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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 

“中国威胁”论 

——从中国对外经贸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陈 安 
*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

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

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 19 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

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

变种，它们之间的 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

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

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本文依据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

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揭示“黄祸”——“中国威胁”论本质上从来就是一

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依据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

中蕴含的法理原则，揭示“黄祸”——“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

最后，本文提醒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

掉以轻心，“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

中取栗”！  

 

【目次】 

 

一、引言：“中国威胁”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虚构？还是真实？ 

二、“黄祸”论的本源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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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四、结束语：尊重历史，达成共识 

 

 

一、引言：―中国威胁‖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虚构？还是真实？ 

当代―中国威胁‖论的老祖宗就是当年的―黄祸‖论。当年―黄祸‖论的嫡系子孙

就是当代的―中国威胁‖论。它们究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还是别有用心，主观臆

断，无中生有？ 

——这个问题，至少已经争论了 140 多年。它不但是历史性的问题，而且更

加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其新例证之一是：最近几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

在南中国海诸岛领土主权归属上的争议逐渐―升温‖，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大量

史实证明西沙、南沙等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维护中国对这些群岛的主

权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与睦邻友好政策，一

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通过相关当事国双边的平等协商，逐一和平解

决争议。1
 

但是，在亚洲地区攫取了霸权利益的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大其既得霸权，虽

远在太平洋彼岸，却极力插手太平洋此岸附近的上述问题，挑拨离间，煽风点火，

唆使、怂恿和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采取各种单边的极端手段，对抗中国提出的

和平、合理建议，驱使它们为美国―火中取栗‖！事实上，美国的行为严重威胁到

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有关各国的友好合作，它却又一次―贼喊捉贼‖，大肆鼓

噪―中国威胁‖论。最近，中国第一艘航母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出海试航，美国高

层人士和媒体又纷纷借题发挥，说是―中国航母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威慑周边

国家，将来也可能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中国的航母能够，可能被用

来威胁中国的邻国，美国盟国和朋友。航母能同中国其它军事能力一起被用来危

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紧接着，美国国防部又在其《2011 年中国军力报告》

中再次全面渲染―中国威胁‖论。2
 

                                                        
1 参见：《胡锦涛会晤菲律宾总统 强调把南海建成合作之海》，2011 年 8 月 31 日，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1-08/31/content_13411364.htm. 
2  参见：《中国拥有航母对美国的影响有多大？》，载于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available at：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14-CHINA-AIRCRAFT-CARRIER-IMPACT-ON-US-127687308.

html, last accessed 2011.09.03；China's New Aircraft Carrier Bolsters Its Regional Reach - Military benchmark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1-08/31/content_13411364.htm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14-CHINA-AIRCRAFT-CARRIER-IMPACT-ON-US-127687308.html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14-CHINA-AIRCRAFT-CARRIER-IMPACT-ON-US-127687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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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舆论针锋相对的回应是：―现在，有人介入南海、东海问题，刺

激海洋权益争夺加剧。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谋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

当头也不做附庸，不惹谁也不怕谁，不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

苦果。有人偏好‗中国威胁论‘，实质是‗威胁中国论‘。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

忽悠不了世界，居心叵测的‗威胁中国论‘更吓唬不住中国。‖
3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美国国防部年复一年发表这样的报告，对中国正当、

正常的国防建设指指点点，其中不乏夸大中国军事实力、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

的内容。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无益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中方坚决反

对，……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致力于维护和

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发展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

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必对

此感到疑虑。‖
4
 

中国国防部的回应是：―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不针对任何国家。随着科技的进

步，中国军队发展和更新一些武器装备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通行做法。中国军队积极与外军开展交流合作，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始终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美方的报告严重歪曲事实，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5
 

紧接着，中国国务院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长达 13，000 余字，全面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性，全面

地批驳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性。6
 

美国某些人当今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是非臧否，当然是个十分重大的现

实问题。但是，如果单纯地就现实看现实，就难以明瞭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深

                                                                                                                                                               

illustrates the status of China's armed forces, （中国的新航母增强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载于《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周刊网站，2010 年 8 月 15 日。See also: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d on August 2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3 参见：《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航母试航，蛟龙深潜》，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 年 8 月 11

日第 1 版。 
4  参见：《外交部：中方坚决反对美发表 2011 年<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1-08-27/content_3618436.html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5  参 见 ：《 国 防 部 回 应 ： 美 军 涉 华 军 力 报 告 严 重 歪 曲 事 实 》，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js/jsxx/2011-08-26/content_3613429.html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6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_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1-08-27/content_361843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js/jsxx/2011-08-26/content_3613429.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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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理解其本源和本质，就难免在认识上流于浅表和偏颇。反之，若能追本溯源，

把现实问题与其历史渊源密切联系，加以综合研究，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加以综

合剖析，那就能够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知其底蕴，清醒头脑，从容应对。本文

之作，就是力图沿此方向，进行尝试，综合地探讨和剖析―中国威胁‖论的古与今、

点与面、表与里。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

和学者，基于霸权主义的积习和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出于某种特殊需要，或者

出于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无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起劲地、反复地、

时起时伏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不无―依据‖，颇有

―创新‖，实则以史为鉴，就不难看出它面目依稀，似曾相识：它只不过是 19 世

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的―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7在新

历史条件下的―借尸还魂‖。换言之，当今美国霸权版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只

不过是当年俄国沙皇版的―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的最新修订版或最新

―变种‖，它们之间的 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实行的对外经贸

交往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

论准备的伎俩和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 

二、“黄祸”论的本源和本质 

―黄祸‖（Yellow Peril）论是起源于 19 世纪的主要针对中国、旨在宰割中国

的理论。扩而大之，它又是以肤色为标志的、针对亚洲众多弱小民族的蔑视之称

和种族主义谬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依据

                                                        
7 参阅：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名著《黄祸：一

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 Studien zum 

imperialistischen Denken）。 

海因茨认为：―黄祸‖论是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流行于欧美的帝国主义口号，是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向东

方特别是向中国实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用以欺蒙和动员国内外公众、获得舆论支持的政治骗术。他深入地

研究了大量来自英、美、俄、法、德的第一手资料，精辟、尖锐地指出：―黄祸‖这个口号的产生、传播和

分化―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帝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 口号必须精辟有力、明确易懂；必要时要加以概括，

变得粗野和进行歪曲。口号能起镇定人心的作用，或者正如大多数情况那样，能起煽动作用，唤起或加深

人们的希望和信念，但也能引起或增进人们的疑虑和惧怕。‖.―如果说，口号一般是为了唤起人们政治上的

兴趣，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新的方向上去，但它更经常地只是特别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

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哥尔维策尔的这种判断，可谓一针见血，点破了―黄祸‖论的本

质和核心。 

详见德国 Vandenhoek & Ruprecht 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该书，前言，第 8～9 页；或其中文译本：《黄

祸论》，商务印书馆，1964 年 4 月初版，前言，第 6～7 页。此外，还可参阅以下若干简明的有关词条：《黄

祸 论 》，  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5459.htm, 2011-7-5 ；《 黄 祸图 》， 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930.htm, 2011-6-28；以及《黃禍（ Yellow  Peril ）究竟是什么意思？》，

available a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9080.html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54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930.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9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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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把―黄祸‖论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口号‖，确认它是欧美

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经常“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

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8
 

19 世纪初叶，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欧洲的旅行家、传教士、殖民主

义者到过中国，写过一些论著，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宗教、经济、政治、文化、

人种等作了描绘，其中虽不乏正面的评价和期待，但更多是负面的丑化和抨击。

他们曾将蒙古人西征9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胡说中国这些黄皮肤、非基督

教的异教徒们，一旦觉醒和再度强大，势必对欧美白种人带来新的祸害，即新―黄

                                                        
8 见前注 7。 
9 公元 1206 年，蒙古族军政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 1162－1227)，统一了蒙古地区的

所有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大汗国(The Great Mongol Empire)，被推举为蒙古国的大汗。1219 年，西域的强

国花剌子模（Khorazm，现今的土库曼、哈萨克地区）当局杀害蒙古商队四百多人、抢劫全部财物，继而

又杀害蒙古汗国派往当地交涉的使者。成吉思汗震怒，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 1220

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国王西逃，蒙军穷追之，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

深入俄罗斯(Russ)，于 1223 年大败钦察(Kipchak)和俄罗斯的联军。1225 年，成吉思汗凯旋东归。1227 年

成吉思汗死后，1229 年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位。公元 1235 年，窝阔台派遣其侄拨都(Batu)率军进行了历时

七年的第二次西征，彻底灭亡了花剌子模国，又大举侵入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

欧洲腹心挺进。1241 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击败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中路蒙军主力攻入匈牙利。旋

因窝阔台―驾崩‖，拔都遂于 1242 年率军东返，1243 年初抵达伏尔加下游，随即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幅员辽阔

的―钦察汗国‖。欧洲白种人震惊之余，把此次亚洲蒙古族黄种人的短暂入侵事件，称之为―黄祸‖。这跟六

百余年后十九世纪亚洲人称向东殖民侵略的欧洲白种人为―白祸‖，成为一个对比。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

国通史》（修订本），第 8 卷（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上册，第 355～356、372～376、385～

386 页；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上册，第 83～84、141～156、157～162、263～265、

290～293 页；（明）宋濂等撰《元史》（校勘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一册，第 12～13、20～22、34、

63～65 页。另可参阅《成吉思汗西征》，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685.htm, 2010-12-24；《黄

祸论》，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5459.htm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这两次―西征‖，究竟是早年游牧部落蒙古人所为？抑或是其后文明中国人所为？——对于这个问题，

中外历史学家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可置疑的是：第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汗国建立于 1206 年，

1219-1025 年他第一次率军西征时，蒙古人尚未正式入主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第二，1235-1242 年

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第二次率军西征时，蒙古人仍然尚未正式入主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第三，成吉

思汗之另一支系孙子忽必烈南下攻占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并且在此基础上于 1271 正式建立中国元

朝，定都中国北京，那是在成吉思汗本人率军第一次西征 46 年之后，也是在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 30 年之

后，换言之，在 1271 年之前，中国元朝根本尚未建立；第四，蒙古人支系首领忽必烈 1271 正式建立中国

元朝之后，采纳中原汉族体制（―行汉法‖），尊孔子儒学，与汉人通婚，蒙汉两族大众基本上逐渐融合为一

体，直到 1638 年蒙族统治阶层被汉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击败、从中国中原退回漠北（指瀚海沙漠群的

北部，原为蒙古人的活动中心, 当年是北方匈奴-蒙古游牧民族向中原汉族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在现今的蒙

古高原地区和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与明朝对峙，嗣后改国号为“鞑靼”。在中国中原存续 98 年期间，中

国元朝从未派兵入侵欧洲。可见，第五，如一般流行说法，含糊笼统地说―中国元朝派大军侵入欧洲造成黄

祸‖，云云，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对于这段历史及其争论问题，鲁迅先生曾以其特有的幽默和辛辣写道：―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

