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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全球帝国的遗产考察 

接续“英国宪政代议制度的起源初译”、“第一个近代自由国家的形成”、“第一个全球帝国兴起的简

历”的初步翻译/研究，2017年12月18日至18年1月4日，我们飞抵England/ㄧㄣㄍㄜㄌㄢㄉ和Scotland/ㄙ

ㄎㄛㄊㄌㄢㄉ，实地考察第一个全球帝国的heritage/传统和遗产，收获颇丰。 

我们首先到达工业革命的发源地Manchester/ㄇㄢㄑㄧㄝㄙㄊㄦ/曼切斯特，冒

雨参观实物展品（特别是纺织机）丰富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插图为馆内宽敞的1830

年厂房的入口）。ㄇㄢㄑㄧㄝㄙㄊㄦ地处盛产绵羊的ㄧㄣㄍㄜㄌㄢㄉ的交通要道，又

接近港口Liverpool/ㄌㄧㄨㄦㄆㄨㄦ/利物浦便于出口纺织品，吸引了包括Engels/ㄣㄍ

ㄜㄦㄙ/恩格斯（插图为馆内介绍的工业家之一）在内的德国资本家来投资经营。如果

没有ㄇㄢㄑㄧㄝㄙㄊㄦ工业革命带来的利润，ㄣㄍㄜㄦㄙ不可能资助他的合伙人

Marx/ㄇㄚㄦㄎㄙ/马克思在London/ㄌㄤㄉㄣ这个世界帝国的中心夺取国际社会主义

运动的领导权。近来，ㄇㄢㄑㄧㄝㄙㄊㄦ的职业足球队在欧洲名列前茅，我们正好

遇到1/4半决赛，但开赛前几个小时，陈旧的球场周围依然冷清，完全没有想象中热

闹的“足球城”气氛。消费性娱乐毕竟无法代替制造型产业，作为帝国物质生产中

心的ㄇㄢㄑㄧㄝㄙㄊ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倒是附近有不少印大陆移民（为我们开

车的Uber/ㄩㄅㄦ/优步出租司机就来自印度），也是全球帝国的一个遗产吧！ 

临近的ㄌㄧㄨㄦㄆㄨㄦ也有著名的职业足球队，但它的Beatles/ㄅㄧㄊㄦㄙ/披头士摇滚乐队更有名，

60年代以来风靡全球。加上它的海港景观，在夏天更吸引游客。ㄌㄧㄨㄦㄆㄨㄦ博物馆非常气派美观、内

容却显得单薄。作为造船业中心，ㄌㄧㄨㄦㄆㄨㄦ支撑着大英帝国的海上贸易，也是世界上转运奴隶（多

达一百五十万人）的最大港口和有名的海难Titanic/ㄊㄞㄊㄚㄋㄧㄎ/泰坦尼克号的产地和出发港。我们参

观海边的国际奴隶博物馆和海事博物馆，了解到当地的贵族们的财富都多与奴隶贸易有关，所以大英帝国

要担负起国际废奴运动的中心责任（1833年在大英帝国属地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 

