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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戰爭的雙重面目

引 言

戰爭的雙重面目

回顧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追溯資本主義出現時

的外部環境，就一定會關注到那恆久的廝殺與戰爭，

它們貫穿了從十字軍東征到拿破崙戰爭這一時代：處

於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如同西班牙一樣是一處巨大的

軍營；14 與 15 世紀期間英國與法國爭鬥了一百年；

16 世紀期間歐洲只有 25 年的太平時光，17 世紀時只

有 21年，也就是說這二百年裡就有 154年處於戰亂。

荷蘭從 1568 到 1648 年有 80 年，從 1652 到 1713 年

有 36 年在打戰：145 年裡打了 116 年。最終直到革

命戰爭年代歐洲人發作了他們最近的一次亢奮。戰爭

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 某種相關性，稍加思索便顯而

易見。

如此這般的相關性其實俯拾即是。但是我發現：

當有人在說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關係時，他們從未

想到資本主義對人類政治所產生的影響，他們僅僅將

戰爭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

當然寬泛地看，這種觀點是毋庸置疑的。毫不奇

怪，意大利各國之間抑或他們同博斯普魯斯海峽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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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戰爭，同樣還有其後在 16、17 與 18 世紀期間

的戰爭，其中大部分都有“資本主義的”利益在驅動。

無疑，這些都是爭奪糧倉的戰爭。

法國人在1556~1559年失去的，荷蘭人則在

其“解放戰爭”（1568~1648 年）中收穫：衝破

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位，剝奪了西班牙的世界貿易

王冠，資本主義的中心在向荷蘭轉移。然而，此

次轉移立足未穩，荷蘭馬上又遇上了饞涎欲滴的

鄰邦，他們個個都在虎視眈眈；克倫威爾展開了

對荷蘭的戰鬥：1651年的《航海條例》，*  1652

到 1654 年的貿易戰爭。法國與瑞典從 1672 到

1678 年期間同英國並肩作戰，共同對付崛起的

荷蘭。其後，法國一度成為資本主義的領頭羊；

在一段時間裡，法國似乎要將西班牙的殖民地合

併。但是很快又出現了覬覦者：德意志、荷蘭、

英國1688~1697年結盟向處於強勁上升期的法國

開戰，在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權戰爭

中，荷蘭與英國成功地攫獲西班牙的殖民地。最

終的角逐發生在剩下來的兩強即法國與英國之間

（1756~1763年）。英國成為戰勝國，從這一次爭

鬥之中脫穎而出並由此確立了世界貿易的主宰地

位。

*　1651 年通過的《航海條例》，是英國主要在 17~18 世紀

生效的、規定英國船隻從事航運的法律，旨在對付最大的貿

易勁敵荷蘭。—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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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如此。在一段時間裡，如同世界史上任何一

個重大事件一樣，人們可以從任何一次大規模戰爭中

發現經濟的決定性影響。

然而，此時此刻不能再將這樣的“唯物主義史

觀”作為我們唯一的指南。唯物主義史觀已經發揮過

應有的作用。現在我們必須重新邁出一步。在一個猶

如人生的時間長度中我們曾經從“歷史的觀察”這一

方法論中受益，今天告別這種史觀，此刻的心情如同

辭退一位年邁而忠誠的僕人一樣，這樣做並非因為他

毫無用處，而僅僅是因為他已經年邁而力所不逮。對

此我們將繼續心懷尊重之情。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並非

將“唯物主義史觀”視為“錯誤”從而放棄，與任何

一種成為大一統史觀的方法論相比，它並不更錯也並

非更為正確。與這一史觀告別，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已

變成枯樹老藤。這一理論已經變得貧瘠：以往能夠發

現黃金的礦脈如今已經枯竭。確實如此，不久前借助

這一理論在歷史表述上能夠有所裨益，而今卻一無所

獲。尤其從它成為某一政黨綱領的組成部分之後，就

只能用來嚇唬孩童了。

因此我們必須將“戰爭與資本主義”這樣的問題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最好的做法是

將這一問題轉換一個角度，即並非去探究：戰爭在何

種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的後果，而是去研究：資本主義

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並且為何影響 戰爭。

就我所知，至今還根本無人以這種嚴謹方式提出

這一問題。儘管已經有很多人試圖闡述戰爭對“經濟



6

引言  戰爭的雙重面目

生活”的作用。然而這樣的研究太不嚴謹：倘若不能

將自己的研究聚焦在一個十分確定的經濟制度上，那

我們無疑是在盲人摸象。“歷史學家”！

戰爭究竟在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首先，倘若我們

以一種並不嚴謹的方式提問，回答是：對“經濟生活”

