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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处于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既迥异于此前的任何朝代，堪称“三千年

未有之变局”；又与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其后中国历史的很多面相都是

由那个时期决定的。简言之，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被全方位卷入全球化旋涡之中。

此前中国以帝国的身份主导东亚世界，并以自己特殊的、传统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 ；此后中国则

逐渐开始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融入世界，从而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方方面面

的变革。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解读晚清，是理解晚清历史的重要途径。

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
一种新解读

仲伟民

【内容摘要】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对晚清几十年承上启下巨大社会变迁的准确概括。但如何评价

晚清，在学术界却有极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晚清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有民族主义和殖

民主义两个维度或视角，但这两个维度或视角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

研究和评价晚清，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晚清时期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被彻底颠覆，正是在此意义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之所以能有所

谓“同治中兴”，是因为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列强也得益于清政府对外立场的转变，可

以在华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晚清时期中外合作是主流，是清政权能够延续近半个世纪

统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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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史视角才能对晚清时局有全面理解

清王朝在 1850 年代似乎大势已去，内有叛乱，外有列强，根据王朝兴衰规律，其灭亡指日可待。

但让人惊异的是，它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继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不少学者认为，1860 年代后清

朝进入了“中兴时期”。根据笔者的理解，称这个时期为“中兴”相当勉强，因为自此以后清朝

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了一点中兴的迹象，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中兴，反而像一艘汪洋大

海中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当然，不可否认，这时期清朝在方方面面的确有了很多新的

特点，与传统统治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大胆启用汉族官员、1860 年代起真正开始“师夷长

技以制夷”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概指此。有学者认为，清朝没有在 1850 年代终结，

是因为太平天国过于无能。这个看法同样不够全面，因为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对手不单单是清朝，

清朝所面对的对手同样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清朝和太平天国都要面对

另外的对手，即列强。谁想在这个时期全面控制中国，都必须得到列强的认可。也就是说，列强

在武力上有可能轻而易举灭掉清王朝或太平天国，但他们不能也不想这么做 ；而太平天国后来失

败，部分原因是列强最终选择站在清王朝一边，并协助清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

因此，对晚清政局的分析，应放在长时段及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从

现代世界的本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看起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孤立中，总是或早或晚地与别的国家

建立关系” ①。晚清时期中国的局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对晚清历史的理解必须

放在长时段中，即必须从 16—19 世纪的较长时段中对晚清史进行考察。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

义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得出片面的认识。

16 世纪这个时间点，对中国历史来说可能不太敏感，因为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几乎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自 16 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

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大航海、殖民主义、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贸易

互联、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等 ；与中国历史对比，同样不难发现，同时期中国并未发生相应的

社会经济变迁——尽管稍后改朝换代，但“清承明制”，新朝代改名换姓后因袭旧制度甚至有所

倒退。尽管 20 世纪中国史学界曾发生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但后来我们发现，中

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证，是一个虚假命题。②对于世界历史来说，16 世纪前后是

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欧洲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扩张，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开始觉

醒，但中国除了明末清初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有意愿接触欧洲文化，此后很快转向闭关自守。这

个时期，欧洲在全世界殖民扩张，中国却表现得极度内敛（清朝疆域的扩大，需要从另外的角度

去理解）。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 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③。

而对中国来说，却是自闭的开始，是孤立于世界的开始。19 世纪中国所遭受的无数次重大劫难，

都可以从自闭中找到根源。假如说从晚明至 18 世纪晚期的乾隆年间，中国即使孤立于世界也还

能勉强生存的话，那么，到 19 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时期，中国却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孤立于世界而

生存了，甚至相反，它必须依赖西方世界而生存。

19 世纪是中国人的最大痛点，中国近代许多耻辱都发生在这个世纪。19 世纪同样也是世界

历史的转折点，通过此前两三百年的洲际贸易、殖民扩张以及基督教的传教运动，西欧一些国家

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资本与市场像一个纽带把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地区、任何国

家独立封闭的发展再也不可能了。从 19 世纪开始，“世界的整合和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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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严重冲突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强大与资本、市场、

武力的不断扩张相伴随，其贸易规则、外交手段等已逐渐从传统转向近代，自由平等理念与强权

霸权观念并行 ；而在中国，传统帝国苟延残喘，前近代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主导着这

