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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

世界观。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

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 立国要有道统，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统。 进步的世界观

反映的就是进步的道统。 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 当一个国家失去正义和公

平时，它也就失去了引领世界的道统，这个国家就会衰落。 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

需要整体性地改革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 中

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

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 ２１ 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带一

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

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
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的文明优秀成

果。 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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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

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中国方案。 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

类社会应对 ２１ 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一　 能引领世界的民族对世界的贡献首先是世界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向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前途的关系及蕴含其中的

当代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

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

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

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 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

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 ‘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将由大家共同分享。”②“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构想。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

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而是世界观。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

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 我们过

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 实

际上，英国人提供的是比以往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自己的世界观。 儒家文化有很多先进的理念。 比如，一个

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 再比如，中国人对福的理解，“福”，示（礻）字旁，“示，

神事也”。③ 崇拜之意。 为什么要拜一口田？ 一口田意味着你必须守住自己的本，但

也不能贪。 没有吃的会饿死，这叫唯物论；但吃得过多会撑死，这叫辩证法。 不守本的

人是不幸福的，守本就是守好“一口田”；“田”太多了要撑出毛病，也不幸福。 作为国

家来说，要有主权，这是国家的“一口田”，必须死守；作为个人来说，要有自己的立业

之本。 国家之福在于不屈服、不扩张。 不足和过度都不是福气，这就是中国文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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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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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观。

可见，没有文化和世界观是享不了福的，这不是钱的问题。 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生

产力，但如果世界观不到位，也发展不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

犯过错误，但是它们对错误的认识完全不一样。 原因就在于民族的文化高度上。 德意

志民族犯错误，能够跪下来认错，这是有文化底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结果德国现在成

了欧洲的中心。 但日本就不同了，从靖国神社出来还趾高气扬，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没有文化，就没有高水平的世界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有特殊优点的国家。 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强的韧性，它表现

在这个民族坚守“一口田”，又决不扩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中

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讲究一个中心，这是中国誓死坚守的原则，因为中国人

的经历跟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对于统一的认识要比西方来得早且深刻，这是由于中国人比欧洲人先经历

了分裂的苦难，２５０ 多年的战国时期让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分裂没有任何好处。 西方

从古罗马开始有 ９００ 多年的和平期，这使欧洲人不珍惜大一统的价值，反倒热衷于搞

分裂。 罗马帝国解体导致欧洲从心脏开始破碎。 如果从中间破碎，就很难修复。 中国

２００ 多年的战国时代就是从山西破碎即“三家分晋”开始的。 欧洲破碎也是从意大利

北部和德国南部的交界处开始的。 公元 ８００ 年，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将群雄纷争

的欧洲归于一统，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

于公元 ８４３ 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①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

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

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

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 公元前 ４０３ 年，周天子

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 此种乱局于公元前

２２１ 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欧洲周边大国多，兄弟阋于墙，外人得利。 美国就是利用欧洲内斗而坐大的。 １８０３ 年

法英宣战，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抛给美国；１８５３ 年俄国跟英法打克里米亚战争，俄

国失败后又将阿拉斯加抛给美国，美国坐享其成。 西班牙、法国、俄国也是如此，其中

英国获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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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元 ８４３ 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 规定长孙罗退尔（Ｌｏｔｈａｒ）
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 Ｃｈａｕｖｅ）分得埃斯

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Ｌｕｄｗｉｇ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ｅｈｅ）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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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分裂也与金融过度膨胀息息相关。 凡是分裂的地方大都是金融资本发达的

地方，因为金融资本需要分裂，社会越分裂就越需要钱，利益集团越多就越需要借钱。

双方打过来打过去，金融资本两头赚钱。 社会越分裂，商人越高兴，人不打仗，就没有

人需要钱，货币商人怎么挣钱呢？ 中国人比较早地认识到分裂与金融资本的关联性。

战国时，货币商人为了赢利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形成了重农轻商的传统，这也

是中国古代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的有效经验。 秦始皇与大货币商吕不韦的斗争就是

