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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西洋世界軍事史》 

 
  

 

 

 
此書共三卷﹐是個譯本。1 原書最初叫《決定性會戰史》﹐

只有兩卷﹐出版於 1939~1940 年﹐後經增訂﹐擴大為三卷﹐再版

於 1954~1956 年。這個譯本就是譯自增訂本。作者是英國軍事理

論家富勒﹐譯者是臺灣學者鈕先鐘。 

                                     
1 富勒著﹑鈕先鐘譯﹕《西洋世界軍事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歐洲兵學有個特點﹐它很看重戰史﹐這是古典時代就有的傳統。 
這本書就是講戰史﹐從埃及﹑亞述講到二戰結束﹐時間跨度

約 3400 年（原序說﹐他寫的是“3500 年來的戰爭史”﹐但實際算

下來﹐只有 3424 年）。講戰史﹐此書是經典。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 年）﹐軍人出

身﹐21 歲當兵﹐55 歲退役﹐退役時﹐軍銜為少將。他比邱吉爾小四

歲﹐比羅斯福大四歲﹐比斯大林大一歲﹐和這“三鉅頭”是一代人。 
他活了 88 歲﹐兩次世界大戰﹐他都碰上了。他參加過布爾戰

爭和一次大戰﹐沒參加過二次大戰。二次大戰﹐他只是個旁觀者。

1933 年﹐他退役後﹐埋頭寫作﹐著述甚豐﹐據說有 45 種書。這書

是他的代表作﹐寫了 30 年。 
富勒很有名。歐洲兵家﹐講制海權有美國的馬漢﹐講制空權

有意大利的杜黑﹐他是“裝甲戰之父”。1963 年﹐他和利德爾‧

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鈕先鐘作“李德哈特”）一起

榮獲英國三軍學會（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榮譽獎

章（Chesney Gold Medal）。 
鈕先鐘（1913~2004 年）﹐也是老先生﹐不久前才去世﹐活了

91 歲。他很高產﹐譯著上百種。他的軍事譯著﹐廣西師大出版社

出過九種﹐這是其中之一。 
16 年前﹐我就接觸過富勒的大名。我翻譯過利德爾‧哈特為

格利菲斯《孫子兵法》英譯本寫的序言。2 序言說﹐抗戰期間﹐

有個國民黨軍官多次造訪。他說﹐中國的軍校是拿富勒和利德爾‧

哈特的書當主要教材。利德爾‧哈特就問他﹐你們讀不讀《孫子》﹖

他說﹐在機械化戰爭的時代﹐《孫子》已過時﹐不讀。利德爾‧

哈特正言厲色說﹐不﹐正是現在﹐才應重歸《孫子》。 

                                     
2 《孫子學刊》1992 年 4 期﹐第 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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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兵家﹐有四個人最有名。19 世紀﹐拿破侖戰爭時代﹐他

們出過兩個大師﹐瑞士的約米尼和普魯士的克勞塞維茨。20 世紀﹐

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也出過兩個大師﹐富勒和利德爾‧哈特。富

勒是利德爾‧哈特的老師。 
二次大戰前﹐英國是橫絕四海地球上最強盛的殖民帝國。二

次大戰後﹐英國衰落了。 
英國衰落﹐是富勒的心病。 
保守主義是英國的傳統。他很保守﹐不是一般保守﹐而是非

常保守。他講的戰史﹐是帝國主義史﹐不但反蘇反共﹐也反自由

主義（自由資本主義）﹐赤裸直白﹐毫不掩飾。 
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硬道理﹐硬得不能再硬﹐但也恰恰是其

道義上的軟肋。 
讀他的書﹐通過戰爭學歷史﹐對瞭解西方右翼思潮的源頭很

有幫助。 
 

 
此書原名是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直譯出來是“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會戰和它們對

歷史的影響”。它講的“決定性會戰”（原序說﹐是“西方民族所

打的”）一共有 61 個﹕第一卷 27 個﹐第二卷 18 個﹐第三卷 16 個。 
它以潮汐比戰爭﹐潮起潮落﹐中間有間隙。它是把戰爭和歷

史穿插著講﹐每組會戰前都有一個“大事記”﹐專門講相關的歷

史事件（只有卷一的第一章﹐前面是導言）。戰爭和歷史是互為

表裡。 
這裡﹐“西洋世界”即西方世界（注意﹕“西洋”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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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連讀）﹐“戰爭史”就是指這些“決定性會戰”對歷史的影響。 
毫無疑問﹐它是從“西洋世界”的眼光看戰爭和歷史。 
什麼叫“西洋世界”的眼光﹖我們要看它的導言。這篇導言

的題目很有意思﹐叫“帝國主義的興起”。 
讀西洋史﹐大家總是抱怨讀不懂。不懂的原因是什麼﹖主要

是沒抓住它的特點﹐和中國史形成對照的特點﹐不是讓中國史遷

就西洋史﹐就是讓西洋史遷就中國史﹐把兩邊的歷史都搞亂。 
我們要知道﹐歐洲史和我們不同﹐別的不談﹐有一點沒法迴

避。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帝制很發達﹐父死子繼二三百年一輪

的“大一統”王朝﹐一個接一個﹐長達兩千多年。他們的歷史什

麼樣﹖正好相反﹐王系繼承混亂﹐長期四分五裂﹐“合”是暫

時﹐“分”是長期。他們的“合”都是“聯合”﹐“聯”是“獨

聯”﹐把各自獨立的小國湊起來﹐“合”也是鬆散的“合”。 
他們的“帝國”﹐古典時代有兩個﹕ 
（1）馬其頓帝國。希臘的特點是小國寡民﹐很長時間﹐只有

城邦﹐沒有帝國。好不容易出個帝國﹐還是曇花一現。這個帝國﹐

從亞歷山大東征到他去世﹐前後只有 11 年（公元前 334 年至前 323
年）。他一死﹐帝國就土崩瓦解﹐分成三個國家。 

（2）羅馬帝國。本來就是由兩部分組成﹐西邊是羅馬﹐東邊

是被征服的希臘。西羅馬帝國是以羅馬為中心﹐有 503 年（公元

前 27 年至公元 476 年）﹐東羅馬帝國是以拜占庭為中心﹐有 1058
年（395~1453 年）。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東羅馬帝國還在﹐又延

續了 977 年。 
這兩個帝國都是以城市自治為基礎﹐非常鬆散。 
整個中世紀﹐歐洲四分五裂﹐有如五胡十六國。他們只有“宗

教大一統”﹐沒有“政治大一統”。“宗教大一統”的象徵是羅

馬和拜占庭。它們冊封過三大帝國﹕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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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帝國（都是以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自居）。這三大帝國﹐

