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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平

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对文明类型演化模式和历史形态

学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人类的不同文明发展路径和历史，但是西方中心论的倾向难以避

免，对非西方社会和文明带有考古学和系谱研究居高临下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并不能注意到非

西方文明内生的制度张力和悠久历史内涵的文明复杂制衡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后西

方时代的新形势下，美西方构建的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派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际体系

已经无法控制非西方世界“颜色革命”之后的乱局，美西方所谓的“价值观体系”遭到了空前

的质疑和失败。然而，美西方理论学家并未更新自己的思维体系，囿于其傲慢的种族主义心态，

也无法直视自身的弊端，更为关键的是，美西方开始走向西方文明的落日余晖。这种符合“现

代性”的价值观和文明观已经落后于文明觉醒的新时代，任何理论的修修补补都不足以弥补其

“神性”的丧失，基于一神教偏狭传统的资本“自由主义”文明不能符合不同文明国家类型，

自然难有更具说服力的理论阐释。

张维为教授的“文明型国家”概念第一次从政治制度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文明内涵的制度合

理性，打破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局限，对文明类型中的特殊政治体系做出了符合实

践的阐释，清晰指出了不同文明的国家类型有其自身内生的合理性与法统，如何将自身文明特

色与现代政治结合，走出自己特有的发展路径才是维护本文明发展和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

核心所在。(1) 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

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2) 这种“文明型

国家”新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及阿拉伯世界都有

不同的反思和研究。本文希望能够通过不同文明和政治体系中民族宗教问题的探讨来展示“文

明型国家”理念的普适性。

一、中国“文明型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模式
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东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文明冲突”问题，层出不穷的难民热点和暴恐

袭击不断引爆舆论，以血淋淋的残酷迫使人们正视这个世纪难题。环顾世界，迄今为止没有哪

个地区能够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老欧洲已经在如潮的难民中迷失了方向，英国率先

(1) 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2)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2021 年 1 月 25 日），
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21-01/25/content_77153012.htm，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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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了要沉没的欧盟，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右翼势力迅猛发展，排外情绪愈加高涨，连绵不断的

难民与本国居民的冲突使得欧洲陷入泥潭难以自拔；美国以“颜色革命”的单边主义颠覆了许

多所谓的“独裁国家”，裹挟欧洲国家围攻俄罗斯，以莫须有的罪名疯狂打压中国，造就了世

界范围的和平危机；中国在“文明型国家”理念下，以“教培中心”的方式进行全民教育，彻

底解决了宗教极端主义暴恐袭击这个世界难题，结果遭到了美西方“种族灭绝”的系统污蔑和

制裁。

在后西方时代风起云涌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文明和宗教发展史，探究美西

方制造的文明浩劫背后新时代“十字军东征”的本质，探寻“文明型国家”新概念在发展中国

家的蓬勃未来。

（一）欧洲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
老欧洲的帝国主义源远流长，在全盛时期它们几乎将全世界变成其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

一直有超乎寻常的文化自傲和制度优越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衰败之后，虽然十分不情愿地放

弃了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但是英联邦和法语国家组织继承了其帝国的文化传统，以文化认同

的软资本取代了政治军事的硬实力来吸引前殖民地国家人民。全盛时期，猎奇的人类学和民族

学对多元文化的研究转变成巧妙的文化向心力构架，表面上以各种立法和政策确定了对多元文

化和多元宗教的尊重和认同，实质上依然保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以多元的名义掩盖了其

同化实质。

欧洲老大帝国都有接纳殖民地精英的传统，对同化这些异邦人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完整的

教育宣传策略，所以并不担心这些文化薄弱地区的异邦人会对欧陆文明造成冲击；反之，欧洲

各帝国以其深厚的文化优势地位配以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让无论是留学还是定居的殖民地

精英目眩神迷，大批地认同欧洲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为老欧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代

