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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
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

邓 超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集中见于他们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几篇时事评论文章中。他们在提

出相关思想后又曾多次提及，并不断确认自己的判断，但并没有引起后世足够的重视。“太平洋时代”
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

战略意义。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深入探讨他们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对于理解当

下局势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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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世纪末“太平洋时代”概念正式问世以

后，相关讨论逐渐增多。近半个世纪以来，相关话

题也曾多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主要涵义是

指，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世界历史也将随之由大西洋时代转变为太平洋时

代。如果说，过去的大多数讨论顶多只是对于未

来的众多预测之一，那么今天它已是我们正在经

历的现实。由于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这一观念进

一步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

对太平洋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必要进行更广

泛和深入的探讨。
学界对“太平洋时代”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

十分丰富，略举几例以窥全豹。芬兰贝卡·科尔

霍宁( Pekka Korhonen) 教授的《世界史上的太平

洋时代》一文，比较清楚地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学

术史。他指出，日本政治经济学家稻垣满次郎于

1892 年首次明确使用了“太平洋时代”概念。然

而，他并没有对相关讨论的最初源头给出确定出

处，只是提及美国参议员威廉·西华德( William
Seward) 在 19 世纪 50 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

期写下了相关预言。此外，他还述及世界历史上

对于“太平洋时代”的几次讨论。① 1994 年，王逸

舟在《论“太平洋时代”》一文中细致考察了有关

“太平洋时代”的论述，考证了“文明重心西迁”的

史实。在此基础上，他对这一话题出现的原因及

意义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有关“太平洋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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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种 设 想 及 其 隐 含 的 历 史 与 政 治 文 化 背 景 差

异。① 何芳川在 1995 年发表的《太平洋时代和中

国》一文，论述了“太平洋时代”这一提法的不妥

之处，并强调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维度进行评判。
何芳川将这一概念的最初源头追溯至西华德于

1852 年和罗斯福总统 20 世纪初的言论。②

然而，上述研究成果都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

斯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对于这一话

题的讨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随着研究的深

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引起了越来越多学

者的注意。国内已有的研究概括归纳了马克思、
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初步探讨

了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

探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是

否是其历史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或者说这一思

想能否被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重要意义在于，如果能深入剖析其科学性，即知

其所以然，则能更好地指导和把握当下的历史进

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之际，追溯和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得出这

一洞见的深层逻辑，必然会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带

来一定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
的几个层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并没有明确使用

“太平洋时代”这个提法，但他们的论述与后世使

用的“太平洋时代”概念的内涵有高度契合之处。
两位经典作家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集中见

于他们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几篇时事评论文章

中。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恩格斯于 1849 年 2 月撰

写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于《新莱茵

报》第 222 和 223 号。他的论述虽然极其简略，但

已经能看出“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大体轮廓。其

余几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的时评，分别

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 年 2 月第

二期、1850 年 4 月第四期和 1850 年 5—10 月第

五、六期上面。这三篇时评内容极为丰富，包含了

“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理论逻辑和背景信息。由

于这几篇文章涉猎范围颇为广泛，下文将从几个

层面逐一进行分析总结。
第一，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世界

经济的中心一直在不断迁移。1848 年，加利福尼

亚发现了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向那里。面

对淘金热的骤然出现，恩格斯观察了数月之后就

敏锐地指出: “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

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

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

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

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

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

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③这里并没有对所

谓的“第三次”进行详细阐释。大约又过了一年

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进一步说明: “加利福

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

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

拖进了文明。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

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

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

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

朗西斯科、圣胡安 － 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

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

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④在

以上论述中，他们高度宏观地概括了历史事实，不

过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的历史进程进行的分析阐

述。地中海沿岸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最早的

世界经济中心主要围绕这一地区不断迁移。随着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世界经济中心

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移，即转向了大西洋沿岸。
继而，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发展，世界经济中

心即将发生第二次重大转移，即转向太平洋沿岸。
在他们看来，发现金矿这一“美国最大的事件”的

意义“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⑤

第二，太平洋地区将要崛起，而大西洋地区将

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欧洲在过去几百年间必

须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才能与太平洋地区进行贸

易，而打通巴拿马的捷径阻力重重。可是，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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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之后，美国人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仿佛施了魔

