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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下半叶，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晚清时期中国的形势。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变局指变动的局势、非常的局面，

需要以非常的思路和措施加以应对。为什么是“三千年”，为什么是“百年”？“三千年未有”的

是什么，“百年未有”的又是什么？面对“未有之大变局”又如何应对？这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

题。本文将从世界－历史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提供一个认识和分析框架，

并不提出具体对策，那已超出本文范围。

“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与
历史中国的叠加及应对

徐　勇 1　张慧慧 2

【内容摘要】　近代以来的中国遭遇和面临两次“未有之大变局”。以“关系中的国家”作为分析视角，

可以揭示“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和应对的机理。19 世纪，中国作为地域性国家进入“世

界历史”进程之中，建立起与世界的关系，而长期存续的历史关系则是基点，由此形成

世界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交汇和叠加。在单向的全球化和世界竞争体系下，中国被卷

入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历史关系的巨大惯性，中国最初

在大变局中处于消极应对状态。作为世界的中国，又力图在大变局中寻求变革，经过

一百多年的努力，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向全球化正在被重新塑造。在这一

过程中，历史的中国并非只是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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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的国家 ：一个分析视角

“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一个国家存在其中的局势的重大变化。认识这一变化，是为了寻求应

对这一变化的思路与对策。前者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后者指人面对客观形势如何

应对。客观形势意味着人们面对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应对意味着处

于不同关系中的人面临客观形势的行为活动。“关系中的国家”是本文的分析视角。

之所以将“关系中的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原因在于人是国家的核心要素。国家是因为人的

需要而产生、延续和演化。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结成不同的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能

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存在。

关系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

面。”②社会关系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人由于某一纽带进行联结并发生的联系。马克思认为 ：“社会

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③ 个人通过各种联结

和关系形成社会。“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④任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种联结和关系之中，

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扩展性与叠加性的特点。社会关系的扩展性是指社

会关系从产生到发展的不断丰富的过程。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十分简单。“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

关系。”⑤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的联结，社会关系逐渐丰富起来。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是人类文

明进化的重要标准。社会关系的叠加性是指社会关系的扩展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多种关系的

重合。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对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意义，并构成国家演进背后的决

定性因素。国家正是在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存续和演进的。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透过复杂的

现象发现内在的根据。他认为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

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

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⑥“现实的关系决不是

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⑦“未有之大变局” 意味着

一个国家所处于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受制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国家不是自然物体，而是人的结合，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

国家一旦产生，除了受制于客观性的关系之外，还会再生产新的关系。国家是通过政治权力体系

将一定地域上的人口联结起来并加以治理的政治共同体，其本身包含着联结和关系。结合为国家

的人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并会在面临不同关系格局时作出不同的反应。孙中山先生从人的能动性

的角度，将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这三类人既存在于客观关系之中，又

会对客观形势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作为政治行为集合体的国家，由于人的行为选择，会创造

一种新的关系格局。这就意味着面对“未有之大变局”的反应及结果。

总之，“关系中的国家”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关系决定国家，二是国家

创造关系。⑧

①⑤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第

60页，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604页。

③④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5 年，

第 221 页，第 52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第

363页。

⑦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0 年， 第

377—378页。

⑧ 分析框架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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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第1 卷，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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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在中国的文明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这

一变化集中表现为有着数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遭遇了非常的局面。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人与世界的

关系和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变化来界定，即中国处于全新的关系格局中，从而塑造出世界的中国与

历史的中国的双重叠加关系。　

人与他人的联系需要通过一定的纽带，借助一定的方式将人们联结起来，并形成社会。因此，

人的关系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是血缘和地域关系，

人是“地域性的个人”，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①。这种地域性的存在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其一，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最初的人们生活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

只是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生活的地域范围才逐步扩大。早期中国人以“天

下”来界定地域范围。最初的“天下”实体范围很有限，更为广阔的“天下”只是一种无边无际

的想象。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域，人与人的联结只能是地域性的联结，所形成

的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关系。尽管其他地域有人的存在，但彼此间并没有联结起来。有世界，但

