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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从封闭到开放、从松散到紧密的历史ꎬ也是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ꎮ 人类文明的诞生与族群迁徙、种群交往密切相关ꎮ 古代各民族由于科学知识限制ꎬ
交往方式直接而简单ꎮ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时代ꎬ人类交往进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阶段ꎮ 这一时期ꎬ殖民

主义以非正义的方式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交往的空间ꎬ令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愈发紧密ꎬ由之形成的世界市场更在

客观上满足了人类经济活动的需要ꎬ加深了各民族互相依存的社会关系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

围内兴起ꎬ全世界无产者广泛联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运动的兴起ꎮ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ꎬ人类虽然在

不断扩大的世界交往过程中因为利益、价值观的不同而爆发了日益剧烈的冲突、对抗ꎬ但其中也蕴含着渴望世界

统一的内在逻辑ꎮ 以上这些历史进程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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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世界的人类命运

(一)人类起源与人类文明诞生

关于人类的起源ꎬ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同的

说法ꎬ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ꎬ各种宗教和神话都

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ꎮ 比如最为人熟知的就

是«圣经»里面关于上帝造人的传说ꎬ上帝第一

天创造了白天和黑夜ꎻ第二天创造了空气和天ꎻ
第三天创造了地、海ꎬ山川平原ꎬ花、草、树木ꎻ第
四天创造了天上的星辰ꎻ第五天上帝创造了鱼、
鸟等各种动物ꎻ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ꎮ 这个传说

影响了直至今日的基督教世界和犹太教世界ꎬ在
近代科学诞生之前更是欧洲世界最主流的不容

置疑的人类起源理论ꎮ 中国东汉时期的«风俗

通»有女娲造人的传说:“俗说天地开辟ꎬ未有人

民ꎮ 女娲抟黄土作人ꎮ 剧务ꎬ力不暇供ꎬ乃引縆

于泥中ꎬ举以为人ꎮ 故富贵者ꎬ黄土人ꎻ贫贱凡庸

者ꎬ縆人也ꎮ”女娲造人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

神话故事ꎬ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起源

的一种朴素的解释ꎮ 上帝造人和女娲造人可以

说代表了中西方在现代科技没有形成之前ꎬ对于

人类起源的一种渴望认知的心态ꎬ中西方都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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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地借助超自然的“神灵”来解释自己的起

源ꎬ虽然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ꎬ这种人类起源

说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ꎬ但无疑是现代进化论

形成之前人类有限认知水平下ꎬ对自己起源的一

种普遍的感性的解释ꎮ 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几乎

都有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ꎬ而且几乎都是由横空

出世、无需逻辑自证而自在的超自然的神所创造

出来的ꎮ 在古希腊神话中ꎬ大地女神盖亚创造了

人类ꎮ 在古印度神话中ꎬ巨神普鲁沙创造了人

类ꎮ １８５９ 年ꎬ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ꎬ提出

了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对于生物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影响ꎮ 从此ꎬ进化论主导下的人

类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ꎬ逐渐成为 １９ 世纪后

期以来科学界的主流ꎬ虽然进化的具体过程目前

科学界尚有不同观点ꎬ但对于这个理论的基本观

点大家是认可的ꎮ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ꎬ目前科学界对于古猿进

化到现代人类有一元起源说ꎬ也有“多地区进化

说”ꎮ 一元起源说的代表性观点是“非洲起源

说”ꎬ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达尔文在 １８７１ 年«人类

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推测得出的ꎬ认为人类

起源于非洲东部ꎬ“在世界各地ꎬ每个地区生活的

哺乳动物和这个地区已经灭绝的物种有着密切

的关系ꎮ 非洲曾经生活着业已灭绝的猿ꎬ它们和

大猩猩、黑猩猩是近亲ꎮ 因为大猩猩和黑猩猩是

现代人类最直系的近亲ꎬ因此我们最早的祖先极

有可能生活在非洲”ꎮ〔１〕 对于该学说进行更加科

学论证的ꎬ是美国科学家提出的“夏娃理论”ꎮ
该“理论”依据现代分子生物学ꎬ发现了细胞中

的线粒体ꎻ１９６３ 年ꎬ又发现线粒体中也有 ＤＮＡꎮ
人类的线粒体 ＤＮＡ 共有 ４４１ 个限制性切点ꎬ其
中 ６３％ 个位点是恒定的ꎬ３７％ 个位点则是可变

的ꎮ 全人类的线粒体 ＤＮＡ 基本相同ꎬ差异很小ꎬ
平均歧异率在 ０. ３２％ 左右ꎬ而线粒体 ＤＮＡ 又是

严格的母系遗传ꎬ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

ＤＮＡ 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

的ꎮ １９８７ 年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澳大利亚生化学家艾伦威尔逊和合作人员

发表了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ꎬ他们

首次应用吝啬原理处理人类 ＤＮＡ 多态性数据ꎬ
从中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

等ꎮ 该文认为: “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

ＤＮＡꎬ共同起源于一个 ２０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

女人ꎮ” 〔２〕现代东亚人与 １０ 万年前后的非洲人的

遗传信息相同ꎬ所以这些科学家们认为现代人类

起源于 ２０ 万年前某个非洲女性ꎬ并从非洲逐渐

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ꎮ〔３〕 １９９９ 年ꎬ中国学者宿

兵等人对包括中国各省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ꎬ以
及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ꎬ总共

９２５ 个属于不同人群的个体进行了研究ꎬ其利用

１９ 个 Ｙ 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位点构成的一组 Ｙ
染色体单倍型ꎬ系统地分析了包括中国各人群在

内的现代东亚人的起源和迁徙ꎮ 结果显示ꎬ现代

东亚人全部源自非洲某个古代人类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复旦大学的科学家金力、柯越海等带领的研究小

组对东南亚、大洋洲、东亚、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

亚 １２１２７ 个男性 Ｙ 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

点进行了分析ꎮ 根据研究结果ꎬ他们认为ꎬ东南

亚、大洋洲、东亚、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的现代

人群全部源自非洲ꎬ这些地区早期生活的直立人

和早期智人均已被非洲的现代人类取代ꎬ且没有

留下任何基因ꎮ〔４〕

一元起源说中还有主张人类起源于亚洲的ꎬ
认为古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ꎬ这个论点最早是由

德国著名进化论者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中提

出来的ꎮ
与一元起源说相对立的是 “多地区进化

说”ꎬ这个观点最早是 １９３０ 年代德国人类学家魏

敦瑞在研究了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后提出

的ꎮ 他认为ꎬ人类的各个种族是由各地的古代直

立人独自演化而来的ꎮ １９８４ 年ꎬ中科院的吴新

智博士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通过对比分

析世界各地区古人类化石ꎬ一起提出了“多地区

进化说”ꎬ认为现代人类并非源自同一个祖先ꎬ而
是各自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ꎮ

无论是一元起源说ꎬ还是“多地区进化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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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缺乏绝对充分的理论依据ꎬ两种理论都存

在或多或少的疑点ꎮ 虽然这个争议可能会长期

存在下去ꎬ但它的存在表明了今天的人类对于了

解自己共同性历史的一种期盼、一种愿望ꎬ今天

的人类迫切想了解古代世界里五大洲的人类是

怎样形成的? 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

对于我们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ꎮ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不到 １ 万年ꎬ而人类

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 ５０００ 年左右ꎮ 对于

远古时代人类的历史ꎬ我们最多是根据考古发现

来加以推测ꎬ我们无法知道古代人类是如何交往

的ꎬ古代人类是如何形成共同体的ꎮ 人类目前所

知道的最早的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

字ꎬ成熟于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前ꎬ但是它对于古代世

界的记载极其有限ꎮ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虽然也

在公元前 ３１００ 年前就已经形成ꎬ但是并没有留

下多少系统的严格的历史记载ꎬ所以ꎬ古埃及的

真实历史和具体情况现代人很难真正了解ꎮ 殷

商甲骨文至少出现在公元前 １７ 世纪ꎬ但中国文

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 ８４１ 年的国人暴动才开

始ꎬ至于英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从 １０６６ 年才开始ꎬ
美国文字记载的历史在 １４９２ 年之后(虽然此前

印第安人已经在美洲存在很长时间ꎬ但没有确切

的文字记载)才开始ꎮ 所以ꎬ要确切地梳理古代

人类的交往历史是不可能的ꎮ 当然ꎬ我们依据现

代科学逻辑推理ꎬ可以很肯定地说ꎬ古代世界的

人类是在不断地加大交往范围和交往程度的ꎬ
“非洲起源说”就是人类迁移交往的直接证据ꎮ
而欧亚大陆内部各族群、种群之间相互交往的历

史ꎬ很多已经有文字记载ꎬ更不用说依据考古发

现就能证实的了ꎮ
(二)各大洲相对封闭时的人类命运

在公元 １５００ 年前ꎬ人类虽然有相对空间范

围内的交往ꎬ但是就五大洲之间的人类交往来

说ꎬ总体上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ꎮ 在这期间ꎬ交
往和接触比较多的是亚欧大陆ꎬ其次是欧非大

陆ꎬ再次是亚非大陆ꎮ 总体上看ꎬ在这个时间段

内人类还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ꎬ主要在各自的大

陆内部发展ꎮ 但是各个大陆内部不同地区、部族

之间的交往、冲突ꎬ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

扩大、文明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的不断增加而

愈加激烈的ꎮ
１. 古代欧洲人的社会交往

欧洲在公元 １５００ 年前后的古代世界ꎬ诞生

过很多民族ꎬ大的方面来看有日耳曼人、斯拉夫

人、凯尔特人、希腊人、拉丁人ꎬ如果细化那就不

计其数了ꎬ仅日耳曼人就分为东哥特、西哥特、法
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萨克森等族ꎮ 这

