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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立（Odd A. Westad）是英

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這位出

生於挪威、蜚聲國際史壇的冷戰史

和現代東亞史專家，已出版和編著

冷戰史和中國外交史專著十五部，

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過去二十年間

在冷戰史研究中最負盛名、最有成

就的學者之一。作為倫敦政治經濟

學院冷戰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之一和

冷戰國際史研究的核心期刊《冷戰

史》（Cold War History）主編之一，

文安立對1990年代興起的冷戰史

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發展和形成有着重要的影響。

冷戰史新研究的最主要特點是

將冷戰史作為全球史來研究，並運

用多國、多語種檔案1。文安立 

於2005年出版了《全球冷戰：對第

三世界的干涉與我們時代的形成》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以下簡稱《全球冷戰》）一

書，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兩個

超級大國對越南、南非、埃塞俄比

亞、伊朗、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國家

的干涉以及它們對當今世界的影

響。在資料方面，文安立著作的一

個重要特點是充分地、深度地運用

多國和多語種檔案以及對當事人的

訪談。他希望通過追溯冷戰時期美

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來找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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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立對冷戰史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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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一個重要特

點是充分地、深度地

運用多國和多語種檔

案以及對當事人的訪

談。作者希望通過追

溯冷戰時期美蘇對第

三世界的干涉，來找

到理解當前第三世界

動蕩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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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書評 當前第三世界動蕩的鑰匙2。該著

作自出版以來，已獲得三個人文社

科優秀圖書獎，並已被翻譯成十四

種文字出版。鑒於其在冷戰史研究

方面的傑出貢獻，文安立還受邀與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萊夫勒（Melvyn 

P. Leffler）教授共同主編三卷本《劍

橋冷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3。

2012年，文安立出版了《躁動

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

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以下簡稱《躁動

的帝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這

本重量級專著又一次引起了國際學

術界和輿論界的廣泛關注。美國

《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英國《衞報》 

（The Guardian）等西方具有重大影

響力的報刊都發表文章推介該著。

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的外交及國

際關係史專欄（H-Diplo）也以圓桌

書評討論會的形式，邀請四位知名

學者對該書進行了評論4。

著名冷戰史研究學者、美國康

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教授陳兼認

為，「文安立這本新作的優點，不

僅僅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可讀性

強、學術性高的關於中國對外關係

史的可靠敍述，更為可貴的是其思

想和觀點的原創性，這是該著最主

要的學術貢獻。」5《躁動的帝國》 

一書還榮獲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iety）頒發的2013年伯納德．施

瓦茨優秀圖書獎（Bernard Schwartz 

Book Award）。鑒於中美關係在當

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地位，根據文

安立提供的信息，美國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已經閱讀了該著。

本文先簡要介紹一下《全球冷

戰》一書的論述特色和學術貢獻，

而把較多篇幅用來討論《躁動的帝

國》一書。通過對兩書的閱讀，有

助我們更全面理解文安立如何透過

全球視野解析當今世界興衰、動蕩

的歷史根源。

一　《全球冷戰》——解析 
　　當今世界動蕩的歷史 
　　根源

從標題來看，《全球冷戰》要達

到兩個主要寫作目的：其一，解釋

冷戰在第三世界的複雜性。在文安

立看來，美國和蘇聯在第三世界的

爭奪，實際上代表了冷戰最主要的

方面和最核心的問題，但這方面的

研究現在仍很薄弱；其二，追溯現

代世界的形成及應運而生的恐怖主

義、流氓國家和政治動蕩的根源。

作者認為，冷戰對第三世界的發展 

具有深遠的影響：「冷戰最重要的方

面既不是軍事的，也不是戰略的，

也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是與 

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相關聯

的。」6從檔案運用的角度來說，除

了使用大量公開出版的二手資料外， 

作者還令人欣羨、令人信服地使用

了來自俄國、中國、塞爾維亞、德

國、意大利、美國和南非的原始檔

案，其學術功底和能耐，可謂難望

其項背。從研究方法來說，除了史

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外，作者還突

破性地使用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

究方法和成果，體現了他治學上的

創新精神和大膽探索的勇氣與魄力。

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美蘇兩國

長期干預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安立

從標題來看，《全球

冷戰》要達到兩個主

要寫作目的：其一，

解釋冷戰在第三世界	

的複雜性；其二，追

溯現代世界的形成及

應運而生的恐怖主

義、流氓國家和政治

動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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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國與世界	
既不同意以經濟利益催動美國對外

