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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战略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宿景祥

【 内容提要 】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
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
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
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
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
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
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
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
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
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
晶， 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
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
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
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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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邀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深表感谢，他们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
文改进了许多，并避免了更多的错误。限于作者的知识水平，文中错误恐仍难免，恳望学界同仁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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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当代国际战略研究愈益趋向于侧重大战略概念，这就使得深入探究大战略的
历史源流变得更加必要。大战略真正确切的、历史事实上的源起固无稽可考，但
历史意义上的源起却有迹可寻。就世界历史意义而言，柏拉图无疑是大战略历史
的一个异常重要的起点，这是因为，大战略并不属于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重大
的现实政治问题。人们多认为柏拉图仅仅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纯粹的哲学家，一个
充满理想色彩的“沉思者”。但事实恰恰相反，柏拉图不仅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
家，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柏拉图一生都在致力于宏阔
的大战略，并且给后世留下了最有价值的战略思想遗产。今天的世界正在步入一
个真正的“大战略时代”，更需要用柏拉图的知识论和实践哲学，也就是从理念到
科学、从科学到行动、以行动印证科学和真理的方法，来理解和认识大战略的某
些根本性特征。

一 大战略的内在意涵及两大历史源流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从战略一词派生出来的一个现代概念。① 战略分为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二者之间的界线在于侧重点不同，军事战略侧重于
军事手段，大战略则侧重于各种非军事手段，如通过“伐交”、“伐谋”、“文伐”
来削弱敌人的力量，破坏敌人的团结，妨碍敌人的政务。② 大战略是一个既宽泛又
抽象的概念，其内在意涵精深微妙，只能界定形式，却无法限定内容。可以认为，
国家间所运用的一切非军事手段，包括在政治、经济、外交、科学、宗教和教育
等各领域所展开的一切形式的斗争，都属于大战略的范畴。
就知识论而言，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斗争的高级形式，是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
① 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第22章题为“大战略”，对“大战略”概念的流行贡献甚大。该书
于1929年出版，1954年再版并改名《战略论》。但哈特所认为的“大战略”是“军事政策”，未超出
军事层面，是狭义的“大战略”概念。正如哈特所言，“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
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参见[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3页。
② 钮先钟：《战略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6页。钮先钟先生译过克
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安东•亨利•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和J.F.C.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等西方
经典战略学和战争史著作，并著有《中国战略思想史》、《西方战略思想史》、《战略研究》、《历
史与战略》和《战略家》等专著，是中国现代战略学研究的前驱。钮先钟先生在《战略研究》和《西
方战略思想史》等著作中，对“战略”、“军事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
略”等概念的源头和意涵曾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批判，在《战略家》一书中，明确地提炼出了“大战
略”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钮先钟先生是将“大战略”和“国家战略”等同使用的，并认为“国家安
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样的名词多余，因为战略的主题本来就是国家安全，所以自可
不必叠床架屋，另创新词。可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入门》，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一
章“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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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和社会知识发展到高级阶段而自然产生的。现代考古学证明，人类的出
现距今至少已有近 200 万年的历史。① 但在漫长的远古时期，人类的进步极为缓慢。
约公元前 1 万年前后，由于气候变暖，结束了覆盖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长久
的冰河期，巨大的冰川和冰盖逐渐融化，造成持续数千年的大规模河水泛滥，冲
积形成大片宜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平原，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跃进开辟出了新天地。
约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东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都显现出人类文明的
曙光，产生了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这古代四大文明。
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大战略当有两大历史源流，中国是一条较窄的源
流，西方则是一条较宽的源流。在 20 世纪以前，这两条源流基本上没有交汇。中
国的大战略历史源起较为清晰，有史可考的起点为西周。钮先钟先生对此有精当
的阐述 ：
“周朝建立后，姜太公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各传所学，这也就是
所谓齐学与鲁学之由来。齐学与鲁学都是从《易》发轫而出，但各有侧重。从现
代战略的观点看，齐学以军事战略为主，传人有管仲、孙武、孙膑等人，是我国
古代战略思想的主流。鲁学自周公到孔子，遂演进为儒学。儒学不仅深知兵学，
更有其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思想。”②
但中国因受所处地理位置所限，难以与其他文明之邦交往甚少。③ 喜马拉雅山
脉和青藏高原将中国和印度阻隔开来，帕米尔高原和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
与巴比伦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主要面对的周边的是游牧和半游牧部族，
而不是其他与中国的文明程度相当的大国。或许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中国战略思

① 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作家、启蒙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年）于1784年发表了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历史哲学观念》，提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和
天才创意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在天赋上最独特之处，即与其他任何生物最本质的不同，是直立
行走。人之所以变成人，也正是由于能够直立行走。由于直立行走，人类就解放了双手，从而获得了
自由、创造性和无限发展的潜力。而人之所以能够直立行走，原因是头颅的结构适应于直立的形态，
内外机体适应于垂直的重心。人的头颅之所以变成目前的这种结构，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被某些遥远的
东西所吸引，时常“抬头仰望”所造就的。因而，归根结底是“远见”使人成为人，“远见”也是人
最本质的、内在的特征。康德对赫德尔的这部著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发表了两篇评论并都收入了他
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② 钮先钟：《战略家》，第19页。
③ 张兴琅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中谈及，汉武帝之前，中西方已有交往。该书第一卷
第119页摘录了英国人亨利•玉尔（Henry Yule）《古代中国见闻录》的一段话，称西方文献中最早记录
中国（赛里斯 Seres）的人，是约生于公元前404年的希腊人克泰夏休（Ctesias），他与柏拉图是同时
代人。这可说明，柏拉图时期希腊人已知闻中国的存在。但据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考据，古代希腊人
所说的“赛里斯”指的是现今喀什一带，当属中国文明的边缘。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
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中国迟至19世纪晚期以后，才开始对西方世界有了较全面而
深入的了解。参见张兴琅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5·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想的停滞和退化。从汉代至清代，中国一直因袭“以夷制夷”之说。① 直到鸦片战
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才转而强调“师夷长技”，用“知夷情夷形之人”。
与中国文明不同，古代印度、巴比伦和埃及这三大文明因地理上相通，自古
便相互知悉，有商品和文化往来。而近东和地中海周围，由于古埃及和巴比伦（美
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文明的存在，彼此交融与冲突尤为繁复激烈，并由此而产生
了近代西方文明的部分基础，即古希腊文明。②
希腊文明兴起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埃及遗留下
来的金字塔多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建造的，但此后埃及文明就步入了停滞阶段，
而美索不达米亚则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中心，是当
时唯一的强权和超级大国。事实上，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产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
里，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都是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个中
心组织起来的。无论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时期，还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埃及、
