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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從國際關係和外交的角度對自己歷史和傳統的

巧妙而富於建設性的解讀與利用。歷史如何成為

印度豐厚的外交文化資源並為自己的外交行為提

供合法性依據是本文的重點部分。另外，印度與中

國在外交文化、外交風格及其對歷史解讀與借用

方面的差異也會有所涉及。

歷史遺產的外交利用

當今世界，就文明史延續之久遠和古代文化

遺產之豐富而言，印度大約是唯一能與中國比肩

的文明或國家。就人口而言，印度有12億，僅次於

中國，有可能超過中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印度與中國一樣，也是一個文化和高等教育大國，

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大國，其科技實力和潛力不

容小覷。因此，它也是一個潛在的經濟大國和政治

大國。實際上，印度人自獨立之後一直是相當自信

的。他們認為「很少有國家文明（state civilization）
能夠與印度文明比肩」，「印度作為一個文明可以

中印比較：歷史遺產與外交自信

■ 賈海濤

暨南大學

這裏，歷史遺產一方面指歷史文化遺產和歷

史傳統本身，另一方面也指整個歷史的存在和過

程。因此，本文所說的歷史遺產比較寬泛，幾乎指

歷史的一切。然而，所謂遺產的概念當然是從積極

意義上理解，而非所謂「負資產」。資產的價值或

正負意義，在於今人的使用或利用。從文化意義或

外交運用的角度而言，歷史遺產的功效取決於一

個國家（政府和全體國民）的建設性詮釋和開發。

不開發利用，就等於沒有這筆資產；理解有誤，視

為負擔，即為負資產。中印兩國同為文明古國，有

著悠久、豐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在世界文明

的歷史進程中長期處於領先和領導地位，擁有大

多數國家所不具備的獨特的文化優勢和外交的話

語（discourse）優勢。歷史傳統本身及文化遺產都

是中印兩國外交的豐厚資源或資產，有助於各自

的國際關係的發展和外交的開拓。本文首先分析

印度外交和外交文化的特點及其與印度歷史文化

和歷史傳統的關係，然後探討印度知識界與外交

摘  要：當今世界，就文明史延續之久遠和古代文化遺產之豐富而言，印度大約是唯一能與中國比肩的文明或

國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厚遺產至今有著極大的國際影響力，在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擁護方面是可資利用

的。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這可為中國當今國際地

位的提高和國際關係的開拓提供極大的幫助。但我們目前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非常有限，也缺乏這種自知或

自信。近代以來，不少中國人習慣於做破舊立新的美夢，對自己的歷史否定較多，甚至將歷史遺產視為負擔或包

袱，或者說是「一窮二白」，對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認識不足。印度在這方面與中國截然不同。它對自己的歷史文

化遺產非常珍惜，極力從其文明的歷史地位、國際傳播和當代的影響力中挖掘有助於自己國際地位提升和國際

關係開拓的積極因素。這是其文化外交或對外戰略的文化的支柱部分，為印度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為提供了某

種理論依據和合理性，培植了一種道德優越感和文化榮譽感。或者說，印度借助於歷史和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外

交行為和外交政策提供了某種道德依據或合理性、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歷史遺產，外交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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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有所奉獻」。[1]關於他們的自我

感覺或自信，美國著名印度問題專家史提芬‧柯亨

(Stephen P. Cohen)總結道：「印度的人力和物質資

源少有幾個國家可以相提並論。在這方面，印度的

精英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與俄國、中國和美國同

列。印度體現了一個偉大的文明，或許是所有文明

中最偉大的」。[2]中印兩國的國際環境和對外關係

有著極大的不同，而各自的外交政策與外交文化也

有著較大的差異。這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

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自對歷史態度的不同選擇。

近代以來，不少中國人習慣於做破舊立新的

美夢，對自己的歷史否定較多，慣於自我貶低，不

太珍惜自己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沒有太多文化自

豪與民族榮譽感，對自己文化遺產贏得的國際尊

重和歷史性的榮譽感覺遲鈍，總覺得歷史留給中

國人的全是負擔或包袱，至少是「一窮二白」。在

近些年這種觀點仍然大行其道，甚至一度占據主

流。比如網上流傳的熱帖《宋亡之後無華夏　明亡

之後無中國》、《從春秋到晚晴：中國華民族是如

何變壞的》（或作《從春秋到明清：國民性的大退

步》）與熱銷多年的《狼圖騰》就是典型代表。《狼

圖騰》是本邪書，其他所謂「熱帖」更是等而下之，

不值一駁。然而，長期對自己歷史的否定造成歷史

虛無主義。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缺乏自信，民

族自豪感不是很強，培植這種自豪感的文化與道

德基礎也幾乎喪失了，對國際關係和國際競爭，反

倒過分強調一些現實的物質基礎，比如武力和經

濟力量，有時候也寄望於某種悲情色彩的精神力

量。長期以來，關於文化的重要性及文化發展的動

力問題被中國人忽略了，更對文化的影響力的提高

置之不顧。更可悲的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連續

性嚴重斷裂，新文化的建設成果有限。甚至文化

建設長期被嚴重忽視，政治運動、經濟發展不斷

成為時代的主題和政策的主要導向，文化成了可

有可無的事情。實際上，文化才是國力的源泉與動

力，一切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文化的發展與進步。

沒有文化的發展與進步，其他領域的發展與進步

是不可能的，包括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生活水平的

提高。歷史的進步本身就是文化的進步，也是以文

化為動力的。因此，歷史的遺產首先是一筆文化遺

產，是當今國家發展和外交拓展的巨大財富。

中國人目前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也過於注重

軍事、經濟的指標，而對文化的創造力和文化的國

際競爭力與影響力關注不夠。目前，中國人所說的

文化往往是一些文化商品或廉價的文化產品，對

思想、學術、媒體、制度和價值觀的國際影響力完

全忽視，甚至在認識上將這些排斥在文化領域之

外。曾幾何時，我們非常迷信於自己在這方面的優

勢，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運動並不斷輸出革

命，宣稱要解放人類。等到發現這是在做白日夢、

真正最該解放的恰恰是自己之後，中國人在這方

面的熱情和自信降到了最低點。其實，中國傳統文

化中的豐厚遺產至今還是有著極大的國際影響力

的，在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擁護方面是可資利

用的。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

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這可為中

國當今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關係的開拓提供極

大的幫助。但我們目前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非

常有限，也缺乏這種自知或自信。我們已經與自己

卓越的文化遺產和傳統分手太久，或是採取了太

久、太多的厭棄態度。即便是現在也還沒有正視、

重視中國文明或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

甚至仍在採取一種自貶、自損的態度。這種自我貶

低與某種臨時激發的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相映成

趣，構成了極大的不協調，不利於整體國民的統

一的理性與意志的培植。好在現在從決策層到學

術界對待歷史文化和傳統的評價都有了較大的變

化，歷史傳統已經成為外交和國際開拓的重要文

化資源，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的重要性也已經成為

共識。

印度在這方面與中國截然不同。它對自己的

歷史文化遺產非常珍惜。這不僅僅體現在它對歷

史遺蹟和文化遺產的挖掘、保護方面，還表現在

它極力從其文明的歷史地位、國際傳播和當代的

影響力中挖掘有助於自己國際地位提升和國際關

係開拓的積極因素。這是其文化外交或對外戰略

的文化的支柱部分，為印度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

為提供了某種理論依據和合理性，培植了一種道

德優越感和文化榮譽感。或者說，印度借助於歷史

和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外交行為和外交政策提供了

某種道德依據或合理性、合法性的理論基礎。柯

亨曾指出：「就差異性而言，印度比得上歐洲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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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但在印度的民族主義分子眼中，它的精神遺產