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

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

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 1934 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

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

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 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参阅；《随便翻

翻》，载于《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2 页。并参阅：《元朝》，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3.htm；《元朝应该不算是中原王朝，好像西方国家都不承认元朝是中国的一

个朝代》，available at: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5834105.html?fr=qrl&cid=974&index=1 (last accessed 

on 2011-09-03).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6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54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3.htm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5834105.html?fr=qrl&cid=974&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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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10然而，学界一般认为，对―黄祸‖论加以初步―论证‖和鼓吹的始作俑者则是

沙皇俄国统治时期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他在 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

度和无政府状态》11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

1893 年《民族生活与民族性》12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使得―黄祸‖论基本形成。

这是―种族主义‖的谬论。但是，最初关于―黄祸‖的论述和后来的"黄祸论"的各色

―变种‖，虽然―一脉相承‖，却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色‖。 

（一）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经历过国势鼎盛时期，对全

人类文明做过长期的、突出的贡献。但是，进入 19 世纪以后，全球经济已逐步

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一切和加强对外扩张的历史阶段，而处在亚洲远东

地区的中国，其清代王朝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却昧于形势，仍然全面坚持其封建主

义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国势日益衰落。在―弱

肉强食‖的历史法则下，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争先恐后地觊觎、侵略、掠

夺和瓜分的主要对象。继 1840 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击败中国清朝政府

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

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同意割地、赔款、设立―租界‖、划给―势力范围‖…..等等，

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北部强邻沙皇俄国表

现得特别贪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俄国沙皇政府―趁火打劫‖，多次以

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相继签订了 1858 年的中俄《爱珲条约》，1860 年

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等，侵夺了原属中国

的大片领土及其漫长的海岸线。13
 

俄国人巴古宁率先鼓吹的―黄祸‖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笼的。为了

美化俄国沙皇政府的侵华行径，鼓吹―侵华有理‖，巴枯宁在 1873 年上述著作中

                                                        
10 美国著名的―黄祸‖吹鼓手斯陶特(A. B. Stout)在其 1862 年所撰小册子中自称曾参考和引述了上述―高

级权威人士‖的著作。参阅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

第 7～8 页。 
11 巴枯宁在历史上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所著此书曾受到马克思的深刻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55～708 页。 
12 参看 Charles H. Pearson,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Macmillan & Co., London and New 

York, 1893. 其部分内容的摘要中译，见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2～104 页。 
13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俄国沙皇政府夺取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 60 多万平方公里；

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约 40 万平方公里；中国西境的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周围地区 44 万多

平方公里。三者相加，原属中国的约 144 万平方公里领土全被俄国沙皇政府鲸吞。详见白寿彝总主编《中

国通史》（修订本），第 11 卷（近代·前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上册，第 173-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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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空捏造，信口雌黄，硬说中国是―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他深知

当时俄国沙皇对四周邻国一向怀有贪得无厌的扩张野心，并且正在得寸进尺地用

武力手段侵略和征服四邻，因此，他赤裸裸地向俄国沙皇献策：  

既然要迚行征服，为什么丌从中国开始呢？中国十分富庶，而且对于我

们来说在各方面都比印度容易下手，因为在中国和俄国乊间，没有任何人和

物的障碍。如果行，就走去把它拿来吧！ 

的确，利用已成为中国的慢性病的混乱和内战，就能在这个地区深入地

推迚征服事业，看来，俄国政府也正在迚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

满洲从中国分割出来…… 

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近六亿居民，这些人口十

分拥挤地居住在这个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阻挡丌住的潮流，

大批向外移民，有的去澳大利亚，有的横渡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

有大批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之

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乊间就丌再是俄国的了。 

请想一想，……将来怎么能阻止大批中国人入侵呢？他们丌仁会充斥整

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西亚的新领地，而且还会越过之拉尔，直抵伏

尔加河乊滨！ 

这就是简直丌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

他们人口众多，就这一点，就够可怕的了。……在中国腹地的居民受中国文

明的影响少得多，他们无比刚毅，悍勇好战，而且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亜的连

绵内战中养成了打仗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学

会使用现代武器和采取欧式的训练，这是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最新成就。

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同中国人的原始野蛮、缺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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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念、缺乏爱自由的本能，习惯于奴隶般服从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

虑到被迫向外寻找出路的中国居民多得惊人，那末你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着

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了！14
 

 

简言之，巴枯宁在这几段向俄国沙皇献策的谬论中，其主要之点是：第一，

中国是必然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巨大危险；但是，第二，中国现在内忧不断，国

力衰颓，软弱可欺，侵华容易得手，既可消除―威胁‖，又可开疆拓土，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因此，第三，俄国应当―先下手为强‖，趁机及早动手，从而―深入地

推进‖对华―征服事业‖。 

以欧洲文明人自诩的巴枯宁，其强盗逻辑论证得如此―坦率‖，如此无耻，开

了后世―黄祸‖论的先河，也令世人大开眼界！ 

在巴枯宁之流―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迷雾和烟幕下，贪婪无厌的俄国沙

皇果然在前述鲸吞中国领土约144万平方公里之后，又更加―深入地推进‖对华―征

服事业‖：1881-1884 年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以及 5 个《勘界议

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 7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92 年沙俄派兵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 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4 年沙

俄又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约 17 万平方公里。15
 通过鲸吞和蚕食，

沙俄先后夺取和侵占了中国领土 171 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大片被夺的中国领土的

面积，约相当于 3 个法国，或 5 个德国，或 15 个中国福建省。 

历史开始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

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 

（二）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19 世纪 90 年代，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华有理‖的舆论，

又进一步炮制了修订版的―黄祸‖论，即当年的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 

                                                        
14 参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马骧聪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8 – 109 页；

并参阅：前引《―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1～4 页；此外，可对照巴枯宁原书的英译本：Statism and 

Anarc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shall S. Shatz), Cambridge Press, 1990,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影

印本，pp. 99 – 100。 

    
15

 详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 11 卷（近代·前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上

册，第 221 页；《唐努乌梁海》词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72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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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英、美、法、俄诸国而言，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

形象地说，在列强举办的、以殖民地人民脂膏为美食的盛宴上，德国是稍为迟到

的食客，因此显得特别争先恐后，特别饕餮贪婪，特别不择手段。当年德国外交

大臣比洛的名言准确地表达了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决心和行动

准则，他公开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满足于蓝色

天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争得阳光下的地盘。‖
16因此，除了非洲地

区外，远东地区地大、物博、国弱的中国大地，理所当然地早就成了德国皇帝―志

在必割‖其一脔的―唐僧肉‖。为了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鼓吹―侵华有理‖的―黄

祸‖论就以德国修订新版的形式问世，一度甚嚣尘上。威廉二世不但发动全国报

刊大肆鼓噪新的―黄祸‖即将来临，而且在 1895 年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

草稿（德文：Die Gelbe Gefahr，英文：The Yellow Peril），让画家赫曼•克纳科弗

斯（Hermann Knackfuss）据以画成油画，送给沆瀣一气的俄国沙皇，以互相打

气，互相勉励。 

 

与此同时，又以此图为母本，制成版画，在德、俄两国大量印刷，广泛发行，

―轰动一时‖，为进一步公开侵华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17此图的正式的名称

是威廉二世所题的 ―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V&ouml;lker 

Europas, wahrt eure heiligsten Güter）。 这幅画居中手持剑的人物是基督教天使长

圣米迦勒，他与画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欧洲的基督教徒，而在悬崖对面右后方

的佛像与龙是代表东方，主要是指中国黄种人。该图可谓―图文并茂‖，其作画宗

旨和综合语言显然是利用欧洲白种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号召所有的欧洲人

应当在在基督教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带领下，击败来自东方的佛与龙，保卫欧洲人

的信仰与家园。在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的倡导、鼓励、支持和―秘密交易‖
18下，

                                                        
16 参 阅 ： 中 国 中 央 电 视 台 ： 《 大 国 崛 起 • 德 国 》 ， available at: 

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12/id_XNDQ1NDc=.html 
17 参阅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扉页《黄祸图》，

以及第 114、131、135～139、218、388 页的各种说明。 
18 据俄国十月革命后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密信中，

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12/id_XNDQ1NDc=.html
http://baike.baidu.com/image/3790312e879dab744ec226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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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

人种构成威胁，甚至胡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

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 

在大规模地进行侵华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之后不久，这位野心勃勃的德

国皇帝就以―巨野教案‖
19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开始公开的、赤裸裸的

军事侵华，于 1897 年 11 月命令德国驻远东地区的舰队司令率军攻占中国北部的

重要门户山东胶州湾（包括青岛），并于 1898 年 3 月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丧权

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允许德国在 99 年内对中国的北方门户胶州湾一带

实行长期的直接殖民统治；并把整个山东省划定为德国垄断的势力范围。20两年

之后的 1900 年，又是这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德国皇帝，为首组织臭名远扬

的―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肆意烧、杀、抢掠、强奸之

余，还迫使中国签订更严重、更全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21勒索了天文数

字般的巨额―赔款‖，逼迫中国―削平‖国防要塞炮台，同意列强在中国京城和多处

战略要地长期驻军，全面控制清朝当局充当列强在华统治的代理人，使中国人民

遭受空前的浩劫，生灵涂炭，使这个立国数千年、对人类文明做过突出贡献东方

古国，彻底沦为丧失独立自主权的半殖民地，濒临彻底亡国的边缘。 

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当年修订版的―黄祸‖论，即当年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的

真实立论意图和具体实践后果。这种立论意图和实践后果，在全世界稍具历史常

识的人民心目中，包括所有正直的欧美白人在内，都是记忆犹新的，特别是在深

受其害的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更是有切肤之痛，世代难忘的。 

                                                                                                                                                               

共谋按照―上帝的召唤‖，进行肮脏交易，达成分赃协议，互相支持夺取中国不同疆土：―正像我将乐于帮助

你解决俄国终将吞并某些领土（按：指中国旅顺口）的问题一样，你也将亲切地使德国能在不妨碍你的某

处地方获得一个港口（按：指中国胶州湾）。‖见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1920. 转

引自前引《―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113 页。 
19 参 阅 《 巨 野 教 案 与 德 国 侵 占 胶 州 湾 》 ，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lateqing/200708/article_10942.html 
20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统一之前，普鲁士—北德同盟即已跃跃欲试地向东方扩张势

力，图谋在中国获得一个根据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1869 年第三次来华旅行，通过考察向德国当

局献策：―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德国―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领胶州湾不可‖。中日甲午战争

期间，德国力图攫取中国领土的政策更为公开化。1895-1897 年，德国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割让胶州湾供其建