法一般，在极短时间里集中于一个方向上，打通了

前往太平洋的交通运输线。有了捷径，谁还会绕

道好望角或合恩角? “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

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

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

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①在这

种情况下，资本的狂热投机随之兴起，而太平洋地

区贸易必然蓬勃发展。那么，可以预见到的必然

结果就是:“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

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

线的作用; 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

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②

第三，这一转变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国际航运

的发展及其后果，即太平洋地区的日益一体化。
当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极

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加利福尼亚

金矿的发现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不仅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开拓进程，还对世界贸易

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它的

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

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

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

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③此时，他

们还不可能知道，澳大利亚在 1851 年初也将发现

金矿，将 淘 金 热 推 向 新 的 高 度。在 1859 年 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加入了澳

大利亚发现金矿的因素，并断言资本主义社会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随之而来的交

通网络建设将使太平洋成为最重要的大洋。“由

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全新的世界交通

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

他交通线。通往太平洋( 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

才被打开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 的主要

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④不仅如此，

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将会日益紧密。“加倍发展大

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

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

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⑤简言之，太平洋的时

空缩小了，地区贸易将变得比过去更加频繁。
第四，认识清楚世界历史变动的趋势之后，人

们可以能动地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发展。马克

思、恩格斯提醒欧洲人不能被新世界夺走优势地

位。“旧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 16 世

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败，如果不愿

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

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⑥可见，虽然世界历史

的发展趋势是明确的，但并非一点都不可更改。
在这个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充分的发挥空

间。当然，他们的论证目的是为了推动欧洲的社

会革命。“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

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

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

命现在还不算晚，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

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

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⑦对于今天

的人们而言，此论述的关键在于，地理因素并不是

推动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展新的生产

力才是根本。

二、“太平洋时代”思想与马克思历史
理论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早已经存在重视水的

交往媒介作用并将之与历史中心的变迁和文明进

程联系起来的观念。1820 年，作为现代地理学创

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历史学教授的卡尔·李特尔

( Carl Ｒitter ) 就曾提出过一套“文明三阶段”理

论。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是大河文明

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内海文明阶段( 如地中海地

区) ，第三阶段是海洋文明阶段。在他看来，正是

欧洲人引领的大航海时代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最高

阶段。⑧ 黑格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一系列演讲

中，也强调了地理环境特别是水对历史的巨大作

用。他认为，历史的中心必然会从东方向西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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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① 这两位学者当时都是柏林大学教授，且都

在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将“历

史中心的转移”和“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
等相关思想的原创性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

是，有关“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的意义却很可能

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

在文章中只专门强调了一件事是他们首先提出来

的，即加州金矿的发现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他们

写道:“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

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二期就已经指出( 早于

欧洲的一切期刊) 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

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②从逻辑上看，“太平洋

时代”的到来正是发现金矿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

然结果之一。
而且，德国学术界关注遥远的太平洋地缘政

治的重要性，并不奇怪。我们知道，欧洲人对太平

洋的争夺早在 16 世纪就开始了。这种争夺最初

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后来英国和法国加入

进来。1812 年，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已在太平洋进

行过数次交手。1816 年左右，俄国也曾一度觊觎

太平洋。此后直到 1845 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共

进行了 25 次航行。1840 年，英国在太平洋西岸

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

难理解，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德国人文地理学家

弗里德里希·拉采儿( Friedrich Ｒatzel) 在《政治

地理学》的序言中还专门提到，他的老师李特尔

已经充分注意到地理学的“政治方面”。③ 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几篇时评中所论述的一些思想，

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学术界应该已有先声，这就是

为什么他们仅把加州发现金矿一事的意义与影响

归功于自己。那么，他们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

想是否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呢?

19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了唯物史观。1849 年下半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

之火日渐黯淡。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着手筹办

一份新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总结

革命的经验。这份杂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最

终于 1850 年 3 月 6 日在汉堡出版了第一期。然

而，在 1849 年 11 月 29 日，杂志出版了第五、六期

合刊以后，再也没能继续下去。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大量政论文

章，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也包含在这些文章

里面。其中一组关于法国革命的评论，恩格斯在

1895 年将其以“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为此书写

了一篇导言，恩格斯在导言的一开始就指出: “目

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

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

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 ＇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

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 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

