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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亚洲“共有的历史”

□　 徐国琦

香港大学 香港

　 　 “共有的历史”研究方法是本人近几年在西方

学术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新视野。 主要有

下述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

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 其二，彻底跳出民族—国

家视野的学术范畴，尽量着眼于跨国史和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流。 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

和作用。
用“共有的历史”方法来探讨亚洲与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关系，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

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和见解独到的亚洲与第一次世界

大战关系史。 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及视野在帮助

我们重新认识过去的基础上，可以提供亚洲各国人

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

一、“大战”的爆发与亚洲各国的大机遇

　 　 表面看来，在一战期间，中国、日本、印度、越南

以及朝鲜诸国家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共同联系。 日

本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正处于承前启后、奋
发图强的巨大变革之际，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

被称为印度支那的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朝鲜则处

于日本的铁蹄之下。 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国家则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密切联

系。 首先，它们是邻国。 其次，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

教很快把这些国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佛教共同

体”。 再次，日本、越南、朝鲜在历史上都受中国文

化影响甚深，所以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又可称为

“儒家文明”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在一战爆发之

后，这些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在不同程度上视一战及

其可能导致的新国际秩序为影响其历史进程和国际

地位的重要机遇，并将一战变成它们 “共有的历

史”。 先说印度与越南。 两国分别作为英国和法国

的殖民地，在一战爆发后，当然无法置身度外，必须

为宗主国出钱、出人、出力。 与印度相比，越南人全

然不像印度精英们那样热心支持宗主国的战争，但

越南毕竟也为法国提供了近十万大军及劳工，从越

南开赴法国。 五个国家中，唯独作为日本殖民地的

朝鲜对一战爆发似乎没有特别反应。 但这并不妨碍

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讨论这场战争对国际事务和朝

鲜未来的可能影响。 他们无疑希望战局的发展对朝

鲜的前途有利。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如

何将一战爆发视为机遇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两个

国家放在一起考察，因为它们互为因果，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把一战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有的历史”。
中国之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奋发图强，主要

就是日本人把中国打醒，如同梁启超所说：“唤醒吾

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中国精英们对

一战爆发的反应，之所以且喜且惧，还是因为日本的

因素。 一战对中国来说则可称之为“危机”，“危”险
加“机”会。 危险主要在于日本可能乘列强决战于

欧洲战场时，强迫中国臣服日本。 但一战可能导致

对中国不利的现成国际体系崩溃，在一战废墟上诞

生的新的国际秩序也许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或许

甚至可以在尚未成型的世界新秩序中注入自己的烙

印和声音，进而收复国家主权和提供中国国际地位。
总之，在当时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精英分子看来，这
场大战将改变国际体系，并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国

际社会平等一员。 这一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

疑是一个巨大机会。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昭然若揭的野心更加

深了中国人对一战的“危” “机”意识。 如果说日本

在 １８９５ 年击败中国导致中国产生国家认同危机，那
么它在 １９１５ 年向中国提出的“２１ 条”要求，则不仅

激发起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并直接促成了中

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明确外交目标：参加

战后和平会议，以便收复被日本非法夺取的青岛及

其他中国主权。 在 １９１５ 年，中国朝野对于中国应出

席战后和平会议的目标达成共识并得到了不少知识

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普遍支持。 唯一的挑战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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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赢得出席会议的席位。 正是由于参加和会的考

量，中国政府力争参战，以此来保证中国获得和会一

席之地。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共有历史”的视野出发，

我们无法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一战

而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理解一战与印度、
越南、朝鲜等国的关联。 唯有从“共有历史”的角

度，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战的爆发，无疑成为

这五个国家一段独特的共有经历。 他们都或多或少

视一战及其影响为其重要机遇。

二、中国、印度和越南血染的共同历程

　 　 如果说，亚洲精英们在亚洲各国对一战所作的

反应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作为平民百姓

的 １００ 万印度人、１４ 万华工、近 １０ 万越南人，背井

离乡来到欧洲战场，他们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反思

本民族与西方文明的异同中，则发挥了同样重要的

影响。 这些亚洲人跨洋过海，远赴法国，成为英国和

法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也许

只是目不识丁、胸无大志的苦力，也许他们到欧洲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 在欧洲，他们的确吃尽了苦，
出尽了力。 但是，他们的出征是同本国及世界的命

