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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 《南京条约》的
签订， 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感到震
惊，但仍没有完全从“天朝上国”的梦境中
醒来。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 意识到学
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必要性。为此，他广泛搜
集世界各国资料， 组织人力将英国人的
《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并对书稿进行润
色和编辑，取名《四洲志》。该书为林则徐
赢得了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的称号。后来，林则徐被革职发往新疆伊犁
戍边，他把《四洲志》草稿及有关资料交给
了好友魏源。

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
更详细、更全面介绍世界情况的巨著《海国
图志》。魏源在书中表达的观念是，只要中
国“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回到“一喜四
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在魏源看来，

西方的长技主要是战舰、火器和练兵之法。

但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呼吁、主张，在
鸦片战争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
朝廷的重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
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
美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出卖更多中华民族利
益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不过，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清政府仍
然只是将西方列强视为“肢体之患”。只是
为了对付“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和捻军，

清政府才真正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重要性。

于是，在购买洋枪、洋炮来镇压太平天
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正式开启了“自强”

“求富”的洋务运动。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

清政府得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统治又延
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
主要成果之一。铁甲舰是 19 世纪中叶最新
型的舰种， 是当时衡量海军力量强弱的一
个重要标志。 北洋海军从德国订购了两艘
“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 后被命名为
“定远”号和“镇远”号。每艘舰的排水量在
7300多吨，相当于一艘现代驱逐舰的吨位。

此后，李鸿章用了 13年的时间，使北洋
海军逐渐拥有包括铁甲舰在内的大小舰船
25艘。1891年，李鸿章第一次大规模检阅北
洋海军。 他在观看了所有演练课目后放
言：“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
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
深固不摇之势。”

1891年，北洋海军受邀访问日本。李鸿
章为了从武力上给日本以威慑， 决定由丁
汝昌率领 6艘主力舰赴日。1891年 6月底，

北洋海军踏上赴日旅程。 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先后访问神户、横滨、东京、宫岛、长
崎等地。 日本官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清
帝国的军舰后，很多人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时任日本外务次长林董在日记里写
道：“看到丁汝昌所率的舰队驶入横滨港，

吾国人就因其壮大的外观而感到极其恐
惧。”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 《时事新
报》上发表文章称，北洋海军军舰舰体巨大、

极其完备、士兵技术熟练，值得观看的地方
很多，这使得日本社会对强大的中国舰队威
力感到恐惧。

李鸿章本想通过威慑来吓阻日本对中
国使用武力的企图，谁知日本政府却用此来
激发国民对清政府的恐惧与敌视，从而达到
推动海军发展的目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借
机得以窥探北洋海军的虚实，从而找出北洋
海军的弱点，为未来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北洋海军的发展，使
许多清朝贵族和士大夫兴高采烈，纷纷为所
谓的“同治中兴”点赞。

甲午战争前夜，洞悉“夷务”的郑观应
在《盛世危言》中看到了“时势又变，屏藩尽
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认为很有必要
危言耸听地提出一些改革主张。 但是，在
“危言”之前，还得加上“盛世”两字。就当
时的舆论氛围来看，他依然不敢直陈清朝
已是“衰世”。

对当时的情况， 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

“自甲午以前， 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可
见，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很多人还沉浸
在“盛世”的美梦之中。

军国主义早已磨刀霍霍

大清帝国长期将日本称为“蕞尔小国”。

“小日本”缘何能够打败“大中国”？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有着比较明确的战略
企图。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积极推行对
外侵略扩张政策。明治天皇即位之初曾狂妄
地宣称， 将 “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
方”。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

提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
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 移至西洋文
明”。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脱亚入欧”论原型。

在对待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上， 福泽谕
吉明确提出了强暴而无理的主张———侵
略和征服。由此，日本迅速走上侵略扩张的
道路。

1890年 3月，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发
表《外交政略论》，提出国家的“主权线”以外
还有所谓的“利益线”，需要纳入“保卫”的范
围，并将其定为国策。

要想侵略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

当时， 受日本陆军元帅西乡隆盛派遣入华
的间谍，以池上四郎最为著名。他在奉天等
地活动了半年之久。 他给日本政府发出的
报告说：“以今日之状态，不出数年，清国将
土崩瓦解。 现今为我国解决韩事之最好机
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此后，以参谋本部为主要机关，日本不
断向中国派遣间谍。 这些间谍以工人、农
民、学生、商人、店员等身份，渗透中国各
地，构成了庞大的间谍网络。根据间谍提供

的情报，日本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规
划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具体方案。其中的作
战目标是，“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
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 攻占北京，擒
获清帝”。

为了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天皇于 1872

年 11 月颁布《征兵告谕》，实行全民皆兵政
策， 规定年满 20 岁的男子必须编入兵籍。

1887年，日本天皇还发出号召，要求社会各
界为海军捐款。建设一支足以打败北洋舰队
的海军，成为日本上下的努力方向。据统计，

甲午战争爆发前， 日本已拥有各种舰船 33

艘，总排水量 63738 吨，赶上并超过了北洋
海军。

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磨刀霍霍，昏庸的清
政府却依然沉醉在歌舞升平的迷梦之中。为
了给慈禧太后准备六十大寿， 从 1886年修
葺圆明园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清政
府挪用海军经费达 750万两白银。北洋海军
从成军的 1888 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没有再添置一艘军舰。

1894年 7月 25日， 日本联合舰队在牙
山湾丰岛海面， 向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
舰突然开炮袭击。四天后，日本陆军又在成
欢驿袭击从牙山撤退的清军。 战争就这样
爆发了。

8月 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一幕幕悲
剧很快就呈现在国人面前： 日军进攻平壤，