而言，首當其衝同時也是最為重要，而且似乎也是唯

一的影響是摧毀。看上去這一點和所有的戰爭密切相

關。

戰爭作為摧毀者：如果試圖描述戰爭對物質文明

影響的話，浮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一幅情景。“戰

爭陰魂在四處遊蕩。”城市遭到洗劫。鄉村與農田一

片荒蕪。座座房屋付之一炬。牲畜四處逃竄。種苗蕩

然無存。倖存的人們在忍饑挨餓。

尤其是在德意志土地上經歷過 30 年戰爭的人，

有誰不識這番情景！羅伯特．赫尼格【1】不久之前再

一次喚醒了我們的記憶。如此景象 16 與 17 世紀期間

又在許多國家重演。其中法國遭受的戰爭重創最甚。

“遍地是廢墟；牲畜大多斃命，已經無法種地，

大片土地荒蕪，”威尼斯公使卡瓦利 1574 年如此寫

道。“村鎮看上去猶如無人居住的沙漠，”1595 年

一份報告聲稱，後果是“農田裡幾乎悄無聲息”。

“眾所周知，”一批知名人士 1597 年到達巴黎

時這樣說道，“戰前這裡生產的羊毛圍巾是現在的四

倍。布裡這個地方即為明證，當年有八百家織巾廠，

現在只剩下四家。”

即便是最冷靜的人士對此也難以保持自己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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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

在正常和安寧的年景，人們都在做好準備，

以應對不那麼極端的變故；然而，30年以來我們

身處的動亂，是任何法國人，無論是個體還是群

體，大家隨時都在面臨 命運的逆轉。（蒙田）

如此這般無休止的戰爭留下最令人髮指的後果

當屬：退役兵士連同那些窮困潦倒的上流人士一起

捲入劫掠。盜賊四處出沒，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在

遭殃。直到最後連普通的居民也變得狂野起來，他

們不復原先的理智與誠實，是災難、血腥的圖景和

戰爭將他們變得狡黠與野蠻。這也是卡瓦利的報告

告訴我們的。

今天我們已經習慣於將這一類的描述歸之為誇

張。我們知道，當年的記錄在談及戰爭的災難時難免

有些言過其實。人們不免摻雜 某種悲傷並故作一些

驚人之言。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兵痞還是給城鄉居

民造成了損害。

我們掌握了一些甚至是具體的數據，這是一個

地區經歷了一場長期戰爭後其國民經濟所受到的損

失，據我所知這是最早存在的此類資料，發生在西

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的皮埃蒙特。*  有關損失統計

如下：【2】

*　皮埃蒙特系意大利西北部的一個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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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敵方所致 4,184,608 里拉

盟軍所致 691,826 里拉

佔用牲畜
敵方 1,492,032 里拉

盟軍 325,412 里拉

征用傢俱與給養
（不含牧草）

敵方 16,322,235 里拉

盟軍 4,985,637 里拉

毀壞果木
敵方 3,810,882 里拉

盟軍 2,335,690 里拉

向敵方賠償 3,177,093 里拉

總計 37,325,415 里拉

當時皮埃蒙特人口為 120 萬人！

然而戰爭的破壞對經濟的影響顯然並未持續長

久。倘若將德意志國家的經濟衰敗及其長期的落後歸

咎於30年戰爭的話，這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符合事實。

16 世紀與 17 世紀期間法國經歷了比 30 年更長的戰

爭，到了 17 世紀末卻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貿易與工

業強國。

但是戰爭所摧毀的遠遠不止鄉村與種苗。與那些

淒慘的災難敘述相比，戰爭對經濟進程的阻礙更為深

遠。只有當我們如前所述那樣提出問題，亦即非常準

確地問道：戰爭究竟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具有

何種影響，只有如此提問，我們才能理解，戰爭無疑

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戰爭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抑制

