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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四大歷史社會學教授 

法蘭西研究院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院士



如果我們問一個歷史學家何謂「民族」，他一定會回答：「這是

一個古典的和中世紀的詞彙，含糊地指一群人認同他們有着共同的

起源，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擬；他們同時佔有一片共同的土地，是他

們的出生地。」從這意義上說，民族這個詞有一定的意義甚至普世

通用。因為，人類是按照起源、居住地及文化而組成共同體的。歷

史學家會繼續說，「在 14至 16世紀的歐洲，民族的概念經歷了一個

特殊階段，形成了新的意義，是指一種社會凝聚力、社會整合的原

則。這原則是建立於由共同歷史，共同利益、共同命運及自覺的個

體所組成的政治社會之上的。」如此界定的民族在歐洲紛爭戰亂時

期，由於意識形態的加強而發展成為「民族主義」。在 19世紀，民

族主義更常以主義而不是民族的名義向全球擴張。

這種歷史學的經驗論闡述亦可以成為社會學的考察對象。這

考察涉及到幾個世紀的演變和兩個決定性的因素。第一個決定性因

素是明確的事實，就是歐洲文明從沒存在於一個統一與和平的帝國

版圖之中。歐洲文明總是由多個政治實體分別承擔。這些實體是

源於歷史上血腥且混亂的軍事競爭，並通過競爭而獲得平衡「國家

體」（polities）。所謂「政治國家」，可理解為一種對內趨向和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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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隱含戰爭的社會空間；而所謂「中間體」（transpolitie），則指至少

包含兩個「政治國家」，並搖擺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社會空間。

第二個決定性因素是：在整體框架和歐洲的特殊條件下，由

貴族、農民、資產階級組成，在歐洲佔統治地位的政治體制是一種

神授「僧侶制」（hiérocratie）。但是，這體系又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

反權力系統制約，使社會分成私域與公域兩大領域。私域是「公民

社會」，用以實現私人與特殊利益；公域是為國家，用以管理大家

的共同利益，如和平，正義，繁榮，國家安全等。無論是通過君主

立憲形式還是共和制，這種僧侶體制是可以走向民主化的。如通過

1566年荷蘭起義或 1848年形形色色暴力程度不同的革命方式，歐

洲各國接二連三地民主化了。正是在這種從世界範圍看來幾乎絕無

僅有的內部與外部政治框架下，於 14、15世紀發軔，16至 18世紀

成長的「現代性」，到 19世紀光艷照人。現代性具有五個特點─

民主，科學，個體化，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的分工。每個特點均遵

循自身的合理性和目的發展。

上述經驗論（實證性）的陳述純屬於歐洲史範圍，當中涉及歷

史學、社會學和哲學。但我們也可以提出「過去時代的事實是否仍

適用於歷史」這個今天已成為全球史的問題。我們比較歐洲的昨天

和世界的今天。如果將比較的重點放在兩點上─ 一是轉型國家遊

戲機制運作的邏輯和結構；一是遊戲參加者的文化認同，我們會獲

得可信並具啟發性的答案。

一　轉型國家運作機制

1.　歐洲的昨天

比較史家觀察到一種十分獨特的情況。所有起源於新石器時

期，距今一萬到一萬二千年並散佈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大文明區域

均發展成為帝國。此時期，古代亞洲有公元前 539年由阿吉梅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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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王朝統一的龐大帝國國家體，印度公元前 3世紀建立的孔雀