理人和制度信仰者。但是在国际格局变幻莫测的今天，老欧洲仅仅凭借软实力已经难以吸纳潮

水般涌入的难民，其落魄的经济环境和日益僵化的福利制度难以同化如磐石般坚韧的普通穆斯

林，反而造成欧洲内部左右两翼激烈的冲突，老大帝国的雄心和窘迫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得欧

洲陷入分裂，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将其架上

了“政治正确”的烤架而难以收场。对俄罗斯的癫狂制裁就是这种内部撕裂的后果，结果是制

裁者遭到了制裁。

（二）美国的“熔炉理论”
民族同化是民族国家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对由外来移民

构成或者说脱胎于外来移民的美国来说，更是如此。百年以来，东、南欧和亚裔以及部分拉美

裔移民，都曾经因为难以同化而受到迫害。在美国移民政策中，能否被同化，曾作为接受或拒

绝移民的一个条件。历史表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接受和同化异民族的过

程。美利坚民族形成的一个初期特点是白人种族融合，逐渐形成一种语言、一套法律和一个经

济体系，基本相似价值观念和被称为“美国生活方式”的道德准则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不同

民族的外来移民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以快慢不同的标准融入主流——源自盎格鲁-撒

克逊人的白人新教社会。这就是大体上的同化过程。

“熔炉”（the melting pot）这一名称在美国历史上被赋予社会-政治意义，始于一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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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美国的英国犹太人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他在 1909 年写了名为《熔炉》

的剧本，表述了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他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伟大的熔炉，

欧洲各个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1)， 也就是说，在美利坚熔炉中只有欧洲人的地位。《熔炉》

的发表与上演，受到美国社会的欢迎，“熔炉”成了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从美国最上层政治人

物到已在美国定居的“老移民”，都认为来自各方的移民，必须迅速“熔于”美国的“熔炉”。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黑人一直到 1950 年代还没有选举权了，因为美国这个“应许

之地”是留给白人的。

虽然美国经过黑人“民权运动”和狂飙突进的“六十年代”，其对多元文化和宗教的认

识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其对民族宗教的核心观念依然是“熔炉理论”，不能归化同化于美国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核心文化概念的人，始终只是拿着美国国籍的外邦人罢了。

从本质上说，美国是一个毫不宽容的帝国主义国家，看待美国之外的世界的视角是一种不可理

喻的居高临下，其傲慢和粗野是历代帝国所没有的。这也是老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极其厌恶粗鲁

的美国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第一次在政治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其实质

是想给予老欧洲致命一击。丘吉尔当时就回应说，“如果这个政策实行，就意味着大英帝国的

末日”。而历史实践证明，大英帝国、法联邦、奥匈帝国和苏联这样的多民族构成的政治体无

一例外地崩溃了。美国的“熔炉理论”在实践中用“美国梦”证明了自己统合美国人的生命力，

用“民族自决”给予敌人及对手无与伦比的杀伤力。

（三）中国“文明型国家”理念下的“多元一体”民族理论
中国文明迥异于西方一神教的世界，无论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到现实中的意识形态，都与

现在西方世界构建的世界秩序差异极大。因为西方持续约三百年的军事胜利，从民众到精英已

经忘记了当年伏尔泰、卢梭等大师在欧洲黑暗时刻对中国的向往和热爱，而将其贬低为落后、

愚昧、专制的代名词。对于现代中国的认知，西方世界依然处在意识形态误区中难以自拔，在

想象中随意刻画中国的形象，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如其对非洲的了解。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多民族中央帝国，其民族宗教政策有几千年的惯性思维及内在逻辑。

“怀柔远人，厚往薄来”是中国在民族宗教政策上延续至今的原则。对异族文化和宗教的尊重

和宽容一直存续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这是基于“中央帝国”强大文化自信的开放之举。世界

范围内从未有犹太人被同化过，除了他们高傲的自尊心拒绝同化之外，还因为犹太人在世界范

围内都遭到了疯狂的迫害，这些国家都没有留给犹太人归化的机会。只有在中国开封，犹太人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他们只是怀有友善的好奇，而没有用一神教世