些民族在漫长的古代ꎬ通过战争、迁徙、贸易、婚
姻、文化艺术等各种方式实现交往ꎬ使得各个民

族、群体、个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ꎬ走出了互

相隔绝的状态ꎮ 一部古代欧洲人互相交往的历

史ꎬ从总体上看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的

发展史ꎬ我们只有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了解了ꎬ才能知晓古代欧洲人之间交往的

基本轮廓ꎮ
古希腊文明与欧洲社会交往ꎮ 该文明存在

于公元前 ８ 世纪至公元前 ３２３ 年这个时间段内ꎬ
起源于公元前 ２８５０—前 １４５０ 年克里特岛上的克

里特文明(也叫米诺斯文明)和公元前 １４２０—前

１０５０ 年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ꎮ 古希

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是雅典和斯巴达ꎬ该文明不仅

深刻影响了古代欧洲ꎬ对于今天的欧美以及全世

界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广泛和深远的影响ꎬ共和

民主制度、公民选举制度、奥林匹克体育精神、音
乐戏剧、美术、重视商贸、敢于冒险等等ꎬ都为今

天的世界所发扬光大ꎮ 古希腊文明存在的时期ꎬ
其实就是欧洲各个民族、地区交往不断加深的时

期ꎬ也可以说是战争、冲突不断的时期ꎮ
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战争成长

发展起来的ꎬ范围直跨亚非欧三大洲ꎮ 仅就欧洲

范围内的战争来说ꎬ就没有消停过ꎮ 公元前

４３１—前 ４０４ 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

战争ꎬ把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地中海沿岸很多

地区都卷进去了ꎬ战争给这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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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巨大的影响———土地荒芜ꎬ小农经济与手工

业者破产ꎬ瘟疫流行ꎬ死难者无数ꎬ工商业停滞倒

闭ꎮ 可以说ꎬ这场战争是人类的一场灾难ꎬ无数

家庭破产ꎬ生灵涂炭ꎬ但是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

欧洲史上把人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事件ꎬ是人

类悲剧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展现ꎮ 这不仅仅是希

腊史的一朵小小的浪花ꎬ在欧洲史上也是一朵小

小的浪花ꎮ 伯罗奔尼撒战争ꎬ斯巴达人获得了短

暂胜利ꎬ但不久后的公元前 ３３８ 年ꎬ希腊北部的

马其顿在喀罗尼亚大败希腊联军ꎬ取得了对整个

希腊的控制权ꎮ 到公元前 ３２３ 年ꎬ古希腊文明暂

时消失了ꎮ 直到公元前 ３０ 年ꎬ希腊半岛、地中海

东部流域才重新进入到希腊化时代ꎮ 在这个时

代ꎬ古希腊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音乐、
美术等被广泛继承和传播ꎬ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是

最早将欧洲人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纽带ꎮ “希腊世

界不仅包括雅典和它的爱琴海的从属ꎬ而且也包

括数以百计的其他希腊城市ꎬ其中有许多在希腊

半岛、黑海沿岸、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甚至还

有少数远在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ꎮ” 〔５〕

可以说ꎬ一部古希腊历史ꎬ就是欧洲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地中海流域的人类交往扩大的历史ꎮ
古罗马文明与欧洲社会交往ꎮ 谈到古罗马ꎬ

学界总体认为其存在于公元前 ８ 世纪至 １４５３
年ꎬ具体来说分为罗马王政时代(公元前 ７５３—
前 ５０９ 年)、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 ５０９—前 ３０
年)、罗马帝国(公元前 ３０—１４５３ 年)三个时期ꎮ
而我们现在讲古罗马文明ꎬ主要是从罗马共和国

时期开始讲起ꎬ从这个时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的

时间里ꎬ欧洲从部落、民族分割隔绝的状态逐渐

相互融合ꎮ 这是古罗马文明深入到欧洲的很多

地区和人群的时期ꎬ是欧洲民族、宗教、政权交互

影响、不断融合的时期ꎬ尤其是基督教形成并逐

渐成为统治欧洲的超国教ꎮ 罗马帝国时期幅员

辽阔ꎬ被称为“世界帝国”ꎬ包括了亚非欧很多地

方ꎬ如今天的意大利、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

牙、瑞士、奥地利、希腊、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

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叙利亚、伊拉

克、埃及、利比亚、突尼斯ꎮ〔６〕

在古罗马时期ꎬ对于欧洲的民族、种族交往ꎬ
乃至对于全世界的人类交往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是基督教ꎮ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ꎬ诞生于 １ 世纪

中期的巴勒斯坦地区ꎬ１３５ 年从犹太教中分离出

来ꎮ 保罗是最早在非犹太人地区传教的传教士ꎬ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罗马、君士

坦丁堡等地较早地建立了教会组织ꎮ 早期基督

徒受到过罗马帝国 １０ 次大迫害ꎬ经过传教士的

不断传播ꎬ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ꎬ并且基督教

教义与罗马帝国的统治理念有了越来越多的契

合之处ꎬ终于在 ３９２ 年被罗马帝国当局确定为国

教ꎮ 这使得基督教获得了合法的身份ꎬ开始从罗

马帝国不断往外扩散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风靡

了整个欧洲ꎮ ５—６ 世纪ꎬ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皈依基督教ꎻ７ 世纪ꎬ盎格鲁 － 撒克逊人接受了

基督教ꎻ８ 世纪ꎬ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直到易北河

畔的日耳曼人改信基督教ꎻ９—１０ 世纪ꎬ斯拉夫

人皈依基督教ꎻ１０—１１ 世纪ꎬ基督教传入斯堪的

纳维亚ꎮ〔７〕基督教诞生后ꎬ用了一千年的时间ꎬ基
本上占据了整个欧洲社会ꎬ成为欧洲两千多年来

最主要的宗教ꎬ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化载体ꎬ
它促进了欧洲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ꎬ
对于欧洲走出互相隔绝、迈向文化政治共同化起

了重要作用ꎮ
当然ꎬ古代欧洲的交流融合绝对不是简单的

和风细雨的布道ꎬ其中充满了战争、冲突ꎬ各种自

然和人为的灾难伴随着整个过程ꎮ 在罗马帝国

时期ꎬ基本上是战争不断ꎬ公元前 ２６４—前 １４６ 年

与迦太基之间的 ３ 次布匿战争是其中的一个明

显的事例ꎬ每一次战争都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ꎬ可以说双方都为之筋疲力尽ꎮ 第一次布匿战

争发生于公元前 ２６４—前 ２４１ 年ꎮ 战争使得罗马

帝国失去 ７００ 艘船ꎬ迦太基失去 ５００ 艘船ꎬ每艘

船大约有 １００ 名水手ꎬ罗马帝国失去了 ５００００ 公

民ꎬ这个数字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军人ꎮ 第二次

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２１８—前 ２０１ 年ꎮ 这次战

争迦太基的军队直接打到了意大利半岛ꎬ给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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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以沉重打击ꎮ 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

前 １４９—前 １４６ 年ꎬ迦太基被消灭ꎬ２５ 万公民仅

约 ５ 万人幸存ꎬ并被卖为奴隶ꎮ 公元前 ５８—前

４９ 年ꎬ罗马帝国执政官恺撒发动的高卢战争使

得罗马帝国的疆土急剧扩张ꎬ几乎占领了相当于

今天整个法国的领土ꎬ但是他屠杀了高卢 １００ 万

人ꎬ俘虏了 １００ 万人ꎮ〔８〕 基督教的传播史也充满

了血腥ꎬ最为著名、惨烈的实例就是 １０９６—１２９１
年持续近 ２００ 年的“十字军”东征ꎮ 这种通过战

争手段来促进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ꎬ
使人类之间产生互相联系的方式ꎬ其过程是十分

残忍的ꎬ这也可以说是古代人类交往历史的惨痛

的一页ꎮ
２. 古代亚洲人的社会交往

亚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洲ꎬ同时也是

人口密度最大的洲ꎮ 它的名字也最古老ꎬ相传亚

细亚的名称是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ꎮ 腓尼基在

今天的突尼斯ꎬ地处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要道ꎬ
该地在公元前 １１００—前 ８００ 年间商务活动发达ꎬ
西出地中海到达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ꎬ东则通

过陆路到达阿拉伯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ꎮ 他们

以爱琴海和黑海为根据地ꎬ把此地以东的地方称

为“亚苏”(Ａｃｕ)ꎬ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ꎬ以
西的地方称为“意列布”(Ｅｒｅｂ)ꎬ意思是“太阳下

落的地方”ꎮ〔９〕 亚洲的历史和文化都非常悠久ꎮ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都

位于亚洲大陆ꎬ埃及虽然在非洲ꎬ但从地理位置

和社会历史来看ꎬ其跟亚洲的关系千丝万缕ꎮ 古

代亚洲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居

于领先地位ꎮ 比如ꎬ中国的四大发明ꎬ印度人发

现了“０”、发明了阿拉伯数字等等ꎮ 亚洲绝大部

分地区位于北半球和东半球ꎮ 亚洲与非洲的分

界线为苏伊士运河ꎮ 苏伊士运河以东为亚洲ꎮ
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为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
里海、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地中海和黑

海ꎮ 乌拉尔山脉以东及大高加索山脉、里海和黑

海以南为亚洲ꎮ
按照“夏娃理论”ꎬ亚洲人起源于非洲ꎮ 但

是ꎬ这种生物学意义的起源和我们人类文明历史

记载所确定的祖先并不吻合ꎬ我们在研究亚洲历

史的时候还是要从文明史的人类社会开始着手ꎬ
研究古代亚洲人的交往就得从两河流域文明、印
度文明、中华文明开始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展

开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古代交往的历史

发展过程ꎮ
西亚ꎮ 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往东到高加索ꎬ南

到亚丁湾、波斯湾ꎬ地跨亚非欧ꎬ连接大西洋和印

度洋的广大地区ꎬ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亚ꎮ 它

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
高加索山区ꎬ有 ２０ 个国家ꎮ 西亚是亚洲文明ꎬ也
是世界文明开化最早的地区之一ꎬ古代地中海沿

岸地区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小亚细亚地区的赫

梯文明ꎬ对于亚非欧文明都产生过深远影响ꎮ 西

亚地区文明的发展也是这个地区人类互相交往

不断加深的结果ꎬ仅仅从西亚地区来看ꎬ这里的

人们在古代就有了密切的交往ꎬ形成了绵延不

绝、错综复杂的关系史ꎮ
就古代两河流域来看ꎬ至少从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开始ꎬ就有不同的民族、种族在此生息、交往、
繁衍ꎬ诞生过无数个政权ꎮ 公元前 ４０００—前

２４００ 年左右ꎬ苏美尔人在此生活ꎬ并建立了城

邦ꎬ形成苏美尔文明ꎮ 公元前 ２３３４—前 ２１９１ 年ꎬ
阿卡德帝国统治了两河流域ꎮ 公元前 ２１９１ 年苏

美尔人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ꎬ重新统一了两河流

域ꎮ 公元前 ２００６ 年埃兰人和阿摩利人推翻乌尔

第三王朝ꎬ阿摩利人在公元前 １８９４ 年建立起巴

比伦城邦ꎬ并在公元前 １８—前 １６ 世纪建立起古

巴比伦王国ꎮ 公元前 １５９５ 年古巴比伦王国被赫

梯帝国灭亡ꎬ赫梯帝国统治两河流域一千多年ꎮ
公元前 ８ 世纪ꎬ赫梯帝国被亚述帝国所灭ꎬ两河

流域被亚述帝国统治ꎮ 公元前 ６１２ 年亚述帝国

为米底和巴比伦所灭ꎬ两河流域被新巴比伦王国

统治ꎮ 公元前 ５３９ 年ꎬ波斯王居鲁士二世率军灭

掉新巴比伦王国ꎬ统治两河流域ꎮ 公元前 ３２６ 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击败波斯大军ꎬ建立亚历