除了俄國﹐都是短命和鬆散的帝國。直到今天﹐歐洲還是小國林

立。大英帝國叫 United Kingdoms﹐美利堅合眾國叫 United States﹐
它們都是靠相對獨立的小邦小州﹐United（聯合）一下﹐湊起來的。 

“帝國主義”一直是歐洲的夢。 
富勒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指這種夢。它不同於列寧定義

的“帝國主義”。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只是近百年的帝國主義﹐

富勒說的“帝國主義”是上下幾千年的帝國主義。 
他的書﹐每卷各有一個重點﹐第一卷是“羅馬帝國的產生”﹐

第二卷是“不列顛帝國的產生”﹐第三卷是美﹑蘇稱霸。他預言﹐

兩霸中獲勝的一方將成為“全球性”的“帝國”。 
總之﹐富勒的西方戰爭史是帝國主義史﹐在他眼裡﹐人類的

全部歷史都是帝國主義史。 
前一陣兒﹐有個時髦話題﹐叫“大國崛起”。電視臺熱播的

《大國崛起》﹐歷述近五百年世界九大國的崛起﹐就是配合這一

話題。它和當年的《河殤》真是相映成趣﹐只不過一個是悲情版﹐

一個是豪情版。 
富國強兵的大國夢﹐不僅是西方的夢想﹐也是中國的夢想。

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前僕後繼﹐謀民族解放﹐謀民

族統一﹐為什麼﹖不就盼著這一天。幾乎所有被壓迫民族﹐因為

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會有這種夢想 —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但我們別忘了﹕ 

（1）“大國崛起”就是“帝國主義的興起”﹐“八國聯軍”

的“八國”就是這類國家（現在的 G8 還是這類國家）。 
（2）反對和被反對﹐往往具有對稱性﹑傳染性。前蘇聯也好﹐

亞非拉也好﹐武裝衝突也好﹐和平競賽也好﹐“崇洋媚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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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超英趕美”也好﹐都是衝著同一個榜樣﹐好像飛蛾赴火﹐

棄暗投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3）中國就是當了大國﹐像某些人夢想的那樣﹐代替美國做

世界老大或與美國聯手共治世界（有人叫 G2）﹐又怎麼樣﹖ 
毛澤東說﹐中國永遠不要稱霸。鄧小平說﹐中國要夾起尾巴

做人。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說﹐中國的尾巴已經太大﹐

兩腿之間夾不住了。 
蘇聯的教訓﹐我們不要忘﹕ 
反對帝國主義﹐卻被帝國主義化。 
這不是喜劇﹐而是悲劇﹐于連式的悲劇。 

 

 
富勒的書很長﹐上面說的 3424年﹐他怎麼分配﹖我看是這樣﹕ 
（一）第一卷﹐〈從薩拉米斯會戰到勒班陀會戰〉﹐加上導

言說的會戰﹐從公元前 1479 年到 1571 年﹐前後 3050 年﹐大體相

當中國的夏商周三代到明晚期。 
導言是序幕﹐講埃及﹑亞述和希臘﹐從美吉多會戰（公元前

1479 年）到馬拉松會戰（公元前 491 年）﹐前後 988 年﹐以雅典

戰勝波斯作高潮和結尾。作者說﹐“馬拉松戰役可以算是歐洲出

生時的啼聲。”3

埃及﹑亞述﹑巴比倫是最早的帝國。歐洲人講歷史﹐他們也

知道﹐這些帝國比希臘﹑羅馬早得多﹐繞是繞不開﹐但它們的地

盤﹐先被波斯帝國接收﹐後被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接收﹐他

們寧願把這些偉大文明歸入“東方”的範疇﹐視為異質的文明﹐

                                     
3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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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認同﹐認祖歸宗還是希臘﹑羅馬。所以正題是從希臘講起。 
下來﹐第一至第三章是講希臘﹔第四至第十一章﹐是講羅馬﹔

第十二至第十八章是講拜占庭﹔第十九至第二十章是講西班牙。

它是從薩拉米斯會戰（公元前 480 年）講到勒班陀會戰（1571 年）﹐

前後 2051 年﹐最後的高潮和結尾是西班牙戰勝奧斯曼﹐暗示的是

西方戰勝東方。 
這一卷主要是講“三個時代”﹑“兩個大帝”。“三個時代”

即希臘時代﹑羅馬時代和西班牙時代（或西班牙﹑葡萄牙稱雄的

時代）﹐“兩個大帝”﹐即亞歷山大和凱撒。 
（二）第二卷﹐〈從西班牙無敵艦隊失敗到滑鐵盧會戰〉﹐

從 1571 年到 1815 年﹐前後 244 年﹐大體相當中國的明末清初。 
第一至第七章是講英西爭霸﹐並介紹法﹑俄﹑普的崛起和西﹑

葡﹑荷的衰落﹐第八至第十五章是講英法爭霸和拿破侖戰爭。它

是從無敵艦隊之戰（1588 年）講到滑鐵盧會戰（1815 年）﹐最後

的高潮和結尾是威靈頓打敗拿破侖﹐暗示的是英國的輝煌。 
這一卷主要是講英國打敗西班牙和法國﹐代表人物是“三大

英雄”和“三大君主”。“三大英雄”是英國的納爾遜﹑威靈頓

和法國的拿破侖﹐“三大君主”是法國的路易十四﹑俄國的彼得

大帝﹑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 
（三）第三卷﹐〈從美國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從 1815 年到 1945 年﹐前後 130 年﹐大體相當中國的清代末年和

民國時期。 
第一至第四章是講兩次大戰前的一百年（1815~1914 年）。這

段時間﹐基本沒有大的戰爭﹐作者叫“不列顛的和平”﹐即英國

霸權下的和平。這是英國的鼎盛時期。美﹑日的崛起和普魯士的

擴張是在這一段。接下來的篇幅﹐主要是講兩次世界大戰。第五

至第九章是講一次大戰﹐第十至第十六章是講二次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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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卷主要是講“一個和平”﹑“兩個戰爭”。“一個和平”

是“不列顛和平”﹐“兩個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重點是二次

大戰。人物最有名﹐是“世界三鉅頭”和“三大戰犯”。“世界

三鉅頭”是斯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三大戰犯”是希特勒﹑

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他是代日本天皇服罪）。 
最後是結論﹐題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前瞻〉。 

