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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起源时间再认识

【内容摘要】　西方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对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理解，而且影响当今东西

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对话共生。反思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既有研究和解释范式，应把西方文明

的起源问题置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回到西方文明要素形成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

进行考察。一个新型文明，必须要在能够覆盖文明存在的时空结构下出现三个相互影响的现象：

第一，文明区域内的版图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再没有大的变动；第二，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

或各国之间出现新型的交往形式；第三，文明主要区域内部显示出某种相似的新发展模式。从

以上条件看，西方文明真正肇始于公元 11~12 世纪，其后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才实现了有

机融合，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话语体系和文明本质得以全面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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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宽

中外学者提到“西方文明”，往往会从古希腊罗马文明讲起。可是，“西方文明”真的起源于

古希腊罗马时代吗？提到“西方文明”，肯定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东方文明”，那么“东方文明”

究竟是指哪个文明？在什么时候形成了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存在？蛮族占领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后，

作为一个文化水平、法律制度、生活方式与罗马人有着巨大差异的族群，是怎样与视他们为野蛮

人的原拉丁族群融合为一种文明的？许多中外教科书表述为，西方文明存在三大源头 ：古希腊哲

学理论、古罗马法律和基督教。那么，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希腊哲学理论和古罗马法律体系，

是如何被蛮族后裔发现吸收并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文明血肉的？两者间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总

之，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西方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对

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理解，而且影响当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对话共生。为此，有必要回顾

西方文明起源命题既有的主要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将其置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进程

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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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既有研究范式及问题

按照目前中外学术界对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研究，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以下几种研究和解释范式 ：

第一种是教科书范式。中外教科书谈到西方文明，一般都从古希腊古罗马讲起。比如被称为

“经典性的教科书”，由罗伯特·E. 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主编的

《西方文明史》，虽然简单追溯了人类走出非洲以来的文明历程，但实际上是从古代希腊和罗马文

明开始介绍西方文明的。①斯蒂芬·豪斯和威廉·莫尔特比主编的《西方文明 ：欧洲社会史》②、

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③虽然都从追溯基督教发展的视角把古代近东看作文明的开端，

但依然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叙述西方文明。这种范式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书写西方文明史，有的学者

为了给古代系谱增加合法性和荣耀，或者为了凸显西方文明的古老性和独特性，才把西方文明追

溯到古代近东地区，实际上是“倒着写历史”的结果，用现代的线性进步理念梳理出一条西方文

明的发展脉络，建构起西方文明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系谱。埃里克·沃尔夫就曾经指出 ：“我

们在教室内外被教育道，存在着一个实体被称为西方，人们可以把这个西方视为一个社会或一种

文明，独立并对立于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就是东方）。我们中的许多人长大了也相信，西方有一

个（自发的）系谱，根据这一系谱，希腊孕育了罗马，罗马孕育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孕育

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孕育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孕育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④彼得·N. 斯

特恩斯认为，这种过分强调古希腊是“西方”的观点实实在在“扭曲了希腊人本身的想法”，更

何况“古希腊遗产更多地滋养了东欧甚至是中东不间断的传统，而不是西方。西方文明欠情于希

腊人，但从为西方文明提供独特标记意义上来说，不能把古希腊看成是‘他们的’……以一条从

希腊到西方的直线来思考是极大的误解，尽管希腊历史的作用是为西方食谱提供了关键的原料”⑤。

因此，西方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继承或延续，斯特恩斯认为，“西欧和古希腊的关系就像日本和

古中国的关系 ：一位（文化的）深度借用者（heavy borrower），但明显不是直系文明继承者”⑥。

第二种是传统范式，认为西方文明兴起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奎格利认为，在西罗马帝国

灭亡“之后的三百年里（500— 800 年），这里的人们和文化残骸开始整合形成三个新文明的核心

区域，所有这些都位于古老的古典社会的极边缘，东南方向阿拉伯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文明，东北

方向北部平原，出现了东正教俄罗斯文明，西北方向的法兰西，出现了西方文明”⑦。但西罗马

帝国灭亡并不意味着古典文明的彻底终结，拜占庭帝国将古典传统一直保持到 1453 年君士坦丁

堡陷落，因此该阐释范式并不能清楚解释这一文明的嬗递。此外，该范式还面临着一个解释困境，

奎格利也看到了这一点 ：“对历史分析来说，阐述西方文明所以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文明

