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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交是對中國近千年作一個

「長時期」綜觀之適當時機。宏觀地

說：西元兩千年之初中國是世界領

先，至千年之末中國已淪為「落後國

家」。這個千年又可分為兩半，前五百

年中國領先，後五百年中國逐漸落於

西方之後。為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

窠臼，本文亦注目中國與內亞洲、西

亞、南亞的發展相呼應的地方。

一　宋朝：世界「近代化」
的序幕　　　　

西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

帝真宗咸平三年。提出宋代是世界

近代化前奏的說法，有內藤湖南等

和近來美國的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後者之前提仍然是以它未

能發展出全面的市場經濟為歸依1。

中國歷史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面市場

經濟這個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

我們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

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

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

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

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

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

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

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舉制度以來，世襲

門閥的政治壟斷被打破，至唐末，中

古式的貴族政治整個沒落。宋代上承

此勢，由科舉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變

成主流。此外，宋朝採取重文輕武的

措施，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

統治的國家。在財產關係上，宋代由

門閥私有制和國家分配土地制轉變為

土地自由買賣和契約化。國家也基本

上放棄用國有土地調節土地兼併、貧

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

制不立」，「不抑兼併」2。由於均田制

的崩壞，唐朝於西元780年實行「兩稅

制」，是對兩項現實——私有制和貨幣

經濟——的讓步。宋代上承唐代兩稅

制，從此國家基本上認可私有財產，

並G眼於政府的現款運轉。它「從由來

已久的國家必須負責糾正土地分配不

均的教義全面撤退」3。

宋代「不抑兼併」，並不造成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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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制度已大致上決定社會地位的升

降。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雖仍殘

存，但政府基於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

民分為「主戶」與「客戶」，即只看財產，

不看身份。擁有財產的主戶直接承擔

各種賦稅，無產業的客戶則不直接承

擔。佃農是鄉間的「客戶」，不再是從前

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

在城市�，主戶身份並不以房地產之

有無為唯一標準，也包括有無店鋪、

庫房，以及從事經營的資本，客戶則

是僱員或房客。這種分類法是根據財

產關係，也把契約關係普遍化4。

唐代城市多為行政中心，宋代市

鎮趨於工商業化。唐代都市內的貿易

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宋代則放任自

由，因此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界限逐漸

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成很

大規模，例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

萬人口。當時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

人口在30-50萬之間的巴格達。宋代的

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

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十倍以上，但

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

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

界最早的紙幣，後來為政府接辦。中

國發展至宋代，商稅也日形重要，它

成為城鎮徵收的主要專案。從遠洋貿

易抽取的稅收，也達史無前例的比

重。

學者們曾討論宋代為甚麼沒有出

現「工業革命」。在北宋，中國人已懂

得用燒煤煉鋼，大型企業僱傭數百

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

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

規模。以1078年一年為例，華北的鋼

鐵業達年產125萬噸的水平，而英國

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

產7.6萬噸5。此外，礦冶、造紙業、

製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

宋代中國是前現代的「高科技」之家：

造紙、印刷、火藥、羅盤雖然多發明

於前代，但至宋代成為大規模製造

業。

宋代中國的「近代性」也表現為中

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來臨。後

者表現在原始的山水畫和儒家理學之

抬頭。無法重組漢唐「天下」的宋代，

必須和遼、西夏、金、蒙古等敵國並

存，反倒更近似近代「邦國」，抵抗外

族入侵成為國民生活的常態，一種初

期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而宋代的

抗敵英雄在中華民國誕生時期被編入

「民族英雄」譜系。宋代已經有印刷術

這種傳媒，按照當代某派國家學說，

印刷術是形成近代國家這個「想像的團

體」的主要因素6。

二　西元一千年前後的
世界大事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歐和俄羅斯

文明的嬰兒期。在這�，必須交代一

些歷史背景，比較中國與西方歷史的

共同性與分歧性。

在古代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崩潰

後，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後來隋唐

帝國憑大運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礎上

重建「第二帝國」。至800年，中國已經

過了中唐盛世，法蘭克人在西部始與

羅馬教廷合作，嘗試重建「西羅馬帝

國」。這個嘗試，促成了西歐文明的誕

生。俄羅斯則在988年才脫離原始宗

教，從拜占廷（東羅馬）處接受希臘正

教，進入文明階段。而1056年拉丁教

會與希臘正教正式分裂，西歐與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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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分途發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歐和

