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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刘小枫 

 

人类对作为地理概念的“世界”的理解，曾经长期受到历史限制。

我国古人把中国视为“天下”，受到如今好些知识人嘲笑。其实，中世

纪以前的欧洲学人何尝不是要么把地中海地域视为“天下”，要么把耶

路撒冷视为地球的中心 — 毕竟，所谓 World 的原义本是“生活的舞

台”。1 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年）说过，哥伦布

时代的西方航海家不断发现新的陆地以来，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才开始

逐渐明确。我们不应该苛责自己的古人搞错了舆地的实际范围，倒是应

该反省自己对新的“世界”概念的认识是否成熟。哥伦布纪元的地理发

                                                              
1 参见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西方学人的陆地认识的变迁，参见 Paolo Rossi：The Dark Abyss of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from Hooke to Vico（意大利文版Milano，1979），trans. Lydia 

G. Cochran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第 3~120页。 



  2

现过程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历史，2 麦金德说，这一过程带有一个重要

特征：紧随探险家或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脚步而来的是西欧国家对地理

新发现的“政治占有”。不过，到 1900年的时候，这个哥伦布纪元就

结束了：世界地理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

地”。3 倘若如此，世界地理的新概念对于西方人以及曾把中国视为“天

下”的中国知识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杜尔哥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随着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开始逐渐明晰，世界的历史地理学也开始

萌生 — 据说，普鲁士王国的学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分别发展出注重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世界历史地理学：自然的历史地理学关注地表的体质

变化，人文的历史地理学则关注地表上人类定居带（Ecumene）的历史

变迁。4 其实，这个关于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说未必妥当，它把这门

学问的诞生推迟了足足近半个世纪，还用后来才有的学科专业分化抹去

了这门学问诞生之时所具有的政治史学品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

（1748 年）中阐述现代的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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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对世界地理的历史把握，离不了对国家或政制的历史变迁的理解，反之

亦然。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的高材生杜尔哥（Turg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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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61页；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前揭，第 97页以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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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页（以下简称“《枢纽》”，并随文注页码）。 
4 参见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 139~163页；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李亦鸣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1，第 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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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1781）雄心勃勃，20出头就打算写三部专著，依次论述“普遍历

史”、“政治地理”和“政府统治”。23岁那年（1750年），他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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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随后转而致力研究政治经济学长达十年，34

岁那年又被王室委任为地方行政长官，一干又是 13年，杜尔哥的写作

计划最终一本也没有实现。路易十六即位（1774 年）后，杜尔哥因做

地方官政绩显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数月后又调任位高权重的财政大

臣，成了法兰西王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操盘手。6 可以设想，杜尔哥热切

投身于法兰西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他早年关于世界地理的历史思考

不无关系。毕竟，他在 1750年就已经预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迟早会

闹独立。7 

杜尔哥去世之后，他的“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手稿以《政

治地理学》为题被收入《杜尔哥文集》，这份纲要当之无愧堪称现代世

界历史地理学的诞生标志 — 尽管地理学史家们迄今仍然没有对这份

历史文献给与应有的关注。8 杜尔哥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

                                                              
5 政治地理学思想史家通常把“政治地理学”这个术语的发明权归于 19 世纪的德国地理

学家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和瑞典政治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

1864~1922），参见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

出版社 2003年，第 14页。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杜尔哥已经发明了这个术语。关于契

伦，参见Ola Tunander：“Swedish-German Geo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 Rudolf Kjellén’s

‘The State as a Living Organism’”，刊于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2001。 
6 杜尔哥生平参见W. Walker Stephens：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urgot: Comptroller General 

Of France 1774~1776，1895 / 2006（Kessinger影印重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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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aire / Dussard编：Oeuvres de Turgot，Paris，1844，vol. 2，第 611~626页（以下随文注

页码）。杜尔哥的“政治地理学”构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位置，参见沃格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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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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颇富思想锐气的纲要中可以看到，杜

尔哥不仅要基于“自然地理学”来考察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民如何分

布，尤其要考察不同居住带“国家的形成”和政体划分，以便探究对形

成大政治单位来讲，哪些地理因素有利哪些不利 — 从而可以看到，世

界历史地理学在诞生之时并没有让地理学的自然方面和人文方面各立

门户，而是以“政治”元素来统摄世界范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杜

尔哥提出要“历史地思考”政治地理问题，他的地理学从属于他的进步

论普遍历史哲学 — 纲要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普遍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问

题（《杜尔哥文集》第 613页）。在纲要的主体部分，杜尔哥以描述七

幅“世界政治地图”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人类文明进步观（《杜尔哥文集》

第 614~625页）。这七幅历史地图有如上帝创造世界的七日，“以模仿

自然这唯一可行的方式来取代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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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程。事实上，迄今好些世界历

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制的。9 

 

二、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法国与英国数百年来一直相互争雄，杜尔哥的经济改革方案夭折之

后，英法两国因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两败俱伤，国库空虚。英国

很快恢复财政能力，法国财政却始终没有起色，最终引发国内动乱，启

                                                                                                                                                                                       

与人的启示》前揭，第 130~136页。 
9 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前揭，第 34~39页；吴于廑主编：《大

学世界历史地图》，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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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运动的铺垫则使得动乱很快变成了宪政革命。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

大陆上的国家陷入新一轮国际冲突，英国趁机进一步扩大世界地理新轮

廓所提供的“政治占领”目标，成了世界性帝国。10 因此，接下来给

世界政治地理学打上历史烙印的是英国学人。1904 年，麦金德在英国

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堪称世界历史政治

地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不仅扭转了杜尔哥的进步论历史哲

学的世界政治地理学的关注方向，而且塑造了这门学问在整个 20世纪

的基本关注格局。11 麦金德在报告中首先宣称，地理学如今“第一次

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比例，并且可以寻

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因此，地理学不

应该仅仅“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

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枢纽》第 50

页）。与杜尔哥一样，对麦金德来说，地理学不仅没有自然地理与人文

地理的区分，而且应该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但是，与杜尔哥不同，麦金

德首先关心的不是启蒙哲学式的世界地理的历史变迁，而是担心英国丧

失其世界帝国权力。12 

麦金德赞同这样的观点：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

上是世界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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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麦金德强调，必须把欧洲文明看作