世俗皇权与金融势力的斗争，秦始皇赢了这场斗争。 “吕不韦现象”和今天的华尔街

现象同出一理，而特朗普不可能赢得这场斗争。

中国人尚“一”，对“二”是反感的，认为“国不堪贰”。① 西方人相反，喜欢“二律背

反”。 “二律背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的发现，但康德之后的德国人多

喜欢主张“对立统一”的黑格尔（Ｇ．Ｗ．Ｆ． Ｈｅｇｅｌ）。 中国人说“二”时，用“双”“对”“俩”来

表达，一定要从统一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中国文化。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在当时的

欧洲受到许多思想家的热捧。 我们曾给中世纪的世界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

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四大发明等。 所以，要想引领世界，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更为先进

的文明形式是不行的。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引领过中世纪世界文明的国家。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

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落后。 与游牧经济比较，中国的

小农生产方式是先进的，但与工业经济比，当时中国就比较落后了。 英国通过工业革

命在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向世界提供了比封建社会更先进的世界观：反封

建、自由贸易、主权至上，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

观。 封建社会比奴隶制进步，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面前

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选民”，这既是对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国给世界提供的比封建

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让世界耳目一新，让世界接受了英国并使英国在相

当长的时期里成为引领近代文明的国家。 所以我们不能只说工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应

当从世界观进步的视角认识英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原因。

二　 大国衰落首先是世界观及世界治理能力的衰落

这样一种世界观在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英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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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堪贰，君将如之何？”参见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７８３ 页。



革命为世界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灾难从某种意

义上还与封建意识有联系，这就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占领、统治和剥削。 马克思说：
“他们的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英国对殖民地治理的比较典型的样板是印度。 研究印度而不研究近代英国无异

于盲人摸象，没有抓住要害。 英国对印度殖民地仅存的一点建设性，是服从其高度压

榨目的的。 英国在印度是极端的本位主义。 因此，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没有任何

独立性。 印度发展落后，是因为英国全面摧毁了印度的生产力。 英国对印度的“帮
助”仅限于英国中心的需要。 以消灭印度的主体性为代价是英国做得非常不好的地

方。 印度早年丝绸技术比英国先进，产品在英国很有市场，英国有意识地摧毁印度精

细的纺织品，转而在印度倾销英国生产的粗呢绒。 英国以利益挂帅，追求剩余价值，而
不是以当地人的实际需要为重。 英国对印度的摧毁是全面和深度的。

第一，在地缘政治上，英国摧毁了印度的国家统一性，使印度国内分成了很多小

邦。 去过印度的人会发现，印度的护城墙很多，但都不长，这就说明印度是分裂的。 如

果一个国家过度破碎，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英国希望并强化了印度的分

裂，破碎的印度更有利于英国进行统治和操纵。 不仅如此，英国在离开印度时，还让缅

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独立，由此在印度北上、东进和南进的路上设置了障碍。 英国

有意在中印和印巴边界设出争议地带，为印度向北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产生地区冲突埋

下伏笔。 为什么是向北？ 因为将印度力量牵制在北面，对英国人控制印度洋有利。
第二，在所有制上，英国把印度的封建所有制都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印度的所有制

更加破碎和复杂。 英国离开印度时，直接将权力交给他们选中的尼赫鲁（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这使印度独立失去了革命过程。 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坚硬的障碍。 在印

度，国家对土地并没有所有权，土地由地主控制。 如果印度要修路，要先从地主手里购

买地权，这就提前消耗了大量投资。 用于买地权的钱占了投资的大部分，而真正用于

修路的资金就会严重不足，投资者和生产者双方都缺乏资金，中间部分（比如地主）却
大量截留，这就使其经济建设缺乏可持续性。

第三，英国肢解了印度的灵魂。 印度的民族节日有很多，影响也很大。 这些都是

英国人有意识培养的。 不仅如此，英国在印度还抬出“圣雄甘地”，目的是扶持一个没

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英国宣传的甘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革命。 英国就是用这种

所谓的“普世”价值消灭了印度的革命性。 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经历革命，就很

难发展起来。 英国和美国都不强调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却鼓励印度保留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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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７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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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盛赞印度的多种族的“包容性”。 这让印度很多事情都干不下去。 马克思

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

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

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①英国这种绝对利己的世界观，既成就了世

界，同时也毁灭了世界。 印度就是英国世界观给世界提供的典型样本。 英国给世界带

来的进步让它为世界所接受，但是当这个世界帝国的进步性释放殆尽时，它带给世界

的坏处———殖民灾难———就显现出来了，这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 世界治理要继续前