帝國，中國於公元前 221年由秦統一的帝國。印第安人遲到了兩千

年，但仍遵循這趨勢。他們似乎在被征服時正處於帝國統一的前

夕。歐洲則是例外。羅馬帝國以地中海為中心，橫跨歐洲、亞洲和

北非三個不同的文化板塊。歐洲史上最具重要象徵意義的日期是公

元 9年。這一年，羅馬三個軍團在日爾曼森林被消滅殆盡，羅馬皇

帝奧古斯都決定結束征戰。從此，歐洲內部以萊茵河與多瑙河為分

界線。幾個世紀之後，加洛林帝國的冒險所證明的不過是一項不合

時宜的舉動而已。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這冒險便因徹底失敗而告

終。此後，從 10世紀到 12世紀，是一個持續了三個世紀的政治分

裂時期，史稱封建時代。

2.　封建制

封建制並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封建主

義一詞空泛且含糊。封建制有兩層意思。從社會層面來說，封建制

通過貴族與貴族個人之間的聯繫，將貴族組織成地方和區域性的網

絡，以解決社會協調與凝聚問題。除歐洲以外，只有日本在 13到

16世紀出現過同類型組織。從國家體博弈體系角度來說，封建制將

很多遊戲參與者組織起來並加到這種多極遊戲之中。理論論證和經

驗證明，由於過於昂貴的成本，只要有相當多的博弈者參加，就不

可能制定遊戲規則，更不可能使人遵守遊戲規則。在這種極不明朗

的情況下，任何國家體都不可能在受到侵略時指望獲得另一國家體

的幫助。如果有能力，每個國家體必須在受到他國攻擊之前攻擊別

國。於是，戰爭很常見。通過戰爭顯示出比較優勢，分出優勝者與

失敗者。隨着幾個世紀過去，最終的優勝者脫穎而出，將中間體變

成統一的帝國。一個很好的歷史例證就是豪瓦斯人（Hovas）在 16到

18世紀征服與統一馬達加斯加島。

多極遊戲在 11世紀末的歐洲已經依稀可辨。君主制的重建通

過連綿不斷的戰爭與決定性戰役而向前邁進。這種重建可以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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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英國、德意志、斯坎蒂納維亞（Scandinavia）、意大利、波希米

亞（Bohemia）、波蘭等地的大公國和王國的重組與形成中看到。14

世紀初，一個敏銳的觀察者完全可以預言歐洲亦會和其他大陸一

樣，通過戰爭來實現帝國統一。他也可以將英法百年戰爭看成政治

聚合過程的結束。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和巧合，歷史並沒有如此演變。到 15世

紀中葉，形勢已經十分清楚，統一進程已經終止。這進程不僅在整

個歐洲被遏制，從某些地區看，這進程也已停止。首先，至少從意

大利和德意志看是如此。前者直到 1870年才建立政治國家，後者

則要到 1989才完成這過程！對停滯的原因最直接的解釋是在整個

歷史時期，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體足以壓倒所有其他國家體的聯

盟。在歐洲的政治版圖上，同時有五到七個國家體互相制約而獲得

平衡。但我們要了解為何出現這種平衡局面的原因時，並不能只歸

納出一至兩項必然因素，必須考察各種可能導致事情向另一個方向

發展的偶然局面和意外因素。在 19世紀所謂「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說法實際於 1453年百年戰爭結束和 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

束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簽署時已開始傳播。我

們可以將簽署這條約看作是事實上和意識上出現的一種全新國家體

情況。這情況一直到 1914年災難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仍主宰世

界。這戰爭帶給人類世界的是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個世紀。

從轉型政治形態理論入手，所謂「歐洲協調」無非是一個多極

寡頭遊戲（oligopolaire）。這種遊戲只能在五到七個寡頭博弈者之間

進行。少於五個，遊戲就趨向單極化，就會無可避免地向統一的方

向發展。因為，勝者通吃，所有人都必須提防他人，並利用一切機

會吞併他人。三個或者四個博弈者之間的遊戲，統一或可延遲，但

是最終通過兩國或三國聯盟反對一國而達致統一。在五國以上的情

況中，數位是不明朗的，且依賴一個強制性的條件，就是任何一個

國家都不可能擁有比其他國家的聯盟更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這種

情況下，帝國統一或是不可能，或僅僅是過渡性質。歐洲曾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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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嚴重失衡問題，導致意識形態危機。第一次是 1789年到 1815

年，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第二次是 1933年到 1945年，第一次世

界大戰之後，尤其是德國納粹的出現。每一次都出現一個打造帝國

的瘋狂聯盟。

和多極與雙極的進攻性戰略不同，多極寡頭博弈的戰略是防

守性的。統一無望，全勝也絕無可能，各國只能尋求自保。於是，

防禦、守成、維持平衡成為追求目標。為此，合縱連橫以維持博

弈，翻雲覆雨、重組聯盟均在所不辭。對於參與遊戲的國家體來

說，防禦性戰略對其內部還是外部都具深刻影響。在國家內部，凝

聚力能強化國家，有更高效率，做到勵精圖治。實際上，所謂平

衡，是建立於各國參與遊戲的能力，即是他們能否充分發展自己的

力量以幫助盟國取得勝利或抵禦外敵進攻。為此，國民必須團結，

而領導人必須領導有方，保證能夠獲取對外所需的原材料。國民的

高度團結和有效的管理，只能建立於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利益、共同

合作和他們對自己所作奉獻的認可之上。政治權力與社會力量之

間於是能持久對話。這邏輯導向公權與私權之間的分工，也導向制

衡力量（contre pouvoir）對公權力的制約。每個王國均必須遵循這邏

輯，任何導致專制與暴政的舉動都是不智的，並有可能成為政治競

爭中的犧牲品。

從外部來看，影響也是深遠的。如果參與遊戲者訂出規則並

有能力懲罰不執行規則者，防禦性戰略與對平衡的追求就會獲得較

好的保障。同時，對於一些遊戲參與者來說，交易成本和結盟成本

也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這種遊戲即使不可以永久持續，至少能夠

持續下去，原因是不可能存在平衡和建立帝國。這狀態加深各國的

互相了解。對各自實力的精確了解使各國在軍備動員方面較為謹

慎。更重要的是，防禦性戰略使和平成為對外政治的目的。如果平

衡被打破，某個國家因而轉向進攻性戰略，戰爭就成為最後手段。

因此，戰爭不再是連綿不絕的，而是陣發性的，戰爭與和平時期於

是有了明確的區分。在和平時期，競爭遊戲並沒有停止，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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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不是以戰爭而是以外交為工具。於是外交與戰爭兩者成為國際