 

 
富勒說﹕ 

 

1
Lepanto 1571

2

3 1815
4

 

他說的“三個類別”是對應於他的三卷書。 
第一卷﹐歐洲古戰場﹐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希臘﹑羅馬

的擴張主要在這一圈。馬其頓東征﹐征服今土耳其﹑敘利亞﹑黎

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印度

河流域﹐只是暫時。這一大片土地﹐原本是波斯帝國的地盤。羅

馬窮兵黷武﹐四面出擊﹐四面樹敵﹐最後是被北方的“蠻族”滅

亡。拜占庭是被來自東方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滅亡。 
第二卷﹐歐洲古戰場﹐主要集中在西歐。英國打敗西班牙和

                                     
4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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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主要在這一帶。拿破侖東征西討﹐幾乎席捲歐洲﹐但一挫

於俄羅斯﹐二挫於西班牙﹐三挫於普魯士﹐所得之地盡失﹐最後

被英國率領的聯軍從四面合圍﹐兵敗滑鐵盧。 
第三卷﹐兩次世界大戰﹐範圍擴大﹐但歐洲仍是主戰場。一

次大戰﹐德國與奧﹑土（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合縱﹐英國與

法﹑俄﹑美連橫﹐德國敗﹔二次大戰﹐德國與意﹑日合縱﹐英國

與美﹑蘇﹑中連橫﹐德國還是戰敗國。故事好像重演了一遍。 
德國為什麼屢戰屢敗﹐地理位置很關鍵。 
德國是內陸國家﹐雖有歐陸強大的陸軍﹐但四面受敵﹐難以

突圍。這種環境﹐我國古代叫“四戰之地”。比如洛陽為“天下

之中”（有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羅馬）﹐就是“四戰之地”。 
近代歐洲﹐有如戰國。如果拿中國打比方﹐那麼歐陸以西的

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歐陸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歐的德﹑奧就

是三晉兩周﹐南歐四半島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吳﹑越﹑

巴﹑蜀﹐北歐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東

胡﹐東歐和俄國就是齊和東夷。 
讀戰國史﹐大家都知道﹐外線作戰的國家總是佔便宜（如晉﹑

楚﹑齊﹑秦）﹐內線作戰的國家總是吃虧（如中原各國）。這是

一般規律。德國不能得志於天下﹐是因為它被擠壓在中間﹐兩面

作戰﹐腹背受敵。5 法國的處境也有類似之處。 
歐亞大陸北部﹐俄國據其半。它也有兩面作戰的問題﹐但它

比整個歐洲都大。俄國繼承了蒙元征服的遼闊疆域﹐在大陸國家

中得天獨厚﹐有戰略縱深﹐有緩衝餘地﹐難以包圍﹐難以深入﹐

德﹑日夾擊不能得手者以此。西方的長策是瓜剖豆分﹐俄國的反

                                     
5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150 頁﹔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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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擴張周邊（如蘇聯的波羅的海四國﹑東歐七國﹑中亞五國和

外蒙古等）。 
近代﹐西方戰勝東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圍大陸﹐海洋是外線﹐陸地是內線。 
比如英國﹐最重海軍建設和制海權。他們深知控制海岸和海

道的好處﹕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回包抄﹐海外殖民地﹐

星羅棋佈﹐也為英國提供了無數的基地。 
英國曾先後打敗西班牙和法國﹐無敵於海上。但為什麼它還

是衰落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簡單﹐“螳螂捕蟬﹐黃雀

在後”。 
英國的背後﹐還有一個大國﹐即現在的世界老大。美國才是

處於最外層。它既可從大西洋包抄歐洲﹐也可從太平洋包抄遠東。 
地緣政治（geopolitics﹐鈕先鐘叫“地略”）﹐陸地包圍陸地﹐

海洋包圍陸地（現在還加上天空和外太空﹐從天上包圍地上）﹐

有如中國的圍棋。 
包圍反包圍﹐這是老話題﹐也是新話題。中國﹐有山下包圍

山上（如五次反圍剿）﹑農村包圍城市（如延安∕西柏坡與重慶∕

南京的鬥爭）。美國﹐也有黑人佔領城市﹑白人往農村跑（連美

國首都華盛頓都如此）。 
冷戰﹐在本質上還是包圍反包圍﹐這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西方”和“東方”的對立﹐“歐洲”和“亞洲”的對立﹐

對歐洲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古典對立﹐太天經地義﹐太理所當

然。其實﹐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偏見﹐既含種族﹑宗教的偏見﹐

 10



也含歷史﹑文化的偏見。你不懂這種偏見﹐就讀不懂西洋史。 
我們要知道﹐“西方”是相對於“東方”﹐“東方”是相對

於“西方”。這兩個概念﹐都是邊緣不清的混沌﹐各個歷史時期﹐

概念不一樣。 
古典時代﹐“西方”是希臘﹑羅馬﹐“東方”是波斯和中近

東（或西亞﹑北非）﹐“西方”並不等於今天的歐洲。 
中世紀﹐“蠻族入侵”﹐把羅馬以北的地區加進來﹐“西方”

才等於今天的歐洲。 
近現代﹐“西方”的概念進一步擴大﹐加進了美國﹐加進了

英聯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東方”也加進了南亞﹑

東南亞﹑東亞和北亞等概念（“東亞”也叫“遠東”）。世界依

然被兩分﹕“西方”是歐亞大陸的西部﹐即今歐洲﹐擴大的概念﹐

還包括歐洲以外的發達地區﹔“東方”是歐亞大陸的東部﹐即今

亞洲﹐擴大的概念﹐還包括亞洲以外的落後地區。 
現在﹐“西方”是代表“光明”﹐在概念上幾乎等於“自由

世界”﹑“民主國家”。其他國家﹐當然全都屬於“不自由”﹑“不

民主”。絕大多數國家﹐還一直籠罩在“東方”的陰影之下。“東

方”的概念是“非西方”﹐但“影子”的來源卻是“光”。 
在富勒的書中﹐我們到處都可看到這種對立。 
歐洲人當然知道﹐西亞﹑北非的文明相當古老﹐其他“東方”﹐

如中國和印度﹐也一點兒不比他們嫩。這點﹐他們承認。但他們

說你“早”﹐並不等於說你“好”﹐“早”是“早熟”的“早”。

在他們看來﹐“東方”只是長不大的小孩兒﹐有什麼可自豪﹖ 
富勒推崇“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從哪來﹖有趣的是﹐他