进，就要有新的替代方案。
不只是英国有殖民地，整个欧洲都有殖民地。 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不仅大量掠夺土

地，还贩卖黑人、华人。 在欧洲列强大量瓜分殖民地时，非洲、拉丁美洲被毁，欧洲却因

此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强大起来。 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

乃至整个欧洲都是灾难性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受到战争重创、信誉扫地之后，谁来引领

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中，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此时的中国

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既有可能走上像印度那样的依附式的国家发展道路，也有可能

走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 西方国家乐见中国成为另一个印度。 而当

时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印度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处于内战中的中国根本没

有力量引领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开始强大起来。 苏联给世界提供的意识形态产品

是社会主义，美国给世界提供的是比英国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 苏联和美国的共

同之处是反殖民，不同之处是前者坚持人民民主、后者坚持资本民主。 美国放弃了英

国那样的直接殖民方式，用贸易投资的方式控制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将英国时期的宗

主国—殖民地的剥削关系转变为北方和南方的剥削关系。 在苏联和美国的推动和支

持下，亚非拉一大批欧洲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宣布独立。 当时引领世界的

有两种世界观：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当时世界上两种进步的

世界观。 这两种世界观均为世界所接受，新独立的国家基于不同世界观形成了两个

“阵营”。
很多人认为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主要是靠强大的生产力和谋略。 这些解释很不够，

因为只靠阴谋把世界拿下，这是小手段，没有大道。 立国要有道统，有了道统才能有法

统，道在先，法在后。 这个“道”就是正义和进步，道统是引领整个世界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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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世界观反映的就是进步的道统。 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 古代的中国

曾经引领过世界，英国也曾经引领过世界，但是当一个国家失去道统时，就不能再带来

正义和公平，这个国家就会衰落。 比如，英国当时的世界观比封建社会的更具人民性，

因而有更多的公平正义，英国就发展起来了。 但是当它失去人民性的时候，其弊端就

出现了，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落。 与英国相比，苏联和美国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给

世界带来了更具人民性的世界观才开始强大的。 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都抓住了道

统，而苏联的道统即社会主义比美国更具广泛性。

美国和苏联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也在于失去了道统。

比如，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后来苏联开始对外扩张，并且开始和美

国角逐世界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道统开始异化，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搞世界扩

张，此后，苏联开始走向衰落。 美国的情况更糟糕。 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占有道义的制

高点，唯我独尊，更加不讲道理。 小布什上台以后，宣布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

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开始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美国失去道统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美国国力完全金融化了。 在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前，美国是依靠军工资本发展

的；尼克松之后，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开始搞金融资本，这对美国造成极大伤害。 道德

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的道统基本上就失

去了。 古罗马也是如此。 古罗马刚开始是劳动，国家处于上升阶段；后来古罗马开始

打仗，大量使用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代替国民劳动，而古罗马的人则观赏动物表演、人

兽肉搏，这样，当战争停止、奴隶来源中断时，国民便失去了劳动能力，古罗马也由此衰

落了。 当一个国家失去实体劳动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衰落之日。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军工资本家大获其利，苏联解体使大量浮财再次涌入美国。

但是，占便宜与吃亏是一个问题中可以互相转化的两面。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

叫错。 中国人说“罪过”，小过曰错，大过曰罪。 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 节制

使用的优点才是优点，不节制使用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 这是东西方认识论中一个很

重要的差别。

美国的衰落跟它过度使用和享受自己的优点是有联系的。 １９７２ 年美元指数下跌

以后，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走高，１９８５ 年达到高峰。① 但是，美元指数达到高峰靠的并不是

国内生产，而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这个历史阶段加入了美元体系，

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红利：国际上巨大的美元需求使美元成了美国的产品，美国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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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异化为美元生产和出口大国，金融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产

