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史研究

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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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开海远航的重大历史事件, 是继/ 继张班伟业, 开哥麦先河0的传大壮举,可是中国自
出现郑和后,再未出现过第二个郑和级的航海家 ,反而退居东洋, 中国自此衰落;而西方自哥伦布之后, 却出现无数
个重量级的航海家,从而使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一切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并非任何人
力所能逆转。本文旨在通过对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比较分析深入研究这一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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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Zheng He voyaged to the Western ocean wa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affair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opening sea
and oceangoing voyage. Zheng He was a top Chinese and/ or world navigator, but China never appear ed the second Zheng
He class. s navigator , then, the Chinese fleet withdrawed from the Western ocean and returned to Eastern ocean. F rom
t hat time China was on falling off. However, after Columbus the numerous heavyweight2navigators appeared in the West,
it leaded to the great discovery for the earth, and made the Western world enter the new era of Capitalism. All of these
r eflected the objective law of society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 he inevitability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veloping law is
r esearch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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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 2005年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海峡两岸

的炎黄子孙在 20世纪末就已在筹划庆祝活动,作者

参与其间, 真乃吾辈难得的历史机遇。郑和是中国

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规模宏大的郑和下西洋盛

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

了重大影响,中外交通史上,郑和/继张班伟业,开哥

麦先河0,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持续 28 年

的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

建社会的旧体制,严重危及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 于

是为明代封建统治者斥为弊政, 从此把海禁定为国

策,使中国由开海开放的盛期迅速转为禁海闭关的

衰期, 导致中国日趋衰落。而比东方郑和几乎晚一

个世纪的西方的哥伦布, 自他作大西洋航海探险发

现美洲后,却导致地理大发现,接着西方先进的资本

主义制度取代了落后的封建制度,使世界面貌焕然

一新。

郑和与哥伦布从事的同为远洋航海活动, 前者

的时效远较后者要大,影响亦广,而后效却远远不能

与后者相比。这种在时效和后效方面所显现的两种

截然相反的后果,在本文中名之为郑和现象和哥伦

布现象。也许哥伦布航海遭遇及其后效应更有其历

史的必然性, 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却是一种历史偶然

性,而其后果则又是历史之必然。郑和与哥伦布现

象的发生,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 它是

由东方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重农抑商与西方的重商

主义两类完全相悖的传统所引起的。实际上,这也

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达 2 000年,而西方封建社

会较为短暂的根本原因。在明初永乐这一特殊年

代,世界第一轮的、由国家倡导的大规模的开海开放

的远洋航海盛期竟然会发生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 可谓人间奇迹,是古代世

界独特的风景线。恩格斯的至理名言: /远洋航海业

是绝对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业0,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

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重要的例证。这一定会使处于

开放年代的 21世纪的中华儿女更能感受到长达 28

年的郑和下西洋开海开放事业之可贵。作者坚信

2005年全球华人欢庆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的活动

意义深远,必能进一步宣传和弘扬郑和开海开放的

业绩,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激励全球华人为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