立海军基地的无理要求，均遭到婉言拒绝。于是，德国加紧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巨

野教案发生后 5 天， 1897 年 11 月 6 日，德皇即电谕德国驻远东地区的舰队司令蒂尔皮茨立即率领舰队进

攻和占领胶州湾地区，次日，德皇又谕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说：―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曹州府（巨野县）

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

定立即动手。‖其―坦率‖和无耻，跃然纸上，数十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参阅《巨野教案与德国侵占胶州湾》，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lateqing/200708/article_10942.html 
21 参阅：《辛丑条约》，available at: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9.htm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lateqing/200708/article_10942.html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lateqing/200708/article_1094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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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次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

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这位鼎鼎大名、鼓吹―黄祸‖论的德国皇帝，就是后

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位德国皇帝鼓吹―白人至上‖的―黄祸‖论，在德

国传统军国主义的孵化下，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德国盖世枭雄希特勒的―日耳曼民

族至上‖论和―犹太人卑贱‖论，而此人就是后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三）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美国霸权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1840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对华―趁火打劫‖的不仅仅有俄国沙皇政

府和德国皇帝政府。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列强侵华的―共同事业‖中，不但不甘落后，

而且―别出心裁‖，颇有―创新‖，其荦荦大者，诸如： 

1、1844 年，以武力胁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其中第 2 条

完全剥夺了中国政府的关税独立主权，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

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即应与美方商议并获得美方―批准‖。22
 事后，其他侵华列

强也纷纷效尤，逼迫中国政府类似的条约条款。根据此类条约条款，中国政府关

税税则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完全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并事先获得他们的首肯

和批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被破坏无遗，国门洞开，国库收入毫无保障，民

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2、 1899 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照会英、法、俄、日、意、德六国，

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倡议列强互换和分享侵华权益，以便协

调步伐，进一步彻底瓜分整个中国。一方面，美国承认其他列强在华既得的―租

借地‖和―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可在其他列强在华一切―租

借地‖和―势力范围‖内享有贸易自由，享有与其他列强同等的低关税等一切权益。

―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美国

侵华全面扩张政策的初熟征候。从此，美国在侵华过程中不再限于简单地追随英

国等西方其他列强，而是―后来居上‖，不断―创新‖，加紧和扩大了全面侵华的步

                                                        

    
22

 参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一册，第 51 页。《中美望厦条约》

第 2 条的英文原文是：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ire to modify, in any respect, the said Tariff, such 

modification shall be made only in consultation with consuls or other functionaries thereto duly authorized i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consent thereof. (Emphasis added,.)  See: online edition of the U.S. 

Statutes at Large, volume 8, page 592, available at: 

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sl&fileName=008/llsl008.db&recNum=605 

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sl&fileName=008/llsl008.db&recNum=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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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此项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加速了次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其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此项政策在 1922 年―华

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23中得到重申、确认和强调，从而成了美国用来

分享乃至排济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的有效手段。24
 

3、1900 年―八国联军‖发动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素以―民主典范‖、―人权卫

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竟与暴戾专制的俄国沙皇、德国皇帝紧密勾结，大量派兵积

极参与在华杀人越货、勒索赔款、瓜分中国和促使中国濒临亡国的残暴行径，留

下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 

4、1945 年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列强中的德、意、日三国战败，英、

法虽为―战胜国‖，但元气大伤，唯独美国―一枝独秀‖，它不但未遭战争重创，反

而大发―战争横财‖，国力猛增。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不久，在 1946-1949

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既得权益，直接插手

干涉中国内政，出钱、给武器、甚至派军队全面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动政府，进攻

中国解放区，极力阻挠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9 年 10 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

苦斗终于挣脱殖民枷锁 ，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不仅为首组织对华全面经济封

锁，又发动侵朝战争，直逼中国边境，力图入侵立足未稳的中国，把它―扼杀在

摇篮中‖。与此同时，又派出强大的―第七舰队‖，直接入侵中国的台湾海峡，极

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分裂中国国土，造成两岸中国人的严重对立，以便从中

渔利，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一百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配合着侵华的需要，论证―侵华有理‖，美国高

层的政客、军人、学者们一直不断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大力鼓吹美国版的―黄

祸‖论——―中国威胁‖论。诸如： 

1、19 世纪中后期，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下，财尽民穷，民不聊生，美

国矿山公司和铁路公司趁机从中国招募大量―廉价‖的华工―苦力‖，开发矿山，铺

设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华工为美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美国加州州长麦克道格尔（ John 

McDougall）曾于 1851 年称赞最能吃苦耐劳、安分守己、工资极低的华工，认为

                                                        
23 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法、意、日、

荷、比、葡、中 9 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可参看：http://baike.baidu.com/view/272026.htm 
24 参阅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第六编，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391～450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0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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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加州接受的―最有价值的移民‖。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美国加州经济开始

一度衰败，失业白人增多，白人针对华人就业竞争的憎恨被当时继任州长约翰•

比格勒（John Bigler）政治化，他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竟在 1853 年带头撰文，

将美国低层白人的不幸归咎于为美国立下大功的众多华人苦力和建造铁路的十

几万华人劳工，把他们作为替罪羊，鼓吹新的―黄祸‖论。25此后，在此类排华―黄

祸‖论的蛊惑和煽动下，1860-70 年代，加州及美国西部地区频频发生白种工人集

体凌辱、打劫和屠戮华工的血腥事件；在地方当局的纵容下，当地白人种族主义

暴徒甚至公开武装攻打华人住区―唐人街‖，杀人、纵火、抢劫，无恶不作。 

在这过程中，公开为白人暴徒各种罪行辩护的美国政客和―学者‖，纷纷摇唇

鼓舌，分别从人种学、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针对一个中心要

害命题，进行貌似―科学‖的荒谬―论证‖：即 ―白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优人种‖，―黄

种华人是上帝创造的最劣人种‖；白人注定应当当主人，华人注定应当当奴仆；

白人应予多方呵护，华人应予严格限制、排除和驱逐。1876 年，美国国会两院

指派议员组成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加州旧金山调查中国移民问题，召开多次―听

证会‖，并将百余人的―证词‖，汇辑成 1200 多页的特别《报告书》，其中充斥大

量与美国立国精神和宪法规定背道而驰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充斥大量丑化、

污蔑、鄙视华工和侮辱华工人格的无稽之谈。26
 

                                                        
25  参 阅 ： 维 基 百 科 John Bigler 词 条 ， 其 中 Anti-Chinese law 专 段 ，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igler#Anti-Chinese_laws；以及Rodman Paul,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Issue 

in California,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35, 1938, pp.181 – 196。 
26 试以被辑入该《报告书》的 A. B. Staut 公开鼓吹种族主义的几段荒谬―高见‖为例：他论证说：―伟大

的高加索种的人们正在迅速地扩展到全世界。…这个种族的一大分支安格鲁撒克逊族，现在正占有美国。…

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

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

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

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允许

一个劣等种族进来，就是自取灭亡。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

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的种族相混合。‖―如果我们容纳坏的血统，那就是自甘引

进对我们的生存最致命的仇敌。…毎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

降低。‖这位具有―天赐的完美品质‖的美国文明白人竟然公开用―乌鸦‖、―蝗虫‖这样令人憎恶的动物来形容、

辱骂在加州的众多华人―苦力‖，说他们―完完全全像在乌鸦在一块没有人看守的玉米地里抢吃玉米粒‖；―如

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田地一样，这一群一群的人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See；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871, pp. 864 – 869, 转引自前引《―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9～14 页。 

读了这几段荒谬―高论‖，人们不免会质疑：1、Stout 的―华人天生低劣论‖与希特勒的―犹太人天生低劣

论‖，难道有本质区别吗？希特勒以―犹太人天生低劣论‖蛊惑人心，嗾使德国人大规模排犹、屠犹，如果 Stout

有幸当了美国的―大独裁者‖，组建了―盖世太保‖，他难道不会从鼓吹大规模排华发展为大规模屠华吗？2、

Stout 断言安格鲁撒克逊族是上帝创造的最优人种，受上帝的指派去支配和统治其他人种，希特勒后来却断

言日尔曼族是上帝创造的最优人种，也是受上帝的指派去支配和统治其他人种，究竟谁说的算数？同是―伟

大的高加索人种‖的两支最优子孙，即安格鲁撒克逊族和日尔曼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却互相火拼残杀，难

道都是受上帝―指派‖和―授权‖？3、当今美、日两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反华，何以最优秀的安格鲁撒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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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82 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提交的《排华法案》（Act of Exclusion of Chinese）。27米勒及其同伙主

张排华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政府认为，华工来到美国，危及（威胁到）美国某

些地区的良好秩序‖（法案前言）；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

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

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云云。尽管当时也有若干正直的

美国议员批评此项法案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但是此项

荒谬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和通过。 

根据此项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美国长期严禁华人入境，严禁在美华人

取得美国国籍，从而严重限制和剥夺他们应有的的基本公民权利，其影响所及，

实际上导致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

民美国实行家庭团圆，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等等。这个赤裸裸的、以美国新版

―黄祸‖论为灵魂的种族歧视法案，竟然实施了 61 年，直到中国成为美国在―二战‖

中盟友后的 1943 年才被废除。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一直装聋作哑，从来没有承

认此法与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宪法规定背道而驰！。 

2、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

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 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

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当时的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则更进一步，公开辱骂

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28
 

3、1960 年代中期，新中国在当时两大超级大国敌视、封锁、围堵、遏制、

侵害下，经过苦斗，总算站稳了脚跟；并且纯为自卫，初步掌握了核子武器，从

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相应地，来自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再度大声鼓

噪，甚嚣尘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国防部长麦克纳

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都亲自上阵，参加反华叫嚣，不遗余力。而主

                                                                                                                                                               

族和最―低劣的黄种人‖却勾结、混合起来了？最优秀的安格鲁撒克逊族的后裔们不怕―退化‖或被最―低劣的

黄种人‖同化吗？……。仁慈的上帝啊，人间多少罪行假尔之名以行？！ 
27   See: 1882 Chinese Exclusion Act, Forty-Seventh Congress, Session I, 1882, available at: 

http://www.civics-online.org/library/formatted/texts/chinese_act.html; See also：《美国 1882 年<排华法案>始末》，

available at: http://www.p358.com/news/world/2011/0529/90509.html；《1882 年 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available at: http://news.ifeng.com/history/today/detail_2011_05/06/6208061_0.shtml；雪珥：《美国排华法案 130

年祭》，《中国经营报》，2011 年 06 月 4 日。 
28 参阅：《中国威胁论》， at: 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195143 

http://www.civics-online.org/library/formatted/texts/chinese_act.html
http://www.p358.com/news/world/2011/0529/90509.html
http://news.ifeng.com/history/today/detail_2011_05/06/6208061_0.shtml
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19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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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则跳的更高。他以―历史

学家‖、―中共问题专家‖和现任高官的三重身份，发表了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

29为题的长篇讲演，信口开河，全面系统论证―中国威胁论‖。他用―世界警察‖和―亚

洲救世主‖的腔调，诬称中国企图―征服亚洲‖，是美国的―大敌‖，是美国外交政

策―面临的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关于威廉•邦迪的这篇―代表作‖，下文还将

进一步评析。 

4、著名的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和外交决策智囊人士乔治•凯南(G. F. Kennan)，

深谙某些―文明‖美国人的思维逻辑。他在 1984 年概括总结其数十载外交生涯时

就曾坦率承认： 

我们美国人这个倾向看来真古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我们的国境以外        

找到一个罪恶中心，从而把我们的一切麻烦都算它的账上。……每年我们都

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幵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

设施。……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

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

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其结果几乎总是自

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

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30
 

当年这些―古怪‖的美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罪恶的中心‖——苏联，

借以在美国国内进行―敌忾同仇‖的精神动员，蒙蔽美国人民盲目地支持美国当局

称霸全球的一切行径。 

1990-1991 年间苏联解体以后，―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

的中心‖的这些―古怪‖的美国人，急于寻找另一个新的―罪恶中心‖来填补精神空

                                                        
29  See: William P.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 U.S. Dep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8, 1966, pp. 310 – 318. Its electronic copy can be achieved at: 

http://hdl.handle.net/2027/uc1.b2931899?urlappend=%3Bseq=199 

    
30

 参阅 ：[美] 乔治•凯南 (G. F. Kennan)，《美国外交》 （葵阳等译，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0，137-138 页。                                                                                                                                                                   

See also :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Expande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 

164, 172 – 173. 