山大帝国ꎬ首都为巴比伦ꎮ 公元前 ３１２ 年来自马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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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顿的塞琉古帝国占领波斯地区ꎮ 公元前 ６４ 年

塞琉古帝国被罗马帝国所灭ꎬ两河流域长期处于

罗马帝国统治之下ꎬ直到 ７ 世纪伊斯兰教的兴

起ꎮ 伊斯兰教形成后ꎬ两河流域长期为阿拉伯王

朝所统治ꎬ直到 １４ 世纪ꎬ虽然期间曾经被突厥人

和蒙古人控制和占领ꎮ
一部古代西亚历史就是人类互相冲突、交

流、交融的历史ꎬ是一部人类从孤立的个体、部
落、族群一步步发展到互相联系的群体社会的历

史ꎬ是人类社会联系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和加

深的历史ꎮ
东亚ꎮ 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

古五国ꎮ 这五个国家山水相依、隔海相望ꎬ很早

就有互相往来的历史ꎬ而且在古代社会因为交往

密切形成了文化上的共通性———信守儒家文化ꎮ
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往有

三千年以上的历史ꎬ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深影响了

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历史文化ꎬ同样日韩的文化也

传入到了中国ꎮ 据中国史书记载ꎬ商朝纣王的故

臣箕子在周朝建立后被分封到了朝鲜ꎬ〔１０〕 «后汉

书东夷传»中也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昔武

王封箕子于朝鲜ꎬ箕子教以礼仪田蚕ꎬ又制八条

之教ꎮ 其人终不相盗ꎬ无门户之闭ꎬ妇人贞信ꎮ
饮食以篷豆”ꎬ“昔箕子违衰殷之运ꎬ避地朝鲜ꎮ
始其国俗未有闻也ꎬ及施八条之约ꎬ使人知禁ꎬ遂
乃邑无淫盗ꎬ门不夜肩ꎬ回顽薄之俗ꎬ就宽略之

法ꎬ行数百千年ꎬ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ꎬ异乎三方

者也ꎮ 苟政之所畅ꎬ则道义存焉”ꎮ〔１１〕 虽然在有

关箕子留驻朝鲜问题的一些具体史料的认识上ꎬ
中朝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ꎬ但对于箕子存

在的认识是一致的ꎮ 这至少说明ꎬ在三千年前ꎬ
中国中原地带跟朝鲜半岛就已经有交流的历史

了ꎮ 公元前 １９４ 年ꎬ燕王卢绾部下卫满率千余人

进入朝鲜ꎬ推翻箕子朝鲜ꎬ建立卫满政权ꎮ 公元

前 １０７ 年ꎬ卫满朝鲜被汉武帝所灭ꎬ汉武帝在朝

鲜设置了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ꎮ ５ 世纪

初ꎬ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建都平壤ꎮ 隋

唐时期ꎬ中国中央政权曾经多次派兵征剿高句

丽ꎬ可以说冲突不断ꎬ高句丽最终在 ６６８ 年被唐

朝灭亡ꎮ 唐灭高句丽后ꎬ在收复的土地上建置行

政区划ꎬ“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

户ꎬ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ꎬ置安东都护府

于平壤以统之ꎬ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

安东都护ꎬ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ꎮ〔１２〕 唐朝时期

统治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曾经自居为唐朝诸

侯ꎬ宋元时期朝鲜半岛统治者跟中国的联系从未

中断ꎬ基本上对中国中央政权都称臣纳贡ꎮ １３９２
年后统治朝鲜半岛 ５００ 余年的李氏王朝一直与

中国保持密切联系ꎬ明清两代ꎬ朝鲜都是中国的

藩属国ꎮ
可以说ꎬ古代东亚地区的人们ꎬ相互之间一

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ꎬ这种生活上的联系极大地

促进了文化上的共融ꎬ这也许是现代东亚地区总

体经济社会发展在亚洲领先的一个重要因素吧ꎮ
南亚ꎮ 古代南亚地区基本是一个比较松散

的共同体ꎬ从领土上来看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

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

等ꎬ这个地区的人类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非常

悠久ꎮ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在二

战前本来就是英国殖民者所统治的一个政治共

同体ꎬ二战后才各自独立ꎮ 古代南亚可以说是一

个逐渐交融的整体ꎬ不仅是地理上的ꎬ也是文化

上的ꎮ
南亚文明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ꎬ而这个文化

的中心遗址就在今天巴基斯坦西边的旁遮普省ꎮ
在公元前 １５００ 年前后ꎬ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入

侵印度ꎬ消灭了哈拉帕文化ꎬ创造了今天广为人

知的古印度文化———吠陀文化ꎬ并制造了至今仍

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ꎮ 公元前 ５ 世纪前后ꎬ尼泊

尔诞生了佛教文化ꎬ逐渐盛行于整个南亚ꎬ并以

南亚为中心ꎬ传播到世界各地ꎮ 公元前 ４ 世纪

初ꎬ亚历山大帝国曾经侵占了印度西北部一带ꎬ
公元前 ４ 世纪 ２０ 年代至公元前 １８５ 年ꎬ摩揭陀

国的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逐渐统一印度ꎬ
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王朝ꎮ 孔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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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灭亡后的一千多年ꎬ印度次大陆上出现了多个

王朝ꎬ但基本没有统一ꎬ呈现出群雄割据的状态ꎬ
在此期间曾经出现过几个比较大的王朝有:贵霜

帝国(２—３ 世纪)、笈多王朝(３２０—５４０ 年)、拉
其普特时期(大约 ７ 世纪中叶至 １２ 世纪末)、德
里苏丹国(１２０６—１５２６ 年)、莫卧儿帝国(１５２６—
１８５７ 年)ꎮ

可以说ꎬ在 １７５７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前的古印

度土地上ꎬ有无数个民族生活在其中ꎬ人们在相互

交融中生活ꎬ出现过不同的民族政权ꎬ有古印度人、
马其顿人、大月氏人、中亚塞人、安息人、突厥人、蒙
古人还有各种宗教在这块土地上或诞生或

繁衍ꎬ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出现在南

亚次大陆上ꎮ 毫无疑问ꎬ古代南亚史就是一个人

类不断流动、冲突、交往、融合的发展史ꎬ充分体

现了那个时代人类互相依存的民族发展历史ꎮ
东南亚ꎮ 位于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的东南

亚ꎬ今天共有 １１ 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
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
菲律宾、东帝汶ꎮ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

都位居中南半岛ꎬ历史上的政治边界不是很清

楚ꎬ往往隶属于同一个王朝统治ꎮ １—７ 世纪的

扶南国的统治范围就包括今天柬埔寨全部国土

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ꎮ ９—１５
世纪ꎬ中南半岛出现的吴哥王朝ꎬ版图包括今天

的柬埔寨以及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ꎮ 所

以ꎬ生活在古代中南半岛上的人们一直以不同的

方式进行着交往ꎮ
总体上来说古代亚洲各国交往不断ꎬ尤其是

亚洲大陆上的人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不断ꎬ这
其中的历史过程错综复杂ꎬ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加

以描述ꎮ 仅以古代中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沿线

亚洲国家的参与为例ꎬ就可以看出当时亚洲国家

互相影响的具体情况了ꎮ 佛教在印度诞生后ꎬ用
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传到亚洲各地ꎬ在这些地区

成为影响至今的宗教文化ꎮ １５ 世纪前半叶ꎬ中
国的郑和下西洋ꎬ到达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

西亚地区ꎮ 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ꎬ用了一千年

左右的时间ꎬ基本上辐射到了整个东亚、东南亚、
南亚ꎬ成为亚洲一些国家的主流文化ꎬ形成了所

谓的儒家文化圈ꎮ 可以说ꎬ亚洲国家在很早的时

候就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体ꎮ
３. 古代非洲人的社会交往

非洲大陆由来已久ꎬ地域广袤ꎬ有北非、东
非、西非、中非、南非ꎮ 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

一ꎬ虽然今天我们尚无法获知其影响世界的确切

经过ꎬ但现代科学技术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

答案ꎮ 古代非洲各部分人类的交往是如何进行

的ꎬ目前世界除了对以古埃及为代表的北非地区

有所了解外ꎬ由于缺乏文字记载ꎬ对于其他非洲

地区的了解基本是空白ꎮ “黑非洲有文字记载的

历史较短ꎬ成为近代研究的对象也较晚ꎮ 在

１５ 世纪以前ꎬ在一个广袤的地区ꎬ那里没有文字

资料ꎮ 阿拉伯语文资料对于马格里布来说是第

二等资料ꎬ但对尼日尔盆地来说ꎬ却是最重要的ꎮ
研究阿拉伯文文献的黑非洲史学家对待文献的

态度不像马格里布的史学家那样ꎬ更不像一般研

究伊斯兰教的史学家那样ꎮ” 〔１３〕北非在 ７ 世纪以

前与欧洲的联系很多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

于古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ꎬ７ 世纪后随着

阿拉伯人进入北非ꎬ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影响逐渐

扩大ꎬ成为主要的宗教ꎮ 可以说ꎬ北非在很早以

前就跟欧洲有了深度交往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方面和欧洲联系密切ꎬ跟西亚、南亚的联系也

很密切ꎮ 古代非洲的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主要

是北非与非洲其他地区的交往ꎬ现在的文字记载

几乎没有ꎮ
现代人类学、考古学都把非洲与人类起源联

系在一起ꎮ 生活在 ２５０ 万—２００ 万年前的人类祖

先———能人的化石ꎬ在非洲被发现ꎻ１９０ 万年前

的东非直立人冒险迁往世界各地ꎬ直到亚洲ꎻ１６０
万年前的爪哇直立人就是起源于非洲迁移过来

的直立人ꎮ 有专家认为ꎬ在上百万年前的远古时

代ꎬ“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和缩小ꎬ使得各种生

物只在潮湿时期进入而干燥时期被迫逃离这个

沙漠ꎮ 因此ꎬ在更新世的冰河期ꎬ处于干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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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撒哈拉沙漠可能迫使第一批直立人探险者