界癫狂的不宽容来加以迫害。(2)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人民会拯救犹太难民的原因——

那就是人性。

(1) 引自 William Bromwell, History of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19-1855, New York: A. M. Kelley Publishers, 1969, pp.13, 15, 
16-17。

(2) 唐培吉等：《从开封犹太文化到上海犹太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6—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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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墓碑上刻有一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中国进行实践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交融，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一体”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多元”是并行不悖的。中国在

处理多民族共存上有比西方国家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更为人性化的选择，而西方世界根植于殖民

地思路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优越论是中国从未有过的。西方以这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看

待中国“中庸”的儒家观念时，总会带有难以置信的偏执和阴暗，和自己鼓吹的尊重多元文化

背道而驰。

从深层的文化基因来说，马克思主义十分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子不语怪力乱神”，神或

上帝在中国传统政治上从来不是主流；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孟子“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观念。当这种朴素唯物

主义遇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得到升华：“民本”思想、“大同”梦想

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互联互通的，差别只在于中国之前一直没有找到科学的系统理论来阐释这种

文明概念。西方宗教的救赎只能来自上帝，“天定命运”的教条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合

理合法的。而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建立美好生活的理念坚定不移，“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

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文明活力，这就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

特殊魅力所在。

二、一神教的困局与“自由主义”制度的神话
从新西兰基督教极端分子的恐袭到斯里兰卡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报复，新时代“圣战”

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这种源自史前社会血亲复仇的原则依然浮现在所谓的“现代民主”社会

之中，足证这样的政治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更何况这种血腥循环不仅看不到尽头，而且还

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本质，在于美西方执着于所谓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将

西方世界因其战争的胜利而推行到世界的制度奉为“上帝”，对其他文明和制度进行疯狂围

剿的结果。

（一）战争胜利背景下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天然水土不服
当今世界体系和政治格局都是基于二战结束后胜利者的构建，本质上体现了源自西方犹太-

基督教文明对世界的认知和设计，其主导者美国更是新教文明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美国基于其

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导向，以“上帝选民”的姿态强力推行其所谓的“民主”价值及制度，在

欧洲的意识形态联盟帮助下，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其基督教本质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在世界

范围内成为“政治正确”。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军事和经济失败之后别无选择，多数成为

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这种单向度的制度结构并不适合多元文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度选

择多样性的缺失导致广大伊斯兰教国家、拉美天主教国家纷纷陷入制度陷阱。缺乏基督教国家

相应的民意基础和文化结构，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在制度层面调和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利益争夺，

同时失去传统社会中强力推行统一制度和思想的制度优势。这些国家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

(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 版），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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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时，在制度层面上受制于人，在价值观层面上精神分裂，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无法调和，这

些造成了制度层面和实际问题的二律背反，暴恐袭击成为解决宗教冲突的唯一手段，文明和宗

教的暴力化变得无可避免，也无法可解了。

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文明和宗教就异常多元，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入侵之前

是主流，其制度结构和文明体系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世界入侵之后，东南亚的多元

政治结构在武力的改造之下加上了基督教文明特色，大多被改造成西方的附庸，但是本土文明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政治制度难以覆盖的，所谓“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是

难以避免的。这种全面西化的后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显得更加难以适合自己的国情。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开启了全面扫毒行动，以西方价值观看来，他的行为就是专制独

裁的象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负责的政治家，杜特尔特的行为符

合绝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利益。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为国家提供短期的、短视的渔利政客，而

不提供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规划长治久安之计，

而不是仅仅靠欺瞒、娱乐民众获取选票，获取自己的短期执政利益。这恰恰是西方民主制度

所不能提供的。

宗教极端主义本质上是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争夺的高地是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教义体系的阐释权，如何将宗教本土化，使其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艰辛的

历程。这种长治久安的治理思路必然导致民族宗教领域激烈的博弈，注定是艰苦卓绝的。在

世界历史上，这种争夺在不同国家屡见不鲜，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政治体系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