俄羅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在中國建立「第二帝國」的時候，

西亞也為回教「大食帝國」統一。回教

創始人謨罕穆德與唐太宗同時，而大

唐與大食在古代社會式微後，各自在

它們繼承的地域�締造一個「中古」的

綜合。大唐進入九世紀，中央政府衰

微，地方上節度使割據，皇帝的廢立

則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腐敗終於引

發農民起義，處於重重矛盾的唐室在

907年滅亡。大食帝國進入九世紀，

地方割據勢力興起，宗教派系衝突加

劇，君主哈里發（Caliph）仰賴由突厥

人組成的奴隸軍保護，結果廢立權落

入他們手中。政治腐敗與賦稅沉重引

起農民、遊牧部落和奴隸起義。至

9 4 5年，巴格達的哈里發只剩下名

義，最後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

軍殺害。1279年蒙古滅南宋。

在這段期間，中國與回教世界是

世界文明的兩個頂峰，文教和科技發

達。回教從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國，

走向波斯化，繼承了西亞地區的文化

遺產。由於它處於舊大陸的中間地

位，大食匯聚了希臘羅馬、中國和印

度的科技知識。後來西方吸收的科

技，包括古代希臘羅馬的遺產，多經

由回教文明之手。

西元一千至兩千年之交也是印度

的轉捩點。西元七世紀，佛教的「第三

波」已經在醞釀，那就是「密教」。至

978年，西藏第二次引進佛教，傳入

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印度，演變

為密教的佛教與印度教漸不可分，走

向沒落，而印度教內虔誠派（bhakti）興

起，變成大眾運動，至一千年之末已

佔優勢。西元997年，大食帝國衰落

後，第一個由突厥人建立的獨立回教

國家喀茲尼（Ghazni）從阿富汗侵入北

印度，對印度教大加殺戮。但在十二

世紀初，一個繼起的突厥回教政權入

侵北印度，對佛教實行同樣的摧殘

後，佛教從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

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蘇丹

國（Sultanate of Delhi），乃今日南亞分

成印回兩大派之始，取代第一個千年

的印佛兩大派對立的局面。

中亞地區的突厥化與回教化也在

兩個千年之交。西域地區的人種自古

以來以「吐火魯」（Tokharian）為主，至

唐代，其文化則是佛教、景教、摩尼

教的混合。中亞地區最早皈依回教的

是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額爾地區的「黑

汗」（Karakhanid）帝國，在西元十世紀

中期。在十世紀末，鄰居的塞爾柱

（Seljuk）族也改奉回教7。這些都是突

厥民族，今天這整個地區即稱作「土耳

其斯坦」。

三　西元二千年前期的
　「新型邊疆民族」

宋代有當代世界最驚人的戰爭機

器：125萬人的常備軍，以及世界上

最早的官營的大規模軍工生產業，利

用大運河輸送的後勤系統無比優越，

其國防費用之龐大程度會使漢唐大帝

國破產，但北宋對遼與西夏在軍事上

始終吃癟，於1127年亡於女真人的金

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滅，真

是令人費解8。必須強調：宋代的武

裝還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將火藥應用在

戰爭上者。

當文明處於鼎盛狀態，對野蠻民

族總是無例外地佔上風。然而，宋朝

在各方面發展水平都超越漢唐的情形

在中國建立隋唐「第

二帝國」的時候，西

亞也為回教「大食帝

國」統一。在這段期

間，中國與回教世界

是世界文明的兩個頂

峰，文教和科技發

達。由於處於舊大陸

的中間地位，大食匯

聚了希臘羅馬、中國

和印度的科技知識。

後來西方吸收的科

技，包括古代希臘羅

馬的遺產，多經由回

教文明之手。



110 人文天地 下，卻從開頭就受制於較落後民族。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遊牧民族已非昔

