是石峁将神性的黄帝人性化。《史记》：

“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陕北；《水经注》：“禹治水，壶
口始”，壶口在陕北。中华文明传说中的标志人物活动区
域、活动时段，恰恰与石峁兴盛时期大致吻合。陕北与石
峁遥相呼应的延安芦山、府谷寨山，和石峁周围的卫星城
类建筑更说明，石峁方国特征明显，区域政体中心位置不
容置疑。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项目启动以来，石峁考古算是找到了中华文明的根。

从生产力发展决定作用来讲，石峁所在的黄河支流
秃尾河，是早期人类可驾驭、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从黄河

支流到黄河干流，再到蔚蓝海洋，人类文明
探询是循序渐进的，以商都京畿为中心的

“五服”说，是文明进化的必然选择，从规律
上讲，二者并不互相否定。

空间上，石峁玉器、陶器、乐器、石雕、
彩绘、海贝等众多发现，找到了中华文明多
元构建的密码。解构中华文明早期传说，不
难发现，除了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
海，女娲补天这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不
屈探询外，更多的是文明融合的线索。

人文初祖黄帝征服东夷、九黎，战降炎
帝、蚩尤，统一华夏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
多元构建的过程，因为，东夷、九黎、蚩尤、
神农部，本身就是华夏的一部分。陕北作为
中华多元民族构建的历史沙盘，既有被认为
正宗的黄帝陵，又有被视为鬼方文化的李家
崖遗址，还有匈奴都城统万城，这些是不同
时段的文明遗存。包括石峁城所处的秃尾
（yǐ）河,也是土谷浑音变，反映的是中华民

族交融的演变，这是后话。而那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就有国际市场的海量石峁玉，从质地上讲有墨玉、玉髓、
黑曜石、碧玉、岫岩，作为不产玉的石峁，这些远至天南海
北的域外材料，石峁时代是通过哪带哪路传来的？用现
在流行语所谓国际化视角来看，是谁参与了这样的大流
通？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被加工成璋、刀、戈、钺等不同形
状“藏玉于石”“以玉为兵”的？同理，远离大海的石峁，
那些非“至则无可用”的海贝、鳄鱼骨又有何特殊用途？

石峁开发，抽丝剥茧，惊喜不断，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先民做不到的。从城垣规模测算，12.5万立方米的
石料、难以计数的巨型柏树纴木，该有多大的劳动强度？
华夏第一城石峁，作为东亚史前最大城址，是如何率先完
成古人由地下穴居式建筑，到地上建筑的蜕变升华的？
那皇城台、内城、外城的三元建制，那 2100多平方米的史
前最大广场，那中国最早的瓮城、马面城防设施，最早的
纴木营造法式，特别是东门的设计，利用日出方位角能让
夏至日朝阳直射门道，并照亮瓮城东北面的壁画，这种精
准的天文知识和建造技术的熟练应用，该有何等的生产
力水平才能胜任？那海量的骨针，最细的竟不足一毫米
直径，可想而知当时的手工到了何等精细程度。

至于彩色壁画、骨笛、骨哨、陶哨、口簧的大量出土，
中国最早的山羊遗骸的发现，说明石峁其时有了相对
稳定的狩、牧、农业支撑，追求精神享受成了时尚。石
峁壁画几何图案与秦汉时代壁画风格的审美趋同，独
立或墙面石雕纹络与青铜器纹饰的高度相似，这一印
证弥足珍贵。石峁发现的中国最早弦乐口弦琴，《诗
经》时代还是流行乐器，至今羌人还在用。而这羌人可
是在陕北地地道道生活征战过的民族，陕北府谷镇羌堡
（新民）、安塞平羌（坪桥）、富县羌村（大申号），最能说
明问题，那么羌人除了“羌笛悠悠霜满地”的历史画面
外，与石峁人又有何关联？

也许，石峁留给人们的疑问，远远大于它已经交出的
答案，这就叫考古，这就叫历史。

□王六

石峁遗址

钩 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