离开了非洲”ꎬ“直立人通过某条路线扩散到了

非洲以外ꎮ 不管是哪种情况ꎬ到 １００ 万年前的时

候直立人肯定成功地进入了亚洲的很大地区ꎮ
有趣的是ꎬ直立人还要很久以后才扩张到欧洲ꎮ
欧洲直立人的最早年代估计是大约 ８０ 万年

前”ꎮ〔１４〕

虽然古代非洲人的活动缺乏文字记载ꎬ但是

通过考古ꎬ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的一些活动轨迹ꎮ
比如ꎬ居住在今天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的班图人

(占今天非洲人口三分之一)ꎬ在 １ 世纪以前居住

在喀麦隆高原ꎬ１ 世纪后在北方民族的压力下ꎬ
分为三路向赤道以南、以东迁徙ꎮ〔１５〕

古代埃及不仅文明程度高ꎬ而且与比邻的亚

欧的联系也很广泛ꎬ更不用说与其本身所在的北

非内部其他区域的交流了ꎮ 阿拉伯人在 ９ 世纪

前后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ꎮ 总体上看ꎬ非洲

在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ꎬ除了北非外ꎬ大多

数地区跟其他大陆的联系有限ꎮ 远古时代的欧

洲人除了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外ꎬ还
不知道非洲是个大陆ꎮ 直到 １４９８ 年ꎬ葡萄牙航

海者穿越非洲西南的好望角ꎬ环绕非洲大陆之

后ꎬ“非洲”一词才出现在地图上ꎬ用于指称整个

非洲大陆ꎮ〔１６〕当然ꎬ近代欧洲对于非洲的关注更

早一点可以从 １４１５ 年葡萄牙占领休达算起ꎬ从
这个时候起ꎬ欧洲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开始对阿拉

伯伊斯兰教在北非的影响发起了挑战ꎬ也从某个

程度上标志着近代欧洲列强开始对非洲进行殖

民统治ꎮ
古代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社会交往、联系相比

较同时期的亚洲和欧洲ꎬ其总体的深度和广度要

小得多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ꎮ 但是ꎬ它不是绝对封闭和静止的ꎬ否则

它也不会进化发展到人类文明ꎮ
４. 古代美洲人的社会交往

在近代世界历史中ꎬ美洲是一块新大陆ꎮ 这

个新大陆之所以新ꎬ主要是相对于当时世界的认

知范围而言ꎬ１５ 世纪以前的欧洲不知道有这个

大陆的存在ꎮ ５００ 年后的美洲早已成为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块大陆ꎬ不仅生活着超过世界 １３％
的人口ꎬ而且北美已经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ꎮ

无论从文字记载的历史ꎬ还是考古发现来

看ꎬ美洲的人类史相比亚非欧要年轻得多ꎮ 在美

洲没有发现过猿人或直立人等原始人类的化石ꎬ
更没有发现类人猿以及其他古灵长目动物的化

石ꎬ所有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已是完全的智人ꎬ经
碳 １４ 测定ꎬ确定他们生活在 ５ 万—２. ５ 万年前ꎮ
这一情况说明ꎬ古代美洲最早的居民不是土生土

长的ꎬ因为从欧亚非三个大陆人类的进化发展史

来看ꎬ古人类的起始年代要早许多ꎮ 再从比较人

类学来看ꎬ大部分美洲古代先民的体态、毛发、眼
睛、颧骨、皮肤和东北亚的蒙古人种相同ꎻ而小部

分南美人则与玻利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南太平洋

岛屿上的人种最为接近ꎮ 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

认为ꎬ美洲最早的居民绝大部分来自亚洲东北部

的蒙古ꎬ一小部分则来自南太平洋上的岛屿ꎮ 蒙

古人大约 ４ 万年前后ꎬ经由堪察加半岛和阿留申

群岛ꎬ通过结冰的白令海峡进入北美阿拉斯加ꎬ
然后呈扇形状态慢慢南下ꎬ向美洲大陆和周围岛

屿迁移ꎮ 到 １. ２ 万年前ꎬ这些原始美洲人已经遍

布美洲大陆和四周岛屿ꎮ 他们在美洲大约有

１５００ 万 ~ ２５００ 万人ꎬ部落很多ꎬ语言大约有 ２０００
种ꎬ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ꎬ有的达到了高度

的古代文明水平ꎬ有的还很原始落后ꎮ １５ 世纪

末ꎬ哥伦布到达美洲后ꎬ以为这是印度ꎬ才把他们

叫作“印第安人”ꎮ 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在美洲

呈现如下主要情况:在北极和格陵兰岛ꎬ有因纽

特人ꎻ在阿拉斯加内陆ꎬ有阿留申人和阿塔巴斯

干人ꎻ在今加拿大境内ꎬ有阿尔贡根人ꎻ美国境内

有易洛魁人、平原印第安人、克里克人、布埃普洛

人、西部海岸人ꎻ在今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ꎬ有托

尔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查波特克人和玛雅人ꎻ在
加勒比海诸岛ꎬ有加勒比人ꎻ在今哥伦比亚、委内

瑞拉等地ꎬ有奇布查人ꎻ在今厄瓜多尔、秘鲁、玻
利维亚等安第斯高原地带ꎬ有印加人ꎻ在今亚马

孙河流域ꎬ有阿拉瓦克人、土皮人ꎻ在今巴拉圭、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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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西部和巴西西南部ꎬ有瓜拉尼人ꎻ在今智

利ꎬ有阿劳加诺人ꎻ在今阿根廷东部ꎬ有恰鲁亚

人ꎮ 这些部落民族总体处于氏族社会阶段ꎮ〔１７〕

这说明美洲印第安人在古代社会也是存在一定

程度的交往的ꎬ否则不可能从亚洲一直迁移、散
布到整个美洲大陆ꎮ

古代美洲的社会交往和合作集中体现在其

形成的印第安文明上ꎬ这个文明由一系列文化所

组成ꎮ 奥尔梅克文化ꎬ诞生于美洲大陆中部墨西

哥高原、尤卡坦半岛一带ꎬ兴盛于公元前 ８—前 ５
世纪ꎬ它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创造了宏伟巨型石

雕像、祭坛、石碑ꎬ精美的玉石小雕像和黏土金字

塔ꎮ 玛雅文明ꎬ形成于公元前 １５００—３００ 年左

右ꎬ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一些地区ꎮ 玛雅文明的

农业十分发达ꎬ培育了玉米、番茄、甘薯、马铃薯、
菜豆、可可、烟草、棉花、龙舌兰、凤梨等作物ꎬ还
饲养了火鸡、狗、蜜蜂等动物ꎬ人们发明了象形文

字ꎬ形成了手工业和商业ꎬ其建筑业也非常发达ꎬ
建起了 １００ 多个城市ꎬ建立了成千上万座金字

塔ꎬ发明了太阳历和太阴历(一年为 ３５４ 天零 ８
小时)ꎮ 托尔特克文化ꎬ公元前 ４—３ 世纪形成于

墨西哥峡谷和普埃布拉峡谷之间ꎬ由托尔特克人

创造ꎬ以特奥蒂瓦坎为中心城市ꎬ鼎盛时期面积

达到 ２２ 平方公里ꎬ人口 ２０ 万ꎬ是当时中美洲最

大的城市ꎬ３５０—６５０ 年最为兴盛ꎬ农工商业都很

发达ꎬ直到 １０６０ 年后被灭亡ꎮ 阿兹特克文化ꎬ
１０６９ 年阿兹特克人首领墨西率领部落人员南迁

到特斯科科湖畔的查普尔佩克地区定居ꎬ１３２５
年墨西卡人首领特诺奇开始兴建特诺奇蒂特兰

城ꎬ后来变成了墨西哥城ꎬ这个文明农业发达ꎬ种
植多种农作物ꎬ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ꎮ
印加文化ꎬ其主要形成于 １５—１６ 世纪早期ꎬ位于

南美洲安第斯高原ꎬ分布于厄瓜多尔、秘鲁、玻利

维亚、智利北部及阿根廷的一部分ꎬ中心在秘鲁

南部的库斯科地区ꎬ南北长约 ３０００ 公里ꎬ东西由

太平洋沿岸深入到亚马孙森林ꎬ人口 ６００ 万ꎬ面
积 ８０ 多万平方公里ꎬ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ꎬ农
业、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发达ꎬ采矿、冶金、纺织和

手工业也很发达ꎮ 但是ꎬ它没有文字ꎬ主要靠结

绳记事ꎮ １５３２ 年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ꎬ不久该

帝国灭亡ꎮ 但是其文化影响深远ꎮ〔１８〕

文化是社会共同体的象征ꎬ是社会得以交

往ꎬ以及如何交往的精神基础ꎮ 文化是社会交往

的指南针和润滑剂ꎬ社会交往又是文化不断升华

的实践基础ꎬ古代印加文化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

个时代的人类已经习惯于劳动分工协作ꎬ习惯于

从个体与集体关系角度来处理部落内的一些事

务ꎬ这就说明古代印第安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分

工上已经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ꎬ没有这种交往就

不会形成分工ꎬ没有分工就不会有生产力的提

升ꎬ就不会往更高的文明发展ꎮ 印加文化表明美

洲的印第安人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持续发展的ꎬ
它的发展脉络跟古代亚非欧在某个时期是相同

的ꎮ
通过对上面四大洲古代社会发展情况进行

分析ꎬ我们可以发现ꎬ虽然在古代世界ꎬ人类由于

科学水平有限、地理知识缺乏、交通手段制约ꎬ总
体被几个大陆之间的分界线所阻隔ꎬ但是这种阻

隔在很多时候和地方不是绝对的ꎬ而是有直接和

间接的交流的ꎮ 这种交流、接触哪怕是以血腥残

暴的方式进行ꎬ也都在催使这个社会要集合多数

人的智慧和力量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ꎮ 古代的

人类之所以能够一点点走出蒙昧、一步步走向文

明进步ꎬ靠的就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社会交往ꎬ
不断克服个体和小群体的局限性ꎬ而使得自己在

这种不断加大、加深的交往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进

步ꎮ

二、近代文明融合加速发展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从 １５ 世纪末哥伦布开启世界航行ꎬ发现新

大陆以来ꎬ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ꎬ在追逐财富欲

望的驱使下ꎬ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疯狂地殖民主

义征服活动ꎮ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欧洲人探索新

空间、攫取财富的活动中ꎬ人类结束了几大洲在

古代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ꎬ尤其是美洲、大洋洲

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第一次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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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认知视野ꎬ使得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迅