政治的左膀右臂。即使是在戰爭時期，外交也不會停止。因為領袖

懂得，最後的結局仍然要透過談判並簽署和平協定。

所有走向均匯入這大趨勢─ 一部國際法的誕生、生長、強

化與主導。正如國內法，國際法的功用同樣是為了預防衝突演變成

暴力。國際法源於各國所達成的協議。國際法不斷演變，因為問題

不停產生亦不斷更新。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國際法仍然形成一

套完整的文本，對國與國之間，國際間公域與私域之間的關係均有

規定。參與國際法的制定和遵守國際法的規定符合各國利益，因為

國際法使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減到最低，使和平的機會大增。按照

博弈理論，寡頭博弈是一種雙贏結局，每個博弈者只要按照規則出

牌，不但不會輸，而且贏的機會還很高。而對於一個國家體來說，

只要博弈者知道如何制定相應的政治體制和其自我界定，本身就有

雙贏遊戲的能力。最後，多極寡頭競爭實際導向一種全新的準國

家。外交談判和國際法協定使他們看起來像是國家，但是，「準」

字在這裏不可或缺，因為戰爭仍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平衡變動不

居，激情可能隨時重燃。但是戰爭可能會帶來悲慘的結局。克勞塞

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認為戰爭的概念即是決鬥的概念，即是

將死亡決鬥推向極端的概念。「歐洲協調」於 1914到 1945年經歷了

最殘酷最痛苦的一幕。

3.　世界的今天

我們在今天的世界上所看到的情況也近乎如此。所有跡象均

顯示，全球化將通過多極寡頭競爭的形式在不可逆轉的全球競爭框

架下實現。最為準確與最具操作性的全球化定義是所有過去分散的

人類史，至此全部趨向共同的單一歷史。全球化顛覆了制裁人類近

萬年的巴別塔式分裂，促成全人類匯入一體。這是始於萬年前，一

個人類政治集聚運動的初步終點。全球化不可逆轉，因為任何集聚

運動一旦成型，就會形成一種互動機制。無論形勢如何變化，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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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機制就是一種強制因素，是不會消失的。現在，全球已經一體

化，也就是說，不僅發生於一地的事必然會影響整個世界，而且所

有事件也將反過來從全球角度將其定位。任何因素均無法改變這狀

況，使人類回到隔絕狀態。這是一個初步的終點，因為政治匯聚運

動的邏輯歸宿是全球一統成單一國家體。這最終結局意味世界將不

再有中間體，同時也意味，從循環論證的意義上來說，除了可能

的內戰，不會再有戰爭。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從人類發展的各個

可以設想的階段必有戰爭的意義上來說，戰爭不再「放之四海而皆

準」。通過考古可以證明，戰爭起始於舊石器走向新石器時代的過

渡時期，距今一萬年左右。全球單一國家體形成之日，可以說是戰

爭消亡之時。

這階段當然還沒有來到！然而，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全球各大中間體的演變明確呈現這趨勢。全球向中間體轉型的趨勢

源於歐洲 16世紀以來的對外擴展。但這轉型在幾個世紀中一直處

於一種雛形狀態，僅是在受到歐洲的推動或刺激的情況下才會啟

動。如印度僅以英國殖民地國的身分參與全球博弈。只是到了 20

世紀後半葉，一個名副其實的全球中間體局面才形成。這格局首先

是以美蘇對立的雙頭政治形式呈現的。與我們的理論相符，雙頭政

治根本是不可能穩定的，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平衡點可以使之持續。

於 1991年這格局以蘇聯的崩潰和美國的勝利而結束。此後是美國

霸權單極化時代。迄今為止人類史表明，一個霸權國總是以吞併

所有中間體，建立單一國家體為己任和追求成為統一帝國為宗旨。

但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基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這種本來既定的

符合邏輯轉型看來不再可能。從美國方面來看，美國既完全缺乏建

立全球帝國的雄心，又受到自建國以來一直存在的反帝國意願所牽

制。同時，建立帝國與維持帝國的長治久安必須預先擁有一個依靠

武力的權威政體。換句話說，美國假如志在建立全球霸權，其民主

政權就應該被推翻。然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趨向，至少，美國

的憲政設置使這基本可能不存在。從世界有志建立帝國的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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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沒有任何國家有意接受一個美利堅帝國。各國均具備幾乎無