运密切相关。 他们是亚洲国家放眼走向世界，参与

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亚洲及西方的

历史。 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旅

欧经历，亚洲的精英们可以义正词严地在巴黎和会

上要求国际社会还亚洲国家公道。 因为印度人、中
国人、印度支那（越南）人的源源不断地到来，英法

诸国在大战危急关头，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

顾之忧。
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在欧洲战场上的直接经

历，无疑拓宽了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有机会思考东

西方文明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对于在一战

期间来到欧洲的亚洲人而言，东方和西方不只是接

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的接触。 最有意思的是，东、
西方交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平民百姓来进行

的，当他们踏上欧洲征途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国际

关系，不明白民族认同或民族独立。 他们经常被西

方人蔑称为“苦力” “中国佬”或“支那佬” “未开化

的人”，但就是这些亚洲人不仅对盟国的战争努力

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在东西文明之间承担了重要

的信使角色。 通过检视亚洲人战争期间的工作和经

历，我们可以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取得新

的认识，对战争及随后在亚洲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有

更深刻的了解。 此外，在大战期间亚洲人不仅亲眼

目睹了一场“大战争”，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 遗憾

的是，这段故事在一战爆发一百年之后仍旧在亚洲

和世界上罕为人知。
虽然绝大部分来到欧洲的亚洲人是目不识丁的

农民，刚出发到欧洲时，可能对本国或世界都没有清

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亚洲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
在亚洲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在

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

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印度人、中国人、
越南人对于自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

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透过他们自身的

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

其他本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这些人最终成为

亚洲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亚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

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 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亚洲

人的欧洲之旅实质上直接引导并参与了本国成为国

际秩序新成员和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新旅程。 这些劳

工为帮助改变自己所在的国度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

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亚洲人在欧洲度过的大战岁

月促成和导致了第一次如此众多的亚洲老百姓与西

方直接接触。 毫无疑问，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

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

也为他们向西方展示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

提供了机会。 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
思想。 换句话说，前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亚洲人不

仅仅只是普通士兵或劳工；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

第一波新亚洲人，并为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发

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三、亚洲的集体憧憬与失望

　 　 一战结束后，中国人欣喜若狂，全国放假三日以

示庆祝，以为从此公理战胜了强权，梦想中国在战后

的和平会议上将能讨回公道，并将以平等一员跻身

国际社会。 日本更是充满期待，认为日本的强国梦

即将实现，西方列强不仅会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

法化，日本更会从此成为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强

国。 印度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对战后国际秩序

充满憧憬，以为他们为战争所作的牺牲以及美国总

统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将会为他们赢得自治和独

立。 朝鲜人虽然与一战本身关联不大，但与中国人、
印度人、越南人一样，认为威尔逊的新主张可以帮助

朝鲜赢得独立。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这些国家在巴

黎和会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失望。 英国根本无视印度

的巨大牺牲，对印度的民族自治诉求置若罔闻，甚至

对其进行武力镇压。 胡志明在巴黎和会期间十分活

跃，并提交越南自治的诉求，但法国当局及列强对之

根本不予理睬。 朝鲜人在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发动了

全国性独立运动，除揭开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的

序幕外，很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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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巨大期望和失望是中国近