“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枢纽》第 51~52页）。麦金
                                                              
10 参见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

出版社 2013年，第 503~533页。 
11 2004年，《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百年之际，《地理学刊》重刊这篇文章以示纪念，见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2004。 
12 参见帕克（Geoffrey Parker）：《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第 29页；亦参William Henry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Oxford，1982，第 5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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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指着当时的牛津版“历史地图集”向听众阐述了他的具有世界史视野

的政治地理观：16 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

争史仅在地球上的欧亚非大陆 — 他称之为“世界岛”（World-Island）

— 的两个地理区域之间展开，哥伦布纪元之后，争夺的空间才扩展为

三个区域。欧亚大陆的北面是极为寒冷的冰带，其他三面则被三大海洋

包围。16 世纪之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欧亚大陆被海洋包

围的东、南、西面的“边缘地带”，其形有如一个巨大的“新月”— 因

此被命名为“新月形地带”。欧亚大陆的“腹地”（heart-land，又译“心

脏地带”）即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极为广阔，人口却十分稀少。

这里“整个来说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便通常并不丰美

的牧场”，“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里有不少哺

育绿洲的河流，却没有一条河流注入海洋（《枢纽》第 60、62页）。

反过来说，大陆沿海民族也没可能驾船沿河道深入这块“腹地”去实施

政治占领。13 

“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受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雨

水滋润，内陆河流大多通向海洋 — 麦金德把这个地带划分为四个区

域：欧洲次大陆、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如我们所知，人类

的古典文明就诞生在麦金德所刻画的这个“新月形地带”— 他称之为

世界历史的“河流文明阶段”。但是，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四大区域中，

唯有欧洲发展出与其他三个区域的河流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阶段”。 

大陆腹地与新月形地带的地理区分，相当于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

活方式的区分。按照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呈现为从狩

猎状态、游牧状态演进到农耕状态再进到商业状态的进程。麦金德却不

这样看，或者说，他并不首先从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来看人类历史。在

                                                              
13 参见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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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史表明，“所有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

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展势力，俄罗斯、波斯、印度和

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枢纽》第 61页）。欧

洲区域更惨，除了面临从东方腹地来的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还面

临从海上三个方面来的海盗的威胁（《枢纽》第 58页）。沿海民族拥

有的“海洋上的机动性”固然“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

天然敌手”，然而，哥伦布一代伟大的航海家们所引发的变革，才“赋

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欧洲民族通过航行

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连接起来，直接“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才

得以解除其“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枢纽》第 64页）。 

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中，我们看到的是简洁明了的两阶段

论：“海上强国”优势取代“陆上强国”优势。14 所谓“陆上强国”

指的是陆上民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海上强国”则指沿海民

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由于西欧沿海地区的民族学会了利用

“海洋上的机动性”，哥伦布纪元产生的政治地理的历史效果是，欧洲

与亚洲或者边缘地带与大陆腹地的古典地理关系发生了具有世界史意

义的颠倒：“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

了 30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

强国”（《枢纽》第 65页）。这一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当西欧的

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

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变成属地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新月形地带 — 

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这个地带由欧亚大陆

沿海周边的岛国或半岛国地区（包括英国、南部非洲、澳大利西亚、日

                                                              
14“海上强国”的原文是 Sea-power，坊间习惯译作“海权”，容易产生误导，译作“制

海权”则是误译。Land-power亦有“陆权”译法，未见“制陆权”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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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乃至北美和南美洲）构成，其他新月形地区则变成了“内新月形地带”

（Inner Crescent）— 比如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枢

纽》第 68~69页）。英国和日本原来都属于边缘地带，现在，两者都脱

离原来的地理归属，成为“外新月形地带”的两个尖角。更值得注意的

是，除日本之外，“外新月形地带”大多是西欧民族国家在哥伦布纪元

通过“政治占领”获得的土地。凭靠这些土地（而非凭靠海洋本身），

西欧民族不仅得以解除欧亚大陆腹地所处“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也

让靠骑马和骆驼具有“陆上机动性”的草原民族望洋兴叹。从而，所谓

Sea Power指的是西欧沿海国家凭靠这些已经确认“政治所有权”的土

地而具有世界政治优势。显然，欧亚大陆的其他民族不可能靠“向西方

学习”来获得所谓“海权”，毕竟，世界地理已经“没有留下一块需要

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三、“海上强国”的政治地理学前提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史观听起来像是在呼应马汉（1840~1914 年）

名噪一时的“海上强国论”— 其实不然。麦金德并不相信，像英国这

样的国家成为海上强国等于一劳永逸地取得了克制大陆强国的地理优

势。15 相反，麦金德强调，哥伦布纪元在 19世纪已经结束，大陆腹地

对新月形地带的威胁并没有消失，“俄国取代蒙古帝国”，“取代草原

人向外出击”。蒸气机舰船的出现和苏伊士运河在 1869年通航固然增

强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陆上强国也通过蒸汽机车和铁路获得了现代

化的机动性（《枢纽》第 66~67页）。可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背

后有一种政治史观，从而比马汉的“海上强国论”具有的世界史视野更
                                                              
15 比较马汉关于“海上强国的构成要素”的观点，见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李少

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3年，第 1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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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广。对麦金德来说，即便出现了海上强国，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带的

