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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双重面目
（德）维尔纳·桑巴特1
回顾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资本主义出现时的外部环境，就一
定会关注到那恒久的厮杀与战争，它们贯穿了从十字军东征到拿破仑战
争这一时代：处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如同西班牙一样是一处巨大的军
营；14 与 15 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 世纪期间欧洲只有
25 年的太平时光，17 世纪时只有 21 年，也就是说这二百年里就有 154
年处于战乱。荷兰从 1568 到 1648 年有 80 年，从 1652 到 1713 年有 36
年在打战：145 年里打了 116 年。最终直到革命战争年代欧洲人发作了
他们最近的一次亢奋。战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稍加思
索便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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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译：
《战争与资本主义》引言，
（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出版。

如此这般的相关性其实俯拾即是。但是我发现：当有人在说资本主
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时，他们从未想到资本主义对人类政治所产生的影
响，他们仅仅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
当然宽泛地看，这种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毫不奇怪，意大利各国之
间抑或他们同博斯普鲁斯海峡诸国之间的战争，同样还有其后在 16、
17 与 18 世纪期间的战争，其中大部分都有“资本主义的”利益在驱动。
无疑，这些都是争夺粮仓的战争。
法国人在 1556~1559 年失去的，荷兰人则在其“解放战争”
（1568~1648 年）中收获：冲破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位，剥夺了西
班牙的世界贸易王冠，资本主义的中心在向荷兰转移。然而，此
次转移立足未稳，荷兰马上又遇上了馋涎欲滴的邻邦，他们个个
都在虎视眈眈；克伦威尔展开了对荷兰的战斗：1651 年的《航海
条例》，2 1652 到 1654 年的贸易战争。法国与瑞典从 1672 到 1678
年期间同英国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崛起的荷兰。其后，法国一度
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在一段时间里，法国似乎要将西班牙的
殖民地合并。但是很快又出现了觊觎者：德意志、荷兰、英国
1688~1697 年结盟向处于强劲上升期的法国开战，在 1701~1714
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荷兰与英国成功地攫获西班牙的
殖民地。最终的角逐发生在剩下来的两强即法国与英国之间
（1756~1763 年）。英国成为战胜国，从这一次争斗之中脱颖而
出并由此确立了世界贸易的主宰地位。
确实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如同世界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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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 年通过的《航海条例》
，是英国主要在 17~18 世纪生效的、规定英国船只从事航运

的法律，旨在对付最大的贸易劲敌荷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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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从任何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发现经济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此时此刻不能再将这样的“唯物主义史观”作为我们唯一的
指南。唯物主义史观已经发挥过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迈出一
步。在一个犹如人生的时间长度中我们曾经从“历史的观察”这一方法
论中受益，今天告别这种史观，此刻的心情如同辞退一位年迈而忠诚的
仆人一样，这样做并非因为他毫无用处，而仅仅是因为他已经年迈而力
所不逮。对此我们将继续心怀尊重之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并非将“唯
物主义史观”视为“错误”从而放弃，与任何一种成为大一统史观的方
法论相比，它并不更错也并非更为正确。与这一史观告别，更重要的是
因为它已变成枯树老藤。这一理论已经变得贫瘠：以往能够发现黄金的
矿脉如今已经枯竭。确实如此，不久前借助这一理论在历史表述上能够
有所裨益，而今却一无所获。尤其从它成为某一政党纲领的组成部分之
后，就只能用来吓唬孩童了。
因此我们必须将“战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桎梏之中解放出来。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一问题转换一个角度，即并非去
探究：战争在何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而是去研究：资本主义是
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并且为何影响着战争。
就我所知，至今还根本无人以这种严谨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已
经有很多人试图阐述战争对“经济生活”的作用。然而这样的研究太不
严谨：倘若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聚焦在一个十分确定的经济制度上，那我
们无疑是在盲人摸象。“历史学家”！
战争究竟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倘若我们以一种并不严谨的
方式提问，回答是：对“经济生活”而言，首当其冲同时也是最为重要，
而且似乎也是唯一的影响是摧毁。看上去这一点和所有的战争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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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作为摧毁者：如果试图描述战争对物质文明影响的话，浮现在
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一幅情景。“战争阴魂在四处游荡。”城市遭到洗劫。
乡村与农田一片荒芜。座座房屋付之一炬。牲畜四处逃窜。种苗荡然无
存。幸存的人们在忍饥挨饿。
尤其是在德意志土地上经历过 30 年战争的人，有谁不识这番情景！
罗伯特·赫尼格【1】不久之前再一次唤醒了我们的记忆。如此景象 16
与 17 世纪期间又在许多国家重演。其中法国遭受的战争重创最甚。
“遍地是废墟；牲畜大多毙命，已经无法种地，大片土地荒芜，”
威尼斯公使卡瓦利 1574 年如此写道。“村镇看上去犹如无人居住的沙
漠，”1595 年一份报告声称，后果是“农田里几乎悄无声息”。
“众所周知，”一批知名人士 1597 年到达巴黎时这样说道，“战
前这里生产的羊毛围巾是现在的四倍。布里这个地方即为明证，当年有
八百家织巾厂，现在只剩下四家。”
即便是最冷静的人士对此也难以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
在正常和安宁的年景，人们都在做好准备，以应对不那么极
端的变故；然而，30 年以来我们身处的动乱，是任何法国人，无
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大家随时都在面临着命运的逆转。（蒙田）
如此这般无休止的战争留下最令人发指的后果当属：退役兵士连同
那些穷困潦倒的上流人士一起卷入劫掠。盗贼四处出没，无论城市还是
乡村都在遭殃。直到最后连普通的居民也变得狂野起来，他们不复原先
的理智与诚实，是灾难、血腥的图景和战争将他们变得狡黠与野蛮。这
也是卡瓦利的报告告诉我们的。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一类的描述归之为夸张。我们知道，当年
的记录在谈及战争的灾难时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人们不免掺杂着某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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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并故作一些惊人之言。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兵痞还是给城乡居民造
成了损害。
我们掌握了一些甚至是具体的数据，这是一个地区经历了一场长期
战争后其国民经济所受到的损失，据我所知这是最早存在的此类数据，
发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皮埃蒙特。3 有关损失统计如下：【2】
火灾
占用牲畜
征用家具与给养
（不含牧草）
毁坏果木