 

http://hdl.handle.net/2027/uc1.b2931899?urlappend=%3Bseq=199


  
 16 

 

  

虚，他们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假想敌和无辜―替身‖——正在逐步走上

快速发展道路的中国。1992－1997 年间，高层的―古怪‘‘美国人致力于从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特征的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 

1992 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Ross H. Munro）发

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

免。31
 

1995 年，美国学者詹姆斯• 哈克特(James Hackett) 在《敢撄怒龙之逆鳞》一

文中更是信口雌黄，主观臆断，并污蔑和挑衅说：―在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

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32
 

1996 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

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3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

敌。  

1997 年亨廷顿教授再次撰文《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34重申，苏联解体和冷

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以致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

国家认同。他质疑说：―身为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致力维护自由、民主、个人

尊严,私有财产等原则,倘若根本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正在哪儿威胁着这些美国原

则，那么，做一个美国人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何从说起

呢？‖ 紧接着，这个教授又告慰善良的美国人：幸亏有他这样一位―先知‖已经及

时发现―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显然,他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强调用这

种―特效药‖足以医疗美国国内的政治混乱，从而塑造和强化美国人的―国家认同‖，

使一度精神空虚的―文明美国人‖重新振作起来，活得更加―有意思‖！       

上世纪最后十年这一阵又一阵反华喧嚣，确实布起层层迷雾，使部分不明真

相的美国人，误信真有新―黄祸‖即将来临！ 

以上（一）、（二）、（三）所述史实，可以说是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末这

130 年间各代各色―黄祸‖论的简略―家谱‖或―族系‖。它们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统治

                                                        
31 See: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Issue 62, 

Fall 1992, pp. 10 – 16. 
32 See: James Hackett, Between dragon and wrath, Washington Times, Aug4, 1995. {PUBLICATION2} 
33 参阅：[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

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34 See: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7; 76.5, pp. 28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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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及其御用学者用―白人中心主义‖种族歧视、宗教偏见和冷战思维长期杂交后，

培养和产出的一代又一代的怪胎和畸形儿。它们在旧中国的百年苦难期间、新中

国建立之初、新中国立足初稳之时，中华民族复兴之际，都曾一再出现，如影随

形，阴魂不散，不断欺骗全球公众，困扰侵害中国。它们的具体面貌虽不完全相

同，却总是面目依稀，人们似曾相识；它们之间世代不灭不变的 DNA，却一直

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立论意图和实践后果，在全世界稍具历史常识的人民心

目中，包括所有正直的欧美白人在内，都是心知肚明的：剥去外皮，历代各色―黄

祸‖论的本质和核心，即是―侵华有理‖、―排华有理‖、―反华有理‖、―遏华有理‖；

而排华、反华和遏华，往往先导于和归宿于侵华！ 

遗憾的是，历史往往会重演——以大同小异的形式重演。尽管时序更新，人

类已经进入 21 世纪，但由于对世界历史常识的无知或受狭隘私利的驱动，当代

列强中某些当权的政客和军人依然常常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历史事实，使得百

余年之前的即已诞生和臭名远扬的―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再一次―借尸还魂‖，

死而复生。其最新典型，就是当今美国最新修订版的―中国威胁‖论。 

（四）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修订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对其前辈的

传承与发展 

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霸权最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主要

体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

会‖ （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35每年一度

的对华经贸《审议报告》之中。可以说，这是迄今 11 年来在美国出现的层次最

高、频率最繁、影响最大的美国官方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它们是美

国国会推动、美国国防部或特设委员会承办、美国高层智囊献策的―三结合‖产物。

36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中始终存在着一批“鹰派”反华议员，他们往往从极端的

                                                        
35 See：22 U.S.C. § 7002 - 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scc.gov/about/charter.php 
36 参阅：《美国国防部发表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http://www.sina.com.cn ，2000 年 7 月 11 日；以

及 凤 凰 卫 视 网 站 ；《 美 国 国 防 部 长 亲 自 操 刀 参 与 撰 写 中 国 军 力 报 告 》，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21/02216486531s.shtml ； 《 中 国 军 力 报 告 》 ，

http://baike.baidu.com/view/398103.htm；陆钢、郭学堂著，《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学林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3 页。 

http://www.uscc.gov/about/chart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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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狭隘的选区利益或个人的―灰色‖私利出发，提出种种对华不友好甚至

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并且利用手中掌握的拨款权力，在拨款法、授权法中塞入

自己的私货。《中国军力报告》最初就是根据由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 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37的规定产生的。这部法律出笼后，美国国防部就有―法定‖的义务，

每年一次综合整理其通过一切手段（包括种种卑劣特务手段）收集到的中国军事

情报，向美国国会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经国会议员们审议，才能获得美国财政

部的国防军费拨款。 

在中国军力的评估问题上，国防部的―部门利益‖显而易见。前文提到，美苏

冷战结束后，寻找明确的、实力强大的新―威胁‖一直是某些―古怪的‖美国人的惯

性思维，当然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就是它多年来一直力图树

立的新的重大安全"威胁"。38
 同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相比，国防部官员总是更多

地强调中国的"威胁"，有时国防部部长（例如前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本

身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人物。《中国军力报告》中最令中国人不能容忍

是，就是其中每年都明目张胆地、粗暴地以特定专项和大量篇幅专门针对中国台

湾地区的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为―台独‖分裂势

力撑腰打气，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破坏中国的核心利益。39
 

                                                        
37  See: Sec. 1202,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 pp. 271 – 272, at: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6:SN01059:|TOM:/bss/d106query.html|（美国国会图书馆―立法信息‖

网站）。 

    
38

 在这里，回顾和重温前文提到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H•哥尔维策尔的尖锐揭露以及美国资深外交家

G·F·凯南的坦率承认，将大有助于加深理解当今最新版 “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和来由：“黄祸”这个

口号“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帝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它更经常地只是特别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

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我们[美国]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结果几乎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美国]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

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 参见前注 7，30 以及有关正文。 
39依据 1202,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本条款规定，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

报告》应当分析和预测的具体项目包括 8 项：1、中国的总体战略、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2、中国的战略

趋向，其宗旨在于确保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一流政治强国，成为全球其他地区一流的政治与军事存在；3、台

湾海峡地区的安全形势；4、中国针对台湾的战略；5、中国陆、海、空军针对台湾的战略部署、规模、地

点与能力的详情；6、中国的军事理论的发展，包括实行军力转变、先发制人打击等；7、中国开发、获取

先进技术和信息以提高军事能力的各种情况；8、评估上一年中国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承诺威慑力量的

任何挑战。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0 年美国派出强大的―第七舰队‖，直接

入侵中国的台湾海峡，严重威胁和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分裂中国国土，以便从中渔利，一直延续至

今。1979 年美国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当―两面派‖，一方面在《建交公报》中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简称―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中背信

弃义，公开背弃“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称―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都

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继续卵翼和支持台湾妄图分裂中国的势

力，继续威胁和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2000 年又通过上述《国防授权法》责成美国国防部每年提供《中国

军力报告》，其中 4、5、6、8 各点规定都是专门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内政问题的。——凡此种种，依

据当代国际法常识来判断，究竟谁是真正的威胁者？谁是真正的被威胁者？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6:SN01059:|TOM:/bss/d106qu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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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力报告》之所以能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政治思

想影响力。从理论或法律角度看，这个报告只是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说明中国

军事实力的状况，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任何约束力，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

都没责任据此制定对华政策。但是，如果就此判断这个报告没有实际效用就大错

特错了。在美国人的惯性印象中，这个报告是以非常―客观、权威‖的面目出现在

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面前的，它已成为美国各界人士乃至国际社会一些亲美国家

判断中国军事实力及军事意图的主要依据，这也是美国国会为首推动这个报告出

台的初衷和本意。11 年来的经验表明，每年的此项报告出台后，美国学术界、

国会人士及政府官员在谈到对华政策时，经常引用《中国军力报告》中的内容支

持自己的观点，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和大鼓噪。

可见，这个报告虽不直接约束对华政策，却可通过提供―材料‖来错误地影响人心

和严重误导美国各界人士的对华判断。 

在鼓吹渲染―中国威胁‖方面，与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互相唱和配

合的另一种官方高层报告，是美国国会所属―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 每年向国会

提交的《审议报告》。设立这个委员会的依据是 2001 年的《国防安全授权法》40，

它是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由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国会领袖各指派 6 名智囊组

成，分别来自商界、劳工界、政府机构和学术界。该委员会的宗旨是―追踪、调

查并向国会报告美国和中国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国会

要求该委员会评估对华经济政策是否危害或有助于美国国家安全，并且在此评估

基础上，为美国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提出可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

按照国会此项预设的既定指令，这种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可想而知和不言而喻的。

41与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一样，―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也没有

法律约束力，但人们也切不可小觑其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低估其蛊惑人

心和严重误导美国各界人士的实际作用。。 

前文提到：剥去外皮，140 多年来历代各色―黄祸‖论的本质和核心，即是鼓

                                                        
40  See: Sec. 123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1, pp. 336 – 338, at: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6:HR04205:|TOM:/bss/d106query.html|（美国国会图书馆―立法信息‖

网站）。 

依据本条款规定，一年一度的美中经贸安全《审议报告》应当探讨和审查的具体项目至少包括 9 项，其中

特别强调严格审议美中贸易标的之中是否含有军用或军民两用的先进技术，是否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中