速拓展ꎮ 无数欧洲的海盗、冒险家、贵族甚至国

王在无限憧憬着新世界财富的欲望刺激下ꎬ络绎

不绝地组织各色人等漂洋过海去到这些新大陆ꎮ
新大陆给欧洲资本主义送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
白银、农作物ꎬ甚至提供了最为廉价的人力资

源———黑奴ꎮ 可以说ꎬ从 １６ 世纪起ꎬ人类开始了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ꎬ人类命运呈现出加速

融合的趋势ꎮ
(一)世界地理大发现

１４９２ 年 ８ 月 ３ 日ꎬ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

海家受西班牙国王的资助ꎬ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

帆船ꎬ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ꎬ沿着大西洋往西

远航ꎬ寻找他心目中的印度群岛ꎮ
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工人家

庭ꎬ〔１９〕信奉基督教ꎮ 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ꎮ 在写

作、语法和几何方面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获得

了良好的指导ꎬ而且精通拉丁语ꎬ擅长绘画和设

计ꎮ 在帕维亚大学ꎬ他还学习了几何学、地理学、
天文学和航海学ꎬ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ꎬ“他勤

奋好学ꎬ思维缜密ꎬ不喜交谈ꎬ笃信基督教性

格简单ꎬ谦虚敏感又宽容大度ꎮ 他是一位天生的

绅士ꎬ行为举止谦恭有礼ꎮ 没有流露一丝虚荣ꎮ
他智商超群ꎬ走在当时哲学领域的前列”ꎮ〔２０〕 他

从少年时代就接触航海ꎬ成年后长期在船队服

务ꎬ是一名技术娴熟的航海家ꎮ 他相信地球是圆

的ꎬ热爱航海冒险ꎬ相信从大西洋可以找到通往

东亚的航海路线ꎮ 哥伦布曾经游说过英国、法
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君主ꎬ希望得到他们

的资助ꎬ但都被拒绝了ꎬ最后得到了西班牙女王

伊莎贝拉的支持ꎮ
１４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凌晨ꎬ哥伦布率领的船队

发现了属于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ꎬ随
后到达今天的古巴、海地等地ꎮ 此后在 １４９３、
１４９８、１５０２ 年他又三次西航ꎬ抵达牙买加、波多

黎各诸岛及中美、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ꎮ 哥伦布

在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片新大陆ꎬ还以为是东印

度群岛ꎬ但是他客观上真正发现了欧洲人以前根

本不知道的新大陆———美洲ꎮ 美洲的名称是以

另一个探索者阿美利哥维斯普西命名的ꎮ 他

在 １４９９—１５０２ 年间曾经两次从西欧向新大陆航

行ꎬ他写了最重要的两封信:«新大陆»和«第四

次航行»ꎬ首次认为其到达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

新大陆ꎮ 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塞弥勒读

到这两篇文章后在 １５０７ 年出版的«世界地理概

论»中ꎬ以阿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写法将这块大

陆称作“阿美利加”ꎮ 马丁瓦尔德塞弥勒不久

后在一张全球地图上首次使用了这个名称ꎬ此后

这一用法约定俗成ꎬ美洲大陆的名字就这样传开

了ꎮ
哥伦布之后ꎬ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 １４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ꎬ率船在里斯本出

发ꎬ寻找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ꎮ 船经过加那利群

岛ꎬ绕过好望角ꎬ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东海岸ꎬ
经过莫桑比克ꎬ非洲中部赞比西河河口ꎬ肯尼亚

的蒙巴萨、马林迪等地ꎮ 在马林迪ꎬ达迦马的

船队在当地阿拉伯航海家的帮助下ꎬ利用印度洋

每年上半年才特有的西南季风ꎬ往印度海岸行

驶ꎬ并于 １４９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抵达了印度西南海岸

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ꎮ 葡萄牙人终于找到了一

条从欧洲绕道非洲好望角ꎬ穿越印度洋到达他们

心目中向往已久的东方富庶天堂———印度大陆

的捷径ꎮ
达伽马在 １５０２—１５０３ 年和 １５２４ 年两次

率领更为强大的船队到达印度ꎬ还被任命为印度

总督ꎬ并且病死在这个总督岗位上ꎮ 达伽马开

启的这条自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

达印度的航线ꎬ极大地便利了葡萄牙和欧洲其他

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ꎬ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

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各国相继沦为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ꎮ 古老的非洲东部和亚洲、太平

洋地区国家逐渐被纳入欧洲的思想文化体系甚

至政治管理体系之中ꎬ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世界

的全球化进程ꎬ虽然其手段是残忍、卑鄙的ꎮ
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ꎮ １５１９ 年ꎬ在西

班牙国王的支持下ꎬ麦哲伦组织了一支五艘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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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船队开始了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的航行ꎮ 这

次航行用时 １０８２ 天ꎬ历经种种磨难ꎬ多数人死亡

了ꎬ队员由出发时的 ２６５ 人到最后返回西班牙时

只剩下 １８ 人ꎮ 但是这次航行的历史意义非常巨

大ꎬ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意识的ꎬ主动全球化航

行ꎮ 经历了欧亚非美四大洲ꎬ证明了地球的水域

相通且面积远远大于陆地ꎬ标志着全球化交通完

全成为可能ꎮ 此后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往来于

亚非美等地ꎬ逐渐把全球各地的物种和人种送到

了各个角落ꎬ世界一体化的时代真正开始了ꎮ
“１４００ 年时的世界ꎬ实际上分别是数十个各

自封闭的社会和文明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接触和

交流ꎮ 这些文明中的一部分ꎬ如居住在中美洲和

南美洲的人群ꎬ他们与其他大陆毫无往来ꎻ另一

部分文明ꎬ如中国和印度ꎬ这两个位居亚洲的伟

大文明国家主要通过贸易建立起广泛的对外联

系ꎬ外来影响仍不足以改变它们自成一体的文化

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的这些基础ꎮ” 〔２１〕 地理大发现

直接促进了世界航运新道路的开辟ꎬ为欧洲资本

主义时代的到来增加了威力无比的助产剂ꎮ 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

现ꎬ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ꎬ
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ꎬ非洲变成商业

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ꎻ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

产时代的曙光ꎮ”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把全球联系在了一起ꎬ使

得人类进入了联系空前频繁、紧密的历史阶段ꎮ
(二)殖民主义的扩张

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迈入到全球化时代ꎮ
伴随着全球化的ꎬ是为了寻找财富而进行新大

陆、新世界探索的西方国家ꎬ对新发现的地理空

间的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ꎮ 这一过程持续了四

百多年ꎬ遗留的问题一直影响到今天ꎮ 殖民主义

以一种另类的方式体现出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

关系ꎬ是一种强势力量对于弱势力量的征服ꎬ是
人类交往过程中的一种非正义、非正常的状态ꎮ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首创者是西班牙和葡

萄牙ꎮ 西班牙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就不断派遣

军士和一般人员去征服美洲、开发美洲、攫取美

洲ꎬ对土著民族实行血腥的奴役、镇压政策ꎬ最终

在中、南美洲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

牙帝国ꎮ １５１９ 年ꎬ埃尔南科尔特斯ꎬ在几个土

著部落的支持下ꎬ战胜了强大的阿兹特克人ꎬ占
领了首都铁诺第兰这座有宫殿、庙宇、花园以及

约 １０ 万人口的城市ꎮ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战胜

了印加帝国ꎬ夺取了首都库斯科及大量珍宝ꎮ 佩

特罗弗拉迪维亚占领了智利ꎬ佩特罗门多萨

于 １５３６ 年勘察了拉普拉塔河地区ꎬ建立了布宜

诺斯艾利斯城ꎮ 这些征服者把当地人的图腾当

作恶魔进行摧毁ꎬ霸占他们的财富ꎮ 西班牙人在

殖民地实行领地制度ꎮ 国王为了吸引殖民者ꎬ向
他们转让土地ꎬ允许他们迫使印第安人劳动ꎬ但
必须用基督教信仰教育印第安人ꎮ 此外还建立

了一种简化制度ꎬ即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保留

地ꎬ以提供劳动力ꎮ 后来黑人奴隶取代了印第安

人ꎮ 西班牙不仅将巨大的财富引入欧洲ꎬ而且在

拉丁美洲创立了一种以西班牙语为主的独特文

化ꎮ〔２２〕 土著人由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时的几千万

人锐减到 １７ 世纪的 ４００ 万人ꎮ
葡萄牙在达伽马发现印度洋之后开始了

大规模的殖民活动ꎮ 在此之前的 １４９０ 年ꎬ葡萄

牙航海家已经到达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海岸ꎮ １６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弗朗西斯科 － 巴雷托和瓦斯科 －
奥雷姆远征津巴布韦ꎮ 此外ꎬ葡萄牙人的势力也

伸展至阿拉伯海一带ꎬ他们在 １５０６ 年侵吞了阿

拉伯海的索科特拉岛ꎬ同年更到达印度洋上的锡

兰ꎬ随后在锡兰建立了科伦坡城ꎬ１５２１ 年葡萄牙

人又控制了巴林ꎬ自此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ꎮ
在东南亚ꎬ１５１１ 年葡萄牙夺取了马六甲王

朝的首都马六甲城ꎬ从此长期将此地据为殖民

地ꎮ 在东亚ꎬ１５５３ 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定居ꎬ
１５５７ 年正式获得澳门租借权ꎮ 在美洲ꎬ葡萄牙

人 １５００ 年登陆巴西的塞古罗港ꎬ并以之作为巴

西红木的贸易站ꎮ 在非洲ꎬ１５７８ 年 ６ 月ꎬ葡萄牙

国王塞巴斯蒂昂率军 ２. ５ 万人开始了对摩洛哥

的战争ꎬ摩洛哥投降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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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从 １５ 世纪开始ꎬ先后在亚非美洲通

过枪炮征服了很多部落和国家ꎬ建立了一个强大

的帝国ꎮ 比如在非洲ꎬ它占领了安哥拉、阿尔金、
阿克拉、卡奔达、佛得角、休达、艾美拉、毕尔科

岛、黄金海岸、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梅斯卡

尼群岛、马林迭、蒙巴萨、摩洛哥、莫桑比克、基尔

瓦基西瓦尼、圣约翰堡、圣多美普林西比、丹吉

尔、桑给巴尔、济金绍尔ꎮ 在美洲ꎬ它殖民了亚速

尔群岛、巴西、乌拉圭、(法属)圭亚那、马德拉、
萨克拉门托ꎮ 在亚洲ꎬ它殖民了班达群岛、巴林、
缅甸、锡兰、弗洛瑞斯岛、阿巴斯港、拉克沙群岛、
澳门、霍尔木兹、加锡、马六甲、马尔代夫、摩鹿加