限的遏制與破壞的能量。一個完完全全的美利堅帝國設想是不實際

的，以至於只需要兩屆布殊的總統任期就可以向世人證明，世界一

極化的格局只能是一個偶然的過渡期而已。

對全球局勢的評估顯示，世界最有可能趨向一個多極政體格

局。從性質和詞義上來說，只有足夠實力的國家體才能成為一個中

間體的組成部分，因為參與按中間體體系規則進行的博弈必須有實

力的保障。一個全球規模的中間體只允許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體

參與博弈。所謂全球影響包括人口、經濟、領土、技術、人才⋯⋯

在人類千年史以及近幾個世紀以來所產生可能參與全球博弈的國家

體微乎其微。在一方面，具有輝煌文明創造的大文明板塊上僅產生

了兩個成型的國家體─中國和印度。儘管在 1950年啟動的歐洲

建設明確指向這方向，但歐洲仍然不是一個國家體。先前的亞洲分

成幾個勢力區域─土耳其、波斯（伊朗）和阿拉伯。現在看來，

這些區域沒有任何可能形成國家體。另一方面，近代的歷史意外地

產生了三個國家體。即是說，從以千年計的歷史長程眼光看，這些

國家體本不應該成為國家體，但因偶然機緣促成，即使從歷史回望

的角度仍然有其內在邏輯。按照歷史形成的先後順序，第一個國家

體是俄羅斯，其形成國家體的肇端可以追溯至 14世紀的莫斯科公

國。然後是 18世紀的美國和 19世紀初的巴西，二者均產生於去殖

民化時代。那時正值 18世紀至 19世紀的交替，風起雲湧的革命浪

潮搖撼了歐洲和大西洋世界。

五到六個國家體要形成一個多極體系，條件是沒有任何一個

國家體可以壓倒其他國家體的聯盟。美國的現狀滿足了這條件。客

觀上來說，美國最為強大，但是美國不能利用其潛在的超強武力實

施進攻性戰略，只能用於防禦性戰略。亦即是說，沒有任何侵略者

或者軍事同盟可以戰勝美國。所謂的不對稱戰爭表明美國軍事力量

完全可以制勝其他軍事力量。客觀言之，世界正在走向多極中間

體。理論與歷史，或者常識表明國家體的主導戰略是防禦性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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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好的選擇只有參與博弈。因為，如果大家都按規則出牌，結局

是共贏的。然而，僅僅依靠客觀出現的這種多極博弈是不夠的，博

弈者也必須主觀認同這種多極遊戲的內在合理性。我們可以說，目

前還未達到這種認同。因為博弈者除了歐盟之外，其他博弈者對此

沒有任何經驗，而且歐盟還不是一個國家體。美國建立於個體自由

之大陸，遠離戰爭連綿與壓制重重的歐洲。美國公民將對外政策看

作為一種重負，因而漠不關心。所有美國對外干預行動均是在一種

雙極格局下進行的，總是籠罩在某種意識形態的光暈中，受一種善

惡二元鬥爭的情緒所驅使。這種經驗當然不利於多極平衡遊戲所須

的精明和妥協。在此，所有博弈者既非善的代表，亦非惡的化身，

既是對手亦是合作者。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除了歐洲入侵的不幸

時期外，中國與印度也沒有任何多元博弈的經驗。這是兩個封閉的

體系，只關注自己。在他們的視線裏，外部世界只不過是一種報復

的場所而已。巴西從未在外部世界發揮任何作用，甚至在南美也毫

無影響。巴西才剛開始嶄露頭角。唯有俄國具有多極遊戲經驗，由

於地理的原因，幾個世紀以來參與了「歐洲協調」。這背景可以解

釋俄羅斯傑出的外交表現，但俄羅斯從來沒有放棄與生俱來以帝國

心態環視世界的特性。然而，帝國心態的特點是奠基於國家體之

間博弈乃是一種零和遊戲的信念之上─對方是贏家，自己即是輸

家，反之亦然。中國同樣是一個帝國，看起來其全球博弈觀和俄羅

斯的大同小異。

我們有理由反駁這種多極政體格局只是一種主觀性的論證，

是具有過渡性質的。但是，客觀上不可更改的因素的確堅實有力：

第一，多極政體結構看來實際存在。第二，由於自我毀滅性核武威

懾的存在，直接的軍事衝突漸漸變得不可能。第三，必須為全球化

所帶來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尋找答案。這些因素可以證明以下假

設─在未來一代至多兩代人期間，一個全球性的準國家體將會誕

生。這準國家體將會擁有一套強制性要切實遵守的共同法規，一套

常設而活躍的治理共同問題的機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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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和當年歐洲王國一樣，學習如何按照博弈規則競技。這預言被