原始冲突仍然存在，英国这样的海上强国并不能靠外新月形地带让自己

置身大陆冲突之外。 

第一次大战结束之际，麦金德发表了专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

建的政治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 1904年演讲的基本观点

作了全面扩展。16 1904 年演讲的重点是“大陆腹地”对世界历史的影

响，并强调其重要性没有因“海上强国”的出现而消失 —《重建》进

一步拓展这种“大陆腹地”威胁论。英国凭靠其海军力量“建立了以殖

民地、种植园、补给站和保护国组成的海外帝国”，显得非常显赫 — 麦

金德却告诫不能“忽视历史上的警告”（《重建》第 61、66页）。事

实上，麦金德的这部著作使得马汉的论著显得过时，直到今天，麦金德

的“大陆腹地”威胁论对海上强国来说仍然是警世恒言。17  

《重建》力图展示的是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关系决定了世界

史的基本格局。麦金德指出，自人类有记载的五、六千年历史以来，地

理的自然面貌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但人类历史的每个世纪都“拥有属

于自己的地理远景”— 地理的政治面貌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

（《重建》第 36页）。海上强国胜过陆上强国或者说海洋的重要性，

仅仅是哥伦布纪元以后的历史景观。 

在“海上人的观点”一章中，麦金德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 — 麦金

                                                              
16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年（以下简称“《重建》”，并随文注页码），译文凡有改动，依据 1942年New York版。 
17 麦金德预见到，航空时代的来临会增强陆上强国的控制能力，参见《重建》，第 65页。

因此，即便是空军占优势的时代乃至如今所谓“天体政治”（astropolitical）时代，麦金德

的基本理论仍然没有过时，参见 Benjamin S. Lambeth 的“Air Power, Space Power and 

Geography”和 Everett C. Dolman 的“Geography in the Space Age: An Astropolitical 

Analysis”，收入Colin S. Gray / Geoffrey Sloan编：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Routledge / New York，1999~2013，第 63~82、83~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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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称之为“河上强国”— 讲起，依次讨论了掌控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

掌控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文明，然后引出哥伦布纪元之后掌控大西洋和印

度洋的英国文明。对麦金德来说，英国是现代先进文明的代表。18 乍

看起来，这一章似乎为海上强国的地理条件提供了一个世界史概观，实

际上，麦金德的关键论点是：“海上强国的基地”始终是陆地 —“海

上的人力必须靠陆上某处的富源来供养”，否则就没有能力“控制海洋”

（《重建》第 41页，亦参第 43页）。毕竟，人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

从而，所谓“海上强国”的实质含义是：本来身处沿海弱势地理位置的

民族通过海洋通道对别处的土地获得了“政治所有权”，而非仅仅是控

制了海洋。 

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都既背靠陆地又临海，那里的民族

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充分利用和发展“海洋上的机动性”成为海上

强国？麦金德的 1904年演讲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欧洲的定居民族所

受到的威胁除了大陆腹地来的游牧民族，还有“从海上来的海盗”—“驾

着船只的维京人”（《枢纽》第 58页，比较《重建》第 94页）。西欧

民族的海上机动性其实是海盗教的，而非古希腊人教的。既然如此，我

们就不能说海洋文明也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重建》所勾勒的世界

史的古典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崛起，

凭靠的不是东地中海，而是伯罗奔半岛。希腊人能够抵御波斯人的侵吞，

不是因为马拉松海战的胜利，而是因为挫败了薛西斯在达达尼尔海峡用

船搭成一座桥绕道北方进犯半岛。因此，伯罗奔半岛堪称希腊人掌控爱

琴海的“大本营”（《重建》第 41页）。然而，古希腊城邦最终没有

能摆脱被陆上强国覆灭的命运，因为马其顿王国拥有更为深广的陆地纵

                                                              
18 参见麦金德在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前出版的《现代英国：文明研究导论》，H. J. 

Mackinder：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London，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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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从而能将东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同样，罗马凭靠拉丁半岛

一步步获得政治优势，经过第三次布匿战争夺取迦太基，进而将西地中

海变成自己的“内海”（《重建》第 43~46页）。即便英国崛起为海上

强国，首先凭靠的也是自己“物产丰富、有安全保障的本土基地”— 英

格兰平原。麦金德充满感情地说，英国不应该仅仅感谢上帝给了它英吉

利海峡： 
 

在 1918年这关键性的年头，我远望英格兰平原上一片丰硕的庄

稼，我以为，作为以航海为业的人民，对于我们物产丰饶的土地的

感恩，应当不下于对海峡的感恩。（《重建》第 58页） 
 

按照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逻辑，沿海民族要获得政治优势，只能跳

出自然地理的限制，在别处获得自己掌控的土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战

略纵深。直到 16世纪，靠远渡重洋对发现的新大陆实施“政治占有”，

才让总是受大陆腹地民族挤压的西欧半岛沿海民族摆脱困境。说到底，

所谓 Sea Power指的不是“制海权”，而是脱离自己的自然地理限制获

得新的土地 — 在麦金德的历史地理视野中，美洲本来不过是“世界岛”

的“外岛”，被西欧民族“政治占领”后才成为“世界岛”的“外新月

形地带”的一个部分。 

由此来看，施米特后来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中的说法

没有错：所谓海洋文明的真正起源是 16~17世纪的现代西欧海盗。19 现

代“海盗”与古典“海盗”不同，他们属于某个独立王权国家，而且还

发明出一套“国际法”让自己具有法律身份： 
 

参与这场世界历史争斗的勇敢的海盗们大多持有官方的委任

                                                              
19 参见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邹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 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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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肩负着政府的使命。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他们是有法律

身份的海盗，而非没有法律身份的海盗。（《重建》第 87页） 
 

既然如此，对于是否能把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看作人类学意

义上的原始对抗，就值得怀疑。事实上，是否应该把陆地与海洋的对立

“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施米特保持了审慎的

克制。毕竟，“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不再表现为单单为

某个如地中海那样的海盆而争斗”，“这种变革的深度只能在星体的世

界图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也就是说 16世纪以后才能发生”