說﹐“帝國主義本是一個東方的觀念”﹐6 亞歷山大的爸爸還沒

                                     
6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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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念頭﹐有之是自亞歷山大始。原來﹐他的“四海為家”的偉

大理想﹐竟然是從希臘的老敵人那裡偷來。 
馬其頓帝國是接收波斯帝國。 
波斯是希臘的宿敵。波斯帝國是個大地域國家﹐領土極廣﹐

包括今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黎巴嫩﹑

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亞。亞歷山大東征﹐主要就是征

服這些地區。 
羅馬帝國﹐敵人很多﹐但滅它的不是別人﹐恰好是歐洲人。“蠻

族入侵”的“蠻族”﹐日爾曼人﹑凱爾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

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羅馬帝國以北現在很多國家的祖先。“蠻

族入侵”是反客為主﹐他們接收了羅馬﹐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

是西方的“敵人”﹐而是西方的“主人”。 
中世紀﹐西方的大敵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伊斯蘭世界﹐來自阿拉伯半島﹐它是波斯帝國的繼承

者﹐因此順理成章﹐代替了波斯的想像。 
第二是蒙古人﹐來自歐亞草原﹐也代替了匈奴的想像。 
近現代﹐作為傳統“東方”的化身﹐西方一直是把俄羅斯（特

別是蘇聯）視為最大的邪惡。他們有三個理由﹕ 
（1）公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與拜占庭帝國聯姻﹐

皈依東正教﹐與天主教西歐形成對立﹐分裂了東西歐。 
（2）13 世紀﹐俄羅斯曾被蒙古統治﹐是個具有亞洲性格的野

蠻國家。它接收的遼闊疆土﹐很多正是蒙古佔領的地區。其國多

暴君﹐百姓也粗魯無知。 
（3）1917 年後﹐俄國是“共產暴政”的國家。二次大戰後﹐

它還控制了整個東歐。 
富勒仇俄﹐總是喜歡渲染俄國的東方色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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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他看來﹐俄羅斯人不過是穿著西方甲胄的蒙古騎士或“北

方的土耳其人”（引萊布尼茨語）。總之﹐俄國是“一切自由國

家的公敵”。8

當然﹐富勒最想說的是﹐蘇聯才是西方的大敵。 
這個想法﹐在西方人的頭腦裡已經生根發芽﹐從 1917 年到現

在﹐始終揮之不去。蘇聯易幟﹐不變﹔蘇聯解體﹐也不變 — 只
要不繳槍（關鍵是棄核）﹐就不會變。 
 

 

 
 

1  
 

                                     
7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1~552 頁。 
8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149﹑125 頁﹔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三﹐第 5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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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om  — 

 
 

2  
 

Homonoia

9

 
Homonoia

10

11

 

案﹕西方有三次東征﹐一次是亞歷山大東征﹐一次是十字軍

東征﹐一次是地理大發現後的東征。美國樣板戲《亞歷山大》就

                                     
9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89 頁。 
10 引塔恩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89 頁）。 
11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89~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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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第一次東征暗示美國打伊拉克和伊朗。亞歷山大在西方有象

徵意義。象徵什麼﹖世界主義。古代的帝國主義是世界主義﹐現

代的帝國主義也是世界主義。凡一國為他國立普遍原則的都是世

界主義。秦始皇的席捲天下﹑車書一統是世界主義﹐美國的全球

化也是世界主義。“和諧世界”的想法並非中國獨有﹐其他國家

也有。凡是聰明的征服者﹐都講懷柔遠人。馬其頓帝國是歐洲的

第一帝國﹐當然為西人稱道﹐但它是靠接收波斯才成就其大。波

斯是希臘的宿敵﹐遠比希臘強大。亞歷山大征波斯﹐猶“小邦周

之克大邑商”﹐不容易。富勒說﹐“帝國主義”是一種志在天下

的世界觀念﹐很對。亞歷山大裝神弄鬼﹐以埃及法老自居﹐與波

斯通婚﹐舉行萬人大婚禮﹐倡種族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融合﹐

都是為了這種理想。這裡有趣的是﹐富勒承認﹐亞歷山大的想法

是來自東方。波斯是埃及﹑亞述﹑巴比倫的偉大繼承者﹐歷史悠

久﹐幅員廣闊﹐文明程度極高。要論當“帝國主義”的資格﹐這

些前輩﹐哪個不是他的老師﹖歷史上﹐小國勝大國﹐征服者是學

生﹐被征服者是老師﹐例子很多。亞歷山大是波斯的學生。 
 

3  
 

12

 

案﹕這裡的“穆罕默德”是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1432~1481 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後﹐並沒消滅東

                                     
12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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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而是採取懷柔政策﹐這是他很聰明的地方。對這一事件的

評價﹐富勒用了三個詞﹕“聰明”﹑“容忍”﹑“毒辣”﹐最後

是落實於“毒辣”。他用“毒辣”這個詞﹐是出於基督教立場。

西方的保守主義﹐宗教立場總是第一位。富勒是基督教本位﹐對

東正教的俄國﹐對伊斯蘭教的奧斯曼都懷有敵意。他用“毒辣”

這個詞﹐是痛心歐洲宗教的分裂。其實﹐這個策略和亞歷山大並

無不同﹐厚此薄彼﹐全是因為立場不同。 
 

4  
 

334

 — 
 — 

13

 

案﹕1492 年﹐格拉納達的陷落是一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對

伊斯蘭世界﹐對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

同一年。西方的殖民戰爭就是由此揭開序幕。“地理大發現”緣

何而起﹖富勒說﹐有兩個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切斷了歐亞間的貿

易關係﹐必須開闢新航路﹔二是相信可以繞道東方﹐與印度的大

可汗接洽﹐勸他從背後攻擊伊斯蘭教徒。這是西方對東方的大反

攻。接著﹐1493 年﹐“教皇子午線”的劃分﹐使葡﹑西兩國分享

了發現的利益。這是西方第一次瓜分世界﹐意義也非同尋常。從

                                     
13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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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西方才跨進了列強瓜分世界的門檻。這個過程充滿血腥﹐但

富勒卻輕描淡寫。他說﹐“他們雖然非常殘酷﹐但當他們征服了

該地之後也帶來了文明。馬匹﹑火藥﹑鋼鐵﹑小麥﹑葡萄和橄欖

都是他們帶去的。他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也使舊世界發生了改

變”。14 帝國主義的“文化饋贈”﹐光是這些嗎﹖不止。他們的

海外擴張﹐還包括各種“卸包袱”和轉移災禍﹐轉移工業﹐轉移

污染﹐轉移貧窮﹑動亂和戰禍。轉移完了還可以罵他們﹐罵他們

跟自己怎麼不一樣。 
 

 
1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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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6