业。 此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两极分化也开始迅速扩大。 国家完全靠金

融支撑是不行的，过度金融化会毁灭劳动力和基础产业，而且也不能持久。 所以到

１９８５ 年，美元指数开始下跌。 国内实体经济不振，跌下来的美元只有通过海外拉起，

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外的动乱让世界财富流入美国。 里根政府是如此，奥巴马

政府也是如此。 因为美国国内没有多少实体生产，没有实体，货币就没有产品支撑。

人总得吃饭和穿衣，这是唯物论的基本道理。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是国内劳动而是海外超额剩余价值的存在。 一国劳

动可以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却撑不起一个帝国。 超额剩余价值量的降低必然引发帝国

的危机，这时就需要另一个富裕的国家垮台并由此为帝国的延续提供浮财。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欧洲陷入危机，其间发生了欧洲大革命，马克思还为资本主义下达死亡通知

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与此同时，英国于 １８４０ 年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１８５７

年英国又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随后完全占领印度。 这使得中国和印度的财富流

入欧洲，此后欧洲又进入了所谓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维多利亚时代”。 美国与英国

同理但略有不同。 美国则通过美元输出获得了大量的浮财和低廉的商品。 但这样的

浮财同时也使美国失去了劳动能力，对外形成产品依赖。 这种依赖并不能持久，不料

１９９２ 年苏联解体，其国民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失，美元指数于 ２１ 世纪前几年又出新高。

很明显，美元指数的这两次高峰都不是由美国自己劳动而是由外来浮财支撑而出现

的。 第一个高峰促成了美国金融资本上升，第二个高峰推动了美国资本的金融化。

中国是后发国家，没有被卷入其中，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种树”的能

力，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只收获了“树上的果实”。 为什么德国始终不放松制造业？

这是因为德国深受金融资本之害。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大量外资的刺激下出现短

期繁荣，可没几年国家就陷入全面危机。 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ｚｔ）指出：“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

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

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上胜

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

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①如今在李斯特所说的“前车之

鉴”中，可以再加上 ２１ 世纪初的美国。 美国充分享受着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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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却因此得到了提升的同时，美国生产能力却在严重下降。 经济虚拟化是美国衰落的

主要原因。

据统计，１９９０ 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０．２５％，到

２０１３ 年则跌至－８．４％。 而同期中国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 １．９１％

和 ４．１％。 再看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 美国工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工业及国内就

业基本是靠军工拉动。 １９９０ 年，美国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０．１１％，而中国

是 １．３２％；但是到了 ２０１３ 年，美国工业的贡献率上涨到 １９．４％，①原因在于海外战争。

海湾战争期间，“爱国者”导弹的杰出表现使美国的军工产品订单暴增。 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迅速拉动军工生产。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美军又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投下

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ＧＢＵ－４３ 炸弹，这是特朗普变相做的商业广告。 他不想打仗却

又想收获当年“爱国者”导弹带来的军火赢利。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是一样。 美国说

要打朝鲜，无非就是想给世界做几个军工产品演示，以便更多地获得军火订单。 战后

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存在；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军工投资就低。

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和稳定的作用。 美国基尼

系数较低的时期是 １９５６ 年、１９６５ 年和 １９６８ 年，此时美国贫富差距较小。② 这是因为

发生了越南战争。 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 随着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

高，贫富差距分化相应加大，美国日渐虚弱。 而今后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得回到

那句老话：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引起战争。 舍此，美国别无出路。 第三产业在

短期内得以魔幻式飙升，美国可以算得上经典案例。 １９９０ 年美国第三产业对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是 １．０５％，２３ 年后即 ２０１３ 年竟飙升至 ８９％。 而此时第一产业和第二

产业加在一起，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只有 １１％，而且第二产业基本上是军工

业。③ 如给今天的美国诊病，那就是“肾虚火大”。 肾是国家实体经济。 尼克松之后，

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基本放弃实体生产，最终导致了这种情

况的出现。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

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④毛泽东同志的判断对于今天的美国也是适用的。 帝国主

义就是战争。 美国经济金融化，由它带给世界的价值观的进步性也随之逐渐消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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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追求的民主也异化为少数富豪的“民主”。 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占领华尔街”运

动？ 金融化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从南方世界逆推至美国国内。 一方是“朱门酒肉臭”，

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最后发展到极端，就爆发了九一一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

动。 这说明美国金融资本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它的帝国统治了。 如果没有另一个

“苏联”———比如中国或欧洲———的垮台来挽救，那么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是不可