敌方所致
盟军所致
敌方
盟军
敌方
盟军
敌方
盟军

向敌方赔偿
总计

4,184,608 里拉
691,826 里拉
1,492,032 里拉
325,412 里拉
16,322,235 里拉
4,985,637 里拉
3,810,882 里拉
2,335,690 里拉
3,177,093 里拉
37,325,415 里拉

当时皮埃蒙特人口为 120 万人！
然而战争的破坏对经济的影响显然并未持续长久。倘若将德意志国
家的经济衰败及其长期的落后归咎于 30 年战争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
并不符合事实。16 世纪与 17 世纪期间法国经历了比 30 年更长的战争，
到了 17 世纪末却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贸易与工业强国。
但是战争所摧毁的远远不止乡村与种苗。与那些凄惨的灾难叙述相
比，战争对经济进程的阻碍更为深远。只有当我们如前所述那样提出问
题，亦即非常准确地问道：战争究竟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何
种影响，只有如此提问，我们才能理解，战争无疑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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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蒙特系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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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争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抑制具有多重层面的意义。
现存的资本主义形象是时常破坏贸易关系，或者导致过高的税收压
力以及沉重的战争负担，抑或造成运输系统的混乱以及国家的破产。我
并不想颠覆资本主义的这种形象，而只试图针对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情
景引用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法国向荷兰的出口：1686 年为 7200 万镑，其中 5200 万镑为工
业制成品；1716 年仅为 30.7 万镑，其中工业品为 233.8 万镑。【3】
1594 年时西班牙议会抱怨，每一千杜卡特4 的资本需交纳三
百杜卡特的捐税，三年内资本就已经耗尽，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
做生意？【4】
荷兰东印度公司尽管生意十分红火（1776~1777 年盈利增长
50％，1778~1779 年增长 55％），但 1697~1779 年间亏损达
41,275,419 盾印度轻货币（折合荷兰重货币为 33,020,335 盾）。如
此的亏损源自于在敌国的巨大开销。“倘若只是去做生意的话，
当时就根本不会出现亏损。但公司如同一个王国，管理层的耗费
吞噬了所有的盈利。即便如此欲壑仍难以填补，‘君主花钱，商
人必须买单’”。【5】
比林古乔5 16 世纪初在皮亚韦河上游的奥伦佐开设了一座铜
银矿场，其后迅速发迹。而接下来的命运他这样告诉我们：“原
本我们可以从中获利颇丰，但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与威尼斯执政
团之间的一场战争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场战争使得弗利奥和加
米亚之间的地区荒无人烟，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矿区的运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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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卡特系 14 到 19 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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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古乔（1480~约 1539 年）
，意大利冶金家和武器制造家。主要以所著《火法技艺》一