政策的解釋7，也不贊成以「美國

例外論」為藉口，認為冷戰時期超

級大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是微不足

道的觀點8。文安立的創見是，如

果不分析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干

涉行動的意識形態根源和文化因

素，如種族歧視、對技術和現代化

的信任、企業家的進取心，以及第

三世界政治變革如何促使超級大國

的介入等，就無法理解兩個超級大

國的決策緣起。他指出：「美蘇由

於自身政治生活中固有的意識形態

導致它們對第三世界的干涉。」9

由此，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描

繪和分析作為「自由帝國」的美國

和作為「正義帝國」的蘇聯，在對

外行為上是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影

響、引導甚至挾持的。

除序言和結語之外，《全球冷

戰》共分十章，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前三章，主要分析美

國、意識形態的歷史演變過程、蘇

聯，以及從冷戰初期到1980年代

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思

想意識產生的歷史根源。作者認

為，美蘇兩國對第三世界的干涉，

屬於兩種意識形態和現代化理論之

間的競爭，華盛頓和莫斯科都認為

自己是現代化的成功樣板，自己的

意識形態具有普世性，可以引導落

後國家實現現代化。

文安立指出，美國的冷戰戰略

是美國對非白種人事務長期干涉這

種歷史傳統的一部分。雖然前世的

美國本來也是帝國主義藤蔓上的一

枚苦瓜，經歷了一場艱難的反帝鬥

爭之後才得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

林，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十九

世紀開始，今生的年輕的美利堅共

和國卻日漸膨脹，搖身一變，自身

也成為對外實行以領土擴張為目的

的干涉性的國家。通過在美西戰爭

中取得勝利，美國這個「自由帝國」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逐漸成

熟，對外公然實施帝國主義政策。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夜，美

國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體量

龐大的經濟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

界體系的保護者和平衡者bk。美國

在一戰中的勝利和俄國布爾什維克

革命的成功，使得反共成為美國內

外政策的一個基本點。但直到二戰

結束後，蘇聯才被鎖定為對世界市

場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同樣，蘇聯的冷戰意識形態是

十九世紀俄國對外擴張和馬克思主

義普世價值的延伸。儘管斯大林強

調蘇聯一國即能鞏固俄國十月革命

的成果，蘇聯也逐漸形成了由意識

形態主導的、以進步和現代化為標

籤的對外政策，支持各國的共產黨

革命，試圖以自己的形象來重塑外

部世界。到了1950、60年代，蘇

聯的新領導人逐漸將第三世界看作

是傳播共產主義和與美國進行有效

對抗的新戰場。

作者指出兩大陣營對干涉第三

世界在看法上的一致性：雙方都在

強調自己代表現代性（普遍性、合

理性、進步、科學和自由）；雙方

都認為「自身為建立一個完全資本

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的使命是世界

歷史前進中的一部分」bl；雙方的

敵意都是愈演愈烈。作者認為，這

種對稱性的意志、使命感和劍拔弩

張的警惕與戒備是導致冷戰初期雙

方激烈對抗的主要原因。此外，他

認為「莫斯科和華盛頓的目標不是

剝削或征服，而是控制與改善」bm。

文安立的創見是，如

果不分析美國和蘇聯

在冷戰時期干涉行動

的意識形態根源和

文化因素，如種族歧

視、對技術和現代化

的信任、企業家的進

取心，以及第三世界

政治變革如何促使超

級大國的介入等，就

無法理解兩個超級大

國的決策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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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書評 在論述了美蘇兩國冷戰戰略的