除左宝贵、 聂士成等部进行过英勇抵抗外，

其他各部清军大多不战而溃；日军占领旅顺
后， 连续四天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约 2

万人；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舰队展
开激战，邓世昌等爱国将领英勇杀敌、壮烈
殉国，双方舰队都遭受重创。

1895年 2月 17日， 北洋舰队在威海卫
港被日本舰队全歼。 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4月 17日， 李鸿章
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
为《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
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赔
款白银 2 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为通商口岸；日本人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等等。

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取消了
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 3000

万银两的无理要求。

“悲痛之深，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加深了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也有力地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说，甲午战争
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和政治变革思潮演
变的重要转折点。

《马关条约》使举国上下倍感耻辱。1895

年 5月 3日，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批准书
上盖下玉玺。他叹道：“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
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当时，在场的大臣无
不痛哭失声。同时，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
的各省举子多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废除条

约、迁都内地，以继续战斗。

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回忆：“这真
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它使全国都为之震
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
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

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当时正
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学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
有为即曾联络其中一千余人， 举行了著名的
‘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
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
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
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自强不息的民
族。一旦认识到存在的严重民族危机，便会奋
起前行。正如金冲及所言：“如果用短近的眼光
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
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
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
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
史上新的一页。”

1895年，严复发表《救亡决论》一文，响亮
地喊出了 “救亡 ”的口号 。他还翻译 《天演
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
论思想，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理论根据。

1898年，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讲，把民
族意识阐释得淋漓尽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
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
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

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
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康有为、梁启超寄希望于维新变法实现救
亡图存， 但这次爱国救亡运动很快也失败了。

维新运动的失败暴露了资产阶级维新的软弱
性， 但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民
族复兴，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

结束了 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次革命没有
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没
有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的失
败表明，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不能救中
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
谋求新的发展出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
步传播。1921年 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
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
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激励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
伟大斗争。

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很有必要
牢记甲午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弘扬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精神，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中华民族永远不再
遭受战争之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准备、蓄意挑动的侵华战争。战争的失败和条约的苛刻，远远超出大

多数中国人的想象，给中华民族以极大的震撼。这次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亡国

灭种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振兴中华”成为仁人志士喊出的最强音。

共和国不会忘记为国家
富强、 人民幸福作出贡献的
人。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
夕，全国劳模、年逾九旬的工
人技师张善宝获得了一枚金
光闪闪的纪念奖章。这枚沉甸
甸的纪念奖章，是对中国工匠
精神的褒奖。

张善宝是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15 岁时进入上海华孚
金笔厂 （上海英雄金笔厂前
身）当电镀工。电镀业是体力
活，工作累不说，还会与有害
气体打交道， 可他却爱上了
这一行，起早贪黑抢着干活。

药水间、电镀间、清洗室，无
不熟悉；清洗、上挂具、电镀、

甩干、检验等各道工序，无不
在行；至于硫酸、硝酸、盐酸等
“三酸”，更是一闻气味，就能
识别。

1952年初，华孚金笔厂公
私合营后不久，公方代表组织
全厂职工免费体检。 结果，张
善宝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和鼻
穿孔。 放在新中国成立前，工
作丢了不算， 还可能无钱治
病、流落街头。可现在厂里二
话不说，马上安排他住院医治和疗养。三个多月
后，张善宝治愈回厂。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
干，以报答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1953年， 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全国上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当时，钢笔
的笔套、笔夹、笔管、笔尖等都由金属品制作。但
金属品接触空气会产生化学反应， 生成氧化膜，

如铜会生铜绿、铁会生锈。钢笔厂里都是小零件，

手工操作后会有油污、汗渍附着表面，不易电镀，

因此报废率很高。

如何降低报废率并提高质量、 增加产量？张
善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开始在玻璃容器中小批量
试验。他采用废旧药水，过滤掉药渣，对零件进行
腐蚀处理，一次、二次、三次，处理时间从 5分钟、

10分钟再到 30分钟、60分钟……经过无数次试
验，终于创造了用药黄、淡药水配方去除钢笔零
件油污和氧化膜的新工艺，为企业创造年经济效
益 600余万元。

在上世纪 50年代后期的“英雄赶派克”的热
潮中，这一工艺大放异彩。当时的分析结果，“英
雄”笔要赶“派克”笔一共有 11 项指标，即抗漏、

圆滑度、连续书写、间歇书写、耐压、耐高温、漏水
温差、包金、零件光亮度、精密度、耐磨度等。这 11

项指标，大多是讲内在质量，但也有几项对外观
提出了要求。其中，电镀就是为金笔打扮“卖相”

的。因为金笔是书写工具，经常在手中磨摸，而人
的手会出汗，汗渍酸性，有腐蚀性，故对零件的光
亮度、精密度、耐磨度要求很高，要加强附着力，

不能脱皮起泡。 这是一个国际性难题，“派克”厂
也没有解决好。

为此，英雄厂以实干创新的精神掀起了“英
雄”赶“派克”的热潮。电镀车间多次改进张善宝
的“绝招”，使质量跃上新的高度。1958 年 1 月 8

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有关英雄笔要赶上派
克笔的报道，肩题是“英雄牌”金笔的英雄气概，

主题是二至四年要赶上“派克”。

经过努力，“英雄”100型金笔最终绝大部分
指标超过了美国“派克”金笔。张善宝也因此先后
被评为上海市劳模、轻工业部劳模和全国劳动模
范，还受邀到中南海做客。

在此后的岁月里，“英雄”金笔还见证了无数
激动人心的历史大事件，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与
友好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当年的“英雄”100型钢笔，更是早已成为收藏界
的宠儿。

遗 失
▲本人陈琪持有的人民警
察证（证号为 :023171，有效

期为 2014 年 10 月 1 日 -

2021 年 5 月 31 日 ）， 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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