 

                                     
14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81 頁。 
15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1 頁。 
16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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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英國的臉一直是朝向歐洲的西海岸﹐朝向荷﹑比﹑法﹑

西﹑葡五國﹐特別是離它最近的法國。兩次大戰﹐英國的陸戰都

是在法國打。二次大戰﹐第二戰場的開闢﹐也是選擇了諾曼底登

陸﹐這有很深的歷史背景。對英國人來說﹐大西洋比地中海更重

要﹐法國比地中海國家更重要。 
 

3
 

 

 
17

 
4  

 

18

                                     
17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1 頁。 
18 引詹姆斯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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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書的後三分之一是寫拿破侖戰爭。其中最重要的會戰

是特拉法爾加會戰和滑鐵盧會戰。特拉法爾加會戰是 1805 年英國

和法國為了爭奪海上霸權﹐在西班牙的特拉法爾加海面上（位於

直布羅陀海峽附近）與法國打的一場海戰﹐英國勝﹐法國敗。半

島戰爭是 1808~1813 年英國趁法國深陷於俄國﹐在伊比利亞半島

與法國打的一場陸戰﹐英國勝﹐法國敗。 
 

6  

 

                                     
19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90 頁。 
20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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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案﹕萊比錫之戰﹐是 1813 年拿破侖與奧﹑普﹑俄﹑瑞（瑞典）

聯軍的一次大戰﹐法國敗﹐聯軍勝。滑鐵盧會戰是 1815 年拿破侖

與英﹑荷﹑比﹑德聯軍在比利時滑鐵盧進行的一次大戰﹐法國敗﹐

聯軍勝。滑鐵盧會戰﹐是拿破侖戰爭的最後一戰﹐很重要﹐但拿

破侖走下坡路是從法國打俄國開的頭。1812 年的博羅季諾（鈕先

鐘作“波羅的諾”）會戰﹑莫斯科大火和法軍在寒冬中撤退﹐讓

俄國很自豪。但富勒只把它放在“大事記（十四）”裡﹐22 當作

萊比錫會戰的序幕﹐並不算決定性會戰﹐這不太公允。拿破侖

說﹐“俄國是英國的最後法寶”﹐23 “所有的人都應該把俄國人

當做瘟疫看待﹐對俄國的戰爭是為整個歐洲和它的文明而戰的。

法國的這一次挫敗﹐應該使所有妒忌它的心理和害怕它的心理都

完全一掃而空。歐洲人應該認清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這個俄羅

斯鉅怪”﹐可見此役對他是重創。參看保羅‧K. 戴維斯《影響人

類歷史進程的 100 場決定性戰役》。24 戴維斯說﹐富勒的書是他

的主要參考書（見前言）﹐但他補進了非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戰役﹐

                                     
21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446 頁。 
22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64~366 頁。 
23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65﹑366 頁。 
24 保羅‧K. 戴維斯著﹑張軼西等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場決定性戰役》﹐

三環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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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續寫了 1945 年以後的戰役。他的一百場戰役﹐其中就有博羅季

諾戰役。博羅季諾戰役的重要性是什麼﹖他說﹐“拿破侖自 1798
年以來一連串的勝利在博羅季諾戰役之後結束了。由於未能打垮

俄軍﹐他也未能打敗俄國﹐他的命運開始衰敗”。 
 
 

 
1  

 

Charles — 
1823

1848
1859

 — 

25

 

案﹕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名字都叫“卡爾”（Karl）﹐他們

是德國人。達爾文的名字“查爾斯”（Charles）就是英國的“卡

爾”。克勞塞維茨講戰爭﹐馬克思講革命﹐達爾文講生存競爭﹐

都講鬥爭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影響很大﹐但在美國卻備

受攻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從最保守的宗教立場出發﹐把達

爾文視為洪水猛獸﹐甚至把達爾文當馬克思的源頭﹐攻擊達爾文﹐

                                     
25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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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於馬克思。現在﹐已經沒有人講鬥爭哲學了﹐但這三類鬥爭卻

依然存在。 

 

2  

 

1918 1945
26

27

28

 

案﹕英國的利益主要在海上。它的歐洲戰略是“使歐洲處於

                                     
26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00 頁。 
27 引邱吉爾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2 頁）。 
28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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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狀態之中”﹐最好是隔岸觀火﹐或者在法國打仗。其實﹐

這套挑撥離間的把戲也是英國的世界戰略。當初﹐列強瓜分中國﹐

就是把中國畫成一塊蛋糕。蛋糕太大﹐一定要切著吃。 
 

3
 

wardom 29

 

案﹕他說的“悲劇”是德國割地賠款﹐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

國滅亡﹐英國負債纍纍﹐法國降為二等國家﹐俄國推翻沙皇﹐美

國為戰爭買單。有意思的是﹐他說﹐“只有並未太出力的日本﹐

卻是一個真正的勝利者”。30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同樣是一

次大戰的產物。富勒﹐一門心思只想消滅“世界革命”﹐但願德

國能替英國消滅蘇聯﹐沒想到德國對英國照打不誤。這場戰禍是

由“自由世界”一手造成。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的果﹐也是二

次大戰的因。從一開始﹐它就和《凡爾賽和約》有關﹐和大國的

制裁有關。同樣﹐蘇聯的帝國主義化（因高度軍事化而造成制度

扭曲）﹐也是列強圍剿的產物。 
 

                                     
29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1 頁。 
30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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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conomic Animal

Mammon
31

 —  — 
Economic Man

Heroic Man  
 

32

 

案﹕富勒的立場是保守的基督教立場。對他來說﹐“不信上

帝”是萬惡之源。他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不信上帝而

信財神”。這話根本不對。資本主義信財神﹐沒錯﹐但它並不拒

絕宗教。相反﹐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恰恰充滿商業精神﹐歐洲

的海外貿易也一直是和傳教結合在一起。馬克思主義不信上帝﹐

也沒錯﹐但它也不信財神。《資本論》的第一章講什麼﹖恰恰就

是講﹐現代的商業社會把財神變成了上帝。作者說﹐希特勒用“英

雄人”反對“經濟動物”﹐既反資本主義（他是拿猶太人當替罪

羊）﹐也反社會主義（馬克思是猶太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托

洛茨基﹑盧森堡也是猶太人）﹐同樣沒有信仰。在他看來﹐“不

信上帝”（不信他說的上帝）都該反對﹐都可以放在一個鍋裡燴。 
                                     
31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7 頁。 
32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14~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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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33