力奋斗。本文将通过对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比照研

究阐明上述论点。

1  厚往薄来与东方金梦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为世界航海史



上的重大事件, 但是两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 反映了

中西文化传统的固有差异。郑和下西洋出现于中国

封建社会中、后期,可谓千载难逢, 在西方人看来, 出

现郑和现象难以理解, 而中国学者在探讨郑和下西

洋的目的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万变不离

其宗,明廷始终按照祖训,执行着/厚往薄来0的既定

方针,并贯彻于郑和下西洋的始终,这也反映了我中

华泱泱大国胸怀的一个侧面, 只是在明代推行的朝

贡贸易中反映得更为淋漓尽致。

自朱元璋削平东南群雄建元洪武以后, 后者的

残余势力退居海岛以图东山再起,他们勾结倭寇和

海盗,内外为乱, 致使明初倭患日烈,明廷不得不在

东南沿海加强海防工事, 并彻底禁止国人出海,屡颁

不准下海的禁令, 开始把海禁定为国策。但另一方

面,为使退居海岛的复辟势力无有退路,又迫切需要

通过经济手段施恩于沿海诸国, 与他们建立和平友

好的关系, 藉以稳定东南局势。于是一项特殊的朝

贡贸易政策出笼了。根据这项政策,严禁中国民间

海船出海,虽也限制外国海船进口商品的数量,但却

竟然完全放弃前代市舶的税收利益,实施区别于前

代的、彻底的/厚往薄来0的市舶制度。其先决条件

是各国来华船商必须承认与明廷的/宗主0关系, 这

对于一些希望通过朝贡贸易得利的国家很有吸引

力,而对于朱元璋也就达到了以经济换政治、以朝贡

求稳定的目的。可见朝贡贸易是他在明初推行海禁

政策的一项得力措施和最佳选择。

  据5明实录6记载, 洪武四年七月, 朱元璋即/谕

福建省,占城海船货物, 皆免其征, 以示怀远之意0。

九月,高丽、三佛齐入贡, 下诏免税。洪武五年,又下

谕/各国朝贡, 无论疏、数, 厚往薄来可也0。洪武十

三年,下谕海外各国/顷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

慕利,朕皆推诚以礼焉,所以怀柔远人0,道出了明代

朝贡贸易的宗旨。洪武十六年又谕令礼部/诸蛮夷

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 彼既慕义来归, 则

赍予之物宜厚, 以示朝廷怀柔之意0。所有这些均是

为了争取海外各国的好感和来归,以达到使复辟势

力在海外无处立足的目的。但一旦当东南亚诸国为

了自身的商业利益频频来华朝贡时,朱元璋又感到

长此以往国家将不胜负担, 又一反常态地下诏说:

/入贡既频,烦劳太甚,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 不

必频烦,其移文使诸国知之0。洪武二十三年, 安南

遣使入贡,他又谕令吏部/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

方物之贡, 岁以为常。朕念彼响慕中华, 服我声教,

岂在数贡? 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 转远之烦, 实

劳民力, 又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谕, 又复入贡,

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0。朱元璋实

施朝贡贸易的初衷,为的是使海外各国/服我声教0。

一旦如愿,就希望少来入贡, 以节省朝廷的支出, 于

是对朝贡贸易大加限制,而海外各国见无利可图,结

果就连 3年也不入贡了。市舶司无所事事,朱元璋

干脆把广东、浙江、福建三处市舶司也解散了,一时

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使中外关系近乎瘫痪。

永乐皇帝朱棣在箫墙内突起兵端,以庶篡嫡,夺

权登基。靖难之役,对明初功臣及其子弟多有杀戮,

不少士大夫视为叛逆。于是他极需借助外力,标榜

正统,以安人心。他在总结乃父朱元璋在执行和放

弃/厚往薄来0的朝贡贸易政策的成败得失中,看清

了执行这一政策对他的王统地位取得国际社会承认

的极端重要性。更何况当时中外关系极度不顺, 有

利于复辟势力在国外找到立足点,卷土重来。因此,

迅速恢复朝贡贸易成为永乐皇帝登基之后所采取的

各项决策措施中的重中之重。于是他又重新拾起朝

贡贸易的这一橄榄枝, 并进一步放宽了对朝贡贸易

的诸多限制, 使明代朝贡贸易发展到空前绝后的程

度。明成祖一上台, 即/遣使四出, 招谕诸番0,先后

派郑和六次下西洋,向海外诸国声称: /今四海一家,

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0此举果然十

分有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不久,海外诸国来贡者不

绝于道,终永乐朝不衰,一时中国国际威望倍增。明

成祖曾多次力排众议, 使郑和下西洋一直顺利进行,

终永乐朝朝贡贸易竟然成为既定国策。而郑和也不

辱君命,通过下西洋,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加强

中外联系、缓和国内矛盾的重大政治任务。这一任

务的完成,不仅使永乐皇帝稳坐帝位,而且使中国封

建社会步入永乐盛世, 这也是明成祖比其父明太祖

更为高明之处。明成祖坚持实施/厚往薄来0的朝贡

贸易政策的后果是:东南亚、东亚、西亚、东非各国相

继来朝,使明廷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国家关系。

哥伦布与其他西方探险家一样,他们离乡背井

冒着生命危险航海探险的目的何在? 无非是为了一

个/钱0字;而西欧各国不惜代价资助探险活动, 也是

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这与西方国家自古以来的重商

传统一脉相承。还是在 12世纪西欧各国骑士参加

十字军东征时,当他们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时就深为其宫庭的豪华、富丽所倾倒。到了马可#波

罗时代, 更为其回国后对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富庶的

宣传所吸引,据传印度、中国和日本都是黄金遍地的

天府之国。当时欧洲已把货币当作普遍的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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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并大量购买东方商品,造成原来产量有限的西