（《重建》第 78~79页）。 

西欧国家的航海发现开启的绝非仅是人类对陆地的新自然视野，随

之而来的是新的政治视野。《重建》讨论的重点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

带”，即 1904年演讲所说的“地理枢纽”，并进一步扩展了“心脏地

带”所指涉的政治地理范围 — 麦金德在《枢纽》文中曾三次使用“心

脏地带”这个语词，但并不经意。首先，从整个“世界岛”来看，“心

脏地带”有南和北两个：“南心脏地带”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

“北心脏地带”仍然主要是 1904年演讲所指涉的欧亚内陆。麦金德的

地理透视希望表明：“北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有可能沿着“一条广阔

的有草的路”从西伯利亚经波斯、阿拉伯、埃及抵达好望角，从而对西

欧半岛形成包围（《重建》第 75~81页）。 

“海上人的观点”以尼罗河文明为起点讲述世界历史，“陆上人的

观点”以幼发拉底河文明为起点，然后从南北两个“心脏地带”的角度

缕述世界史上的枢纽事件。麦金德给出的地理视角看似不同，其实都以

西欧半岛所承受的来自内陆的压力为基本着眼点。从“陆上”的角度看，

“骑骆驼的人以整个阿拉伯的深广内陆为后盾”，从南向东北、西北和

正西三个方向进犯，骑马的人则以“北心脏地带”的深广内陆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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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向南和向西进犯（《重建》第 88页）。麦金德由此解释了西欧

在“古典历史”时期所遭受的双重压力：阿拉伯帝国甚至进占西班牙，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草原人则沿着一片从腹地向西部边缘地带过渡

的“大低地”向西压迫西欧半岛。相比之下，后一种压力更为持久和致

命。毕竟，阿拉伯人的基地是“没有水草和略有水草的沙漠、草原以及

面积较小的绿洲”，缺乏“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何况与拉丁半岛还

隔着地中海的天然屏障（《重建》第 53、90页）。 

“大低地”是麦金德在《重建》中重新界定“心脏地带”时引申出

来的政治地理概念（《重建》第 73页）。由于这片“接连不断的平原”

从“心脏地带”“一直铺展到[西欧]半岛以东”，腹地民族长期利用这

一地理便利不断进犯西欧半岛。西欧沿海人民猛烈反击来自“心脏地带”

的攻击，由此产生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以及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和罗马

天主教政体的品格。麦金德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草原民族有如一个

“杵”，沿海西欧民族有如被“放在一个臼里”遭受捶打，现代欧洲文

明就是这样被捶打出来的。由于沿“心脏地带”的东面和东南面有这个

地球上“最巍峨广阔的高原”，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得以免遭如此

打击（《重建》第 93~94页）。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历史表明，“大低

地”（其关键地带就是如今的东欧）向来是西欧半岛安全的门户，以至

于谁控制了这片“大低地”，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在 1904年的演讲中，麦金德主要担心俄罗斯的崛起，在《重建》

一书中，19世纪末崛起的德国成了担心的重点（《重建》第 25~31、101

页）。不过，俄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在麦金德看来，日本开放

门户并非仅仅是迫于 1853年美国海军的行动，俄国人出现在库页岛甚

至南下深入北海道，已经把手伸向东亚边缘地带，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

的势力范围：俄国“叩东印度陆上之门”，英国“叩中国海上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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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雄难免迎面相撞（《重建》第 120~121页）。在接下来的“诸帝国互

争雄长”一章中，麦金德着重论析了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 

尤其关注西欧沿海半岛与“心脏地带”之间的“大低地”。德国在这个

地域的崛起，有可能掌控“大低地”进而掌控“心脏地带”，从而比俄

国的威胁更为直接。在整个 19世纪，趁欧陆忙于战争和美国尚未强盛，

“英国的海上力量从中国经过印度到君士坦丁堡”，占据了“心脏地带”

的几乎所有边缘地带。尽管如此，麦金德相信，一旦德国从俄国手中把

“东欧的领导权”抢在手中，西欧半岛就面临灭顶之灾（《重建》第

123~124页）。 

总之，基于海上强国必须背靠大陆这一原理，麦金德相信，作为岛

国的英国本土始终承受着来自欧陆扩张的压力。英国的安全并非取决于

自己在“外新月形地带”通过“政治占有”获得了多少陆地，而在于消

除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扩张威胁。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大陆建

立均衡态势，让其相互制衡。20 世纪的第一次欧洲大战起源于德国企

图从俄国手中夺取对“东欧的领导权”，尽管战争结局是英法俄联手并

在美国支援下克制德国取得胜利，眼光看得很远的麦金德仍然担心，若

德国再度崛起并与俄国联手吞并东欧，对英国来说极为不祥。因此，英

法两个海上强国必须压制“任何企图组织东欧和‘心脏地带’富源的强

国”（《重建》第 124页）。麦金德甚至已经预见到，德国的“意图”

是把欧洲大陆和亚洲的“心脏地带”变成自己的海军基地，“在下一次

战争中用来与英美作战”（《重建》第 109页）。果然，第一次欧洲大

战之后，德国的豪斯霍弗将军（Karl Haushofer，1869~1946）马上从麦

金德的洞识中看到了德国应该做什么：由于面临东面腹地强国（俄罗斯）

和西面海上强国（英法）的两面威胁，德国要摆脱这种“蟒蛇缠身”的

状态，最佳战略是与腹地强国结盟，共同对付海上强国 — 豪斯霍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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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的见识制定了重建大陆秩序的构想，幸好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独裁

者没有采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以理解，尽管豪斯霍弗在纳粹

上台后成了红人，并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自杀，英美学界给他盖棺定论时

的结论是：“很难证明”他的地缘政治“蓝图是希特勒野心之根源”。20 

严格来讲，如果这种证明成立，便意味着希特勒的野心其实最终受到的

是麦金德的启发。毕竟，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观来自麦金德。 

 