 — 

                                     
33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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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案﹕讓希特勒當蘇聯的“解放者”﹐虧他想得出。富勒奉

行“反共至上”﹐對蘇聯恨之入骨﹐寧肯替德國吃後悔藥。二次

大戰﹐全世界死了五千萬人﹐蘇聯就佔了一半﹐另一半主要是中

國﹐其次是德國和日本﹐美﹑英﹑法全部加起來﹐只是個零頭（約

一百萬）。他這麼講﹐對得起死者嗎﹖政治偏見也太深了吧﹖ 
 

 

 
富勒的書﹐最後是結論。這個結論﹐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回顧與前瞻”。“回顧”主要是吃後悔藥﹐後悔沒有消滅蘇

聯。“前瞻”主要是盼美國戰勝蘇聯。 
我們先看“後悔”。 
富勒的“後悔”﹐大體可以歸納為五條（有些是從前面的章

節歸納）﹕ 
（1）蘇聯是西方之大敵﹐共產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危險。英

國的上策是移禍蘇聯﹐讓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兩敗俱傷﹐正好

坐收漁翁之利。德國打蘇聯是好事﹐讓英國感覺很安全﹐邱吉爾

不該感情用事﹐不計代價﹐不問後果﹐選擇與蘇聯結盟。 
（2）希特勒沒惹美國﹐美國憑什麼參戰﹖珍珠港事件﹐羅斯

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讓美國挨打﹐為美國參戰找藉口﹐這是陰

                                     
34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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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如果美國不參戰﹐只為英國作後援﹐不會有後來的局面（注

意﹕兩次大戰﹐富勒都反對美國參戰）。 
（3）英﹑美在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上不該講“無條件投降”﹐

令德﹑日作困獸鬥﹐既摧毀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蘇聯﹐

這是得不償失。 
（4）美國怕死人（估計要死一百萬人）﹐讓蘇聯出兵東北﹐

替美國人當炮灰﹐導致共產主義統治中國。 
（5）美國在廣島﹑長崎投原子彈﹐不像基督徒所為﹐更像成

吉思汗。這樣大規模屠殺平民﹐是給西方抹黑﹐讓西方備受道德

譴責﹐一直抬不起頭。 
戰爭結果﹐無可挽回的是﹐英國衰落了﹐它導致了美﹑蘇稱

霸的冷戰格局。 
世界三鉅頭﹐他都罵。一罵斯大林﹐罵他暴虐無道﹐超過希

特勒﹔二罵羅斯福﹐罵他為了安撫蘇聯﹐不惜出賣老朋友（英﹑

法）﹔三罵邱吉爾﹐罵他被希特勒打昏了頭﹐竟然與蘇聯結盟﹐

違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他很後悔﹐後悔不能回到“不列顛和平”﹐後悔英國最輝煌

的一百年已經一去不復返。 
二戰﹐希特勒失敗﹐活該。沒有蘇聯的犧牲﹐就沒有二戰的

勝利﹐也是明擺。但戰後的西方宣傳﹐卻老是把蘇聯與法西斯主

義混為一談。這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蘇聯的意識形態是來源於 19 世紀上半葉﹐政治體制是

肇始於 1917 年。法西斯主義是 20 世紀 20 和 30 年代的產物。法

西斯主義還沒出現﹐蘇聯就存在。 
第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來源完全不同﹐主張完全不

同﹐蘇聯從未採用過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也從未採用過共產主義。 
第三﹐法西斯主義是右翼思潮（而且是極端右翼）﹐而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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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是左翼思潮﹐德國和蘇聯都強烈反對對方的主義。 
第四﹐英﹑美和德國的衝突﹐主要是利益衝突﹐戰勝國和戰

敗國的衝突﹐在反共立場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因為單憑自己的

力量不足以戰勝德國﹐它們是不會與蘇聯結盟的。 
俗話說﹐“觀棋不語是君子”﹐原因是觀棋總有立場﹐只要

開口﹐就有立場﹐不是站在這邊﹐就是站在那邊。看球也是如此。

富勒的立場是什麼﹖很清楚。他替英國擔憂﹐替西方擔憂﹐甚至

替德﹑日法西斯擔憂﹐就是不替蘇聯擔憂。因為他恨蘇聯﹐恨得

咬牙切齒。為了消滅蘇聯﹐他寧肯設身處地﹐替希特勒“復盤”﹐

替他吃後悔藥。 
“前瞻”﹐是對冷戰前景的展望。 
在本書的最後幾行﹐作者說﹐英國“保護著歐洲的政治自

由”﹐而俄羅斯是“歐洲政治的天生對頭”。35 二次大戰後﹐英

國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星條旗﹐這面大旗

是和蘇聯的鐮刀斧頭旗作對。關鍵是﹐哪面旗子會扯下來。 
在他看來﹐冷戰還是來源於上面提到那個古典對立﹕ 

 

Pax Americana Pax Tartarica 36

 

他說﹐對這個問題﹐他“可以冒險地提出一個答案”﹕ 
 

 — 

                                     
35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5 頁。 
36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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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什麼叫“制度優秀”﹖這是個很大的話題﹐三言兩語說不清﹐

還是揀點兒重要的吧。 
我們要注意﹐富勒說的難題是人類的難題﹐不是哪一國的難題。 
世界﹐有窮國﹐有富國。一個國家好不好﹐不能光看國內。

二戰期間﹐德國和日本﹐對自己的國民特好﹐裡面歌舞陞平﹐外

面窮兵黷武﹐反差很大。 
富勒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 
戰後﹐美國是世界體系和全球化的龍頭老大﹐既是軍備競賽

的領跑人﹐也是賭博經濟的大莊家﹐比武器裝備﹐比經濟實力﹐

兩手都很硬。他們對自己的國民別提多好。國內﹐經濟繁榮﹐生

活水平高﹐秩序井然﹐法律保障好。這些﹐誰都不否認。但制度

有制度的成本﹐制度有制度的代價﹐強國離不開墊背的﹐這條不

能忘。 
美國的工﹐全世界打﹔全世界的錢﹐美國花﹔能源﹐全世界

供﹔污染﹐全世界擔。這樣的大國癮﹐誰都想過。但窮富相依﹐

禍福相隨﹐全世界的貧弱和動亂就是這個代價。我們別忘了﹐全

世界的亂子也歸美國管。 
這樣的大國不好當。 

 