證為偽的可能性本來就小，當下的國際格局其實已經表明世界的走

勢。但是，仍然必須提醒一點，一個準國家體並非國家體，不能排

除歷史事件總有可能突然轉向而導致全球性災難，正如從 1914年

開始，歐洲的歷史進程改道而導入災難性的 20世紀。

4.　文化特性

我們採用同樣的方法，先對歐洲的過去作一個檢索，通過客

觀知識判斷當今世界。歐洲的昨天可以為我們提供關於文化發展方

面的寫照。歐洲是一個對於意識形態十分敏感的多樣性文化整體。

歐洲的整體性源於至少延續五千年的文明，也可以將歐洲文明的起

源上溯至更遠的年代，直至考古發現克羅馬儂人（Cro-Magnon），將

這時期推至距今三萬五千年左右。歐洲文化擴展的最初趨勢是由南

至北。這趨勢通過希臘、羅馬引入古典亞洲的影響。其他重要文明

因經由人口的遷徙和思想的交流在上古公元前七千年到三千年期間

傳入，尤其是 3世紀中葉遷入的印歐人。幾經波折，約在公元一千

年左右，歐洲大陸的文明中心得以於大陸西北部的萊茵河與塞納河

之間穩定下來。從那時起，歐洲文明就已東西分界。

一些重要特徵標示着歐洲文明，從大西洋到東部的普利皮亞

季河沼澤地，從北角到地中海全受歐洲文明所覆蓋。各地的經濟均

依靠小麥種植和畜牧。這特點決定了歐洲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

里 40到 50人上下。這密度遠低於中國等植物文明及水稻種植區域

人口的密度。幾千年以來，歐洲文明選擇延續印歐社會結構。社會

精英由貴族組成，其權力、財富與聲譽均不依靠任何政治權力。人

民則由自由的農民，農戶或土地主人或農場的自主管理者組成。他

們分散在各個自治的村莊，村莊則組成小型的共和國並以忠誠互惠

的方式與貴族結合。社會更下層由奴隸、戰俘、負債農民、僕人、

流浪者、乞丐等組成。自古至今大部分時間裏，歐洲實行一種溫和

的僧侶政體（hiérocratie），有時甚至溫和得可以使君主與貴族平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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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這種局面為實行仲裁提供了條件。從宗教上看，最為重要的特

點是基督教徹底取代了印歐宗教及其神系。拉丁語版的基督教源自

早期亞洲，於公元 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另外一個重要特點

是法制的普及。多數時間歐洲法系表現為不成文法。成文法始於羅

馬時代，普及於受羅馬影響的所有區域。但也不必誇大成文法與不

成文法的區別，因為成文法的前身是不成文法，後者最終也會成為

成文法。事實上，法制的首要依據是各個自由的社會角色，物主，

政治權利擁有者等之間自發、持久的互動關係。這些社會角色均擁

有充足的資源維護自己，反對任何侵權行為。其次，政治權力認同

法的權威並訂立法典。

與中國、印度或亞洲文明區域相比，歐洲文化的同一性是無

可置疑的。但是，歐洲的多樣性同樣令人驚異，任何在歐洲旅行過

的人都會有此感覺。跟過去一樣，今天在歐洲文明區域內旅行的有

心人同樣會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文化。羅馬、巴黎、倫敦、柏林，這

些城市是如此地不同。每個首都各有獨特的個性，但同時，它們亦

具有其他文明都市所不具備的相似性。這種同一多樣的原因是歐

洲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帝國。歐洲既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首

都或一個統一的王室給全歐洲打造同一的文化特性，也缺乏一個

依附於中央帝國的精英階層向全歐洲傳播文化。只要我們看看歐

洲的語系就可以明瞭。除了少數例外，歐洲語言均屬於印歐語系，

但是一種共同的印歐語言並不存在。我們聽到的是英語、法語、德

語、拉丁語等等。同樣，宗教建築中的羅馬風格也是看不到的，我

們看到的是聖同濟、比桑（Bussang）、勃艮第（Bourgogne）、傅立宋風

格等等⋯⋯沒有歐洲貴族，只有西班牙貴族、法蘭西貴族、普魯士

（Prutenia）貴族等⋯⋯這便是歐洲的特性。歐洲各文化特性都以不

同的地區風格呈現。只有從這特點出發，觀察者和歷史社會學家才

可以順藤摸瓜地找到潛在的歐洲文明傳播地點。歐洲文化主題的辯

證張力及其地區變奏是歐洲最為突出的特徵，也是歐洲文明最具決

定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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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幾個世紀以來，一系列強制性因素強化地區性差

