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衰 

 

人征服人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充满了野蛮的杀戮和征服者对被征服

者的欺凌奴役。几千年下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入到了每

个人的骨髓里。武力强大的国家，发动战争征服相对弱小的国家，压迫

奴役被征服的人群，天经地义。久而久之，征服，就成了事业和荣耀。

一个民族能够成就的最伟大的事业，是征服的事业。一个人能够拥有的

最高的荣耀，是征服者的荣耀。 

文艺复兴，使欧洲社会走出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随之而来的，是科学

的兴起，是现代文明的社会制度在旧文明的欧洲的演变成长。欧洲社会

的物质生产能力，飞速提升。但是，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整体社会实

力的提升，并没有改变人类在长期的社会演变中形成的以强凌弱的思维

行为模式。新旧文明交织的欧洲社会， 凭籍着热兵器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向全球扩张。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 

这一章分三节，第一节讲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标志的殖民主义的兴

起； 第二节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扩张和殖民

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第三节讲列宁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民族自决的浪潮，讲欧洲殖民主义的衰落。 

 

                   1. 殖民主义的兴起 

旧文明人征服人的思维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特洛伊战争中著名

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Achilles）, 参加希腊远征军之前，去见他能预

知未来的妈。 他妈说，你要是不去，会多福多寿一辈子，不过到了时候，

死也就死了；去，你会短命死在那里，但你会死得轰轰烈烈，你的英名，

会被千古传诵。 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最后成就的功业呢？ 也就

是在一对一的决斗中打败了特洛伊最著名的勇士赫克托 （Hector）。成



吉思汗，灭国无数。 他说人生最快意的事，是杀死你的敌人，骑他的骏

马，睡他的妻女。中国最受崇敬的民族英雄是岳飞。他的被千古传诵的

名句， 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但是吃人肉喝人血，而

且要豪气干云地吃，得意洋洋地喝。 现代人类史上，中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毒最深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一门心思想成为德意志民族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大英雄，结果将整个世界，拖入了尸山血海的大战之中。今天

你去中国，问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什么是中国梦，他会告诉你，中国梦，

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之梦，是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梦。说白了，这一个多世

纪，国贫民弱，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被你们西洋鬼子，

东洋鬼子，欺负得不行。完了还得韬光养晦，低声下气陪笑脸请你们来

剥削我们。 这一回，终于缓过劲来了，跟你们比比谁厉害。 

殖民主义的兴起，说起来像一则天方夜谭的故事。中世纪的欧洲人，各

种的香料，胡椒粉，丝绸，茶叶，自己笨，不知道怎么弄这些东西，只

好到东方去买。 丝绸茶叶，从中国来，各种香料，从印度进口。中东的

穆斯林世界，拦在中间，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东西其实不值什么，

但是这么远的路，从陆地到水路，再从水路到陆地，来来回回地折腾，

运费贵，也就罢了，穆斯林还拦路打劫，收买路钱。欧洲人也想过联合

起来，十字军东征，干脆把这帮拦路的给灭了，可惜打不赢。一年一年

的交买路钱，弄得穆斯林世界，富得流油，基督教世界，缺金少银。当

年在欧洲，胡椒粉，也是身份财富的一种象征。你们家的宴会上，要是

能有一盆胡椒粉，算你是一号人物。 

欧洲离东方最远的，是西南海边上的西班牙，葡萄牙。到了文艺复兴，

人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大爆发。有人就说打不过去，能不能想办法绕过

去。怎么绕？ 西班牙人说亚里士多德不是说地球是圆的吗？往东走不

通，要不就一直往西走，也能到印度去买香料胡椒粉。葡萄牙人说陆路

走不通，要不试试顺着非洲海岸一直往南，说不定到什么地方就能拐弯

向东，走到印度中国去。 

两路人船都是好运气。西班牙人的船队，一路向西漂到加勒比海，发现

了美洲大陆。哥伦布以为是到了印度。既然他以为美洲是印度，那美洲

的原住民就是印度人了。印第安人的英文原词，Indian，是印度人的意思。



不过印第安人没有他们想买的香料胡椒粉。生意做不成，就做了强盗。

这是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用的也还是冷兵器。算他们运气好，当时要

是真碰上印度人或是中国人，就能把他们给灭了。不过美洲的原住民，

用的还是石锤，打不过这帮强盗。西班牙人就顺势从生意人变的强盗再

变成了征服者。买香料胡椒粉的事，早忘了。 

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朝南的这一路，遇到的，都是一盘散沙的非洲

原住民的小部落，自然而然就也做了强盗，一路上来来回回烧杀抢掠，

抓非洲原住民到欧洲去做奴隶。最后达伽马到了好望角，向东拐，还真

到了印度。不过他们开始的时候不能像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样横行霸道，

比如说先占了台湾，都没能打得过郑成功。所以就不能单做强盗，抢不

到的时候就又不忘初心，在印度中国做进出口生意。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从大西洋进印度洋，到了印度的消息，传回