 
歷史上的帝國﹐毫無例外﹐都是戰爭的產物。所謂大國﹐原

來往往都是小國﹐因為受人欺負﹐缺乏安全感﹐才臥薪嚐膽﹐生

                                     
37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5 頁。 

 29



聚教訓﹐聯合某些小國﹐征服某些大國﹐走上武裝崛起的道路。 
西方列強只聽說過“武裝崛起”﹐沒聽說過“和平崛起”。

什麼叫“和平崛起”﹖他們聽不懂。比如富勒﹐他說的“和平”

是什麼意思﹖讀他的書﹐你會明白﹐那是指英國獨大﹐打敗天下

無敵手﹐把所有強國擺平。同樣﹐“美國的和平”也是如此。 
西方的“和平”有兩個含義﹐一是戰爭的結果﹐二是戰爭的

間歇。它與交戰國相互媾和有關﹐與戰勝國強迫戰敗國簽訂不平

等條約（解除武裝﹑割地賠款）有關﹐與戰勝國劃分勢力範圍﹐

用武力維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有關。 
戰爭最需要統一指揮和絕對服從﹐這常常讓人想起專制的起

源。不錯﹐專制的一切合理設計都起源於戰爭。但我們不要忘記﹐

民主和戰爭也有不解之緣﹐追根兒可以追到“軍事民主制”。“窮

大同”﹑“富小康”﹐一切硬道理﹐都跟戰爭有關。 
戰爭最能體現西方的價值觀﹐特別是保守主義的價值觀﹐特

別是帝國主義的價值觀（現在多冒稱“自由主義”）。 
西方的價值觀﹐二元對立﹐莫過於“西方民主”﹑“東方專

制”。在《讀〈動物農場〉》一文中﹐我曾指出﹐這種對立在西

方的價值觀中是根深蒂固。 
這裡再重申一下吧﹕ 
第一﹐古典時代的民主﹐最初是小國之中的平民政治。民主

的本義是“人民統治”﹐民主的核心是“主權在民”﹐它可能與

暴民有關﹐可能與暴君有關﹐唯獨與貴族政治（無論君主制﹐還

是共和制）無關。當時﹐擁護貴族制的人都害怕百姓﹐害怕原本

意義上的民主。 
第二﹐後世的民主是代議制民主。“主權在民”總是毫無例

外地變成定期“為人民選主子”﹐讓他們代表人民（富人代表窮

人﹐聰明人代表傻子﹐男人代表女人）﹐讓他們替人民作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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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黨選舉﹐是選利益集團的代表。選是自願﹐沒錯﹐就像飛機

送餐﹐空中小姐總是滿臉堆笑﹐左顧右盼﹐重複同一個問題﹕

Chicken or beef（雞肉還是牛肉）﹖你別無選擇。 
第三﹐現代民主﹐不是來自希臘﹐不是來自羅馬﹐而是起源

於中世紀﹐並最後完成於資產階級反抗教權﹑反抗君權的革命。

它還是一種平民反貴族的鬥爭﹐但不是反古代意義上的暴君﹐而

是反各國的絕對主義。很多詆毀“革命”的人都數典忘祖。他們

忘了﹐“民主”他爹叫“革命”﹐而“革命”和“戰爭”也是如

影隨形。 
民主和革命分不開﹐還是一國之內的事。 
民主和戰爭分不開﹐卻是全世界的事。 
前面我們說過﹐大國只有一個或幾個﹐但大國夢卻是全球共

享。誰都夢想﹐自己的國家能像這些大國一樣﹐民也這般富﹐兵

也這般強。比如核彈﹐就是惹多少國家夢寐以求不吃不喝也想搞

出來的東西 — 大國都有這玩意兒。但大國說﹐沒門﹐絕對不許

搞。要學﹐只有四個字﹐曰“普世價值”。 
什麼叫“普世價值”﹖我想說一下我的理解﹐當這篇文章的

結尾。 
（一）西方的“普世價值”﹐核心的核心是宗教觀。 
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

宗教和軍事最重要。西方的傳統也是如此。他們﹐宗教歸上帝﹐

軍事歸凱撒。凱撒者﹐是天下的帝﹐地上的帝﹐管世俗事務的帝﹐

帝國主義的帝。 
西方傳統﹐帝制不發達﹐世俗君主﹐權力有限﹐誰也沒有“大

一統”的權力﹐“大一統”的權力是在教會手裡。上帝具有唯一

性﹐耶穌才是“萬王之王”。老百姓﹐想法很簡單﹐領導要有﹐

但領導都當不長﹐老闆要換﹐總統要下臺。千年王八萬年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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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再長﹐也比不了上帝（我們叫“老天爺”）。 
上帝是“虛擬領導”。富勒說﹐“宗教改革使財神戰勝了上

帝”﹐38 他很遺憾。現在﹐上帝姓錢﹐亞當‧斯密叫“看不見的

手”。馬克思把市場崇拜和拜金主義叫“商品拜物教”（參看《資

本論》第一卷第一章）。錢也是“虛擬領導”。 
富勒反對“財神代替上帝”的自由資本主義﹐也反對挑戰這

種制度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保守主義的底線是傳統宗教（原來﹐還有王權和貴族政治）。 
（二）西方的“普世價值”有四大口號﹐值得深入理解。 
“自由﹑平等﹑博愛”曾經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鼓舞人心﹐

響徹雲霄。“民主”也是古典政治遺產被高度理想化的東西﹐夢

一樣的東西。現在﹐我要說的問題是﹐這些好詞﹐它們跟戰爭也

有關係嗎﹖我說有。比如拿破侖戰爭﹐就是推廣這一理想。自由

主義的底線是這類口號。 
（1）自由。什麼叫“自由”﹖啟蒙思想家說﹐人是生而自由。

自由人的假設是﹐大家都是買賣人﹐五湖四海﹐大家是為了同一

個目標（錢）﹐走到一塊兒來了。早期殖民史﹐講得最清楚﹐天

底下﹐最大自由是貿易自由﹐誰也不能妨礙這個自由。古代商旅﹐

Traders（買賣人）和 Raiders（劫掠人）有不解之緣﹐搶人也好﹐

防人搶也好﹐都得有武裝。現代貿易也是如此。買賣大了﹐做到

海外﹐自己的公民﹐生命﹑財產﹑安全（人權要素）﹐全得靠自

己的軍隊去保護。美國人說﹐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沒有代

價的）﹐代價就是到海外打仗。西方的政治家都懂得﹐要想維護

海外的貿易秩序﹐海外駐軍﹐絕對不可少（起碼出了亂子﹐可以

撤僑護僑）。打仗歸政府管﹐買賣歸老闆管。老闆是財神﹐政府

                                     
38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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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神。這是自由和戰爭的基本關係（我國的關公﹐就是集二任