要遠遠優於歐洲和美洲」。[3]當然，他所說的「民

族主義分子」是一個大帽子，不一定準確。事實

上，印度知識界和精英階層普遍對自己的文化和

歷史傳統充滿了敬仰和尊重。

當然，作為一個前殖民地國家，印度通過一

種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贏得了獨立，不僅形成了一

種道德的優越感，同時也孕育了一種受害者的悲

情。這種悲情更加強化了印度對於西方世界的道

德優越感。而對於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除了中

國之外，印度也擁有極強的文化和道德優越感，因

為在歷史上，印度對於眾多的亞非國家不僅長期

輸出文化，而且在各方面都發達、強大得多。因此，

在印度人看來，印度不僅在道德和文化上高高在

上，而且有能力、實力和資格幫助、領導這些國家。

不得不承認，在國際交往中，印度在道德和其他方

面的平等意識是比較弱的，甚至是被其刻意忽視

了。這一點它與中國的表現也截然相反。

毋庸置疑，古代印度人創造了足以傲視其他

任何古代文明體系的輝煌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

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印度人對自己的文

化成就及其輸出非常自豪。2008年辛格總理訪華

時，本來安排有參觀長城和故宮的活動。但不知何

故，這一計劃取消了。海外媒體推測，辛格總理此

舉在於展示一種「文明優越感」─ ─印度文明對中

華文明的「優越感」。[4]這種評論在一些中文網站

一時引起了熱議，部分中國網民對此表達了一定的

不滿情緒。不過，中國大陸媒體認為辛格總理無意

參觀長城和故宮主要是因為他專注於工作（主要

是雙邊會談），不願花時間遊玩、參觀。[5]然而，有

人注意到了辛格總理還是抽空參觀了中國人正在

進行的奧運建築工程，包括建設中的「鳥巢」。這

無形中反襯出他重視中國的現代建築成就，而輕

視古代的建築成就和古代文化遺產。所以，一部分

中國網友相信了海外媒體的說法，發表了一種民

族主義色彩的不滿言論。難道辛格總理真的會對

長城、故宮和以它們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不屑

一顧？應該是不會的。辛格總理的敬業精神令人

欽佩，我們對此應該理解並欣賞，而不是惡意猜

測。香港媒體不該對辛格總理如此妄猜。但的確

有部分印度人，包括一些學者，有一定程度的所謂

「文明優越感」或「文化優越感」。但他們如果對

中國或中華古文明抱有過多的「優越感」恐怕是

一種誤會，也是一種不恰當的態度。

中國其實和印度一樣在國際社會具有道德和

文化的優勢，也可以有足夠的自豪感或優越感，至

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我們可以把這種自信或自

豪發揮得淋漓盡致或是更充分一些。這不是說我

們需要對外強硬，或是盲目自大。恰恰相反，我們

要做的是應該怎樣展現中國富有魅力和親和力的

一面，以贏得世界的尊重和愛戴。文化外交我們可

以做得更好，至少可以做得像印度一樣好。這不是

追求什麼軟權力或是為了謀求文化產品的市場開

拓。

印度有學者甚至將中印兩國的文化遺產或古

代文明的全球影響力看作決定兩國當代發展和崛

起的一種戰略資源或戰略文化資源。印度學者馬

立克在論證古代印度存在的依據或合法性時扯到

了這個話題。他說道：

我們能否說過去有一個「印度」或「中國」，

要根據中國和印度的戰略文化對歷史經驗和對各

自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感覺所起到的作用來判斷。

戰略文化不是用來描述或結束戰略行為的一個微

不足道的變量。從某種程度上，從前現代進入現

代，中國和印度均有一個持續的戰略文化。正是因

為缺乏對歐洲人到來之前亞洲歷史和戰略文化的

理解，造成很多觀察者對印度情況認識的混亂和

困惑。不少分析家認為印度像是英國人統治的繼

承者。而真實的情況是，這種觀點根本就無視印度

（和中國一樣）作為一個古代文明和作為一個帝

國（雖然時間段比中國短得多）也曾經存在過的事

實。[6]

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這個詞乍聽起

來有些邏輯不通、內容蒼白，但如果放置在印度人

的歷史文化觀和文明優越感的背景中就變得清晰

且好理解了。的確，中印兩國的文化資源和歷史的

貢獻及現代的國際影響力是可以被視為一種外交

資源或戰略資源的。就看中印兩國怎樣開發、利

用了。印度人不僅僅在文化外交上巧打這張牌並

將其視為軟權力的一種資源，更是將其用作培育

其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核心成分。

柯亨對此也表示贊成，多有呼應。他通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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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告訴我們：

無論是現實主義者還是理想主義者，幾乎每

一個印度戰略問題圈子裏的人都認為印度作為一

個大國的固有的偉大本身是印度的有利條件，而

其他國家應該認識到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的道德

品質。還有，有人還會爭辯說，對於那些針對印度

的被誤導或持批評態度的美國或歐洲的政策而

言，只能說明印度的代表們沒能用強而有力的手

法將印度的情況成功地展示清楚。例如，國家的

官方大使就是要對印度的文化作橫跨所有社會階

層的展示並建立起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特別

是與印度海外移民的接觸。說服外國官員接受印

度的智慧和印度立場的道德正確性應該是可能

的，比如可以通過陳明印度的情況並通過提供關

於印度偉大文明、文化和經濟成就和民主方向（後

者正是朝著西方民主的方向發展的）信息補充政

治論據。[7]

關於中印兩國歷史的相似性或歷史文化的成

就及國際影響力，以及印度人對自己這方面資源

的開發、利用，他還曾總結道：

在偉大的世界文明中，只有印度和中國以民

族國家的形式體現一種文明。和中國人一樣，印度

人清楚自己怎樣變得獨特而偉大，有一整套基本

的邏輯前提和理論，而且有一個號令自己社會和

指導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獨特方式。另外，和中國、

波斯和希臘一樣，印度也創造了一門語言（梵文）

和一整套囊括人類所有經驗與知識的詞匯。

其次，偉大印度文明的記憶也具有實際的結

果。印度的官員們堅信他們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國

家 ( s t a t e )，而是一個文明。很少有國家文明

(state-civilizations)能比得過印度。很多印度外交

官和戰略家認為，與其固有的文明質量相匹配，印

度應該得到另眼相看和尊重。他們對印度不得不

依賴那些不懂欣賞印度的特性和獨有品質的國家

感到厭惡。[8]

他指出：「在2000年或更多的時間裏，南亞經

歷了很多政治秩序，但它是僅有的兩個體現獨特

文明的現代國家之一 ─ 另一個是中國」。[9]他還

說：「印度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又是一個古老的文

明。在這方面它是少數幾個領土較大但卻有著單一

『偉大』傳統的當代國家之一。非洲、阿拉伯、拉

丁美洲和歐洲文明都分裂為很多國家，但是印度

像中國一樣，是偉大的古老文明的中心地帶」。[10]