意識形態根源之後，作者考察了二

戰後出現的非殖民化浪潮。在文安

立看來，非殖民化運動與冷戰衝突

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對新興獨立的

國家來說，冷戰為它們的發展計劃

提供了發展模式和資金；對超級大

國來說，這些新興獨立的國家為它

們提供了證明自己發展模式優越性

的機會和在世界各地取得戰略優勢

的平台。

通過考察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

發展道路，文安立描繪了非殖民國

家的一些領導人在冷戰初期試圖創

造和利用「中間道路」的努力。通過

不結盟運動和對超級大國之間矛盾

的利用，不少新興獨立的國家能夠

在日益分化的兩極世界保持一定程

度上的中立。到了1970年，不結

盟運動創始人有的已經去世，有的

被推翻，也有很多獨立後建立的第

三世界政府被軍人推翻，但不管怎

樣，西方國家仍然控制着第三世界

國家的經濟命脈，不少第三世界國

家的領導人轉向接受馬克思主義，

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希望所在bn。

文安立通過對美國及其西方盟

國、蘇聯、中國、古巴以及第三世

界國家領導人的考察，試圖幫助讀

者了解捲入第三世界冷戰鬥爭各方

的動機和目的，客觀地評判所有對

第三世界冷戰造成破壞性後果的參

與者。這種治史態度和方法，糾正

了傳統研究中或偏袒一方、或忽視

某些相關方（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

領導人）作用的做法。

在確立了以上分析框架之後，

《全球冷戰》第二部分（第四至十章）

詳細敍述了美蘇兩國在冷戰時期對

第三世界主要干涉的具體情形。這

部分根據時間順序分專題展開論

述。文安立首先討論了1959年古

巴革命對美國維持其在西半球霸權

以及在東南亞抵制共產主義擴張 

的戰略格局的挑戰。而當時赫魯 

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領導的

蘇聯，倡導與美國和平共處，並不

熱衷於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文安

立認為，從1960年代起，「古巴和

越南在維護其革命的過程中不僅挑

戰着華盛頓，也挑戰着由蘇聯為社

會主義發展所設定的道路」bo。對

古巴革命和越南戰爭，過去的研究

林林總總，汗牛充棟，並不新鮮。

而該著獨立物表的貢獻，不僅僅是

由於重視第三世界冷戰的研究，更

是由於作者將冷戰研究深邃地延伸

到1970年代之後。文安立率先研

究1960、70年代美蘇對非洲的干

涉，是他對冷戰史研究的傑出貢

獻。他細緻考察了美蘇對南非、安

哥拉、埃塞俄比亞、扎伊爾、幾內

亞比紹的干涉，認為這些地區一度

成為冷戰真正的主戰場。該著還對

莫斯科和哈瓦那在那些深惡美國模

式的反殖民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中培

植盟友的戰略與戰術動作詳細研

究，尤其重視美蘇「干涉」政策的

人命損失。作者認為，美蘇的冷戰

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左右了這

些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bp。

從1970年代冷戰緩和到1980年

代美蘇對第三世界干涉的加劇， 

在這個大背景下，第九、十兩章討

論的是美蘇分別對拉丁美洲和阿 

富汗的干涉。作者認為，1980年

里根（Ronald W. Reagan）上台後，

美國開始調整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但這只是在「方法上的改變」，政策

目標並無變化bq。美國更加依賴反

文安立將冷戰研究	

深邃地延伸到1970年

代之後。他率先研究	

1960、70年代美蘇對	

非洲的干涉，認為美

蘇的冷戰政治在一定

程度上影響和左右了

這些新興國家的發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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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國與世界	
政府叛亂和對右翼政權的支持，以