避免的。 曾经的中国清王朝和印度的卧莫儿王朝的衰落挽救了处在危机中的英国和

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苏联衰落也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 小布什总统上

台时，美元指数已跌至低点，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近 ２０ 年的时间使

美国陷进泥潭里不能自拔。 美国走向衰落。

二战结束迄今，美国发展依靠两种资本。 在尼克松之前依靠的是军工资本。 两次

世界大战都是军工资本获利，军工资本也因此不断坐大并反客为主。 之后，为了保持

自己的利润，它诱逼美国继续打仗，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表面上看是为

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实则是为了满足美国军工资本的利润。 美国垄断资产阶

级———在今天就是华尔街财团———需要美国不断扩张，扩张可以带来军火贸易，而军

火贸易的增长又反过来增加了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力。

１９６０ 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雇用的人员达 ３７０ 万人。 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

支共 ４５７ 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 ５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９％。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９ 年，

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 ７６．５％，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 ２４６．２％。 美国最大的 ５０ 家公司

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 ６５％。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８ 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 答案就在这里。 这是资产

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①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５ 日，毛泽东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Ｌｅ Ｄｕａｎ）说，越南战争“花了 １２００ 亿

美元，打了 １１ 年。 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

个能持久啊？ 其所以能打 １１ 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 Ｂ－５２ 之类”。②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参与欧洲战争，他就是这么告诉美国军工资本家的。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向在座的军工资本家

及其代理人交底说：“慕尼黑会议后，９ 月 ２８ 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 ９ 月 ２９

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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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了飞机。 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 ３００—４００ 架。 法国人的

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 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

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 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 我们说：‘越多越好！ 来，快来！

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①

越南战争拉动了美国的军工利润，但战争的负担却超出了美国的国力，让美国人

民不堪重负。 而结束战争的前提是不能让军工资本家亏损并以此换得垄断资本家的

支持。 为此，尼克松把军工美元移换石油美元。 就这样，石油美元把金融资本拉起来

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美元的巨额需求使美国金融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迅速

坐大并反客为主，成了美国的主宰。 伊拉克战争失败后，石油美元从而金融资本一家

独大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 可南方世界已被榨干，现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只有回吸自己

所依赖的母体———美国———的血了。 这样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为什么美国

人要占领华尔街而不是白宫？ 因为华尔街的少数人掌握着金融资本，决定着美国的大

小事务。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 但

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美国的历史因此又回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逻辑：不打仗就不

能消化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 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②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

利润，资本家不干，特朗普就要下台。 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

的利润，而美国又没有发动如此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 这样，特

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中国或俄国，而是和平。 在人类历史上，谁要与和平为敌，

几乎就是与人类为敌；与人类为敌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道统。

为什么当代中国的金融没有走上美国式的道路？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重实体

轻流通即“重农轻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指挥

枪的铁打原则和高效的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 美国衰落的教训告诉我们，以国有企业

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不能丢。 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银

行和企业，犹如一个人没有肾和血，仅靠体外输液，身体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有国有企

业向国家纳税，政府就有独立的税源。 反之，依赖“纳税大户”，政府就没有力量。 另外，

银行也得掌握在政府手里，否则政府就得借钱，得看资本家的眼色行事。 美国就是这种

情况，所以，它只能向华尔街借钱，其政策推行首先得征得华尔街的同意。 与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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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特朗普借债的对象从金融资本家转向军工资本家。 军工资本可以给美国带来就业，

但保持就业的前提是军火销量，而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能拉动军火销量。 现在美国军工

资本家已迫不及待地需要战争，而且还是大规模的战争。 可进入 ２１ 世纪的美国人民已

经打不动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 美国在 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可以独步天

下的国家，才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的美国已豪情不再。 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这么一

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业，做实体经济，不能够脱实向虚，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工业现代

化。”①经济上的脱实向虚是今天美国衰落的主因，以至生活方式严重金融化的美国已

成为世界和平的对立物。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历史已进入需要大变革的时期。

三　 世界历史已进入质变的临界点

５０ 多年来，世界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②中呈现出“否定之否定”式的规律性

变化。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像苏联和美国那样进入被历史否定的行列，恰恰相

反，中国通过自我“否定”即自觉改革的方式获得了巨大发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国由此打破西方的封锁，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我们并