欧黄金大量外流。欧洲, 特别是西欧囿于地域狭小,

难有发展空间, 而 15 世纪中叶之后,通中亚的商路

又为土耳其人所把持, 从而使西欧封建主有了向海

外扩张的需求, 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通过大西洋到达

东方的航路;而欧洲人对黄金的追求也促使他们极

愿参加到东方的航路探险活动中来,这才分别导致

葡萄牙政府派达#伽马东航到印度,西班牙政府则派

哥伦布西航到了美洲。

  1492年 4月 17 日, 西班牙国王与哥伦布签订

了圣大非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西班牙国王是新发

现领土的宗主和统治者;任命哥伦布为新发现领土

的海军司令和总督;哥伦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上出

产和交换所得的全部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

其他财物的 1/ 10, 并且一概免税;对于同领地进行

贸易的船只,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 1/ 8股份的权利;

哥伦布还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其后代世袭其

一切爵位、头衔和权利。圣大非协定满足了哥伦布

提出的全部要求。通过圣大非协定,可见哥伦布航

海探险的真正目的。当时西欧各国君主均愿意给予

冒生命危险的航海探险家们以优厚的待遇, 以期为

他们获得海外领地, 不少航海探险家亦因此致富。

当然也有不少探险家在海上丧生或为当地土人所

杀,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冒险的事业, 但是, 东方金梦

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愿去海上铤而走险者竟与日

俱增。

哥伦布探险队自登上第一个美洲海岛起的第一

件事就是寻找黄金。当他们在海地岛上发现了黄金

后,起初还用玻璃和玻璃制品等不值钱的东西交换

印第安人的贵重物品, 不久当发现原始的印第安人

缺乏抵抗能力时,竟然把印第安人的一切掠为己有。

当哥伦布正在美洲海地岛上寻找黄金贮藏地时, 他

乘坐的旗舰/圣#玛丽亚0号在停靠地不幸沉没,迫使

哥伦布决定返航。限于/尼尼亚0号小的运载能力,

只得留下部分人员在岛上建立居留地。按照常理,

面对孤岛,离乡背井, 人们总是要逃避的, 可是岛上

黄金的诱惑使船员们竟争先恐后地要求留下。这就

是海上探险时代船员们的一般心态,也是他们冒险

动力之所在。他们的拼搏精神令人敬佩, 而对财富

的贪婪却为人们所不齿。

在所有西方航海家中, 哥伦布是一位善于争取

个人利益和目标的能手, 一开始之所以没有说服葡

萄牙国王接受他的西航计划以及他曾三次为西班牙

王室所拒绝,其主要原因是要价太高。哥伦布在西

班牙活动了 6年, 他宁可使毕生从事的探险计划搁

浅,也决不降低报酬标准, 始终把个人利益放在首

位。由于他的坚持,最终还是使西班牙君主妥协,同

意了他的航海计划。哥伦布是一位典型的重商主义

者,在与西班牙君臣、热那亚朋友、佛罗伦萨人和正

宗的犹太人打交道时, 就强调百分比、委托利益和利

润,这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实际上,这一切

均与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洞察力分不开,他称

得上是当时西欧经济发展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一位超

越时代的新生资本主义人物。他之所以能坚持不懈

进行四次西航,直到西班牙君主不再同意他西航而

病入膏肓时仍念念不忘, 并因他的西航到日本和中

国的目标未能完成而深以为憾, 除了一般航海家的

黄金梦外他还有更进一步的目标。他在航海日记中

曾说起他所到达的新大陆的意义: /单就从这项事业

中获得的收入而言, 对西班牙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

成就 , , 陛下将获得大量的领土,它是另一个大陆。

天主教将在那里发现广阔的活动领域, 我们的宗教

信仰将大为巩固。0历史已证明:西班牙正是依靠广

大的美洲殖民地才在 16世纪称雄世界。但当时处

于贫瘠状态的西班牙, 有谁能相信和理解哥伦布的

这番话, 当时西班牙君主却以实用主义的眼光误认

为达#伽马到达印度是富有成果的,而哥伦布到达新

大陆却一无所获。

2  和平亲善与殖民扩张

  郑和下西洋前后 28 年, 按照永乐皇帝的旨意,

郑和频频出使西洋各国,与他们保持了和平、亲善的

国家关系。这些国家是:占城、暹罗、爪哇、旧港(三

佛齐)、满剌加、亚鲁、苏门答腊、那孤儿、溜山、彭亨、

急兰丹、东西竺、黎代、南巫里、锡兰、琐里、加异勒、

小葛兰、大葛兰、柯枝、古里、阿拨把丹、甘把里、榜葛

剌、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麻林、阿丹、沙里湾泥、

剌撒、祖法儿、忽鲁谟斯、天方(麦加)等 34国。通过

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 郑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郑和船队打破了海道阻隔的障