希腊、腓尼基和希伯来等民族所建立的国家，通常多正式地或半正式地依赖、服
从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
费尔南 •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重大问题，
首先都是地理问题。古代每一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
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③“美索不达米
亚”（Mesopotamia）一词源于古希腊地理学家，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
条河流之间的土地”。这块土地的大部分现今在伊拉克境内，多为冲积平原，而西
部和北部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是山区。在一个相对并不广阔的地区，同时存
在着两个富饶的河谷，为人们创造了多种定居条件，同时也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古代中国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依赖于尼罗河，都是一条河流，
而不是两条河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及，中国之所以很早便形成统一国家，
① “以夷制夷”之说在西汉时期已有。据《汉书•晁错传》，错以匈奴事告文帝：“以蛮夷攻蛮
夷，中国之形也。”东汉时期将此说沿袭下来。《后汉书》卷七七《班超传》曰：“以夷狄攻夷狄，
计之善者也。”唐代、宋代、元代、明代直到清代，“以夷制夷”之说一直沿袭不废。《唐书》卷一
O七《陈子昂传》曰：“夷狄相攻，中国之福也。”《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曰：“以蛮夷攻
蛮夷，古今之善策也。”《元史》卷一三四《秃鲁忽传》曰：“因蛮攻蛮，古之所利。”《明史》卷
一六六《张佑传》曰：“以夷攻夷，可不烦兵而下。” 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自序中发挥了这
一思想：“是书何以作，以夷攻夷而作，以夷疑夷而作，为师夷长技因以制夷而作。”参见陈登原：
《国史旧闻》（卷一，“以夷制夷”一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67-568页。
② 至19世纪后期，由于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诸多古代东方文献的破解，西方知识界有了新认
识：近代西方文明并非仅仅来自于古希腊，而是来自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包括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参阅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译者的话”。载[法]伯希和等：《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耿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唐家龙、曾培耿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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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基础是避免“以邻为壑”。黄河流域的富庶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以此为中心，
逐渐向四周拓展。在埃及，尼罗河东西两侧都是险恶的沙漠，南部河谷的上埃及
国王美尼斯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便征服了北部的下埃及，国家此后便一直保持
着统一的状态，直至公元前 525 年，被新兴起的波斯帝国所亡。
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条河谷的存在使得农业方面十分富足，可养育众
多城市和人口，但其他许多重要资源，尤其是用于制造青铜器的铜和锡、建筑用
的石材和木材都非常匮乏，为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必须发展对外贸易，用所生
产的谷物、椰枣和亚麻布等产品换取所缺乏的各种资源。自古以来，美索不达米
亚人便从现今的土耳其和伊朗进口锡，从阿拉伯海岸得到铜、黄金、象牙、珍珠、
赭石（用于制作化妆品）和石材，从东非海岸得到乌檀、黄金、光玉髓，从腓尼基（今
黎巴嫩）获得雪松木和芳香油，从阿富汗得到天青石。邻近的腓尼基人、以色列
人和贝都因人等或直接从事商品贩运而获利，或通过向过境商品征收赋税而致富。
在很大程度上，希腊人和他们之前的克里特人，也是通过从事这种贸易活动而兴
盛起来的。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特征决定了这个地区难以统一。两河流域各
城市在经济上互不依赖，政治上各自为政，军事上相互征伐，加之来自周边广阔
地带各民族的不断袭扰劫掠，使得战争在这一地区是一种自然状态。或许正是因
为命运无常，使得古代祭司集团凭借其知识优势，通过宗教和神学的形式，很早
就开始凌驾于其他各统治阶级之上，成为各个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①
据古巴比伦文献记载，巴比伦马尔都克（Marduk）神庙的祭司集团早在史前
时期就已存在。目前人们所知的历史上最古老的成文法典是公元前 2100 年左右巴
比伦颁布的《汉莫拉比法典》。据汉莫拉比国王宣称，这部法典就是由马尔都克神
交付给他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数千年时间里将一切最重要的知识都归功于
巴比伦的主神马尔都克。按古巴比伦《创世史诗》的说法，人类是马尔都克神用
一个骄傲自大、具有叛逆性情的神灵的血液所造成的，属于有缺陷的生命，是低
级的存在 ；人类只有对神灵俯首帖耳，才有生存的权利，因而应保持应有的谦卑，
时刻记住自己的奴隶地位。② 在美索不达米亚，祭司被视为诸神的仆从，国王则被
① 关于古代祭司集团的产生，考茨基曾有过重要的论述：“当其他强有力的部落兴起，并变成尚
战的新贵族时，那些旧贵族便失去了以往保护农民的能力，不得不依附于新贵族。但是，他们在知识
领域仍然高于新贵族，只不过这时他们已不再属于战士阶级，而属于祭司阶级。”详见［德］卡尔•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三篇“犹太民族”，第一章
“以色列民族”。
② [美]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秋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
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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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诸神的代理人，祭司和国王共同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神庙
的祭司集团垄断着科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知识，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并拥有向
农民征税的权力。国王则必须依靠祭司集团，才能取得合法的统治权。王朝更迭
变换，但祭司集团的统治却长久如恒。无论是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时期，还
是在波斯帝国时期，马尔都克祭司集团都牢牢地控制着帝国的经济、政治、外交
和军事政策，他们很可能是目前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最早的大战略家。
从美索不达米亚强权的角度看，其与埃及、希腊、腓尼基和希伯来等国家的
关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而是类似于某种民族政策或殖民地政策，这
是理解西方大战略历史源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关键性
问题，就是“反制战略”（counter-strategy）。希腊世界的一些知识精英为了使希腊
民族摆脱美索不达米亚强权的控制，一直在探求某种新的大战略，以对抗美索不
达米亚祭司的大战略。
希腊的优势是技术、商业和城市文明。希腊文明正是在约公元前 1000 年
左右伴随铁器时代的到来而兴起的。正如路易斯 • 亨利 • 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所指出的那样，铁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飞跃，“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显得微不足道，
或至少退居到次要地位。”“有了铁，就产生了用金属制造的锤、錾、斧、凿、刀、剑、
铧、犁。可以说，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①
进入铁器时代后，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开始明显加快了。
公元前 700 年左右，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涌现出了许
多新的制造业工艺。这场工业革命的中心是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主要是腓
尼基和爱奥尼亚（Ionia）
。② 腓尼基人在造船、航海、军事和民用工程及战争艺术等
许多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的技术创新。爱奥尼亚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世界工厂，为各地
提供制成品，包括纺织品和各种金属制品，并因此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地区。
雅典等希腊城市国家深受这场工业革命的影响，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
希腊世界文化也有了重大飞跃。正是在这一时期，爱奥尼亚人从南部近邻腓尼基人
那里学到了字母，并加以改进，创造了希腊字母。也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产生了最
①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38页。
② 古代腓尼基在今天的黎巴嫩一带。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北非的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约公元前700
年建立的殖民地。爱奥尼亚则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在地中海东岸一带，今在土耳其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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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一批文学作品，包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①
希腊的科学和人文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爱奥尼亚城市米
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40-548 年）是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
他曾经通过对磁力的观察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受到某些“能”
的作用，人们可以掌握并利用这些“能”，以此提高人自身的“能力”。② 在政治经
济领域，希腊世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产生了建立“共和制”国家的思想。公
元前 594 年，梭伦（Solon，公元前 638-559 年）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建立“共和制”
城市国家的法律框架，重新组织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作为梭伦的政治盟友，
泰勒斯直接参与了这次著名的改革。梭伦的经济改革包括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
面为普通民众减免债务，强调发展城市制造业，促进经济繁荣。梭伦曾提出过这
样一个了不起的观念 ：
“工艺表现了人类成就的高级程度”。③
地中海世界新兴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这些国家兴起的“工业革命”和社会
政治经济变革，对以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为核心的传统霸权势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柏拉图于公元前 427 年出生于雅典，此时的希腊文明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
期，波斯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统治也已维持了百余年，以希腊各城邦国家为
代表的新兴力量同美索不达米亚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僵持阶段。这个
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与先秦时期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政治动荡，战争频仍，思
想活跃，人才辈出，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事