加強與蘇聯在第三世界進行的拉鋸

爭奪，比如在中美洲支持反對左翼

政府的叛亂、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者抵抗在阿富汗的蘇軍。

而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很大

程度上與蘇聯在非洲得手有關。

1974至1976年的安哥拉內戰，其

「勝利」使蘇聯領導人相信「世界正轉

向我們一方」br。在不少蘇聯領導

人看來，阿富汗戰爭對蘇聯的國家

安全和威信至關重要，但這場戰爭

卻把蘇聯拖進一個無底的泥潭，為

此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到了

1980年代中期，蘇聯領導人已經

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在阿富汗從事的

是一場無望而失敗的戰爭，但糾結

於有拋棄盟友之嫌而遲遲無法結束

這場噩夢。該著認為，冷戰結束的

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里根上台後美

國採取強勢的政策，強化對蘇的軍

備競賽，使蘇聯無力與美國抗衡，

而是由於國際經濟的變化和蘇聯領

導人的更替bs。

在結語部分，文安立指出，

「冷戰史的悲劇是〔美蘇兩國〕為第

三世界提供的兩條發展道路，原本

都具有反殖民主義的性質，卻蛻變

為傳統意義上的為了控制其他國家

的爭奪。」bt在文安立看來，冷戰

不僅僅是東、西方之爭，更是東、

西方在南方的爭奪。那些認為美國

取得了冷戰勝利的人，必須記住這

一點：「從第三世界的角度來看， 

美國干涉的後果真是令人沮喪⋯⋯

這些干涉毀壞了許多社會，使得這

些社會在面對自身人為的災難時更

加脆弱。」（頁406）文安立認為，

那些認為美國取得了冷戰勝利的史

論，不僅僅掩蓋了這段黑暗的歷

史，更致命的是掩蓋了當前的美國

外交政策是建築在使人誤入歧途、

或將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的「干涉主

義思想體系」之上的這一事實ck。

文安立具有熾熱的現實關懷。

他在序言中以牛津大學古典學者格

里芬（Jasper Griffin）的話為全書的

現實主義情懷定下了基調cl：

我們是從兩種動機來考察歷史的，

既有對過去的好奇，發生了甚麼，

誰做的以及為甚麼；同時也有理解

現在的願望，如何定位與解釋我們

自己的時代、經歷和對未來的期望。

文安立將筆觸從二十世紀的全球冷

戰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今

世界，將「干涉」的歷史和影響與

當代國際熱點問題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並給出一種堪稱經典的認知，

這就是美國當今所實行的干涉主義

源於冷戰時期的政策以及美國某些

政策制訂者所堅持的一種思想意

識——只有當世界其他國家都與

美國一樣時，美國才能安全。作者

完全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在該著

正式出版前所做的最後一次修改

時，念念難忘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戰爭並為此憂思百結cm。這一

現實關懷也同樣體現在其新著《躁

動的帝國》中。

二   《躁動的帝國》——中國 
　   對外關係史的全景考察

《躁動的帝國》一書在廣泛利

用中國、俄國、美國和英國等多國

歷史檔案、文獻，並充分吸納前人

研究成果及相關歷史趣聞軼事的基

文安立給出一種堪稱

經典的認知：美國當

今所實行的干涉主義

源於冷戰時期的政策

以及美國某些政策制

訂者所堅持的一種思

想意識——只有當

世界其他國家都與美

國一樣時，美國才能

安全。作者完全不能

同意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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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書評 礎上，敍述了1750年以來中國與

世界各國交往的歷史。與過去出版

的很多著作有所不同的是，文安立

對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不僅僅

關注高層政治領導人發揮的作用，

而且關注普通參與者及其所扮演的

角色，包括中國外交官、仁人志

士、傳教士、商人、學生、工人、

海外華人、中國政府派到歐洲的勞

工以及中國移民等，甚至關注到外

國人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作用。作

者在書寫政治史的時候，成功地將

社會史和文化史也穿插其中，給人

以耳目一新之感。

該著反對兩分法的歷史觀，即

認為中國現代史的發展軌迹要麼是

由內部因素、要麼是由外部因素決

定的觀點。作者認為中國和外部世

界的分界線是不斷變化和模糊不清

的（頁2），這種靈活性賦予中國應

對變化的合法性和隨意性。在中國

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接觸和碰撞過 

程中，儘管充滿了暴力和破壞性，

但中國仍能得以維持和發展，這種

適應變化的能力，將繼續影響中國

與世界交往的歷史進程。中國對外

關係的發展軌迹，從來都不是單向

的，而是雙向的，且這種「雙重性」

從十九世紀後期就已存在了。

除前言和結語兩部分之外，

《躁動的帝國》共分十一章。第一、

二章是對十九世紀中國社會鉅變的

論析。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42）

摧毀了清王朝對外交往的框架和體

系，「不平等條約」從此成為中國與

世界各國交往時國家層面上的主要

內容。然而，「帝國主義」的侵略

和破壞並不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全

部內容。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

也給一些個人和家庭帶來了貿易、

旅行和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外國

人在中國的活動，帶動了中國人之

思想和行為的革命，標誌着「中國

現代性新形式的早期突破性進展」

的完成（頁20）。到十九世紀末，

這種變革延伸到了政治層面。與以

往學術界的觀點迥然不同的是，文

安立認為，十九世紀的清政府並非

保守和恪守陳規，其實在很早的時

候，清政府就開始修建鐵路、船塢

和工廠，這與他的母國挪威幾乎同

步。因此，他甚至認為，如果不是

由於饑荒、農民起義和列強瓜分，

清政府的現代化建設很可能取得成

功（頁54-56）。

第三章主要探討了十九世紀中

葉至二十世紀初的中日交往。十九

世紀中葉，清政府曾把日本看成 

是中西交往中可能的盟友，但從

1880年代起，中國政府開始把東

鄰日本看作對手和威脅。1894至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

首次在對外軍事衝突中敗給新崛起

的強國日本（頁87）。具有反諷意

味的是，直到一戰結束後，仍有許

多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人認為，在

科學、技術、政治和國際問題方

面，向日本學習比向西方學習更適

合中國。無論是中國的君主立憲派

還是革命家，都把日本看成實現其

政治目標的精神支柱、養分和物質

來源（頁93）。

第四章討論了中國人民推翻帝

制、建立共和的歷史。作者認為，從 

1900年到1920年代後期，中國經歷

了中央政權更迭、外國武裝干涉和

地方割據的形成。取代清王朝的民

國政府十分脆弱，只能實際控制北

京附近的幾個省份。然而，中國此

時的疆界和晚清幾乎相同，這就說

《躁動的帝國》反對兩

分法的歷史觀。作者

認為中國和外部世界

的分界線是不斷變化

和模糊不清的，這種

靈活性賦予中國應對

變化的合法性和隨意

性。這種適應變化的

能力，將繼續影響中

國與世界交往的歷史

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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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使在民國政府最為弱勢的時期，