具有多重層面的意義。

現存的資本主義形象是時常破壞貿易關係，或者

導致過高的稅收壓力以及沉重的戰爭負擔，抑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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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系統的混亂以及國家的破產。我並不想顛覆資本

主義的這種形象，而只試圖針對任何一種諸如此類的

情景引用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

法國向荷蘭的出口：1686 年為 7200 萬鎊，

其中 5200 萬鎊為工業製成品；1716 年僅為 30.7

萬鎊，其中工業品為233.8 萬鎊。【3】

1594 年時西班牙議會抱怨，每一千杜卡

特 * 的資本需交納三百杜卡特的捐稅，三年內資

本就已經耗盡，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做生意？【4】

荷蘭東印度公司儘管生意十分紅火（1776    1777

年盈利增長50%，1778    1779 年增長 55%），但

1697~1779 年間虧損達 41,275,419 盾印度輕貨幣

（折合荷蘭重貨幣為 33,020,335 盾）。如此的虧

損源自於在敵國的巨大開銷。“倘若只是去做生

意的話，當時就根本不會出現虧損。但公司如同

一個王國，管理層的耗費吞噬了所有的盈利。即

便如此欲壑仍難以填補，‘君主花錢，商人必須

買單’”。【5】

比林古喬 **  16 世紀初在皮亞韋河上游的奧倫

佐開設了一座銅銀礦場，其後迅速發跡。而接下

來的命運他這樣告訴我們：【6】“原本我們可以從

中獲利頗豐，但是馬克西米利安皇帝與威尼斯執

*　杜卡特系 14到 19 世紀在歐洲通用的金幣名。— 譯者

** 比林古喬（1480~約 1539年），意大利冶金家和武器製造

家。主要以所著《火法技藝》一書而聞名。—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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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團之間的一場戰爭改變了我們的命運，那場戰

爭使得弗利奧和加米亞之間的地區荒無人煙，我

們不得不放棄了礦區的運作，並且銷毀了所有的

設備。因為戰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公司最終

不得不解散⋯⋯”

法國東印度公司（1664~1719 年）因為動盪

不安倒閉，而這樣的動盪不安正是路易十四同海

上國家在海洋與海岸大戰所致：該公司存在的55

年間海上戰爭即延續了27年之久。【7】

1575年菲利普二世治下的國家破產導致了無

數房屋被毀，遍及塞維利亞、羅馬、威尼斯、米蘭、

里昂、魯昂、安德衛普、奧格斯堡等地。遭劫最為

嚴重的是熱那亞。“這場變故使得信貸業整體癱

瘓”，安特衛普方面向富格爾家族如此報告。“這

兩次破產”，托馬斯．米勒在塞維利亞是這樣寫的，

“猶如一道禁令，造成如此之多的損失；原本正常

運行的對（西）印度的商業因此毀之一旦。”經此

劫難，西班牙的國民經濟變成一片廢墟。【8】

而我思考更多的是戰爭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扼制

效應，這點更為重要，戰爭扼殺了資本主義生長的萌

芽。這樣的萌芽孕育在可以變成資本的財產之中，從

中世紀的早期開始它們不斷地從各個地方成千上萬地

湧現出來。幾個世紀以來，戰爭無數次地阻遏了財產

轉變成為資本，而將之據為己用。誰若是周遊過世

界，便會從早期時代中發現這樣的事實，即私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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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從工商業中受益，而是放進國家的保險箱裡，

其結果大多投之於戰爭：公共信貸向債主們允諾不費

氣力的可觀盈利，起先抽吸了大型的財產，繼而抽吸

中小型的財產，從而阻礙了資本的積累。

這樣的進程不斷地遭到所有那些有志于工商業的

人士的抱怨，特別是到 18 世紀。

在英國：

當然，每個明智之人都會將錢從商業中撤出，

轉而投向一個更有利可圖的市場 — 國債。在威

廉三世時期（1689~1702 年），政府借貸的利率

至少是20% 或30%。這些借貸給政府的錢幾年內

就能還本，然後再被借貸給政府用於購買新的國

債。這類借貸的獲利是如此豐厚，因而毫不奇怪

的是，最初還算適度的借貸總量，在60年間甚至

一度攀升至八千萬鎊。

這些國債佔用了所有權人或其他人本應用于

商業的現金 ⋯⋯【9】

在法國：

這些本應用來支持工商業發展的資金，永遠

地消失在王室的金庫之中。王室的金庫吞噬了所

有可以攫獲的資金 ⋯⋯

它們（資本家的錢袋）在集聚 財富，制定

法規，將每一位競爭者推向深淵，它們並不關

心什麼農業、工業和商業。它們只是熱衷於投機。

這樣當然就會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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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過的每一戶農家，沒有一家不在唉聲歎