碍,增进了中国对亚非各国的了解,加深了与各国人

民的友谊。对于东南亚各国,过去为了各自的利益,

以强欺弱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郑和均能以一位中国

回族外交家的风度(当时东南亚各国大都尊奉回

教) ,进行外交斡旋, 利用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一种无

形的威慑力量,折强扶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这一

地区稳定的国家关系。它结出了反映中华民族几千



年儒家文化的累累硕果 ) ) ) 宽容、友谊、和平与发

展。郑和船队是和平之旅, 利用外交途径化解国与

国间的争端,在整个郑和下西洋期间仅用兵两次, 而

且都属自卫性质, 有利有节,以理服人解决争端, 防

止了事态的扩大。其中一次是发生在锡兰国。5明

史6外国传锡兰条中云: /永乐中, 郑和使西洋, 至其

地。王亚烈苦奈几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

不睦邻境, 屡邀劫往来使臣, 诸蕃皆苦之。及和归,

复经其地, 乃诱和至国中, 发兵五万劫和, 塞归路。

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拨其城,生擒亚烈苦

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 廷臣请行戮。帝悯

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0郑和的自卫行为

无可非议,但永乐帝为了维护睦邻友好,把俘虏全部

释放了,并给以生活上的安顿,让其回国, 致使亚烈

苦奈儿羞愧和感激万分。宣德初郑和最后一次出国

时,又访问了锡兰,两国和好如初。另一次发生在苏

门答腊,情况与此相似。郑和把中国儒家经典中的

以德报怨、善待宾朋、怀柔远人的传统美德作为其成

功外交的准则, 并屡获奇效。朱元璋在总结历代皇

朝与海内外各国和平共处的优良传统后在5皇明祖

训6箴戒章中道: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

得其地, 不足以供给,得其民, 不足以使令。若其不

自揣量,来扰我边, 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

而我兴兵轻犯, 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

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

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是战争, 必选将练兵, 时谨

备之。0郑和正是属守这种人文主义的和平传统的出

色代表。

  那么, 哥伦布及其探险队的所作所为却又如何

呢? 哥伦布第一次西航回到西班牙后, 受哥伦布有

关新大陆黄金遍地的宣传所倾倒,人们视哥伦布为

凯旋英雄。国王费迪南德和女王伊莎贝拉热情欢迎

他的回归, 细心听取他的有关探险的汇报。1493年

5月 29日国王向他颁发了授衔证书, 哥伦布正式获

得了新发现的海岛和陆地的海军司令、总督和副王

的头衔。国王颁发授衔证书后, 哥伦布立即开始了

第二次远航的准备工作, 其费用为第一次的 2. 5倍,

总数达 500 万马拉维德。这些钱都由政府出面筹

措,大部分是从大贵族那里贷来的,小部分是动用了

没收的犹太人财产。这次远航船队共有 17艘帆船,

旗舰的吨位最大,取名/圣#玛丽亚0号, 全称/圣#玛

丽亚#加朗特0号,还有 2艘与旗舰型号相同, 分别为

/科利纳0号和/拉#加列加0号。其余有 10艘横帆

船, 2艘三角帆船。另有 2艘小吨位 3桅帆船, 适于

在浅水中作侦察航行。由于第一次远航已找到了黄

金,这次几乎不要动员, 志愿参加者蜂拥而至,哥伦

布共选用了 1500余人,其中除自费参加的 200名贵

族子弟外,全部由国家发给薪饷。

第二次远航船队的装备也与第一次大不相同。

武器、弹药、口粮、腌肉、小商品、桶装淡水、啤酒等样

样俱全,此外还有农业生产工具、各类种子和种秧、

各种家禽、用于采矿的工具和炸药等。船队在加那

利群岛停泊期间,又装上了甘蔗和猎犬。运载这些

物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建立殖民地的需要。这

次航行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探险, 而是一次军事

殖民行动。

1493年 4月,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

出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设想。5 月 29

日国王颁发了诏书, 正式批准了哥伦布建立殖民地

的计划。诏书规定第二次远航有 3项主要任务: ( 1)