他也非常贊成文明的力量和文化遺產能夠提供國

際感召力，或者說為國際領導地位提供合法性或

特權地位。他指出：

印度如同中國，有著明顯的文明身份，由一批

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構成，有其特殊的歷史觀。

這些因素使得它能夠圍繞著一套獨特的價值觀、

形象和思想對其人民實行動員。這些包括諸如印

度盛產偉大的思想和價值觀、印度（和印度人）有

東西可以教導其餘世界及在主要文明中印度對其

他文明特別謙遜之類的觀念。印度還有一個明確

的組織社會的方式。這一方式影響到它看待外部

世界的世界觀和其他國家看待它的方式。這些品

質中的某些部分對其他或遠或近的國家有吸引

力，進而使印度能夠抗衡、制約和綜合其他無論是

來自西方、伊斯蘭世界或是其他方向的影響。[11]

可以說，對於歷史和傳統的開發與借用，印度

一直就是這麼做的。而中國，雖然在這方面資源遠

遠優於印度，卻沒有印度做得好，或者說忽視了對

歷史遺產的外交利用。

歷史的自覺與自信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印度歷史，或者說印

度歷史學是西方學者建立的，也就是說印度歷史

的詮釋始於西方人。此前，印度本土關於印度歷史

的記錄、詮釋或研究都是不系統的，也稱不上嚴格

意義的史學。更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陸並無完整而

連貫的作為政治主體的印度和印度民族的概念。

印度民族主義的高漲和獨立運動的興起喚起了印

度人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培植了印度人的主

體觀念和明確的印度概念，同時也開始了印度人自

己真正的歷史詮釋。這是印度人自己的歷史學的

開始。實際上，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古文明和

古希臘、古羅馬的古文明史，還有瑪雅文明、印加

文明等，從史學的角度來說，都是西方人建立的。

還有中亞這個幾大文明交匯地區的歷史，在國際

學術界，包括中國學界，也不得不惟西方學術界馬

首是瞻，儘管西方的所謂「中亞學」[12]連基本的體

系都千瘡百孔，漏洞百出。

印度文明史或印度歷史的學術研究始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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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印度學者也是承認的。印度女歷史學家若米

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在其兩卷本的《印度

歷史》中坦率地承認，英國人威廉‧瓊斯爵士（Si r 
Wi l l i a m Jo n e s）、查爾斯‧威爾金斯（C h a r l e s 
Wilkins）和F.馬克斯‧穆勒（F.Max Muller，德裔英

國人）對於印度古代史的發現及所謂印度學（In-
dology）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3]印巴次

大陸最早的文明 ── 哈拉帕(Harappa)文明[14]就是

英國人發現並進行考古挖掘的。西方現代學術的

方法，特別是語言學和考古學對印度歷史的重建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國際學術界乃至

印度學術界，研究印度的主要學術成果幾乎都用

英語發表；主要的印度古文獻或經典也都有英文

譯本。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基本文獻和研究成果也

大都以英語文本的方式存在著。英語是這些領域

的基本工作語言，而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要

憑藉的基本語言卻不是英語。中文和中文文獻一

直是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基本工具和主要

資料來源。中國歷史的書寫和歷史學也主要是中

國人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富有歷史傳統的。這是

中國人可聊以自慰或倍感自豪的事情。

馬克思(Karl Marx)對印度的歷史和文化評價

不高，曾表示「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過黃

金時代的人的意見」。[15]他還曾說過，印度「根本

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16]曾經

對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產生過深刻影

響的黑格爾(G. W. F. Hegel)也曾有過類似的觀點，

並將印度歷史與中國歷史進行了比較。他對中國

歷史記錄之詳細和歷史傳統之悠久非常欽佩。他

說：「沒有任何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有著如此嚴格和

持續不斷的歷史記錄。其他亞洲民族也有古老的

傳說，但沒有歷史。印度人的吠陀經不是歷史」。
[17]古代印度的歷史一般不被視為一個國家的歷

史，而被看作一個文明或一種文明的歷史。這一文

明的主體應該是由很多政體或國家組成的。而中

國歷史既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文明的歷史，也可以

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更可以被看作是一個

民族（中華民族）的歷史。黑格爾認為，「印度」的

名字是英國人命名的，印度人自己並沒有這一整

體的觀念，也不將自己看作一個統一的群體，也沒

有一個所謂群體的名稱。他說印度「從來沒有形成

過一個帝國，但我們卻這樣看它」。 [18]他強調：

「需要引起注意的第一點是：如果說中國可以被

看作一個典型的國家（state）而非其他，印度的政

治存在向我們展示的只是一個人民(a people)，而

非國家(state)」。[19]而有的人甚至認為連一個印度

人民（a people）的存在也沒有。19世紀末英國人約

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說過：「……從來沒有

過一個印度的存在，……沒有一個印度國家，也沒

有一個印度人民」。[20]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英國

人約翰‧西勒（John Seeley）也認為印度只是一個

像歐洲和非洲一樣的對地理概念的表達，而根本

不代表一個國家或一種語言。[21]

不少人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古印度」幾乎

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而只能是

一個地理概念或文明的總括。因此，古印度本身與

其說是國家的延續或存在不如說是一個地理概念

或文化符號。當代德國學者威廉‧馮‧珀赫哈默爾

（Wilhelm von Pochhammer）指出：「任何一個打

算將印度的歷史特徵看作一個知識體系的人首先

就會面臨這麼一個問題：該怎樣看待『印度』？次

大陸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的國家，一些歷史

學家只願承認一個類似於統一體的共同的印度文

化的存在」。[22]實際上，整體的「印度」概念的形

成和建立始於現代，即英國人征服印巴次大陸之

後。而且，這一名稱還是英國人給的。在古印度歷

史上，從來沒有一個能代表統一的國家和民族的

名稱。在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前，一個統一的

民族或國家從來沒有出現，甚至說真正意義上的

持續而有效的帝國統治也沒有出現。英國學者約

翰‧肯伊(John Keay)也曾指出：「儘管很多印度民

族主義的歷史學家採用選擇有利的證據並大肆鼓

吹的方法，地理上的印度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不

曾是一個單一的政治 ─ ─ 文化實體」。[23]這一點

古印度文明與古代中國截然不同。有些中國學者

習慣於按照自己文化的特點套用印度歷史，可以說

是對印度歷史善意的誤解或拔高。

珀赫海默爾認為印度與中國的情況有著實質

的區別：中國連續兩千年都有著一個統一的中央

政權並將所有的人統一為一個整體：中國人；而印

度人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從來沒有建立過一個中

央政權。[24]也就是說，古代「印度」一直只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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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或文化概念，而不能作為一個國家看待，也沒