还没有最终形成。”⑧因为在 5— 10 世纪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包括经济紊乱，高度分散

的地方性政治制度，低水平的知识生活和经常的外族入侵”⑨，从而不可能形成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第三种是亨利·皮朗范式，即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查理曼时代。杰克逊·施皮尔福格尔认为 ：

“查理曼加冕之年，在西欧新的文明轮廓开始出现。欧洲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焦点和中心。”因此，

“查理曼的加冕不是罗马帝国重生的标志，而是新的文明出现的标志”⑩。当然亨利·皮朗更为重

视西方文明形成的外部因素，“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按照王晋新教授的归纳，亨利·皮

朗范式的基本主张为 ：“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统治，

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 ；作为罗马世界最

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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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7 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 - 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

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

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 ；正是在这种局势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

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国家

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⑪亨利·皮朗范式的研

究视角更为宏阔，从整个地中海地区各个层面的发展特别是贸易结构出发来考察西方文明的形成，

并突出了伊斯兰文明的作用。问题是其主要研究的是西方文明形成的外部因素，没有真正对西方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内部因素展开考察，特别是忽略了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

素的融合。这一范式的解释弱点还在于，不能说明为何西方文明已经出现但其空间格局并未固定

下来，杰克逊·施皮尔福格尔就注意到 ：“在 9 世纪，维京人、马扎尔人和穆斯林带来的威胁能

够轻易地扼杀新的社会。”⑫他的解释是西方文明“是在一个摇摇欲坠和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开始

的”⑬。但这一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反而说明了西方文明在此时还没有形成。此外，如果

西方文明已经出现，为什么一直到公元 1000 年左右仍没有形成共同的欧洲文化，也没有出现欧

洲范围的经济活动？这一范式对之同样无法解释。

第四种是伯尔曼范式，法律史家哈罗德·J. 伯尔曼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公元 11 世纪后期和

12 世纪前期，主张“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

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⑭。这样，“西方作

为一种历史文化和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在‘文艺复兴’各个时期所曾恢复的‘前

西方’文化”⑮。在 1050— 1150 年之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形成了根本的断裂。因此伯尔

曼认为 ：“在西方，近代起源于 1050— 1150 年这一时期而不是此前时期，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法律

制度和近代的法律价值，而且也包括近代的国家、近代的教会、近代的哲学、近代的大学、近代

的文学和许多其他近代事物。”⑯伯尔曼的观点比较有见地，但其主要考察的是西方法律制度，并

没有对西方文明起源命题进行全面研究。

鉴于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范式争议，有必要重新审查西方文明的知性预设和初始概念，从而

考察西方文明的起源时间。笔者认为，“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西方

文明”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知识学的建构过程。这一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意

味着在文明类型上存在着一个对立异质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东方文明”。“他者”的

存在始终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正是这种威胁和焦虑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内部认同和与其

他文明的外部区分。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civilization”一词还不常

用，当时用来指称“文明”之意的常用词是“civility”。到 18 世纪末尤其是 19 世纪，civilization

才成为普遍使用的词，并且与 savagery（未开化）、barbarism（野蛮）形成对比。“西方文明”概

念随之出现。“西方文明”话语体系在 18 世纪末尤其是 19 世纪的形成和广泛使用，是由于“出

现了东方的复兴。对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来说，对东方——从中国直到地中海的意识似

乎一下子就被重新唤醒”，从而把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⑰。由此可见，

西方文明的原初定位就是与东方文明的界分，也即“西方文明”概念诞生之初就与东方文明构成

张力，这种张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置而是文明形态的对比造成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西方

思想家开始构建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当今的演进系谱，“他们鉴于其断言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

突然把希腊抬举为欧洲文明的诞生地”⑱。西方文明话语和系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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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性的确认，并且是在和东方文明停滞、落后、野蛮强烈对比之下的确认，一开始就存在着价

值预设。理卡多·达彻斯尼就指出，这是一项“胜利者的假设 ：西方人总是进步的人群，亚洲人

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对人类进步贡献甚少。西欧文明继承了普世皆兄弟的犹太教－基督