別，淡化整體文化特性。這些因素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意識形態和

經濟方面的。本章將考察範圍局限於 14世紀到 19世紀五百年的歷

史。在此之前的幾個世紀，歐洲政治極端分裂。在某些地區和特定

的時代，國家體甚至可以一直縮減為幾平方公里或幾十平方公里的

袖珍領地。分裂之後是經由戰爭而實現的恢復與政治重建階段。一

些王朝趁機尋求其政治合法性，要求貴族、農民以及於 11世紀城

市發育後開始形成的市民階層歸順。這建立合法性和要求歸順的全

過程伴隨着競爭和暴力。這過程有利於文化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

對於精英階層來說，從 11世紀最後 15年開始，英國、法國、德意

志、意大利等國，在精神上和日常體驗上已見雛形。由於國家體之

間博弈必然帶來不絕的戰爭，歐洲文化內部的差異將日益加深並且

內化。

正是在這種國家體與中間體交織的大框架下，一種全新的政

治形態誕生了—民族。民族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組織、整合社會

並保障社會的凝聚力。民族的誕生過程歷時長久且難以察覺，直

至 15世紀才脫繭而出。民族只承認個體，最好能夠割斷所有社會

紐帶，只保留唯一的共同體—針對其他國家體的國家體。所有社

會紐帶：親情、家庭、經濟、宗教、體育、認知（cognitif）都被看成

是屬於責任有限的過渡性質結構，既是不可缺少的，又是正當存在

的，但均必須服務民族。民族的合法性是超然其上和涵蓋一切的。

這種政治形態只可能產生和發展於帝國消亡、被多極中間體取而代

之的時代。換言而知，歐洲民族是在互相抗衡和永無休止的衝突中

建立、定位和鞏固的。由於民族形成於這種競爭格局，邏輯上不可

能只有唯一的民族存在。整個人類如果組成一個國家體的話，應該

可以具有共同的認同，更應該創造一種新的政治形態。但是，這新

形態將不會是民族，也不會具有一種民族認同，因為人類無法按照

別的人類自我界定。由原子化個體所組成的民族國家體提出了一個

問題：為何某一個體會在某處，而不是在別處？戰爭的風險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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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對國家體的歸屬，卻不能夠培植民族歸屬感。唯一解決方法是向

全體國民解釋—國家體內部的國民是同質的，但與其他國家體的

國民不同。相對於英國人、西班牙人、德國人，全民同一的法國認

同，法國人應該具有法國情感。而在英國、西班牙、德國事情也是

如此。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種同一與異質兼有的信念。這信念

基於歐洲文化的多樣性和同一性，是由於缺乏帝國集權而衍生的歐

洲文化特性。我們應該承認，德國、意大利、波蘭的文化個性是確

實存在的，為其民族認同奠立了基礎。

19世紀席捲歐洲的民主浪潮將民族的演進推向極致。所謂民

主是將主權交給一個國家體的公民。國家體由誰組成呢？民主原則

是—任何按照國家體的目標與要求提出要求的人，只要獲得國家

體已有成員接受，就可以成為成員。國家體追求之目標是和平與

正義，有能力達到目的的自由與理性成員可以參與爭取和實現這目

標。不過，由於這定義適用於所有人，所以，不能作為篩選國家體

成員的標準。唯一的解決辦法仍然是強調社會成員的特殊性，將其

看成是某文化的產物，放置於某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

利益之中，而與他人的歷史、文化和利益相對立。19世紀，利益是

由工業革命起始和經濟發展所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我們可

以說，即使民族國家體內部市場也不能保證最高效益，但至少可以

提供一個框架，讓國民具有歸屬感。

各種潮流於 19世紀匯集成大潮。直到 1914年，甚至到 1945

年，歐洲民族國家體模式運行良好。從文化層面看，無論從大處還

是從小處着眼，這模式建立於歐洲文化中某一分支點上，又和另外

的分支相對立。從大處看，人們有意無意無視民族的區分，無視同

一歐洲文化的不同變奏。在某些層面上，文化的共同性遠超出政治

的區分—拉丁語區、日爾曼語區、斯坎蒂納維亞（Scandinavia）、

凱爾特（Celts）、伊萊里亞（Illyria），波羅的海（Baltic Sea）等地區是實

實在在的不同文化區域。但是，這些地區並未形成民族國家體認

同，也無法在民族之上再形成民族。因此，這種文化特性往往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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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從小處看，在一個國家體之內，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特性