实上也是政治敏锐、境界卓然的大战略家。

二 柏拉图时代波斯帝国对希腊世界的策略
柏拉图出生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修昔底德
（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起因，首
先在于雅典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不断向外扩张，试图统治整个希腊世界，从而
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国家的担忧。双方各自组成联盟，毅然决然地
① 《伊利亚特》成书于公元前720年左右，《奥德赛》成书于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两部史诗所描
写的故事约发生在公元前1100年，但书中提到的大麦、小麦、黑麦、面包、豌豆、葱、葡萄、船只、
战车、胸甲、矛、剑、酒、手磨、亚麻布、板斧、战斧、锤、织机、纺锤、银盆、胸针和耳环等，
大体上反映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希腊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上），第40-42页。
② 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蚀，据天文学家推算，这次日蚀出现于公元前585年。后人也由此估算
出泰勒斯大致的活动时间。
③ 出自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89年8月在耶拿大学的演讲《吕克古和
梭伦的立法》（The Legislation of Lycurgus and Solon），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席勒文集》
（六卷本）未收录该文，网上可查得英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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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到战争中。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波斯帝国对这场战争的发生负有任何责任，但
这场战争本身符合波斯利益。
修昔底德曾借著名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Alcibiades）之口揭示了波斯对这场
战争的考虑 ：尽管波斯与斯巴达签订了盟约，并答应向斯巴达提供资金和海军等
方面的支持，但事实上迟迟不愿履约，因为波斯并不想让这场战争结束得太快 ；
对于波斯而言，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任何一方如果统一了希腊，都将成为一
个强国，因而不符合波斯的利益 ；波斯应尽量使这双方都疲惫不堪，在尽量削弱
雅典的势力后，再对付伯罗奔尼撒人。① 而到了战争的后期，波斯通过与斯巴达结
盟而直接介入了战争，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的进程。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开始，到公元前 404 年结束，共持续了 27 年。
战争结束时柏拉图 23 岁，已经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了三年，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学
生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希腊世界的力量大为削弱。雅典因为战败，国
内政治环境尤为恶劣，人文主义集团受到残酷的迫害。公元前 399 年，年已 70 岁
的苏格拉底被控亵渎神灵、腐蚀青年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政
治谋杀事件之一。
苏格拉底的遇害有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公元前 401 年小居鲁士（Cyrus）发
动的“万人远征”，震动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地改变了波斯与
希腊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
小居鲁士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Darius II）的次子，曾在结束伯罗奔尼撒战
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据修昔底德所记，雅典远征军于公元前 413 年在西西里全军
覆灭之后，战争局势明显变得对斯巴达一方有利。第二年（公元前 412 年），波斯
帝国西部地区总督替萨斐尼（Tissaphernes）代表波斯同斯巴达结盟，承诺向斯巴
达提供战争资金。但替萨斐尼听从了雅典流亡将军亚西比得的建议，认为使希腊
双方都不得胜，疲于久战、并趋衰竭才对波斯有利，因而不愿履行支持斯巴达的
责任，甚至完全中止了对斯巴达人所许诺的金钱支持。③ 当斯巴达人对这种背信行
为向波斯方面提出抗议后，大流士二世便解除了替萨斐尼的军权，并委派小居鲁

① 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
八卷第四章，第669页。亚西比得生于公元前450年，出自雅典望族。公元前419年率军冒险远征西西
里岛，因受国内敌对派的迫害而逃至斯巴达，后又被雅典召回。修昔底德的书没写完，未及交待其所
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其小传。
② 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与波斯小亚细亚总督替萨斐尼签订盟约，共同与雅典一方作战。参见修昔
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八卷第二章，第649页。
③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八卷 。这部著作写到这里便终止了，所以，
这场战争最后几年的情况该书没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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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出任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总督。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 407 年，当时小居鲁士年仅
17 岁。他接掌波斯西部地区的军权后，全力支持斯巴达，三年后便结束了那场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不久，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去世，小居鲁士的哥哥阿
尔塔泽西斯（Artaxerxes）继承了王位。据信，小居鲁士本来指望大流士会指定自
己为王位继承人，因为他是在大流士二世即位后所生的，而阿尔塔泽西斯出生时，
大流士二世还没继任国王。① 小居鲁士认为，根据这一点，王位本应属于他。此外，
大流士二世死后，阿尔塔泽西斯以蓄意谋反罪将小居鲁士逮捕，并险被处死。只
是由于他的母亲说情，阿尔塔泽西斯才重新派他回原省。
小居鲁士因受辱怀怨而决心挑战阿尔塔泽西斯。公元前 401 年，小居鲁士在
小亚细亚地区招募了一支主要由斯巴达人组成的希腊军队，向巴比伦进发，去夺
取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小居鲁士有机会了解希腊士兵
和希腊战术，并与许多希腊军官建立了友谊。而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的希腊士
兵被解除了军职，他们别无专长，不愿转入平民生活。小居鲁士向希腊人承诺，
如果希腊人帮助他夺得王位，他将让爱奥尼亚获得自由，不再受波斯的统治。同
时，他还答应将黑海重新向希腊人开放，允许希腊人自由地在黑海地区从事贸易
和殖民活动。这就是小居鲁士之所以能够招募到一支上万人的希腊军队的重要原
因。但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需要充裕的经费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
小居鲁士起初并没有公开宣布招募军队的真实目的，直到军队深入到波斯腹地时，
才向将士们公布了他的计划。
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参加了这场远征，事后撰写了《长征记》
一书，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色诺芬提到，在临行前他和苏格拉底就
此事进行了商议，苏格拉底预见到色诺芬会招致雅典政府的指控。② 小居鲁士的这
支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集合，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后，很快便控制了地中海
东岸的整个地区。随后军队信心十足地向巴比伦挺进，穿越漫漫的荒原，渡过幼
发拉底河，抵达了距巴比伦不远的一个小城，迎来了与阿尔塔泽西斯国王进行决
战的时刻。这时，小居鲁士犯了整个远征行动中唯一一个军事上的错误，他单枪
匹马地冲击阿尔塔泽西斯，结果被一支投枪击中阵亡，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希腊军队虽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失去了小居鲁士，远征行动宣告
①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七卷中谈及，约公元前486年，大流士国王根据在波斯流亡的斯巴达前
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的建议，指定薛西斯（Xerxes）为国王，理由是他是在大流士继任国王
后所生的，从而排挤掉了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王以
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63-464页。
② 色诺芬也是雅典人，生于公元前430年左右。色诺芬于公元前399年离开这支军队，从小亚细亚
回到希腊。这时，苏格拉底已遇害，色诺芬也果如苏格拉底所预见的那样，被雅典政府放逐。参见色
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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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远征军要求与波斯方面谈判求和，却被波斯方面诱杀了三十多名主要将领。
在孤立无援、深陷绝境的情况下，色诺芬等一批青年军官挺身而出，最终率领着
这支希腊军队克服艰难险阻，突破围追堵截，在冰天雪地里通过亚美尼亚，沿黑
海南岸西行，最终返回了希腊。
希腊军这次远征虽未成功，却极大地震动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这是希腊军队
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幼发拉底河流域，穿过波斯帝国心脏地带。整个行动过程中，
希腊军队在组织、战术和个人素质等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波斯军队的明显优势，
充分说明波斯帝国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希腊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很快便会从中
得到鼓舞和启发。①
毫无疑问，波斯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开始全面调整对希腊世界的政
策。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波斯一直与斯巴达结盟而遏制雅典。然而，正是由波
斯资助的斯巴达军队险些为小居鲁士夺取到波斯王位。此外，经过这场战争，波
斯在小亚细亚一带的统治变得很薄弱，很容易遭到来自希腊方面的攻击。这一切
都说明，对于波斯来说，与斯巴达的同盟关系已经不能继续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
石。于是，波斯便转向雅典，寻求与雅典结盟而遏制斯巴达。
波斯国王阿尔塔泽西斯开始与雅典谈判，负责雅典方面谈判的是民主派领袖
枚农（Meno）和雅典将军科农（Conon）
。② 枚农也参加了小居鲁士的远征，并作为
高级军官负责小居鲁士的左翼。色诺芬在《长征记》中提到，小居鲁士死后，枚
农多次代表希腊军队参加与波斯方面的谈判，枚农的同僚们都被处死了，他却受
到了波斯人的善待，与波斯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③ 公元前 399 年，枚农的朋友、
民主派政治家安尼托士（Anytus）罗列罪名，指控苏格拉底，科农的两个朋友迈雷
托士（Meletus）和吕空（Lycn）联名附和。柏拉图在《枚农篇》中用隐喻的方法
告诉人们，苏格拉底是枚农最畏惧的敌人，枚农则是谋杀苏格拉底的幕后主使，
目的是为了消除雅典反对依附波斯的政治力量。④ 雅典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是
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中心和政治基地。但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
① 参见色诺芬：《长征记》英译本序，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枚农是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崔金戎所译色诺芬《长征记》中，将枚农译为“塞萨利人梅
浓”（Meno）。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有《枚农篇》（Menon）。
张师竹、张东荪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中，有《曼诺篇》（Meno）。严
