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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刘小枫1 

 

一 

 

1868 年的冬季学期，瑞士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

（1818~1897年）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研究导论”的专题课程。从名

称来看，这门课程是为刚刚形成不到半个世纪的史学专业开设的。可

是，布克哈特开讲就宣称，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专业]史学

家”，而是“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都

应该培养这种能力”。布克哈特告诉学生们，如今“史学已经高度专业

化，即使一个非常小的个别问题，也可能已经有若干专著研究过”。投

身史学专业，就得准备为澄清某个很小的历史事实耗费好几年时间。

                                                        
1 本文是《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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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的大学，所有传统学问都在走向高度“专业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在布克哈特看来，大学的专业化训练并非是为了

让学生今后“以所学专业为终身职业”，而是为了让年轻的灵魂学会如

何聚精会神地获取知识，“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格”。布克哈

特告诫说，任何学科的专业化都有一个危险：让人忘记学科训练仅仅是

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种途径。布克哈特所谓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

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不让报纸和小说”— 如今我们得说媒体

网文 — 荒废自己的精神。2 

布克哈特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教诲明确针对当时正在形成世界

趋势的现代民主文化。他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世界史课程时说到： 
 

普遍民主作为一种懵懂的冲动，从法国革命及其对人性本善和

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喷发出来，涌动于各个民族的里里外外。随之出

现的是显著的同质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普选的形式得到了君

相们本人的承认，普选可被扩展为对几乎任何事情的公投。3 
 

民主文化让“几乎任何事情”诉诸公投不仅荒谬，而且表明一个国

家或民族已然丧失精神自由。毕竟，涉及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

生活的品质或优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获得解决。布克哈特

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质就是“日常无聊”。在商业民主化的时代，

大学教育固然史无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学不可能让大学生在“智

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 即便设立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也无济

于事。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导论”就是如今的通识课，但他心里清

                                                        
2 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 14~15

页（以下简称《沉思》，并随文注页码）。 
3 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75 页（以下

随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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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并非每个被迫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都天生具有“超脱日常无聊”的

意愿。何况，民主化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教师很难具有讲授通识课程的资

质和能力。毕竟，学科专业化的所谓学术规范一直在摧毁热爱智慧的情

趣，让年轻的头脑因长时间“过分专注地研究”某个“内容单调且索然

无味的”课题过早患上“脑瘫”（《沉思》第 16~17页）。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为何要在巴塞尔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

门课程，而且不是为史学专业的学生开呢？布克哈特看到，已然形成世

界趋势的民主文化是一个不祥的趋势，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史无前

例的“危机”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处境，如果现代的大学还不至于敢

公然背弃人类古典文明关于教育的传统定义，即让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获得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或人物以及精神状态具有明辨是非对错好

坏优劣的认识能力，就应该让大学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历史。布克哈特

觉得，既然自己作为大学教师总得开设某种课程，就不如开设“历史研

究导论”这类通识教育式课程。他相信，与其给年轻的大学生灌输民主

的自由权利意识，不如让他们学会“审视过去”— 他用“观察”来命

名这种精神活动，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观察世界

史获得“普遍的和历史的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撇开

个人的和暂时的担忧和顾虑”去了解处于变化中的人类状况，而且会使

得天素优秀的年轻灵魂“向高处攀登”。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世上的多

数人其实是“在最为简单的平民生活中度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

子”。普遍民主观念出现以后，史学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看待历史。

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民主观念推崇的这种“观察和推理”方式

进入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导致了“听觉上的巨大混乱”。布克哈特非

常自觉地要让自己的史学通识课抵制这种平民“眼光”的史学，让史学

保持其古典品格：historia vitae magistra [探史是生活的导师]的含义是，

热爱智慧的人通过认识过去让自己变得明智。因此，布克哈特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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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观察对我们意味着自由”。4 

1870 年冬季学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讲授“历史研究导论”课，刚

刚获得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席的 26 岁年轻人尼采也坐在讲台下面听讲

— 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尼采都称布克哈特是“伟大的教师”。5 

 