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在國家教育部和民族媒體的策動下，統一的

義務教育制中，這些特性被指責為不正當，成為政治上被力求抹去

的犧牲品。19世紀的歐洲，統一的民族語言取代了方言；民族史

抹殺了地區史；民族的文學、建築、音樂、美術等傑作取代了地區

學校。所有不能涵蓋歐洲民族國家體的文化特質均全面和堅決地被

取締。這政策的基礎不僅需要將兩種事物對立起來，也需要對事實

加以否定。為達目的而不惜抹殺事實，因此意識形態成為必須的手

段。因為，意識形態的本質是煽動激情，為片面、偏見、偽造、誤

導等進行辯護。民族主義所導致的民族蛻化和變質是 19世紀主導

性的特點。民族主義是 1914年災難及其惡果的罪魁禍首。整個 20

世紀，民族主義超出了歐洲，也給全世界帶來了災難。

5.　今天的世界

只要重新調整視角，我們就可以對今天的世界作出一個同上

述歐洲情況類似的描述。今天的世界特點是—文化多樣，但容易

受意識形態影響，又可統一於意識形態。世界的多樣性顯而易見，

歷史遺產可以為證。從超遠距離看，觀察人類歷史的同一性的單位

以千年計。從新石器時期開始的演變導致人類文化分成兩大基本類

型—「文明」與「文化」。這兩個詞彙只是任意被用來指示兩種不

同的情況。所謂「文明」即指一種人文方式，這方式可以歸諸於幾

大基本類型，形成於以千年計的歷史長時段，發展於以大陸為規模

的地理範圍，並衍生出眾多的子文明體系。語言的分佈可以更清楚

地說明此點。中國文明區域使用同一語言的歷史可以上溯數千年。

長時期以來，這語言有過多種演化與變遷，但從未脫出基本範圍。

即使沒有任何歐洲人能真正說出可能源於中亞的印歐語，歐洲的印

歐語言也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歐洲於公元前三千年時，語言趨於

多樣化就已經成形。從更技術性的角度來說，文明是一種人文方

式，這方式是整個人類世界中最大的，同時是不斷衍生分支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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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由於一代一代文明傳人的努力，文明的共同源頭及其分支間

的紐帶得以維繫，文明得以傳承。

按照此定義，歷史上的文明系統為數甚少。迄今為止，世界

史上僅有四大文明得以充分發展、光照世界。中國、印度及歐洲當

然符合這定義，也沒有人否認這事實。但是，古典的亞洲則不太容

易說服人。由於人們習慣強調這地區的政治與宗教斷裂，而科學考

察也傾向認同這種劃分。然而，如果我們以千年為考察單位，並將

此區域和其東邊的印度和西北邊的歐洲相比的話，我們就會很容易

發現這地中海以東、印度河以西的橫貫中亞與印度洋的廣大地區文

明的連續性。從希納爾（Shinar）、巴比倫直到今天，這文明從未中

斷。還有兩個板塊可以稱為文明，但也有一些反對的理由。一個是

馬來文明。馬來文明的問題是其覆蓋範圍處於島嶼地區，難以傳

承。另一個是班圖文明，但是班圖文明的新石器時代被認為遲到了

數千年。第七個文明區域是美洲印第安文明。但是，這文明在還沒

有煥發出燦爛光輝前就被摧毀了。而且，被摧毀得十分徹底，以至

於印第安文明無法起死回生。最後，還有一個文化區域是北非。考

古發現表明這裏出現過新石器轉折的先兆，在埃及情況最為明顯。

這地區的文明發展曾經光照古典亞洲，但是，隨着冰川向北退卻，

撒哈拉沙漠在七千年前向前推進，文明隨即胎死腹中。

至於「文化」，則是指一種人文方式，這方式將文化個性推至

高峰，使其無法超越地方或區域的局限。同時，由於各種條件限

制，使其在時間與空間上均無法獲得大的發展。在持續數萬年的舊

石器時代和數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多不勝數的文化此消彼長。除了

考古學外，並沒有留下一絲痕跡。在世界各大文明區域的空隙和邊

緣地帶，這類文化有的有幸保存至今，有的雖然沒能充分發展，卻

得以延續。16世紀以來，走出歐洲的歐洲人發現了一些此類文化。

之後，這些文化的發現或許鼓舞了歐洲人的激情，或許使歐洲人成

為批判的對象，而它們本身則成為人種志（Ethnography）或人種學研

究考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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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代才出現，歷史注定將加入多極博弈的三個國家體—