日吳下阿蒙，而是蛻化為「邊疆國

家」。它們的特徵是「非部落化」，在軍

事上保留歐亞大草原騎馬民族的驃

悍，但其轄地卻囊括文明地區的定居

民和市鎮，因此在政教上又得採用文

明制度，遂兼有兩者之長。

秦漢和隋唐帝國面對的匈奴和突

厥是分為部落的，易被分化和各個擊

破。新型「邊疆國家」既和老式遊牧帝

國不同，亦有異於南北朝時代的北

魏。後者是佔據了中原，但全盤漢

化。新型邊疆國家的前奏有高句麗、

百濟、新羅、日本和回紇等例子，他

們接受中國文化而進入文明階段，但

卻保留自身的民族認同，特別是語

言，而且另創本國文字。

因「非部落化」而蛻化為新型邊疆

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國衰落後

稱雄於西亞的突厥人。他們有被俘虜

而在市場上拍賣者，也有自動歸降

的，不少成為奴隸士兵，因此「非部落

化」極徹底9。後來，他們在大食帝國

內部用武力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主

人。這種滲透方式與遼、金、夏等國

的「邊疆化」不同，它造成回教世界定

居與遊牧之分界崩潰——這個疆界模

糊化的特色至今猶存。

1040年，剛改奉回教的塞爾柱突

厥人從河中（Transonxiana）南下，於

1055年又佔領巴格達，其領袖自號

「蘇丹」，仍奉哈里發為傀儡。塞爾柱

的兵威繼而掃向小亞細亞，意圖消滅

拜占廷的東羅馬帝國，亦即是對整個

基督教世界發動「聖戰」，是引起西歐

十字軍東征的導火線。

此時，回教世界的舊領導階層——

地主和官僚——已失勢，統治階層走

向軍事化。這種形勢造成回教世界從

十世紀到十六世紀的一個模式：突厥

軍事集團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

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

大商人勾結，共同剝削廣大農村�的

勞動者bk。這與中國的文官統治在城

與鄉、商與農之間保持一個平衡的試

圖比較，無疑是落後的制度。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匯通，卻非

關在家�在一個舉世無雙的龐大人口

間力圖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

國文官統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蠻

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資源創造的業績。

這句話最適用於突厥人的後繼者蒙古

人身上。

西元十一到十三世紀的東亞是當

時世界的「高科技戰場」。宋、遼、西

夏、金和蒙古間的連年戰爭，使火藥

武器從燃燒彈階段進展至爆炸彈藥階

段，最後發展出槍筒與子彈的前身bl。

蒙古以該戰場最後的贏家身份，幾乎

征服了全世界。

四　蒙古大帝國：全球史
　第一個「世界系統」

在新千年前夕，《華盛頓郵報》選

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倫布，不

是牛頓，而是野蠻人成吉思汗。他雖

然殺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孫締造

了一個廣大的自由貿易區，橫跨歐亞

大陸，大大地促進了東西文明的連

接」bm。這是現時代的「全球化」眼光。

在成吉思汗草創時代，落後的蒙

古人還不屬於包含文明領域的新型邊

疆國家。但成吉思汗統一大漠時，已

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為「國家」。他

「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用十

因「非部落化」而蛻化

為新型邊疆民族最成

功者，莫如大食帝國

衰落後稱雄於西亞的

突厥人。他們在大食

帝國內部用武力取代

了波斯和阿拉伯主

人。這種滲透方式與

遼、金、夏等國的

「邊疆化」不同，它造

成回教世界定居與遊

牧之分界崩潰。近代

以前的世界之匯通，

是野蠻的武力利用文

明的資源創造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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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位方法建立起一個指揮系統，因此