有一個統一的「古印度人」或統一的古印度民族的

存在。中國學者閔光沛指出：「甚至可以說，印度

從來也沒有完全統一過。古代印度僅有孔雀王朝

百年的統一史，中世紀印度統一的時間加在一起

才五百餘年，近代印度也僅僅統一了上百年（在英

國人的殖民統治之下）。英國人的統治號稱統一，

但印度人民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還有大

小土邦數百個，其總面積占印度總面積的五分之

二，總人口占全印度的四分之一」。[25]事實上，印度

歷史上不少短暫統一的政權是外來征服者建立

的。

在印度短暫的統一的歷史中，公元前324年建

立的孔雀帝國和16世紀中亞穆斯林建立起來的莫

臥兒帝國是真正在較大範圍內實行政治統治的政

權。然而，這種暫時的統一也沒有建立統一的文化

和民族，甚至政治上仍是分裂的。閔光沛認為，孔

雀帝國「或許是印度第一個較為強大的統一國

家」。[26]然而，孔雀帝國的實際政治控制怎樣也不

得而知，作為國家的功能遠遠不能與年代相近的

中國的漢朝相提並論。孔雀帝國土崩瓦解之後的

印度也不可能很快分解為一盤散沙，而且似乎永

遠失去了凝聚力。作為政權，莫臥兒帝國算是印度

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然而，該帝國有效的統治的

歷史很短。閔光沛還指出：「即便是在莫臥兒帝國

的極盛時期，印度也決不是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國

家」。[27]

實際上，真正統一的印度是英國殖民統治者

拼湊起來的。印度只是在它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

後才作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但

是這統一的印度卻是一份英國人的遺產。許多西

方人認為，是英國人幫助印度人實現了統一，這是

英國殖民統治的副產品 — 有益的副產品。這種觀

念得到了不少印度人的支持。印度學者歐門

（T.K.Oommem）認為：一個印度民族原來是不存

在的，當初也沒有必要考慮這一問題。但是，英國

的殖民統治迫使人們形成了「印度民族」的概念。
[28]印度文豪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也持這種

觀點。[29]沒有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印度沒法形成一

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並最後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珀赫海默爾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在此之前（英

國人殖民統治之前），對於印度次大陸的不同的人

民和國家來說，從來沒有同屬一個政治體的感

覺。無論是像印度民族這種政治實體的形成，還

是他們共同歸屬統一政治體的覺悟和意識，都要

歸功於英國人」。[30]中國人習慣於從自己固有的大

一統的歷史觀，和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將古代印

度史看作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這是一種善意

的誤解，所謂「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就落入了這

種窠臼。不過，中國學界的印度史觀也在悄悄地發

生變化，變得更加成熟、豐富、多元了。

印度人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逐漸培養了他

們的民族意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

觀念才逐步形成。這與中國的情況有天壤之別。但

是，即便是在獨立的過程中，印度的民族矛盾也還

是很深的，這也導致了後來的印巴分治。實際上，

當時沒有一個統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

後來也沒有。珀赫海默爾指出：在印度，「民族」概

念第一次出現於獨立運動期間。「民族」這一概念

開始是用來代表反對和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至

於一個印度民族當時已經存在還是還有待於形成

的問題卻沒有涉及。[31]應該說，目前印度人正在形

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正在增

強。

大一統的政治模式當然有其局限性，但是，

中國古代文明能夠長期以一個統一的國家形式存

在，一方面體現了它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凝聚

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它的政治、經濟的治理、調

整能力，同時也體現了它所具有的軍事上捍衛、保

障自己文化和經濟體的生存、發展能力。通過這些

方面的展示，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古代文明所具有

的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華

古代文明缺乏這種優勢。當然，中華古代文明政

治集權或極權政治的缺陷也比其他文明或許更嚴

重。這使得它的政治體系乃至整個文明體系越來

越僵化、各方面發展陷於停滯，最後導致了文明的

衰落。

印度獨立之後，印度自己對於印度歷史的研

究開始與西方的印度研究分庭抗禮，並建立了自

己獨立的話語體系。很快，關於印度歷史的研究

和歷史詮釋的主導權或領導權開始轉移到印度人

自己手中。這是一個去殖民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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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反西方中心論的過程，印度歷史的幾乎所有主

要內容和重大問題都被重新界定或詮釋。這不是

對歷史細節重新發現的過程，也不是一個局部證

實或證偽的過程，而是整個歷史重建或重新詮釋

的問題。印度歷史幾乎被全部推倒重來。不過，印

度歷史的詮釋或歷史重建一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因為這是在西方印度學基礎之上的工作。印度

歷史上很多問題還有待新的發現和考證，很多問

題也難有定論。很多基本的問題，乃至幾乎所有的

重大歷史問題都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難以達成

共識。很多爭論及其產生的根源是印度歷史學界

獨有的風景，比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研究都要複

雜得多。

就文化的豐富性或豐瞻程度而言，中國古代

文明一點也不亞於古代印度文明和其他古代文

明。就歷史上國家、人民、文化的同一性、凝聚力而

言，在情感與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歷史自豪感、

集體榮譽感方面，中國要遠勝印度，甚至在世界上

是獨一無二的。無論從文明起源的角度，還是從

歷史的連貫性和總長度方面，中華文明並不比印

度文明遜色。而且，中國在古代一直是一個國家，

而且是延續時間最長的古國，而古印度則不是一

個國家。至於說其他文明古國，如果它們可以稱得

上是「文明古國」的話，則早就消失了。古埃及、古

巴比倫，甚至古希臘、古羅馬都早已滅亡，其文明

完全湮沒或幾乎湮沒，歷史都已中斷或中斷過。與

中國相比，那些文明古國的歷史應該更短。在這

些古國或在其古文明的廢墟上建立的現代國家或

居住的當代人民，幾乎與當時這些古文明的創造

者沒什麼血脈或文化上的直接繼承關係。當今的

北非與中東是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埃及和伊拉

克、敘利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文化與古埃及

和古巴比倫文化幾乎是兩回事，至少沒有直接的

繼承關係。當代西方文化通過古希臘和古羅馬文

化間接繼承了更多的古代西亞和北非的文化。印

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認為，古埃

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希臘文明「都消失

了」，現在生活在那些國家的現代人「與那些古文

明沒有直接的聯繫」，「今天的希臘只是東南歐的

一個小國家而已」。[32]他認為其他文明儘管也曾經

有過歷史的輝煌和帝國或王朝的更替，但在世界

歷史上文明從未中斷而保持歷史連續性的只有印

度和中國。他曾經指出：「但除了印度和中國之外，

沒有任何地方保持著文明的真正連續性。儘管印

度和中國在歷史上也變了又變，經受過各種戰爭

和入侵，但古文明的脈絡在這兩個國家一直沒斷

過」。[33]