大一統國家的傳統觀念仍然深入人

心。中央政府有權行使外交職能，

維護國家統一。作者認為，造成這

一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列強都

不希望徹底瓜分中國。即便是幾乎

控制了滿洲全境的日本，也不願意

看到長城以南的中國被列強瓜分。

日本人認識到，這樣的瓜分對日本

不利，而對西方更為有利（頁124）。

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忙於歐洲

戰事，也是積貧積弱的民國政府得

以維持的重要原因。一戰加深了列

強之間的矛盾，削弱了一些西方國

家的勢力。1919年巴黎和會所確

立的凡爾賽體系，把蘇聯和德國排

除在國際體系之外，這也為它們在

1920至30年代開展與中國的合作

並向中國提供援助創造了機會（頁

169）。文安立認為，二十世紀最初

二十年中國的對外關係，在決定中

國政治格局的走向上發揮了關鍵 

作用。

第五、六兩章討論了十八世紀

以降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民間交往，

敍述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經歷和中國

人在國外的境遇。內容涉及中國人

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商品、服

飾、藥品到教育，中國人受西方的影 

響很大。生活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

國人，對外國人的心態是十分複雜

的。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是帝國主 

義侵華的受害者，外國人在中國的

治外法權、租界和其他很多特權，

讓中國人感到不平等（頁171）；另

一方面，他們又被外國文化和優裕

的物質生活所吸引。外國人在中國

的存在，成了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

的窗口，許多人希望通過這個窗口

了解非本土的思想和知識（頁172）。

與傳統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主

流觀點大相逕庭的是，作者極富創

見地認為，儘管歷經戰亂和此起彼

伏、有始無終的種種政治變革，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已經對外開

放。這一時期，外國的技術和經驗

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頁

173）。儘管中共史學家把1840年

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中國歷史說

成是「百年屈辱史」，但文安立激濁

揚清地認識到，這一百年中國與世

界交往的積極意義要大於消極意

義，它有利於一個「現代中國」的

產生（頁210）。另一方面，從十八

世紀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移民海

外，最初主要是到東南亞國家，後

來也有到美洲、澳洲等地。移民的

中國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

中國移民最大的作用在於把新思想

和新技術帶回母國並加以傳播，從

而吸引更多的人移居海外，建立新

的商貿機構（頁216）。這些中國移

民在尋求個人利益和發展機會的同

時，也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和報效祖國的願望。

第七、八、九三章論述的是從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到

1960年代末中國的對外關係。二戰

爆發時，中國人對外交往的熱情及

其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積極認識已

經大為弱化。戰爭的痛苦經歷使中

國的知識精英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

的信任銳減，於是他們開始尋求促

使中國現代化的新的政治經濟模式。

第七章探討的是1937至1945年

的中國抗日戰爭。作者認為這是中

國現代國際史的真正開端，是中國

人第一次大範圍與外國人發生的接

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第一

次與外國人打交道就是一個日軍軍

儘管中共史學家把

1840年鴉片戰爭以

來一百年的中國歷

史說成是「百年屈辱

史」，但文安立認識

到，這一百年中國與

世界交往的積極意義

要大於消極意義，它

有利於一個「現代中

國」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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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書評 官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對他們吆三