到後來所謂「蒙古」已非幾個蒙古人部

落的聯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統一起

來的國家。但蒙古人的落後性仍使他

們早期行動之破壞性壓倒任何建樹。

1219-21年成吉思汗消滅花拉子模

期間，對河中地區、阿富汗與呼羅珊

進行大破壞，把這個定居與遊牧分界

已經不穩定的地區進一步推向「大漠

化」。窩闊台汗於1234年消滅華北的

金朝，仍打算把該地區的農耕文明鏟

除，將它變成大牧場，後被契丹貴族

耶律楚材勸止。從此，蒙古人變成與

南宋對立的中原「北朝」，最終成為繼

統的「元朝」。

在新大陸還沒發現，海洋還未成

為連貫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時代，歐亞

大草原是唯一貫串舊大陸的通道。總

的來說，蒙古帝國為整個歐亞大陸

創造了一個世紀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陸上國際貿易幹線

「絲綢之路」暢通無阻，也使從西歐經

中東經印度洋經東南亞到東亞的海上

貿易空前蓬勃。

近來，有人對西方中心論的世界

史作出「後殖民地主義」批判，認為西

方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非全球

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十三世紀

時，一個世界系統已經成形，它並不

像今天一般是西方中心，而是多中心

的。十三世紀的世界系統可分為八大

圈，從泰西到遠東計有：（1）西歐圈，

它與（2）地中海圈有交疊點，後者與

（3）歐亞大草原圈、（4）埃及紅海圈、

（5）中東波斯灣圈交疊，（3）（4）之間亦

有交疊，而（4）（5）則與（6）阿拉伯海西

印度洋圈交疊，後者又和（7）東印度洋

東南亞圈交疊，後者則與（8）中國南洋

圈交疊，最後這圈又和（3）的極東部分

交疊bn。這個世界系統至十四世紀初

達巔峰狀態，但亦於該世紀中後期趨

於瓦解，與「蒙古和平」相始終。

十三世紀時，一個世

界系統已經成形，

大致可分為八大圈

（圖）：（1）西歐圈，

（2）地中海圈，（3）歐

亞大草原圈，（4）埃

及紅海圈，（5）中東

波斯灣圈，（6）阿拉

伯海西印度洋圈，

（7）東印度洋東南亞

圈，（8）中國南洋

圈。這個世界系統至

十四世紀初達巔峰狀

態，於該世紀中後期

瓦解，與「蒙古和平」

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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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在這個多中心的世界系統�，其