群在《柏拉图生平和著作年表》中，译为帖撒里的美诺（Meno）。柏拉图的《枚农篇》通过苏格拉底
和枚农的对话，讨论了道德品质问题。
③ 色诺芬用了一大段话刻画了枚农。可参见色诺芬：《长征记》，第58-59页。书中译为“梅
浓”。一般认为，色诺芬的《长征记》是作者在公元前394年随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回希腊后不久便
差不多写成了，但直到约公元前370年才发表。从那段话中可以理解，作者当时很可能还不想说出有
关那次远征的一些真相。
④ 参见[美]克莱因（Jacob klein）：《柏拉图〈美诺〉疏证》，郭振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第4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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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政治迫害严重，社会道德败坏，弊端丛生，处在自我
毁灭之中。苏格拉底遇害后，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急速下落，进一步沦
落为波斯帝国的附庸。
苏格拉底遇害三年之后（公元前 396 年），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地中海世界的
大事。这一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Agesilaus）将国务留给他的侄子来山得
（Lysander）
，亲身来到小亚细亚，以个人的名义组建了一支军队，宣称要打败波
斯国王。①
公元前 395 年，阿格西劳率军在小亚细亚同波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
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色诺芬的记述，这时的波斯已经没有足够的军事
力量来阻止阿格西劳的军队，通往波斯首都苏萨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波斯再次运
用了高级的大战略，有效地遏止了阿格西劳的进军。首先是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
祭司出人意料地发出了一道神谕，要求阿格西劳退位，斯巴达选举新的国王，迫
使阿格西劳暂时放弃了向波斯腹地进军的计划。② 随后是雅典海军加入到波斯一
方，向阿格西劳控制的爱奥尼亚地区发起攻击。接着，希腊另外两个强国科林斯
（Corinth）和底比斯（Thebes）也向斯巴达宣战，史称“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爆发。
公元前 394 年，雅典将军科农率领雅典、波斯联军击溃了斯巴达的舰队。公元
前 387 年，持续了八年的“科林斯战争”终于结束，斯巴达被迫屈服，科林斯、底
比斯和雅典联军获胜。在波斯国王阿尔塔泽西斯的主持下，希腊各主要国家的代表
在波斯首都苏萨进行了和谈，签订了《波斯国王的和约》
（King’s Peace）
。此项和约
的宗旨是防止任何一个希腊传统强国组织任何形式的国家联盟以对波斯构成威胁。
和约中写到 ：
“阿尔塔泽西斯国王认为，小亚细亚诸城市及塞浦路斯诸岛，应当属于
他。此外，其他所有的希腊城市，无论小的还是大的，都应当实行自治。
”
“如果有
任何国家拒绝接受此项和约，我将联合其他与我有同样目的的国家对其进行战争，
在陆地和海洋，用战舰和金钱。
”当时，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每一个希腊城市的
中心广场，都永久性地树立起了刻有这项合约文本的石碑。③ 为落实和约，波斯帝国
与底比斯结成军事同盟。随后，又召集希腊世界各国派代表在弗西亚的德尔斐阿波
① 色诺芬加入了阿格西劳的军队后撰写了《阿格西劳传》。罗马时期著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46-120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中，有阿格西劳的小传，主要内容取自色诺芬的《阿
格西劳传》。普鲁塔克曾经做过阿波罗神庙的祭司，能够得到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除阿格西劳
外，还著有梭伦、来山得、伯里克利、亚西比得和阿尔塔泽西斯等人的传记。见[美] J.W.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普鲁塔克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很大，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中译本。
② Charles Tate, “The Truth About Plato,” The Campaigner, Vo1.14, No.1 (February 1981), pp. 20-38.
③ 有关“科林斯战争”及《波斯国王的和约》的历史事实，在《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等历史教科书中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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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神庙宣誓，成立“德尔斐共同防卫同盟”
（the Delphic Amphictony）
。① 为落实《波
斯国王的和约》
，波斯帝国放弃了雅典，转而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底比斯作为
主要盟友，以遏制雅典和斯巴达。在波斯的支持下，底比斯取代了过去的雅典和斯
巴达，成为希腊本土上新的军事强国。②
“科林斯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归属了波斯，从而彻底
地毁掉了希腊世界的统一性，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各主要国家的力量。而波斯通过
主持参战各方最后的和谈，几乎完全控制了希腊各国的对外政策。在战略上，波
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稳固了其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地位。

三 柏拉图的政治生涯与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精髓
苏格拉底去世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其他一些学生便先后离开了雅典。柏
拉图先是向西到了距雅典不远的麦加拉城（Megara），在欧几里德（Eucleides）的
家里住了一段时间。③ 随后便离开希腊前往埃及。埃及自公元前 525 年被波斯征服
后就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省 , 但在埃及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精英集团，
其中心是阿蒙神庙（Amon），它是希腊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④柏拉
图在埃及的活动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据估计，他是在公元前 398 年到了埃及，直
到公元前 388 年才离开，总共住了约十年的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柏拉图继
① 弗西亚（Phythia）在希腊中部，科林斯湾北面，德尔斐城座落于此。在德尔斐有全希腊地区最
著名的阿波罗神庙。据希腊传说，德尔斐人的祖先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德尔福斯（Delphos），由此得
名。德尔斐最早的预言神是地神该亚（Gaia），后被阿波罗赶走。历史学家认为，阿波罗夺取了德尔
斐的预言权标志着外来文化对希腊本土文化的胜利。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补卷，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5页。德尔斐为惯译，罗念生译为“得尔福”。
② 罗念生、周作人等老一代希腊著作翻译家均将底比斯译为“忒拜”。底比斯是索福克勒斯著名
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发生地，亚历山大在远征波斯之前将其彻底摧毁。
③ 欧几里德（Eucleides，Euclid，Euklides，公元前450-374年）也是苏格拉底很器重的学生，与
《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德不是同一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
间，麦加拉与斯巴达结盟，是雅典的交战方。由于雅典禁止麦加拉人入城，欧几里德为了听苏格拉底
的课，常常在夜晚冒险入城，天亮前出城。欧几里德后来形成自己的学派，即麦加拉学派（Megarian
School）。他去世后，这个学派又得名伊利斯派（Eristics），中译“好辩学派”，再后又得名为“辩
证法家”（Dialecticians）。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9-170页。
④ 阿蒙神庙在现今开罗以西的沙漠里，它与希腊的人文主义者集团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梭伦
和泰勒斯时期，他们二人早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即波斯帝国隐约兴起之时，便先后来过这里。柏拉
图在《泰米阿斯篇》中谈到，梭伦在向阿蒙神庙的祭司咨询时发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希腊人，
都不知道希腊的古代史。阿蒙的祭司说：“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没有从祖先那里得到任何
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参见 J.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
册），第31页。早期另一位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年）是爱琴海
萨摩岛人，也曾在阿蒙神庙学习过，是政党政治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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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苏格拉底的政治遗产，成为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新一代领导人。
尼采曾指出，可以将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看作“一
个密切相关的群体”，而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在他之后的哲学家，都缺
少某种本质性的东西。① 尼采的这一评价极为准确，柏拉图延续了从泰勒斯到苏格
拉底以来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并为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集团开创了一种“全新的”、
具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人文主义大战略。
柏拉图在埃及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合作者是欧多克斯（Eudoxus of Cnidos），他
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并协助柏拉图管理“雅典学园”。② 柏拉图刚到
埃及时，欧多克斯还只有二十多岁，他是当时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在埃及的代理
人。柏拉图在埃及期间，埃及一直密切配合着阿格西劳远征波斯的计划。阿蒙神
庙的祭司曾在阿格西劳王位问题上进行过干预，也发出过一道神谕，公开谴责阿
波罗神庙和斯巴达将军来山得，称其为阴谋家，试图合谋篡夺阿格西劳的王位，
并要求斯巴达人将来山得驱逐。公元前 394 年，斯巴达舰队被雅典、波斯联军击溃，
阿格西劳的军队面临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又是埃及出手援助，向他提供了建造 100
艘战船所需要的物资和大量的粮食，帮助他将军队及时撤回国内。③
公元前 388 年，柏拉图从埃及来到意大利南部的一小块希腊人的殖民地他
林顿（Tarentum）
。④ 他林顿的统治者是欧多克斯的老师、一位名叫阿尔希塔斯
（Archytas）的数学家。⑤ 在政治方面，他林顿既与雅典的民主政体、斯巴达的贵
族政体不同，也与波斯的军阀祭司联合政体不同。这个城市是由一个半秘密团体
“毕
达哥拉斯学会”（Pythagorean Society）控制着，它是由早年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
拉斯所创建的，是一个由知识精英所组成的政党。⑥ 对于柏拉图来说，阿尔希塔斯
是他所了解的最接近于“哲学家国王”（the philosopher-king）的人。作为政治家，
①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15页。
② 欧多克斯（Eudoxus of Cnidus，公元前408-355年）是小亚细亚西南部城市可尼多斯（Cnidos）
人，他最早提出了黄金分割法和穷举法。古希腊文献有关欧多克斯的记载中，多提到他是阿格西劳
在埃及的代理人。参见Lyndon LaRouche, “The Secrets Known Only to the Inner Elites,” The Campaigner,
Vol. 11, No. 3/4 (May/June 1978)。
③ Charles Tate, “The Truth About Plato,” The Campaigner, Vo1.14, No.1 (February 1981), pp. 20-38.