氣；我告訴自己，王國各地都在搜刮錢財，那些

經過長期艱辛勞動積聚的金錢，就這樣進入了國

王的金庫裡。【10】

在荷蘭：

人們在無休無止地埋怨，沒有人願意將錢投

在商業、製造業與農業，大家都想悠閒舒適地富

裕起來，因此將錢投到國外。【11】

歷史告訴我們，上述這些觀察千真萬確。中世紀

以來，自從城市和王侯們開展借貸以後，所有的人都

將積蓄首先存放在王侯與城市那裡，這已經是約定俗

成。只要債務還是由個人來承擔的話，富人們就會把

錢送到國王那裡（當然他們的錢其實部分地也是來自

他人的存款，維拉尼談到金錢時曾經這樣說過，巴爾

迪和佩魯齊家族就是如此這般地將錢借貸給英國國王

的）。在出現了債務尤其是非個人的債務時，凡夫小

人們的零碎積蓄也會流向公共賬戶。

1353 年和 1398 年威尼斯出售了不少房屋，就是

用來填補國家債務的窟窿。【12】

一位同時代的人士描繪了國王亨利二世 1555 年

集資大聚會的盛況：“天哪，對畸高利息的貪欲刺激

大家：人人都在奔跑，競相將錢放進集資大聚會，

連那些僕人們都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女人賣掉了首

飾，鰥寡男女投入了養老本錢，全都是為了躋身于集

資大聚會，一句話，人們都唯恐錯過這場盛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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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從資本積累（首先說明，這是直接集

資！）中攫獲的錢款究竟多少，為了讓諸位對巨額數

字有個概念，容我稟報從中世紀直到 19 世紀初重要

的國家與城市國家搜括的債務總額。

下述情況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知道：

1. 意大利城市：

熱那亞自 1257年以來開始計算債務。1322 

年熱那亞國債總額為831,496里拉，利息為8~12%。 
1354年合併清理後的債務上升到 2962149里拉，

1378~1381 年因為向威尼斯開戰前後十次發行強

制性國債，每次平均為十萬弗羅林，利息為8%，
其結果是到14世紀末債務總額比上述的290萬還

要高出250萬里拉。1470年熱那亞的國債為1200

萬里拉，1597年是 4377萬里拉。【14】

佛羅倫薩 1380年國債為一百萬金弗羅林，

1427年為三百萬金弗羅林。1430年到 1433年 70

個家庭從其賬戶總共支付了487.5萬弗羅林。【15】

威尼斯總督莫塞尼戈在其生前償還了四百萬

盾的債務，死後（1423年）還留下了六百萬盾的

債務。1520年韋其奧山的資產達8,675,613盾。【16】

2. 法國：

1595年【17】 296,620,252裡弗赫

1698年【18】 2,352,755,000裡弗赫

1715年【19】 3,460,000,000裡弗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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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20】 1,700,733,294裡弗赫

1764年【20】 2,157,116,651裡弗赫

1789年【20】 4,467,478,000裡弗赫

1800年【21】 40,216,000裡弗赫 抵押

1814年【21】 63,307,637裡弗赫 抵押

3. 荷蘭：

1660年【22】 1.4 億盾

1698年【18】 2,500萬英鎊

4. 英國【23】：

1603年 400,000 英鎊

｝西班牙王位
繼承戰爭

1658年 2,474,290 英鎊

1701年 16,394,702 英鎊

1714年 54,145,363 英鎊

1727年

1739年

1748年

1755年

1762年

1775年

1784年

1793年

1816年

52,092,235 英鎊

46,954,623英鎊

78,293,313 英鎊

74,571,840 英鎊

146,682,844英鎊

135,943,051英鎊

257,213,043英鎊

261,735,059英鎊

885,186,323英鎊

｝英法七年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

｝拿破崙戰爭

5. 歐洲：

1714年【24】 3億英鎊

毫無疑問，上面這些數字表明資本主義遭受巨大

與沉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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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戰爭就根本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戰