四、海上强国与“民主的理想” 

 

不难看到，《重建》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关系的世界史论析具

有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政治史学风格，与 1904年的演讲文颇为一致。

然而，《重建》与《枢纽》的一个重大差异十分醒目：《重建》为“民

主的理想”忧心忡忡，《枢纽》则见不到这种忧心痕迹。 

我们应该注意到，麦金德给自己的这部专著取名为“民主的理想与

现实”— 仅仅看书名，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是一部政治地理学著作。事

实上，迄今人们很难找到第二部以类似书名为题的地理学专著。在题为

“前景”的开篇第一章，麦金德就为自己提出了捍卫“自由理想”的当

下历史使命（《重建》第 15页）。在接下来的第二章，麦金德以法国

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起头，随后就挑明这种理想所

面临的“现实”难题。《重建》的最后两章分别题为“国家的自由”和

“人的自由”，这样一来，讨论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历史对抗性关系

                                                              
20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前揭，第 41页；亦参帕克：《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

想》，前揭，第 81~84 页。豪斯霍弗的政治地理学思想导论，参 Andreas Dorpalen：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New York，1984；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部战场的失败，参见

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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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核心章节就被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夹在了中间：海上强国与陆上强

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 — 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

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重建》

第 17、177页）。 

麦金德对“民主的理想”的理解也带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在他看

来，人类社会必须要有理想，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正如世界历史被分为

陆上强国占优势的古典时期与海上强国占优势的现代时期，人类的“理

想主义”也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古代的理想是禁欲主义（佛教、基督教），

现代的理想则基于“实现自我的愿望”，让“每一个人可以过一种丰富

的和足以自豪的生活”（《重建》第 17~18页）。这样一来，麦金德让

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显得具有了两种文明史观：一方面是修昔底德式的现

实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是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由于这两种史观具有

内在矛盾，麦金德才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所谓“民主

的理想”指启蒙史观的自由主义理想，“现实”则指凭靠修昔底德式的

史观所看到的政治地理现实。在第二章里，麦金德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

陈述了这一内在矛盾的具体内涵。这一章的标题是 Social Momentum[社

会动能]，由于momentum这个语词明显与修昔底德史学的关键概念“运

动”（kinēsis）有关，这个标题便透露了全书的如下基本意图：用“西

方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地理现实来纠正其“民主的理想”。 

在麦金德看来，“民主的理想”有两个基本含义，或者说这一“理

想”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首先，“民主的理想”指的是实

现个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平等”是关键，“自由”和“博

爱”必须基于“平等”才能得以实现。第二，拿破仑战争把启蒙哲学的

这一“民主的理想”带给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各个民族，“自由”和

“平等”也成了国家的理想，即要求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由”。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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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理想”不仅是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民族国家

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民族国家原则”（《重建》第 16、159

页）。毕竟，没有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上个人的自由。 

我们应该记住，所谓“自由”和“平等”的实质含义是：每个人都

有权利追求实现自己的“幸福”，所谓“幸福”的含义是因拥有财富而

生活得富足。延伸到国家层面，“国家的自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

利追求因拥有财富而生活得富足。在这一“民主理想”的引领下，“今

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正在从头做起”，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富足的民

主权利（《重建》第 14页）。麦金德把世界历史的这一普遍趋势称为

“进行中的事业”（the Going Concern），即今天所谓的“现代化”。

显然，麦金德所表述的“民主理想”正是杜尔哥的普遍历史观的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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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不断在走向柔化的道德，即所有人获得“基本的

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权利

化道德进步的推动力：“商业精神”与“平等精神”携手并进。21 麦

金德虽然不知道杜尔哥，但他熟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想（《重建》第

19~21页），并通过与杜尔哥持有相同信念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论获得

了现代文明史观的理想：“文明越高度发展，分工就越细，组织就越复

杂，其结果是，一个伟大的和进步的社会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动能”（《重

建》第 14页）。22 

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来说，要实现“民主的理想”首先得实现政治

                                                              
21 Ronald. L. Meek编∕译：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第 73~75页。 
22  参见 Peter J.Hugill：“Trading states, territorial states, and technology：Mackinder’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ourse on states and polities”，收入Brian Blouet编：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London，2005，第 10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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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等，即谁都有追求因获得财富而活得富足的权利。可是，从自然

地理的角度看，地球表面上的富源并非平等地分配给了世界上处于不同

地理位置的各个民族。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要消除这种自然分配的不

平等压根儿就不可能，因为“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平等这回事”

（《重建》第 13~14页）。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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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欲望。由于自然地理资源并未

平等分配，“平等”的权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冲突（《重建》第

151~154页）。问题来了：战争不可避免 — 世界历史上的战争无不是

“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结果”。麦金德甚至认为，

如果考虑到“陆地和海洋的组合以及富源和天然通道的组合”，那么，

自然地理“事实上有助于诸帝国的成长，并最终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

的成长”（《重建》第 14页）。换言之，世界历史总是呈现为几个“强

国”为控制陆地而争夺，海上强国的出现不过扩大了控制陆地的地理范

围。 

可以看到，麦金德力图把他的“民主理想”与修昔底德式的“务实”

精神切实地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结合不过是用“务实”精神来修理“民

主理想”。他嘲笑“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些迂腐的道学家，他们竟

然认为：强国必须放弃凭靠武力让本国利益凌驾于弱国之上的权利（《重

建》第 147页）。我们不能说麦金德是一个不诚实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 

恰恰相反，麦金德非常诚实。结束《重建》一书时，他径直挑明自己的

基本论点：“尽管从法律上讲，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统

治世界仍然靠的是武力”（《重建》第 179页）。他苦口婆心向“西方

的民主国家”发出呼吁：“让我们摒弃冠冕堂皇之言吧，民主必须考虑

到现实”（《重建》第 180页）。十分清楚，“民主”其实是海上强国

的国家利益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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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一书思考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让作为“外新月形地带”宗主