於一身）。 
（2）民主。現代民主﹐主要是政治民主。具體講﹐就是選舉

文化﹑代議制﹑兩院﹑三權﹑多黨這一套。他們定期選主子﹐選

出的主子﹐只管收稅和打仗。社會上的事﹐主要歸老闆管﹐政府

不管。打仗才是政府的主業。用“最文明的民主”通過“最野蠻

的戰爭”﹐一直是西方的古老傳統﹐古典時代就有。這個世界真

奇怪﹐有個“最最民主的國家”﹐偏偏最愛打仗。所有人﹐無論

選“牛肉黨”﹐還是選“雞肉黨”﹐選出的總統都熱衷打仗﹐當

政期間一定要打一兩個“漂亮仗”﹐給人民一個交待。用戰爭保

護本國公民﹐保護本國利益（美國人最有理由相信“美國的利益

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向海外派兵和駐軍﹐為軍事預算﹑戰爭

撥款﹑宣戰媾和而投票﹐一直是民主的主要話題（參看《人權宣

言》的第十三條）。近五百年來﹐西方世界一直有“戰爭依賴症”﹐

民主和戰爭也是如影隨形。事關本國利益誰敢攔﹐只有本國人民

死傷慘重﹐我們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 — 不是反對戰爭﹐而是反

對死人。“怕死人”﹐據說是“文明國家”的標誌。但“死人”

的“人”是指本國人民﹐不包括其他國家的人﹐特別是不包括“野

蠻人”。 
（3）平等。主要是法律意義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實上的平等。

事實上的平等﹐簡直難於上青天﹐在所有人看來﹐不是“蠢話”

就是“瘋話”﹐誰都不敢講（除了共產主義者）。比如老闆﹐他

跟你講什麼平等﹖簡直就是君主（可以獨裁﹐可以世襲）。你要

覺得不平等﹐他說很好﹐你有自由﹐可以花錢僱律師﹐跟他打官

司﹐像他跟別的老闆一樣。還有宗教﹐中世紀﹐天主教統治﹐那

才叫絕對專制﹐教權大於一切權﹐帝王都比不了。現在講宗教平

等﹐那也是法律意義上的。比如你有你的廟﹐人家有人家的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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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砸別人的廟。你的自由是在你的廟裡。但西方宗教的格局

是什麼﹖還是“眾生平等﹐唯我獨尊”。“平等”只是“獨尊”

下的“平等”﹐天主教﹑基督教下面的平等。國與國的平等﹐更

是從來沒有 — 聯合國裡排座次﹐大國的地位﹐全是打出來的（這

個“世界議會”﹐本身就是二次大戰的產物）。 
（4）博愛。就是西方的“國際主義”。通俗的解釋是“讓上

帝的光照亮世界”。到底誰來照﹖富勒說﹐那是“上帝的選民”﹐

比如兩次大戰前﹐那是英國﹔現在﹐當然是美國。對西方世界來

說﹐傳教﹑貿易﹑打仗﹐才是他們的“國際主義”。這是上帝的

三個化身﹐用基督教的話來講﹐就是“三位一體”。 
總之﹐戰爭和這套價值觀並不矛盾。不但不矛盾﹐還是支撐

它的東西。西方列強﹐經營數百年﹐文治武功﹐相須而用﹐是個

完備的體系。捨戰爭而論“普世價值”者﹐猶得而魚忘筌也。 
 

 
戰爭是人類走不出的怪圈。它一手造就了天堂﹐一手造就了

地獄。 
二戰結束後的世界是個冷戰的世界。冷戰才是大格局。 
冷戰是兩次大戰的延續。在本質上﹐它仍然是一種戰爭﹐只

不過換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庫為後盾﹐調動所有軍事手段﹐同政

治戰﹑經濟戰﹑外交戰﹑心理戰結合在一起的全面戰爭和總體戰

爭。表面的和平掩蓋不住固有的衝突。 
戰後﹐“禮樂征伐”出於美國。 
美國有六大戰區覆蓋全球。歐洲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後蘇聯

仍然是最大假想敵）﹐為冷戰前沿﹔中央戰區是對付伊斯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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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熱戰前沿﹔太平洋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和中國（後蘇聯也照圍不

誤）﹐冷戰﹑熱戰都有。熱戰是包在冷戰裡面打。所謂“民主國

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太民主﹐而是因為他們的防

務被打包成捆﹐裝進了美國的冷戰體系。 
美國圍剿全世界。 
這場圍剿反圍剿的較量﹐其實並沒結束。已經發生的事驚心

動魄﹐將要發生的事動魄驚心﹐“決定性戰役”的歷史﹐還有待

續寫。 
西方的“敵人”﹐概念已經發生變化。 
極權主義﹐本來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現在卻被當作共產主

義的別名（英國人最愛這麼講﹐奧威爾也受了傳染）。 
恐怖主義也代替了“東方的野蠻人”。 
讀《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我們不難發現﹐如何退出軍備競

賽﹐結束長期對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戰雖冷﹐仍然是戰。 
今天﹐我們應該明白﹕ 
（1）極權主義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戰爭。它是一種四面

受敵的戰時體制。恐怖主義﹐也是遭受圍剿的反應。 
（2）資本主義不是幾個孤零零的國家﹐而是個鋪天蓋地的世

界體系。上述問題絕不是少數“民主國家”以外的問題﹐而是這

個世界體系之中的問題。 
膿瘡潰爛﹐不是膿瘡出了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 
只有消滅戰爭﹐才能消滅災難。 
越戰期間﹐全世界的反戰呼聲﹐是我們唯一能夠看到的世紀

曙光。 
 

﹕

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我參加過一個戰爭討論會﹐主辦者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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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前提是“美國代表先進”﹐“美國代表普世原則”。他們

的表態令人驚訝﹕絕大多數人都支持這場戰爭。我很奇怪﹐在中

國這樣具有反帝光榮傳統的國家﹐中國的精英怎麼如此狂熱﹐竟

然同美國的愚夫愚婦一般見識﹐很多連美國人都羞於啟齒的右翼

言論﹐在我國卻是時髦話題。 
這事讓我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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