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盲目自大与极端愚昧导致其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屡屡受挫并遭受屈辱。

此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叙事的两个主要视角值得重新审视。其一是民族主义视角，

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人，出于民族感情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量，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要

方式。在近代史的叙述中，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想的语言表达，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

族解放和独立”，以及将中西历次冲突的根源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等。其二是殖民主义视角，西

方各国以文明传播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将中国视为“半开化半文明”国家，试图通过传教、外交、

经商甚至战争手段，将中国拉进文明国家的行列。这种视角下的历史叙事，自然将殖民主义行为

视为合法合理。包括费正清“挑战与回应”的理论，也是在这种视角思考下的产物。这两种叙事

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文明的，而对方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非文明的。总

体来看，民族主义视角有一种宿命式的正义感，殖民主义视角则难脱西方中心论嫌疑。

可以看到，这两种互斥的历史叙述方式，分别主导了各自的历史表达。也就是说，在真实的

历史冲突发生一百多年后，历史学家在各自的历史叙事中同样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争辩哪一方的

历史叙述更为真实，没有实质性意义，基于文明、意识形态、宗教等背景的东西方历史学者的思

维方式是很难彻底改变的。我们需要跳出这两种叙述模式的限制和束缚，寻求一种新的叙述模式，

而且新的叙述模式不应该单单是上述两种模式的折中。就此而言，全球史的方法能提供很多启发。

它要求将中国历史纳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考察，而不单单是循着中国历史发展或西方历史发展的

主线 ；说得更直白些，既非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亦非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这样的方式，才能

够使叙述的历史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原貌。

晚清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转型时期，只有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理解这段历史，

才能得到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之所以能摇摇晃晃又维持半个多

世纪，一方面有努力自救的成分，这种努力突出表现为清廷一度想走出孤立自闭状态、向西方学习，

却又不能自始至终 ；另一方面，也有列强通过各种方式扶持清政府的成分，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

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不希望中国改朝换代。二者缺一，晚清时局都不可能维持。

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在 1860 年代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今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1840”

作为一个特殊的、标志性的年份，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人历史常识性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个传统观点，笔者对此也不赞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看，第二

次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地方官员对英国了解较

少以及对皇帝瞒报欺骗，所以中央政府对战况及局势了解极少。此次中英冲突实际上对清朝统治

中枢影响甚微。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极少。尽管这个时期魏源、

林则徐等人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籍对国外情况也进行了

一些介绍，被当作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认识实在非常有限，对国人的影响也极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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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所受屈辱，才真正对统治集团产生了影响。其一，英法联

军一路北上，直捣清朝统治的心脏，迫使皇帝仓皇出逃，对最高统治者真正产生了灵魂的震动。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此次所遇劲敌前所未见，清人对英法联军的做法不能理解，比如不求占领

土地，却坚持要求在北京驻使等。在此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中，统治高层中的少数人

如奕䜣等不得不直接面对英美强手，战争的惨败及被迫与列强当面交涉，对奕䜣等有醍醐灌顶的

作用，使他们至少意识到两点 ：第一，眼下的强敌比此前接触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难以对付 ；

第二，传统处置藩属关系的那套做法失效了，必须接受对方的要求和做法。此正所谓“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统治高层中的少数人终于被迫产生了开放国门、与世界接轨的初步意识，认识到了

向西方列强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化，一部分终于开始思变，比如意识到

必须改变处理中外关系的办法，也必须进一步改善满汉关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产生了真正

改革的动力，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所谓“同治中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历

史真正的转折点不在 1840 年，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860 年代。

认为 1860 年代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源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正是经过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外激烈的对抗以及双方高层的直接接触，清政府的对外策略才开始发生转变，此后中外

双方由对抗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⑤其二，基于第一点，清政府不仅顺利消灭太平天国，而且开

启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局面。尽管笔者不同意“中兴”之说，但清政府此后的确进入了一个

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批想有所作为的满汉官员的努力下，又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

经历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之后，统治者终于认识到旧的教育、军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复杂的

时局。可以看到，清朝军事近代化的步伐最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清军就已经开始用近