二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而且与商业行为相关。

1729 年 10 月，伦敦的八位书商和印制商在《编年月刊》（Monthly 

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联名签署的图书征订广告：即将出版一部名为《普

遍历史：自最早的时代叙述到当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的史书，分“古代”和“现代”

两个部分出版。征订广告称，《编年月刊》将以连载方式刊发这部《普

遍历史》，然后结集成书 — 当时流行这种出书前先连载的出版方式。

不过，书商们没能做到按月连载，拖拖拉拉差不多 15年后（1744年），

“古代部分”（the Ancient Part）才杀青。毕竟，那个时候的大学还没

有史学专业，撰写这部史书的并非是某些个史学家，而是书商为了赚钱

找来的几位业余写手，其中两位曾因在报纸上胡编乱造“史话”以

impostor [骗子]闻名。主要写手之一是个浪迹伦敦的法国人，他用笔名

普萨尔马纳扎（George Psalmanazar，1679~1763）经常给报纸写文章。

为了在传媒出名，他在 25 岁那年就剽窃荷兰传教士的回忆录编造过一

本关于台湾的书，谎称自己原籍台湾，其父是在台湾传教的荷兰传教
                                                        
4 布克哈特：《沉思》，前揭，第 8~9、11~12、14页。 
5 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参见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3年，第 36~76页；Alfred von Martin：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增订第二版，

München，1942，第 11~18 页；穆瑞：〈《古希腊文化史》英译本序言〉，见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王大庆译，第 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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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尽管如此，《编年月刊》上连载的这部《普遍历史》很快开始风

靡欧洲：1732 年，法国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1734 年，意大利的书商

开始翻译连载，德意志的书商则在 1745 年直接翻译“古代部分”合订

本 — 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和吉本都采用过其中的“史料”。6 随着贸易

和自然科学双双快速发展，欧洲智识人渴望全面认识世界历史。 

英国书商组织写手编撰这部世界史并非为了搞启蒙，毋宁说，这一

商业行为既反映的是英格兰王国崛起时的需要，也反映了 18 世纪新知

识状况的需要。现代中国知识人以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实，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现在 17世纪末至 18世纪初期的英国。何维

尔（William Howell）的《通史要义》（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

1680）和拉莱夫（Walter Raleigh，1554~1618）的遗作《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702）尽管相当粗疏，在当时却颇为风行。由于这两部通

史仍然以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为主，涵盖面不足，采用同时代的编年史和

地理学的新材料也不多，书商们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历史》销量

必定可观。毕竟，随着国力上升，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

大增。据统计，截至 1730年，以征订方式在英国出版的专书有 388种，

其中 128种涉及历史。夏克福德（S. Shuckford）的《圣和俗的世界史》

（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 World，1728），以及斯潘海姆（F. 

Spanheim）的《编年史和圣史导引》（Introductio ad chronologiam, et 

historiam sacram，1727）销路颇佳，让书商深受启发。7 我们难免想起，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国力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各色书商及其选

                                                        
6 关于这部《普遍历史》的编写和出版过程，见 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刊

于Publishing History，17（1985），第 5~49页，编撰缘起见第 8~9页。 
7 参见 Daniel Woolf：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

2003，第 284~285页。 



 6

题构想层出不穷 — 如今该轮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学功夫并不在于知道世界历史的史事，而在于认识

和解释史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 年）中阐述现代民主

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

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高材生杜

尔哥（1727~1781 年）雄心勃勃，23 岁那年（1750 年）写下了堪称划

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

著纲要〉），将自己关于俗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histoire universelle）

的思考与政治地理学结合起来。他提出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国

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

（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

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8 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

史的发展线索是：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将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

即所有人将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

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人类道德从义务变成权利这一精神进步的推动

力。9 可以设想，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制一部世界历史地图

集，我们看到的会是，原初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

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10 直到今天，好些世界历史地图

                                                        
8 参见沃格林：《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135页。 
9 参见Ronald. L. Meek编∕译：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2010，第 73~75 页。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

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刊布于 1766年，十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探究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译本：《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1996年）。 
10 康德在 1786年发表的〈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一文对这种四阶段论有简厄精炼的描述，

见《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 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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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制的。11 