了欧洲，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跟着都来了。大伙儿接着满世界找，看

看还有哪些以前不知道的地方。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还真找到不

少。比如说东南亚，澳洲，太平洋上大大小小的岛屿。这时候的欧洲，

冷兵器改成了热兵器。 各个地方的原住民，跟这帮拿着枪的强盗，更是

没法打了。所以他们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大家说好，就跟找宝似的，

新地方谁先看到，就是谁的。祖祖辈辈在这些地方生殖繁衍的原住民呢？

这地方难道不是他们的吗？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杀人放火的本

事太差，所以他们是野蛮人。野蛮人不算人。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

辑吗？是。不过本来就是强盗，他不讲强盗逻辑，你指望他讲什么逻辑？

这时候正赶上欧洲现代工业兴起，搞城镇化，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 没

了田地怎么办？就去美洲，去这些新发现的地方，接着盖房子种地。于

是大家就带着鸡鸭牛羊，漂洋过海地都来了。没成想印第安人没养过这

些畜生，对它们身上带的病毒，没有抵抗力。欧洲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害死了美洲百分之八九十的原住民，搞起了殖民主义。 

再多的地，也有分完的时候。 分赃不匀，强盗和强盗，就又打了起来。

最厉害的两个，西班牙和英国，打得难分难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发生在英国，所以英国人更厉害些，打来打去，打出了日不落的大英帝

国。但是说到底，英伦三岛，巴掌大的一块地，就那么多人，要把欧洲



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占去，也不可能。最后大家妥协，划分势力范围。

这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 

 

              2.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演变 

不过这些从欧洲来的殖民者，特别是英国人，和传统意义上的征服者，

还是有些不一样。第一，家里搞开了市场经济，大家都在为钱忙。千古

传诵的荣誉，不是真金白银。钱和千古传诵二选一，英国人会选钱。所

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那股子邪乎劲，要少些。好歹都

信基督，虽然烧杀抢掠的事没少干，但是也还没有把这些事和成吉思汗

一样，当成了人生最高境界。第二，工业革命后的大生产，和以前的小

农生产，有本质的不同，不像是弄一片空地，撒些种子这样简单，需要

各种各样的工业原料。你的殖民地有铁矿，他的殖民地有森林木材。大

家要么你抢我，我抢你，要么互通有无做买卖。开始当然是抢来抢去，

但后来大家都明白了，不就是为钱吗，还是做买卖比较容易，赚钱也快。 

这就有了国际贸易，也开始有了做生意比做强盗划算的认知。第三，是

传统的征服者，对被征服的人群，无非一是抢，二是要进贡。说到底，

是被征服的人群，有征服者没有的好东西。你有金银财宝，强盗没有，

他就来抢你。罗马帝国，蒙古帝国，虽然富得流油，但是财富都是抢来

的。这回开始的时候也差不多，但是越到后来，越不对劲。印度中国，

除了饭都吃不饱的一大堆穷得叮裆响的人，没有多少好东西可抢。自己

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明了无数的好东西。这回强盗是财主，其

他人都是穷光蛋。 你手上是金饭碗，要去抢穷人家的土饭碗，有病吗？ 

这强盗， 就有点做不下去了。 

先说印度。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就做开了香料胡椒粉的生意。

不久荷兰人也跟来了。做生意要守当地人的规矩，不想守就讲打。 这是

真的印度人，可不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打起来也就是有输有赢。不过紧

跟着英国人法国人都来了，还带着洋枪洋炮，当地人就吃不住劲了。 欧

洲人一边殖民征服，一边做生意，同时强盗打架。打到后来，是英国人

开的东印度公司打赢了，拿下了印度半岛的管控权。 不过印度人多不好

管。 所以东印度公司单军队就有二十六万， 比英国政府还多一倍。 这



些英国人真把自己当文明人，在印度搞起了移风易俗，社会改革。那个

一厢情愿的劲头，跟美国前十年在阿富汗搞民主有一拼。对这样的社会

改革，下层印度人民的反应，和当年中国的义和团对洋教堂的仇恨有共

通之处，结果是全体造反，杀洋鬼子。那是 1859 年，比中国的义和团早

四十年。印度的义和团，比中国的厉害得太多。结果是英国人伤亡惨重，

死了好几千，用尽全力才镇压下去，印度也就正式成了英王管辖的殖民

地。 移风易俗，社会改革的事，直到 1947 年印度巴基斯坦独立，英国

人都没敢再提起过。回过头看，真有些替印度巴基斯坦可惜，当年要是

依了英国人移风易俗，现在大概率也是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在印度半岛，欧洲人可以挑动互不统属的王国