俄羅斯、美國以及巴西則均屬於歐洲文明世界。但鑒於發展的獨特

道路和包括地理因素在內的不同制約條件，這些國家體也各自形成

了不同於歐洲的文化特徵。俄羅斯在這一點上尤其典型。歷史上，

俄羅斯源起於東南歐和歐亞文明交匯折衝的地區。同時，它又受到

亞歐大草原的影響。俄羅斯文化因而變得獨特並難以歸類—物質

與精神文化上屬於歐洲譜系，宗教文化則承襲拜占庭（Byzantium）與

亞洲，政治文化上則源自一個非歐洲傳統的帝國與專制的變體。

世界的多樣性顯而易見，但同一性也是真實存在的。只是同

一性並不以一個更高級的共同文明形式呈現而已。所謂同一性，首

先是現代性，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外於現代性或拒斥現代性。無論是

具有全球影響的大國還是中小國家體，都必須按照力量對比縱橫捭

闔、分化結盟。現代性並非一個文明，卻是一個文化母本，正如舊

石器和新石器時代。人類迄今為止所經歷的這三個文化母本時代具

有一個共同的悖論。一方面，這三個時代並不代表人類普世歸屬，

僅從經濟角度來說，人類基因密碼並沒有規定人類注定要成為狩獵

者、農耕者，並一定要走向發達。這既是人類發展的特殊方式，同

時又是人類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可以採納的普遍方式。在舊石器晚期

某凍土地帶發明的弓箭，是一種文化產物，意思是說弓箭並不像語

言與知識一樣屬於人類特性的組成部分，而是一種成熟得可以被所

有文化採用的技術。同樣，農業、畜牧業、陶器製作、紡織、文

字、僧侶制度以及普適性宗教也屬於此類產物。

現代性也相同。我們一般將現代性概括為五大特點。作為認

知方式的科學—基於四大連續操作程式：假設，將建議規約為預

設，然後通過實驗驗證。這兩個程式被一代一代的科學家所傳承、

在此基礎上繼續探討並尋求現實解釋。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紮

根於國家體公民，追求和平與正義。個體化則使個體成為所有領域

和所有人類活動的承擔者和責任者。經濟發展為所有人提供日益增

長的財富。不斷的革新而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市場的日益擴大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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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比較優勢，以及財產與服務的不斷細化構成財富增長的手段。

最後是職業分工，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技術、遊戲等社會各個

領域，各個行業日趨加強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發展的邏輯趨向。這些

特點出現並通行於 14至 19世紀的歐洲。從其源起與發生的角度，

這些特點可以和歐洲的特性聯繫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都

是歐洲的文化產品，但同時有着可以普世化的特點。1600年至 1630

年，由於一個前所未有的直覺—由伽利略這個優秀的柏拉圖傳人

命名的「幾何」，科學被發明了。從此，任何具有足夠認知能力和

初通科學常識的人，都可以被動或主動地加入科學嘗試。只要具備

一定條件，發展則可以成為人類社會共用的經濟範式，民主也同樣

是一種人類共通的政治制度。當然，如要民主能夠持續運行，也必

須具備必要的條件。

如果說，現代性也是一個文化母本（這順理成章也是很可能

的），那麼現代性就應該蘊藏着文化發展的各種潛在可能。正如新

石器時代一樣，人類通過集體或個體的力量可以探索和更新文明及

文化形式。即是說，現今存在的各傳統文化均可以接納上述五個特

徵的現代性，並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和加強現代性。這過程不僅是

可能的，也是必須的，因為人類普世特性總是不斷按照文化個性而

演變的。比如，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與日本、美國和歐洲的發展不

同，就是既符合現代邏輯又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樣地，印度民主與

美國或希臘民主是顯然不同的。從長遠看，文化母本這種概念預設

人類發展進程已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這階段的人類文明併發出的

文化創新，可能是任何人的想像力都無法觸及的。

於是，在新階段的世界上，同一性與多樣性相容的趨勢將主

導世界，歐洲模式在世界各地被複製的趨勢已顯現。我們應該從歐

洲的先例中汲取教訓，防止對國家體與文明之間的和諧過於樂觀。

競爭與對立實際上已經包括在多極博弈之中。需要提出的關鍵問題

只是「誰同誰結盟反對誰？」這就提出一個並非人類認同而是文化

認同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解決方法也是不言而喻的。和歐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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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多極博弈迫使國家體及民族之間實現文化認同，並進而導致民

族主義的衍生。對於今天世界性的國家體來說，這局勢同樣會導致

對過去文明的認同。為了做到這點，必須編織意識形態，以此來遮

掩文明本身並非一成不變和單一質素的，讓人們忘記分散於各地的

人類文明，同時在更高層次存在同一性。我們現在就可以明確看到

這種意識形態化，除了在歐洲外，在世界範圍內已經開始，但是歐

洲並非一個國家體。

二　結論

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並不需要傾向樂觀或悲觀，

人類問題嚴重與否總是因詞彙的選擇而有所不同。從個體生命來

看，事情一般總是不夠理想。以世紀為單位，多數情況下可以相對

樂觀。以千年為尺度，我們看到上帝或自然恩賜人類，享有充分解

決問題的能力且創造出眾多的豐功偉績。觀察者或分析者往往局限

於狹小的天地。在未來數十年，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可信的結論—

歷史將受制於兩種辯證力量的互相作用。一種力量將人類推向多樣

性的統一，另一種力量則推向由意識形態推動的不同的特殊化。但

是，我們卻不能斷言這辯證發展出來的結果屬於歷史的枝節或是歷

史的最終目的。歷史永遠是開放的，今日的歷史進程比任何時候都

更充滿生機且值得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