1753，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出版，史称第一部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专著 — 毕竟，英国书商搞的《普遍历史》的

“现代部分”（the Modern Part）在 1759年开始连载，直到 1768才连

载完。十年后（1763 年），伏尔泰又为自己的这部“普遍历史”添加

了长达两百页的题为“历史哲学”的“导言”，据说因此获得了发明“历

史哲学”这个语词的思想史声誉。12 

伏尔泰的世界史叙述“八卦”说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历史哲

学”看起来也委实不够哲学。接下来具有影响力的普遍历史哲学式的世

界史，非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莫属。13 黑格尔的世界史从

“自由理念”的朦胧状态开始，把现代的公民社会式国家的形成视为世

界历史的“必然”进程。实证史学出现之后，史学家大多蔑视黑格尔的

普遍历史哲学，认为它只有“观念”，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史料”。

其实，黑格尔提出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

世界”的“世界史划分”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使得启蒙主义的“进步论”

史观更为明晰，为好些实证史学家的世界史叙述提供了指路明灯。 

 

三 

 

在布克哈特看来，启蒙哲人们的所谓“历史进步”一类说法纯属胡

扯。这类历史哲学式的说法不过想要在政治现实中获取“迫切需要的东
                                                        
11 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毛昭晰、刘家和等译，北京：三联书

店 1985 年，第 34~39 页；亦参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

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1997年。 
12 中译本见伏尔泰：《风俗论》，三卷，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年。 
13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尤其参见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1995年，第 351~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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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严肃的史学恰恰应该抛弃这些东西，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过

去的斗争、冲突和多样性”。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观察拒绝从人类的“野

蛮”状态开始，而是从人类的“文明”状态开始。他的理由是：“只有

文明民族而非原始民族，才可纳入较高意义上的史学”。因此，世界历

史绝非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进步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古

希腊罗马文明能够“垂范后世，无法企及”，或者为何直到近代，游牧

民族仍然威胁着已经有上千年文明史的农耕民族的政治体。从“野蛮”

状态开始看世界历史，不过是霍布斯以来的启蒙哲人用虚构的“自然状

态”论思考国家问题所导致的可笑结果。布克哈特非常担忧：由于启蒙

史学的普及，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能够理解自己的古代文明，商

业民主时代的“公众所支持的‘文化’甚至厌恨”古代文明。受过民主

的启蒙教化的大众对现代商业文明满怀自负，根本不知道技术物质进步

绝不等于道德文明进步，“只要求共同体尽一切可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一心为自己的生存讨价还价”—“古人则相反，要么拥

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不惧怕灾祸”。14 

布克哈特在一百多年前的教诲仿佛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如今，

我们在技术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中国的古代

历史，也需要学习世界的古代历史 — 这与史学专业的事情无关，而是

与保有文明危机意识相关：我们的史学专业更多关心启蒙哲学所说的历

史进步，而非文明危机。与抵御外敌时打仗一样，学习历史断乎离不了

地理知识和地图 — 历史是文明民族的生活经历，由大大小小的事件汇

集而成。任何事件的基本要素都是时间、地点和人物：何时、何地、什

么人做了什么事。无论史书还是史学，都是文字描述，离了地图，就无

法直观地呈现事件发生的地点乃至过程。这部由德国的古典学学者编制

                                                        
14 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前揭，第 1、6~7、83、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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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学的方式来展现古代世界的政治

和军事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来展现古代世界的经济、行政、

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难得的是，《地图集》所附文字扼要

阐释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为我们学习古代世界历

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们组译这部古代历史地图集并非为了古代世界史专业或古典学

专业，更非因为如地图集的编者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

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事实上，即便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

球村，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生发“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的愿

望。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为了让所有愿意“在智慧和情趣方

面超脱日常无聊”的中国年轻人懂得：近两百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征

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部地图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三千

纪（古代近东）、下至公元 15 世纪拜占庭帝国覆亡，尤其聚焦于古典

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编者宣称“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

史……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涵盖古代近东

地区诸多文明，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 

尽管如此，这部历史地图集并没有涵盖古代远东文明。对中国和印

度古代文明只字不提，能够擅用“世界”这个语词吗？ 

 