爭不僅破壞了資本主義進程，戰爭不僅遏制了資本主

義的發展：戰爭還同樣促進了資本主義，是的，有了

戰爭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得以向前發展，這是因為所有

形態的資本主義所必備的前提條件只有通過戰爭才能

實現。我首先想到的是 16 與 18 世紀期間在歐洲出現

的國家生成情景，正是如此這般的國家生成為資本主

義經濟制度的特有發展創造了前提。無需舉證即可明

暸，現代國家就是武器的產物。無論是其外部形態、

權限的界定還是內部的構造都是如此。國家的管理、

財政直接服從現代戰爭的任務之需要：在這些世紀

裡，國家主義、財政稅收、軍國主義同樣如此，從未

變過。尤其是殖民地就是經過千百次血腥戰鬥奪取與

守衛的結果，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從意大利在黎凡

特的殖民地開始直到大英殖民帝國，後者就是依仗

刀劍一步一步地從其他民族那裡擄掠而來。

殖民地就是在同當地土著居民的戰鬥中，在

同嫉妒眼紅、虎視眈眈的歐洲國家的相互爭鬥中

佔領的。當然其中也不乏憑借一些外交手腕，諸

如通過貿易令某一國家獲利等；我們所熟知的為

數甚多的條約，這些都是同當地王侯簽訂的，正

是這些條約讓歐洲國家獲得了形形色色的特權。

尤其是在黎凡特殖民地往往就簽訂了這樣的條

約，那裡居住的是半開化與已開化的居民。亞洲

與美洲地區也有類似情形。法國人則將這種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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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聖旨”（例如 1692年的聖旨即是德朗德

為法國 J. O. 公司在莫臥兒治下的金德納格爾所爭

得），其中約定：公司向莫臥兒 *  支付四萬金幣。

現付一萬，以後每年支付五千；法國人獲得在孟

加拉、奧裡薩與比哈爾邦諸邦自由經商的權利；

其特權與慣例等同于荷蘭人，他們支付海關關稅

的3.5%。
然而，條約儘管好看，實踐卻並非如此。若

要當地土著居民按照條約行事，前提是在簽約國

的權力運行過程中當地的君主能夠獲得足夠的尊

重。而此時此刻總會閃現出虎視眈眈的歐洲對手

的身影，他們隨時準備利用手中的刀劍來爭奪其

位。

正因為如此，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的殖民史

就是一部永恆的戰爭史。【25】而那些最易防禦的國

家往往會拿到優惠的條約：“在這樣的戰鬥中，

威尼斯共和國基本上將自己的營地局限在內格勒

龐特城裡，因為該城易守難攻。正因為如此，

1277年在同米凱爾．帕裡奧羅古斯續約兩年時，

該城就獲得了更為優惠的條件。”（海德）16世

紀以來西歐國家的做法也如出一轍：通過戰爭擴

張勢力時宗旨總是：“必須派遣王家艦船，不惜

投入火炮與彈藥，只有這樣才能震懾高傲的荷蘭

*　莫臥兒，又譯蒙兀兒，系 16~18 世紀中期統治印度大部

分地區的穆斯林王朝。金德納格爾是印度東北部西孟加拉東

南部的城市，為加爾各答城市聯合體的一部分。—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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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挑動英國人與荷蘭人開戰，支持弱小的一