代化武器装备自己，这也成为清军最后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

局等企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初步启动 ；同文馆的创设，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

而随后的海军建设，也应视作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在旧体制

下实行新举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比如同文馆聘请外国教师并讲授西洋天文历法一事，同治皇

帝已经下诏批准，但却遭到很多朝廷官员的反对，最有代表性就是大学士倭仁 ：

惟以奴才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请

为我皇上陈之。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

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 ；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

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⑥

倭仁俨然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士人的意见，因此当时的每

一点改革都非常困难。比如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就以旱灾为由，认为设立同文馆等举措违逆天意，

要求关闭同文馆。⑦好在经过蒙难的慈禧太后比较坚决地支持洋务派，批评杨廷熙几千言的奏折

“甚属荒谬”，对相关从事洋务事业官员的攻击完全是“肆口诋诬，情尤可恶”。⑧因此，尽管清廷

高层意见分歧极大，但这个时期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基本能够顺利通过并付诸实施。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其最有成效的部分之一，更是中国从完全

被动卷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晚清六十年危局之所以能够苦撑，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统治阶层的部分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融入世界、接受国际规约是中国生存的必要前提。奕

䜣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前，曾是一位非常顽固的排外分子，但通过与列强的多次接触，他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此后他迅速转变了态度，成为最开明的改革派，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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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如果没有他的操持，总理衙门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新锐人物，也不可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总理衙门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而且也是推动清朝逐渐与世界接触、进入世界大家庭的

关键环节，成为清王朝接触世界的最主要的窗口。正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了总理衙门，

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才开始步入正轨，开始真正学习西方外交手段和策略。尽管民族主义书写模式

下的中国近代史依然认为中国是在服从列强的条约体系，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中国人

意识到了近代外交的重要性，从此以后中国人才开始认真学习国际法和近代外交规则。此后一段

时间，尽管中外冲突依然不断，教案屡次发生，但中国与列强的交涉相对更加平和、公平，也就

是说，中国人通过学习西方来同西方抗争，并能通过国际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奕䜣就在中

外交涉中尝到了运用和学习国际法的甜头，并以此为理由建议朝廷多多印行丁韪良翻译的《万国

公法》，分发给涉外官员学习。⑨此后，越来越多的从事外交事务的清朝官员逐渐学会了自觉遵守

国际条约，并意识到这些条约既保证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能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尤其是从长

远来看，更是限制了外国人的特权，成为抵御西方侵略的有效策略。 

芮玛丽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的外交水平和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 1868—1869 年间，近

代中国第一次显示出有能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直接压迫的情况下，就一个条约进行谈

判。”⑩另外，芮玛丽还认为，同治年间以奕䜣、曾国藩为代表的改革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是“在旧秩序的范围之内，实行激进的改革”⑪，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见解。总理衙门的设立就是“在

旧秩序内实行激进改革”的典型事例，它是在原有机构不做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在旧机构之外重

新设立一个新的外交机构，此后这个机构的功能不断增加，从非正式制度变为正式制度。同时，

她也批评中兴大臣们虽然意识到学习和传播西学的重要性，但只是在国内采取一些措施，而没有

及时派人到西方学习。⑫芮玛丽的批评非常到位，因为中国直到 1875 年才决定正式派出驻外使节，

这是中国不能深入和全面学习西方的重要原因，也是与日本逐渐拉开差距的重要原因。可见，在

技艺与具体策略上学习西方相对容易，而一旦涉及意识形态或体制问题则非常之难。⑬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到传统的对外策略已经失效，必须顺应欧美列强的新

策略。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们既趋新又守旧，既改革又守祖规。这是清廷曾有希望但最终崩

溃的重要原因之一。1860 年代后期，清政府务实的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改革措施，很好地维

护了国家利益。但晚清所谓“中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坚持下去。究其原因，如上文所说，最

重要的是统治阶层由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原因不能下决心走出孤立状态。结果仅有极少数人具有

与世界接轨的意识，绝大多数人固守固有文明，而拒绝与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使清政府在

1870 年代后期快速走向保守，如清流党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对改革派大肆挞伐，后果极其严重，

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中法战败、甲午战败、辛丑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王朝的最后几年，清