有人貶低中國古代文化的成就，認為中國不

配居於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列，是非常淺薄無

知的行為。為什麼將消亡的國家和湮滅的文明抬

得比中國這個現存的最大的古文明延續的活體還

高呢？「四大文明古國」或許是個不太科學或不太

準確的說法。但是，如果說有，中國應該是最具資

格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不夠格。即便是

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曾中斷過，幾乎滅絕。尼赫

魯在寫給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信中

這樣說：

我扯得太遠了。我想向你指出的是，在歐洲發

生了如此突然的社會瓦解和猛烈變化，而在中國

甚至印度卻無此類突變發生。在歐洲，我們看到了

一個文明的終結和另一個將慢慢地發展為今天的

文明的開始。在中國，我們看到了一個相同高度的

文化和文明一直朝前發展而沒有任何此類中斷。

這期間有興衰起伏。好時期和壞國王與壞皇帝不

斷變換，改朝換代也在發生。但是，文化的繼承沒

有中斷。甚至當中國分裂為幾個國家並相互發生

衝突的時候，藝術和文學也保持興盛，有動人的

繪畫問世，還有那些精美的花瓶和華麗的建築。印

刷術得以應用，喝茶成為時尚並在詩歌裏面得到

高度贊美。在中國，一種出自高級文明的優雅和藝

術才能一直在延續。

在印度也是如此。它沒有如發生在羅馬的文

明的突然終止。當然，它有壞時節與好時節的差

別，有出產文學與藝術產品的時期，也有破壞與腐

朽的時期。但是文明一直沒有滅亡，只是換了一種

風格。它從印度傳播到東方其他國家。它甚至吸納

並教育了那些前來掠奪的野蠻人。[34]

本文無意將中國古代文明或古代文化看得高

於印度古代文明或古代文化。它們應該是並肩而

立，幾乎難分伯仲，屬於同一層次。不過，就當代文

化而言，本人認為印度文化或許已經遙遙領先於

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目前雖然還趕不上當代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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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它幾乎是唯一具備潛力挑戰西方文化體系

的非西方文化。它的所謂「軟權力」極強。印度當

代文化與傳統結合得非常好，又很好地吸收了西方

的東西，屬於現代性轉型較為成功的非西方文化

體系。這方面中國當代文化沒法與印度當代文化同

日而語。中國當代文化與傳統幾乎斷裂，與西方文

化的精髓又幾乎絕緣，在現代性的問題上尚未摸

清門路。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方向不明。

印度人在歷史的繼承與發揚方面做得不錯，有資

格作中國人的老師。

文化自信與外交自信

自獨立以來，印度一直是一個區域大國，在南

亞乃至整個印度洋地區它的實力排名第一，但它

早就夢想成為世界大國。尼赫魯在一次全國廣播

講話中，表示印度命中注定要成為世界上第三或

第四位最強大的國家，宣稱印度的國際地位不應

該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比，而應與美國、蘇聯

和中國相提並論。[35]他曾經說過：「印度以它現在

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

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

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36]印

度學者K‧蘇布拉馬尼亞姆(K. Subramanyam)也曾

說過：

印度作為一個大國出現，它將不像英、法、德

和日本，而是類似美、蘇、中那樣的發展。前者國力

的增長是伴隨著領土擴張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而

後者力量的增長卻主要靠的是（即使並非全部）其

本身的資源、人口和廣袤的地區。[37]

尼赫魯是個有思想的政治家，學識淵博，知識

面極廣。他對於印度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現

狀和未來所涉及的所有問題都有著系統而深刻的

認識。他擅長從歷史中挖掘精神的財富和文化的

動力，借此增加印度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贏得

世界尊敬的資源。他在談論印度時，總會聯繫到中

國，討論到印度的歷史，更是以中國歷史為參照，

甚至在某部分的討論中關於中國歷史的篇幅超過

了印度歷史。他對中國是尊重的，認為中國在歷史

上比印度發展得好，值得印度學習。他說：「於是，

印度長長的歷史全景，包括它的興衰，勝利和失

敗，慢慢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關於五千年歷史中文

化傳統的連續性、侵略和起伏、在民眾中廣泛傳播

並影響他們的一種傳統，在我看來有一種異乎尋

常的東西，只有中國有這種傳統和文化生活的連

續性」。[38]他還說：「古代印度，與古代中國一樣，

自身就是一個世界，是一個使一切成型的文化和

文明。外來影響注入其中，常常影響到那一文化，

然後就被吸收了」。[39]印度學者對此評價道：「他還

拒絕將印度歷史看作只與西方歐洲存在關係。正

如他所指出印度與希臘世界存在關係一樣，他還

重新回顧了其與東南亞、伊朗和西亞的多方聯繫。

尤為重要的是，他讓中國成為他討論印度過去的

一個固定指南」。[40]

尼赫魯對中華文明是另眼相看的，對中國是

相當高看的，對中國的熱愛幾乎與對印度一樣。他

批評西方人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歐洲人想當

然地認為古代歷史僅僅指希臘、羅馬和猶太人的

歷史。按照他們舊的思維方式，當時世界其他所有

地方明顯地尚未開化」。[41]他認為，在古羅馬崛起

的時候，「在東方，中國變得和西方的羅馬一樣偉

大」，[42]「儘管當時羅馬強大而且正變得愈發強

大，但中國比它幅員更遼闊，也更強大」。[43]他還

指出，「當時中國可能或多或少地與西方國家甚至

西亞隔離開來，沒有直接的接觸」，而「印度似乎

是連接西方與中國的橋樑」。[44]他曾指出：「人類

的關係問題是何等的基本，而在我們關於政治與

經濟的激辯中又何其經常被忽視。在古老而智慧

的印度與中國文明中，它就不至於如此被忽視。這

兩個文明發展了自己的社會行為模式，儘管存在

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對個體還是相當重視的」。
[45]他堅持認為中印兩國文化中積累了非常多的關

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積極有益的因素，足以彌補西

方文化的不足。在他看來，中國和印度在歷史上堪

稱絕代雙驕，無有可出其右者。這不僅意味著中印

兩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和尊敬，也意味著中國和印度在當今世界應該得

到尊重並獲得相當的領導地位；不僅意味著中印

兩國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發展的進程中應該有著自

己體面的位置，而且還意味著中印兩國能夠發揮

巨大作用並扮演非常積極的重要角色。中印兩國

作為國家和文明體的獨特地位也是中印兩國在國

際體系中合法地位或重要地位合法性的來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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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兩國沒有理由自卑、謙讓或低三下四、聽命於

人，而是應該理直氣壯地發揮重要作用甚至領導

作用。如此，中印兩國與歐美大國相頡頏並在國際

事務中發揮或扮演領導角色也是理所當然的。

尼赫魯的歷史觀、中國觀和中印文明比較

的方式對印度人具有深遠的影響力。不少學者和

外交官的觀點與他非常相似。或者說，從他們的

言論中可以看到尼赫魯的影子。請看印度馬立克

(Mohan Malik)關於中印文明比較或中印歷史比較

的觀點：

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兩個一直延續著的最古

老的文明，都有其彈性使各自在漫長的歲月裏或

遇到困厄時能夠得以保全並繁榮昌盛。相比較，其

他幾個古文明，要麼消亡了，要麼被其他文明所吞

並。在過往的3000年裏，所有亞洲國家 ── 有的位

於大陸，有的位於遠離大陸的海島 ─ ─ 在某個階

段曾經受到一個或兩個文明的直接影響。與東亞

的中國非常相似，當代印度繼承並承載綿長的南

亞印度文明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由於未來受到歷

史的驅動，對歷史與文化、地理和人口的物質性數

據可能對中國和印度政府的世界觀和它們在世界

體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產生的某些影響進行思考

還是合適的。歷史的重負對於中國和印度來說都

是非常有分量的。中國和印度的觀察者都同意，對

於文明的論述之於中國和印度作為現代民族國家

的身份來說至關重要性。與中國非常相像，在封建

時代，印度也分裂為很多國家並常常互相發生戰

爭。這些國家互相有外交關係，就像他們是外國一

樣。兩國都有非常漫長且富有的戰略傳統……。[46]