四 

 

这部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世界史”观念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

文明排除在外，我们禁不住马上要给他们扣上一顶“欧洲中心论”的帽

子。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1795~1886年）

在 85岁那年（1880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经将远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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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观念之外。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不

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 — 相互争斗才使得民族或国家走出自然状态，

形成文明意识。因此，“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明民族之间相互

斗争的历史，或者说，各个不同文明民族之间的相互争斗才形成了世界

历史。兰克把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理由是：

只有在古代的近东和地中海周边才出现了诸文明国家（或称为“大国”）

之间的激烈拼搏。15 相比之下，古代的远东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

激烈的“大国”冲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发展出“被视为人

类所有文明发展之源”的政制之后，就“静止不变”了。16 布克哈特

尽管不赞同自己的老师兰克的“大国”冲突论，他同样把中国和印度等

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古代世界历史之外，其理由与兰克如出一辙：

“古代世界的历史，是其他生命汇入欧洲生命的民族的历史”。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

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

一。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

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而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 1500 年或 2000 年之

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

打开亚洲。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

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

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

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
                                                        
15 参见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约尔旦∕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0年，第 13~14页。 
16 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334~335 页

（以下简称《秘密》，并随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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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历史讲稿》第 2页） 
 

布克哈特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理由在于“至少

它不像古希腊人那样自我耗尽，也没有被其他民族摧毁”，即便遭遇强

劲的对手，也会成为自己焕发新生的机遇： 
 

如果有谁忽略伊斯兰而想象历史，他肯定也会忽略伊斯兰作为

对手带给拜占庭帝国的哪怕是短暂的复兴，以及后来通过十字军带

给西方的复兴。（《讲稿》第 32页） 
 

无论兰克还是布克哈特，其“世界历史”观的基础都来自古希腊人

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

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肉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人

类的生活和历史中”；因此，“生命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孕育，不管这种

运动有多么痛苦”（《历史讲稿》第 247、248 页）。“斗争”是赫拉

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关键概念，“运动”则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关键概

念。与兰克一样，布克哈特理解“世界历史”的立足点是现代欧洲所经

历的剧烈“历史运动”，而他们仅仅在古代的地中海周边世界才见到过

类似的“历史运动”。因此兰克说，历史中的“普遍联系”是“世界性

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欧洲各王国之间的殊死搏斗（《秘密》

第 328页）。 

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对于兰克或布克哈特这

样的世界史家来说，则会是个古代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地球远东地

区的历史毫无意义，毕竟，在远东的古代，并没有出现文明国家之间的

冲突，长期存在的仅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体与游居的“野蛮”政治

体的冲突。与现代中国遭遇源自欧洲的世界历史“运动”相比，古代中

国被元人和满人征服真算不上被征服。20 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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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给整个欧洲的中学生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还说：“远东那些伟大的

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其疆域内蒙

昧原始的地区”。当然，“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

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

具有“天罚般的”力量。但是，这些民族尽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

徒精神”，“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他们令

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17 

如今的中国知识人喜欢自豪地说：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唯有中国文

明政制在数千年的历史颠沛中不绝若线，无论种族还是政体更不用说语

文，从未遭遇过覆亡。然而，早在 18 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就对

这种自豪感表示过轻蔑，并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给出过“合理解

释”：古代中国的文明政制能够长期存在，不过是因为没有遭遇过强健

的文明民族的攻击。休谟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 
 

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

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

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

是有安全保证，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18 
 

康德的说法就不那么客气了 — 他在谈到战争是“文化”的推动力

时说： 
 

只要看看中国：它按照自己的位置也许必须一度担心一场出乎

意料的侵袭，但却无须担心任何强大的敌人，且因此自由的一切痕

迹在那里都被灭绝。所以，在人类目前尚处的文化阶段上，战争是
                                                        
17 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

社 2014年，第 201~202页。 
18 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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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文化继续进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唯有在一种文化完成

（谁知道什么时候）之后，一种持久的和平才会对我们有益，而且

也唯有通过那种文化才有可能。（《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

第 124页）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布克哈特的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历史