以为所谓“宗教自由”的口号一出，就天下太平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非历史的观点。在这

一点上，中国现在实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及“宗教中国化”的宗教政策概念

值得借鉴。

（二）美国霸权文明的失败及后西方文明时代的到来
美国侥幸获得“冷战”胜利之后，心态空前膨胀，意图来个“历史的终结”，要将“民主”

普及到全世界。这种“普世主义”的扩张其实沿袭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的思路，差别只在

于用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民主”新瓶代替了“上帝”老梗，其手法依然是武力传教的模式。 

美欧一直有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心态，老欧洲殖民主义者曾几乎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它的殖民

地，“你不能够代表你自己，你只能被我所代表”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傲慢的种族主义和优势文

明的心理。而美西方这种极其傲慢的传教方式，必然被所在国人民看作侵略者。 

现代国际体系在美西方主导下建立，它的本质内核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弱肉强食的丛

林社会，所以无论美西方如何舌灿莲花、巧言令色，吹嘘出多少“民主、人权和自由”，其本

质还是秉承了美英新教文明排斥其他文明，只承认自己文明神圣性的弊病，是一种傲慢的唯我

独尊、非此即彼的帝国主义精神。他们从来没有中国传统上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的精神，所以也不可能有合作共荣、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概念。他

们所擅长的只有“强权即真理”的丛林道德和所谓“分而治之”之类的离岸平衡术，所谓的“普

世主义”只是帝国扩张的借口和侵略掠夺的手段罢了。这样的世界观必然导致他们绝不会反思

自己的问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制造者，甚至是恐怖主义本身。其反恐

思路和路径也必然是反人类的。美西方在阿富汗犯下的反人类罪、战争罪和屠杀罪就是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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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他们在阿富汗耻辱的失败也证明：这种打着反恐旗号对其他种族、其他文明进行侵略、

“改造”是一种非正义的荒诞行为，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一个意图毁灭伊斯兰文明的元凶，一

个催生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始作俑者，居然在伊斯兰世界反恐，号称“要启蒙野蛮民族，建立新

的天堂般的民主社会”，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美国狼狈逃离阿富汗的同时，中国的边疆已经多年没有发生任何暴恐事件，这其实是中

国“文明型国家”的巨大胜利。 

从民族宗教的学术研究领域来看，面对许多具体的民族宗教问题和暴恐袭击的困局时，会

发现西方的理论只是“书斋里的革命”，这些“完美”理论遇到千差万别的现实问题时，是比

玻璃还要脆弱的“花瓶”。这些理论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地区宗教思维的

混乱，让各种民族宗教问题更加严重。用实践检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

真正地解决问题。而美西方用这种殖民主义理论来看待中国的时候，对新疆进行污名化是自然

而然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就应该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是“待在动物园里的

动物”，保持他们原始的生存状态，让“高贵的”WASP 参观就行了。 

新疆的反恐事业和民族融合的双重伟大成功，居然被污名化为“种族灭绝”，足见西方话

语霸权之强劲，而很少人反思美国在阿富汗的彻底失败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失败。 

（三）西方文明“人权卫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
随着美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生效，一个问题难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会

不假思索地全面接受美国制造的新疆“种族灭绝”谣言？回顾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美欧殖民

主义者就是通过系统屠杀来解决种族问题的，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和平的路径。美

国的西进运动就是一场对印第安人连绵不断的大屠杀，西部铁路铁轨下的累累华工白骨，是《排

华法案》默许下被屠杀的中国苦工；英国曾经用屠杀和饥饿消灭了近 3000 万反抗的印度人，

几百年间在非洲猎杀黑奴，造成近亿黑人的伤亡；西班牙通过武力和瘟疫灭绝了南美的印加帝

国；澳大利亚几乎杀光了原住民；加拿大发现的几百个原住民儿童的尸骨，揭开了其毫无人性

的历史；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惨剧。

直到 1963 年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1)，

美国还是视黑人为劣等种族的白人国家，一个根本没把人权当回事的帝国主义国家。从 1964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算起，其种族隔离结束的历史距今也不到 60 年。美国将