没有绑在苏联的战船上，而是坚持独立自主。

１９５３ 年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他既想和中国合作，又

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懂得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苏联国防部

部长罗季恩·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Ｒｏｄｉｏｎ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ｉｃｈ Ｍ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ｙ）写信给

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

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 ３０００ 万卢布、苏方出资 ７０００ 万

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 ５０％，用 ４ 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７ 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 ６ 月 ５ 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

出，不能由苏方出。 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

说”。③ 同年 ６ 月 ２８ 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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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舰队”。 毛泽东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Ｐａｖｅｌ Ｙｕｄｉｎ）：“使我想起斯大林

的东西又来了。”①“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

刚结束了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

行”②来了？ 毛泽东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③

说到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就不能不从 １９ 世纪末中俄合作的“中东铁路”说起。

１９ 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需要与沙俄建立反日联盟，为此允许俄罗斯在中

国东北修建铁路，即“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北段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是俄罗斯修建

的，俄罗斯占股份 ５１％，中国占 ４９％。 科技人员连同其家属过来，需要管理，警察继而

军队就得来，并在中国东北铁路沿线形成国中之“国”。 两国因此在中东铁路上结了

怨。 毛泽东出生后第三年这条铁路开始修建，最后这条铁路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

如果了解了这段历史，就懂得了赫鲁晓夫当时的那个“合作”建议，即使从加强中苏友

谊考虑，毛泽东也是不能接受的。 毛泽东经历过近代中东铁路从修建到收回的那段历

史，知道如再重复中东铁路的合作方式，又会重复帮人反帮出仇人的老路。

赫鲁晓夫不明白毛泽东的好意，随即翻脸，转而到美国寻找艾森豪威尔的“合

作”，要联美制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计划修“三线”，预防美苏南北两面夹击中

国。 毛泽东在《七律·冬云》一诗中说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

指的是美国，熊罴是指苏联。 当时的中国对这两霸的态度就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

死苍蝇未足奇”。 在这个困难期，我们坚决走自己的路，不顺从任何霸权大国。

有意思的是，今天特朗普身上有些当年的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

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 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

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

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危机，其结果除

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 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沙条约组织，特

朗普想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 美国开始跟过去的

盟国“亲兄弟明算账”。 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其国力就开始萎

缩了。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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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 他以鄙夷的口吻

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 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

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 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①

１９６４ 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 勃列日涅夫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赫鲁晓夫向美国全面妥协，勃列日涅夫则走向与美国全球争霸。 赫鲁晓夫带

来的是国家形象受损，勃列日涅夫带来的是国力透支。 就这样，与美国全面争霸的政

策将苏联拖倒了。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实力对等的敌人不能有两个，１－２ ＝ －１，有两

个与本国国力相当的对手的国家必败无疑。 勃列日涅夫的扩张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

果是将中国最终推到了苏联的对立面。 这促使 １９７２ 年中美和解及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

这两年是苏美国力变化的重要节点。② 在此之前，美国与中国和苏联敌对，美国国力

处于弱势；１９７８ 年后，苏联与中国、美国敌对，此后苏联国力持续下降，直到解体。 在

当时苏联已陷入“１－２＝ －１”的形势。 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懂这一点，跟美国全面争霸又

对中国全面施压。 中国就不能再同苏联合作，从而转向美国。 １９７２ 年，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正常化。 当然，与美国交好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采取了列

宁“布列斯特”式即为了生存暂时与魔鬼妥协甚至合作的策略。 １９２３ 年，列宁在谈到

布列斯特和约时说，“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③同样的道理，在苏联向

中国施压的条件下，为了保证中国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６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

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 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

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 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

能两面作战。”④送走尼克松后，７ 月 ２４ 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

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两霸我

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获得了长远的进步。 即便如此，

中国也没有称霸。 “两面作战”是霸权主义实践上不能避免的结果。

苏联的解体说明即使进入社会主义，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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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苏实际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变化对比（按照 １０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台。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扩张。 美国天真地认为没有苏联的制

约，整个世界就是它的了。 而且，美国的扩张动力比苏联强，因为美国是垄断资本控制

的，与苏联不同，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本性。 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开始迅速地向世界扩