趋势的现代自由民主文化 — 如今我们追慕的“全球化”。即便布克哈

特也自豪地在历史课上说： 
 

无论我们为之喜悦或悲哀，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无需期盼而只能

作为现实而遭遇的，即欧洲作为多种生活的一个古老和崭新的中心，

作为产生了最为丰富的形态的地方，作为融入这么一个整体的所有

对立面的家园，一切知识见解都在这里发出声音，得到表达。 

这就是欧洲：在丰碑、图画和言辞中，在制度、政党直至在个

人中，所有力量的自我表达；所有方面和向度上充实的精神生活；

精神为留下关于它所经验到的一切事物的知识而奋斗，不去默默服

从各种世界君主制和神权政治，就像东方因其一元化君主制而做的

那样。（《历史讲稿》第 179页） 
 

游牧民族入侵并入主中国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而是让自己融入了

中国文明政制。满人仅仅在如下意义上“延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未

能即时地有效应对西方民族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文化而发动的东征。在康

德式的“文化”战争的冲击下，中国第一次遭遇强健的文明民族的攻击

— 中国虽然还没有覆亡，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已然濒临覆亡。 

 

五 

 

无论如何，这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把中国的古代历



 14

史排除在外，并非没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没必要感到自己的文明情感受

到伤害。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深入认识他们欧洲人所理解的“古代世界

历史”。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外国达 58 国之多，有中国最早

的“世界”地理书之称。19 尽管如此，必须承认，我国古人的确没有

经历过惨烈得你死我活的国际性文明政制冲突。 20  纳兰容若

（1655~1685年）奉使索伦途中写过一首出塞词蝶恋花，其曰： 
 

今古河山无定数。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

西风吹老丹枫树。 

幽怨从前何处诉。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

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容若饱读过中国诗书，才获得如此“情深而文明”的感觉。中

国文明的伟大教化力量的确在于，生于清初的纳兰容若出塞后也会觉得

“满目荒凉”，并用极佳的中文修养来表达自己的“荒凉”感，虽然这

“满目荒凉”之地就是游牧部族曾经的家园或争战之地。游牧部族的英
                                                        
19 参见杨博文：《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96年。 
20 1913~1914 年间，掌控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趁中国帝制奔溃后的乱局制造了非法的麦

克马洪线。1959 年，趁中苏关系交恶之机，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权试图进一步蚕食中国西

南部领土，至 1962 年晚夏，蚕食陡然升级。中国与印方多次协调无效，于 10 月发起反

击，并宣布中国军队“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尽管如此，成功打击入侵印军

后，中国领导人随即宣布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后撤，主动求和。欧洲政治家对此百思

不得其解：一个大国在战场上取得完胜之后主动回撤，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

世界历史上“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参见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1年，第 473页）。欧洲人不能理解，在毛泽东的历史意识中，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比邻的文明大国在历史上从未因相互觊觎而兵戎相见。尽管自由民主的

现代印度政治家从西方殖民者那里学来了觊觎别国土地的恶习，毛泽东仍然秉承中国的文

明传统善待历史上的友好邻邦。1962 年 11 月，中国政府外交部的一份涉及中印边境问题

的外交信函措辞已经相当温和，毛泽东亲自修改得更温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卷五[1961~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 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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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做了中国皇帝，也带领诸多北方游牧部族归顺了华夏文明政制。如果

纳兰容若出塞后继续往西去，穿过中亚，进入后来大英帝国著名历史地

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年）所界定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

低地”地区，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内战

演变而来的一场历时 30年的欧洲国际战争刚刚结束，到处满目苍夷。21 

一百年后，德意志诗人、史书作家席勒（1759~1805年）在法国大革命

爆发之后出版的《三十年战争史》（1791 年）中还说：由于这场战争

惨烈得史无前例，诗人要闭嘴，史家要闭上眼睛。22 

纳兰若容主持编纂了《通志堂经解》，熟悉华夏文明的历史。但是，

由于缺乏欧洲的“古代世界历史”知识，即便他看到德意志 30 年战争

（1618~1648年）的惨烈场景，他也不会明白，这场战争标志着史无前

例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形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确立了欧