印度著名外交家考爾(T.N. Kaul)也認為中印

兩國無論是歷史還是人民都有相似之處，也有自

己獨特的優秀品質，值得珍惜、自豪，也值得其他

國家和文明學習。他在對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和中

國人欣賞、贊嘆之餘，也對其複雜性和獨特性表示

了認知上的困惑。他說：

「中國人是擁有悠久傳統和古老文化的文明

人。經歷了不同的時代，是什麼將他們凝聚一起的

呢？是他們能長期吃苦的本性和忍耐力，或是他

們勤勞的習慣和對自己單獨身份的驕傲，還是對

他們稱之為『野蠻人』的蔑視造成的呢？或者是因

為通過通婚或必要的武力手段殖民或吸納別的種

族的能力？是這些特性中的某一個比其他更加突

出強大，還是所有這些特性或它們中的某些特性

組合一起，或必要時共同作用，構成了中國獨特的

個性的呢？或者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呢。都說不

準。但人們不能不被中國人承受困苦的能力和自

然與人為災難的能力以及生存的意念和對未來與

終極命運的信念所打動」。[47]

不過，考爾認為印度人也同樣偉大。他指出：

「印度實在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 潛在的偉大 ─ 
擁有光榮的過去和抵抗且吸收了不同其他文化成

分的古老文化」。[48]他認為，印度的偉大和潛力也

只有中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而中國眾多的優點

和優勢也只有在印度身上才能發現。他說：

「像印度和中國這類國家的基本力量在於其

人民忍受艱難的能力以及懷著他們的技能、企業

家精神、自然資源和人力將來可以與發達國家媲

美的信念與希望而勤奮工作。這需要時間，因為兩

國都需要積累並提升其技能、開發其資源，鼓舞其

科學家、技術人員及工人的革新與創造精神。印度

的未來，和中國一樣，看上去前景光明而充滿希

望。因為這是有兩國人民固有的素質決定的。這迥

然有別於正在南亞、東南亞和西方世界已經發生

和正在發生的情況」。[49]

中印兩國的相似性使考爾看到中印兩國密切

合作的光輝前景。他說：「和中國一樣，印度作為

對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引以為傲的民族，在歷史上

經歷了盛衰起伏。如果這兩個亞洲大國能夠友好

合作，共生及共同行動。它們能夠使亞洲擺脫西方

的支配，在其他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幫助下，可

以達到俄國和美國的地位」。[50]在他看來，也只有

美國、中國、印度和俄國四國是偉大的國家，在國

際事務中是大國，在未來起重要的決定左右，[51]這

也一直是尼赫魯的觀點。可見尼赫魯對印度知識

精英和外交界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遠。

總之，較早提出中印兩國能夠重新崛起並成

為具有全球領導力的大國的是尼赫魯。他在印度

獨立不久就向全國人民公開描述過印度可做「一

流大國」的光輝前景，在他蹲英國人的監獄時寫

下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也表達過這一宏願。這

段話前面引用過，但也曾經被過分解讀。這裏面可

能有一些誤解的成分。如果連貫地、歷史地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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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看待尼赫魯關於印度獨立、發展、崛起的設

想或藍圖，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種野心的膨脹，也

不是過於自信的表現，更不是帝國主義色彩的論

調，而是對於印度歷史地位、文明力量、人力資源、

自然資源、精神財富的自信，更是對於印度國際責

任的期許和擔當意識的展現。也就是說，早在印度

獨立之前，尼赫魯就認為印度有能力、有資質在世

界上或國際事務中合法地扮演大國角色、獲得大

國地位。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合理、合法的訴求，

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權和擴張慾望。在他的

觀念中，面對西方國家的貪婪和由此造成的世界

亂局，印度和中國沒有理由退讓或謙讓，而是可以

扮演一種積極的制衡力量。

印度人一直很關心印度的國際地位，希望印度

能成為亞洲的霸主或第三世界的領袖。他們儘管

覺得知道自己的國家貧窮，但並不應該屈居任何

國家之下，更不應該受別的國家的領導。儘管美國

一直極力拉攏印度，但印度人認為「美國與印度的

關係是不對稱的」。[52]柯亨認為：「印度拒絕依賴，

無論是經濟的、戰略的、道德的還是文化的」。[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的外交是非常自信的。而

這種自信源自道德與文化的自信。

由於印度有著較為遠大的國家發展目標或戰

略目標，或者說野心較大，因此在外交和國際事務

的參與方面也是四面出擊，處處插手。印度的外交

官與外交家也是非常自信的，而且非常專業，英語

水平和綜合素質也很高。他們對歐美國家沒有自

卑的感覺，相反卻有某種優越感。很多印度精英

「經歷過種族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後就開始著手扭

轉這種歐印關係，將印度（及其他亞洲地區，或是

連同「第三世界」）定義為道德和精神上優越」。[54]

在1950年代，克里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因其

在聯合國的幾次馬拉松式的演講而成了印度的民

族英雄。這也使得印度獲得了一個「懂得如何經常

明確地說『不』的名聲」。[55]柯亨認為，儘管「印度

人是耐心的談判者」並擅使各種手段，[56]但他們的

外交風格是「朝『不』邁進」。[57]柯亨指出，「尼赫

魯的高調外交」使「印度似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

個例外」，試圖或似乎「代表著什麼東西」。[58]他認

為：「在當時印度的外交政策上有著全球影響：德

里在聯合國很活躍，東西方都在向它求愛，它還是

不結盟運動的領袖」。[59]當代印度的政治家與外交

家，在國際社會也都將各種國際場合，視為展現其

個人魅力和風采，以及印度國威和能力的舞台。

曾幾何時，印度在發展中國家享有很高的威

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它不

但在朝鮮停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20世

紀50年代的亞非會議上占據主導地位，還與埃及、

南斯拉夫等國領導了不結盟運動。它似乎是唯一

能夠在西方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發達國家與發

展中國家之間左右逢源的發展中國家。然而，由於

它的經濟落後，軍事實力有限，加之與中國對抗，

嚴重消耗國力，一直沒能達到尼赫魯夢想實現的

目標，算不上是一個一流大國。它的國際影響力在

20世紀60─80年代一度下降。但是，印度沒能很好

地檢討自己，反倒將自己國際威信的下降和國際地

位的徘徊不前歸咎於中國，長期舉國譴責「中國對

印度的背叛」。[60]1962年中國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

成了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外交失敗和國際威信下降

的藉口，也成了印度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和國際地

位下降的藉口。印度政府某些官員還多次公開談

論所謂的「中國威脅」，為其核武政策鳴鑼開道，

為此印度瓦傑帕伊政府的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

(George Fernandes)曾公開宣稱中國是印度的頭號

軍事威脅。[61]