我们晚上在ㄌㄧㄨㄦㄆㄨㄦ市中心的商业街正好遇到反对美国总统

Trump/ㄔㄨㄇㄆ/川普/特朗普决定把美国驻Israel [ˈɪzreɪəl]/ㄧㄙㄌㄚㄜㄦ/以

色列大使馆移到Jerusalem[dʒəˈruːsələm]/ ㄐㄧㄝㄌㄨㄙㄚㄌㄚㄇ/耶路撒冷1、

支持Palestine/ㄆㄚㄌㄜㄙㄊㄧㄥ/巴勒斯坦的市民歌唱队，笔者也欣然投币表

示赞同（插图）。当然，大英帝国对ㄧㄙㄌㄚㄜㄦ建

国2和ㄆㄚㄌㄜㄙㄊㄧㄥ问题负有直接的历史功绩和

责任。笔者后来在ㄌㄤㄉㄣ的Churchill/ㄑㄧㄝㄑㄧ

ㄦ/丘吉尔战时内阁地下指挥中心博物馆看到英国最后统治ㄆㄚㄌㄜㄙㄊㄧㄥ机

构的旗帜（插图）时，市民们的歌声似乎又回响在耳边。世界帝国的历史遗产至

今没有终结，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任重道远。 

英国的冬季白昼时短，八点半日出，三点半日暮。我们冒雨往罗马帝国的最西北边境遗址Hadrian/

                                                   
1 按希伯来语发音[jeruʃaˈlajim]与现在汉译接近，但阿拉伯语发音则完全不同，所以按英语发音为好。 
2 2017年正好是英国承认犹太建国运动的100周年纪念。参见赵京：“Zionism: 犹太建国运动”，201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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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ㄏㄚㄉㄌㄧㄢ统治时期修建的城墙废墟进发，在天黑之前登上简陋的城堡。这里的绵羊产地

山丘基本上就是ㄧㄣㄍㄜㄌㄢㄉ（古代文明）和ㄙㄎㄛㄊㄌㄢㄉ（未开

化社会）的分界线了。其实，这种人为的分界物体（包括还在使用和正

在建筑的）本身很容易跨越，都应该改作为文物遗址供人参观、思考。 

ㄙㄎㄛㄊㄌㄢㄉ的首都Edinburgh/ㄞㄉㄧㄅㄜㄌㄜ没有被纳入过

罗马的版图，但它的教堂与城堡不亚于中世纪的ㄧㄣㄍㄜㄌㄢㄉ或欧洲。

如果不与ㄧㄣㄍㄜㄌㄢㄉ接壤的话，独立的ㄙㄎㄛㄊㄌㄢㄉ也会是欧洲

文明的一名出色成员。除了经济学创始人Smith/ㄙㄇㄧㄙ、哲学家Hume/

ㄏㄩㄡㄇ、发明家Watt/ㄨㄚㄊ，物理学家Marxwell/ㄇㄚㄎㄙㄨㄟㄦ/麦克斯韦、还有移民到美国的发明

家Bell/ㄅㄟㄦ/贝尔、钢铁大王Carnegie/ㄎㄚㄦㄋㄟㄍㄧ
3
/卡内基、和美国“国立公园之父”John Muir/

ㄇㄧㄩㄦ/缪尔/（也是笔者的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学系系友，他的故居纪念馆也在旧

金山湾区东部笔者的邻居城市）、美国“海军之父” Jones/ㄐㄩㄥㄙ/

琼斯等，人才辈出。ㄞㄉㄧㄅㄜㄌㄜ城堡本来就是一个王国的象征（插

图正门上黄色背景的红色徽章），现在的正门右侧还悬挂着被ㄧㄣㄍㄜ

ㄌㄢㄉ国王分尸的“叛乱”独立英雄画像。除了1999年恢复重建的

Scottish Parliament/ㄙㄎㄛㄊㄌㄢㄉ

国会，它的博物馆也叫Scottish 

National Museum/ㄙㄎㄛㄊㄌㄢㄉ国立

博物馆。所以，所谓“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本来就是一个“联合王国”，而当代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英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大ㄅㄨㄌㄧㄊㄞㄣ与北ㄞ

ㄦㄌㄢㄉ联合王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一个联合王国的联合

王国。 

ㄙㄎㄛㄊㄌㄢㄉ国会对面是英女王宫殿之一Holyrood/ㄏㄛㄌㄧㄌㄨㄉ/荷里路德，除了令人惊叹往

日大英帝国的奢侈豪华外，也不由得担忧今天的英国如何负担如此堂皇建筑（昂贵的参观券不足以维修费

用）。同时展出的印度贡品（另外收费）也提示着大英帝国失去印大陆的挽歌。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ㄚㄇㄜㄌㄧㄎㄚ联合国/美国的独立使大英帝国除了失去了在西地球的领导地位，但失去了印大