精華地段無疑是中國，它成為大汗自

身的領地。在中國悠長的皇朝史�，

元朝把宋代無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

入主身份加以恢復，似乎可當做中

華帝國第三次重建。但元朝並非一個

純中國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

外，還是蒙古世界帝國的名義共主。

蒙古把中國納入「全球化」，與印度洋

和西亞的聯繫加深，並與西歐首度接

觸。

五　蒙古世界統治的遺產

對中國整體來說，蒙古的遺產有

下列數項。蒙古滅金時造成華北殘

破，一度是北宋重工業區的豫東和冀

南從此一蹶不振。蒙古雖與南宋長期

在國界上交戰，但滅宋過程卻很短，

因此江南比較完整。北衰南盛的形勢

從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滅了大

理國，使雲南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西

藏也於元時內附。從元代開始，「回

民」成為中華五大族之一，他們多是隨

蒙古人入主中國的「色目人」之後代，

在元代又稱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

蘭。

對世界總體來說，蒙古人有利於

歐洲的興起和亞洲的落伍。蒙古旋風

對西亞回教世界的摧毀特別沉重。他

們對前大食帝國的核心地帶破壞未盡

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紀之交，為瘸

子帖穆兒（Timur Lenk）完成。他是脫

胎於察合台汗國的突厥人，雖然屬於

文野分界的定居民這一方，非但沒有

保ì文明，反而刀刃向內，並模仿野

蠻階段的蒙古人之大破壞行動。從

此，定居與遊牧的界線早已不穩定的

伊朗——尤其是東部——基本上變成

大漠的延伸。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

敵。蒙古在西亞地區造成的後遺症，

無疑是幫了西歐的一個大忙。西歐人

在「蒙古和平」期間首次與中國直接接

觸，親眼目睹中國的富庶。此後，西

方的經濟發展總有一股東向的欲望。

哥倫布就是看了馬可波羅的遊記，想

從大西洋另闢新航路到達中國，而無

意中發現新大陸。

蒙古軍西征也把中國的「高科技」

西傳。尤其是火藥武器來到歐洲，其

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紀的法

國和義大利是繼東亞之後的第二個「高

科技戰場」。從此，歐洲在這方面領

先。至十六世紀初，西歐人將最新型

的火炮裝在戰艦上，配合中國發明的

羅盤，開始征服海洋bo。

六　青黃不接的十五世紀：
中國的海上霸權　

西元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

型邊疆民族是天之驕子，到後五百

年，則由航海國家獨領風騷。在前階

段，歐亞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

草原民族的鐵騎加上文明國家的高科

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

但火藥武器的進一步發展卻宣判了草

原帝國的死刑。世界史進入我們的「近

代」，海洋繼大草原成為世界的新凝固

劑。

當全球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散

套以後，離西方海上霸權的興起還有

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內，中國完全齊

備稱霸海洋的條件。明初有前人積下

來的基礎。首先是宋室南渡，賴江防

抵禦胡騎，在中國史上首次建立獨立

西元第二千年的前面

五百年，新型邊疆民

族是天之驕子，到後

五百年，則由航海國

家獨領風騷。在前階

段，歐亞大草原是世

界的通衢大道，但火

藥武器的發展卻宣判

了草原帝國的死刑。

世界史進入「近代」，

海洋繼大草原成為世

界的新凝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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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軍衙門。除了國防之外，失掉中

原的南宋在稅收上越來越依靠遠洋貿

易，在高宗時代曾佔政府收入現錢部

分的20%bp。

從宋代開始，外貿已經擺脫「朝

貢」體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襲

此勢，它的政權性質又是「全球化」

的。這個傾向到了明朝開始逆轉。蒙

古是世界帝國，其崩潰後必然出現地

區性的「民族主義」逆反。它包括莫斯

科的俄羅斯以及什葉派伊朗——該兩

地今天的民族認同都是「後蒙古」產

品。明帝國重建的也是較狹義的、只

包括漢族的「天下」bq。明太祖只把蒙

古人逐至塞外，結果他們又重組遊牧

帝國，威脅時刻存在，北疆重新成為

第一國防線。明中期以後，屢遭倭

寇、滿州侵略，於是逐漸出現宋代那

種漢人「民族」意識。

明太祖在沿海一帶也頒布海禁

令。朱元璋打天下時的勁敵張士誠、

方國珍等的地盤就是具海洋帝國雛形

的南宋舊地。這些勢力的殘餘拒絕接

受明統，逃亡海外。但海禁令禁止民

間出海，卻沒有終止晚唐以來的遠洋

貿易，它如今成為中央的專利。國際

通商被加上「朝貢」的緊身衣。

這個國家對外貿的壟斷，使明初

的海軍一度膨脹。它的前身是元朝的

海軍。元朝合併了金、宋、朝鮮的艦

隊，成為世界第一海軍大國，曾兩次

東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艦

隊在數量和船隻體積方面又超越前

人。明海軍在十五世紀初的鼎盛時代

有3,500條船隻。鄭和於1405年第一次

「下西洋」，率領62艘船，最大的「寶

船」比87年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三

條小船大將近五倍，而且設備亦較為

先進。中國在宋代已經發明水密隔

艙，歐洲船舶到十八世紀才有這種設

備br。最令人瞠目的是對2.8萬人的遠

洋艦隊的補給，這個問題必須擁有海

外殖民地或海軍基地才能解決。明朝

沒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國麻六甲可

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鄭和最後一次出海（1431-33年）在

宣宗朝。自此，中國從海洋退縮，而

如此壯舉最後連一點漣漪都不剩下。

當全球史上第一個

「世界系統」散套以

後，中國完全齊備稱

霸海洋的條件。鄭和

於1405年第一次「下

西洋」，率領6 2 艘

船，最大的「寶船」比

87年後哥倫布發現新

大陸的三條小船大將

近五倍，而且設備亦

較為先進（圖）。中國

在宋代已經發明水密

隔艙，歐洲船舶到

十八世紀才有這種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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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南端擴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張。