群岛、马斯喀特、长崎市、葡属印度、索科特拉岛、
东帝汶ꎮ

紧跟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殖民国家脚步的

是英国ꎮ 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ꎬ英国通过殖民方

式在全世界建立了横跨东西、竖跨南北的日不落

大英帝国ꎮ １９１４ 年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面积

达到 ３３５０ 万平方公里ꎬ人口达到 ３. ９３ 亿ꎮ
在美洲的殖民ꎮ 英国的瓦尔特雷利在

１５８７ 年就在美洲建立了移民点ꎬ取名为弗吉尼

亚ꎬ以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ꎮ １６２０ 年一批英

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来到美洲ꎬ此后在

英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们源源不断地来到美洲ꎬ
到 １７３３ 年ꎬ英国在北美东岸共建立起 １３ 个殖民

地ꎮ
在亚洲的殖民ꎮ １６００ 年东印度公司创立ꎬ

这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机构ꎮ １７５７ 年普拉西一

役ꎬ奠定了英国在印度斯坦的统治地位ꎮ 通过在

印度的不断扩张ꎬ到 １８７６ 年ꎬ英国将印度更名为

印度帝国ꎮ 英国 １８４０、１８５６ 年通过两次鸦片战

争逐渐将中国一些地方强行占为殖民地ꎮ 英国

１８８６ 年将缅甸占领为殖民地ꎬ１８７４ 年又从荷兰

手中夺得苏门答腊和马六甲ꎬ逐渐将东南亚国家

攫为自己的殖民地ꎮ
在大洋洲的殖民ꎮ １６６８—１７１１ 年ꎬ英国人

到达澳大利亚东岸和新西兰ꎬ开始不断向该地移

民ꎬ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ꎮ 后来又占领了斐

济、巴布亚、所罗门、汤加、吉尔伯特、库克、埃利

斯和菲尼克斯群岛等地ꎮ
在非洲的殖民ꎮ １８０８、１８４３、１８６１ 和 １８７４

年ꎬ英国先后将塞拉里昂、纳塔尔、尼日利亚和黄

金海岸抢占为自己的殖民地ꎮ 埃及、津巴布韦、
赞比亚ꎬ以及东非的索科特拉岛、索马里、乌干

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岛等都先后成为英国的殖

民地ꎮ
荷兰、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在海外都拥有

大小不等的殖民地ꎮ 可以说ꎬ伴随着地理大发

现ꎬ全球化时代的来临ꎬ带着侵略扩张血腥和财

富攫夺丑恶的殖民主义ꎬ被西方殖民者无情地带

到了世界各地ꎮ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贪婪、阴
谋、欺骗、血腥等种种罪恶ꎬ但也不可否认ꎬ它对

人类走出农牧业社会相对封闭的状态ꎬ转而促进

世界各地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等ꎬ无疑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ꎬ而且人类互相接触、互相维

护、互相支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ꎮ
(三)世界市场的发展〔２３〕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冒着巨大风险进行地理

大发现的探索ꎬ直接的动因就是出于对金钱财富

的向往ꎮ 所以ꎬ一旦通向新世界的航线被开辟之

后ꎬ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方式去攫取财

富ꎬ在武力掠夺、殖民侵略之外ꎬ他们还运用了商

贸手段来获取财富ꎮ 西方殖民者的商贸活动在

几百年的时间内逐渐触及了全世界ꎬ形成了巨大

的市场ꎬ这个市场极大地克服了地理大发现之前

的区域局限性ꎮ 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ꎬ随着交通

工具的不断革新ꎬ世界产业链分工的不断扩大、
完善ꎬ商业内容的不断增加ꎬ世界范围内人口流

动的不断加速ꎬ世界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大ꎬ世界

市场的规则也越来越多ꎮ 这种本来是以掠夺财

富为目的的活动却由于其满足了人类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的内在需求ꎬ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

的交往ꎬ不断加深着世界范围内人们互相依存的

社会关系ꎮ
１６ 世纪初到 １８ 世纪中叶是世界市场形成

的初步阶段ꎮ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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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那些文明没有充分发展的地区采取移民、
建立庄园、禁闭甚至掠杀土著人、设立管理机构

等手段和方式进行殖民统治ꎬ掠夺当地的矿产、
金银、农作物ꎬ甚至贩卖奴隶ꎬ但这个罪恶的过程

却在客观上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联系ꎬ世界市场开

始初步酝酿ꎮ
１８ 世纪中叶到 ２０ 世纪初ꎬ是世界市场基本

形成的阶段ꎮ 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以英国为代

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得以迅

猛发展ꎬ蒸汽动力的普及ꎬ铁路、蒸汽轮船的出现

使得交通更加便捷ꎬ人类的活动被空间大大拓

展ꎻ机器生产使得工业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ꎬ欧洲国家把这些工业品大量销售到

亚洲、美洲还有非洲ꎬ同时从这些落后的国家和

地区获取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随着俄国、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

国家的发展ꎬ帝国主义各国兴起了在世界范围内

抢占势力范围、瓜分殖民地的狂潮ꎬ并且把世界

范围的贸易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ꎮ 在这种强大

的商业活动过程中ꎬ世界市场形成了ꎮ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是以欧

洲为中心的贸易市场渐次推进的过程ꎮ 形成较

早的是地中海市场ꎬ这个市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ꎮ １２ 世纪前后就有西欧人、希腊

人、东方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各地教派

的穆斯林商人在此交易ꎮ 在西西里的货栈里ꎬ既
有来自远东的奢侈品ꎬ如珍珠、宝石、印度铁器、
稀有染料、中国丝绸、胡椒和香料ꎬ也有埃及的棉

织品、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毯ꎬ从非洲来的象牙、鸵
鸟羽毛、狮子皮和豹皮ꎮ〔２４〕

紧跟着ꎬ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市场也形成了ꎬ
这个市场把北欧和中南欧的市场连成一片ꎮ １６
世纪初ꎬ波罗的海地区成为西欧工业产品最重要

的市场ꎮ 荷兰和英格兰的纺织品能够向这个地

区出口ꎬ是两国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ꎮ １６—
１７ 世纪ꎬ荷兰进口波罗的海的谷物并与波罗的

海地区开展其他贸易活动ꎬ是其经济迅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ꎮ 这使得尼德兰能从谷物生产ꎬ转向发

展专门的奶制品业、酿造业、蔬菜种植业ꎬ以及种

植亚麻、烟草等工业作物ꎬ促进了其乡村纺织业

和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ꎮ
波罗的海地区为西欧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

原材料ꎬ１６—１７ 世纪ꎬ波罗的海地区在商业贸易

中的重要性增强了ꎮ 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工商业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ꎬ波罗的海地区作为它们的后

方ꎬ通过海上贸易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和原材料供

给这些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ꎬ形成了一个地区性

的经济区ꎮ 欧洲南北两个地区市场联系在一起ꎬ
形成了一个欧洲大市场ꎮ〔２５〕

亚洲市场与欧洲市场的形成ꎮ １５１７ 年ꎬ西
班牙人占领了马尼拉ꎬ把该城作为他们在亚洲的

殖民总部所在地ꎮ 西班牙人在占领马尼拉几年

后便与当时的福建地方政府有了交往ꎮ 马尼拉

很快成为中国货物的集散地ꎬ大批中国移民来到

马尼拉ꎮ 中国的大帆船运载着中国产品从福州、
厦门和泉州来到马尼拉ꎬ从这里改装其他船只运

出ꎮ 当时西班牙帝国规定了所有西班牙与菲律

宾之间的运输都要经过墨西哥ꎮ 这样ꎬ墨西哥就

成为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介ꎮ １７ 世纪后期ꎬ
英国在印度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后ꎬ从东印度各

地购买的商品主要是棉布、丝织品、棉纱、生丝ꎮ
印度布匹出口增长了 ５ ~ ６ 倍ꎮ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荷兰商人仅在马尔达地区ꎬ每年就收购 ５ 万卢比

的布匹ꎮ 英国公司在比贾普尔收购由大约 ５ 万

名手工业者所织造的优质棉布ꎮ 这使得印度本

地的商业活动从独立转变为由欧洲人来组织ꎮ
１８ 世纪 ３０—５０ 年代ꎬ印度出口量增加ꎬ使纺织手

工业生产大大发展ꎮ 大片地区的整个乡村和城

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居民ꎬ以织布为主要职业ꎮ 英

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印度包买商收购纺织品ꎮ 到

了 １８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ꎬ印度商人被排斥在收购

手工业商品的活动范围外ꎮ 东印度公司规定ꎬ印
度织布工人在未完成公司订货之前ꎬ不得为其他

人和其他市场工作ꎮ 印度成为英国所需廉价棉

纺织品和原料的生产、供应基地ꎮ 印度经济已深

深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ꎮ 但是ꎬ印度在卷入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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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后ꎬ正值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和棉纺织

业的兴起ꎬ英国政府为了给本国资产阶级的商品

打开销路ꎬ迫使印度海关采取低关税政策ꎬ以此

来鼓励英国商品出口ꎮ
从 １８３２—１８５７ 年ꎬ印度进口英国商品额增

长了 １５ 倍ꎬ在 １８５０ 年代棉纺织品占英国对印度

输出品的三分之二ꎮ 印度手工业者受到英国工

业资本的沉重打击ꎮ 印度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

市场和原料供应地ꎮ
大西洋市场的形成ꎮ 地理大发现以后ꎬ大西

洋市场在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间逐渐形成ꎮ 大西洋市

场把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阔的正在开发

中的美洲联系起来ꎬ形成了横跨东西两半球的严

格意义上的世界市场ꎮ 在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ꎬ西班

牙每年有 １００ 艘船装载货物穿越大西洋ꎮ 到 １６
世纪末ꎬ每年有 １５０ ~ ２００ 艘船参与对西印度群

岛的贸易ꎮ １５２０ 年以后ꎬ船只数翻了一番ꎬ货物

运输量也翻了一番ꎬ其货物总量提高至 ４ 倍ꎮ
从 １７ 世纪中期起ꎬ美洲的可可开始大量出

口ꎮ 在 １８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可可出口达到高峰ꎮ
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群岛出口的烟草在 １６８０ 年