④ 现今意大利的塔兰托（Taranto），是约公元前9世纪以后希腊人海外殖民时期，科林斯人建立
的殖民地。当时，雅典人主要向东，在小亚细亚地区殖民，科林斯人则向西，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岛建殖民点。
⑤ 严群译为阿启泰。阿尔希塔斯（公元前428-350年）最早提出三种平均值：算术平均值、几何
平均值和调和平均值。据称，他也是第一位全面研究过物理机械学的科学家。
⑥ 黑格尔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曾谈过毕达哥拉斯的秘密团体对意大利的一些希腊人城市的
统治。参阅[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版，第210页；[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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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希塔斯使他林顿与周边意大利各部落保持着和平，建立了一种类似联邦的制
度，工商业和建筑业都很繁荣，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富足。
约在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第一次访问了西西里岛东南部城邦国家叙拉古。
叙拉古同希腊本土、埃及和北非的迦太基都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公元前 415 年，
雅典倾全城之力，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入侵叙拉古，谋图劫掠叙拉古的财富，
结果遭到惨重失败，全军覆没。叙拉古则因为战胜了雅典海军声望大增。柏拉图
本人生前从未透露过他访问叙拉古的直接目的，但从当时情况看，柏拉图显然对
叙拉古怀有很高的期待。
与他林顿相比，叙拉古的战略地位重要得多，人口也更多，更富裕。由于爱
奥尼亚的残破和雅典的衰败，叙拉古当时成了全希腊最富有的城市国家。经验证
明，“金钱往往比真理和文明更加重要”。没有金钱就很难进行各种政治和外交活
动，包括收买各国的外交官、政治家和阿波罗神庙的祭司等。波斯可以从许多地
区取得财富，而且铸造统一的货币，因而资金一直很充裕。人文主义集团如果没
有一个很理想的基地，就无法直接与波斯对抗。
叙拉古的宫廷充斥着各种阴谋，柏拉图关于政治改革的建议没有取得成功，
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素也并不是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家国王”。柏拉图在叙拉古
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个名叫狄翁（Dion）的年轻人，他是狄奥尼素的妻弟。几
年后，狄翁为已经返回雅典的柏拉图筹集到了一笔资金，在雅典郊外购置了一处
地产。这处地产原名叫阿卡德姆斯树林（the Grove of Academus），以纪念传说中
一位名叫阿卡德姆斯的森林英雄。柏拉图就是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学园”
（The Academy）
，亦称“雅典学园”。柏拉图此后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学园里度过
的，他作为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集团最卓越的政治领袖，经营着“雅典学园”，从
事政治指导、写作和教育工作，直至公元前 347 年去世。
柏拉图的“雅典学园”与一般的修辞学家所开办的学园不同，所开设的课程
不仅有修辞学，还有几何学、天文学、法律、政治及哲学等。其学员众多，来自
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据第欧根尼 • 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说，柏
拉图在世时，作为其助手的知名学者就有 28 位。① 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的“雅
典学园”不仅仅是一个公开的学校，同时也是一个秘密的、旨在培养政治精英的
训练营地。学园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招募优秀青年，通过严格的培训，学员们在熟
① 事实上，柏拉图学派在数学、天文学史上都自成一派，占有特殊地位。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公
元前三世纪希腊作家，著有《名哲言行录》（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是最古的哲学家传记。后世
有关柏拉图生平及“雅典学园”的情况，多半来自于该书。参见[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
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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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掌握其他各种知识的同时，也学习柏拉图的哲学和政治学理念。学员们学成后
再度分散到各地，或被某国的统治者招募，或就地办学，传播“雅典学园”的知
识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学园开办数年后，从希腊本土到小亚细亚、埃及、塞浦
路斯、意大利和马其顿，便都可以感受到其重要的影响力。许多古希腊文献都提及，
“雅典学园”与许多国家的政府、国王及有影响的个人保持着“外交关系”，为他
们充当中间人，调节彼此间的纷争。①
柏拉图的著作很多，其中《共和国》的意图最为深远，它不仅是一部政治宣言，
同时是一部很完整的政治组织方法纲要。它结合柏拉图本人二十余年政治组织活
动的经验，对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来的斗争进行了总结。在这部著作
中，柏拉图不仅提出建立“共和国”的“理念”，而且提出建立“共和国”的方法，
即“柏拉图方法”
（Platonic method）
，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哲学家国王”的概念。
柏拉图所提出的“共和国”，无所谓“君主制”、“僭主制”或“民主制”，只
要符合公理，使社会实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即可。但建成这样一个社会，
必须使整个社会有“知人之明”，从而有能力选择真正有才能的领导人，将国家权
力授予之，并服从之，而后，整个社会都会从其卓越的领导中得到益处。如果整
个社会无“知人之明”
，国民多只懂得将荣誉和权力给予那些对自己私利有益的人，
那么，无论采取哪一种制度，都只能是媚世阿俗、好谀悦佞之社会，最终总会无
可避免地走上自亡之路。
由此，柏拉图直接提出，建立“共和国”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领袖的问题，
而政治领袖的首要问题，则是对领导集团和公民的教育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为
政之道首在得人。人的内心虽有阴暗一面，但人的灵魂总是向往光明。作为政治
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倡导学术，开启文明，能够为天下的好学志士提供向学之地，
使天下发愤的贤明王者有法可取，从而将整个社会引向光明。
柏拉图认为教育问题的核心是知识论的问题，政治领袖必须能够使公民掌握
真正的知识，懂得更高级的知识论。②而柏拉图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也正是他的知识
论，或者说是苏格拉底的知识论。 柏拉图揭示出人的知识实际上分三个层次 ：第
一个层次是简单地“相信”（believing）
，即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还是读到的，
① Charles Tate, “The Truth About Plato,” The Campaigner, Vo1.14, No.1 (February 1981), pp. 20-38.