国的大英帝国继续保持对陆上强国的政治优势。凭靠对“地理现实”的

认识，麦金德认定，德国的威胁比俄国更为迫在眉睫。英国与德国的经

济模式其实都来自亚当·斯密的经济论，两者的差别仅在于“竞争的单

位”（《重建》第 125页）。可是，与侈谈“民主理想”的西方国家不

同，德意志人看重“现实政治”，以谋求维护自己的“强权”为尚（《重

建》第 17页）。麦金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向自己

的潜在敌人学习，必须重视政治现实 — 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虽然身

为海上强国，英国的“基地”绝非是海洋，而是西欧半岛。因此，英国

必须把从好望角经印度伸展到日本的新月形边缘地带变成自己的战略

前沿，让整个“内新月形地带”成为抵挡德国和俄罗斯的战斗堡垒。23 

西方的麦金德专家也承认，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是十足的大英帝国

论。由于这种帝国论与自由民主的理想结合得太紧，只能称之为“自由

民主的帝国论”。的确，麦金德甚至知道，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会把英国

形容为“野兽”，但他说，英国是“一头公正的野兽”（a just beast，

《重建》第 59页）。在今天，甚至我们中的不少知识人也认同麦金德

的如下观点：“诸民族国家[平等]的自由”需要英国（如今是美国）这

样的“强国”来保护。怎样保护呢？麦金德发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时，正值巴黎和会期间，他在书中呼吁，中国的胶州湾和东非绝不能还

给德国。因为，德国当初占领这些地方时颇具战略眼光：德国人企图在

这些殖民地建立进攻海上强国的前进基地，把中国人和黑人用作征服

“世界岛”的补充性“人力”。麦金德宣称，民主的“岛国人民”有“责

任”“保护印度人和中国人免遭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重建》

                                                              
23《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新中译本将书名译作《陆权论》（徐枫译，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5年），从字面上讲是错译，从观点上讲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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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3~154页）— 似乎“西方的民主国家”从来不具有侵略性。麦金

德在书中并没有说：胶州湾是中国领土，理应从德国人手中归还中国。

可见，麦金德心目中想的不是他的“民主理想”，而是地理的政治现实：

应该让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为海上强国阻击“心脏地带”强国的补充性“人

力”。 

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例子，它表明麦金德看重“政治地理现实”远

胜于看重“民主的理想”。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时，正

值日俄战争前夕，当时英国与日本已经结盟（1902 年），力图共同遏

制陆上强国俄国。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麦金德在演讲结束时表示，

虽然他乐意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他仍然担

心，如果日本取得成功，也可能会把海上优势与大陆资源结合起来，让

自己成为东亚边缘的两栖强国，进而夺取欧洲海上强国对东亚和南亚边

缘地带的“政治占有”。显然，对于海上强国来说，这将是难以设想的

可怕威胁（《枢纽》第 70~71页）。麦金德的这一担忧来自他的修昔底

德式的世界史感觉，或者说来自英国的历史经验：英国曾经想要统治法

国，法国也曾经想要统治英国 — 为此，两国打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英

吉利海峡使得双方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企图。但是，英国放弃了成为两

栖强国的企图，却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企图：阻止法国这样的两栖强国

独霸欧洲大陆 — 为此，18世纪的英国不惜多次与法国交战（《重建》

第 113页）。 

我们应该记得，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两个邻国之间的战

争 — 这样的情形在欧洲历史上并不乏见，在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我们应该问的是：麦金德为什么不关心中国的“自由”，竟然乐意

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

的是，1931年日本公然占领中国东北时 — 甚至 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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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入侵时，西方的民主国家无一出面捍卫“民主理想”。在这两个历史

时刻，麦金德也都没有出来捍卫他信奉的“民主理想”，想必是因为他

始终拿不准：日本此举究竟意味着是在推进“外新月形地带”国家的战

略前沿呢，还是在让自己变成东亚边缘地带的两栖强国。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日本后来没有与德国结盟，向美国发动突袭并随之夺取英法美在南

亚的“政治占有”，变更其“政治所有权”的归属，英美这两个海上强

国恐怕会将日本入侵中国大陆视为“自然事实”，继续袖手旁观下去，

甚至乐观其成。 

 

五、政治地理学与国民教育 

 

如今，在美国的大学人文教育乃至普通国民教育中，世界政治的历

史地理知识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美国人并非一开始就有这种国民教育

习惯，而是在 20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养成。在此之前，美

国大学生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当肤浅而陈旧”，普通人甚至分不清菲律

宾到底是群岛还是一种水果的名称，尽管菲律宾早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日本突袭珍珠港后，为了改变国民的世界政治地理知识状况，学者们积

极“利用各种新技术和不同方法出版新一代的注释性地图，以澄清世界

形势和正在展现的全球背景的特性”，各种报刊和各类学术刊物让世界

政治地理“一度变成了全民津津乐道的话题”。24 从此，美国继英国

之后成了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 

美国学界搞政治地理学全民普及教育时，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与

现实》马上成了重要教材在美国再版（1942年）— 麦金德为此写了“再

版小言”。麦金德本来就是从事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高手，无论演讲

                                                              
24 参见帕克：《20世纪的西方政治地理思想》，前揭，第 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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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历史的地理枢纽》还是《重建》一书，都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世界历史知识信手拈来，毫无掉书袋的学究气。事实上，《民主的理想

与现实》就是为了教育国民而写的。麦金德不仅是地理学家，也是政治

活动家，还是民主国家的优秀国民教师（甚至为小学生各年级编写地理

教材）。25 

麦金德非常忧虑的是：由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者们长期灌输“民主理

想”，民主国家的公民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自由”“平等”的理想观

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战略上思考”这回事 — 民主国家的公民眼界

低俗，“不从山顶上观察事物”，以至于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准备”