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

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④由此可见，有关“太平

洋时代”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

成果，完全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提出“太平洋时代”思想以后，马克思、恩

格斯还多次回顾并坚持他们的判断。1851 年，恩

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环行世界的航运

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

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

的还要快。”⑤1857 年，马克思又在给恩格斯的信

中写道:“美国危机妙极了 ( 我们在 1850 年 11 月

的述 评 中 就 已 经 预 言 过 它 一 定 会 在 纽 约 爆

发) 。”⑥1860 年，为了澄清对他的歪曲，马克思在

《福格特先生》一文中再次强调:“我在 1850 年给

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 1857 年的商业大危机完

全证实了。”⑦

1895 年，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恩格斯，在生

前最后一篇文章中仍不忘提及年轻时所写的那几

篇时评。他再次回顾了文章中的一处错误，即有

关新革命即将到来的判断。尽管他们已经在最后

一篇时评中，根据最新的经济材料放弃了这种观

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不

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总能从切实的实际分析中及

时纠正自己的错误。”⑧如此看来，如果关于“太平

洋时代”的论述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恩格斯在

45 年后同样会坦率承认。然而，他却以毋庸置疑

—47—

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1—10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590 页。
参见［德］卡尔·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地理与历史

之间关系的研究》华夏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2 卷第 59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48 卷第 392—3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9 卷第 18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9 卷第 152 页。
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天地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7 页。



的语气继续写道: “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

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

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

需要改动的地方。”①显然，恩格斯对于时评中有

关“太平洋时代”的论述直至晚年都持完全肯定

的态度。
在距离时评的发表已经过去 170 年之久的今

天，人们已不再使用将来时态而改用进行时态描

述“太平洋时代”。我们除了叹服伟人的远见卓

识之外，还想知道他们这些思想背后的逻辑。虽

然“太平洋时代”思想并非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

斯，不能排除黑格尔等前辈的启发之功，但是马克

思、恩格斯得出相关认识的路径却是完全不同的。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逻

辑的必然结果。

三、“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历史唯物主
义逻辑

根据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同发展方

向，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分解为两个维度: 一是历

时或纵向的维度，主要指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

理论; 二是共时或横向的维度，主要指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理论。本文讨论的“太平洋时代”思

想，是这两个维度的交汇和统一。为什么“太平

洋时代”必将到来? 它又会如何发展? 马克思、
恩格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此作出系统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各

个民族和地区由于山川阻塞，交通不便，处于自然

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因而人类的历史只是民族

和地区的历史。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工

具升级换代，原来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原

始、封闭和分散的区域历史日益转变为现代、开放

和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句

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作为世界

史的历史是结果”②。
今天看来，以“地中海时代”代表人类文明发

展的第一个阶段，似乎有点以偏概全。何芳川曾

指出，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与希腊、罗马文明同

样璀璨的古代东方诸文明，忽视了人类古代文明

多元化的历史实际”③。严格地说，如果将地中海

视为希腊、罗马文明圈的区域性中心，则更为公

允。同样，东亚文明圈和印度洋文明圈也各有其

区域性的中心。但如果按照上述“历史向世界历

史转变”的视角，将“地中海时代”作为人类历史

分散发展阶段的一种通俗的称谓，也不是一无

是处。
同理，“大西洋时代”的说法虽不能免除“欧

洲中心论”的嫌疑，却也正确传递出了“历史向世

界历史转变”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涵义。“大西洋

时代”之所以成为现实，并非源于地理大发现，而

是因为近代大工业的推动。先不说最新的考古发

现与 DNA 证据已表明，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已经

被多次“发现”。④ 要不是近代大工业的推动，哥

伦布的“发现”将成为无源之水，美洲只会再次归

于沉寂。也就是说，推动“地中海时代”向“大西

洋时代”转变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近代大工业的诞生，为“世界历史”的形

成提供了直接动力。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

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

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

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

守的状态”⑤。“大西洋时代”指的正是这样一种

各民族国家由分散发展阶段转而开始进入普遍联

系、相互依赖的发展阶段。尽管各民族国家在这

个阶段的联系与依赖程度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泛和

深入，但 与“地 中 海 时 代”相 比，确 实 存 在 质 的

不同。
随着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联

系和依赖的程度持续扩大和加深。大工业充分体

现了生产力革命性的力量，“现代大工业以这种

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
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

点”⑥。这个进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一个全球

性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从此，每个民族都成

为这个体系的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体

系，或者说，脱离这个体系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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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常常用“交往”
“世界交往”等概念来形容今天普遍所见的全球

化状况。“亚洲、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要

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至广州、新加坡、
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