张，废除了一系列和平协议。 国力与拉皮筋是一个道理，皮筋拉长过度，撤退就要比前

进需要更多的资源。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把战线拉到中东，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美国国力基本上透支了。 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四　 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更加成熟，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 到了 ２０１６ 年，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更高水平。 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又与俄罗斯合作呢？ 因为

这时的俄罗斯没有扩张性，这与 １９７２ 年中国与扩张能力下降、开始收缩战线的美国合

作的道理一样。 １９７２ 年中美握手，１９９２ 年苏联解体，２０１６ 年英国退欧和中俄联手，在

所有这些大变局中，中国坚持道路自信，成功地化险为夷并获得巨大发展。

２０１６ 年是世界发生大转折的一年。 一方面，欧亚大陆的“两翼”即英国和美国都

在与大陆脱离：一边是英国退欧，另一边是美国退出 ＴＰＰ；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边缘国

家都在向俄罗斯和中国汇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俄国发表《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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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①

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

人齐聚白俄罗斯明斯克会谈，会议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

由北约另外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其欧洲的事

由欧洲人做主的意图已非常明显。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

最好火并。 德国和法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

美国和英国合作。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俄罗斯一架苏—２４ 战机在土耳

其与叙利亚边境被土耳其 Ｆ－１６ 军机击落坠毁，两国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 可事后不

到一年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日，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总统普京在圣

彼得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

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

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 这是自俄罗斯首次利用伊

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

后，伊朗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伊

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２４ 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第 １６ 次会议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印巴两国签

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即远东地区，与土耳其相似，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菲律宾一些人还热

衷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可到 １０ 月，菲律宾就出现 １８０ 度大转弯，菲总统罗德

里戈·杜特尔特（Ｒｏｄｒｉｇｏ Ｄｕｔｅｒｔｅ）访华，实现中菲元首会谈，中菲关系恢复到正常轨

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了中菲经贸、投资、产能、

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 １３ 个双边合作文件

的签署。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Ｎａｊｉｂ Ｔｕｎ Ｒａｚａｋ）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１１ 月 ５ 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两国

重签《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关于共同开发

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

世界大势发生的上述变化，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两个阵营”形势的“否定之否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垮台，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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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国家英美阵营靠拢。 ２１ 世纪始，美国开始衰落，英国决定退欧，欧亚大陆边缘国家

又开始向中心国家汇聚。 在这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眩的历史剧变中，中国总是做出正

确的选择并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列宁在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共产党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

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①“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

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② 在新中国成

立后世界发展的每一次激流险滩中，中国都准确地找到并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

环节”，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列宁接着指出：“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③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下一个环节”，就是

“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　 世界治理体系需要中国方案

世界的关注点曾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开始向东方回归。 越反越恐的世界形

势表明，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治理世界的方案是失败的，需要新

的方案替代。

中国在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的中、苏、美三大国博弈中最后胜出的结局，向世界

传达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世界的关注点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 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与

苏联和美国发展比较中受到世界的青睐。 中国何以在战后半个世纪中精彩迭出，获得

如此骄人的成绩？ 世界开始兴起新的“文艺复兴”，人们不是从地中海的古希腊而是

从太阳升起的东方认识中国传统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其

中闪烁着东方智慧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 人们试着用东方的世界观重新认识和治

理世界。 现在中国又适时地通过“一带一路”向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及东方传统

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世界观。 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参与

世界事务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又是对近代反殖反帝的经验总结的结果。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让其他

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在援外方式上，中国要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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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国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毛泽东经济援助思想的生动体现。

１９６４ 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 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

独立。 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

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 坦赞两国政府

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Ｒａｓｈｉｄ

Ｋａｗａｗａ）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 １９６５ 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

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 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

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

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 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

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 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

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 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

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①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Ｊｕｌｉｕｓ Ｎｙｅｒｅｒｅ）时指出：“中国人民

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

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 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②１９６７ 年 ９ 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

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

勘探；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铁路全

线开始试运营；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３ 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 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

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③ 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 ５ 万多人次，投入物资机械 ８３ 万