教视野，希腊的自由市民理想和罗马法传统，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主流’”⑲。

如果将“西方文明”视为一个客观审视的对象，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阈下的主流阐释范式，

由“西方文明”概念诞生之初指称的内涵和外延追溯，以世界文明演进的大视野来重新审视其结

构形式和本质特性的形成，就会发现，西方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从文明形成条件审视西方文明起源

从西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条件来看，西方文明从公元 11~12 世纪开始具备基本的条件。借鉴

彼得·N. 斯特恩斯等文明史家的理论主张 , 笔者认为，要确定一种新型文明，从其形态结构来看，

必须要在能够覆盖文明存在的时空结构下出现三个相互影响的现象 ：第一，该文明区域内的版图

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再没有大的变动 ；第二，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出现了新型的交

往形式 ；第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新型交往形式的出现，文明主要区域内显示出某种相

似的新的发展模式。下面从这三条标准出发，逐一检视西方文明的出现。

首先，西方文明的空间格局是何时固定下来的。西罗马帝国毁灭于蛮族入侵，但蛮族入侵并

未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终止。西罗马帝国末期开始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

撒克逊人、伦巴德人等蛮族入侵只是第一波，维京人对不列颠诸岛、爱尔兰、法兰西、基辅罗斯、

西西里的入侵是第二波。从整个文明区域的视野看，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10~12

世纪的德意志东扩和 11~12 世纪诺曼人建立西西里王国，是欧洲历史上蛮族入侵活动的最后回响。

而古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也在这个时间点失去了意大利南部的土地。⑳意大利商业城

市比萨、热那亚、阿马尔斐等从 11 世纪初转入反攻，把穆斯林从撒丁岛驱走，廓清了附近的地

中海海域。至此，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才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发展空间，才具

备了文明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在此之前，“经常性的入侵反映了和延长了西方的虚弱，使其很难

发展出持久性的政府和经济形式”㉑。这片区域沦为一个“被入侵和包围的欧洲”，9~10 世纪的文

献、契约书和宗教会议辩论记录中，到处是“城镇渺无人烟，寺院或被夷为平地，或被付之一炬，

土地荒芜，一切都荡然无存矣”㉒此类悲伤哀怨之词，即使有所夸张，但肯定也反映出部分实情，

这样的形势难以具备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条件看，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需要有新型的交往形式。自

从蛮族源源不断地侵入到欧洲各地，在传统称为西方文明的区域内，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和原罗马

帝国的居民并非同一种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有两个种族居住活动，一个是日耳曼人等“蛮族”，

其内部也存在诸多差异。托克维尔说 ：“曾经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

在种族、国家、语言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开化这点上彼此相似。”㉓另一个是罗马帝国

的遗民拉丁族群。这两大种族间的差异一直到今天也相当明显。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就谈到日

耳曼族和拉丁族之间的差异，日耳曼人长相粗糙，笨重而没有风度，脸上的线条也乱七八糟，尤

其是荷兰人，满脸的肉疙瘩，颧骨与牙床骨很凸出 ；而图卢兹和波尔多一带的拉丁族，有的是漂

亮脸蛋，罗马和佛罗伦萨的乡下也有很多仪貌堂堂的人。日耳曼人非常好吃，近于专吃生肉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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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且喜欢烈性饮料，而拉丁族菜肴丰富。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的图卢兹人就曾向丹纳

抱怨，一个像他那样性情急躁的人，跟本地人来往简直是活受罪，他说 ：“他们又僵又冷，既不

会激动，也没有感情，老是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真正是木头，先生，真正是木头！”而拉丁人

则头脑非常敏捷，自然而然地能说会道，会用手势表达思想，趣味高雅，懂得什么叫优美大方。
㉔这就引出一系列问题 ：这样性格迥异、文化不同的两个种族是何时融合为一种文明的？通过什

么方式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公元 11~12 世纪，上述两大种族开始在西北欧形成了一种全新

的交往模式，那就是通过区域内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起物质交往，通过区域内统一的基督教进