没有产生世界关系，即人与世界的联结。　

其二，人们的生活缺乏彼此间的依赖和影响。地域性存在不仅仅指特定的地域限制范围，更

包括地域上的人的相互交往及其彼此间的依赖和影响。人们的活动领域可以达到一定的地域范围，

但在这一范围内的众多人彼此间并不发生联系，特别是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在自然经济条

件下，人们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日复一日重复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外部世界并不发生

相互依赖的联系。有世界，但这个世界与人的日常生活无关。

进入 15 世纪，人类历史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这就是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一些沿海国家的人们纷纷通过远航跨越海洋，发现了大量欧洲之外的

地区。人们的活动范围从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过去生活在分散孤立地域范

围内的人有了交往的可能，人与人的联结和关系大大扩展和丰富了。

地理大发现只是为人们的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并不意味着不同地域空间的人必

然与其他地域空间的人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只有当航海与商业利益合为一体时，其结果才会

对全世界的人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一种社会交换。商品是一种中介、一种纽带，它将不同的人联

结起来，形成社会联系。原来互不相关的人由于商品交换而建立起联结。但是，并不是有了商品

经济，就一定会将所有的人联结起来。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交换及由交

换建立的社会联系仍然是有限的。人们仍然处于“地域性的存在”状态。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的大工业，才最终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原有的自然经济建立在

手工劳动基础上，其生产成果受到大自然的严重限制。而机器大工业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可以进

行反复生产，并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工业生产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种生产方式对过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颠覆性

的变革，并突破了过往的地域性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

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②“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

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

①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 卷，

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8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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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①

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在扩大人们之间联结的同时，改变了人的存在和命运，也改变了人类的

历史。人类由过往分散孤立的地域存在状态走向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

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

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

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

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②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

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

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③。人们之间的联系，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地域

性联系，而是世界性联系。人们建立起世界关系，人们的生存和命运都与世界息息相关。此时，

有世界，更有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中国并非没有走向世界，只是自然经济对土地的依赖和束缚使

得中国缺乏走向世界的足够动力。中国人没有能够迈出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因此，在漫长的历

史上，中国一直属于地域性的存在，是地域性的中国。其自给自足性和文明优越性使得中国人对

外部世界缺乏兴趣。中国的重心始终在赖以生存的陆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

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④

随着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西方人走向中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多人口

的国家及市场。对于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而言，没有中国，很难说是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开辟世

界市场的冲动，必然驱使他们走向中国。但即使如此，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难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

象。西方人将各种经济手段使用到极致，也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只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西

方人拥有了远远超越刀剑的武器，才凭借暴力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

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为标志，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这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

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⑤不平等的条约体

系使得中国成为半殖民地。中国从此作为依附性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由一个地域

性国家转变为世界性的存在，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发生的事情不再与中国无关，相反是息息相关。

中国也不能再像过往置身于世界之外，否则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世界关系成为支配中国的主导

性关系。这便是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容的中国局势。

与印度不同，中国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结，形成世界关系，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且始终没有

成为印度那样的完全的殖民地。这除了与作为印度宗主国的英国在世界上不再是一国独大的地位

有关外，更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并没有因为进入“世

界历史”的进程而失去历史积累的内在基础。中国人在建立世界关系时，与历史结成的关系并没

有割裂，反而深深地支配和影响着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后的进程。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国，同时

也是历史的中国。

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是形成历史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界里区别分明的这些地形特质，

形成了一种主要的历史关系”⑥。位于东方的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一环境

提供了作为古代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的良好条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连续性

的国家。黑格尔通过对世界文明的比较，表示 ：“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

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⑦美国的全球史权威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 ：“中

①②③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 276 页，第

88—89 页，第 86

页。

④ 斯塔夫里阿诺

斯：《全 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

纪》( 第七版修订

版 ) 下册，吴象婴、

梁赤民、董书慧、

王昶译，梁赤民

审校，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3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