政府再次试图走出孤立，实施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为时已晚。

列强的共识 ：维护清朝统治以保证在华利益

很多学者注意到，至 19 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大厦将倾。⑭尽管太平天国

最终失败，但以英法为主的列强却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或另立新君，或制造中国分裂，但列强

并没有这样做。⑮因为，列强认为，中国统一而非分裂，才符合它们的利益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清政府，因此，利用它更容易实现对全中国的控制。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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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逐渐学会了与列强“合作”，改变了以前那种“蛮

横”“欺诈”的做法。清政府在与列强的冲突中，不得不逐渐学习近代外交手段，逐渐改变传统

帝国的对外交往方式。可以看到，在晚清最后五十年，尽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屡有反复甚至倒退，

但总体来看，仍是逐渐走向近代化的。

“利益均沾”既是英、法、美等列强控制中国的共识，也是其在中国谋取长期商业利益的重

要手段。就此而论，列强不希望清王朝崩溃。清末海关是中外共管、双方得益的典型案例。外

国人接掌中国海关，起因是 1853 年小刀会骚扰，破坏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

使上海海关无法照常课税。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方面急需此项关税以应军需。列

强方面，自 1842 年以来中西贸易逐渐扩大，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外商感到诸多不便，

也希望有所改革。从法律层面讲，《南京条约》曾规定英国可以派遣海关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以

确保关税的正常征课。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增加海关收入不易 ；列强也很难直接插手清政府的

政治体系，而海关总税务司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核心机构或是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清政府同意由外国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税收。⑯事实证明，此项举措不仅对列强与中国

的贸易非常有利，而且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收入。

清朝前中期主要有三个税源 ：田赋，每年约 3000 万两 ；盐税，每年约 500 万两 ；关税，每

年约 500 万两。至晚清时期，传统税种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如田税，清朝虽曾规定永不加赋，但

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做到，迫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赔款的压力，清政府开始逐渐提高田赋，

到 1911 年，田赋收入达 4800 多万两。盐税方面，清廷通过盐税抽厘和食盐加价的方式，也大幅

提升了盐税收入，1911 年这项收入高达 4600 多万两。关税收入在这个时期同样非常可观，因为

以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辟为通商口岸，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关税收入

自然增长也非常快，1911年已经达到 4300多万两。⑰最关键的是，关税是清政府最容易支配的收入，

除了支付赔款和偿还借款外，关税在清政府洋务活动及宫廷开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清代

关税机构及作用的变化，也成为引领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

因素，⑱甚至成为引领中国艰难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因素。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即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以及太平天国战乱后为什么得以存续？笔者认为

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 1861 年咸丰皇帝死后，一个新的、迥异于此前的领导阶层产生，而这个

领导阶层“有能力重组朝廷”。这个新的领导阶层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炼后，逐渐认识到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开始改变或抛弃传统的对外策略。⑲其次，正是基于第一点，

1860 年以后，中外关系有了根本改善，即清政府接受了列强尤其是英国武力胁迫下所要求的新

秩序，此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就转变为帮助清朝打败叛军，因此接着而来的是一个中英合作的时

代”⑳。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且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清政府劫后余生，部分

原因是因为其乐意且有能力满足外国势力在华的利益而得到了他们的扶持，所以列强乐意为了清

廷的要求而与太平军斡旋。随着太平天国内部矛盾越来越大，且战斗意志逐渐消沉，列强对太平

军能否有能力统治这个国家并承担既定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英国和法

国终于明确态度，积极协助清廷围剿太平军，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与清政府

完全结束了敌对状态。太平天国灭亡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关系逐渐升温，进入较为愉快的“合

作时期”，在华的西方各国势力愿意协助中国推动战后由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所领导的自强运动。

显而易见，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视角或殖民主义视角下，很难做出以上判断和分析。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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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视角下，这种论述是难以让曾经的被殖民国家接受的。可是，如果诉诸历史事实，这又

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从近代历史发展来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西方殖民者，除了抗拒殖民主

义的正义性外，客观上又无不存在对现代文明的抵拒 ；换一个角度，殖民者当然有其侵略性的一

面，但客观上他们又给被殖民者带来了先进文明。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导致民族主义视角和殖民