② 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的形式发表的。他曾在一封写给狄奥尼素的信
中谈到：“考虑到某些事实，你应更加谨慎，现在就发表你的看法是不明智的。最安全的学习方法是
用心，而不是写下来。要想使写下来的东西不被人所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从来不会去将这类事
情写下来的原因，也是我从来不以自己的名义写任何著作的原因。人们现在都把我写的著作，看作是
苏格拉底的著作。”（Plato, Second Eipstle, to Dionysius of Syracuse. 与柏拉图的其他著作一样，该信
文本亦可在网上查得）柏拉图共留下18封信件，关于这些信件的真伪自古便有争论。近年来学者多认
为，即便这些信中有伪作，也是自古便留下来的，当与柏拉图的精神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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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简单地接受，皆属这一层次的知识。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中，绝大部分都是“相
信”，这也是人类所特有的知识，但就知识论而言，“相信”并不是真正的知识，
或者说是最低级的知识，其他所有较高级些的动物，都无此类知识。第二个层次
是“理解”（understanding）
，包括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分析与综合、衡量与计算等。
这一层次的知识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其他所有的较高级的动物都具有这一层次的
知识。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类又“重新赶上”了其他高级动物，二者的知识只
有量的差异，并没有质的区别。第三个层次是“理性”(reason)，即“苏格拉底的
理性”，这也是人类特有的知识，只有在这个层次上，人才真正地超越了其他所有
动物。“理性”是人类最高级的知识，是人类创造力和文明进步的源泉。①
在柏拉图的人文主义大战略的指导下，从“雅典学园”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
的青年领袖，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公元前 366 年，“雅典学园”积极参与了
包括叙利亚（Syria）、亚美尼亚（Amenia）
、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反叛波斯帝国的
活动。② 公元前 361 年，埃及法老尼克塔纳波一世（Pharaoh Nectanabo I）宣布埃
及脱离波斯独立后，斯巴达和雅典都向埃及派出军队给予支持，从而形成了希腊 埃及联盟。这三方军队的将领中，都有出自“雅典学园”的学员。③ 公元前 357 年，
柏拉图和“雅典学园”制定了夺取叙拉古的计划，由狄翁组织了一支军队向叙拉
古发动了远征，成功地夺取了叙拉古。公元前 356 年，德尔斐地区的民众起事，
试图夺取由波斯和底比斯所控制的阿波罗神庙，“雅典学园”促使雅典与斯巴达联
合在一起，积极参与了这场“神庙战争”（the Sacred War），并得到了来自叙拉古
的支持，当时狄翁已控制了叙拉古。但两年后狄翁被谋杀，狄奥尼素二世在叙拉
古复辟。④ 公元前 347 年，
“雅典学园”参与的争夺德尔斐神庙的战争也遭到了失败。
就在这一年，时年 80 岁的柏拉图去世。
柏拉图的哲学中，
“灵魂不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
柏拉图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将自泰勒斯和梭伦以来的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思想
承袭下来，使苏格拉底的灵魂成为永恒。同时，柏拉图也使自己的灵魂成为不朽，
① 诗人但丁的《神曲》，用“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y)和“天堂”(Paradise)这三
个概念，阐发出柏拉图知识论的精髓，从而延续了柏拉图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知识传统。柏拉图的知识
论所针对的是巴比伦马尔都克祭司集团和其在希腊世界的承袭者，尤其是阿波罗神庙祭司集团。参
见Lyndon H. LaRouche, Jr., “Believing Is Not Necessarily Knowing,” Fidelio, Vol. 12, No. 3 (Fall 2003), pp.
4-35。
② 这些反叛行动是由波斯一些省份的总督所发起的，试图推翻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因而史称
“总督们的叛乱”（the Satraps’ Revolt）。
③ Charles Tate, “The Truth About Plato,” The Campaigner, Vol. 14, No. 1 (February 1981), pp. 20-38.
④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狄翁传》，记述甚详。狄翁的遇害使柏拉图极为悲痛。据
信，柏拉图为此终止了几篇对话的写作，因为这些对话主要是为狄翁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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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

四 亚历山大远征与柏拉图的大战略
柏拉图去世十几年后，世界历史就翻开了无与伦比的光辉一页。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按照“雅典学园”所制定的大战略对波斯进行远征，彻底摧毁了波斯帝国。
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后人或许将永远也无法理解柏拉图的大战略。同样，
如果不了解柏拉图的大战略，后人也很难真正理解亚历山大的远征。
亚历山大远征波斯行动的起始并不是柏拉图的大战略，而是雅典著名的修辞
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提出的“伊索克拉底计划”（Isocrates Plan）。① 公元前
347 年“神庙战争”结束，由波斯支持的底比斯和“德尔斐联盟”一方获胜，雅典
和斯巴达一方战败。翌年，德尔斐地区举行“弗西亚运动会”（Phythian Games）
邀请马其顿国王腓力（Philip）出席，并推举其为大会主席，以表彰其率马其顿军
队加入“德尔斐联盟”一方作战，这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所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政
治事件，它表明希腊人已正式接受马其顿加入其内圈组织，标志着马其顿政治军
事势力的崛起。伊索克拉底建议腓力：将希腊四个最大的城邦国家阿戈斯（Argos）、
斯巴达、底比斯和雅典统一起来，然后发起远征，征服波斯。②
伊索克拉底的这封公开信表现出其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自古以来，雅典、
斯巴达和底比斯等国轮流发动一次次的战争，都试图统一希腊，但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做到。一个时代已告结束，希腊人必须做好这样一种准备 ：将领导权让给新
的征服者。而伊索克拉底明确指出，这个征服者就是马其顿国王腓力。
腓力显然了解“伊索克拉底计划”并努力实施这个伟大的计划。在此后的几
年里，腓力逐步打通了马其顿通往希腊的隘道，不断向希腊境内推进，并控制了
希腊与黑海之间的贸易通道。公元前 338 年，马其顿军队在希腊东北部维奥蒂亚
境内的喀罗尼亚（Chaeronea）地区彻底击溃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从而使腓力成
为希腊的事实上的征服者。③ 随后腓力召集希腊各国在科林斯召开“泛希腊人大
会”，除斯巴达外，希腊各主要国家均派代表与会，大会决定组成“科林斯同盟”，
①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338年）是雅典著名演说家、修辞学家，早年曾在高尔吉亚门下学
习。高尔吉亚早在公元前408年第9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对付波斯。参见柏
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第151页。公元前380年，伊索克拉底曾在奥林匹克
运动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提议雅典和斯巴达和解，联合进攻波斯，以缓和希腊内部的矛盾和
经济困难。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八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9页。
② 伊索克拉底：《致腓力》（Address to Philip），该文的英文译文可在互联网上查得。
③ 喀罗尼亚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作者普鲁塔克（Plutarch）的出生地。普鲁塔克生于约公元46年，
当时的希腊已处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参见[美] J.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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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举腓力为希腊联军统帅，授权腓力率领希腊联军远征波斯。大约就在此时，波
斯国王阿尔塔泽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 Ochus）被谋杀，波斯政局陷入混乱。①
腓力决定立刻开始实施远征波斯的计划。公元前 337 年初，腓力派马其顿将领帕
曼纽（Parmenio）率一支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去建立一个桥
头堡。
公元前 336 年 7 月，腓力在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被谋杀，马其顿宫廷一片混乱。
当时，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带着一些随从刚从国外回来不久，② 他发起了一场暴风
雨般的攻击，其他几个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都被杀死。据说，这场杀戮的血腥程度，
甚至令那些久经沙场的马其顿将军们也感到胆寒。但远征波斯的行动已经开始，
波斯新国王大流士三世正从帝国的各个角落募集军队准备迎战。同时，波斯还通
过外交手段，在希腊境内酝酿着新的危机。③ 鉴于异常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马其
顿的主要军事将领们决定将王位授予亚历山大，“德尔斐联盟”和“科林斯大会”
随后也承认亚历山大是腓力的合法继承人，推举他为希腊联军最高统帅。
公元前 334 年初春，亚历山大将马其顿和希腊事务交给安提培特（Antipater）
总揽 , 自己亲率一支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与等待在那里的马其顿和希腊联军大
部队会合，开始了那场历史上最著名的远征行动。在随后的 12 年时间里，亚历山
大与马其顿军队领导层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关系。他们必须同舟
共济，相互支持，有时还要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但他们的战略目标却大为
不同，安提培特和帕曼纽等高级将领们代表着希腊世界传统的想法，即联合起来
打败波斯，像古代“特洛伊战争”那样，劫掠波斯的财富。而亚历山大的计划却
全然不同，他有更高的理想，更高的目标。
亚历山大进入小亚细亚地区后，便取消了这里的一切寡头政治制度，废除波
① 阿塔西斯三世的首相巴格阿斯（Bagoas）发动了这场政变，多名将军参与，其中包括负责波斯
西部军事事务的将军门托（Mentor）。门托曾作为腓力的顾问，在马其顿宫廷服务多年，与腓力私交
甚密。这一事件也促使希腊人屈服于腓力，以趁波斯内乱之际，借助马其顿的军事力量摧毁波斯，占
取亚洲。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Alexander）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② 据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记载，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2年32岁时去世。（参见[古希腊]阿
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0页。）据此推算，亚历山
大当生于公元前354年，腓力被谋杀时年仅18岁。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亚历山大生于公