斯论中国》，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年， 第 131—132 

页。

⑥⑦ 黑格尔：《历

史哲学》，王造时

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7 年，

第62页，第72页。



特　　稿   二 O 二 O 年  第十期

45Oct.   2020

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芨多王朝古

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对比之下，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

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 20 世纪。”①本来，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但

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国家。“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

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印度

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②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

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③。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

密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中国是以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完整的持续性的国家形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这种历史

关系不会轻易为世界所改变，反而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作用。毕竟，在“世界历史”进

程中，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体单位，人们都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存在的，且国家的边界更为明

晰和确定。在这一条件下，人们的存在条件和命运受制于世界，也会受制于历史。特别是对于中

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历史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由此形成世界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双重叠加。

世界－历史关系叠加以及由这种叠加塑造的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交汇，成为我们理解“三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框架。

单向全球化与世界竞争体系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 19 世纪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发出的警告。其重要特点便是中国

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处于世界竞争体系的格局下。这是过往的中国从未遭遇过的客观局势。

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意味着人类从分散孤立的状态联结为一个世界整体。人类社会日益深

刻地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彼此形成一个世界整体。任何人和民族都属于这一世界整体中的一部

分，并受到世界整体的支配。“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

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

响。”④世界整体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过程，便构成了全球化。

但是，起初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是由某一部分人发动并作为

主导者影响另一部分人。从地域上看，“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

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⑤。从社会力量看，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这

种主－从关系构成的全球化具有单向性特点，即由支配者塑造出一个受支配者支配的世界。

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是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的。地理大发现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

生和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最初也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率先生长出来。地理大发现则将这一生产方

式带到了全世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

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⑦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具有强制性。由于发达的生产力，

资产阶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强制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

① 斯塔夫里阿诺

斯：《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

进程》上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314页。

②③ 黑格尔：《历

史哲学》，第98页，

第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687页。

⑤ 斯塔夫里阿诺

斯：《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

纪》( 第七版修订

版 ) 下册，第 413

页。

⑥⑦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

第 276—277 页，

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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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在经济上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以经济强制力量为基础，

并随着国家力量的增长，以国家力量加以护卫，将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全世界，改变着世界上所有

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可以说，19 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

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②谁掌握了这种超级物质力量，谁就有了支配他人命运的手段。

以蒸汽机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往难以突破的地理空间限制被突破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过往近乎停滞

的时间被改变了，人类世界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形成了所谓的“世界时间”。

迅速变化的世界充满着竞争。“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

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

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

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③这种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过往生活在各自地域

上自给自足的人们进入到一个通过竞争获得优势地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成为社会普遍的法则。“世界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历程。这种竞争会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激烈。“一旦民族国家……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

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④“伴随着欧洲从 16 世纪开始经历的经济突破，欧洲国

家体系的竞争性机制还推动了欧洲‘文明’在全球的扩展。最初，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促使和推动

伊比利亚人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的一个条件。后来，英国在与法国展开全球竞争的刺激下，不

断进行斗争，最终实现了对整个欧洲新开辟的殖民地的正式控制，树立了事实上的霸权地位，并

取得了先前的新世界的所有权。至 19 世纪后期，几乎是更加势均力敌的欧洲工业强国之间的竞争，

推动着对非洲的瓜分，并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⑤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整个世界便处

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并将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卷入这一体系之中，要么成为战胜国，要么成为被占

领地。

世界竞争体系中的被动反应

当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容 19 世纪中国局势时，已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激

烈的世界竞争体系之中。只是由于历史中国的既有运行轨迹，使得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动

应对的格局之中。这也是由历史关系与世界关系双重叠加造成的。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在一定地域上长期存在和延续，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制度。自秦始

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帝制是以王朝更替的方式演进的。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便会发生

王朝更替，原先归属于某一家族的皇权，改由另一家族执掌，由此形成一种周期性的政治变动。

而每一次周期性的变动之前，都发生了相应的危机。变动正是由于危机产生。“从十八世纪末起，

在位达 150 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覆亡的种种困境。”⑥到清朝后期的 19 世纪，