书而闻名。—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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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了所有的设备。因为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司最终不
得不解散……”【6】
法国东印度公司（1664~1719 年）因为动荡不安倒闭，而这
样的动荡不安正是路易十四同海上国家在海洋与海岸大战所致：
该公司存在的 55 年间海上战争即延续了 27 年之久。【7】
1575 年菲利普二世治下的国家破产导致了无数房屋被毁，遍
及塞维利亚、罗马、威尼斯、米兰、里昂、鲁昂、安德卫普、奥
格斯堡等地。遭劫最为严重的是热那亚。“这场变故使得信贷业
整体瘫痪”，安特卫普方面向富格尔家族如此报告。“这两次破
产”，托马斯·米勒在塞维利亚是这样写的，“犹如一道禁令，
造成如此之多的损失；原本正常运行的对（西）印度的商业因此
毁之一旦。”经此劫难，西班牙的国民经济变成一片废墟。【8】
而我思考更多的是战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扼制效应，这点更为重
要，战争扼杀了资本主义生长的萌芽。这样的萌芽孕育在可以变成资本
的财产之中，从中世纪的早期开始它们不断地从各个地方成千上万地涌
现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战争无数次地阻遏了财产转变成为资本，而将
之据为己用。谁若是周游过世界，便会从早期时代中发现这样的事实，
即私人财产并不会从工商业中受益，而是放进国家的保险箱里，其结果
大多投之于战争：公共信贷向债主们允诺不费气力的可观盈利，起先抽
吸了大型的财产，继而抽吸中小型的财产，从而阻碍了资本的积累。
这样的进程不断地遭到所有那些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的抱怨，特别
是到 18 世纪。
在英国：
当然，每个明智之人都会将钱从商业中撤出，转而投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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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可图的市场 — 国债。在威廉三世时期（1689~1702 年），
政府借贷的利率至少是 20％或 30％。这些借贷给政府的钱几年内
就能还本，然后再被借贷给政府用于购买新的国债。这类借贷的
获利是如此丰厚，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最初还算适度的借贷总量，
在 60 年间甚至一度攀升至八千万镑。
这些国债占用了所有权人或其他人本应用于商业的现金……【9】
在法国：
这些本应用来支持工商业发展的资金，永远地消失在王室的
金库之中。王室的金库吞噬了所有可以攫获的资金……
它们（资本家的钱袋）在集聚财富，制定法规，将每一位竞
争者推向深渊，它们并不关心什么农业、工业和商业。它们只是
热衷于投机。这样当然就会造成损害。
我经过的每一户农家，没有一家不在唉声叹气；我告诉自己，
王国各地都在搜刮钱财，那些经过长期艰辛劳动积聚的金钱，就
这样进入了国王的金库里。【10】
在荷兰：
人们在无休无止地埋怨，没有人愿意将钱投在商业、制造业与农
业，大家都想悠闲舒适地富裕起来，因此将钱投到国外。【11】
历史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观察千真万确。中世纪以来，自从城市和
王侯们开展借贷以后，所有的人都将积蓄首先存放在王侯与城市那里，
这已经是约定俗成。只要债务还是由个人来承担的话，富人们就会把钱
送到国王那里（当然他们的钱其实部分地也是来自他人的存款，维拉尼
谈到金钱时曾经这样说过，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就是如此这般地将钱借
贷给英国国王的）。在出现了债务尤其是非个人的债务时，凡夫小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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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碎积蓄也会流向公共账户。
1353 年和 1398 年威尼斯出售了不少房屋，就是用来填补国家债务
的窟窿。【12】
一位同时代的人士描绘了国王亨利二世 1555 年集资大聚会的盛
况：“天哪，对畸高利息的贪欲刺激着大家：人人都在奔跑，竞相将钱
放进集资大聚会，连那些仆人们都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女人卖掉了首
饰，鳏寡男女投入了养老本钱，全都是为了跻身于集资大聚会，一句话，
人们都唯恐错过这场盛宴”。【13】
诸如此类从资本积累（首先说明，这是直接集资！）中攫获的钱款
究竟多少，为了让诸位对巨额数字有个概念，容我禀报从中世纪直到
19 世纪初重要的国家与城市国家搜括的债务总额。
下述情况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1.意大利城市：
热那亚自 1257 年以来开始计算债务。1322 年热那亚国债总额
为 831,496 里拉，利息为 8~12％。1354 年合并清理后的债务上升
到 2962149 里拉，1378~1381 年因为向威尼斯开战前后十次发行
强制性国债，每次平均为十万弗罗林，利息为 8％，其结果是到
14 世纪末债务总额比上述的 290 万还要高出 250 万里拉。1470 年
热那亚的国债为 1200 万里拉，1597 年是 4377 万里拉。【14】
佛罗伦萨 1380 年国债为一百万金弗罗林，1427 年为三百万金
弗罗林。1430 年到 1433 年 70 个家庭从其账户总共支付了 487.5
万弗罗林。【15】
威尼斯总督莫塞尼戈在其生前偿还了四百万盾的债务，死后
（1423 年）还留下了六百万盾的债务。1520 年韦其奥山的资产达
8,675,613 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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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
1595 年【17】
1698 年【18】
1715 年【19】
1721 年【20】
1764 年【20】
1789 年【20】
1800 年【21】
1814 年【21】