行精神交往。

按照亨利·皮朗的研究，7 世纪伊斯兰扩张造成了地中海的封闭，商业活动也陷入停顿，8

世纪末期以后西欧已退回纯粹的农业状态。9 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出现，不过是纯粹农业文明在

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反响。㉕自 11 世纪起，商业和城市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影

响下开始的，一个是欧洲南部的威尼斯和南意大利，一个是欧洲北部的佛兰德尔海岸。㉖罗伯特· 

S. 洛佩兹把这次商业和城市的复兴称为“中世纪的商业革命”，认为随着食物剩余的增多和城

市的复兴，商人和工匠能够为富人提供奢侈品和为整个农业共同体提供必需品，所以革命从庄园起 

飞。㉗彼得·N. 斯特恩斯等人认为“随着 10 世纪以来贸易的复兴，西方成为一个共同的商业带”㉘。

12 世纪圣戈德里克前半生经商致富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英格兰与不列颠各地之间、英格兰

与欧洲大陆之间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㉙商业的扩散在区域内形成了物质文化的生产、流

动和交往，这是一种新型的交往模式，与早期蛮族对财富和土地的掠夺、占有完全不同。并且随

着西欧区域内市场的形成，还出现了扩展市场的冲动，其第一波浪潮就是十字军东征，扩展市场

始终是十字军的目的之一。第二波浪潮则是地理大发现。这两波扩展市场的浪潮，清楚地显示了

西方文明的工商业文明本质。

从精神交往来看，在西方文明的空间区域内，到 11~12 世纪，基督教化过程才基本完成。从

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开始到 11 世纪，在西北欧地区，基督教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目前能

够接触到的史料，只为我们提供了蛮族首领、国王或者贵族接受基督教的信息，下层人士接受基

督教的史料很少，比如查理大帝时曾强迫居民信仰基督教，缴纳什一税，在帝国境内修建了教堂

和修道院，但帝国解体后，下层人士是否仍能维持基督教信仰，始终存疑。从《蒙塔尤》就可看

出，所谓异端思想直到 13~14 世纪仍然广泛存在于广大乡村地区。另外，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

虽然也皈依了基督教，但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到 11 世纪，天主教会才在整个西方站稳了脚跟，

赢得为数众多的信众。本特利在《新全球史》里就指出 ：“事实上，中世纪早期的一个显著发展

是大基督教文化圈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的建立”，“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但

是异教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仍然占据着欧洲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和查理曼后来支持向德意志

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拓展基督教的努力。他们遭到了日耳曼人的激烈抵抗，后者不希望放弃他们已有

的神或异教信仰，但是到公元 1000 年，基督教还是赢得了数量可观且日益增长的信众。”㉚直到 11 世纪，

天主教会才确立了在精神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基督教会本身的发展来看，1054 年东西方教

会的分裂标志着天主教正式成为西方文明精神交往的旗帜。天主教成为宗教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威。

通过区域内统一的从上至下的教会组织，通过修道院、大学等知识场所，西方文明形成了自

己的场域。熊彼特指出，随着天主教会权威的形成，当时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要么是修士，

要么是托钵修士。这些人都讲相同的非古典拉丁语 ；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听相同的弥撒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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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所有国家是相同的 ；他们信奉相同的基本信仰体系 ；而且都承认教皇的最高权

威。教皇的权威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为修士和托钵修士的国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政府

是教会。㉛更为重要的是，11~13 世纪的教皇革命，通过“选用希腊科学和罗马法律两大旗帜下

的人性理性，使《圣经》伦理学和末世学载入历史，由此实现了‘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

的首次真正融合”㉜。也正因为有统一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日耳曼族和拉丁族通过“基督徒

生活以一种前所未知的关系集聚在一起，不再彼此对立”㉝。

这一时期“欧洲边界的稳定，政治秩序的慢慢恢复，经济活动前所未有的加速，不仅仅在于

其本身是对以前（混乱）趋势的无声逆转，更为思想和情感上以及世俗和精神两方面的社会方向

上愈加隐秘而重大的变迁成为可能准备了条件”㉞，理查德·萨瑟恩认为西欧开始形成共同文化，

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形成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文明的标识开始出现，共相开始形成。在一定程度

上由于新型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出现 , 文明区域内会显示出某种相似的新的模式，文明辨识度增高。