征服、教育和改造印第安人; ( 2) 建立商业殖民区;

( 3) 考察古巴是否属中国的一部分。

为了慑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哥伦布进行了

9个月的征服战争。1495年,哥伦布发布命令, 凡年

满 14岁的印第安男人,每人每季必须缴纳 1鹰脚铃

金砂,或 25磅棉花。酋长每人每 2个月必须缴纳 1

葫芦金砂。完税者发给一块铜牌挂在脖子上,未缴

纳者或缴纳不足者将受到惩罚, 重者可以处死。它

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鹰脚铃制度。在短短的几年

中,印第安人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牙殖

民者榨取一空,海地岛上黄金的贮藏量有限,时间稍

长,多数人均因完不成指标而惨遭杀戮或劳累致死。

即使逃匿山林,最终不免死于饥饿和疾病。随之,海

地岛上的印第安人急剧减少。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

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扩张分子的双重身

份,与提倡和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明的

对照。

利玛窦曾把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进行了比

较,认为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

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

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

临近的国家, 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到过要

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东西,没有

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欧

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

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

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

而中国人却保持了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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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 4 000多年的历史, 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过

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边境。0

3  造福亚非与祸殃美洲

  郑和下西洋之前, 特别是东南亚诸国经济十分

落后, 郑和船队满载着当地盛产的香药不断地运往

中国,开拓了中国的香料市场。爪哇、旧港等地就是

在这种影响下/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的经营基

地,嗣后新的港口如杜板、伽拉旦和锦石, 在中国商

业的影响下异军突起0, /中国对于胡椒的大量需求

导致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的增长, 这样必然

刺激经济的发展0。国外学者对郑和在发展亚非国

际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法国弗

郎索瓦#德勃雷在其所著5海外华人6的序言中说:

/皇帝(明成祖)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各处,从菲律宾到

印度,从爪哇到阿拉伯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 中国的

商业得到巨大的发展,变成持久和均衡的贸易往来。

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港口开始巨大的繁荣0。由

于当时中国对胡椒的需要量很大, 万丹、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迅速成为胡椒贸易中心。

