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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中國：世界史視域中的東亞
● 戈德斯通　　　　

（Jack A. Goldstone）

這部文集不僅展示了關於帝國晚期和現代時期東亞經濟的最優秀的近期研

究成果，而且使我們得以在更廣闊的全球和世界史背景下來觀照東亞經濟。所

謂的「全球」背景是指，本書作者探討了東亞經濟各組成部分（中國、日本、韓國

和東南亞）的運作情況，而且還進一步探討了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以及東

亞與世界其他地區（印度、俄羅斯、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所謂的「世界史」

背景是指，各章作者將東亞的經濟變遷與過去兩個世紀全球發展和變遷的動態

過程聯繫起來。從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歐洲帝國主義、中國共產主

義一直到日本和新興工業國家（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工業化和財富創

造，均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在十九世紀晚期或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東亞經濟中，

居於主導地位的是貧困的、難以自給自足的農業家庭，它們用貢稅和地租養活

了一個有閒的精英階層（文人學士和官員）。對仍然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來說，

本書將提供一帖滋補劑和興奮劑（必要時還將提供一帖解毒劑）。本書清楚地表

明，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和日本出現了大量的商業和製造活動，涉及種

類繁多的消費品。大多數農村和城鎮家庭都參與了這類活動，它們同時成為產

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僅如此，正如濱下武志撰寫的那個章節所表明的，中

國還形成了一個豐富而複雜的海外貿易體系，直到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入侵中國

以後，與東亞其他地區的這種貿易往還仍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本書還有助於糾正這樣一個論調：在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入侵中國以

前，中國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國家，在其統治疆域內從未受到過任何挑釁。事實

上，正如普度討論中國領土疆域的精彩章節所表明的，當時的中國一直都與其他

亞洲國家處於相互競爭和衝突的關係中，而且往往是輸家。從北宋的傾覆到蒙古

人的入主中原再到滿族的征服，「中國」不斷遭到蠻夷的蹂躪。無論誰統治中國，

他都總是對那些在技術上與中國不相上下，甚至比中國更先進的亞洲內陸勢力和

北亞勢力採取一種戰爭姿態。就連甚麼是「中國特徵」這個問題也經常引起爭議，

因為滿族人即使在統治了中國數百年之後仍然保持º自己的獨特語言和文化。

本書各章描述了中國和東亞的貿易和製造業網絡，輪廓鮮明，細節清晰，

從中華帝國晚期的商人網絡到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紀對技術創新的吸納，均有

充分論述。舉例來說，某些從事十八世紀英國研究的學者——如布魯爾（John

Brewer）和波特爾（Roy Porter）——認為，英國之所以發生工業革命，是由於出

現了對多樣化的消費品的與日俱增的需求。這種需求造就了國內市場和一些地

區製造業特產的出現，例如斯塔福德的陶瓷、設德蘭的羊毛織物、愛爾蘭的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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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織品、設菲爾德的刀具、伯明罕的金屬製品和蘭開夏的棉花1。韓格理和張維

安也描述了類似的情形：「紹興酒、江州茶、湘繡、粵繡、蜀繡、蘇繡、蜀錦、

徽州筆硯、福州紙、蘇州年畫、宜興茶具、景德鎮瓷器⋯⋯在大多數城鎮中

心都能買到。在中國一些較富裕的地區，這些商品甚至出現在小型集市上。」

（頁191，以下所標頁碼均為該書英文版）讀了這段話，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呢？實

際上，所有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地域標記。如同英國的情況一樣，它們更像是商

標，標明了一種由商人網絡控制的特殊製造樣式和技術。這些商人網絡使得商

品按市場需要進行生產，而市場又受到消費者喜好的驅動。如果說在西方，消

費者的需要促進了工業化進程，那麼，中國如何能夠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內

支撐這樣一些成熟的全國性消費和生產市場，卻並未踏上工業化道路呢？杉原

薰針對日本的情況提出了類似的論點，說明從十八世紀初開始，一場「勤勉革

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如何在農村地區形成了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多種多樣的

製造業（產品既供應城鎮市場，又供應當地消費市場），從而使普通百姓的生活

水平不斷提高。

韓格理和張維安（頁199-200）也指出，在西方進口產品剛剛湧入時，中國的

製造業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儘管機紡棉纖維（主要從印度

和日本進口，然後由歐洲和日本廠商在中國加工）取代了本地棉紗，但英國的紡

織品並沒有取代中國的棉布。事實上，由於有了機紡線，中國的棉布生產得以

迅猛增長，從十九世紀70年代到二十世紀20年代，棉布出口增加了將近十倍，

中國的布匹甚至出口到了英國！中國的紡織品廠商採用的是傳統技術，它們認

識到，紡織品生產不只是將線織成布，而是涉及到不同類型的線的挑選、線的

染色和精美圖案的設計，以及在完成構造和最後工序時的不同質量要求。這

樣，無論從普通本地棉布來看，還是從供出口的高級精美絲綢和布料來看，中

國廠商都在市場上贏得了一個適當的位置，順利跨入二十世紀。換句話說，中

國的資本家將計就計打敗了歐洲人，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

因此，中國在整個帝制時代一直擁有一個豐富多彩、充滿活力的政治經濟

體系。韓國和日本也有其自身的動力，獲得了自身的發展。既然如此，在十九

世紀晚期，以及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為甚麼歐洲國家能夠在經濟上超過

東亞，並將其置於從屬地位呢？

針對這個問題，文集的作者們給出了種種不同的答案。有時作者給出的答案

是堅船利炮：「面對蒸汽戰艦，中國一籌莫展。僅在1841年2月的某一天，蒸汽戰

艦就摧毀了九艘戰船、五個堡壘、兩個軍事基地、一個海岸炮台。」（頁293）有時

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帝國主義：「總而言之，在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資