国采用的金融交易、资本流动、汇率操纵等措施是否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等等。 
41 参阅陆钢、郭学堂著，《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3

页。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6:HR04205:|TOM:/bss/d106qu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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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侵华有理”、―排华有理‖、―反华有理‖、―遏华有理‖；而鼓吹排华、反华和遏

华，往往先导于和归宿于军事行动上的侵华！对于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霸权最

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对于美国―鹰派‖人士每年一度集中渲染

―中国威胁‖的《中国军力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审议报告》

以及各种媒体的呼应鼓噪，也不能不作如是观。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140 多年来的史实表明：各代―黄祸‖论最惯用的伎俩是―贼喊捉贼‖，威胁者

自称受―被威胁‖，加害人伪装―受害人‖，都是严重歪曲历史，完全背离历史的真

实。如果进一步追溯两三千年来有案可查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及其法理原则，

则更不难看出：当今美国霸权最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更是严

重歪曲历史，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 

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一）中国现行的对外开放国策是中国历史上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

竞争日益加强。顺应着这一历史趋向和时代潮流，中国从 1978 年 12 月以来坚定

地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已取得显著的、重大的成就。 

1993 年 3 月，中国宪法作出新的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郑重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同年 11 月，中

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

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

补。‖ 

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正在进一步扩展对外开放的广度

和深度，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更加积极地实行对外经济交往，

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开展对外经济竞争。 

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不但有着充足的现实根据，而且有着

久远的历史渊源。 

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和大国，中国实行对外经济交往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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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扭曲、破坏,并引起种种误解。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生命

力又使得它不断冲破险阻，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青春。从这个意义上

说，现行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经济交往优良传统的发扬光

大。简略回顾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优良历史传统，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法

理原则，了解其中的经验和教训，42不但大有助于加深认识当代中国实行对外开

放的基本国策的―来龙去脉‖ ；而且也大有助于驳斥当今美国霸权版的―中国威胁‖

论。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代中国时期，

即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至公元 1840 年；

第二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 1840 年至 1949 年；第三阶

段，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即公元 1949 年以后。兹分别简述如下。 

（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深入考察，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

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

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43这

种规律性现象，出现于古代的外国，也出现在古代中国。 

1. 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据史家考证，早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时期(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

前 16 世纪),中国大陆的各个部落联盟之间就时常开展跨越联盟疆界的贸易。商朝

时期(约公元前 16 世纪至前 11 世纪)，这种跨越部落联盟疆界的远途商品交换关

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使用来自新疆的玉片和来自沿海的贝壳作为交换

的手段，这就是原始形态的货币。从这些原始货币的不同来源地可以推想当时贸

易活动跨越地域的辽阔和边远。 

到了周朝(始建于公元前 11 世纪)，分封了几十个诸侯国家，它们都要定期

向周朝王室朝觐―纳贡‖，王室则以―赏赐‖回礼，尽管―纳贡‖有称臣的含义，―赏赐‖

有恩赐的含义，但在―贡品‖和―赐品‖之间，客观上蕴含着朴素的对价有偿关系，

                                                        
42 毛泽东主席向来提倡中国人应当在重视学习外来先进经验的同时，也重视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从

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对本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在心目中―漆黑一团‖，更不能―言必称希腊，对于

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载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755 页；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5～803 页。 
4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163～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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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就是不同商品跨越国境的远途交换。这种―朝贡贸易‖也实行于远方西

域各国与周朝王室之间。至于周朝各诸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加常见。 

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3 世纪中叶)，各诸侯国家之间的经济交

往日益频繁，而且开始出现同海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一个明显的标志是：

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中国的丝绸就已开始辗转远销希腊等地。爱琴海与南

中国海之间，已经开始有海商活动。 

当然，在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这片疆土上的各相邻部落联盟

或诸侯国家，实际上是正在逐步走向全国统一的各个地方政权，因此，当时中央

朝廷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还不是近代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国际贸易。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

建大帝国，其边陲疆土乐浪郡和象郡分别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东北

部。因而中国与上述两个半岛广大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中国的丝

绸、漆器、铁器很早就跨越国境输往这些地区，而当地的土特产品则源源输入中

国。但秦朝存续时间甚短，秦始皇在位不过 11 年，社会缺乏安定，二世胡亥昏

庸，内政腐败，旋即为汉所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外经济往来未获重大发

展。 

汉朝（公元前 202-公元 220 年）建立于多年战乱之后，政府当局在相当长的

时期里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对外经济交

往也日益发达。张骞、班超先后出使沟通西域，率先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商

道―丝绸之路‖。后来此路不断西延，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

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陆道之外，又辟海市。南

方的番禺(广州附近)开始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都会。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以

及与印度南部之间的商品交换，就是分别通过北方和南方的远航商船进行的。据

史籍记载，两汉时期与中国有―朝贡‖贸易(即官方商品交换)关系的外国，已达 50

多个；早在西汉时期，京都长安就已设有专门接待外国贸易使团的宾馆(即所谓

―蛮夷邸‖)；有些来自远方异国的商使,其语言需经两道以上辗转翻译(即所谓―重

译‖
44

)，才能与中国语言相通。由此可以大略想见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是

                                                        
44 参见《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 册，第 2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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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广泛的。 

汉朝以后，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中国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局面，

北方陆路的对外经济交往受到较大影响，南方海道则仍然畅通，海上贸易有了新

的重大发展，商船远及今日南太平洋以及印度洋之间的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

卡等地。 

经过隋朝（公元 581-公元 618 年）进入唐朝（公元 618-公元 907 年），全国

重新统一安定，当权者励精图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居于全球领先水平，使

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相应地，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

达。除了不断拓展和延伸陆上国际商道、扩大通商地域范围外，着重发展了海上

贸易。广州、交州、潮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楚州(今江苏淮安)，都辟

为外贸海港，远洋航船东通日本,南抵南洋诸国,西达波斯湾阿拉伯诸国。政府当

局对外商采取宽松优待的政策，―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

不应重加率税‖；―常加存问‖，―以示绥怀‖。45于是各国商人云集，中外商务往来

和商品交换盛极一时。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

46任职官员由中央政权直接委派，专门负责掌管和监督海上船舶贸易来往和入境

出境征税事宜，从而初步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市舶‖制度，有人

认为这就是后世政府外贸机构和海关机构的最早萌芽。由于唐代中国农业、手工

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加以统治者对于对外经济文化

交往采取积极促进的政策，所以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经商、留学的络绎不绝，长期

居留唐土者多达数十万人。留学日久取得唐籍的一些外国人，甚至还由唐朝政府

擢用，入仕做官，并引为殊荣。至今一些外国(如日本等)仍称中国人为―唐人‖，

称中国商品为―唐物‖，称中国文化为―唐文化‖，足见唐代中国人积极开展对外经

济文化交往，促使中国国誉和声威远播，影响至深。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

骄傲。 

宋朝时期（公元 960-公元 1279 年），北部政局不稳，陆上国际商道常因战争

中断，政府侧重于在南方发展海上国际贸易。宋初，京师设―榷易院‖，成为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央机构；在江、浙、闽、粤沿海港口设―市

                                                        
45 参见《全唐文•唐文宗大和八年疾愈福音》，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5 卷，第 785 页。 
46 参见《新唐书•柳泽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3 册，第 4176 页；《旧唐书•代宗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 册，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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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司‖，兼具进出口管理、征税、收购舶来品等多项职能；公元 1080 年还颁布市

舶条例。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

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宋室南渡以后，失去半壁江山，遂更加锐意发展海舶贸

易，作为当时御敌图存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因为，―市舶之利，颇济国用‖，―市

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47据估算，当时

单泉州、广州两地一年的外贸收入竟曾高达 200 万缗，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

20%,可见当时政府对于外贸的倚重。 

上述这部制订于 11 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其后经修订补充，迄宋之末，实

施近 200 年。它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尽管其原有全

文已经失传，但从有关史籍文献的记载中48，仍不难稽考和窥见其轮廓和梗概，

诸如： 

(1) 外贸开始规范化。该条例规定了市舶司的职权和职责，它融合了前述多

种职能，成为后世海关与外贸机构的雏形和综合体，使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开始

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2) 鼓励交易和分类管理。 积极鼓励外商海舶(―番舶‖)入境从事贸易，促进

中外商品互通有无；逐项列明违禁物品、官府专买专卖货物(―官市‖)以及民间自

由交易货物(―民市‖、―听市货与民‖)的细目，使中外商民有所遵循。 

(3) 采取―低税‖政策。―番舶‖进入中国港口，须经当地市舶司派员登船查验，

并依法定税率纳税(―抽解‖)，凡珍珠、犀角、象牙、玛瑙、乳香等少数贵重―番货‖，

列为―细色‖(高档品)，一般税率定为―十取其一‖(即 10%)；其余大量―番货‖，诸如

来自异国的各种特产、药材、香料、木料、棉布等生活用品，均列为―粗色‖，一

般税率定为―十五取一‖(约合 6.66%)。税后诸物即可依法分别进入―官市‖或―民市‖，

实行交易，可谓―低税优惠‖。 

(4) 厉行出口许可制度。商舶从中国港口出海，应向当地市舶司备文申报所

载货物名称、数量和目的地(―所诣去处‖)等项，经查验属实，并经当地富户(―有

物力户‖)出具担保书后，由市舶司发给―公据‖(许可证)放行。回航时，应向原出

海港口市舶司交回―公据‖，并申报从异国(―番夷‖)贩来各物，照章―抽解‖后，方

                                                        
47 参见《宋会要辑稿补编•市舶》，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88 年版(影印本)，第 647 页。 
48 参见《宋史•职官七》，―提举市舶司‖，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 册，第 3971 页；《宋史•食货下八》，

―互市舶法‖，同版，第 13 册，第 4558～4566 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上海大东书局 1936 年版(影印

本)，第 86 册，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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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入市。 

(5) 严禁各种走私逃税活动(―漏舶‖、―偷税‖、―大生奸弊，亏损课〔税〕额‖)。

违者除治罪外，没收船、货，并重奖举报、告发人，―给舶物半价充赏‖。  

(6) 切实保护―番商‖合法权益。严禁官吏豪绅借势滥权杀价强买―番商‖舶货。

凡强买舶货―有亏番商者皆重置其罪‖(依法从严治罪)。 

(7) 礼遇外商，救助―海难‖。兴建外商宾馆(―置‗来远驿‘‖)，订立接待送礼规

则(―立定犒设馈送则例‖)，―每年于遣发番舶之际，宴设诸国番商，以示朝廷招徕

远人之意。‖―番舶‖遇风暴飘至中国沿海各地，―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

录〔登记〕物货，许其亲属召保认还。‖ 

从以上梗概中可以看出：制订于 900 多年前的这部市舶条例，无疑是后世海

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 

元朝时期（1271-1368 年），中国北部疆土辽阔49，陆上国际商道畅通无阻，

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政府以宋法为蓝本，在 1293 年制订《市舶司则法》22