代和 １６９０ 年代迅速增长ꎬ１６７６—１６８０ 年平均每

年出口到西班牙为 ３６７ 阿罗巴ꎬ１６８１—１６８５ 年平

均每年出口 １２８９ 阿罗巴ꎬ１６８６—１６９０ 年平均每

年出口 ３３１４. ５ 阿罗巴ꎬ１６９１—１６９５ 年平均每年

出口 ２８４３ 阿罗巴ꎮ 从 １６５０ 年代后期起ꎬ西班牙

输入美洲的铁制品包括犁、铧和锄头的数量迅速

增加ꎬ输往美洲的纸和蜡也越来越多ꎮ
英国与美洲的贸易开始于 １６ 世纪中叶ꎬ在

整个 １７ 世纪ꎬ美洲殖民地出口的 ８０％ 是输往英

格兰ꎮ 从 １７００—１７８０ 年ꎬ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中

转贸易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ꎮ 到

１７７２—１７７４ 年ꎬ北美殖民地提供了英国进口商

品的 ４０％ ꎬ其中几乎全是农产品ꎮ 而北美殖民

地接受了英国国内出口的 ４０％ ꎬ其中几乎全是

制造业产品ꎮ
１７８０ 年以后ꎬ英国跨大西洋贸易出口商品

主要是近代制造业产品ꎬ其中以棉纺织品为主ꎬ

而进口商品则有糖和其他食品ꎬ其中进口原材料

特别是棉花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ꎮ

三、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兴

以 １８４８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ꎬ共
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ꎮ 这极大地改变

了世界的发展走向ꎬ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劳苦大

众在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获得了启蒙ꎬ
由自在的阶级状态转向自觉的阶级状态ꎬ也使得

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ꎮ 虽

然共产主义运动在 ２０ 世纪后期出现了挫折ꎬ但
是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场影响全世界的运动ꎬ把
全世界的劳苦大众的命运拧在了一起ꎬ使得人类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理想的方式向前进了一

大步ꎮ 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

立了 ７０ 多个共产主义政党ꎮ 党员总人数 ４００ 多

万”ꎬ〔２６〕到 １９８０ 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ꎬ
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１ / ４ 以上ꎬ人口约

占世界总人口的 １ / ３ꎬ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 ２ / ５ꎬ
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 １ / ３”ꎮ〔２７〕

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加以

审视:
其一ꎬ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ꎮ １８４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

表大会ꎬ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

号ꎬ同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１２ 月 ８ 日在伦敦举行了第

二次代表大会ꎬ提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奋斗目

标:推翻资产阶级ꎬ建立无产阶级统治ꎬ消灭旧的

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

级、无私有制的新社会ꎮ 尤其是大会委托马克

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ꎮ «共产

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ꎬ标志着科学

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始ꎮ 在«共产党宣言»发
表后不久ꎬ欧洲就爆发了 １８４８ 年革命ꎬ很多同盟

成员参加到这场革命当中ꎮ １８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ꎮ
其二ꎬ第一国际时期ꎮ １８６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英

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国家的工人代

—４４—

　 ２０２１. ３学术探索



表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在伦敦圣马丁堂

召开群众大会ꎬ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ꎬ这就是

第一国际ꎮ 第一国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ꎬ颁
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ꎮ １８７６ 年在美国费城的大

会上正式解散ꎮ 第一国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

欧美国家工人中的传播ꎬ推动了这些国家工人运

动的发展ꎬ尤其是推动了巴黎公社革命行动的开

展ꎬ使得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程

度在无产阶级思想的统领下得到了很大提高ꎬ开
启了各国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的进程ꎮ
其三ꎬ第二国际时期ꎮ １８８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有

２２ 个国家的 ３９３ 名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ꎬ成立了第二国际ꎬ
后人一般也称之为“社会主义国际” “社会党国

际”ꎮ 第二国际组织比较松散ꎬ没有常设领导机

构ꎬ没有形成共同规章ꎬ没有机关报ꎮ 但是ꎬ第二

国际对于加强国际工人团结ꎬ进一步唤醒工人阶

级的集体意识ꎬ维护工人权利ꎬ争取阶级平等ꎬ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ꎮ １９１４ 年一战爆发后ꎬ由
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ꎬ使
得第二国际停止了活动ꎬ实际上解体了ꎮ

其四ꎬ第三国际时期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第三国

际成立ꎬ１９４３ 年解散ꎮ 第三国际是以十月革命

作为政治运动的模式(武装推翻反动政权)ꎬ以
列宁主义作为主要指导思想ꎬ以严格集中的党组

织来领导共产主义运动ꎮ 第三国际在世界范围

内领导过 ６５ 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ꎬ很多国家

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在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支

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ꎬ尤其是第三国际使得共

产主义革命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得到了

大发展ꎮ
其五ꎬ冷战时期ꎮ 二战后的世界进入到美苏

争霸的冷战时期ꎬ在这个时期ꎬ共产主义运动得

到了空前的大发展ꎮ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ꎬ
从 １ 个发展到 １６ 个ꎮ 东欧多数国家加入社会主

义阵营ꎬ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ꎬ
美洲的古巴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ꎮ 还有很多

亚非拉美国家在这个时期爆发了由共产党组织

的长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ꎬ虽然它们的革命实

践没有最终成功ꎬ但对于世界的影响巨大ꎮ
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把人类命

运空前地系为一体的重大社会事件ꎮ 在这场运

动中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

的人们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ꎬ超越了空间和距

离ꎬ实现了互相学习、合作互助、共同奋斗的目

标ꎬ使得人类在文明道路的探索上增添了格外耀

眼的光芒ꎮ

四、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格局下的人类命运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ꎬ以战争的方式把全

世界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上ꎬ使得人类的命运在

世界范围内以联盟和敌对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

起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方包括亚非欧美澳五

大洲ꎬ共计 ３０ 多个国家ꎬ战争范围之广、参战人

数之多、战争冲突之深可以说史无前例ꎮ 第二次

世界大战使得全球五大洲 ６１ 个国家被卷入其

中ꎬ２０ 多亿人的命运因为战争连在了一起ꎮ
这两场战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化时代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ꎬ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企图以绝

对的强力将灾难加诸对手ꎬ而自己能够全身而

退ꎬ都是不可能的ꎮ
(一)一战与人类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主权

国家几乎都卷进去了ꎬ欧洲的主要国家几乎都参

与了此战ꎮ 同盟国方面有:德国、奥匈帝国、土耳

其、保加利亚ꎬ协约国方面有:英国、法国、沙俄、
意大利、美国、日本、中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ꎬ
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英联邦国家ꎬ这些

国家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ꎮ 这一场

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ꎬ在全球范围内以战

争的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互系ꎬ是一场人类大

范围的互相厮杀ꎬ虽然其主战场在欧洲ꎮ 这是一

场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战争ꎮ 它曾一度让世界变

得暗无天日ꎬ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永恒的伤疤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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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屠杀了无数的生命ꎮ 一战大约有

６５００ 万人参战ꎬ协约国有 ４２００ 万人服役ꎬ四个同

盟国约有 ２２００ 万人服役ꎮ 协约国约有 ４８０ 万人

阵亡ꎬ１２００ 万人受伤ꎬ同盟国一方阵亡和受伤的

人数分别是 ３１０ 万和 ８４０ 万ꎬ世界各国平民大约

伤亡 ６６０ 万ꎮ〔２８〕一战中仅仅几个重要战役ꎬ伤亡

人数就在几百万以上ꎮ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的马恩河会

战ꎬ交战双方先后投入 １５０ 万的兵力ꎬ伤亡人数

超过 ５０ 万ꎮ 其中ꎬ法军损失 ２５ 万人(其中阵亡

８１４００ 人)ꎬ英军损失 ２６ 万人ꎬ德军损失 ２０ 万

人ꎮ １９１６ 年 ２—１２ 月的凡尔登战役ꎬ双方伤亡人

数在 １００ 万ꎬ法军损失 ６９ 个师ꎬ德军损失 ５０ 个

师ꎬ各师在战斗过程中损失兵员 ７０％ 以上ꎬ同时

也消耗了大量的物资ꎮ 仅从 ２ 月 ２５ 日—６ 月 １５
日ꎬ法军就消耗了 ３１４５０ 万发炮弹ꎬ其中重炮弹

和超重炮弹达到 ２００ 万发ꎮ １９１６ 年 ６—１１ 月的

索姆河战役ꎬ双方伤亡约 １３４ 万人ꎬ其中英军 ４５
万余人ꎬ法军 ３４ 万余人ꎬ德军约 ５３. ８ 万人ꎮ〔２９〕

一战给人类尤其是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

灾难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ꎬ有 ７５ 万英国士兵

阵亡ꎬ２００ 多万人成为终身残疾ꎮ 工人阶级的生

活水平大幅降低ꎬ如果 １９００ 年的实际工资指数

为 １００ 的话ꎬ那么 １９１４ 年则为 ９０. ７ꎬ到 １９１７ 年

只有 ６２ꎮ〔３０〕一战后的法国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严

重、劳动力奇缺ꎬ经济严重萧条ꎮ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
英镑仅相当于 ２６ 法郎ꎬ而到了 １９２０ 年代初ꎬ６０
多法郎才能换 １ 英镑ꎮ 战后的德国面临割地、赔
款等惩罚ꎬ交出所有飞机和作战舰艇ꎬ只保留 １０
万国防军ꎬ还得交出 １０ 万个火车头等ꎬ割让 １ / １０
的领土ꎮ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ꎬ协约国“赔偿委员会”于

英国伦敦举行会议ꎬ会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

１３２０ 亿金马克(折合 ３３０ 亿美元)ꎮ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ꎬ增加了世界性战争

给人类命运带来毁灭性危险的可能性ꎬ使得全世

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ꎬ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世

界争端存在巨大的副作用ꎮ 所以ꎬ一战结束后在

美国总统威尔逊等的推动下成立了国际联盟ꎬ想
要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ꎬ尽量避免大规