鄭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勢力達到該

區，亦是順其原勢，並無橫加干涉。

中國人撤離印度洋後，它很快成為回

教的內海，西至西非海岸，東至大明

在南洋的據點麻六甲，都漸次皈依回

教。這是透過商旅和傳教士的活動，

非經由武裝征服。因此，當葡萄牙人

在十五世紀末侵入印度洋，該區毫無

抵擋能力。

問題在於：當蒙古的「世界系統」

散套，而西方海權還未興起之際，最

有資格帶頭重組新世界系統的該是中

國，但它卻在關鍵時刻撒手不管。原

因何在？

答案或許在明朝外貿與「朝貢」不

分這點上。鄭和的下西洋並非孤立現

象。成祖一朝，對不包括安南在內

的南洋國家就出使了62次，多半是只

前往一個國家，規模沒有鄭和那麼

龐大。但它們的功能相同，那就是

負責朝貢國使團的接送。明朝既然

當了宗主國，有藩屬的君主被推翻

的，亦得派海軍保送他回去復位。

這個負擔的確沉重。成祖死後，北京

連前往黑龍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團亦裁

掉，「下西洋」自然是被優先開刀的專

案。但遺憾的是明廷連遠洋艦隊也

裁掉。

1426年，明海軍在東京灣吃敗

仗，使明廷放棄征服安南的打算，亦

使人懷疑海軍是否有用。此時大運河

也已經修復，並且裝上新發明的閘

鎖，內陸的運河漕運比沿海運糧安

全得多，於是，海軍被大量裁減bs。

1449年發生土木之役，蒙古勢力復

熾。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內亞洲

國防線，不久就開始建築長城，從西

到東，達一世紀才完成。當時的海疆

並無威脅，明廷不會同時維持兩大筆

國防經費。

但明朝顯然放棄南宋用外貿養海

軍的措施，非但不准國人出海，海洋

國來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

低，而且完全為政治服務。令人費解

的是，明廷接二連三地下令把造船的

體積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

底的bt。如果政府裁減海軍只是政策

性的問題，無須變成法令。它們顯然

是針對私營企業，國家自己解散海

軍，但又防止民間的力量超出官方。

種種限制導致鄭和時代製造九桅大船

的技術至明末失傳。

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的鎖國心態

抬頭。明代中國擺脫蒙古，有如二十

世紀共產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

序斷裂一般，都不可免地作出背對世

界大勢的自然反應。明太祖有平均天

下的思想，雖然沒有制度性地平均地

權，但用羅織的方式消滅富戶，尤其

把江南的大地主誅戮殆盡。「幾場大清

算下來，可以肯定的是全國充斥了小

型的自耕農。」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是烏

托邦式的，「它更像一個龐大的農村公

社而不像一個國家」ck。他無向外擴張

的野心，生前為子孫列下一份「不征

國」的名單，其中包括朝鮮、日本、安

南以及南洋諸國。

成祖這個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實更

像是最後的一個蒙古「汗」cl。他五次

到塞外親征蒙古，不像華夏君主所

為。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勞民傷財而

終告失敗，成祖又把這件蠢事重演一

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貢體制，擺蒙古

「大汗」的派頭，強制外國君主親自到

北京朝覲中國大皇帝，他們不肯來，

就派海軍去攻打。成祖的體系則是成

立對客戶友善的接送服務。但兩者耗

資同樣巨大。成祖以後，儒家文官政

最有資格重組新世界

系統的中國，卻在關

鍵時刻撒手不管。原

因何在？答案或許在

明朝外貿與「朝貢」不

分，更深層的原因是

鎖國心態抬頭。明代

中國擺脫蒙古，有如

二十世紀共產中國與

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

序斷裂一般，都不可

免地作出背對世界大

勢的自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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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不勞民傷財」的「祖訓」就變得更