方⋯⋯成立印度公司就是讓國王能夠成為印度的

統治者。”1668年法國東印度公司經理的一篇報

告中這樣寫道。【26】

我們知道，17世紀以來，國家主權，尤其是

戰爭手段，通常是交由享有特權的商業公司來行

使，後者則順其自然地將奪取殖民地視為己任。

如此一來，這些公司之間爭奪（這裡系指歐洲以

外的）糧倉的戰鬥司空見慣。顯而易見，在這些

爭奪之中國家的實力強弱最終成為決定性因素，

同時獲勝者絕非是愛好和平的買賣人而是精明能

幹的商人和野蠻殘忍的海上梟雄。

“由此人們認識到，執掌印度公司的人必

須具備與一個精明商人不同的素質：這是一種複

合型的崗位，什麼都要懂一些⋯⋯”目光敏銳的

F. 馬丁發回國內的報告如此說。【27】這其實適用

於所有國家：在戰爭中最終獲勝的是最兇殘、最

冷酷、使用戰爭手段最為熟練的一方。

非洲貿易公司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

且特別鮮明的例子，它講述了獲取殖民地的來龍

去脈：

非洲起先被葡萄牙人佔領。除此之外英國人

也已涉足：伊麗莎白女王授予一家公司特許權。

英國人隨即在黃金海岸建造了第一座要塞，斯圖

亞特王室時代又挺進到岡比亞河。1621年荷蘭西

印度公司成立，該公司擁有的權利是將非洲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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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與美洲東海岸的全部土地據為己有；並且獨家

享有在這一地區經商的權利。由於葡萄牙人先前

已經佔領了這一重要地域，衝突勢在難免，而且

很快就發生了：1637年荷蘭人首次奪取了葡萄牙

在非洲的要塞，不久又佔領了 1641 年條約所允

諾的其他所有的地區。然而，英國人還在，荷蘭

人又向他們重申其獨家經商的要求。為此，荷蘭

人派出兩艘軍艦沿 海岸長期巡弋，就是為了對

付英國商船。【28】於是，形勢便十分明朗：

1. 英國的個體商人無法對付荷蘭西印度公司

的集結實力；

2. 人們不太會將簽約國達成的協議當作一回

事（東印度公司的教訓！）；

3. 對付荷蘭西印度公司這樣的對手只有一種

辦法：即同樣將英國商人集結到一家公司並賦予

其一切必要的權限與特許。

1662年成立的“英國皇家非洲貿易公司”即

是基於上述考慮的結果。

經過如此安排，兩家公司之間的戰鬥就拉

開了帷幕：英國人開始建造要塞，並且裝備了戰

船，等等。至於花費了多少銀兩，請看下面的數

字：為建造與維護要塞，公司 1672~1678 年間支

出39萬英鎊，1678~1712年間支出20.6萬英鎊，

1712~1729年間支出 25.5 萬英鎊，57年裡總共花

費85.1 萬英鎊！然而，英國人在其佔領期間就此

再也沒有受到干擾。這是波斯特爾思韋特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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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可靠的消息來源撰寫的報告，接下來他補

充道：【29】“過去的 250 年裡，這成為所有此類

國家的一貫政策 ⋯⋯ 在發現了陌生的國家之後，

⋯⋯ 會修建和加固要塞和堡壘；憑借對於這些要

塞和堡壘的所有權，主張其對整個王國和廣闊土

地的權利，並排斥其他所有國家與這些地方開展

貿易往來”。

回顧一下殖民地對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大作

用：打造了樣式，塑造了觀念，積聚了財產，形成了

市場，凡此種種足以說明戰爭的功績：奪取殖民地，

據此可以使之成為資本主義事業的締造者。戰爭的雙

重面目：此處在破壞，彼處則在建設。

看來我無需再寫一本書對此加以闡述，因為任

何一位“歷史學家”都會熟知這樣的事實。我耿耿

於懷的則是要證明，戰爭更多地是直接參與了資本

主義體系的建設過程。之所以說參與，因為戰爭創

建了現代軍隊，現代軍隊則滿足了資本主義經濟的

重要條件。這裡所說的條件系指：財產的生成、資

本主義精神以及尤其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以下的研

究旨在揭示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相互關

聯。我首先關注的是現代軍隊的產生，並將重點指

出現代軍隊如何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資本主義經濟

體系的發展，即 1.  財產的集聚，2.  觀念的塑造，

3.（主要是！）市場的形成。

本書的論述所跨越的時代從現代軍隊的產生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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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18 世紀末期。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時

期，正是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找到了自己的目標與方

向，此乃資本主義的成熟期。我所指稱的軍國主義的

巨大作用，只是就早期資本主義這一時代而言。此後

就有成千個其他因素滲入進來，以後經濟發展的進程

將會受到成千上萬種其他動力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如

果不是比軍事上的影響更大也一定會同樣強烈。軍事

上的利益只是在資本主義昌盛期開始之前的這一時代

發揮 決定性作用：但恰恰是關鍵性的作用，因為正

是在這一時期現代資本主義奠定了其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