历史中国的周期性危机开始出现。

总体上看，清朝后期遭遇的危机与过往的一些朝代相比，并不是最严重的。即使这些危机的

进一步发展造成清朝的灭亡，也不过是又一次王朝的更替。只是清朝所处的时代与过往任何一个

朝代都不同，这就是进入到世界竞争体系之中，由此使得清朝不仅仅面临着王朝更替的危机，更

①③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

第 276 页，第 275

页。

② 斯塔夫里阿诺

斯：《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

纪》( 第七版修订

版 ) 下册，第 493

页。

④⑥ 费正清：《美

国和中国》，张理

京译，北京：世

界 知 识出版 社，

1999 年，第135页，

第158页。

⑤ 西达·斯考切

波：《国家与社会

革命——对法国、

俄国和中国的比

较分析》，何俊志、

王学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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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世界竞争体系的挑战。

世界竞争体系是以独立的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在激烈的竞争体系下，无论什么国家，只有积

极参与竞争，才能获得独立和取得优势地位。正是在这一格局下，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进行变革，

包括对君主制的废除。

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世界竞争体系，帝制中国是以被动的状态应对的。一是 19 世纪中

国正处于周期性王朝危机和世界竞争造成的危机之中。在双重性危机下，统治者极力维持和保存

原有国家的完整性。它没有，更不可能像世界其他一些帝制国家那样积极向外拓展。二是在双重

性危机下，统治者被动地打开国门，在接受外部事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保守原有的制度，使之

不至于动摇帝制体系的根本。三是统治者对于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及面临的危机缺乏深刻的体认，

仍然在帝制体系下维持着奢侈和寄生的生活。每次变革都是由于战争的失败而不得已的被迫行为。

在世界竞争体系下，这种被动性的反应不仅难以保守历史的成就，而且会使国家处于更加被动的

状态。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意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作用，兴起了自强运动，大量引进

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器物层面的大规模对外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大大促进了中国

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建立起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同治一朝迄未派遣驻外公使，但派遣使

团出洋，表明清廷已察知‘有来无往’‘一概茫然’的积弊，开始走出国门，步入世界了。”①但是，

此时的引进和开放还限于缺什么补什么的阶段，对外部世界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中国人普遍认

为鸦片战争失之于“技不如人”，只要通过技术的引进便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只是到了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为之震撼，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反思意识，并

激发起中国人对制度变革的重视。这是因为，日本过往远远落后于中国。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前，

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某些方面也不亚于日本。甚至有中国“近代海军的规模，号为仅次于英美俄

德法西意七国的世界第八海军”②的说法，但战争结果则是中国惨败。“马关条约乃是一八四二

年中英江宁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勒索最巨、中国割地赔款最多的一个侵略性条约。”③“输了

如此关键的战争，败给那个微不足道、过去鄙视的邻居，向许多人阐明了不计任何文化代价进

行日式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④人们开始将变革的眼光投向制度，由此有了“维新变法”。只是

这一变革触及“祖宗之法”，更触及“祖宗之法”背后的既得利益，仅仅持续百日便告一段落。

历史中国的强大惯性支配着这一变法。“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

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

改造。”⑤

随着外部力量日益深入中国内部，社会底层的自发反抗被激起，从而在 1900 年爆发了“义和

团运动”。这一运动兴起后，清朝统治者开始希望利用这一民间力量对抗列强。但在列强入侵首都

之后，清朝统治者又转向更大的屈服，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它是马关条约之后又一个更加

屈辱的投降书。”⑥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更大屈辱后，清朝统治者终于有了实行“新政”的自觉。“面

对残破的河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皇室要挽救清廷统治，不得不倚用曾经抗旨但拥有实力的

汉人督抚，也不得不接纳变法维新的普遍要求，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为垂死的清朝再创生机。”⑦

中国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从技术自强到制度变革，经历数十年时间，且其中遭遇了多次

战争的失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才激发出全面开放和制度变革的自觉。进入 20 世纪，