喝四（頁269）。毫無疑問，中國加

入現代國際政治的第一課是痛苦

的，而這種痛苦的經歷隨後被悲情

地放大，形成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

神話與教義，至今仍深刻影響着中

國人對外交往的行為。

第八章探討了中國共產主義 

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對外

關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批知識

份子對中國前途擔憂的產物。他們

認為拯救中國需要走一條能使中國

富強的新路，要使中國成為國際社

會的楷模而不是賤民（頁285）。作

者認為，最初影響中國共產黨人的

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中

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他們的直接繼

承人（直到1980年代的鄧小平）最

關注的是，如何利用列寧和斯大林

在蘇聯使用的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

現代的、強有力的國家，包括強化

黨權、統治權、全社會的軍事化及

對全體黨員和人民的嚴格控制（頁

285-86）。從1945至1960年間，中

國共產黨人與蘇聯共產黨人的接

觸，就是向他們學習如何建立一個

執政黨和國家機器。毛澤東和他的

同事希望建立一個蘇聯模式的新國

家，拒絕對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機器

的承襲，也就是與1911年建立的

國家機器的徹底決裂（頁202-203）。

第九章探討了從1960年中蘇

分裂到19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實

現緩和之前的十年裏，中國是如何

逐漸斷絕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並走向

孤立的歷史。儘管中共領導人認

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富

強，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到1970年

代初，中國仍然是一個十分貧困的

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無所作為。於

是一些思想活躍的中國人猛然覺

醒，反思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思

考的問題：怎樣才能把中國從貧困

和停滯中解救出來？怎樣才能促使

中國走向成功並實現現代化？為甚

麼作為一個中國人，離開中國就可

能變得成功和富有，而留在中國卻

遭罪受窮（頁363）？

自1950年代後期起，中國在

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支持亞非人民

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第三世界國家

中擁有不少支持者。但從1960年

代中期起，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

間，中國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左派

反政府武裝，與第三世界很多國家

的關係變得很緊張。文安立對毛澤

東時代中國外交總體是否定的。他

認為，1960年代初，中國由於同

時對抗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在第

三世界取得一定的影響力。但從

1964年起，由於毛澤東極左的內

外政策以及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領導權，拒絕與蘇聯在援越

抗美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最終得

罪了越南，埋下了1979年中越戰

爭的種子。

中國從1960年代起執行的極

端的反蘇政策以及從1970年代起

的聯美抗蘇政策，最終導致蘇聯 

解體，從而成就了美國在後冷戰時

期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全球霸權（頁

376-77），在今天看來，這應該算

是一個極大的戰略誤判。文安立完

全不同意西方某些人認為中國領導

人在外交方面十分精明的看法。他

批評當今的中國領導人由於缺乏與

一個大國相匹配的全球視野、格局

與胸襟，所以對國際事務的關心尚

淺。文安立同時認為，「中國在軟

作者認為 1937 至

1945年的中國抗日

戰爭是中國現代國際	

史的真正開端，是中	

國人第一次大範圍與	

外國人發生的接觸。

中國加入現代國際政

治的第一課是痛苦

的，至今仍深刻影響

着中國人對外交往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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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方面極度缺乏吸引力，在東京