296,620,252 里弗赫
2,352,755,000 里弗赫
3,460,000,000 里弗赫
1,700,733,294 里弗赫
2,157,116,651 里弗赫
4,467,478,000 里弗赫
40,216,000 里弗赫
63,307,637 里弗赫

抵押
抵押

3.荷兰：
1660 年【22】
1698 年【18】

1.4 亿盾
2,500 万英镑

4.英国【23】：
1603 年
1658 年
1701 年
1714 年
1727 年
1739 年
1748 年
1755 年
1762 年
1775 年
1784 年
1793 年
1816 年

400,000 英镑
2,474,290 英镑
16,394,702 英镑
54,145,363 英镑
52,092,235 英镑
46,954,623 英镑
78,293,313 英镑
74,571,840 英镑
146,682,844 英镑
135,943,051 英镑
257,213,043 英镑
261,735,059 英镑
885,186,323 英镑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 英法七年战争
} 美国独立战争
} 拿破仑战争

5.欧洲：
1714 年【24】

3 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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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上面这些数字表明资本主义遭受巨大与沉重的损失。
但是！没有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战争不仅破坏了资本
主义进程，战争不仅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战争还同样促进了资本主
义，是的，有了战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得以向前发展，这是因为所有形
态的资本主义所必备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我首先想到的
是 16 与 18 世纪期间在欧洲出现的国家生成情景，正是如此这般的国家
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有发展创造了前提。无需举证即可明暸，
现代国家就是武器的产物。无论是其外部形态、权限的界定还是内部的
构造都是如此。国家的管理、财政直接服从现代战争的任务之需要：在
这些世纪里，国家主义、财政税收、军国主义同样如此，从未变过。尤
其是殖民地就是经过千百次血腥战斗夺取与守卫的结果，这是众人皆知
的事实：从意大利在黎凡特的殖民地开始直到大英殖民帝国，后者就是
依仗着刀剑一步一步地从其他民族那里掳掠而来。
殖民地就是在同当地土著居民的战斗中，在同嫉妒眼红、虎
视眈眈的欧洲国家的相互争斗中占领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凭借一
些外交手腕，诸如通过贸易令某一国家获利等；我们所熟知的为
数甚多的条约，这些都是同当地王侯签订的，正是这些条约让欧
洲国家获得了形形色色的特权。尤其是在黎凡特殖民地往往就签
订了这样的条约，那里居住的是半开化与已开化的居民。亚洲与
美洲地区也有类似情形。法国人则将这种条约称之为“圣旨”（例
如 1692 年的圣旨即是德朗德为法国 J. O.公司在莫卧儿治下的金德
纳格尔所争得），其中约定：公司向莫卧儿6 支付四万金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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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又译蒙兀儿，系 16~18 世纪中期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穆斯林王朝。金德纳格

