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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群眾都知道，只有組織不知

道」，一個腐敗幹部是否受到調查是

由未被制度化的政治因素決定的，

這種新傳統主義的政治體制使幹部

腐敗得以安然無恙地滋長。甚至，

運動式的反腐敗模式也只是內捲化

的一種表現而已。自從1982年以來，

大約每兩年就由中央發起一場反腐

敗運動，每一場運動都出台了新的

反腐敗規定或法令，但腐敗卻「越反

越多」。

為了分析共產主義國家及其轉

軌時期腐敗的特殊政治性質，以達

到通過腐敗問題透視政治發展和政

權變化的目的，作者區分了結構性

為了分析共產主義國

家及其轉軌時期腐敗

的特殊政治性質，作

者區分了結構性和非

結構性兩種不同的腐

敗類型，前者僅出現

於特定的政治和經濟

結構中。與內捲化相

聯繫的廣泛的體制性

腐敗，乃是與共產主

義政治動員體制相聯

繫的結構性腐敗。

和非結構性兩種不同的腐敗類型，

後者指貪污賄賂等在任何政治條件

下都存在的「非法」行為，前者則僅

出現於特定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中。

與內捲化相聯繫的廣泛的體制性腐

敗，乃是與共產主義政治動員體制

相聯繫的結構性腐敗。該書提出的

目標是以腐敗問題為線索，不僅檢

驗中國共產黨統治精英的行為變

化，而且考察中國共產主義政權及

其演化的性質。由於克服了把腐敗

孤立地理解為行政或政治倫理問題

的慣常傾向，並十分注意從政治發

展尤其是有關共產主義政治的基礎

理論中挖掘可用學術資源，該書基

本上達到了這一目標。

獨樹一幟的戰爭記錄

● 徐有威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

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

史》，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

社，2000）。

據韓國學者金容雲在《韓國人

和日本人》一書中的統計，有史以來

在朝鮮半島上發生了一千多次的入

侵戰爭，而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

的那場戰爭，則可能是最慘烈的

一次。

當戰爭的硝煙在三八線上空慢

慢散去後，眾多參戰國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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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對這場戰爭

的利弊得失的見解。由於各參戰國

從本國利益出發，其立場觀點和思

維方式不同，因此對朝鮮戰爭重大

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些甚至

是對立的。同時，由於受各方面條

件的限制，如各參戰國歷史檔案並

沒有完全解密和公開，使得對這場

戰爭的研究困難重重。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是中國共

產黨人的一貫做法，總結朝鮮戰爭

經驗即開始於戰爭期間，但是隨w

1959年中方戰場統帥彭德懷蒙受不

白之冤起，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影

響到中國研究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

工作。事實上，戰爭的其他參與者

如美國、韓國甚至日本的有關研究

成果可謂碩果纍纍。中國學術界的

這種狀況與中國作為主要參戰國的

地位和作用是極不相稱的，而三卷

本的《抗美援朝戰爭史》則填補了中

國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戰爭歷史著作

的空白。

編寫多卷本的《抗美援朝戰爭

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

會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的任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九五」

科研計劃重點科研課題之一，具體

編寫工作是該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九位研究人員聯手完成。與大陸以

往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成果相

比，此書內容無論在廣度、研究的

深度和資料運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和

創新，是目前中國國內抗美援朝戰

爭史研究水平最高、最權威的一部

著作，在國際上眾多關於朝鮮戰爭

的史書中也可謂獨樹一幟。

過去中國國內出版的抗美援

朝戰爭史著作，基本上都是反映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到1953年

7月朝鮮停戰這一期間的歷史，而且

絕大多數著作只反映作戰行動。而

此書則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

的形勢寫起，一直寫到1958年10月

中國人民志願軍撤出朝鮮回國。它

不僅反映作戰行動，而且反映與這

場戰爭有關的方方面面，可說是一

部全景式的歷史著作。

史料翔實、權威是此書的特點

之一。以往有關著作由於受檔案解

密程度和著作篇幅的限制，對歷史

檔案引用不多。而軍事科學院軍事

歷史研究部是軍方編史機構，編著

任務又是中央軍委下達，因此作者

有接觸中方戰爭檔案的便利條件。

該部史書大量徵引了史料，許多是

全文引用或大段引用。這些史料有

些解密不久，如《毛澤東軍事文集》

和《周恩來軍事文選》提供的文件，

也有許多是未解密的。雖然並不是

所有檔案材料都做了註釋，但據筆

者所知，該書描述的中國軍方高層

指示、志願軍的所有行動以及各種

數據，均來自中方檔案，完全可以

信賴。同時，此書作者也適當地引

用了蘇聯、美國、韓國的檔案資

料，並參考和運用了一些官方權威

性著作和回憶史料。僅從史料的角

度看，筆者以為這也是研究中國現

代軍事史必備的著作。

此書的編撰者來自中國軍方修

史機構，代表了官方觀點和立場，

不管讀者是否同意其觀點，這些背

景同樣值得研究者關注。此書提供

了作者對學術界爭論的一些熱點問

題的回答，在此僅舉幾例。

朝鮮戰爭爆發與中國推遲解放

台灣的關係如何？作者認為，「到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

貫做法，總結朝鮮戰

爭經驗始於戰爭期

間，但隨·1959年中

方統帥彭德懷蒙受不

白之冤起，中國研究

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

工作無可避免地受到

影響。這種狀況與中

國作為主要參戰國的

地位和作用是極不相

稱的，而《抗美援朝

戰爭史》則填補了這

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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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和對台灣實施軍