内斗，从中渔利。在中国不行。欧洲人来的时候，正赶上明末清初。大

清王朝那时候很厉害, 欧洲人想用对付印度人的法子对付中国人，没有可

能。去跟乾隆皇帝说，能不能互通有无，做点买卖。 乾隆说了，我中华

上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什么好东西没有，和你们这一群毛都没有

褪尽的猴子，做什么买卖，滚蛋！这些洋鬼子估摸估摸，打吧，费劲。

再看看，这大清朝，除了丝绸茶叶，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大动干戈。

世界很大，大家都在强盗打架，我们到别的地方忙去吧。 

不过中国的金子银子不少，抢不到，也还是要想其他办法去弄。 公开的

买卖，中国政府不让做，那就走私吧。 走私什么最容易来钱？当然是毒

品。于是就开始往中国贩卖鸦片。一开始也没什么，后来成了规模。当

年的鸦片，可是要用真金白银去换的。这一年一年的，到了道光年间，

皇上一看，好家伙，物华天宝的中华上国，用无数的金银，换来了遍地

的鸦片鬼， 朝廷已经到了府库无可用之银，国家无可用之兵的地步。 到

了这个时候，他也没弄明白毒贩子是从哪儿来的， 有多大本事，直接派

林则徐到广州，一下子收缴了两万多箱走私鸦片，往石灰池里一倒，虎

门销烟，都烧了。结果招来了船坚炮利的英国兵。 欧洲人那时候，和一

百多年前刚来，大不一样。大清朝冷兵器对热兵器，跟这帮毛没有褪尽

的强盗打，不堪一击。只好割地求和。英国人当时要是也有西班牙人刚

到美洲时的那股子邪乎劲，大清朝在道光手上就到头了。 



但是清朝的运气，比印第安人，印度人都好些。 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

已经在认真思考富人该如何做强盗的问题。他们想出来的招，是教这帮

穷人如何致富，收他们的学费。于是在印度，就搞开了移风易俗的社会

改革。对中国，第一步是逼大清皇帝把国门打开， 大家按规矩做买卖。

当然做生意，要按西方各国的规矩做。中国皇帝不懂规矩，我们教你。

道光一听，新鲜哎，就问你说各国，除了你们英国还有哪些国？ 回答是

多了去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美国俄国， 一大堆

国名。中国人听了，以为是英国人编故事。  

中国边上有个日本国，国门是给美国人的枪炮轰开的，比中国晚十几年。 

美国本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是一个想收学费的强盗。 日本原来是中

国的学生，文字都是从汉字来的， 这一回发现原来的老师本事不济，一

点没犹豫， 另投明师。把以前从中国人那儿学来的东西全扔了，从头来

过，跟洋鬼子学。这洋老师吧，本来是想教印度人教中国人的，没人愿

意学。 逼他们学吧，逼急了，能跟你玩命，那个费劲，正头疼。一看有

这么个好学生，高兴得不行，倾囊相授，没过多少年，学生的本事，就

跟老师差不多了，日本也就成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西洋鬼子的队伍

里，多了一个东洋鬼子。西方列强，本来队伍里人就不少，多一个少一

个，没大区别。但是中国人，可就倒了大霉。当时的世界，已经给西方

列强分完了，只剩下中国。对日本，这可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征服中

国，是大和民族世世代代的梦想。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要美梦成真了。 

中国不一样。老祖宗几千年搞起来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行为规范，

文学艺术，一套一套的，要像日本人那样都扔了，舍不得。洋鬼子不就

是船坚炮利吗？那就跟他们学造船造炮。学要有选择地学，要有文化自

信，制度自信，该学的学，不该学的不学。在慈禧的主持下，以李鸿章

张之洞为代表，搞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一时间建北洋

水师，修铁路，造汽轮，搞开滦煤矿，往美国派留学生，也是热热闹闹

的。但是西洋人的那一套，你治标不治本，不想脱胎换骨，那是要把别

人的肉，往自己脸上贴，粘不上。就是临时粘上去，也粘不牢靠。可惜

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没弄明白。那个时候，就更不

明白。以为自己也船坚炮利了，就跟日本人打了一架，甲午战争，被日



本打趴下了。近代中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我们在第四章到第六

章里已经系统地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3. 列宁主义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衰落 