本主義體系自始至終有賴於印度的朝貢。依靠印度的貢賦，英國的公共開支在

1792-1815年間增加了六倍，從而為英國在資本貨物產業中的優勢地位奠定了基

礎。英國在未來半個世紀一直享有這種地位。」（頁290）還有的時候，作者給出的

答案是：「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構成了技術革新的主要動

力，正是這些技術革新最終讓歐洲體系取得了全球統治地位。」（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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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觀點往回看，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迴圈似乎難以解釋歐洲何以

取得了優勢地位，因為正如本書所表明的，中國從1600年到1800年的歷史恰恰

就是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歷史。在這幾百年的時間內，中國統治的疆域向北

擴展到滿洲，向西擴展到中亞，向西南擴展到西藏，向南越過珠江三角洲一直

擴展到越南。與此同時，中國成了世界上流動資本最大的巢窟。不少國家為與

中國進行貿易而專門製造了船隻，這些船隻將成噸的白銀從日本、從歐洲、從

美洲經小呂宋直接運往中國。如果說這個時期的歐洲與亞洲有甚麼區別的話，

那麼，最主要的是看歐洲人用領土和資本做了甚麼事情。單純擁有領土和資

本，這說明不了甚麼問題。

這樣就涉及到了帝國主義的問題——印度的朝貢讓英國成為世界的主宰了

嗎？本書提供的資料與奧布賴恩（Patrick O'Brien）已經得出的結論遙相呼應。奧

布賴恩認為，英國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帶來足夠的利潤以平衡英國的公共開支2。

阿里吉等引用了同時代的帳目，表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815年確實「向英國財政

部交納了一大筆錢，使整個國家從公司獲得的歲入達到600萬英鎊」（頁292）。這

聽起來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我們把書往前翻六頁，就可以讀到這幾位作者告

訴我們的情況：從1792年到1815年，英國的公共開支從2,200萬英鎊增加到1億

2,300萬英鎊。由此看來，東印度公司上交的收入還沒有達到公共開支的百分之

五。當然，如果以年度作為核算單位，重要的不是總的開銷，而是累計債務的

利息，政府年度開支的依據正在於此。但即使如此，幾位作者也注意到，1815年

英國公債的年度利息為3,000萬英鎊。由此看來，印度的朝貢還不足以支付公債

年度利息的百分之二十，另外百分之八十來自其他地方，主要來自國內。

剩下的就是蒸汽動力和技術了，這確實是英國獨具的優勢。但即使在這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英國的發展道路並不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彭慕蘭和杉

原薰撰寫的那幾個章節表明，英國之所以能夠在製造業方面取得這樣的效率，

完全是因為她把工人趕到工廠�一塊勞動，而中國和日本以家庭為單位對勞動

力進行精細分配，同樣也取得了很高的效率。不過，本書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

分材料都按通行的做法，僅僅強調了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擴大，彷彿亞當．斯

密（Adam Smith）式的增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當代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式的增長。事實上，熊彼特式的增長涉及到如下幾個方面的協作：

快速產生新發現的科學、科學工程、產品和工序革新。我曾在別的地方指出，

我們如果不仔細關注科學技術在改變能源基礎方面的作用，以及製造方法在歐

洲經歷的發展變化，就不可能理解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為甚麼在十

九世紀出現了那麼大的差異3。卡贊斯坦是強調了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的主要作

者，他說明了二戰後的日本是如何巧妙地學習、利用和革新生產技術並最終取

得成功的。

最後，本書暗示出，歐洲的經濟優勢可能只是暫時的。在1800年以前的幾

百年時間�，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她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末重新

奪回這種地位。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迅速趕了上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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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人驚歎。本書認為，這兩個國家之所以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採

取了與歐洲不同、但卻行之有效的策略去調動勞動力，讓資本具有適應性，融

入全球市場。沒有甚麼能夠阻止中國（和印度）做同樣的事情，只要它們的政治

系統決定這樣做。果真如此的話，「東亞的復興」就會如虎添翼，再過二三百

年，人們在寫書時就會回過頭來反思今日歐洲的全球霸主地位，發現這種「暫時

的高漲」不過是一個令人驚歎、但卻轉瞬即逝的現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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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東亞的復興
● 趙永佳

《東亞的復興》是一部以其真知灼見和開闊的分析視野見稱的出色論文集。

正如該書序言所述，本書有兩個分析軸心：一、根據三種不同的時段考察東亞

的發展（500年、150年和50年）；二、將東亞視為一個世界區域（world region）——

這�所說的世界區域是指「幾組在廣闊的領域�明顯地相互依賴的毗鄰國家。這

些領域在空間上互有差異，在時間上經歷了演化發展」（頁5）。隨後的幾篇論文

生動地說明了如何透過這兩個分析視角富有成果地分析該地區的動態特徵。

本書的強項在於，它對處於近代早期的該地區的狀況進行了歷史描述。彭

慕蘭的論文概括地描述了東亞的婦女勞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如同本書其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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