無可非議。

七　印度洋：從中國的「朝貢
　　體制」到西洋人的「公司
體制」　　　　　

西歐人對遠東和印度洋的財富有

一種饑渴。為了另闢到東方的新航

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

摸索了大半個世紀，終於在1487年繞

過好望角，進入了印度洋。隨之而來

的就是武裝恐怖行動。西歐人帶來地

中海作戰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諸邦根

本無招架之力。1511年，葡萄牙人滅

掉中國的藩屬麻六甲，把它變成殖民

地。

早於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哥倫布

已經發現新大陸。從此，大西洋變成

西歐人的內海。在這個大西洋圈，西

歐提供資本和經理人才，從非洲把黑

人運到美洲當勞動力，去開發美洲的

資源。一個三洲分工的西方中心的世

界體系開始冒現。西洋人又從美洲和

印度洋進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

誕生，並對歐亞大陸造成合圍之勢。

當時的明廷在幹甚麼？明世宗一

朝（1522-67年）大半在鬧「倭寇」之患。

他們幾十年延續不斷地犯境，船隊和

人數規模都很大，不像是當時的日本

所能發動。「倭寇」�有日本人，但頭

目都是中國人cm。他們是宋代以來已

成氣候的沿海豪強，在海外早建立關

係，如今被明廷禁令變成「法外」的海

盜。在對「倭」作戰時，曾一度傲視世

界的明帝國海軍沒有蹤影，甚至連有

效的海岸巡邏也不見。待海盜登陸深

入內地，佔領縣城和ì所後，才由陸

軍將領戚繼光等人去圍剿。

由於海禁越禁，亂子鬧得越大，

明穆宗（1567-72年）朝只好讓步，局部

解禁，在國家壟斷之外允許有限度的

「私營化」，限在漳州一個口岸。明神

宗則於1589年把民間能出海的船隻限

定為每年88艘。這不止太少，也太

晚。至此時，明帝國的海洋朝貢體系

已經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體系

�，「中國貿易」變成澳門—果阿—

里斯本路線和澳門—長崎路線的一個

環節。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馬尼拉

環節，和他們的馬尼拉—墨西哥的阿

喀普可（Acapulco）環節在菲律賓接

駁。

從葡萄牙人開始，西歐人把印度

洋的貿易直接接駁上歐洲的市場，把

它變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統的一個環

節。葡萄牙人還成立在海上收「買路

錢」的制度，但他們沒有帶來革命性的

變革。葡萄牙國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

土王一般投資海洋貿易，和他們一樣

都沒有現代公司的觀念，其作風也一

概是國庫與私庫不分，國家收入與商

業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見得投

資於其他具生產性項目cn。西葡等舊

教國家也常讓傳教的狂熱干預其貿易

行為。

因此，我們不看誰先佔據印度洋

這個當時世界經濟的樞紐——蓋盤踞

舊大陸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為

內海——而是看誰為這個樞軸地段帶

來革命性的新組織。它是英荷等國的

貢獻。這個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

圖，撇開宗教甚至政治。荷屬東印度

公司認為政府該替它服務，它對政府

卻無任何義務。它的董事會宣言�居

然包括有公然「賣國」的權利：「公司在

東印度群島奪取的地方與據點是私商

的財產，不得視為國家的征服，私商

有權把它們賣給任何人，甚至是西班

自南宋以來，華南已

逐漸形成一個「海洋

中國」的胚胎。但中

國的海岸地區不甚寬

大，無法和西方海權

發源地的地中海比

較，不能形成一個可

與大陸帝國抗衡的力

量。明代的華南沿海

是大陸中國與從海上

來的外人之間的折衝

地帶，但他們處於夾

縫地位，無法形成強

大的自身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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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敵國。」co