洲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却拉开了欧洲土地上更

为持久、更为惨烈的国际战争的历史帷幕。随后，基于“自然状态”和

“自然权利”论的民主理论在欧洲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国际战争中长足发

展，并终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内乱摇身为普世“民

主理想”的化身，随后的拿破仑果然采用康德所说的“战争”这一“不

可或缺的手段”来实现普世的“民主文化”理想。23“拿破仑从西班牙

到俄国的战争让每个人都知道，革命不仅仅是法国的宪政改革问题”，

更是“民主理想”的国际化问题。华盛顿在 1798 年已经写信告诉拉法

                                                        
21 战争期间（1629年），31岁的霍布斯出版了自己翻译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英译本。 
22 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亦参R. G. 

Asch：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1648，London，

1997。 
23 杜尔哥的学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按启蒙哲学的文明史四阶段论勾勒出历史

精神的进步纲要，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历史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

1973~2010年，第 3~4、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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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自由民主的种子“将会一步步长遍全球”，“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

所有国家的立法者”。24 长达 16 年的拿破仑战争（1799~1815 年）虽

败犹荣，1815 年的“神圣同盟”条约不过“一纸崇高的废话”，从国

际法角度来看则是一纸空文。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内（1815~1914

年），由“普遍民主”理想所驱动的战争迅速扩大为今天的世界性战争，

“普遍民主”的欧洲式“运动”一步一个脚印吞噬世界历史中所有文明

民族的“今古河山”。如沃格林所看到的，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到 1944年的《雅尔塔协议》，三百年间无数的和约仅仅证明：

人们绝不应该再相信，这个世界凭靠一份国际条约就“可以免除困苦和

恐惧”。25 

纳兰若容这样的皇族精英如果在其有生之年知道一点儿世界历史

地理的政治知识，帝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有所不同。可是，说到历史地理

学，我们又难免有历史自豪感。据说，《汉书·地理志》中的下面这段

话表明我国早就有了历史地理学： 
 

汉兴，因秦制，……至汉武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先王之迹

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

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然而，由于古代中国从未遭遇过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布匿战

争、马其顿战争、十字军东征或英法百年战争那样的文明冲突，中国的

历史地理学历来主要关注疆域内部的行政沿革，而非像西方的历史地理

学那样被迫关注国家间的文明政治冲突。晚清时期大量引介西方地理学

                                                        
24 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前揭，第 207页。 
25 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第214~215页。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和约”，

参见 Fled L. Israel编：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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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仍然没有脱离所谓“沿革

地理学”的习惯。26 我们的孩子在名牌幼儿园长大，不可能养成在镇

上长大的孩子那样的生存感觉：镇上到处是陌生人，且随时可能出现各

色品性的团伙或盲流。英格兰经历过数百年与法兰西冲突的历史，麦金

德在这样的国土上长大，其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和关注不可能仅仅在于英

格兰王国的历史沿革。在他眼里，古代中国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

滞状态”，不值一提 — 我们没有理由为此生气。27 

依据欧洲传统的“古代世界历史”经验，兰克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发

表的〈诸大国〉（1833 年）一文中提出，世界的历史“运动”总是呈

现为：大国可能沦为小国，小国可能崛起为大国。17 世纪末，“一个

伟大的民族国家”— 俄国 — 开始卷入欧洲的历史“运动”，或者说

进入了兰克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俄国要崛起为“大国”，不可避免

会与既存“大国”展开较量。北欧的瑞典在 30 年战争之后成为大国，

俄罗斯崛起首先面临瑞典的遏制。俄罗斯并非兰克眼中的“欧洲民族”，

但他相当赞赏彼得大帝（1672~1725 年，清康熙十一年~清雍正三年）

带领俄罗斯“以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性的全部激情”吸纳西方文

明的“种种进步”要素，然后与“欧洲民族”殊死较量。彼得大帝明白

自己国家的文明目的是建立“希腊~斯拉夫原则”，瑞典国王查理十二

却不清楚“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在哪里”，结果使得瑞典王国在与俄国

的拼搏中遭受重挫，从大国地位上“被拉了下来”，沦为无足轻重的国

家（《秘密》第 176页）。 
                                                        
26 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商务印

书馆在 1904引进日人小川银次郎编制的《东洋历史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作为最新