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

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①这种日益频

繁的交往，必然会将世界上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

的一片海域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真可以说，自

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

球才开始成为圆的。”②浩瀚的太平洋地区加入世

界市场后，世界体系的重心自然要向太平洋地区

移动，世界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都将随之发生转

移，只不过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经历漫

长而曲折的演进过程。
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个事实，美国、中国

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分列太平洋两岸，全球瞩目

的金砖国家也基本上都围绕在太平洋周边地区，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

断上升。大致上可以认为，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的重心。早在 1995 年，跨太平洋贸易已

超过跨大西洋贸易，而今天前者已是后者的两倍

左右。③ 于是，我们可以确认，世界历史上的“太

平洋时代”终于到来了。
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民族国家之间

彼此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致，因此，相互之间

的交往对各自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程度和范围不同

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它们的发展可能是加快

其进程，可能是改变其方向，也可能是延缓其速

度，促使其倒退，甚至是打断整个民族的发展，还

甚至导致其彻底灭绝。”④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

强大的国家会突然衰落，而相对落后的国家会迅

速崛起。大英帝国就是很好的例子，20 世纪初的

人们很难想象它不久就会分崩离析。所以，世界

经济的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定会随着世

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迁移。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力

量，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当前的“太平洋时代”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人们更多地关注亚

洲国家 的 合 作”⑤。2000 年，“和 平 学 之 父”约

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 曾分析认为，美帝国

将在 2025 年崩溃。到了 2009 年，他根据形势的

演变，又将崩溃的时间缩短了五年，即 2020 年。⑥

加尔通著作等身，享有世界声誉，其预言不可等闲

视之。且不管未来到底如何，以上观点或许意味

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将由太平洋东岸向太平洋西

岸转移。

四、“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对旧欧洲发出警告，强调

必须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如此方可避免丢掉优势

地位。可是历史事实是，美国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

迅速崛起，在生产力的创新方面一路狂奔，在经

济、军事和社会文化诸方面逐步超越欧洲，终于在

二战之后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

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今天的世界又一次

站在了大变局的门口，结合“太平洋时代”思想和

前述史实，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要想加速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须从

生产力的创新方面下功夫。目前还不能想当然地

认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一定意味着世界经济

中心会自动转移到中国。人们大概不会忘记，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曾一度热议“太平洋时代”“亚

太时代”“西太平洋时代”等话题，以及《亚洲可以

说不》一书中的“亚洲时代”和“亚洲世纪”等表

述。可是，历史并没有朝着日本人希望的方向发

展。前文已经说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取决于

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

阐明，要“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

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

造出新的生产力”⑦。中国唯有朝着这个方向踏

实努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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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重蹈日本人的覆辙。
第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实现的，其间充满了曲折与变数，甚至危机重

重。大国兴衰的原因之所以众说纷呈，主要是因

为涉及的变量太多。而且，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

政治家和学者们会选择差异巨大的描述方式，得

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明智的国家都会

选择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以不变应万变。毋庸讳

言，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的发展阶段，某

些社会领域还有待完善与提高。所以，在相信历

史规律的同时，也要积极补齐科技短板，大力解决

民生问题，做好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第三，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大大超过马

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必然会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由于核威慑

的存在，大规模战争冲突很大可能会被排除。采

取非军事方式如贸易战阻挠历史进程，将成为优

势地位国家的主要手段，而经济竞争可能成为世

界经济中心转移的主要途径。创造新的生产力的

竞争是公平与和平的方式，也是最可取的方式。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经济

领域奉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积极维护世界各

国人民的福祉。这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命运

共同体”的全新理念，都反映出“太平洋时代”可

能具有的新特点。
第四，通过非和平的手段阻止世界经济中心

转移的企图，必然遭到失败。将世界当做一个整

体来看待，已经成了现代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

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

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

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在如此高度

一体化的“太平洋时代”，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和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

鼓吹“脱钩论”等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只会遭到历

史无情的碾压。
综合以上论述，再来看近几年国际上的种种

事态，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更清晰的认识。
我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筹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整个亚

洲乃至全世界的生产力。这种充满自信的公平竞

争态度，充分显示了我国推动大国之间正和博弈

的意愿，这种态度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的积

极因素。大力开发海南自贸区的最新举措，进一

步加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正面形象。与此相反，

某些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种作为，只会严重

损害国家的形象和实力。我国应当更加从容和理

性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太平洋时代”思想，不断从中汲取强大的智慧和

力量，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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