满剌加在郑和下西洋时才立国不久,经济十分

落后。由于粮食不足, 当地人把一种沙孤树的树皮

晒干后食用,渔民还是驾独木刳舟泛海捕鱼, 基本上

无手工业。但自从其成为郑和船队的货物集散地之

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明廷还帮助该国排除了暹

罗的侵扰,使其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满剌

加就此成为当时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

郑和七下西洋, 为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

的国家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

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

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 追思他的恩泽, 定期举行

纪念活动,庙中香火不绝,经久不衰。如柬埔寨磅湛

布东古城建立了/三保公庙0, 其门联曰: /三征异域,

抚夷安邦,遗像万年留瞻仰;保明尽忠, 辅政治国, 英

灵千载永长存0。泰国曼谷除建有/三宝寺0外,还有

把河港取名/三宝港0的;泰国大城的/ 三宝庙0神像

极为伟大而庄严, 人民时往参拜。马来西亚马六甲

有/三宝庙0、/三保亭0、/三保井0和/三宝山0;茂物

有/三宝井0;槟城附近海珠屿有/大伯公庙(郑和尊

称)0,庙中碑文云: /南洋言神,辄称三宝大神, 三宝

即太监郑和也0。印度尼西亚爪哇首府/三宝垄0有

/三宝公庙0、/三宝洞0、/三宝井0和/三宝圣碑0, 当

地华侨对尊称为/三宝大人0。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

一个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这样多的人群中受到

如此普遍的尊敬, 不少国际学者至今还致力于研究

郑和下西洋的业绩, 颂扬郑和开拓海洋事业的伟大

精神。

那么哥伦布四次远航美洲, 究竟给美洲带来些

什么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原则地论述过欧洲殖

民者的强盗行径。马克思曾借用 19 世纪英国研究

基督教的学者威#豪伊特对于打着传播基督教的招

牌进行殖民掠夺的人们评论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

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

蛮和残酷的暴行, 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 任何野

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0。这是马

克思对于一切殖民者的鞭挞,自然也包括最早的殖

民者哥伦布。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为人类社会提供了

两件东西。一是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新航

路;二是提供了通过殖民地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新

方式。对于由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美洲而言,正是

在旧大陆寻求海外扩张的西欧各国肆无忌惮进行殖

民掠夺最理想的场所。与郑和下西洋造福亚非相

比,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的海外殖民活动带给美洲

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西方殖民者所到之处对当

地人的剥削和压迫,可谓惨不忍睹,葡萄牙人在印度

的果阿法庭发明的镇压当地人的种种酷刑令人发

指,而西班牙在美洲的暴行也是一脉相承的。

除此之外,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还为美洲当地

人带去两件杀伤性武器,那就是枪炮和细菌,特别是

后者,杀伤力特别强。12~ 13世纪, 当时还在已知

世界边远地区的西欧, 因黑死病及瘟疫的蔓延而受

累无穷, 后来他们逐渐增强了对细菌的抵抗力。由

于西欧人作为旧大陆的带菌者大批进入新大陆, 原

来生活在新大陆的美洲土著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

坏,细菌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传播,并夺去了无数美洲

人的生命。

印第安人死于由欧亚大陆传入的病菌, 要比死

于欧洲殖民者的枪炮和刀剑的要多得多。这些病菌

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 消磨了幸存

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殖民者的抵抗,经常使

之不战而胜。1520年,在新大陆天花由于受到来自

旧大陆带菌者的感染而迅速肆疟流行,到 1618年,

墨西哥原来的 2 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 160

万左右。当皮萨罗于 1531年率领 168人在秘鲁海

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的印加帝国时, 天花早已

在 1526年由陆路传入,杀死了印加民族的很大一部

分人口,包括印加帝国皇帝, 并由此造成帝位纷争,

导致内战,使皮萨罗坐收渔人之利。又如有一个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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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征服者于 1540年在北美东南部行军时,遭遇 2年

前因当地居民死于流行病而被放弃的一些城镇旧

址,这些流行病是从沿海地区印第安人那儿传来的,

而这些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区来的西班牙人感

染上的。这些病菌是赶在这些西班牙人之前向内陆

传播的,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 因

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 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争坐杀手的头把交椅,

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

瘟疫、肺结核和带热病等。

许多幸存者是混血儿, 被称为梅斯蒂索(mesti2

zo)。这些混血儿和克里奥尔人(在西属美洲出生的

欧洲人的后裔)、非洲人以及少数幸存的印第安人,

是以后几个世纪西属美洲赖以恢复其人口的基础,

也是西班牙传入的新文化得以在那里延续下来的基

础。

欧洲人随身带去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

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

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在加勒比海地区, 几乎

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扫荡殆

尽。到 1656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区的人

口从原来的大约 2 500万萎缩到 150万。安第斯山

脉的印加文明区也遭遇类似的命运,其人口从原来

的大约 900万减少到 60万。北美甚至在大批的移

民到来之前,大约在 1616~ 1617年第一批欧洲来客

带来的病菌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土著居民,

人口从 500万减少到 6万。据估计, 整个新世界的

人口由此从 1亿减少到 500万。

由上可见, 随着哥伦布及紧随其后的西班牙殖

民者的陆续来到新大陆, 对当地的美洲人民带来了

有形和无形的灾祸。当 1992 年在哥伦布到达新大

陆500周年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把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的日期作为全球节日之一时,理所当然地受

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 自有

定论。

4  嘎然中止与持续进行

  连续 28年的郑和下西洋不仅使亚非地区的海

上贸易进入盛世,而且由郑和所推动的中国大规模

远洋航海活动进一步孕育了中国的航海商业, 在郑

和下西洋成功进行远洋航海贸易的同时, 永乐皇帝

对北方蒙古族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却很不成功。尽管

他清醒地看到北方蒙古族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 可

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皇权, 他不敢把军队托付给有本

事的将领去指挥, 一旦北方边境吃紧,动辄他就御驾

亲征,对蒙古先后征战五次,但始终未能翦除蒙古的

威胁,本人最后也累死于征途之中。永乐帝对北方

的用兵, 已使明国库不堪负担。为了便于他部署对

北方的军事行动,永乐十八年( 1420年)迁都北京,

实际上的准备工作于永乐二年( 1404年)已经开始。

为了往北京大量集中人力、物力,分别在江西、湖广、

浙江、山西和四川的林区组织伐木,在北直隶(河北)