（《重建》第 31~33页）。麦金德呼吁自己的国民看看德国：在那里，

懂地理知识的绝不仅是少数专家，“广大群众也具有地理知识”—“地

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说是个地理学

家”（《重建》第 29~30页）。我们中国学人只会背诵洪堡和李特尔是

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这样的教科书式的专业教条，麦金德的敏锐目光却

能把洪堡和李特尔的地理学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在麦金德看

来，英国和美国公民缺乏政治地理知识，根本原因是民主理想的“自由”

观念在作祟：“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把国家当作不能不要的坏东西，

万不得已才许可它存在，因为国家限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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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一心

考虑的是“人的种种权利”，却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

凭靠国家及其组织能力（《重建》第 24~25页）。当民主的理想主义者

高喊：“国家啊，国家，你的公权力犯下了多少侵犯个人权利的罪恶” 

— 麦金德说，这人不是个白痴还会是什么呢。麦金德警告自己的国民：
                                                              
25  麦金德作为政治活动家以及政治地理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参见 Gerry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 50~62、16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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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想要“有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

裂的西欧”（《重建》第 113页）。言下之意，英国应该致力于西欧的

团结一致，尽可能让东欧四分五裂。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麦

金德在 1919年的胜利时刻要以《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来展示

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思考。 

1943年，欧亚两个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已经 82岁高龄的麦金德

接受美国《外交事务》学刊邀请，撰写了署名文章《周围世界与赢取和

平》。26 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样，仅从标题来看，你不会知道

这是一篇政治地理学文章。在《重建》中麦金德曾说，尽管“心脏地带”

的边界很难清楚划定，但可以肯定，这个地带任何强国的崛起都会威胁

“世界的自由”（《重建》第 104页）。在《赢取》一文中，年迈的麦

金德首先回顾了自己在 1904年首次提出“心脏地带”威胁论时的个人

思想经历（《赢取》第 202~204页）。随后，依据新的战争状态，麦金

德尝试重新界定“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学含义：“心脏地带”的自然

地理含义基本不变，但其政治地理含义难免会随历史而发生变化。27 

麦金德说，“心脏地带”的范围如今与苏联的疆域相当 — 这与

1919 年的界定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其政治作用：以前，“心脏地带”

                                                              
26 原刊 Foreign Affairs，21（1943），第 595~605页，重刊于 H.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Washington，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 195~205

页。中译（摘译）见麦金德：《图解大国陆权》，何黎萍编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 2014年，第 201~212页（以下简称《赢取》，并随文注页码）。 
27  麦德金对“心脏地带”的三次表述的差异，参见 Geoffrey Sloan 的“Sir Halford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一文的分析，收入Colin S. Gray / Geoffrey 

Sloan编：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前揭，第 15~38页。亦参David Hooson：

“The Heartland – then and now”，收入Brian Blouet编，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前揭，第 165~171页；崔建树：《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

想研究》，见《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 4期，第 8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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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国被视为西欧半岛的威胁，如今，苏联军队掌控的这片广大平原成

了有效对抗德国的防御纵深和战略退却之地（《赢取》第 206~207页）。

麦金德将当时的苏联与一战中的法国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俄国在

今天的战略价值远大于法国在一战中的战略价值。言下之意，德国进攻

苏联必败无疑。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心脏地带”两强争雄的百年历史

的终结：苏联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陆上强国”，“心脏地带”这一地

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占优势的军队驻守”（《赢取》第 208页）。 

美国的参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西线 — 麦金德准确地预见到，不出

两年，“盟军将会占领柏林”（《赢取》第 208页）。美国因此而崛起，

从而与占据“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的苏联形成新的全球政治地理格

局：自美国密苏里州一直伸展到苏联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麦金德认为自己在 1904年提出的“心脏地带”“内新月形

地带”“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分法已经过时 — 恰恰相反，麦金德再次

强调了这一三分法。不同的是，由于美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的新宗主，

三分法的具体划分也随之而有所变化（《赢取》第 209~210页）。1943

年的美国和苏联正在并肩作战，麦金德不便明确强调苏联在战后的威

胁，但他仍然忍不住两次建议：美国必须与英法这两个陆海两栖强国联

手，针对大陆腹地的传统威胁构筑一道永久性纵深防御体系 — 法国是

桥头堡，英国是有海峡作为深壕围护着的战壕，美国则是战略纵深（《赢

取》第 208、211页）。严格来讲，麦金德的《赢取》是真正的“冷战”

教父。 

麦金德在《赢取》中特别谈到了对战败后的德国国民施行自由主义

再教育的问题 — 在麦金德看来，这种再教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问题

仅在于如何施行再教育。如果以为施行再教育就是“选派教师到德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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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灌输自由主义”，给德国人上哲学课，就过于迂腐了（《赢取》第

208页）。应该看到，眼下的世界历史为“允许欧洲半岛的人们进入欧

亚大陆的内陆平原地区”驻扎军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在德国

驻军，迫使“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有一个“门户开放”的足够“宽

度”。麦金德特别提醒，那里“储存着的丰富土壤、矿石和可供提取的

燃料，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后下方相等”（《赢取》第 211页）。由于担

心自由民主的理想分子会出来说，“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驻军”“违反民

主精神及其本质”，麦金德强调，思想的再教育让德国人自己去解决，

重要的是让“民主国家”在德国的驻军“成为宣扬自由精神的老师”（《赢

取》第 211页）。我们看到，后来的美国不仅在德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

教育”，也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教育”。 

对日本让自己与德国绑在一起，麦金德似乎深感惋惜，毕竟，这让

“外新月形地带”的海上强国失去了对抗“心脏地带”的东方盟友。我

们能感觉看到，麦金德对中国的兴趣不大，因此，他在文中将中国与英

美相提并论的说法不能当真。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给他留下

的印象似乎不佳：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

滞状态”（《重建》第 20页）。麦金德预见到，一旦德国和日本被驯

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处季风区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