条50，使外贸管理和税则更加条理化和规范化。同时，由政府出资和备船，选聘

精干舶商和艄工(水手)―入番贸易‖，赢利所得按―官七民三‖比例分红。除官本贸

易外，还允许私舶贸易，并对从事外贸的舶商和艄工加意保护。这就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宋代对进口货物统制专卖的―禁榷‖政策。由于采取了低税、招徕、保护

和奖励等一系列措施，外商纷至沓来，除唐宋以来的传统客商——阿拉伯商人外，

还有远自欧洲和北非的商人前来从事贸易。元初来华经商和旅游的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曾将中国的泉州港与地中海国际贸易中心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认为它们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外贸港口。 

                                                        
49 1206 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即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 或 The Great Mongol Empire）。蒙古汗国在 1259 年蒙哥大汗去世后，

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争夺大汗位的战争，蒙古汗国开始分裂为―大汗之国‖和另外四个

―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1264 年阿里不哥战败，忽必烈夺得蒙古大汗国

的最高统治权，并在攻占中国中原等广大地区后，于 1271 年建立中国元朝，称帝，定都北京。此后，原已

分裂出去的另外四个―汗国‖名义上承认忽必烈建立的中国元朝宗主权，实际上各自独立为政，并不直接隶

属于和听命于元朝皇帝。元朝统一全中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

西北至今中亚，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参阅：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 8 卷（元时

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上册，第 355～356 页，551～584 页；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

社 1986 年版，上册，第 201～207 页，263～265 页，290～293 页，298 页插图；（明）宋濂等撰《元史》（校

勘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一册，第 12～13 页，第 20～22 页，第 34 页，第 63～65 页。并可参阅：

《元朝》，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3.htm 
50 参见《元史•百官七》，―市舶提举司‖，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8 册，第 2315 页；《元史•食货二》，

―市舶‖，同册，第 2401～2403 页；《元典章•户部八》，―市舶‖，(清)光绪戊申年(1908 年)校刊本，第 8 册，

第 71～79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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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368-1644 年）初期，对于唐、宋、元三个朝代 700 多年来行之有效、

经济效益显著的对外经贸体制及有关措施，多沿袭师承，而又有重大发展。洪武、

永乐两代政府为了进一步招徕外商，对于来自外国的―贡舶‖ 和―商舶‖分别给予

不同优惠待遇。前者运来官方互易货物，予以―优值‖(从优计价)；后者运来民间

交换商品，予以免税。致使各国商船竞相来华，国际贸易大盛。另一方面，在公

元 1405～1433 年间，明朝政府相继组织和派遣了规模浩大的远洋船队，由郑和

率领，先后七次远航，抵达今日印尼、斯里兰卡、泰国、印度西岸、波斯湾和阿

拉伯半岛诸国、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地，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国与亚洲、非洲

30 多个国家之间的政治修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关系，其船队规模之大(首航人员竟

达 27，000 余人)，贸易地域之广，累计航程之远，以及经历时间之长，都可以

说是史无前例的。51郑和等人开展对外交往的壮举和业绩，一向彪炳于中外史册，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进取、敢于创新、善于开拓的精神。5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汉唐至明初，中国人的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

往以及开拓进取精神，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以及国

际威望的提高，都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通过长期的、平

等互惠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为全球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共同繁荣和丰富多彩，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遗憾的是，这种优良传统和开拓精神，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但未

能进一步发扬光大，反而受到压制和摧残。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统治者愚昧腐败，

昏庸颟顸，竟因沿海倭寇为害而实行―海禁‖，下令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

                                                        
51 参见《明史•宦官•郑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6 册，第 7765～7768 页。美国一位对郑和研究

有素的学者曾将郑和与哥伦布作了有趣的对比，颇能发人深思：―在 1405 年～1433 年之间，郑和曾率领当

时，或者说在随后的 500 年间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进行七次远洋航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

一个西方国家的舰队能够与之相比。郑和的船队有 2.8 万名水手和 300 艘大船。其中最大的船长约 400 英

尺。而哥伦布在 1492 年首次进行远洋航行时只有 90 名水手和 3 艘船，其中最大的船只有 85 英尺长。郑和

的船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船，其中包括平衡整流舵和防水舱，直到 350 年后，欧洲才有这种船。

郑和船队的先进性再次表明东方在科技领域曾一度遥遥领先于西方。的确，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

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一直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先进和开放。在哥伦布进行首次远航前的半个世纪，郑

和就曾到达东非，并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到欧洲的情况。因此中国人当时穿过好望角，同欧洲建立直接

贸易关系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在郑和的远航活动错失了继续前进、同欧洲建立联系的良机之后，亚

洲开始走向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与此同时，欧洲及后来被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却在迅速崛起。……15 世纪中

国统治者愚蠢的妄自尊大导致中国几乎没有太大的发展。‖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踏勘郑和下西洋的足迹》，

原载于《纽约时报杂志》，1999 年 6 月 6 日，中译文连载于《参考消息》1999 年 6 月 15～19 日。 
52 参见刘汉俊：《一个民族的征帆——写在郑和下西洋 600 年之际》，载于《人民日报》2005 年 7 月 11

日 第 10 版；黄菊：《在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大会在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5 年 7 月 12 日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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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锁国‖政策。53以后弛禁、复禁，反复多次，直至明朝覆灭，对外经济交往始

终未能认真振作。 

清朝（1636-1911 年）初建，王朝统治者因害怕汉族人士在海外组织反清力

量卷土重来，遂变本加厉实行―海禁‖，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规定―寸板不

许下海‖和―片帆不准入港‖，违者格杀勿论。遂使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更加衰落，

一蹶不振。1684 年以后，虽一度解禁开港，在江、浙、闽、粤设置 4 个外贸口

岸，但对外来商人又往往不分从事正当贸易抑或进行不轨活动，一律严加限制。

1757 年又再撤销三个外贸口岸。中国作为东方泱泱大国，当时的大陆国土面积

远远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其海岸线绵延 20000 公里以上，54但是，当时欧陆沿海

港口，早已星罗棋布，促使欧陆对外经济交往十分兴旺发达，反观当时幅员广袤

的中国大陆，却只单限广州一港对外开放，55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长期衰败的

一大原因。这种荒唐局面，竟然持续 80 多年，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大炮轰

开―天朝帝国‖的大门。 

2. 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内涵 

中国古代史上对外经济交往的兴衰起落，主要脉络大体如上。其间有几条历

史轨迹和法理原则，隐约可辨，值得后人借鉴： 

第一，古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

进一步发展所必需。中国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积极推动

对外经济交往，体现了强者的远见、自信、胆气和魄力；愚昧的统治者则惯于逆

历史潮流而动，妄图禁止对外经济交往，体现了弱者的短视、昏庸、怯懦和无能。

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外经济政策，前者造福社会，后者危害国家，千秋功罪，历史

早有评说。 

第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其主要动因既然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自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不因势利导，却愚蠢地加以禁止，总是禁而不止。

秦汉以来，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交往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

落，甚至两度锁国闭关，但总的来说，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显然是历史长河

                                                        
53 参见《明史•食货五》，―市舶‖，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 册，第 1981 页。 
54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俄国沙皇政府―趁火打劫‖，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相继签订

了 1858 年的中俄《爱珲条约》，1860 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等等，侵夺了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及其漫长的

海岸线。 
55 参见《清史稿•食货六》（第 13 册），―征榷‖，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75～3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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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流；相应地，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积极主动、大胆进取的精神，一向是中华

民族诸多优良传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把闭关锁国的失误和蠢举说成是中国历史

的主导传统，那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无知或曲解。 

第三，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体现了自主自愿和平等互

利的法理原则。历代政府和百姓对来自异邦的客商，向来以礼相待，优遇有加，

使其有利可图。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是丝绸、漆器、瓷器、茶叶之类，进口

的是中国所罕缺的各种异土方物。这些中外物质文明的交换，是以完全自愿、互

通有无、文明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较之西方强国对外贸易史上盛行多年的商盗一

体、杀人越货、猎奴贩奴之类的罪恶买卖，向来泾渭分明，迥然不同。 

中外物质文明的交换，有效地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交融与提高。中国的育

蚕、缫丝、制瓷、造纸、印刷、火药、指南等技术，通过对外经济交往而广泛传

播于世界各地，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对外输出的扩大，又反过

来不断提高中国的造船、冶金、罗盘、天文、地理等与航海有关的生产技术，不

断提高与出口商品有关的各行各业的生产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原先十分罕缺或

全然未见的异邦产品，诸如西域良马、阿拉伯―火油‖以及芝麻、蚕豆、菠菜、大

蒜、甘蔗、甘薯、玉米、花生、烟草等农作物，也先后从世界各地异邦辗转传入

中国，促进了中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有趣的是：今日中国人日常生

活中所不可或缺的棉花和棉布，宋代以前一直是珍稀的―舶来品‖。宋元之间才开

始从异邦引种的棉花，至元明两朝已普遍种植和大量出产，并使棉纺织业迅速成

长为中国新兴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它不但大大改变了中

国历代以丝葛麻褐为主要织物的衣着传统，使广大平民百姓普受其惠(对他们说

来，丝绸太贵，葛麻太粗，棉布则物美价廉)，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出口的主

要商品之一，同时也成为明代以来国库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56棉花从异域到中

国―落户生根‖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项新产品和新技术―引进—→消化、发展—→

输出‖的成功事例。 

                                                        
56 据明代鸿儒、史学家丘濬考证：―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

绵〔棉花之古称〕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赋税之古称〕。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

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

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经济史〕皆不载。至我朝〔明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中国境内〕，地

无南北，皆宜之〔适合种植〕；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比之丝和麻〕，盖百倍焉。‖见（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贡赋之常‖，收辑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影印本)，

第 712 册，第 307 页。并参见（汉）桓宽：《盐铁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简注本），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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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交往，主要是―朝贡

贸易‖，旨在满足封建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平民的经济

生活，并无多大积极影响，甚至害大于利。其实，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误解或偏见，

并不符合史实。棉花效劳中华，即是一大例证。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交

往中，平等互利既是公平的行为准则，又是正常的社会后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

努力实现平等互利，显然是中华民族诸多优良传统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源远流长，并且有过相当发达的时期。但由

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规模和意义都难以与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往相提并论。

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与中国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因

此，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水平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封建自然经

济的限制和束缚。封建后期，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内在活力的不断衰退，对外经济

交往也就相应地曾经陷于停滞，甚至走向没落。至于长期以来在对外交往中自视

为―天朝大国‖，把外国人前来修好通商称为―蛮夷来朝‖，在官方换货贸易中硬把

对方商品称为―贡‖，把中方商品称为―赐‖，把接待外商使团的宾馆称为―蛮夷邸‖，

诸如此类的观念和有关记载，处处显现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自大与虚荣。

这种阿 Q 心态，迥异于应有的民族自尊，显然是不足为训和应予批判的。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鸦片战争的巨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发生了重大的转