元前356年，死于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参见[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钮先钟译，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24页。）另有古代文献说，腓力被谋杀时，亚历山大22岁。
若按此算，亚历山大则生于公元前258年。
③ 大流士三世向雅典方面提供了一笔巨款，雅典民主派领导人狄莫西尼斯（Demosthenes）接受
这笔钱后，一度准备脱离马其顿的控制。后因亚历山大率军迅速南下，才改变了计划，又向亚历山大
表示降服。参见[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104页。狄莫西尼斯（公元前384-322年）
是雅典著名修辞学家，一生致力于反对马其顿对希腊的统治。公元前322年，即亚历山大去世那年，
狄莫西尼斯率希腊联军抵抗马其顿，战败自杀，雅典投降。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
430页。罗念生译为“狄摩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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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总督制和征税制，建立民主政权，并在爱奥尼亚地区建立了由各城市组成的
统一邦联（Confederation）
，以重新恢复爱奥尼亚地区早年作为地中海世界商业中
心的地位。他创建了统一的财政制度，制定统一的税收标准，并成立中央政府的
铸币机构，发行可通行世界各地的统一货币。① 他强化了中央政府，进行大规模的
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亚历山大率军击败波斯后，地中海世界原来分立为二的局面被迅速地改变了，
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圈。按照亚历山大的计划，将兴建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
包括修条运河将红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他在围攻腓尼基人古城提尔（Tyre）时，
与另外一个腓尼基人城市西顿（Sidon）的首领讨论了这项计划。随后，他又提出另
修条运河，将尼罗河与红海连接起来。为此，他曾命令人赴实地进行了勘察。② 在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亚历山大注意到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不同特征，提出要
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大规模的灌溉设施。进入巴比伦后不久，亚历山大便提出要将
这座城市建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以服务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③
亚历山大还制定一项大规模的教育计划，以尽快地将希腊的科学和文化传播
到世界各地，通过文化将不同民族结合在一起。亚历山大的军队本身就是一所大
学，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富勒曾评价说 ：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好的参谋组织来帮
助他，其中有一位秘书长、日记记录员、国王计划的保管员、测量人员、战史家，
还有许多专家和科学研究人员。就其全体而言，这种军事组织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的。它不仅是一支征服性的军队，而更是一支占领性的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组织，
而且也更是一个科学开发性组织。
”④ 亚历山大从印度班师回到苏萨后，开始全面推
行东西方文化和民族融合计划，倡导“四海一家皆兄弟”的观念。
亚历山大的各种举措处处体现出来的都是柏拉图的精神，由此也透露出了亚
历山大与“雅典学园”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早在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之前便
建立起来了。据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曾向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请教如何
① 英国军事史家富勒对亚历山大的这些措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亚历山大在远征波斯之前，就
一定认识到了财政与货币制度的重要性。自铸币产生以来，各国便都习惯于铸造各自国家的货币。而在波
斯帝国，一些省份的总督也常常自己铸币。亚历山大在对波斯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将这一权力收归
中央政府，不再允许地方官员和政府铸币。此外，亚历山大还一改以往人们将黄金作为祭品和殉葬品的做
法，把它们熔化铸成金钱，用以应付各种支出。这样，亚历山大的财政当局同时也发行货币，从而起到了
中央银行的作用。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124-125页。
②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多位著作家，包括普鲁塔克、阿里安都谈及此事。由此而知，诸如修建苏伊
士运河这样的计划，古代人也充分懂得其重要性，惟因技术能力所限，无法实现而已。
③ 亚历山大亲自视察过波斯湾海岸，并乘船沿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势较低，两岸
高于河身，水量湍急，不宜用于灌溉两岸的土地。幼发拉底河正好相反，河床高，河水一路向两岸泛滥，
可挖沟渠引水灌田。参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1-262页。
④ 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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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王的问题。（色诺克拉底）把在‘亚洲希腊人’（the Asiatic Greeks）地区的德
利乌斯（Delius of Ephesus）派到亚历山大那里，他曾是柏拉图的一个助手，在作
战方面给了亚历山大很多建议。”① 柏拉图去世后，色诺克拉底是“雅典学园”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
有关亚历山大的所有文献中，都谈到亚历山大的小圈子，其中，他最信任的
人是赫菲斯提昂（Chiliarch Hephaestion）
，任他的骑兵队队长，实际上相当于首相，
负责计划制定和情报等工作。亚历山大的军队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充满了学术
氛围和科学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赫菲斯提昂。史上没留下有关赫菲斯
提昂更多的个人材料，很多人都相信他即便不是直接出自“雅典学园”，也应与柏
拉图派的人文主义集团有密切联系。
亚历山大所有的计划里，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在爱奥尼亚地区恢复泰勒斯的
传统，建立了共和制的邦联。“雅典学园”显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并起了重要
作用。有文献记载，德利乌斯曾为几个爱奥尼亚城市起草了宪法，包括改革税收
制度，促进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这些改革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持续了很久。到了
罗马帝国时期，爱奥尼亚地区仍是整个帝国疆域里最富庶的省份。在拜占庭时期，
爱奥尼亚是东罗马帝国的经济、金融和行政的核心地区。
亚历山大所创建的帝国持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同较早时期的巴比伦、雅典、
斯巴达、波斯相比，它的疆域、政治体制和国力，都显得无限强大。亚历山大在
极短的时间里，便将东西方两个世界拉到了一起，随后，这两个世界才得以缓慢地、
一步一步地走向同一条轨道。到了后来的罗马时代，从中国经中亚、印度，一直
到西班牙的一种世界性商业关系便建立起来了。而亚历山大的远征则为罗马帝国
崛起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地中海世界也不再以一群城邦国家为中心了，世界
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亚历山大远征是柏拉图“大战略”的成果，也是古代希腊人文主义哲学在政
治领域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但亚历山大的伟业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因为在这
个伟业的背后，还存在着对立面，存在着某些更持久、更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也
是一种高级的大战略，或者说是一种战略反制的结果。

五 亚里士多德与反制战略
与大战略相比较，反制战略往往更加隐秘，也更加难测。这种反制战略最好
① 这段话出自Plutarch, Adversus Colotem, 32, 1126C。被西方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反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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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现在了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身上，他是柏拉图“雅典学园”的学生，是
亚历山大的老师，但同时，他也是马其顿和希腊传统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是柏拉
图派的人文主义集团和亚历山大的政治敌人。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冲突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在柏拉图去世后，亚
里士多德最大程度地损害了“雅典学园”，而这正是当时希腊最大的正统势力“阿
波罗帮”（the Cult of Apollo）的政治目标。① 第二，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他的著作
一直被用来对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力。在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便开始被
大量出版，柏拉图的学说则屡遭禁止。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先贤，也
一直被用来对抗柏拉图。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般的学者才能够读到柏拉图
的著作。② 到 18 世纪以后，通过伟大的莱布尼茨的阐发，柏拉图完整的知识体系才
得以重见光明，重新成为人文主义知识精英的思想武器。③ 第三，现实的政治斗争。
哲学产生于政治，不经历繁复激烈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阐发出精深之至的
哲学。据古代文献所记，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一个很有名望和影响力的家族，
其父尼各马可（Nicomachus）曾任马其顿宫廷医生。亚里士多德的少年时代是在
马其顿宫廷度过的，他比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年长一岁，与后来成为腓力重要将
领的安提培特、帕曼纽等人，也都自幼年时便相熟识。

① 阿波罗神源于小亚细亚，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神是特洛伊城的保护神，是最令希腊人畏惧的敌
人。[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6、95、114-115、342-348、381页。阿波罗神作为预言神，相当于古巴比伦的马尔都克神。阿波罗神约于
公元前7世纪进入希腊德尔菲地区，实际上是古代巴比伦祭司集团的一项成功的战略成果。它多次配合巴
比伦祭司集团和波斯帝国采取的战略行动，最著名的一次就是通过发布神谕，协助居鲁士摧毁了小亚细亚
的吕底亚。古希腊人文主义集团长期以来最大的战略目标，便是消除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祭司集团对人民
的精神控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也多次揭露了德尔菲神庙捏造神谕，利用神谕来达