陆，大英帝国就不存在了（以后就成为British Commonwealth/大英联邦了）。我们后来在London/ㄌㄤㄉ

ㄣ参观大英联邦的最高法院时正好遇到印大陆独立70周年（1947年8月15

日）展，三楼的签署条约、决定世界最多人口印大陆（包括现印度、巴基

斯坦、孟加拉国）命运的会议室（插图）可能算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遗产吧！

值得一提的是：Gandhi/ㄍㄢㄉㄧ/甘地和Lenin/ㄌㄟㄋㄧㄣ/列宁在ㄌㄤ

ㄉㄣ学习法律和生活期间都拜访过的印大陆独立思想先驱Shyamji 

Krishna Varma是一个进步社会学者和anarchism/ㄚㄋㄚㄦㄎㄜㄧㄙㄇ/安

那祺主义者，体现了当时欧洲的社会思潮。正如当时的社会学家Spencer/

                                                   
3 中文拼音没有gi这个外文常见的发音，而用汉音元素ㄍㄧ很容易表达这样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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ㄙㄆㄣㄙㄦ/斯宾塞所说：“对于侵略的抵抗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imperative/必须的”。从另一角度看，

大英帝国失去印大陆以来的国际地位/角色的和平变迁（在亚非的殖民地独立的过程），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经验教训。例如，Malaysia/ㄇㄚㄌㄞㄙㄚ/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独立，相当平和，避免了各种“陷阱”。 

ㄞㄉㄧㄅㄜㄌㄜ与ㄌㄤㄉㄣ之间的重镇York/ㄧㄛㄎ除了罗马时代建造的围城，还有Archbishop/大

主教所在的Cathedral/大教堂，仅次于Canterbury/ㄎㄢㄊㄜㄅㄌㄧ坎特伯雷大主教/

大教堂的地位，体现了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基础（希腊、罗马、基督教）中的两大特

征。我们正好在星期日上午到达大教堂，里面在礼拜，所以没有进入参观。遗憾的是，

我们在此注意到英国的城市里不仅没有免费的饮用或非饮用水，公共厕所也很少、而

且要收费（身上没有小币、收费器坏了怎么办？）。以福利社会（包括医疗保险）著

名的帝国怎么连这个并不昂贵的公共福利也负担不起？ 

后来在ㄌㄤㄉㄣ，我们得以进入另一所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圣ㄆㄠㄦ

/保罗大教堂仔细参观。圣ㄆㄠㄦ大教堂埋葬着大英帝国最著名的两个军事英雄：陆军统帅Wellington/ㄨ

ㄟㄌㄧㄥㄊㄨㄥ公爵和海军司令Nelson/ㄋㄜㄦㄙㄨㄥ/尼尔森子爵∙公爵4。不用提，帝国的陆军作为占领

和管理全球的力量，远多于战斗的功能，海军才真正能战斗、征服敌人。除了在Alexandria/ㄚㄌㄜㄎㄙ

ㄢㄉㄜㄌㄧㄚ/亚历山大里亚港击败Napoléon/ㄋㄚㄆㄛㄌㄜㄥ/拿破仑亲自率领的Egypt/ㄧㄐㄧㄝㄆㄨㄊ/

埃及远征军外，ㄋㄜㄦㄙㄨㄥ指挥的英军舰队1805年10月21日在至此为止最大海战Trafalgar/ㄔㄨㄚㄈㄚ

ㄦㄍㄚ/特拉法加海战中彻底击败法兰西-西班牙联军，奠定了最终在陆地也打败ㄋㄚㄆㄛㄌㄜㄥ的基础。

在ㄌㄤㄉㄣ的ㄔㄨㄚㄈㄚㄦㄍㄚ广场，耸立在大理石圆柱上的ㄋㄜㄦㄙㄨㄥ高高在上，超过了任何君主的

高度（英国的男国王们也

确实没有人配得上人们的

尊敬），连历史教科书都把

悬挂在国会的“ㄋㄜㄦㄙ

ㄨㄥ之死”的著名油画（插

图）印在封面
5
。 

在ㄌㄤㄉㄣ西郊的皇家Windsor/ㄨㄧㄣㄙㄛㄦ/温莎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仍然

在使用的宫殿城堡，其中的图书馆还藏有Darwin/ㄉㄚㄦㄨㄟㄣ的手稿，可惜城堡对

公众关闭太早（3点半）、开放太迟（10点），我们到达后只能体会城堡外观和小镇的

夜景。现在的王子马上要在此城堡成婚，如何驱赶附近的无家可归者成为当地媒体的

关注话题。没想到附近就是Eton College/ㄧㄊㄨㄥ学院，中文译为“伊顿公学”是

误导，它实际上是私立住读权贵中学。已经有18个首相从这里出去，怪不得外国的特

                                                   
4 英国精英/统治阶层对皇家称号的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可笑地步，比专业职称还高贵。有时会读到带这样头衔的全名：1st 
Viscount, Vice-Professor, Doctor, Master/第一子爵∙副教授∙博士∙硕士John A. Smith。不过，在英国Darlington工作生活了很久