事佔領，決心已定，只是在等待時

機。」（第一卷，頁29）朝鮮戰爭爆發

只是美國全面實施「其既定的遠東侵

略擴張計劃」（第一卷，頁35）。也就

是說，不論是否有朝鮮戰爭，美國

都不會輕易讓台灣回到中國的懷

抱。這樣看來，有論者稱中國進行

抗美援朝戰爭「無限期地延緩了統一

台灣的目標」是站不住腳的。事實很

清楚，是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

海峽，阻礙了中國軍隊在可以預見

的時間內解放台灣；是美國首先對

中國採取不友好的行動後，中國才

決定出兵朝鮮的。

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是否正

確？是否是斯大林壓力的結果？此

書以八頁的篇幅論述了新中國成

立後的形勢和任務，以事實告訴

讀者：中國沒有打算在朝鮮與美國

打一仗，是美國決策者感受不到

一個長期受到外敵侵略和威脅的國

家對於國家獨立的極度渴望，忽視

了他們抵抗強權的決心，才迫使

他們舉起反侵略的旗幟，不惜作

出極大的民族犧牲，選擇了戰爭

之路。作者在研究了中共決策出兵

的整個過程後認為：

「抗美援朝、保家)國」的戰略決

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當時的

形勢作出的，是基於支援朝鮮人民

反抗美國侵略和保)中國國家安全

的共同需要作出的。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

交》（Diplomacy）一書中所稱：

毛澤東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不在朝

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

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

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

從此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

中國出兵的決定是反覆權衡利弊才

作出的，在決策過程中有不同意見

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現象。斯大林

提過由中國出兵朝鮮的建議，但在

他不履行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志願軍

作戰的承諾，並在中國是否出兵問

題上發生動搖的時候，中共決策層

仍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

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詳見

第一卷第五章和第十章）。另外，作

者還闡述了中共決策出兵抗美援朝

戰爭是否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是否嚴重影

響了中國的對外交往等問題。由此

可見，此書的結論是作者在翻閱大

量歷史檔案和其他方面的史料，並

經過認真仔細的研究後得出的。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研究朝鮮

戰爭的熱情與日俱增。中國國內的

研究與國外的研究相比尚有不少差

距，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國內的

歷史檔案，尤其是涉及黨和國家高

層決策活動的檔案有些沒有公開。

如戰爭爆發前及戰爭期間，朝、

蘇、中三方的來往電報，中共中央

決策出兵的詳細過程，中方在停戰

談判中的政策和策略等等，都因缺

乏第一手資料而只好簡寫或根據第

二手材料撰寫。相反，其他參戰國

對戰爭指導、決策過程、領導層不

同分歧，因披露了不少歷史檔案，

反而比中方了解得相對更清楚些。

朝鮮至今沒有披露任何有關朝鮮戰

此書的編撰者來自中

國軍方修史機構，代

表了官方的觀點和立

場。作者認為不論是

否有朝鮮戰爭，美國

都不會輕易讓台灣回

到中國的懷抱。此書

也指出，中國沒有打

算在朝鮮與美國打一

仗，是美國決策者忽

視了中國人抵抗強權

的決心，才迫使他們

舉起反侵略的旗幟，

選擇了戰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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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歷史檔案，只有一本官方戰

史，這無疑也是令人遺憾的。朝鮮

戰爭爆發的起因、決策出兵、中共

中央的重大方針、停戰談判等問題

都將是國內研究中的難點。有關眾

說紛紜的細菌戰問題，則希望能夠

見到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以解決國

內外學術界的疑問。另外，有許多

問題此書研究得不夠，尚需深入探

討，如朝鮮戰爭期間中蘇、中朝關

係，朝鮮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抗美援朝與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正

規化建設，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軍

隊的軍事學術思想的影響等等。同

時，此書的有些引文無需長篇累

牘，而在註釋方面可以做得更加統

一和規範。

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的一些主

要作者在這一多卷本著作的基礎

上，完成了此書的普及版《較量——

抗美援朝戰爭紀實》（北京：中國青

年出版社，2001），對一般讀者而言

無疑是福音。嚴肅的學術著作出版

普及版，是擴大學術著作影響、吸

引讀者的好辦法，這在世界各國也

有成功的先例。

法律經濟分析的驚奇和愛戀

● 劉靜怡

大®．傅利曼著，徐源豐譯：

《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台北：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法律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學科，

乍看之下應該是極為不同的知識領

域：對於許多傳統法律人而言，經

濟學除了充斥令人眼花繚亂的數

字、圖形和圖表之外，無非就是以

研究通貨膨脹、失業率、景氣循環

和其他總體經濟現象為目的的學

問，和法律體系的理論和運作均相

去甚遠，而不少經濟學家經常掛在

嘴邊的「均衡」，往往抽象難解，而

對於法律人來說，所謂的「市場機

能」和「政府失靈」更是難免刺耳。

相對地，傳統法律學給人的刻板印

象，無非是在艱澀的法律理論和僵

硬的法律條文中穿梭迂迴，創造出

非屬法律專業圈的「外行人」的「進入

障礙」，以維持法律人可以大玩法律

中國的研究與國外相

比尚有不少差距，主

要原因是有些國內的

歷史檔案沒有公開。

諸如戰爭爆發的起

因、決策出兵、中共

中央的重大方針、停

戰談判等問題，都將

是國內研究中的難

點。另外如細菌戰問

題，也期待能見到更

深入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