中等教科书（张元济校订）。《西洋历史地图》共 20幅 38图，从古代迄至近世，“凡欧

洲历史变迁沿革有大关系者，皆有图以明之”。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405页。 
27 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年，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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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明抱负的国家之间的争雄，首先拼比的是代表文明民族品格

的卓越人物身上的政治德性。在〈诸大国〉一文中，兰克给出的另一个

史例是普鲁士王国的国父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年）。在兰克看

来，这位德意志的政治和军事“天才”的思想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和自

己的祖国”。他的历史事功让在列强夹缝中生存的小小王国仅仅凭靠自

己的力量成为“大国”，给德意志人带来“自信”，使得近千年来散漫

惯了的德意志人终于有了形成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的基础。弗里德里希

二世也是诗人，且酷爱启蒙哲学，在我们看来，他的诗人才华显然没法

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诗作同样产生于与国家的

敌人殊死较量的危难处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子气概的灵魂激

荡”。如兰克所说，越是生死存亡关头，这种伟大的灵魂越显出自己的

道德力量。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伟大的个人品格”体

现得最为充分：即便知道这场战争仅有极小的把握打赢，他的道德上“坚

忍不拔”的品格让他义无反顾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自己生长的“土

地”被敌人围困、国家的“荣誉”被剥夺、祖国孤立无援，除了拼死一

搏的战争还能靠什么让自己的国家摆脱险境呢（《秘密》第 181~183

页）。或者说，除了靠这种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的战争还能靠什么来抵

御康德为实现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而鼓吹的“战争”呢？凭靠这场

险胜的“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德意志人以文明国家身份登上

了历史的“世界舞台”— 正如凭靠极为艰难的朝鲜半岛战争，毛泽东

带领中国登上了历史的“世界舞台”，进入了欧洲人认可的“世界历

史”……世界历史地图集从此增添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页，尽管在

我们自己编制的历史地图集里，这一页迄今尚未得到足以与其历史意义

相匹配的版面尺度。28 
                                                        
28 在吴于廑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第 63页）和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

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2年，第 164页）中，朝鲜战争都仅占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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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康德以为，实现了自由民主“文化”就会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但要实现这种“文化”还得凭靠战争。因为，战争才会迫使“国家元首

们”“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自己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
29 与此相反，同样信奉自由主义的历史地理政治学家麦金德却相信，

“民主的理想”必然开放地球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国家产生追求

富裕的欲望。由于世界上的自然地理资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权

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国际冲突。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在全球枢纽地

带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随时准备发动战争，才能保障自身利益。换言之，

康德和麦金德以不同的理由相信，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需要战争。

麦金德非常忧虑：由于长期灌输“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

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个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

国家战略上思考”这回事。其结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各种

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仅关心“个人的种种权利”，

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权力及其以“民主理想”

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组织能力。30 

                                                                                                                                                                   
尚未获得单独篇幅（另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北京：星

球地图出版社 2007 年，第 367~376 页）。新生的共和国是否应该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与

联合国军交战，在当时的共和国高层曾引发激烈争议。这让我们应该想起新生的民国政府

关于是否涉足远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议，尽管当时的参战提案其实是“以工代

兵”，并非名副其实的“参战”。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和

西方的观念”（参见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第 8~9 页），那么，朝鲜半岛战争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关

于世界秩序和西方的观念。 
29 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第 124页。 
30 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前揭，第 24~25、31~33、151~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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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的担忧同样基于“欧洲民族”所具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