的专业人士老同学告诉笔者说，皇家的荣誉在英国危机的时刻非常重要，起到了别的社会纽带无法发挥的作用。这有点类似与日

本天皇给精英阶层颁发的各种奖章，连工会的最高人物也期待、可以在退休时得到一枚。而美国的公司高管/CEO们由于缺乏荣誉

激励，只好攀比金钱收入。笔者今年正好以此对比向Wells Fargo银行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_proposal_2018.pdf 、
Applied Materials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amat_proposal_2018.pdf 等公司董事会提案改善高管收入的政策。 
5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ㄋㄜㄦㄙㄨㄥ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但死前听到

了敌人投降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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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权贵（包括中国的政治局委员）也把子女送到这里来。我们圣诞节第二天清晨在此散步考察，清静的小

城开来了一辆满载中国旅客的旅游大巴。 

对于London/ㄌㄤㄉㄣ的观光、考察，十天都不太够用。仅British/大英博物馆就需要两天时间。第

一天被这里最珍贵文物--古希腊罗马特别是Parthenon/ㄆㄚㄦㄙㄜㄋㄨㄥ/巴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刻（占ㄆ

ㄚㄦㄙㄜㄋㄨㄥ现存石雕的一半）的特展深深吸引。这就是西方以

及世界文明主流所接受的“精神家园”之所在，在实物面前观摩的

震撼不可能从图片或录像中获得。这里的大量的希腊彩陶花瓶体现

出来的理性之美也让人叹为观止。彩陶花瓶制作相对简易，可以表

现出复杂精致的图案，插图中的花瓶表面描写的是著名的

Troy/Troia/ㄊㄨㄛㄌㄨㄛㄧㄚ/特洛伊战争中最武勇的Achilles/ㄚㄎㄧㄌㄧㄙ/阿基里斯与武功仅次于

ㄚㄎㄧㄌㄧㄙ的Ajax/Aias/ㄚㄧㄚㄙ/埃阿斯掷骰子(dice也有赌博、冒险的意思)游

戏的闲情景象
6
，难得一见。希腊政府从1983年开始，要求大英博物馆把雕像归还给

希腊。笔者从大英博物馆发现一份说明，列举以下理由拒绝归还：1801年英国驻

Constantine（拉丁语Constantinus）/ㄎㄨㄥㄙㄊㄢㄊㄧㄋㄨㄙ/君士坦丁堡大使到

希腊收集雕像获得了统治希腊的Ottoman/ㄛㄙㄇㄢ/奥斯曼帝国Sultan/ㄙㄚㄦㄊㄢ/

苏丹的勒令；这些文物在英法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且免费向公众展出；它们在英法的

展示引起欧洲人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希腊摆脱ㄛㄙㄇㄢ伊斯兰专制统治的独立

运动的同情；专家们普遍认为没有可能复原、重建ㄆㄚㄦㄙㄜㄋㄨㄥ神庙。这又是一

个世界帝国面临的道德、法则难题。 

大英博物馆收集的文物还包括大量印大陆、埃及、中东、中亚、伊斯兰（插图为笔者第一次见到的

缴获的伊斯兰军旗，颇为意外，意识到大英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欧洲、

北美、非洲和东亚（日本展暂时关闭）的珍品。倒是启蒙馆展示许多贵族塑像却不

见启蒙哲学家的踪影，有点误导。笔者特意关心文字表述的演变，例如原初的文字

都是“方块字”，也没有标点符号，支持了笔者改革汉字方块表示的进化方案。插图

为公元前6世纪的Cyrus/ㄎㄩㄌㄛㄙ/居鲁士（大王）铭

筒，记载ㄎㄩㄌㄛㄙ大王攻陷Babylon/ㄅㄚㄅㄧㄌㄨㄥ

/巴比伦后，宣布释放所有奴隶回乡等功绩。它使人联

系到被囚禁在ㄅㄚㄅㄧㄌㄨㄥ的犹太人重返故土的政

策，也被一些人视为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ㄨㄟㄎㄊㄛㄌㄧㄚ与ㄚㄦㄅㄜ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可以称