折和急剧的变化：从独立自主转变为俯仰由人，从平等互利转变为任人宰割。 

1.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57
 

继 1840 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

次侵华战争，如 1857 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

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用战争暴力打败中国、迫使昏庸无能的统治

者俯首就范之后，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侵

占了或―租借‖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

旅顺，英国侵占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勒索了巨额的赔款。

1931—1945 年，日本由局部而全面地发动了的侵华战争，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里

陆续使中国的大片领土直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而使中国的土地和各种自然资

                                                        
57 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6～6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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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遭到空前残酷的掠夺和洗劫。 

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严重破

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取得在中国驻

扎军队的权利和领事裁判权之外，还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

范围‖，即列强按照各自的实力，在中国划定某一地区，作为自己实行政治控制

和经济掠夺的专属领域，对中国进行变相的瓜分。例如，长江中下游诸省划为英

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和两广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

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北诸省原划为帝俄的势力范围，1905 年日俄战争后，

东北地区的南部改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根据不平等条约，列强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在许多通商口岸

中强占一定地区作为它们直接实行殖民统治的―租界‖。它们喧宾夺主和反宾为主，

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水陆空交通事业(包括至关紧要的

内河航行权)。这样，就便于在中国广阔的市场上大量倾销它们的商品，牟取巨

额利润。与此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西方列强的经济需要，为它们提

供大量贱价的原材料和消费品。 

根据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攫取和垄断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

经营各种工矿企业，随心所欲地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直接利用中国便宜的原料

和廉价的劳动力，榨取超额利润，并借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

甚至加以扼杀。 

根据不平等条约，列强以苛刻的条件贷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

从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列强除了

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控制、掠夺和盘剥之外，又极力培植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作

为它们的在华代理人，为列强的对华盘剥事业效劳。此外，列强还与中国广大农

村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以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榨取。 

列强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利用其政治上、军事上的强权地位和经济上、技术

上的绝对优势，迫使中国方面接受各种苛刻的不等价交换条件。不等价交换的长

年积累和不断扩大，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和国民财富的大量外流，造成

中国的民穷财尽。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加深了中国对

列强的依赖和屈从，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不等价交换的范围，形成了中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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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交往中的恶性循环。 

2. 强加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殖民主义、帝国主

义列强及其在华代理人手中。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受

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无论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

际税收的哪一个方面，无论在国际生产、国际交换、国际分配的哪一个领域，始

终贯穿着两条线索或两大痛楚：第一，中国这一方无权独立自主，无法自由选择，

无力控制管理。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往往处在非自愿、被强迫的地位，受制于人，

听命于人。第二，中国这一方，人低一等，货贱多级。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总是

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价的交换和盘剥。 

这两大痛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蕴含着和体现了当时盛行于国际社会的基

本法理：弱肉强食，理所当然，法所维护。换言之，弱肉强食的原则，不仅被列

强推崇为―文明‖国家的正当行为准则，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签订，

取得了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约束力。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毕生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

反抗列强侵略中国，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他早在 1904 年就撰文

有力地批判为列强侵华张目的―黄祸‖论，指出，一旦中国人获得独立自主并与外

国平等交往，―黄祸‖可以变成黄福——不仅给中国人而且给全世界都带来大好处、

大福祉。58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孙中山先生的

真知灼见和善良愿望长期未能完全实现。 

上述这两种历史痛楚，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延续达 100 多年，经过中国

                                                        
58 孙中山写道：―有人时常提出这样一种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论调，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

丰富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

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自食恶果；对于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

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

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

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

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

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

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

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

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贫苦愚昧

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由此看来，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

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见《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载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上卷，

第 61～62 页。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上述预见，正在由当今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中国逐步实现之

中，在互惠、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共同繁荣带来重大的―黄福‖，这是任何不戴霸权

有色眼镜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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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长期的奋力抗争，才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终止。它逝去不久，人们

记忆犹新。可以说，今日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之所以如此强调独立自主与平等

互利，正是对上述历史痛楚的认真反思和科学总结。中国与第三世界诸国一起，

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要求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要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废除旧的、

弱肉强食的法理原则，建立新的、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其共同目的，正是为了

在世界范围内尽早地全面结束这种历史痛楚。 

（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的

反动统治，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成为政治上完全独立的社会主义主权国

家。这就为中国进一步争取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包括对外经济交往上的独立，创

造了首要的前提。 

1. 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与平等互利原则的贯彻 

中国人民深知：不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包括对外经济交往上的独立，则已经

取得的政治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因此，彻底铲除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

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权和控制权，彻底改变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

操纵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局面，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收回

了长期由帝国主义者越俎代庖的海关管理权，建立了完全独立自主的新海关。把

长期由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巨头垄断经营的、规模庞

大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企业，收归国有，改由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的统制

管理。对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外贸企业，则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

在国家的金融和财政大业上，也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垄断、

操纵和控制。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领域逐步建立了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主义国有经济。这样，就终于使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彻底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

附，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 

新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

作，充分尊重对方国家的利益，保护各国来华外商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可以说，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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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其

基本精神，早在新中国开国前夕，就明文载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之中。59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又一再郑重重申。60如

果说，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以前的悠久历史上，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能够按

照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还处在自发的、朴素的阶段，还只是一种传

统的习惯，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

利原则，就开始进入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它不但是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往史上

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由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为具有

法律拘束力的基本行为规范。 

2. 闭关自守意识的终结与对外开放观念的更新 

遵循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这条道路上就遇到了不少艰难险阻和严重干扰。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当时极端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为首组织了长达二十多

年的对华经济―封锁‖和―禁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政权。

在美国策动下，十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 1949 年 11 月成立了―巴黎统

筹委员会‖，统筹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严格限制其成员国对社会

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部特别设立的―中国委员会‖，是专

门对付中国的禁运执行机构，并且针对中国开列了范围特别广泛的禁运货单，称

为―中国禁单‖。1969 年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虽曾数次宣布对中国放宽―禁运‖，

但直至 1994 年 3 月，―巴黎统筹委员会‖仍在发挥作用。61此后，该委员会虽已宣

告解散，但其长期对华―禁运‖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由于美国为首组织和推行对华经济封锁政策，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对象主要限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

                                                        
59 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

府和全国人民的基本行动准则，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第 54 条、5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独

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第 57

条则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

关系。‖ 
60 1982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文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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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

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国宪法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以及 2004 年四度修正，

均一再重申―序言‖中的上述规定。 
61 参见《―巴统‖的替代机构面临诸多问题》，载于《参考消息》1993 年 12 月 28 日；《―巴统‖虽已解散，

出口管制犹存》，载于《国际商报》199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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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对华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中，常常表现出大国沙文主

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并且假借―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中国在独立

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力图使中国成为它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剩余产品推销市场。

自 1960 年起，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方面，

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企图迫使中国就范。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帮助经济建设的

1390 名苏联专家；接着，撕毁了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

重大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在中苏国际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

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突如其来，严重地破坏了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交

往和对外经济合作，并且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造成重大的混乱和严重的损失。 

半殖民地时期中国长期遭受的历史屈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所

强加于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霸权主义背信弃义对中国所造成的经济破坏，都激

发了和增强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识。历史一再教育中

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

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中国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

急需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但是，中国在对

外经济交往中，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这样的独立自主意识

和自力更生方针，当然是十分必要、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对

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曾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千百年形成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促使人们往往用狭隘的自给自足观点去理解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果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长期存在着

―左‖倾思想：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在―左‖倾

思想影响下，人们忽视参加国际分工、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外市场的客观需要，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万事不求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关起门来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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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且不自觉地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

大力争取外援，机械地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半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屈辱，五、

六十年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霸权主义的经济破坏，反复多次的、痛苦的历史

经验促使人们对于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深怀戒心，常存疑惧，并且从中派生出闭关

自守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

恶目的，将上述几种错误思想搅在一起，推向极端，把许多正当的和必要的对外

经济交往(特别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一概诬为

―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和―洋奴哲学‖，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 

在上述几种历史因素和几种错误思想的相互作用下，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

不能不受到重大的消极影响，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次又一次地失去

了调动国外积极因素的良机，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距。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

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且通过国家机关，全面认真地实施这一重大决策。这是

新中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全面拨乱反正、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

党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源远流长的中国

对外经济交往，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历史发展阶段。 

1993 年，在系统地总结 15 年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宪法正式规定：―国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针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文件，从而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大大加强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

的。实行对外开放，完全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规律，是加

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既必

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

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把坚持发扬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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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把利用国内资

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同对外

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

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中国应当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

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62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重大的发展机遇与多元的严峻

挑战同时并存。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

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中国而言，30 多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

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社会生

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

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63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人怀着恰如其分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不卑不

亢地向世界宣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64
 

当前，中国人民正处在彻底地终结闭关自守意识，进一步更新对外开放观念，

努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之中；正处在举世瞩目的迅速

―和平崛起‖过程之中。依据最新的战略决策，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正在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把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011－2015 年

间，中国将在经济社会领域推动一场深刻变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

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发展、

促改革、促创新，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要高举和

                                                        
62 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

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 年 12 月 18 日)。 
63 参见胡锦涛：《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在博鳌亚洲论坛 2004 年年会（含―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

球化圆桌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于《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64 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2003 年 12 月 10 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载于《人民网》2003 年

12 月 11 日。At: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1298.html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1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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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

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5
 

自觉地促使上述这个过程早日完成和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自身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中国在繁荣世界经济中的应有作用，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

人的重大使命。 

（五）中国的和平崛起与长期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是历史的必然 

从以上的简略回顾中，不难窥见若干历史轨迹： 

第一，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经有过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优

良历史传统。贯穿于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法理内涵，是自发的、朴素的独

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原则。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主流。 

其所以然，是与中国数千年来传承与发展的儒家思想和主流社会意识密切

相关的。儒家历来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66，―礼之用，和为贵‖

67，―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68
 这些儒家理念被众多中国人所广泛接收，形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成为历代中国人处事待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历代中国人习惯于―以

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

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

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国明代著

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

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
69

 

至于 1219-1225 年铁木真和 1235-1242 年拔都的两度―西征‖，都是早年漠北

地区游牧部落蒙古人所为，都远在 1271 年蒙古人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之前数

                                                        
65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0 年 10 月 1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10/18/c_12673249.htm 

    66 《论语·颜渊》。笔者认为，儒家此说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重要内涵之一，与马克思

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互相融通。参见陈安：《论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载于

《现代法学》2009 年第 2 期, 第 5 页。 

    
67

 《论语·学而》。:意思是,按照公认的正当行为规范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

能够调整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相处。孔子认为,过去的明君圣王,在调整人和人关系中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

能使人们之间能够根据“礼”的要求,达到普遍和谐。 

    68 《论语·卫灵公》。这句话揭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指正派的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心态来对