到政治目的。参见Theodore George Tsakiris, “Thucydides and Strategy: Formations of Grand Strategy i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C.),”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5, No. 3 （June 2006）, pp, 173-208。
“阿波罗帮”十分了解希腊人文主义集团，设法对其压制。雅典早年最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因受迫
害而流亡叙拉古，欧里庇得斯则流亡马其顿。
② 公元前80年左右，在罗马独裁者苏拉（Sulla）的命令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被大量出版。
而欧洲的一般学者重新读到柏拉图的著作，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了。意大利哲学家杨姆巴蒂斯
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曾在所撰写的自传中，详细说明了其思想由亚里士多德转
向柏拉图的过程和原因。[意]维柯：《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652页。
③ “他（洛克）的系统和亚里士多德关系较密切，我的系统则比较接近柏拉图。”参见[德]莱布
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年）恢复并发挥了柏拉图的知识传统，是他那个时代欧洲人文主义知识集团的领袖。
1766年7月，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专程赴德国，访问了收藏着莱布尼兹著作和手稿的汉诺威王室图书馆，并
带回了大量抄件。这次行程为富兰克林十年后（1776年）领导“美国革命”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参见
David Shavin, “From Leibniz to Franklin on ‘Happiness’ ,” Fidelio,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pp.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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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67 年，亚里士多德进入了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时年仅 17 岁。① 亚
里士多德在学园里生活了近 20 年，直至公元前 348 年夏才回到马其顿。当时，由
于腓力率马其顿军队攻克了雅典的一个盟邦奥林萨斯（Olynthus），对雅典运输谷
物的海路构成严重威胁，激起了雅典人反马其顿的情绪，许多人怀疑亚里士多德
是马其顿国王腓力的政治代理人，向其提供了重要情报。为此，雅典著名修辞学
家狄莫西尼斯（Demosthenes）还正式向雅典政府起诉了亚里士多德。②
亚里士多德回到马其顿后，接受了腓力的一项政治使命，于公元前 348 年
前 往 小 亚 细 亚 的 阿 泰 尔 纳（Atarnus）， 去 说 服 当 地 僭 主 赫 米 阿 斯（Hermias of
Atarneus）与马其顿秘密结盟。阿泰尔纳是波斯的势力范围，当时那里已有个柏拉
图学派小组在辅佐赫米阿斯。③ 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从小亚细亚回到马其顿，
此时腓力和他的主要将领们正在积极备战远征波斯，亚里士多德参与了这项工作。
这一年他应腓力之请担任了时年约 13 岁的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
大继承马其顿王位后，率军南下镇压希腊各地的叛乱，稳住了希腊局势。公元前
335 年，亚历山大派遣安提培特作为驻雅典的代表，亚里士多德也随之回到雅典。
但他没重回到“雅典学园”，而是在雅典东北郊的吕克昂（Lyceum）办了另一所学
园，后人称“吕克昂学园”。他和学园的学生常在漫步于游廊（peripatus）时讲课，
后人由此称他的学生为“廊下学派”，译为中文是“逍遥学派”（Peripatelics）
。
有关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友谊，多是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两百多年后
从“逍遥学派”学者中传出。但历史家却记述了亚历山大之死的细节，且涉及了
亚里士多德。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提到 ：
“有人说，安提培特曾送给亚
历山大一副药，说亚历山大吃了这副药才死的。还说这副药是亚里士多德替安提
培特配的。这是因为卡利西尼斯死后，他怕亚历山大害他。”尽管阿里安也补了一句：

① 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各马可（Nicomachus）在一场宫廷政变中遇害，他的一个朋友担负起
抚养教育亚里士多德的责任，将亚里士多德带到了雅典。亚里士多德在进入“雅典学园”之前，
曾在伊索克拉底的学园里学习过一年。亚里士多德入学园时，柏拉图的主要助手中包括斯彪西波
（Speusippus）和色诺克拉底。柏拉图去世后，斯彪西波任学园领导人，他于公元前339年去世。随后
由色诺克拉底任学园领导人，至公元前314年去世。亚历山大远征期间“雅典学园”的领导人是色诺
克拉底。
② A.H.Chrous, “Aristotle and Athens: Some Comments,” 转引自Criton Zoakos, “Aristotle, Political
Warfare, and Classical Studies,” The Campaigner, Vol. 11, No.7/8 (September/October 1978), pp. 43-73. 克里
顿•佐克斯（Criton Zoak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对古代希腊史研究深有造诣。
③ 雅典的狄莫西尼斯曾为此事发表反对马其顿的演讲，并建议波斯国王追查此事。赫米阿斯于
公元前341年被波斯当局逮捕，后被杀害。参见Criton Zoakos, “Aristotle, Political Warfare, and Classical
Studies,” The Campaigner, Vol. 11, No. 7/8（September/Octob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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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这些说法，并不是说这些说法一定可靠。”①但这些话足以说明，亚里士
多德与亚历山大之间不应有那种“父子情谊”
。
亚历山大远征是柏拉图“大战略”的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在政治上、组织
上和科学知识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雅典学园”的协助下，年轻的亚历山
大夺得了马其顿的王位，并借助于当时地中海世界激变的政治局势，发起了这次
规模宏大的远征。但他将腓力政治和军事集团先前制定的战略目标，改为柏拉图
人文主义集团的战略目标，力图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实行普遍的共和制。这就
使得这次公开的远征行动，成为一次事实上极为秘密的行动。据古代材料所记，
在长达十多年的远征行动期间，除了赫菲斯提昂等很少的几个亲信外，包括身边
高级将领在内的整个军队，直到亚历山大去世前都不曾了解亚历山大的全部计划
和战略目标。由于亚历山大的去世，他的将领佩蒂卡斯（Perdiccas）才得到了亚历
山大“秘密备忘录”（the Hypomnemata）的一部分。②
马其顿和希腊世界旧的统治集团非常了解柏拉图和他的“雅典学园”，也清楚
亚历山大的政治意图。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不得不服从于他。波斯帝国
被击溃后，希腊世界数百年来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被彻底解除，亚历山大本人便成
为他们最现实的政治威胁。从公元前 330 年开始，亚历山大便多次面临政治谋杀，
直至最终被害。由于亚历山大的离世，安提培特得以继续掌管马其顿和希腊，托
勒密分得了埃及，小亚细亚和波斯也被亚历山大的将领们分成了几个帝国，小亚
细亚和中亚地区进入了希腊化的时代。
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再度出现反马其顿的倾向，亚里士多德也再一次被迫
离开了雅典，于第二年在一个名为尤卑亚的小岛上去世。此后，针对柏拉图人文
主义集团的“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才逐渐清晰起来。在整个希腊世界，柏
拉图人文主义学派的影响力渐趋式微，相反亚里士多德所创的“逍遥学派”则迅
速兴起。到了希腊后期和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便进一步成为主流的
政治哲学。直到今天，它事实上依然是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89-290页。卡利西尼斯（Callisthenes）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
任随军史官参加远征。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认为卡利西尼斯涉嫌参与谋杀自己的活动，在波斯将其处
死。这是继公元前330年处死帕曼纽后，与腓力时期的马其顿统治集团的第二次决裂。
② Criton Zoakos, “Aristotle, Political Warfare, and Classical Studies,” The Campaigner, Vol. 11, No. 7/8
（September/ Octob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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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六 结 论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之所以隐秘难解，长期处于隐蔽的状态，归根结底是因为
它是革命者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则是因为它
是统治精英的哲学。柏拉图代表古代希腊世界人文主义知识集团的传统观点，认
为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可以不断地进步，有无限发展的潜力。与此
同时，人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发展和进步。而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代地中海世界
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更强调现实，解释现实统治权的合理性，认为人与动物同
属自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
际上也是有益的 ；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
者。”“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
财产，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①与古代巴比伦马尔都克祭司集团、希腊阿波罗祭司
集团的神谕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无疑阐述得更清晰、更全面，也更“科学”，
更符合正统势力的需要，因此也能够长期屹立不坠，牢固地占据着统治地位。
辩证法的精要在于理解事物向其对立面方向的转化。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政
治哲学的存在，也使得柏拉图的哲学始终具有无可磨灭的生命力，成为后世人文
主义知识集团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可以充分信赖的大战略纲要。从某种意义上说，
近代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文主义领袖，包括本杰明 • 富兰克林、林肯、马克思、
列宁和孙中山，都是柏拉图的学生。而 1776 年“美国革命”、1789 年“法国革命”、
1848 年“欧洲革命”、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也
都包含着同样的大战略，就是旨在创建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这一次重大的变革或
转折，通常也都是某种“大战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而每一项大战
略的背后，也都必然同时存在着它的对立面，或者说存在着反制战略，这是一条
亘古不易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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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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