自己打造成人权卫士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是应冷战需要开发出的政治手段，用以污名化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后，美国发现“人权大棒”非常好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可

以合法化其流氓行为，随心所欲地敲打、制裁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是裹挟同盟、谋

求单极霸权的利器。美国全力洗白自己的黑历史，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人权卫士”。对此，

同样血债累累的西方国家当然乐见其成，共同漂白成为“人权卫士”，何乐而不为。而美国

的种族主义从未消失，3K 党直到今天还在用私刑杀害黑人；美国 8 个警察狂射 90 枪，又击

毙了一个黑人。

(1) 《我有一个梦想》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 1963 年 8 月 28 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的演讲。在美国黑人
受种族歧视和迫害由来已久的背景下，这是为了推动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而进行的历史性演说。马丁·路
德·金于 1964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于 1968 年 4 月 4 日被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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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型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战后世界各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结合是全新的文明演化

和尝试。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也只是东正教文明适应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并不能否定马克思

主义的深刻洞见和劳动者争取权利的正当性和必然胜利。诸子百家思想传承至今，中国传统文

明结合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融合在不同文明体系中。而

这种高于丛林文明的新文明体系需要不断尝试和进步，各个民族需要自身的民族觉悟和文化融

合，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新文明谱系。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走出西方文明霸权统治的起点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社会主义这种全新的解放人类和平等的理念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

落地生根，是对美西方贵族和资本掠夺文明最大的威胁。底层人民的觉醒让剥削者和贵族极其

恐惧和仇恨，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民众和其他民族作为“羊”来“宰

杀”了。所以丘吉尔会在第一时间就说，“要把苏维埃扼杀在摇篮之内”。

对社会主义的极度仇视是剥削者的本能。苏联的解体让美西方心态全面膨胀，只要打垮中

国，就可以彻底铲除社会主义理念，贵族和资本就可以弹冠相庆，再也不用担心“羊”的反抗

和逃亡了。这种迷梦是美国组建所谓“价值联盟”、围剿中国的思想根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四处宣扬：中国“破坏了”国际体系规则及美西方价值观。那美西方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他

们建立的名为民主自由人权，实为强权和掠夺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是美西方压榨全世界人民，

抽取最穷苦民族来供奉资本家的殖民主义行为。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说：“亚洲的发展，是亚洲各国人民勤勤恳恳干出来的，我们没有搞

过对外殖民掠夺，没有动过域外国家的奶酪，更没有想要取代谁赶走谁，我们只想让我们的人

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 中国今天的成就，是中国人民用汗水、泪水和鲜血铸就的，在美

西方眼中，这种奋斗精神反而变成了“黄祸”的证据。

（二）“文明型国家”的去依附觉醒
不同文明的特色其实体现在自身特殊的信仰体系中，在坚持自己文明自信的同时，与时俱

进融合先进文化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一席之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西方形

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2)

历史证明，放弃了自身信仰体系，成为依附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无一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没

有原生文明的抵抗，次生文明从精神上就无法抵抗主导文明的外来渗透和控制：拉丁美洲的天

主教次生文明在毒品和内战中迷失自我；非洲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中常年处于战乱之中；

而日韩的脱亚入欧，导致基督教大入侵，邪教横生。本土文明跪倒消亡之时，就是国家沦为西

方跑马场之日。印度和伊斯兰国家虽然饱受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是保存了自身的文明传承和文

化自傲，也随之保住了基本的主权和未来的希望。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2 年 6 月强硬回应了欧

(1) 《和平、发展、自主、包容　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东盟秘书处的演讲》（2022 年 7 月 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202207/t20220711_10718547.shtml，最后浏览
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

(2)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 年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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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傲慢的“教导”，获得举世关注。他说，欧洲必须“摆脱这样的思维模式，即欧洲的问题是