西方文明的标识正是从 11~12 世纪逐渐露出头角的 ：吸收了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

的古希腊文明，发展出鲜明的理性思辨和科学精神 ；形成了笼盖四野的基督教组织和机构，牢牢

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社会和精神生活，让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底色 ；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制

文明，发展出法治观念 ；把日耳曼人等“蛮族”的遵从习惯的制度传统糅合进文明的框架，形成

了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度。托克维尔指出，到 14~15 世纪，西方文明形成了彼此相似的制度和精神，

在英法德“这三个国家里，政府都是依据同一准则行事，议会都是由同样成分构成，并被赋予同

样权力。社会以同样方式被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在不同阶级之间 ；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

拥有同样的特权、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禀赋 ：彼此毫无区别，到处都一模一样”。另外，“城市结

构彼此相似，农村依同样方法治理。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

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

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㉟。总之，

在这一时期，西方各国趋于一致，具备了共同的文明特征、质态和形态。接下来本文将具体分析，

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是如何融构形成文明新样态，进而形成西方文

明内在同一性的。

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文明要素融合

西方文明中的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真正融合开始于 11~12 世纪，而非阿拉伯－伊斯兰文

明崛起的 7 世纪。穆罕默德成就了查理曼，但查理曼代表不了西方文明，虽然杰克逊·施皮尔福

格尔认为，查理曼的加冕仪式，象征着罗马因素、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融合，㊱但这种融合

仅表现在仪式上，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被史家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复兴，也并没有

多少文化上的创造或促进上述三大因素的融合，正如 C. 沃伦·霍莱斯特所言 ：“‘加洛林文艺复兴’

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

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

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或退化甚多 ：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

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㊲所以，穆罕默德只是为西方文明的兴起创造了外部条件，

并没有对查理曼的世界起到那种皮朗所主张的决定性作用。在 11~12 世纪，罗马因素、日耳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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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基督教因素才开始融合，形成新文明的文化品格和文明形态。

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融合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 12 世纪文艺复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

斯提出了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希腊

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得以创立。正是在 12 世纪和此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罗马法复兴，

改造并重构了西欧的法律体系。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法只存在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法典中。

只有从 12 世纪起，随着罗马法的复兴，西欧各国才在随后的时间里先后改造了民族法。以德意

志为例，托克维尔指出 ：“中世纪末期，罗马法成为德意志法学家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研究

对象 ；在那个时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甚至不在德国而在意大利各大学受教育。这些法学家虽然

不是政治社会的领导者，却担负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责任，即使他们无法废除日耳曼法，至少也

要改变其形态，尽力使之纳入罗马法的范围。他们将罗马法运用到日耳曼制度中一切看起来与查

士丁尼立法略微相似的地方 ；他们由此而在民族立法中引进了新精神、新惯例 ；民族立法逐渐改

造，变得无从辨认，以致到 17 世纪，人们简直再也认不出来了。它被一种我也无以名之的名为

日耳曼的实为罗马的立法所取代。”㊳英格兰的普通法虽然没有像大陆法那样被改造，但也深受罗

马法影响。

正是在 12 世纪和此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体系才开始对西方文化的形成

产生影响。熊彼特指出 ：“欧洲在一连几个世纪遭受野蛮部落的蹂躏之后，必须重建自己的文化，

在缓慢而艰苦地重建文化的过程中，残留的古代文献自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残留的文献

大都直到十二世纪人们才能得到，能够得到的又有许多当时的学者看不懂，或者保有很糟糕的译

文。”㊴但从 12 世纪开始，特别是在 13 世纪，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院哲学家们重构了他

们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理性思辨模式。这一思辨模式在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和托马斯·阿

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得到了清晰完整的体现。㊵

在 11~12 世纪和此后的时间里，日耳曼的制度因素通过处理税收、日常管理等方面与法治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度。向荣教授指出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对近代民主

有重要的孕育作用，事实上，近代民主最基本的原则和特点，如地方自治，代表制和选举制就

是在中世纪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欧洲的民主因素有些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日耳曼

部落民主制传统，如‘民会’，‘贤人会议’，但有些是在中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㊶丹