主义视角两种叙事模式的不可兼容，要想恢复历史真相，必须两种模式互补，或者借助其他的言

说方法。

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事实。

其一，在中西交往之初，至少从马戛尔尼使华开始，西方就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 ；后来

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前提仍然是视中国为民族国家。马戛尔尼拒绝跪拜礼仪，不是

单纯因为担心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认为他代表了英国，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他不可以代

表英国行跪拜礼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坚持驻使北京，是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近代外交惯例。

列强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政改革，所有中外关系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有赖于此 ；而且，

中国只有克服自身的弱点，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㉑当然，让清政府了解世界局势也是非

常重要的，所以列强曾帮助中国人翻译和学习国际法，可惜国际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发挥应有的

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所致。中国人并不将关税限制、领事裁判权及最惠

国待遇等作为头等大事，而是将诸如是否叩头等礼节性问题视作最要紧之事。㉒起初，列强不理

解这个帝国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可是，现实世界客观上已经不允许古老帝国以传统的方式存在了。

在此过程中，列强一直认为，“中国接受这一事实并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只是时间问题”㉓。

这与西方国家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就此而言不可否认，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是文明

和现代化的传播者。

其二，对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也需要更为客观冷静的分析。尤其是像蒲安臣、赫德这样的

人物，尽管他们是列强的代表，但其所作所为也需要客观看待 ；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是“站在

中国和西方的世界之间”㉔，既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打交道，又经常比较友善地提出一些意见

和建议。比如，威妥玛曾建议中国兴办铁路、电报、采矿、学校等事业，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友

好的表现。赫德更是如此，他在中国的事业兴旺发达，个人收入更是让国内同行羡慕，但客观上

他也尽可能地帮助中国。他曾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说帖，试图站在第三者立

场论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但总理衙门开始时并不信任他，一年半后才转呈皇帝。㉕

关于中国的局势，赫德在 1900 年认为，列强对中国有三种办法可供选择 ：1. 瓜分 ；2. 改朝换代 ；

3. 修补清政府的统治。他认为，前两种办法都不可取。因为，瓜分将导致人口众多的中国陷入动

乱、苦难和不稳定 ；改朝换代同样不可取，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位能被全国接受的声望卓著的

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改朝换代会导致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种办法了，“即

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还在运转的王朝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充分利用它。现在的这个王朝

还没有衰老，它的命令还通行于全中国，承认这个王朝将会是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最容易的解决办

法，而给它以支持比任何其他行动都能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全面的安宁”㉖。在整个晚清时期，

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采取的其实就是第三种办法，即设法维护清朝的统治和统一。比如，1860 年，

英国政府派额尔金第二次来华就外交使节驻京及大沽口被袭等问题谈判时，外交大臣约翰·罗素

“还提醒额尔金要避免动摇清王朝的执政根基”，而且“女王陛下会极为关注这类事态”。㉗作为英

国政府在华的重要代言人，赫德经常给清政府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滇案”发生后，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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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宜早出使英国，只有这样，两国才能及时沟通信息，相互了解，便于及时处理两国间的事务。

他指出，英国对华并无领土野心，只求双方互惠，英国对清政府在“滇案”处理中拖延塞责的做

法不满。㉘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大使。

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各不相同，所以其对待中国的方式也不是完全

一致，但在基本问题上，在维护和支持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这一点上，列强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比如，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但在晚清时期，俄国经常作为清政府外交的调解人出现（这一点

当然与李鸿章对俄国的高度信任有关），在这个时候，作为调停人的俄使，也极力维护清政府的

存续及其合法性，因为俄国与中国的条约都是与执政的清政府签订的，㉙一旦改朝换代，这些条

约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诺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存续和演变过程中，如果缺少外生力量的冲击，如果任由各社

会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自然生长和发育，则很可能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

入效应”而不断自我复制或“内卷”，尤其是那些囿于深厚传统和文化的社会，仅靠自身很难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或秩序之中。㉚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可以用诺思的理论来解释，即中国近

代因素的发生受到外来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和惰性过于强大，因此除器物层面，

思想、制度、传统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化非常困难。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所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问题，

都可以从中国与全球的视角得到合理解释。无论何时，融入世界潮流，才是国家发展强大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