待他人，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倘若把自己所讨厌的事物，强加于他人，势必会破坏与他人的和睦友好关

系。故切忌将自己所不欲施之于他人。秉持儒家这一传统原则和理念，既然中国人在历史上曾多次饱受外

族外敌入侵的祸害，对此深恶痛绝，就不应在自己和平崛起之际和之后，恃强凌弱，侵害他国和四邻。 

    
69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四节，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10/18/c_1267324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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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然后，这部分蒙古人开始接受儒家理念的熏陶、又经历了约百年，逐渐融

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因此，含糊笼统地说―中国元朝派大军侵入欧洲造成黄祸‖，

云云，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70甚至是别有用心的。71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实行―锁国‖、

―海禁‖政策，上述优良传统曾经受到严重扭曲。但在中外经济交往互动的历史长

河中，那只是短暂的小支流，挡不住上述历史主流的滚滚向前。 

第二， 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

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高压、胁迫和操纵之下进行的，其原有的自发、朴

素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被彻底摧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法

理‖原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化和弱肉强食的―合法‖化。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是举世公认的被威胁者、被侵略者，而包括美国在

内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则是无庸置疑的威胁者、侵略者。 

第三，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开始在新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

往，促使中国历史传统上自发的、朴素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开始

进入自觉的、成熟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内外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

个发展进程曾经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严重干扰。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新中国遭受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封锁、威胁和欺凌，中

国依然是被威胁者、被侵害者，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坚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既得

利益的列强，则仍然是无庸置疑的威胁者、加害者。 

中国人民经过将近 30 年艰苦卓绝的对外排除强权和对内拨乱反正，终于在

1978 年底以来的 30 多年间，使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优良历史传统，在

更加自觉和真正成熟的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理原则指导下，获得辉煌夺目的发

扬光大。 

一言而蔽之，从 5000 多年文明史中走来的中国人民，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

秀传统，又赋予这一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当今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

理原则指导下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是中国数千年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承和发扬，

而且是中国三十年来和平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近三十年来东亚相对安宁

的国际和平环境，就不可能有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和平崛起。今后中国的继续和

                                                        
70 详见本文前注 9，前注 49。 
71 详见本文前注 2～15；前注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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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崛起，也绝对需要一个在各国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理原则指导下的长期的

国际和平环境。——这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全球人类的共同期待，也

是最浅显易懂、不说自明的政治常识。72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似乎会倒退，倒退了 27 年，一如美国―冷战

思维之父‖凯南(G. F. Kennan)早在 1984 年就坦率承认的那样，某些美国人有个

―真古怪‖的乖癖：―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

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

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
73如今，

怪癖再次发作，他们终于再次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新的―罪恶的中心‖——中

国，借以在美国国内进行―敌忾同仇‖的精神动员，蒙蔽美国人民盲目地支持当今

美国当局穷兵黩武、称霸全球的一切行径。于是，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黄祸‖

论——―中国威胁‖论，又纷纷出笼了，除前述每年一度美国官方抛出最高档次的

―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之外，还有―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

环境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技术威胁‖论、―中国粮食消费威胁‖

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中国股票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间谍

威胁‖论、―中国留学生威胁‖论，等等。似乎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众面临的一切苦

恼都可以归因于中国:税收太高是因为政府必须扩充军备以平衡中国日益现代化

的军事力量；全球变暖是因为中国工业发展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失业率高

是因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打跨了国内制造业；吃的东西不安全是因为中国出口

的食品有农药残留，连狗生病了，都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含有毒素……其

丰富的联想能力不能不让人‗佩服‘‖。74
 

人们不免回想起：大约 45 年前，时任美国高官―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威

廉•邦迪（William P. Bundy）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为题，发表了长篇讲演，

系统阐述―中国威胁论‖。75他宣称―毫无疑义，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

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美国认为，北京外交政策的目标以及用以实现这些目标

                                                        
    

72
 参阅：《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四节，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 
73 参阅本文前注 30 所引[美] 乔治•凯南 (G. F. Kennan) 著作。 

74  参 见 孙 力 舟 ：《 史 海 钩 沉 ： 人 民 日 报 40 年 前 就 驳 ― 中 国 威 胁 论 ‖ 》。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7/28/content_881908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6/04/content_8315512_3.htm  
75 See: William P.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 U.S. Dep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8, 

1966, pp. 310 – 318. Available at: http://hdl.handle.net/2027/uc1.b2931899?urlappend=%3Bseq=199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7/28/content_881908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6/04/content_8315512_3.htm
http://hdl.handle.net/2027/uc1.b2931899?urlappend=%3Bseq=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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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都十分尖锐地触及亚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触及亚洲以及全球亿万人的

自由与生命问题‖。他用―世界警察‖和―亚洲救世主‖的腔调，妄图证明，由于中

国的目标是通过革命输出，征服亚洲，而美国的目标是―维护‖亚洲国家的―自由

和独立‖，―帮助亚洲国家取得发展和进步‖。因此，美国必须同中国在亚洲和全

世界―针锋相对‖，美国―没什么选择余地，只能挺身抵抗，以坚定的态度对付共

产党中国人‖。邦迪这种谬论当即遭到中国《人民日报》一位―观察家‖针锋相对

的迎头痛击： 

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要问:美国在东太平洋，中国在西太平洋，两国相距何

止万里，中国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一兵一卒，中国在美国的周围没有一个

军事基地，怎么会使美国„没有什么选择余地‟，非要同中国大干一场丌可

呢？……当邦迪站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学院的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又是

哪个国家的飞机在越南的土地上丢下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哪个国家的几十

万军队在越南的土地上，使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武器，迚行一场大规模的

侵略战争呢？双手沾满越南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想

要摇身一变而成为亚洲人民的“救星”，这丌是太难了吗？76
 

45 年后的今天，当年邦迪论证―中国威胁‖的荒谬逻辑 
77

 似乎仍在被美国高

官、高层学者和高级媒体们沿袭应用。相应地，中国―观察家‖当年针对此类―中

国威胁‖谬论所作的犀利驳斥至今仍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不过如今应当把

当代―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名取代上述话语中当年的―越南‖国名

罢了 ！人们不禁要问：不久之后，还将有哪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会在―中

国威胁论‖的恫吓之下，有福―享受‖美国恩赐的狂轰滥炸、大军入侵和血腥屠

杀？？ 

最近，中国唯一的一艘航母出海试航，又召来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学者和

媒体一阵阵关于―中国威胁‖的歇斯底里叫嚣。78全球稍具普通常识的人都不禁要

                                                        
76 观察家:《驳邦迪》，载于《人民日报》，1966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 

    
77

 参见本文前注 2，29 及其正文。 
78 参阅本文引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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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一，美国现役航母达 12 艘之多，占全球各国现役航母总数的一半以上，79

这 12 艘―利维坦魔兽‖（Leviathan）80及其舰载飞机在全世界各地海洋横冲直撞，

多次侵入他国领海领空，狂轰滥炸，屠杀无辜平民妇幼；多次在闯到他国的―家

门口‖耀武扬威，展示―肌肉‖，进行武力恫吓威胁，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

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中国作为百余年来深受其害、饱遭威胁的弱势国家，

为保卫本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如今刚刚起步，开始有了唯一的一艘航母，

却招来美国―中国威胁论‖的新污蔑和新威胁，这难道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居世界首位；国土广袤，居世界第三；海岸

线漫长，居世界前列——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广袤的领土、如此漫长的海岸线，

需要有包括航母在内的现代武器装备加以保护和保卫，这是不说自明的，难道还

要遵照美国的指示，―说明为什么需要航母‖？81美国如今已经拥有 12 艘航母，它

何曾向全世界人民逐一说明过―为什么需要航母？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航母？‖第

三，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前不久中国乃是上述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

如今第一艘航母刚刚―呱呱坠地，初试啼声‖，何以就令已有 12 艘航母的美国某

些人一听到婴儿啼声就如闻当头霹雳，并引发歇斯底里，大叫受到―威胁‖，这难

道不正是说明威胁者开始受到反威胁的―威胁‖和警告，不正是说明在全球各地到

处威胁他国弱者、到处破坏和平稳定的美国某些人，开始稍有忌惮，不能再完全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么？对全球真正爱好和平稳定的人们说来，这难道不是值

得高兴的好事吗？ 

四、结束语：尊重历史，达成共识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 19 世纪 70 年代迄今一百四十多年以来各种版本―黄祸‖

                                                        

    
79

 据报道，美国现有航母 12 艘，其中 10 艘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每艘达 10.1 万吨；俄罗斯仅有 1

艘“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英国有 1 艘“常胜”级常规动力航母；法国有 1 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意大利有“加里波第”号和“卡沃尔”号 2 艘常规动力航母；巴西有 1 艘“巨人”号航母，即购自法国的前“福煦”

号常规动力航母；印度有 1 艘“维拉特”号常规动力航母；泰国有 1 艘“加克里•纳吕贝特”号常规动力航母；

西班牙有“亚斯图里阿斯王子”号和“约安·卡洛斯”号 2 艘常规动力航母。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craft_carrier#Aircraft_carriers_in_service) 

 

    
80

 “利维坦魔兽”（Leviathan）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海中庞大魔怪，状若巨鳄和恐龙，拥有坚硬

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生性凶残，能呑吃大量活人。在基督教教义中利维坦成为

企图毁灭整个世界的恶魔。 参见 http://tieba.baidu.com/f?kz=989019454 
81 2011 年 8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发展航母一直表示

关切，要求中国就拥有航母进行解释，说明为什么需要航母？详见温宪：《偏执的―关切‖》，载于《人民日

报》，2011 年 08 月 12 日，第 3 版。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craft_carrier#Aircraft_carriers_in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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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脉络、血缘传承、及其实践后果的概况。只要认真对

照两三千年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量史实，全球一切正直和明智人士对―黄祸‖

论及其最新变种―中国威胁‖论不难达成以下应有共识： 

（一）、―黄祸‖论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论之一，各代―黄祸‖论和其他种族歧

视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大都声名狼藉，留下了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其中德国

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德国的盖世枭雄希特勒，都已

盖棺定论，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各代―黄祸‖论的本质和核心都是―侵华有理‖，都是侵华的前导，都

以侵华为归宿。当今美国霸权最新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达成这一

归宿之前，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为了恐吓中国的周边国家，以扩张美国自己的势

力；在国内政治方面，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转移视线‖，平息民众对美国

政府的不满。妄图―一箭三雕‖！ 

（三）、各代―黄祸‖论最惯用的伎俩和政治骗术，是―贼喊捉贼‖，威胁者自

称受―被威胁‖，加害人伪装―受害人‖，都是严重歪曲历史，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 

（四）、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方能保持清醒头脑和锐利目光，避免遭受―黄

祸‖论 21 世纪最新变种——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论的欺蒙和利用，避免“居安

不思危‖或―居危不知危‖；避免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引火烧身！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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