经验。虽然与德国人兰克和瑞士人布克哈特是完全不同的学者，麦金德

与他们一样相信：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世界历

史，“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来自这些

种族之间”。31 布克哈特在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课，出于与后

来的麦金德同样的忧虑。他已经看到，西方的国家观念和文化观念“出

现了重大危机”：自由民主理论家们不断要求国家随时按民众的情绪来

调整自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可程度已经降到极点。与此同时，这些

人又要求国家必须完成他们定期交付给它的保障公民富裕和安全的义

务。竞相角逐的党派各自要求国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在国家应该

做什么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国家本身变得无所适从（《沉思》第 126~127

页）。 

在布克哈特看来，康德所憧憬的自由民主“文化”前景实质上是欧

洲文明的彻底沦落。因为，这种“文化”要求国家乃至文化本身充当市

民趣味的外衣，而基督教欧洲的市民已经被启蒙哲学改造成唯利是图的

人民，由这样的人民主导的文化必然是“日常无聊”的文化。自由民主

理论家们宣称能够通过普及大学教育把所有市民造就成“不同寻常地重

要的个体”，实际上“只能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培养平庸之辈”。就文化

的品质而言，自由民主“文化”的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因为，

现代生活“只不过是一种生意，现代之前的生活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

存”。布克哈特一再提到，美国就是这种“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生

意”国家的代表。欧洲的民主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这一哲学假设出发

探究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无异于废除欧洲文明的历史传统，向壁“虚构”

出一种普遍的国家形式。美国就是按照这种“虚构”出来的国家原则建
                                                        
31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010年，第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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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国家：“野蛮人和现代美国的文明人毫无历史意识”。32 倘

若如此，令人费解的是，当今的中国把模仿美国作为自己的文明目的，

怎么就成了伟大的“文明复兴”？ 

布克哈特在“历史研究导论”课上说：“强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

弱者身上的权力，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问题在

于，弱者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贵品质很低，强者就意味着文明的高贵。

恰恰相反，一个比较低级的“野蛮”文化占上风，并凭靠自己的强势使

用种种权力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蒙古人的入侵和扩张就是如此，

“亚洲似乎一直未能从两次蒙古人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创伤中恢复过

来”。罗马人“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开始征服东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

成河的代价完成了扩张活动”，这是另一种强者支配弱者的行为，其目

的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并通过这个文化让一个新的世界性

宗教传播开来。“后来，这两个元素传给了卷入民族迁徙中的野蛮的日

耳曼人，并且最终成为新的欧洲的黏合剂”。现代西方人的过错仅仅在

于，用强权让低俗的民主文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对世界的文明历

史犯下的可怕罪恶。33 

出于一往情深的文明意识的深切忧虑，布克哈特在开设“历史研究

导论”课的同时，也开设了“古希腊文化史”课程。他充满绝望地期许，

“只要我们当前的西方文化一息尚存，我们就将通过吸收形形色色的过

去事物来内在地丰富自己，并把早先世界各个时期精神的状况和变化看

作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历史讲稿》第 72~73页）。对

于我们来说，布克哈特对古代世界历史所作的如下观察则应该被“看作

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 
 

                                                        
32 布克哈特：《沉思》第 57~62页；《历史讲稿》第 3页。 
33 布克哈特：《沉思》第 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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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民族静止不前，他们几百年保持同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外

人看来，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沉思》

第 248页） 
 

在布克哈特眼里，古代中国就是这样的民族……古代欧洲民族的品

质是怎样的呢？ 
 

他们需要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全部力量，通过

剧烈的运动释放出去。这些剧烈运动的作用是毁坏旧东西，为新东

西开辟道路。在这些剧烈的运动中，除了偶尔感受到短暂的胜利喜

悦之外，他们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用说长久幸福，因为那

些胜利本身就是暂时的。他们层出不穷的力量源泉在于永不满足，

他们新迈出的步子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出下一步。

（《沉思》第 249页） 
 

布克哈特告诉西方的大学生们：诗人荷马已经展示了西方民族的这

种本能。《奥德赛》的结尾让人看到，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

着一个，他面临着的考验似乎没有尽头……（《沉思》第 248页）。 

我们早就知道：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布克哈特的世

界史课程则让我们知道，西方人从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中看

到，“西方的生活就是斗争”（《历史讲稿》第 187页）。美国虽然是

“生意”国家，他们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忘记、也绝不会忘记修昔底德传

授的政治经验和布克哈特的谆谆教诲。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自欺欺

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历史经验的西方人会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

的“和为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放下自己的历史自豪感，认真阅

读西方古典学家们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否则，轮到美籍华人写纳兰容若那样的出塞词的时代，一定不会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