模的战争再次爆发ꎮ 虽然国际联盟在后来的国

际冲突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ꎬ但是它在一战后

的迅速成立已然表明ꎬ人类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加

深、国际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ꎬ认识到

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息息相关ꎮ 人类社会每

一个部分的存在都是其他部分存在的条件ꎬ如果

抱持以绝对优势的力量来征服对方、维护自己利

益ꎬ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ꎮ 国际联盟的成立就

是人类命运利害攸关意识的产物ꎬ此后建立国际

组织解决国际争端成为人们的共识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对大国决定世界秩序的

一些做法提出了挑战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战争胜利者处理失败者

的思路与做法也表明一些国家开始以人类命运

为视角ꎬ考量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措施的实

施ꎮ 凡尔赛会议上法国一开始对德国提出了

２０００ 多亿美元的赔款要求ꎬ但是其他几个战胜

国并没有积极响应ꎬ而是有所保留ꎮ 在德国强烈

不满的情况下ꎬ最终赔偿数额在会议中没有达成

共识ꎮ 后来的协约国对于赔偿数额的要求不断

减少ꎬ英美还对法国强行用武力开进德国以逼取

战争赔款的行为表示了谴责和进行经济惩罚ꎮ
这样的做法似乎损害了同一立场的同盟国的利

益ꎬ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英美对于德国的惩

罚应保持有限性的态度ꎬ这自然是出于对保持欧

洲国家实力均衡的考虑ꎬ而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自

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反应ꎮ
(二)二战与人类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包括欧洲、亚洲、非
洲、美洲、大洋洲ꎮ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ꎬ先后有

６１ 个国家和地区、２０ 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ꎬ
作战区域面积达 ２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除了南极洲

之外ꎬ地球上有人口居住的地方都被卷入了ꎮ 据

不完全统计ꎬ二战期间军民共伤亡 ９０００ 余万人ꎬ
经济损失达 ５ 万多亿美元ꎬ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世界战争ꎮ〔３１〕

二战中亚洲国家大部分被卷入到战争当中ꎮ
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全部卷入其中ꎮ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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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ꎬ南亚的印度更是被深度卷入其

中ꎮ 西亚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
黎巴嫩也深深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ꎮ

欧洲卷入的国家最多ꎬ几乎都卷入其中ꎮ 法

西斯阵营的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独立国ꎮ 反法西

斯阵营的有苏联、英国、法国、挪威、丹麦、芬兰、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ꎮ

澳洲卷入战争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ꎬ非洲

卷入战争的有南非联邦、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

里亚ꎬ美洲卷入战争的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海地、巴拉圭、乌拉圭、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

拉瓜、危地马拉、玻利维亚ꎮ
可以说二战把人类空前地卷到了一起ꎬ使得

人类在历史上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

摧残ꎬ尤其是这场战争第一次使用了毁灭性的武

器原子弹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空前

巨大的ꎬ无论是在人员伤亡的数量上还是财产损

失的数量上ꎬ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都

是空前的ꎬ中国军民牺牲 ３５００ 万人ꎬ位列全世界

之最ꎮ
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７ 日ꎬ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

长卢舍夫大将公开的数字显示ꎬ苏联在卫国战争

中损失的军民总数为 ２７００ 万 ~ ２８００ 万人ꎮ 其

中ꎬ在战斗中被打死、重伤致死和被俘未回的军

人共 ８６６. ６ 万人ꎬ还有 １８００ 万人受伤或患病死

亡ꎮ
法国死亡 ５８ 万人ꎬ英国死亡 ３６ 万人ꎬ美国

死亡 ３０ 万人ꎬ波兰死亡人数多达 ６００ 万ꎮ 德国

死亡 ６００ 万人ꎬ日本死亡 ２６３ 万ꎬ其中 １９５ 万为

军人ꎮ 战争给各方平民带来的伤害至今都无法

准确估算ꎮ 英国首都伦敦和位于英格兰中部的

工业重镇考文垂市ꎬ在德军的空袭中遭到了严重

的破坏ꎮ 考文垂市的毁坏面积达 ８０％ ꎬ法国、荷
兰、比利时约有 １０％ 的国土被夷为荒地ꎮ 日本

有 ２５％的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ꎮ 仅在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一天内ꎬ就有 ８. ４ 万东京人死于轰炸ꎮ
德国德累斯顿战役中ꎬ有 ２. ５ 万 ~ ３. ５ 万人死

亡ꎬ该市市区的 ７５％ 被毁ꎬ７２％ 的科隆市市区被

化为瓦砾ꎬ柏林在二战后几乎成了一堆废墟ꎮ
二战虽然同盟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轴心

国ꎬ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的势力ꎬ公平、正义得

到了伸张ꎬ但是战争给人类命运带来的整体摧残

程度比起一战来更加严重ꎬ促使全世界的人们更

深刻地思考如何避免这种严重破坏人类生产、生
活秩序的情形再次出现ꎬ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防止

那些极端的思想和势力再次出现ꎬ来控制人类的

命运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当时世界的政治家

们ꎬ主要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ꎬ开始谋划成

立一个比国际联盟更实体、更有权威、组织系统

更完善、执行能力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

和平ꎬ以期保证人类不再遭受邪恶势力发动大规

模战争、改变世界秩序这样的厄运ꎮ 可以说ꎬ联
合国就是基于对一战和二战这样以世界战争的

形式来改变、影响人类命运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

结而产生的ꎬ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ꎬ面对人类命

运的毁灭性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反应ꎮ 虽然ꎬ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在二战后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实

施ꎬ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已经和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时代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了ꎬ那就

是不能以侵犯和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正常合

法的权利为前提ꎬ同时ꎬ以确保和维护二战后形

成的世界秩序为前提ꎮ 可以说ꎬ这个做法和意

识ꎬ是对于弱肉强食时代的人类命运意识的一种

升华和超越ꎬ虽然它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ꎬ尤
其是它并没有完全做到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去

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ꎬ但相比全球

化时代开启后的几百年间ꎬ以殖民扩张为核心的

国际间武力杀伐征服ꎬ其对人类命运发展的积极

意义明显增加了不少ꎮ 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恰

恰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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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所要超越的对象ꎮ
(三)冷战格局下的世界紧张局势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二战在欧洲结束ꎬ战前就存在

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

的矛盾自此开始凸显ꎮ 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和占

领柏林ꎬ英美盟军从诺曼底登陆ꎬ５ 月 ８ 日德国

投降ꎬ欧洲战事正式结束ꎮ 广义上可以说ꎬ冷战

格局就此拉开ꎮ 但现在一般说起冷战ꎬ都是以丘

吉尔关于冷战的演说为起点的ꎮ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５ 日ꎬ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

说中提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

边的里雅斯特ꎬ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

下ꎮ 他的这个演说可以说是提出了冷战的概念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ꎬ宣称世界已分为两

个敌对的营垒ꎬ一边是“极权政体”ꎬ一边是“自
由国家”ꎬ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

的抉择ꎻ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

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

由民族”ꎬ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

命ꎬ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

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ꎮ 杜鲁门所提出的

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ꎬ标志着冷战的开

始ꎮ 冷战时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军事集团(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美国与西欧、
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

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ꎬ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１９５５ 年 ６ 月ꎬ苏联、捷
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 ８ 国在华沙签订了«友好

互助合作条约»)之间的对抗ꎮ 这种格局以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苏联解体为结束的标志ꎮ

冷战时期世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美苏为

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ꎬ在
这场对抗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有朝鲜战争、古巴导

弹危机、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等ꎬ这个时

期表面上世界是分裂对立的两大部分ꎬ但实际上

却是以一种改造对方为目的的思维来建构整体

世界ꎬ其实这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为标准的另外一种关注人类命运的表现方式ꎮ
这一时期ꎬ整个世界的交往是以意识形态为

基础来划分的ꎬ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和资本主义

国家没有来往ꎬ它们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上差

异巨大ꎬ很多方面严重对立ꎬ经济方面的相互隔

绝也很严重ꎮ 这个时期整个人类的命运处于二

战后空前的危机状态ꎬ世界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主

要被限制于两个孤立的单元当中ꎮ 这样的方式

并不表明人类命运回到了前现代或者史前状态ꎬ
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展现人类命运相关的方式

而已ꎮ 冷战时期的这种因为两大世界对抗形成

的隔绝与远古时代人类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而形

成的个体、部落、区域的隔绝是有原则性区别的ꎬ
那种低生产力水平的隔绝并不是起源于价值冲

突、利益冲突ꎬ而是一种基于对自然世界和人类

世界的无知而产生的隔绝ꎬ因而无法形成一种自

觉的命运互系意识ꎮ 同时ꎬ这种冷战造成的两大

阵营隔绝状态中的人类关系与正常条件下的人

类交往状态也有着明显的不同ꎮ 后一状态下的

人类关系是在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条件下ꎬ
在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ꎻ而前者则是一种过于

理性的ꎬ自我遏制状态下的人类行为ꎮ 从本质上

来说ꎬ这种对抗恰恰是人类命运互系、共生的体

现ꎬ只不过以一种排斥、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ꎮ
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ꎬ这种对

抗给人类整体性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ꎮ 也正

是因为出于对人类共同生存利益的考虑ꎬ所以冷

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坚决对对方阵营的存在持有

彻底的否定态度ꎬ但是却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ꎮ
即使在局部的战争中ꎬ双方都保持了一定程度上

的克制ꎬ基本上以达到局部的利益为目标ꎮ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ꎬ人类在不断扩大的

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因为利益、价值观的冲突而爆

发的日益剧烈的冲突、对抗ꎬ使得人类的命运联

系得越来越紧密ꎬ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ꎬ虽然这

个过程是伴随着严重的冲突、流血ꎬ充满了血腥

和暴力ꎬ但是内在的逻辑是人类共同渴望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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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ꎬ只不过都企图以自己利益和价值观作为影

响世界的着眼点ꎮ 可以说ꎬ２０ 世纪世界性的两

场热战和一场冷战加深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

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ꎬ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形成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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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ꎬ周琴译ꎬ北京:华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３、８ 页ꎮ
〔２１〕〔英〕戴维阿诺德:«地理大发现»ꎬ闻英译ꎬ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４ － ５ 页ꎮ
〔２２〕〔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Ｊ. 阿尔德

伯特等:«欧洲史»ꎬ蔡鸿滨、桂裕芳译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０６ 页ꎮ

〔２３〕此节关于世界市场发展的内容ꎬ参见沈汉:«论世界市

场的形成»ꎬ«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２４〕〔２５〕沈汉:«论世界市场的形成»ꎬ«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２６〕〔２７〕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ꎬ北京:当代世界

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１、４５ 页ꎮ
〔２８〕〔英〕伊恩怀斯特威尔:«第一次世界大战»ꎬ尚亚宁、

颜世云、张春红译ꎬ北京:九州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３４９ 页ꎮ
〔２９〕 〔苏联〕 И. И. 罗斯图诺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ꎬ钟石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６５３ －
６５４、６７５ 页ꎮ

〔３０〕高岱:«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ꎬ«世

界历史»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ꎮ
〔３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ꎬ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５２１ 页ꎮ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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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