这一变革进程大大加快。

① ② 蔡美彪等：

《中国通史》第11

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5 年，

第 331 页，第 432

页。

③⑥⑦蔡美彪等：

《中国通史》第12

册，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5 年，

第75页，第168页，

第181页。

④ 罗威廉：《最

后的中华帝国：大

清》，李仁渊、张

远译，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6 年，

第230页。

⑤ 费正清、刘广

京：《剑桥中国晚

清史》下卷，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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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动变革重新塑造全球化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近

代中国一百年的积极变革密切相关。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动积极变革，正在重新塑

造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格局，变单向的全球化为多向的全球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

临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遭遇的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单向的全球化。这一全

球化的重要目的是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这一努力一直未能成功。

首先便是在中国遭遇了重大挫折。

面对外部入侵，中国的民众与印度不同，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当他们的家园受到

侵犯时。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印度所没有的历史关系。中国人的家园和社稷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

下来的，具有历史的神圣性。它不容许外来力量的随意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中国民众

面对英国入侵时的积极反抗。恩格斯为此指出 ：“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以道德方

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

争。”①恩格斯还预见到 ：“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

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

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

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维护数千年沿袭的帝制体系，殊不知这

一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能够引起世界性革命的新因素，从而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在中国

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 ；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

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

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③自此，中国的变革进入

一种新的变革类型，这就是对周期性变革的超越，具有了持久性变革的性质。“持久性的变革是

指由于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改变了中国生活的过程。”④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

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入机器进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

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⑤。

随着清朝改革的失败，终于兴起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生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革命，并最终建立起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新

的国家政权。受世界－历史关系的支配，20 世纪的革命具有综合性因素。从历史关系来看，它反

映了占历史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的意愿。从世界关系来看，它反

映了受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较大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而激烈的世界竞争导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自我消耗，争取独立的民族革

命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取得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为中国进入世界竞争体系提供了根本

性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并在世界

竞争体系中获得一定的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往的落后国家主动参与世界竞争的努力和成

就，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即世界不再是西方单向的全球化，而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多向的全球化 ；

①②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

第 710 页，第 712

页。

③《马克思恩格

斯 论中国》，第

172页。

④⑤ 费正清：《美

国和中国》，第163

页，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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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只是西方要求他国开放，而是过往相对落后的国家主动对外开放。这正是“当今世界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才刚刚开始。

“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客观局势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人的行为的重大变革。这种历史结

果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

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

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

合力，即历史结果。”①从世界－历史关系的角度看，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变革的历史合力主要表现

为四种力量。

其一，世界提供了过往历史没有的要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是随着交往的扩大而

发生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世界历史”的形成，

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要素前所未有地增长和丰富，从而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正是进入到“世

界历史”中才获得了过往没有过的新的条件和动力，而在主动的对外开放中才获得了主动地位。

其二，“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政

治单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依赖、合作、竞争、冲突和强制。“世界历史”

是以非均衡状态发展的，各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同。中国进入“世界历 

史”进程具有被迫性，长期面临和伴随着外部压力。这种压力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三，历史是人们存在的前提。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原有的地

域性存在的国家制度难以适应全新的环境，因此要被变革。当世界走向中国时，中国也必须走向

世界，由此产生内在的变革动力。

其四，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世界的中国意味

着中国不能再以过往的方式生存，要变 ；历史的中国意味着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变的方式

和类型不同。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历史的中国并不都是消极的存在，它

会在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结语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终于在“世界历史”的轨道上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相

互依赖愈来愈深刻，相互影响愈来愈广泛 ；另一方面，单向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

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大变动。作为世界的中国，要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大变局中扮演主动开放的角色。近 40 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正是依靠改革开放，才使自己的世

界地位不断提升，并成为全球化格局的重新塑造者。作为历史的中国，当下与过去、与未来有着直

接的联系，世界的中国是在历史的中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兴利除弊，

认真分析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历史方位，才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思想上、

认识上和战略举措方面，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之所以相

当长时间处于被动状态，便在于缺乏对“未有之大变局”的自觉认识，难以主动应对。在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尤其需要理性对待，深度讨论，提前布局，沉着应对！

编辑　杜运泉　校对　杨义成

①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5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