代史上重要一章。 因此，出于对威尔逊的信任和对

国际联盟和未来世界新秩序抱有美好憧憬，中国人

对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充满期待，特别是获悉威尔

逊总统本人将出席巴黎和会消息时，他们更是欣喜

若狂。 中国希望利用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让全世界听

到它的声音和理想及其收复中国过去所丧失的主

权、要求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 更为重

要的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

的建立。 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联宪章的 １５ 人委员

会成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
不幸的是，中国对巴黎和会和新国际秩序的巨

大期望遭遇所谓的“大背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

没有收回山东。 列强对其要求平等待遇、恢复丧失

的主权的要求更是充耳不闻。 中国人当然对这一结

局深感受挫和失望。 这个痛苦事实迫使中国认识到

强权依然胜过正义与公理。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

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形象与魅力受到严

重损害。 所谓“凡尔赛的背叛”促使许多中国精英

人士质疑西方的价值观，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

性。 严复是以翻译许多西方著作著称的学者，他认

为西方在 １９１９ 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

展最后只归结为四个词语：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
更有人下定论，认为巴黎和约证明“威尔逊主义之

中挫，帝国主义之制胜可也”，以压制德国和中国为

基础的世界新体系撑不了太久。 还有人甚至警告

说，国际联盟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必须依靠自

己。 巴黎和会失败后，一些激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向

社会主义，１９４９ 年后，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几次提交种族平等条款，每

次都被西方列强拒绝。 也就是说，无论日本如何努

力，白种人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平等要

求的。 １９２４ 年美国更是通过新的移民法律，将日本

人置于同长期遭受歧视的中国人一样的地位。 因此

日本人的巨大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 他们意识到，
西方列强根本不想给日本真正的平等地位。

对于日本人的“种族平等”的要求，其他亚洲人

一样感同身受。 毕竟早在 １８８２ 年美国国会最先通

过歧视中国人的排华法案，梁启超早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多次著文呼吁中国和日本联手合作，共同抗

击西方的种族歧视和促成黄种人的独立。 所以在巴

黎和会上，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对手，但在“种族平

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一直支持日本的提案。 印

度在巴黎和会上也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 同中

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印度也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种

族歧视。 在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讨论如何应对日本的“种族

平等”提案时，印度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辛哈表示，

作为亚洲人，他有责任在会议上支持日本的提案。
因此，日本的种族平等的诉求和亚洲国家对其支持，
实际上也是亚洲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种族平等”提案几遭挫败

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日本人，无论日本如何强大成

功，白种人还是视其为二等国家，不愿与日本平起平

坐。 这一挫败对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近卫文麿打击

极大。 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印象”一文中写道，日
本要想真正成为平等国家，它就必须打破西方列强

一手遮天的国际秩序，重划世界政治版图。 近卫文

麿后来在二战期间三度成为日本首相。 他宣称，列
强在巴黎和会上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提

议，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用战

争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礼是密切相关的。 １９３３ 年日

本戏剧性地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驻国际联盟代

表明确表示，１９１９ 年列强拒绝接受日本的“种族平

等”提案，明显意味着西方对日本的侮辱和打压，日
本退出国际联盟就是对这一打压的正式反应。 日本

天皇也在 １９４６ 年宣称，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源于

巴黎和会。 西方学者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认为，日本在

巴黎和会中种族问题提案的挫败，促成了日本意识

到它要自己动手重整新的国际秩序，并最终导致日

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甚至与中国等国家一样，在巴黎和会后产

生了国家认同危机。 换句话说，日本的失望也还体

现在其国家认同危机上。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德

国为模仿对象，一心效仿德国，以日本式的“铁血政

策”步德国后尘，日本的明治宪法也是以德国的宪

法为母本。 日本甚至以“东方的普鲁士”自居。 德

国俨然是日本的“Ｓｅｎｓｅｉ”即“先生。”但一战结果是

德国大败，德国及其军国主义模式也因此遭到世人

唾弃，从而导致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选错了

模仿认同对象。 与此同时，日本不少人在一战后也

对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外交方针开始质疑。 日本著

名历史学者萩原延寿就认为，直至一战结束时，日本

外交的“中心”一直是日英同盟，但一战后英国放弃

了日英同盟，日本外交因此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
这种在外交方针方面的失落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

严重挑战。 诚如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

所言：“一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

界定其意识形态基础。 因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正为

美国、俄国、中国及其他国家所提倡的外交方针所

取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亚洲五个

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地位不同，待遇也不一样，但他们

同样经历了巨大的期望和失望。 如果不从“共有历

史”角度，我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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