印度獨特的外交文化

從國家整合、民族凝聚的角度，印度獨立後

困難很大，但它的國際挑戰或壓力卻小多了。而

且，它解決國內困難的能力和趨勢是增長的、進步

的，沒有大起大落。它國內出現的危機都得到了一

個個化解，國內矛盾沒能成為外國干預的藉口，也

很少能夠導致國際化。印度自獨立之後從來沒有

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成為敵人。儘管它參與領導

不結盟運動，注重與第三世界的關係，但它仍保留

在英聯邦之內，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係也屬正常。

中國儘管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印度現

在也努力爭取，而且呼聲很高。這說明從很多方面

印度都被認為具備了作為大國參與領導國際事務

的資格，在國際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或感召

力。總的來說，印度外交一直有聲有色，沒有樹敵

太多，在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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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中國的外交環境一直比較困難，長期以來受到

西方國家的孤立，二戰後與超級大國的關係也一直

非常緊張，與鄰國之間也因領土問題不斷發生摩

擦。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發展和國際關係。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獲得一個長期穩定的和

平環境，在安全方面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或挑戰。

而印度在這方面則壓力相對較小。

印度建國是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也是民主

建設的過程。它的獨立是在和平、協商和法律的框

架之內進行的。印度的獨立不是與西方決裂和戰

爭為前提或代價的，而是還與英美保持了相當友

好乃至特殊關係。獨立後，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基本上是正常的，與蘇聯集團和中國關係也非常

友好，又成了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它不需要依賴或

依附誰，也不需要與誰結盟。這與中國有很大的不

同。由於獨立後沒有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和外國

勢力的訛詐，印度不僅注重謀求地區性的霸主地位

（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而且也重視全球事務的參

與。無論是從國家能力還是從政治家個人能力，無

論是從外交戰略上還是從外交官的個人素質，印

度上下似乎都堅信自己有這種能力和義務。對此，

柯亨評價道：

另外，印度人認為作為一個文明的印度可以

為其餘世界有所奉獻。當代印度的政治家也認為

印度應該扮演全球性角色，儘管這一角色是寬厚

的。這種信念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尼赫魯不管是

對大國還是小國總愛進行道德說教和印度人不論

是對大國小國總習慣進行訓斥的原因。這些信念

深植於印度的憲法裏：它規定作為國家政策印度

要「努力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維護國家間公正而

體面的關係；培育對處理組織化的人民與人民之

間關係的國際法和條約義務的尊敬」。因此，印度

在主要尋求地區主導地位的同時，它還將其全球

使命蠻當回事。[62]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社會引起了一定程

度的警覺和敵意。這與印度目前面臨的國際環境

或國際輿論大不相同。目前，全世界都承認印度是

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習慣於將印度與中國相提

並論，進行比較。然而，很多國家在談論中國崛起

的時候，卻在散布或製造「中國威脅論」。甚至，就

連印度也在製造、散布「中國威脅論」。可是，儘管

印度宣稱21世紀將屬於印度，其發展勢頭也非常

迅猛，但「印度威脅論」卻幾乎沒有人談論，也沒

有那個國家在惡意地防範、制約它，更沒有專門針

對印度的某種軍事同盟威脅印度的安全。相反，倒

是美、日等國企圖將印度拉入它們的陣營，專門對

付中國。用柯亨的話來說，「美國和印度分別代表

世界上最古老或最強大的民主和最大的民主在國

際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固定的印象」。[63] 2006年3月3
日，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W. Bush)在訪問印度

時，稱印度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將印度比作「美

國的天然夥伴」，還明確表示「美國歡迎印度的經

濟崛起」。[64]布殊政府不僅一改此前，因印度核試

驗進行的制裁，反而提出了核技術合作的意向，向

印度轉讓核技術。這真可謂是一個180度的大轉

彎。專門針對中國而言，美印已結為准聯盟，用西

方學者的話來說是一種「不公開的盟友」(tacit al-
liance)。[65]中國的印度問題專家或記者，也普遍認

為印度的外部環境要優於中國。《環球時報》的有

關報道認為「國際環境有利於印度崛起」。[66]印度

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倍感得意，似乎在中印競

爭中占了上風。[67]

柯亨說過：「印度的文化影響力和印度的國

際形象都在提升，全世界的大國都在討好它」。[68]

日本拉攏印度以遏止中國的心情，甚至比美國還

要急迫。它的領導人近年來不斷訪問印度，也頻頻

向印度提供各種經濟援助或合作，它對印度的借

款，數額不斷攀升新高。比如，2006年4月1日，日本

政府決定對印度借款1554.58億日元，比2005年增

加了16%。[69]現在更是以各種手段和方式，加強與

印度的經濟聯繫與合作，在高鐵等諸多領域與中

國競爭印度市場。與此同時，日本的對華貸款（或

借款）卻逐年減少，最近完全中止。

俄羅斯聯邦移民局副局長瓦切斯拉夫‧波斯

塔夫寧(Vyacheslav Potavnin)在2006年3月下旬在

會見印度在俄商業代表時說：「我們不反對來自印

度的勞動移民進入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70]俄

羅斯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人不願意打交

道的外國人中沒有印度人，而有中國人。俄羅斯人

甚至覺得印度人「很可愛」。[71]俄羅斯人厚此薄彼

的原因是耐人尋味的，也是令人感到遺憾的。這說

明了中印兩國和中印兩國海外移民面臨的國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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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著多麼大的反差。

印度的國際環境並不完全是一種自然結果或

歷史的繼承，而主要與印度持續不斷的外交努力

有關。柯亨對印度自建國以來的外交努力和國際

影響力做出如下總結：

印度相反追求全球外交。它在聯合國總是扮

演著強硬角色，還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在

它與蘇聯長時期的准聯盟關係期間，它尋求與古

巴、很多東歐國家和其他蘇聯的衛星國交好。它隨

後因武器對蘇聯的依賴使它與不少購買蘇聯武器

裝備的國家如伊拉克（1970年代印度訓練了伊拉

克空軍）建立了一種密切的軍事與供貨關係。印度

在冷戰期間還是重要的對話者。而且由於它原初

對去殖民化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參與，它與非洲、

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很多國家都維持一種密切而活

躍的關係。例如，1990年代初，幾十個非洲國民大

會的幹部在印度外交培訓學院接受培訓，以期在

南非實現過渡之後加入外交服務。對外派駐了140
多個大使館和崗位，新德里肯定是世界上主要的

外交中心之一。它的外交辦公室會一直為涉及廣泛

的各種戰略和外交聯繫而忙個不停。[72]

印度由於有著文化和道德的優越感，加之賦

予自己過多的甚至力不從心的使命，因而在外交

上顯得過分自信。印度有時無論從國家行為，還是

政府官員或外交官個人風格，大都有著印度式的

傲慢。西方媒體甚至將克里希納‧梅農視為「流氓

似的」人物，英迪拉‧甘地則被稱為「龍娘子」。[73]當

然，過分的自負或自信一方面會使印度力不從心，

另一方面也會顯得霸道或是管得過寬，因此在國

際社會不太受歡迎。印度在處理國際事務和制定

外交政策的時候，似乎也有不切實際的地方，很多

地方沒有達到目標、實現目的。柯亨認為:「中國在

如何與新的世界秩序合作和與美國打交道方面是

印度的榜樣」。[74]

柯亨指出，「對於它的弱小鄰國而言，印度一

直是一個大國」，[75]「印度常常表像得像帝國主義

國家，其外交官在其弱小鄰國的首都深為人恨」。
[76]緬甸一直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反印情緒。[77]印度