为大英博物馆第二馆，需要一整天才能看完。漫长的ㄨㄧㄎㄊㄛㄌㄧㄚ女王执政（1837-1901年）构成了

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时代，据说，最近公开的一个印大陆伊斯兰教徒的日记记载了他被送到ㄌㄤㄉㄣ为女王

服务期间，与年迈的女王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
7
。这里虽然没有古希腊罗马的文物，但有丰富的中世纪基

                                                   
6 参见赵京“ㄏㄛㄇㄜㄌㄛㄙ史诗中的希腊英雄”，2017年2月11日第二稿。 
7 笔者在回美的飞机上看了印度拍摄的电影，把女王描绘成人性可亲的老太太，男主角为她启蒙印度/伊斯兰文明。估计没有多少

英国人看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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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和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与设计文物（插图为Rodin/[roʊ ˈ dæ̃]/ㄌㄡㄉㄢ/罗丹的雕刻）。南亚印大陆、

东亚的文物也不少。这也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帝国后依然要把联邦军校和常春藤大学

毕业的优秀学生送到英国来读研究生的原因：除了ㄛㄎㄙㄈㄛㄉ、ㄎㄜㄇㄅㄨㄌㄧㄐㄧ、

国王学院等老牌大学外，主要是可以来此体会管理世界帝国的经验教训和感觉吧！除了感

性补充文字理性的知识，笔者也领会到实地调查的独特结果，例如Jainism/ㄐㄟㄣ/耆那

教与佛教艺术的极度雷同，印证了它们教义的交叉感染。 

与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大英图书馆藏书量世界上第二，虽然不对公众开放阅读，但它

总是有收费和免费的临时展览，其中免费的固定展厅有很多早期印刷珍品（特别是基督教

书刊），包括Magna Carta/大宪章原件，值得一行。 

Thames/ㄊㄜㄇㄗ/泰晤士河南岸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插图）最有价值的实物是一战的。英国战死者

高达75万人，但社会上反战的情绪并不显著
8
，似乎他们接受了这个维系帝国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其实，大

战总是带来预料不到的结局，大英帝国的最主要力量—皇家海军衰落了（以下会

详述），而这一次战争的最主要国际政治事件是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和Bolshevik/

ㄅㄛㄦㄒㄧㄨㄟㄎ/布尔什维克的异军突起。二战的实物在别处更多更好，而此

处二战展示最多的是犹太人办的，与华盛顿的纪念馆类似，宣传大于历史。作为

社会学志向的研究者，笔者原来很羡慕ㄇㄚㄦㄎㄙ、Weber/ㄨㄟㄅㄛ/韦伯等德

语社会学家，现在庆幸没有Habermas/ㄏㄚㄅㄚㄇㄚㄙ/哈伯马斯这些战后德国社

会学家的心理负罪感，更能客观分析国际社会。 

2017年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因其独特地位被UNESCO认定为世界遗产的Greenwich/ㄍㄌㄜㄋㄧㄑㄧ/格

林尼治(w不发音，中译“格林威治”的发音不正确)。这里，除了起源于航海测量目的的著名的皇家天文

馆（1998年不再做为天文观测设施使用，改为博物馆）和已经不足为道的皇室博物馆等观光胜地，还有1873

年从海军医院院址改建、直到1998年关闭为止的Royal Naval College/皇家海军学院和至今还开放的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国家航海博物馆。 

插图为对公众半开放的原皇家海军学院教

堂建筑的外观和内部。如果考虑到皇家海军最辉

煌时曾拥有九百多艘战船（美国海军在冷战高潮

有六百艘，现在只有三百艘），称其为宫殿（仿

佛冬宫似的）也不为过。不过，常年失修的衰退

痕迹毕竟无法遮掩，因为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了！ 

其实，皇家海军在一战中最大 的海战的战术失败（战略意义别论）

后就几乎一蹶不振了。国家航海博 物馆正好有1916年5月31日-6月1日

英德海军在Jutland/ㄧㄩㄊㄌㄢㄉ /日德兰海战的展示（插图）。这是

史上参战战舰数量最庞大的海战， 也是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唯一一次

全面出动的舰队主力决战。战斗的 结果：出动151艘战舰的皇家海军

                                                   
8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0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Kenneth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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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99艘）战死六千多水手（德军两千五百多）、被击沉11万多吨位（德军6万多吨位），展示中陈列的