尔是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国东南部的城市，为加尔各答城市联合体的一部分。—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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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万，以后每年支付五千；法国人获得在孟加拉国、奥里萨与
比哈尔诸邦自由经商的权利；其特权与惯例等同于荷兰人，他们
支付海关关税的 3.5％。
然而，条约尽管好看，实践却并非如此。若要当地土著居民
按照条约行事，前提是在签约国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当地的君主能
够获得足够的尊重。而此时此刻总会闪现出虎视眈眈的欧洲对手
的身影，他们随时准备利用手中的刀剑来争夺其位。
正因为如此，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殖民史就是一部永恒的
战争史。【25】而那些最易防御的国家往往会拿到优惠的条约：“在
这样的战斗中，威尼斯共和国基本上将自己的营地局限在内格勒
庞特城里，因为该城易守难攻。正因为如此，1277 年在同米凯
尔·帕里奥罗古斯续约两年时，该城就获得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海德）16 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的做法也如出一辙：通过战争扩张
势力时宗旨总是：“必须派遣王家舰船，不惜投入火炮与弹药，
只有这样才能震慑高傲的荷兰人……挑动英国人与荷兰人开战，
支持弱小的一方……成立印度公司就是让国王能够成为印度的统
治者。”1668 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经理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26】
我们知道，17 世纪以来，国家主权，尤其是战争手段，通常
是交由享有特权的商业公司来行使，后者则顺其自然地将夺取殖
民地视为己任。如此一来，这些公司之间争夺（这里系指欧洲以
外的）粮仓的战斗司空见惯。显而易见，在这些争夺之中国家的
实力强弱最终成为决定性因素，同时获胜者绝非是爱好和平的买
卖人而是精明能干的商人和野蛮残忍的海上枭雄。
“由此人们认识到，执掌印度公司的人必须具备与一个精明
商人不同的素质：这是一种复合型的岗位，什么都要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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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敏锐的 F. 马丁发回国内的报告如此说。【27】这其实适用于所
有国家：在战争中最终获胜的是最凶残、最冷酷、使用战争手段
最为熟练的一方。
非洲贸易公司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且特别鲜明的例
子，它讲述了获取殖民地的来龙去脉：
非洲起先被葡萄牙人占领。除此之外英国人也已涉足：伊丽
莎白女王授予一家公司特许权。英国人随即在黄金海岸建造了第
一座要塞，斯图亚特王室时代又挺进到冈比亚河。1621 年荷兰西
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拥有的权利是将非洲西海岸与美洲东海岸
的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并且独家享有在这一地区经商的权利。由
于葡萄牙人先前已经占领了这一重要地域，冲突势在难免，而且
很快就发生了：1637 年荷兰人首次夺取了葡萄牙在非洲的要塞，
不久又占领了 1641 年条约所允诺的其他所有的地区。然而，英国
人还在，荷兰人又向他们重申其独家经商的要求。为此，荷兰人
派出两艘军舰沿着海岸长期巡弋，就是为了对付英国商船。【28】
于是，形势便十分明朗：
1.英国的个体商人无法对付荷兰西印度公司的集结实力；
2.人们不太会将签约国达成的协议当作一回事（东印度公司的
教训！）；
3.对付荷兰西印度公司这样的对手只有一种办法：即同样将英
国商人集结到一家公司并赋予其一切必要的权限与特许。
1662 年成立的“英国皇家非洲贸易公司”即是基于上述考虑
的结果。
经过如此安排，两家公司之间的战斗就拉开了帷幕：英国人
开始建造要塞，并且装备了战船，等等。至于花费了多少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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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的数字：为建造与维护要塞，公司 1672~1678 年间支出
39 万英镑，1678~1712 年间支出 20.6 万英镑，1712~1729 年间支
出 25.5 万英镑，57 年里总共花费 85.1 万英镑！然而，英国人在其
占领期间就此再也没有受到干扰。这是波斯特尔思韦特根据当年
可靠的消息来源撰写的报告，接下来他补充道：【29】“过去的 250
年里，这成为所有此类国家的一贯政策……在发现了陌生的国家
之后，……会修建和加固要塞和堡垒；凭借对于这些要塞和堡垒
的所有权，主张其对整个王国和广阔土地的权利，并排斥其他所
有国家与这些地方开展贸易往来”。
回顾一下殖民地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作用：打造了样式，塑
造了观念，积聚了财产，形成了市场，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战争的功绩：
夺取殖民地，据此可以使之成为资本主义事业的缔造者。战争的双重面
目：此处在破坏，彼处则在建设。
看来我无需再写一本书对此加以阐述，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
都会熟知这样的事实。我耿耿于怀的则是要证明，战争更多地是直接参
与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建设过程。之所以说参与，因为战争创建了现代军
队，现代军队则满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条件系指：
财产的生成、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尤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以下的研究旨
在揭示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我首先关注的是现代
军队的产生，并将重点指出现代军队如何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的发展，即 1. 财产的集聚，2. 观念的塑造，3.（主要是！）
市场的形成。
本书的论述所跨越的时代从现代军队的产生直到大约 18 世纪末
期。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找到
了自己的目标与方向，此乃资本主义的成熟期。我所指称的军国主义的
14

巨大作用，只是就早期资本主义这一时代而言。此后就有成千个其他因
素渗入进来，以后经济发展的进程将会受到成千上万种其他动力的影
响，这样的影响如果不是比军事上的影响更大也一定会同样强烈。军事
上的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昌盛期开始之前的这一时代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但恰恰是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
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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