组织烧砖,开通淤塞多年的南北大运河,修复北京城

墙、宫殿,所需物资大多由遥远的南方运来。/迁都

和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物力 , , 一直消耗着

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0以上两项支出均是纯消

耗而不能回收。而郑和下西洋虽然有所失,但毕究

还有所得。据明严从简5殊域周咨录6中说:永乐朝

的海外贸易, /充溢库市, 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

而国用亦羡裕矣。0有的学者论证, 在郑和下西洋期

间,仅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额每年达白银 100万两,

10年即达 1 000万两, 超过郑和下西洋中化去的赍

银 600万两的三分之一。看来至少可以做到持平,

要不然,都是支出,而毫无收入, 如果严格按朱元璋

时期那样的朝贡贸易政策,则郑和下西洋坚持不了

28年之久。当郑和六次下西洋行将结束时, 由于北

伐和迁都,支付浩繁, 明廷已经是/国库空虚0,故永

乐皇帝一死, 洪熙帝受大陆派的蛊惑全部怪罪于郑

和下西洋,并下诏: /下西洋诸蕃宝船,悉皆停止。0显

然,朝臣们把/国库空虚0的罪名一概归于郑和下西

洋,可谓本末倒置。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广泛的官方

出口贸易活动,大大地刺激了中国纺织、陶瓷、冶铁

等手工业的发展, 引发了嗣后明代此起彼伏的私人

航海贸易活动,强化了中国工商业发展中的资本主

义因素。恩格斯针对西方探险家所从事的航海业曾

有过十分深遽的评论, 他明确指出: /航海业是确定

的资产阶级的行业, 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在现

代的一切舰队上打上烙印。0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郑

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的西航活动都是适用的。确实,

在郑和下西洋的促进下, 明初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

步发展,促进了人们的物物交换和商品意识,农民逃

离农村, 向工商业城镇转移或驾船出海从事商业活

动。他们冲破祖辈世代依靠土地的束缚, /或冒匠窜

两京, 或引贾四方, 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0可见郑

和下西洋期间从事的贸易活动已经不自觉地顺应了

破除土地的束缚、进一步发展商业的世界潮流, 这在

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经济的根基, 郑和实际上成了封

建制度的掘墓人,这当然是郑和所始料不及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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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 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卫道

者们竟全盘否定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 斥之为弊

政。在经历了 28年的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远洋

航海活动竟嘎然中止,就此严禁一切大型海船出海,

中国航船在西洋航线上急速后退,其后中国海船基

本上未越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西洋海域而退守东

洋,来了一个大逆转,使中国当日开拓海洋的突出优

势很快丧失殆尽,今日反思起来,岂不痛心!

  反之, 比郑和下西洋晚 10年,由葡萄牙航海家

亨利王子所开创的航海探险事业却获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随着航海探险活动的深入进行, 由于掠夺黄

金、奴隶和其它商品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使葡萄牙

加速了航海探险的进程, 但也进一步加强了其领土

扩张的野心,于是航海探险逐渐变成以经商为目的

的海上远征。1480年葡萄牙人建立他们最重要的

西非要塞米纳, 并建立/海外商馆0,受到欧洲各国的

支持。1497年达#伽马打通了欧洲与西非的海上航

路,葡萄牙人就此进入了印度洋,而与此同时哥伦布

又发现了美洲大陆, 从此开始了 16世纪持续不断的

探险活动,迎来了全球地理大发现。于是,整个世界

的大范围才得以确认, 发现了一块与旧大陆面积相

当的新大陆。从而使欧洲各国才有可能相继通过掠

夺新大陆的资源完成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 为世界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嗣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

础。因此从总体上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于整个

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 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有人(诺曼

人)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甚至有人说还是在上古或

史前时期, 如中国殷人也有可能在海上漂流到了美

洲,而哥伦布 15 世纪才到达美洲,何足挂齿? 实际

情况是中国殷人或诺曼人漂洋过海到达美洲, 纯属

历史偶然性,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非由某种经济

原因所推动。因而, 列宁认为/他们的航行均成为孤

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0, 它们对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哥伦布