吨，提供无息贷款 ９．８８ 亿元人民币。④ 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

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中国坚持友谊第一而非市场的方式援建了坦赞铁路，中国技术人员进入非洲后，

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与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在人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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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８２、２８３ 页。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第
２８５ 页。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第 ２８７页。
参见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２ 页。



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实践将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①的国际主义理念及其治理世界

的方案留在非洲，留给非洲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先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访问坦桑

尼亚，并于第二天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

公殉职的中方人员，缅怀中坦赞三国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传统情谊。 ３ 月 ２５ 日

上午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讲演中，习近平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

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我们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

的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对方。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

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

新的跨越。”②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③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坦赞铁路实践及其理念在新时期的延伸。

也许有人认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我们是不是亏了。 这样说是短视的。 通过比

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中国人民不

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
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中国的深远布局。 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

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结晶。 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

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 友谊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２６ 届联合国大会以 ７６ 票赞成、３５ 票反对和 １７ 票弃权的

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２３ 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

去的提案。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④今

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所谓的

“南海仲裁案”中，支持我们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兄弟国家。 我们必须记住

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 所以，习近平在谈到维护国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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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载吕祖荫：《毛泽东诗词解读》，北京：同心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７９ 页。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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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① 我们不走对外扩

张道路，而是讲正确的义利观，讲物通、心通、人通，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世界观。

欧洲人按照西方资本扩张的模式很难准确理解“一带一路”。 我们已经证明了中

国道路的生命力，我们不会急于让西方世界认同我们的道路并接受我们提供的治理世

界的中国方案。 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历史提出重大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

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这一点：“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

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 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

距鸿沟有待弥合。 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

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②世界的出路何在

呢？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相似，为了解决西方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

东方。 １９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

书中提到 １８ 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

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 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

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 看到这样的国

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③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大同”的理念相

结合，为解决当代世界危机提供了新的认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为世界提

供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衰落反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 改革开放后中

国取得的成就和今天美国的衰落再次给世界提供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 从这个角

度说，历史已赋予中国共产党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的，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己。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包含了其应有之意。 “四个全面”关键就在“全面”：

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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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这叫创新；社会管理从而世界治理不能片面化，这叫协调；自

然环境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叫绿色；社会不能两极分化，这叫共享；我们是

在继承了资本主义提供了生产力的基础上前进的，不驾驭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是要僵化不前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其最终目的是向着

共产主义不断创新。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

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

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①习近平提出的“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既是“共享”概念的延伸，也是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思想

的当代表述。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并且融合出新的

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 可以预料，随着资本

主义面临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

接受。

六　 余论：需要回应的三个问题

当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的“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这里有三个

问题需要回应。

第一，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

我们现在也谈全球化，更多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并与世界分享中国

发展带来的成果。 这是新的尝试和新的实践。 在这方面要做两手准备。 其间出现阻

力，甚至暂时的逆转，那也是正常的。 反者道之动，阻力即动力，排斥即融合，否定即肯

定。 文明是在抵抗中产生的。 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哈尔福德·麦

金德（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在其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

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 因

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 因为在非

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②

同样，西方人曾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 所以，对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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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要辩证地看。 世界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而是充满冲

突。 我们要用新的世界观来诠释“一带一路”，要让世界认识到文明传播还会有更好

的路径选择，并非只是冲突一途，我们不否定冲突，但不会强化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以中国智慧，既直面冲突、又善于化解冲突，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毛泽

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

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①修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中国运用这个思想

将中国的形象深深地印在非洲人民记忆中，今天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走向世界、构建

“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

第二，如何化解“一带一路”可能产生的海外矛盾？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走向世界，很多经验还不具备，

所以解决世界矛盾的方法需要在新的实践过程中摸索。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用资

本主义的方式走向世界，中国离失败就不远了。 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走向世界扩张

的道路。 我们不是要对外扩张，而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展示中国

的世界观。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国际矛盾方法

的过程。

第三，“一带一路”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的伟

大使命。 今天我们说的“和”文化，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理念的。 共产主义者今天节

制资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如果是单纯的“和”文化，那就是空想社会主

义的内容。 但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消灭资本是不现实的，共产党就必须学

会驾驭和节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 共产主义是从生产关系革命开始

的，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 和谐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原因。 “在

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②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

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社会主义世界。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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