在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亞洲高速發展的

國家或地區（Asian Tigers）名聲不佳，它被看作不

能實現經濟改革但又試圖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

的大國。[78]柯亨指出：「與巴基斯坦人、中國人或

者是歐洲人相比，很多美國官員不願與印度人打

交道」。[79]這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外交官的風格形成

了極大的反差。

柯亨評價道：對於很多外國官員來說，與新德

里打交道會是很讓人沮喪的經歷 ── 他們還會被

印度外交官的風格激怒。儘管他們很專業，也很有

能力，但都似乎強迫著似的給他們的英國或美國

對等外交官訓話，包括冷戰的邪惡、印度政策的道

德優越性或是印度文明的偉大之類的話題。

對於它的小鄰邦而言，印度又顯現出另一副

面孔。南亞小國的政府官員們講述著關於印度外

交官、士兵、政府官員甚至商人的麻木和傲慢。巴

基斯坦發現與新德里打交道甚至會是非常危險的

經歷，因為兩國常有互相侵擾對方官員（有時會大

打出手）慣例。而對於北京來說，1987年一位中國

官員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印度人為什麼如此『難

以琢磨』」的問題反映了他對印度混在貧困裏的不

現實的傲慢的困惑。似乎只有莫斯科與新德里相

處很好。[80]

相比印度，中國要低調得多，對周邊鄰國和世

界各國都非常友好，不干涉別國事務，從不謀求霸

權，奉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態度。然而，中國總

體的國際環境近年來仍舊存在不少問題，甚至不

斷惡化。這也需要反思。如果不是純粹從利益出

發，而是從維護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發展的角度

考慮，中國其實可以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

用。這不僅僅意味著是在財政上承當更多的負擔。

實際上，在財政和經濟方面，西方國家不少剝削、

敲詐中國，中國也沒少在經濟上對全球提供支持

和援助，但並沒有帶來相稱的地位和相應比例的

感激，反倒是抱怨聲、反對聲不斷。這是非常遺憾

的事情。從歷史地位、文化貢獻和現實作用而言，

中國應該贏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和擁有更好的國際

聲譽和國際地位，外交和發展環境也應該更好。柯

亨認為中國在經濟外交上更活躍，而印度則重視

或長於文化和信息外交，但印度官方的文化外交

也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他發現「印度有時用它

的學術和信息項目來『懲罰』別的國家」，比如拒

絕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國家的學者入境。他覺得

這 是 一 種 對其 文化 外 交 的 一 種自毀 或自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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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efeating）行為，因這種懲罰，美國研究印度

的學者出現了一代人的空白，「有時在原來非常親

印的群體中產生了對印的敵意」。[81]

不過，縱觀印度建立後的60餘年的歷史，失

誤並不大，總的說來還是相當成功的。很多策略從

短期看並不理想，但從長遠來看卻頗有收穫。印度

外交是有其特色的，有以一貫之的主導思想，結合

本國的實際，以國家利益為目標制訂了不結盟的

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柯亨說過：「印度的傳統將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成分結合在了一起」。[82]他

還認為：「印度人的思想既是理想主義的，又是現

實主義的，既是甘地( Moha nd a s K a r a mcha nd 
Gandhi)的，又是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
的，而且一個人持不同的觀點在各種政治派別中

都不鮮見。事實上，很多人同時持這兩種似乎難以

兼容的觀點」。[83]與蘇聯、美國乃至中國相比，能

說印度在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呢？就外

交而言，印度自獨立以來絕對不是一個輸家。冷戰

的結束使得印度處於一個相當有利或優勢的地

位。中國媒體《環球時報》曾評論道：「有人稱印度

外交為『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因此，它能夠同時

與俄羅斯、伊朗，以及西方國家處理好關係。這的

確算是種『高難度』的外交套路」。[84]柯亨曾稱贊

說：「印度精英也展現了在其他那些諸如巴基斯

坦、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的複雜的多族群、多民族國

家所欠缺的靈活性」。[85]

結語

一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的存在方式和

國民性的表現，也是文明或文化的展示。而一個國

家所處的外部環境也是一個國家自身存在、自身

特徵所決定或造成的，或許可稱為一種歷史發展

的結果或文化的選擇。一個國家的內在特質或性

質決定其外部環境，反過來，外部環境也能影響自

身的存在和發展。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內部的發

展或內部的現狀都離不開外部因素或外部環境的

影響，不能孤立於整個世界之外。國內形勢與國際

環境是互動的、互相影響的。作為大國，中印兩國

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一直是非常大的；反過來，國際

環境對中印兩國的內部發展或內部環境也會起到

至關重要的影響。兩國的安全、繁榮、穩定與發展

離不開一個積極、良好的外部環境。惡劣的外部

環境或國際環境會對一個國家的安全、穩定與發

展起到破壞作用或產生負面的影響。中印兩國在

各自獲得新生之後（1947年印度獨立與1949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各自的外部環境或國際環境是

差異極大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歷

史遺產。而這份遺產直接影響到兩國的國際關係

和外交風格。這應該是理解當今兩國外交政策、國

際地位、內部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參考因素或重

要出發點。如今，中印兩國已經有了較大的空間通

過外交和更多的途徑影響國際形勢，乃至參與重

建世界秩序。外交政策被認為是軟權力的來源之

一。[86]在全民外交或公共外交，大行其道的今天，

它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展現。無論是世界秩序的重

建還是具體國家國際地位的提升，需要靠所謂

「實力」說話，但更需要道義和責任支撐，需要價

值和文化的輸出與影響力。外交在謀求權力與利

益之外，還要贏得尊重和擁護，因此外交可以非常

多元、多維。中印兩國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與各自的

傳統或歷史遺產有關的外交風格或外交文化，然

而，在開發歷史遺產、挖掘傳統方面，中國還有著

極大的上升的空間，可以做得比印度更好。基辛格

(Henry Kissiger)認為當前中國外交主要借助於

「傳統智慧」，[87]還說孔子的遺產正在復興並成為

中國「軟權力」的重要來源。[88]其實，復興傳統、挖

掘遺產工作方興未艾，而在外交方面的利用，憑藉

古人智慧以豐富中國的外交文化，此類工作還沒

怎麼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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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Confidence in 
Diplomacy

Jia Haitao (Liberal Ar ts Col 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in terms of the 
centuries-long history and the richness of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India is perhaps the only civilization 
or country that can be placed side-by-side with China. 
The r ich her itage in Chinese t radit ional culture 
has so far had a great international inf luence that 
is trustworthy and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 importantly,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and unique that helps improving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it is very limited in cultivating and 
utilizing these resources, and Chinese are lack of both 
self-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In the modern era, 
many Chinese are used to dream of ‘destroy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ones’ (pòjiùlìxīn), tended to 
negate their history and even regard historical heritage 
as a burden or trouble.

Indi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 It cherishes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trives to excavate 
the positive factor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f luence. This can be treated as the 
mainstay, which supports India’s cultural diplomacy 
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basis and legitimacy for its foreign policy or diplomatic 
behaviour, and fostering a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and cultu ral honour. In other words, India has 
engineered some kind of moral basis or theoretical 
basis to rationalize or legitimize its foreign behaviour 
and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help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historical heritage, confidence in 
diplo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