的航行和发现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海上探

险热潮,导致地理大发现, 打那个时代起, 人类知识

才具有跨世纪式的成倍增长(参见表 1)。

  由表 1 可知, 在世界大航海、大探险时代的

1400~ 1600年,欧洲知识界对地球表面陆地和水域

面积的认知增长率分别是以 2~ 3倍的递进速度跨

世纪增长的。这显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密切相

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西方殖民者包括哥伦布

在内的暴行的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

表 1  欧洲知识界在不同历史时期认知地球

表面占地球陆地、水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年  代
占地球总
面积/ %

占陆地
面积/ %

占水域总
面积/ %

BC 400 年 2. 8 6. 1 1. 4

AD 200 年 7. 0 13. 4 4. 2

1000 年 8. 1 15. 2 5. 2

1400 年 11. 2 21. 0 7. 0

1500 年 22. 0 25. 0 20. 9

1600 年 49. 0 40. 0 52. 5

1700 年 60. 7 50. 6 64. 7

1800 年 82. 6 60. 0 92. 1

1900 年 95. 7 90. 0 97. 8

注:表 1 数据录自维尔纳#施泰因著5人类文明编年纪事6

意义。恩格斯在某次演说中提到: / 350年前克里斯

托佛尔#哥伦布发现美洲时, 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

发现不仅会推翻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度, 而

且也会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可是, 现在

越来越明显,情况正是这样。0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是评价哥伦布和其他历史人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时, 我们为在以封

闭的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中华大地竟然会出现以开拓

海洋,以商业贸易经济为特色的世界首起大规模的

远洋航海活动而感到惊奇, 叹为人间奇迹。但在缅

怀郑和丰功伟绩的同时, 我们也为中国出现昙花一

现的郑和下西洋而就此禁海锁国的历史现实而万分

遗憾,总想如再出现一个永乐明君那有多好。但是

个人的感情和想像终究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时以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

视开拓海洋、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洪水猛兽,总是站

在历史的对立面对郑和下西洋横加指责, 那怕见到

一丝苗头,也要把他消灭于萌芽之中, 以/拔其根0,

明朝统治者竟把郑和下西洋留存在朝中的全部档案

烧毁,何其毒也! 可见,郑和下西洋就他开始的第一

天起就决定了他的/昙花一现0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在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盛举后反思

道: /郑君之初航海, 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

余年,当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

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

而郑君之烈, 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

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 有无量数之哥伦布,

达#伽马以后, 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之

)0) 辛元欧 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比较研究



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噫嘻, 岂郑君之罪也。0接着他

又说: /天下事失败者不必说, 其成功者也不必与其

所希望之性质相缘, 或过或不及,而总不离本希望之

性质近是,此佛说所谓造业也。哥氏之航海, 为觅印

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维

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 是

不达其希望者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 咸以母国人

满,欲求新地以自殖, 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 而

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固已达。0但对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批评说: /若我国驰骋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

则雄主之野心, 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 聊

以自娱耳! 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 何

也? 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 有明成祖既

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

则已耳! 呜呼! 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0他深刻

地指出,即使以后出现无数个郑和,其结局也逃脱不

了与郑和一样的历史命运。这就是我中华民族近数

百年来积弱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在5祖国大航海家

郑和传6中发出的这种感叹,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

吗?

反思历史为的是指导现实。研究郑和现象和哥

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

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 好好运用这笔无

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著名造船专家顾宝龙同志逝世

  我国著名造船专家、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顾问委员会顾问、沪

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顾宝龙同志 2005年 1月 24日因突发

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享年 58岁。

顾宝龙同志 1946年 2月 22日出生,上海市金山区人。1970年上海交通大学焊

接材料及设备专业毕业,进沪东造船厂工作。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

电焊工段副工段长、工段长、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厂党委副书记、书记、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等职, 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和上海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光荣称号。2004年 3月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他还担任中国企业管

理协会理事、中国军工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

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顾宝龙同志在造船战线上奋斗了 35个春秋,担任十多年主要领导工作。他团结

和带领党委一班人,紧紧围绕企业经济工作中心,忘我工作, 使企业连续多年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他根据中船集团公司/五三一0发展战略目标, 组织研究制订了公司

发展规划和/绿色造船、数字造船0的发展战略, 并顺应世界造船发展趋势,提出了六

大发展新理念, 2004年公司销售额、工业总产值双超 60亿元,为我国造船工业、海军

装备建设和航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顾宝龙同志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是中国造

船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缅怀顾宝龙同志,为完成他未竞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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