或是首爾，甚至台北或是新加坡，

頭腦清醒的年輕人是不會去下載中

國的音樂、看中國的電影、吸取中

國的思想觀點的。」（頁459）

最後兩章探討的是自1970年

代初中美關係緩和以來，中國重新

回歸國際社會的歷史進程。該著認

為，如果給予機會，多數中國人會

擁抱變革。1970年代中國開啟的

改革進程，是中國二百五十多年來

對外交往合乎邏輯的發展，而並非

別出心裁的異峰突起。毛澤東時期

的中國與世隔絕，才是中國歷史發

展的異常時期（頁362-63）。在此，

文安立又一次顯示出強大的學術勇

氣和敏銳洞見，他不同意學術界普

遍接受的一個觀點，即認為鄧小平

進行改革開放並獲得成功是因為他

看到了毛澤東極左政策的失敗，所

以決定徹底改弦易轍。文安立指

出，1970年代的中國，具備着向

許多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波爾

布特（Pol Pot）為首的共產黨在柬

埔寨實施的大屠殺政策為一個極

端，而台灣政治向民主發展為另一

個極端（頁371）。

文安立認為，中國存在市場經

濟發展的潛力，並不是由於共產黨

政權在過去二十年對其的破壞，恰

恰相反，是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之

前，中國已經經歷了市場經濟的發

展階段。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

是中國受美國影響最關鍵的兩個十

年。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藝

術，甚至是消費習慣，美國對中國

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雖然中國也

恢復了與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關

係，但很多中國人始終認為，中國

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就是與美國的關

係（頁366-67）。的確，由於中美關

係的改善，中國結束了在國際上的

孤立狀態，得到了現代化進程中所

需要的先進技術。美國比任何其他

國家都更積極支持中國融入國際體

系，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到

了關鍵性作用。文安立認為，中國

過於看重美國經驗，可能會忽視其

他發展模式；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

發展模式，可能對中國同樣具有較

強的借鑒意義。

這裏，文安立提出了一個既有

學術性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中國

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扮

演甚麼角色？中美關係緩和之後，

中國是不是由國際體系的「局外人」

逐漸轉變為「局內人」（頁378）？即

便如此，作者認為中國對外關係的

「雙重性」仍在發揮作用，主要表現

為：一方面，中國願意與國際社會

接觸；另一方面，歷史上被列強欺

侮的痛苦經歷發酵而成的不能釋懷

的悲情，又不時地轉化成一種警

覺、懷疑、矛盾、猶豫與矜持。因

此，文安立認為，中國在設計和實

施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規劃時，會區

別對待「外國模式」。中國今後與

國際社會的交往，不僅在於中國自

身，而且在於其他國家如何對待中

國（頁462）。外部世界應該如何與

中國人打交道？它的機會、格局與

效果，可能更多地取決於對中國人

這種心態的準確迎合與把握。

三　中國崛起後的中國 
與世界　　　

《躁動的帝國》一書對近代中

國與歐洲、美國、蘇聯和日本的關

文安立提出了一個既

有學術性又有現實意

義的問題：中國在美

國和西方主導的國

際體系中扮演甚麼	

角色？中美關係緩和

之後，中國是不是由

國際體系的「局外人」

逐漸轉變為「局內

人」？作者認為中國

對外關係的「雙重性」

仍在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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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書評 係着墨較多。作者認為，源於西方

的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和現代資本

主義，作為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

對近代以來的中國產生了決定性的

影響。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中國

歷史充滿動蕩，飽經滄桑。這些動

蕩與滄桑和儒學傳統、地理位置以

及中國人對國家傳統的敬畏（頁4），

奠定了中國人世界觀的三大基礎：

第一，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自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

對中國政治影響的關鍵因素。儒家

學說認為，公正就是在家庭和國家

內部、國家之間保持得體、和諧的

關係。統治者的真誠比任何形式的

程序公正更為重要。因此，在當代

中國人看來，外部世界在過去的

二百年裏對中國是不公正的，這種

不公正待遇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時

常提及的話題（頁5）。 中國人認

為，國際交往應遵循公正原則，而

國際關係中的危機正是由於違背公

正原則引起的。

第二，規則和禮儀，這也是中

國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多數中國

人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由西方主導

建立的國際體系，更多的是混亂而

不是秩序。尋求國際交往中的普遍

原則，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主旋

律（頁5）。

第三，「自我中心」的觀念一

直是主導中國人心態的關鍵因素。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鄰邦

普遍接受中國文化，促使中國人形

成了中國處於世界中心的宇宙觀，

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

尤其是在東亞，中國應該承擔領導

責任。

因此，文安立特別強調，「在

考察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

未來時，一定要記住以上這三個 

概念。」（頁6）

由於中國經濟近三十年的高速

增長，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中國現

在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政治經濟強

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關於中

國崛起的話題，在美國學界、政

界、商界受到廣泛關注和熱烈討

論。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崛起勢不

可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在不久的將來將超過美國，成為世

界第一（大約在2030年）。屆時，

中國在政治上也將對美國取而代

之，主導世界cn。另外一些學者卻

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呈現直線

上升之勢，阻礙中國發展的最大障

礙還是中國自身的歷史包袱co。在

這個問題上，文安立的觀點又一次

顯現出前瞻性，他認為，歷史對中

國人來說是個如影隨形的包袱，但

很多的著述者卻在這一點上低估了

中國人的應變能力。文安立認為，

儘管中國外交有種種失誤，但是對

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而言，當今的中

國確實已經構成對它們最大的威

脅。文安立基本同意中國將會崛起

的觀點，但他並不認為中國將取代

美國而成為超級大國。在他看來，

中國在成為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

全球性大國方面，顯然缺乏關鍵性

的準備。這個準備的最大的基準

點，就是中國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

戰略，而這一點，似乎現在或未來

很長一段時間內，還不太容易看到

（頁465）。

具體到中國目前面臨的領土紛

爭（例如南海諸島嶼以及釣魚島），

文安立認為，爭議產生的部分原因

是由於中國人的理想主義，認為中

國可以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正義。在

文安立基本同意中國

將會崛起的觀點，但

並不認為中國將取代

美國而成為超級大

國。中國在成為一個

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全

球性大國方面，顯然

缺乏關鍵性的準備，

其中最大的基準點，

就是中國需要一個真

正的全球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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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國與世界	
中國人的認識體系中，中國近代飽