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海上霸權時

期。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初攻

佔了葡屬東印度群島。英國的東印度

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蘭人驅逐，只

好專心發展印度。荷蘭人則往亞太區

發展，在德川幕府「鎖國」以後，成為

唯一在日本長崎還保留據點的歐洲

人。他們搞「中國貿易」也想弄一塊像

澳門那樣的落腳地，遂強佔舟山群

島，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們去台灣

落腳，根本沒把台灣當做中國領土。

1641年，荷蘭人把麻六甲從葡萄牙人

手�奪了過來。

十八世紀則是英法兩家「東印度

公司」在印度次大陸爭霸的時代。先

是法國人發明用土著組成公司軍隊

的方法，英國人效尤，並於1763年將

法國擊敗。由一家公司在印度洋建立

「大英和平」後，英國人就繼續東進搞

「中國貿易」，在貿易逆差無法平衡的

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種植鴉片販賣給

中國人，挑起鴉片戰爭，從此中國不

能維持鎖國，被強迫納入西式「全球

化」。

八　海洋時代的大陸帝國

西方海權的興起，最初並不代表

陸權的衰落。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

土耳其帝國仍進軍東南歐，至1529年

圍困歐洲心臟地帶的維也納。1526年，

瘸子帖穆兒的後代侵入印度，仍自稱

是「蒙古人」，建立輝煌的莫臥兒帝

國。

在西洋海權時代，歐亞大陸的心

臟被中俄這兩個定居的「火藥帝國」

東西夾攻，草原帝國被消滅殆盡。

1581年，俄羅斯已派哥薩克人進入西

伯利亞，至1639年抵達太平洋岸。滿

清未入關以前已經降伏漠南蒙古，入

主中國以後，向內亞洲進軍，於十八

世紀中期消滅盤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勢

力，並重新控制了西藏。

無疑，在西方稱霸海洋時代，掌

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帝國仍有對

抗的餘地，甚至像俄國般造成分庭抗

禮的氣勢，但開風氣之先者仍是西洋

的海權國家。大陸帝國背負傳統的

包袱——無論農耕帝國還是草原帝國

的——比較沉重。

自南宋以來，華南已逐漸形成一

個「海洋中國」的胚胎。但中國的海岸

地區不寬大，無法和西方海權發源地

的地中海比較，不能形成一個可與大

陸帝國抗衡的力量。明代的華南沿海

是大陸中國與從海上來的外人之間的

折衝地帶，華南的海上豪強雖然在不

得已時充當一下「倭寇」，但他們通常

扮演的角色是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人。

處於這個夾縫地位，他們無法形成強

大的自身認同cp。

但自南宋以來，華南也是抗拒北

方征服者的最後基地。這類對抗一般

是北勝南，而後者的反抗餘波總會蕩

漾於海外——不論是宋元之際、元明

之際、建文帝與明成祖政權之移交，

以及明清之際。從清初開始，台灣成

為抗拒大陸政權的一個中心。這不是

「海洋中國」的全體命運，還有海外華

僑的故事。華人對亞太地區和南洋的

殖民早於西洋人。但因為國家非但不

支援，還視為「天朝棄民」，因此海外

華人的生存採取「寄人籬下」方式，變

成後來世界各地所有華僑的一個模

式。

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

海上霸權時期，十八

世紀則是英法兩家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

次大陸爭霸的時代。

由一家公司在印度洋

建立「大英和平」後，

英國人就繼續東進搞

「中國貿易」，挑起鴉

片戰爭，從此中國不

能維持鎖國，被強迫

納入西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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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中國歷史的「長時期」
結構　　　　　

在西元第一個千年，中國以原有

體制同化了華北的野蠻民族，另一方

面地盤卻從北溫帶擴充到亞熱帶。隋

唐以後南北兩區得賴大運河這條大動

脈整合。進入西元第二個千年，這個

模式重複出現：宋明兩個中土皇朝都

先後亡於「外族」的蒙古與滿州，後兩

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宋上承唐代華南地區興起的趨

勢，使經濟重心移到江南，並順理成

章地走向海洋。因此，如果西元第一

個千年中國從北溫帶延伸到亞熱帶，

第二個千年則出現從亞熱帶走向熱帶

的衝動。從宋到元，甚至包括國家壟

斷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華南——

都設有一連串的海口在吐納G遠洋貿

易。這一帶可以說已經變成大陸帝國

的「經濟特區」。

因此，第二個千年造成的大趨勢

是：中國的發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

西移向東。今日中國得調整南北的先

進和落後關係，更大的難題是如何發

展整個大西部。第一個千年末，中國的

首都已經越來越往東移——從長安到

洛陽到開封。從宋朝開始，首都——

開封、臨安、燕京——都得靠在大運

河這條南北大動脈的邊上，落後的北

方越來越依靠富庶的華南支援。但政

治中心非但必須在北方，而且還得處

於北方國防線上，除非這個朝代不是

大一統政權。從755年的安史之亂到

民國，亡國之肇機也有從西北方和

正北方往東北轉移之勢。因此，在近

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

然設在農耕和草原交界的東北國防

線上——金、元、明、清都奠都於燕

京。

內亞洲既然是帝國第一防線，走

向海洋的華南則勢必屈居附庸地位，

它用「南糧北調」的方式支援北邊的國

防。而這種協調也成為整合面對內亞

洲的華北和面向海洋的華南的可行方

式。但是，這個雙面神（Janus-faced）

式的帝國歸根結柢仍然是大陸性質

的，它對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國」會感

受威脅，並用閉關政策對付。

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還

很多。中國在這個千年內不面向海洋

的後遺症是造成今日人類23%局促在

7%的可耕地的現象，是世界史的一個

反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洋時

代已經結束。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太空

和電子資訊時代，用甚麼態度應付

它，足以構成一個新挑戰。在這個轉

型期間，溫習一下這一千年是怎樣走

過來的，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性格，

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難

題，是十分應時也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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