回过来说帝国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各国有先有后，发展层

度，也大有不同。资产阶级革命，1689 年在英国发生，新社会新思想，

在洛克那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社会理论，慢慢地向欧洲大陆发展

传播，生根发芽，到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整整一百年，才确立

了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的社会理念。即使是到了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的

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没有变。拿破仑本质上还是属于旧文明

的征服者，尽管他在征服欧洲大陆的过程中，传播了启蒙思想，摧毁了

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初，后起的欧洲内陆强国，德

国，俄国，奥匈帝国，政治经济制度，和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

有本质上的不同。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后起的和老牌的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不错的。但是这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

家，包括日本，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革命。社会制度和

价值观念，大部分还沉浸在旧文明之中。  

十九世纪后一半，旧文明社会政治制度在欧洲最后的堡垒，一个是德国，

出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俄国，出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主义，全盘否定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根本原则。 列宁是才能杰

出的政治家行动家，不是理论家。他不失时机，领导俄国共产党，组织

发动十月革命，武力夺取政权。随后，他又以非凡的政治勇气， 用大片

的领土牺牲作为代价，单独和德国媾和，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新

生的共产党政权，免于崩溃。他和斯大林后来的政治实践，不但拯救了

欧洲的农奴制度，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改头换面，发扬光大，

与现代文明社会并行百年。列宁主义的具体内容，在俄国中国的实践，

我们在前面第五章里专门讨论过了。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旧

文明农奴制的现代化版本，把欧洲封建的农奴制，改成了中央集权的农

奴制而已。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不但剥夺了农民对土地

的所有权，而且把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在经济体制上，和农奴制，



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到最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最大

的问题，都是农业生产落后导致的社会基本生存物资的匮乏。  

二十世纪对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批判最尖锐深刻的思想家，是哈耶克 

（F.A. Hayek）。 《通往农奴世界的路》 (The Road to Serfdom), 是他

的成名作，从方方面面论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的尽头，必然是现代版

的农奴社会。 哈耶克的学究气重了些，这本书读起来不如罗素的《西方

哲学史》那样引人入胜。还有一本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也是

批判专制独裁的名著。这二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当时大家看列宁主义和俄国的集权制度，可不

是什么旧文明农奴制度的翻版。 对饱受欧洲人压迫欺凌的殖民地人民，

包括中国人民，列宁主义的路，看起来是一条能走得通，能够自尊自强，

和欧洲殖民者对抗的路。 中共最常说的两句话，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选

择；是事实不是谎言。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大力支持，就

没有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列宁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行

动指南，也是中国国民党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孙中山当年的一段话，

很有代表性。他说， 

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

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

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 這是靠甚麼力量呢？是全

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

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

抵抗強權。 

这一段，出自他有关民族主义的演讲。列宁主义对国民党左派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  

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在才能杰出的独裁者的引领下，有能力快速提升

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动员现有的社会资源。二次

大战之前，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风雨飘摇，专制独裁的政治

制度，勃然兴起。二战结束后， 以苏俄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全球扩



散，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成为世界潮流。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于是很快走向了衰落。世界进入了新旧文明和平竞争的冷战时期。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二

战结束后席卷全球的民族自决的浪潮，使西方列强维持殖民统治的成本，

急剧上升。殖民主义得不偿失。 大战结束，大英帝国衰落，美国成了自

由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这个国家，和英法德日俄不同，没有历

史包袱，是在一张白纸上，按照现代文明的社会设计建立起来的全新的

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在中国，英法德日俄，都搞过殖民主义，但是美国

没有。中国的小说电影，讲到近代，会讲到租界，有法租界，英租界，

就是没有美租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搞过殖民主义，

没有侵占过中国的一寸土地。美国人在中国，到处办学堂，建医院，传

播现代文明，全力帮助民国政府，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征服侵略。  

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咄咄逼人的攻势，

在整体上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元气大伤的西方民主世界，在美国的引

导下，审时度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抛弃旧文明人征服人的思维模式，

全面放弃以殖民统治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世界，在内部，

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引进了各种形式的经济社会改良。民主国家之间，

去除贸易壁垒，成立跨国公司。西方世界，从此走上了以科学技术的发

展为原动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用合作共赢的方式，繁荣自己的道

路。 现代文明， 经过三百多年的演进，终于走出了人剥削人，人征服

人的思想牢笼，走出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