受列強凌辱與巧取豪奪，其部分領

土（包括釣魚島）被列強瓜分。代表

着國民意志的當今中國領導人，並

不要求恢復中國在近代喪失的全部

領土（例如外蒙古），但中國要求恢

復對沿海島嶼的控制，這種國家政

治的不可妥協的強烈訴求，與「近代

受列強凌辱」的歷史背景和在國際社

會「尋求正義」的願望奇妙而順理成

章地聯結在一起，具有足夠有力的

邏輯力量。所以，這並不是簡單意

義上流氓國家的無賴觀點，但在客

觀上卻是自利和片面的。最近幾年

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紛爭，

在文安立看來，呈現出「中日雙方

在戰略觀方面的嚴重失誤。北京和

東京的領導人都知道，妖魔化對方

對己無益。事實上，中日雙方愈來

愈依賴對方，以便取得更大成功：

中國的強國夢和日本的經濟復蘇。

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方能夠或者

願意擱置歷史上的恩怨」（頁418）。

《躁動的帝國》對中國與外部

世界交往這一課題，從嶄新的視角

切入，作了深層次上的歷史文化因

素探討，這是對中國研究和當代國

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貢獻，對了解和

認識當代中國的外交戰略和行為規

範具有重要價值。筆者認為，從史

學的角度，該著打破了傳統史學界

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兩個重要神

話，其創意豐富、靈感四溢的敍

述，向人們還原了一個可能更接近

歷史真實的客觀鏡像。

其一，史學界長期以來將滿清

中國描繪為一個停滯不前和被動孤

立的社會。但在文安立的取景框

裏，十八世紀的滿清中國依然充滿

活力、雄心勃勃、欣欣向榮，在亞

洲地區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

在十八世紀的衰敗不僅僅直接緣起

於清王朝的孤陋寡聞與偏狹以及外

國人的邪惡。讓人感到特別新鮮的

是，文安立強調，不能將滿清的衰

敗和中國近代百年的恥辱史完全歸

咎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凌辱。在這

個意義上，他認為傳統上將中國說

成是一條熟睡的巨龍，只是在西方

人到達之後才慢慢蘇醒，這樣的比

喻很不恰切。為此，他展示了一幅

更為複雜、更為恢宏而多樣化的近

現代中國的全景圖。

其二，史學界長期以來將近現

代中國恥辱史主要歸咎於列強入

侵，很少將中國社會的落後與中國

人的「自殘」聯繫在一起。作者憑

藉對史料的堅實切磋，認為太平天

國農民起義是對當時「社會秩序最

大的威脅」（頁46）、1958年的大躍

進和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

人為的災難」（頁336）。

然而，該著畢竟是一部西方學

者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作品，其明

顯的西方學術取向及某些源於意識

形態的激烈或偏頗的觀點，諸如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打死的中

國人比消滅的日本鬼子多得多（頁

272）、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希特

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以及波

爾布特在柬埔寨實施的大屠殺政策

相提並論等等（頁334），恐怕很難

為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與讀者認同。

作為一部學術性極高的力作，

《躁動的帝國》文字優美，言簡意

賅，加之諸多歷史趣聞的點綴，使

其既真實可靠又清新可讀。該著和

近期出版的幾部史學作品，如普拉

特（Stephen R. Platt）所著的《太平

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史學界長期以來將滿

清中國描繪為一個停

滯不前和被動孤立的

社會。但文安立認

為十八世紀的滿清

中國在亞洲地區處於	

舉足輕重的地位。他

強調，不能將滿清的

衰敗和中國近代百

年的恥辱史完全歸咎

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	

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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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書評 Kingdom）、藍詩玲（Julia Lovell）所 

著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 

米特（Rana Mitter）所著的《被遺亡

的盟友》（Forgotton Ally），以及三

位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Perry 

Link）、趙文詞（Richard P. Madsen）

和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主編的

《躁動的中國》（Restless China）cp一

樣，都根基於嚴肅的史學研究，展

現了中國歷史的複雜性、多樣性和

活力。這樣的著作提供了客觀解讀

中國歷史與國情的方法論、坐標系

與全新的視角，十分有利於一般讀

者更好地認識當今中國和未來中國

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本質特徵。正如

文安立所認為，在過去的二百五十

年中，中國的變化是充滿活力的，

但未來的中國還會有更多充滿躁動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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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動的帝國》展現了

中國歷史的複雜性、

多樣性和活力，提供

了客觀解讀中國歷史

與國情的方法論、坐

標系與全新的視角，

有利於讀者更好地認

識當今中國和未來中

國發展的歷史脈絡與

本質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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