纳在《艺术哲学》里注意到一个现象 ：“凡是日耳曼人住的地方都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 ：现在瑞

典，挪威，英国，比国，荷兰，普鲁士，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集体行动而谁也不压迫谁，

是日耳曼族独有的本领 ；也就是这种本领使他们能把物质掌握得那么好 ：他们凭着耐性和思考，

适应自然界和人性的规律，不是与规律对立而是加以利用。”㊷此外，法国在中世纪逐渐形成了

三级等级代表会议，意大利城邦国家也出现了共和政治现象。

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之所以能够在 12 世纪真正实现融合，最重要的融合剂是工商业的发

展。熊彼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 ：“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部分采用或‘接

受’了古罗马的《民法大全》。从因果关系上说，不能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人们幸运地发现了几本

旧书，恰巧一些没有批判眼光的人天真地相信这几本书包含的法律条款仍然有效。当时经济过程

正在塑造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建立法律制度，特别是在订立契约方面，而古罗马法

学家制订的法律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发现古罗马的法典，中世纪的法学家

自己最终也会制订出类似的法律。罗马法之所以有用，并不是因为它带来了某种与当时的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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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格格不入的东西——要是这样的话，接受罗马法就的的确确是有害的——而是因为它提供了

一件现成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东西，就得花费力气制作它。”㊸当时社会的需求就是发展工商业。

虽然在西方文明起源之初，工商业活动只限定于地中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但工商业的性质和

精神决定了其向外扩张的命运，十字军东征和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扩张的表现。这种扩张在 16—

18 世纪使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特性和现代性得以完全展开。这就是为什么麦克法兰认为 ：“英格

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 11~12 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

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㊹彼得·N. 斯特恩斯也认为，10 世纪以后中世纪进入稳定期，“在创

生一个可界定的西方文明时从两个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一是尽管随着中世纪之后的发展产

生了许多变化，但在诸多中世纪模式和后来的模式之间存在着直线的联系”；“二是，从根本上来

说更重要，中世纪期间的几项创新确立了持久的西方特色，直到今天仍能辨别得出来”㊺。比如

英法等国的小型中央政府、科学思想和实验、商人传统都起源于 11 世纪之后，并持续发展到现代。

结　语

总而言之，西方文明并非古典文明的继承或延续，11~12 世纪以及更晚的时候，随着交往的

增多，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才在西方文明的空间内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文明的同一性。

西方文明是一种全新创生的文明，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和过去决裂，它通过后古典时代这一过渡

期（我们过去称之为中世纪）与古典文明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古希腊的理性思辨哲学、古罗

马的法律、古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是这种内在联系的文化纽带。到 16~18 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

以来殖民活动的开展，欧洲人开始形成对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把不信仰基督教的被征服被殖民

的文明都视为半开化、不开化甚至是野蛮的文明。正是在异质文明的对照下，西方文明的本质和

内部认同才得以全面发展，西方文明才在“他者”的映照下形成了完整的面貌。从文明演进的大

视野来看，有必要重新审视欧亚大陆西部地区文明形态演进的阶段划分，才能加深对西方文明和

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识，进而重构东西方文明认识论和关系论，重写人类文明史，推动东西方文

明的相互理解、交流对话和互鉴共生。

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是相互了解。对于对方文明起源、演进历程的了解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

研判，是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起点。在中国倡导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而西方却不断有人重提“文明

冲突论”的当今，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意义尤为凸显。“文明冲突论”实为西方文明起源命题内

在本质与价值困境的体现。首先，“西方文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对“他者”的焦虑与恐惧，“他

者”的存在始终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诞生和发展。㊻正是这种威胁和焦虑推动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内

部认同和与其他文明的外部区分。其次，“西方文明”诞生后，一度把殖民征服视为其文明的最

高道德和宗教责任。在 20 世纪后期反殖民主义成为世界潮流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责任土崩瓦解，“文

明冲突论”应运而生，反映出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内在困境和矛盾。因此，从西方文明起源命题

出发，认清“文明冲突论”的本质，更能体认文明交流互鉴应以承认文明的差异和多元性、尊重

文明的平等和多向性为基础。只有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发展来龙去脉的了解与文明差异性

的认识，鉴往知来、求同存异，才能丰富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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