荣。尽管如此，他指望的是，这个地区能在“心脏地带”与“外新月形

地带”的未来对抗之间起平衡作用（《赢取》第 212页）。中国捍卫自

己“国家的自由”抗击日本入侵已经长达近十年之久，英美这两个代表

“自由”理想的民主国家一直视而不见 —《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一

文甚至对此只字不提。罗斯福总统把中国拉进“海上强国”主导的阵营

（丘吉尔老大不情愿），除了考虑到让中国分散日本的兵力，还指望国

民党的中国在战后成为东亚的法兰西，充当替海上强国抵御新“草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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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头堡 — 这很可能是受到麦金德在 1919年出版的《重建》的启发。

毕竟，据说罗斯福一直是业余政治地理学家。 

战争即将结束时，经过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美国在

“外新月形地带”的东端骗了俄罗斯人一把，凭靠绝灭性武器单独实施

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继而将战败的日本死死绑在“外新月形地带”的属

性上充当“西方民主国家”防御俄国人的战略前沿。麦金德在 1947年

去世，世界历史地图的最新版本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

的宗主，并通过北约军事同盟有效掌控了“新月形地带”的西欧区域。

由于俄国凭击败德国控制了“大低地”地区，对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原则

了然于胸的英美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因战争的胜利而心里的石头落地，反

倒更为提心吊胆。毕竟，取代草原民族的俄罗斯人已经把战略前沿向西

推进到西欧边缘⋯⋯冷战随即爆发。美国本来积极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

府，由于这个政府过于腐败且专制，最终决定撒手不管。新中国与俄罗

斯结盟使得“内新月形地带”的远东区域一下子成了“破碎地带”— 美

国猛然醒悟到，具有“民主理想”的政府即便再腐败且专制也不能撒手

不管，只要对海上强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是，朝鲜半岛出事时，美国

觉得再也不能犯错。麦金德在 1919年提出的民主理想的现实主义论再

次派上用场：美国海军以捍卫“自由世界”的名义进驻台湾海峡⋯⋯直

到今天，“保卫‘自由’和含糊其辞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足以为美国

政府直接或间接入侵他国的地方省份或彼此未定的中间地带进行辩

解”。28 

麦金德在 1943年给美国的建议是：先与俄国联手制服德国，然后

再制服日本 — 这意味着贫弱的中国得替西方多牵制日本一阵子。 
 

稍等一会征服日本是明智的。这样做虽然在道义上对中国有亏
                                                              
28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前揭，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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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但中国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有助于她在其浪漫的冒险中为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一个新文明 — 既非完全东方也非完全

西方式的文明。29 
 

中国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资本”？“雅尔塔秘密协定”和钓鱼岛在

战后交付日本托管。多年以后，战后的中国的确“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

但那是共产党的中国靠与“西方的民主国家”联军作战获得的。麦金德

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世界历史上的精彩一幕：贫穷而且装备落后的中国共

产党军队竟然敢与美国纠集的内外新月形地带的民主国家军队在朝鲜

半岛交手，并将美国联军死死钉在事发原地。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

麦金德的理论短视或已经过时，那就大错特错。麦金德一再强调，现代

的“世界地图刚刚画成，所有旱地都立上了政治所有权的木桩”（《重

建》第 37页）。换言之，陆地都有了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呢？

19 世纪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从英伦三岛经好望角延伸到日本，并沿

长江深入中国内陆，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海上强权：“海上的英国

商船是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英国资本在外国的投资是不列颠资源的一

部分，受伦敦城控制，可以用来维护海上和遍诸四海的强权”（《重建》

第 59页）。30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取代英国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更为强大

的海上强权。经过对中国大陆的长期封锁之后，美国见中苏起隙是真的，

麦金德的崇拜者基辛格趁机拉拢中国，成功化解欧亚大陆腹地大国与东

部边缘地带大国的结盟。麦金德曾指望俄罗斯将来有一天也成为联邦制

国家，让“心脏地带”强国自行肢解（《重建》第 151页）。这一天终

                                                              
29 见Foreign Affairs，21（1943），第 603页，此句中译文不完整，见《赢取》第 210页。 
30 1949 年 4 月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在长江的南京河段拒不听从解放军的停驶

禁令，按老习惯率先炮击河岸的解放军炮兵阵地，随即遭到猛烈还击，乖乖停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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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到来：苏联及其华约联盟瓦解，俄国实现了民选总统的“民主理想”。

可是，麦金德教育出来的“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并没有因此认为新“草

原人”的天性已改，反倒在麦金德界定的“大低地”地带进一步加强军

事存在⋯⋯当中国积极迈向麦金德的“民主理想”时，美国则用“重返

亚太”加强在东亚和南亚的军事部署。麦金德早就说过，“西方的民主

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派遣舰队驶入黑海和波罗的海”去抑制“心脏

地带”强国的势力（《重建》第 146页）。如今，即便陆上“心脏地带”

或“边缘地带”的国家与“西方的民主国家”分享了“民主的理想”，

英国的继承者也绝不会忘记麦金德的教诲 — 1996年，美国国防大学出

版社将麦金德的《枢纽》《重建》《赢取》合为一书出版。对于凭靠控

制外新月形地带获得世界优势的英美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始终具

有启发性：要保持世界地理上的政治优势，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打好

“民主理想”的意识形态战争，还必须在整个“内新月形地带”建立稳

靠的防御带。 

麦金德在 1918年写到：“战争的世界战略完全改变了，从此我们

是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战场而战”（《重建》第 63页）。

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经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启蒙教育，我们至少

已经明白，世界地理位置上的“民主国家”具体指谁，“他们”究竟是

为了什么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