一些水手、家属的悲情通讯揭示了与ㄋㄜㄦㄙㄨㄥ的荣耀强烈对照的为帝国服务的普通战士的命运，令人

嘘唏不已。皇家海军从ㄔㄨㄚㄈㄚㄦㄍㄚ海战（1805年）到ㄧㄩㄊㄌㄢㄉ海战（1916年）为止的百年辉煌，

正是大英“日不落”全球帝国的写照。 

国家航海博物馆也展示在皇家海军舰炮外交庇护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9
。除了

垄断刚形成的全球贸易利润，说东印度公司开拓、制定了世界贸易路径与规则也毫不为过。与任何别的公

司不同的是：统治印度的ㄇㄨㄍㄚㄦ伊斯兰帝国十八世纪解体后，东印度

公司实际上替大英帝国承担起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的职能管理着印大陆

（1813年被取消贸易垄断权），甚至还包办了开发中国市场的角色（直到

1833年才被取消贸易垄断权），其结果是1839年鸦片战争，导致了另一个

超级帝国（大清帝国）的逐步解体（插图是笔者第一次见到的被缴获的大

清海军旗）。二战以后，英国参与世界经济秩序的管理
10
，只能凭借或服从

新的全球帝国--美国的实力了。 

挥之不去的“帝国的衰落”伤感之旅考察
11
在ㄌㄤㄉㄣ2018年新年游行中虽然没有被一扫而光，但使

人面目一新。几百只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舞乐队兴高采烈地在沿街上百万

观众的欢呼中游行三个多小时，其中也有来自加州硅谷San Jose/ㄕ

ㄢ·ㄏㄛㄙㄟ/圣荷西的高中乐团，体现了古希腊罗马到当今British 

Commonwealth/大英联邦/共荣体的欢快祭典气氛（插图）。这不由得使笔

者联想到参观Tower of Lundon/ㄌㄤㄉㄣ塔时义务为我们一组上百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热情洋溢解说的退伍军人。他的大红皇家制服上印着

醒目的”E II R”(Elizabeth/ㄜㄌㄧㄗㄚㄅㄟㄙ/伊丽莎白 二世 Royal/

皇家）标志，自豪地解释皇家军队“在内阁指挥下为女王效忠”的使命。

再联想到座无虚席的欣赏ㄒㄟㄎㄜㄙㄆㄧㄜㄦ的历史剧作Julius Caesar/ㄎ

ㄚㄜㄙㄚㄦ的素质高雅的听众们，体会到帝国的文化/精神长存。 

新年游行队伍里也有大型的当地华人社团的狮子舞表演（插图）。圣诞

节时，我们在Cambridge/ㄎㄜㄇㄅㄨㄌㄧㄐㄧ受到同学的接待、与几家已经

在英国安居的专业人士聚会交流（加上转机时在Paris/ㄆㄚㄌㄧㄙ/巴黎也见

到同学），顺便了解到中国人（以及年轻一代华人）在欧洲的生活，与在美华

人相似而有所不同。 

作为当代最大政治格局变迁的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被从英国向中国交接只是一个序曲）

面临着各种挑战，其中的一个国际担忧/关注是：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是否会步（已经衰落的）英、（正

在走下坡的世界警察）美两大全球帝国的老路？是否会引发不可持续的全球危机？这次旅英考察，加上旅

                                                   
9 东印度公司赠送ㄋㄜㄦㄙㄨㄥ一大笔财富。 
10 最值得一提的成功是“第一代男爵”Keynes[keɪnz]/ㄎㄟㄣㄗ/凯恩斯的政策。 
11 名气很大的Buckingham[ˈbʌkɪŋəm]/ㄅㄚㄎㄧㄥㄜㄇ/白金汉宫门前广场的卫兵交接仪式很早吸引了拥挤的观众，但规模之小非

常令人失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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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之前的研究，提供了（笔者比较熟悉的美国以外的）新的全球帝国的经验教训和遗产翻译和解释，以供

公众参考。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8年1月12日第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