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1)。对欧美的殖民主义留下的毒瘤，印度更是有

着切肤之痛。印度总理莫迪 2022 年 7 月初这样批评了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教育体系：“英国人

设计这种教育系统，是为了给自己培养一个仆人阶层，来满足他们的需求。”(2)

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需要长期的奋斗，前提是自身文明的觉醒。美西方国际体系继承

了以屠杀和掠夺为主的殖民主义体系，是金融资本和军工复合体的联合统治，其本性就是剥削

和奴役，擅长的是用宗教“绝罚令”来组建新“圣战”团伙，以“民主”“人权”旗号对不服

统治的国家污名化。对俄罗斯歇斯底里的征伐是新时代“十字军东征”的开端，本质上不过是

罗马教廷的现代翻版，只是披上了一件“人权的皇帝新装”。如果撕掉这层画皮，我们会发现，

美英构建的意识形态霸权和选票民主的洗脑游戏其实是场幼稚的闹剧。这些天，英国前首相丑

态百出的表演让人大开眼界，充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下“英伦绅士”的风度。

（三）“文明型国家”的百花齐放与和平竞争
纵观人类历史，“文明型国家”曾经以帝国的形式一直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必然发展

出适合自身需求的文明型国家，人类的发展需要多元文明的百花齐放。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

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争夺“罗马帝国”正统传承的西欧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以及号称“第

三罗马”的东正教俄罗斯帝国，都是用宗教文明构建其国家集团的意识形态主体。直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盎格鲁 - 撒克逊新教文明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才以强

劲的军事同盟和“冷战”压制了多元文明型国家的自主发展。随着苏联的解体，盎格鲁-撒克

逊新教文明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全世界癫狂推行霸权，意图奴役和消灭其他文明，势必遭到不同

文明的反抗。

世界的未来其实是这两种文明理念的竞争：美英霸权文明和以解放被压迫人民为目标的文

明型国家之间的竞争。各个文明的觉醒已经开始：俄罗斯以东正教为主体的“欧亚主义”文明

型国家建构，印度以印度教为核心的文明型国家设想也正在实践，土耳其力图打造的“突厥国

家联盟”，以及伊朗联合伊拉克和叙利亚正在形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都是这种古典文明

型国家的现代回响。而拉丁美洲以天主教为主的文明圈正在急速左转，反抗美国霸权的共识正

在形成之中。各个文明圈对自己文明型国家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这种文明转型是十分艰难的，

如何整合区域次文明，扬弃历史上黑暗和落后的一面，将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求同存异地结合

起来，形成共融共生的新文明共同体，不仅对异质文明的人民，也对同质文明的人民构成终极

拷问。对一神教文明类型的国家而言，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普世平等观念，“救赎”观念隐

含的是人人平等的梦想。美西方文明问题的核心是：上帝的阐释权落在了资本和贵族手中，让

神权成为剥削者的帮凶，远离了宗教救赎的普世意义；美西方一神教文明的进化方向应该是在

救赎信徒的基础上，开启更加符合人类解放的宗教启蒙。

大多数人其实希望看到一种“文明型国家”和平竞争的场景：哪种文明和制度是站在“历

(1) 施兰茶、陈安澜：《印度外长苏杰生与欧洲互怼，为何在中国国内引发共鸣？》（2022 年 6 月 14 日），澎湃新闻网， 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54436，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

(2)“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meant to create‘servant class’: PM Modi”, The Times of India, July 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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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确一面”的，应该让实践发展来证明，由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但在美西方指鹿为马的

癫狂政治压力下，每个国家可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成为依附体系中的一员，变成“待

宰的羔羊”，还是将自身文明结合新的文化，为本国的独立自主和公平的国际关系而奋斗，有

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然而，未来的世界必将走向多种“文明型国家”共存的时代，摆脱西方文明的奴役和控制，

走向文明的自主之路是不同民族、种族的天然权利和必由之路。后美国时代的到来无法避免：

非西方世界的文明觉醒已经方兴未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研究室主任、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