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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追溯了 1814 年—1914 年这一百年来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因，认为它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理论和某
些重要人物。 从拿破仑下台、维也纳会议失败，讲到一战爆发，通过详细探讨塑造了 19 世纪的主要力量和重大事件，描绘了 19 世
纪历史上两种决定性力量———自由和控制———之间的斗争，生动地呈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包括马尔萨斯、密尔、边沁、杰斐逊、杰克
逊、林肯等，在这些人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审视了美国体制的建立。

[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20世纪英国哲学家、 数理逻辑学家、历
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分析哲学的主
要创始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老师。 20
世纪西方著名的反战人士、和平主义社会活
动家。

两度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教 ，1908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生致力于探
讨教育、伦理、历史、政治、婚姻、社会改革以
及和平运动等问题，著述颇丰，其文字有一
种独特的幽默机智。 因其“以丰富而重要的
著作为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所作

的贡献”，195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拿破仑的接班人

《自由与组织：1814-191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洪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理想主义孕育着痛苦和希望，当我们看到
一段不幸行将结束，亦是其达到顶点之时。一
场大战告终，总有人从胜利者中脱颖而出，人
们寄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目标的捍卫者。拿
破仑垮台后，人们鼓掌欢迎沙皇亚历山大接替
这个角色，而后者也欣然接受了。应该说，他
在争夺道德制高点时的对手不是很强大。这
些竞争者中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奥地利皇帝弗
兰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英国摄政王和路
易十八，政治家包括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
朗。

弗兰茨

弗兰茨是最后一个神圣罗马皇帝，他从查
理大帝那里承袭了这一称号，后来被拿破仑夺
去，拿破仑认为自己才是野蛮人征服者的真正
继任人。弗兰茨也已经习惯做拿破仑的手下
败将，并最终让自己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变为
“科西嘉新贵的妻子”，希望借此打破对奥地
利发动战争的惯例。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惨
败后，似乎不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弗兰茨
成了最后一位加入反拿破仑联盟的大国君主。
在整个艰难岁月中，奥地利一直想在拿破仑费
心提议的所有交易中获益。由于奉行权宜之
计而不是英雄主义策略，奥地利军队虽然庞
大，但在 1813 年和 1814 年的战役中表现还
不如普鲁士军队。这一政策不能归咎于弗兰
茨，而应归因于他的大臣梅特涅。梅特涅早年
就效力于皇帝，负责外交事务，那时他打心底
认定他的主子并不喜欢外交上的任何变化。
没有了外部责任，弗兰茨可以自在地将精力集
中于自己更心仪的工作，即调整帝国内部的管
理。帝国的司法系统变得非常集权，以致最琐
碎的起诉细节也会引起他的注意，在尝试了起
诉事务后，他又对处决犯人产生浓厚兴趣。但
他很少修改判决，从不行使赦免权，即使对最
亲密的朋友也不会感情用事，而与此同时，他
对自己兴趣之外的世界实际上一无所知。

尽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出类拔萃，但是
他获得的个人荣耀甚至还不如奥地利皇帝。奥

地利在1805年连遭打击，此时普鲁士却做了
摇摆不定的旁观者，终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于耶拿被彻底打垮，所有源自腓特烈大帝的威
望也在一天之间烟消云散，可怜的国王被迫偏
安于他领土的最东一隅。1807年，亚历山大和
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交好时，腓特烈·威廉便派
美丽的王后去跟两个皇帝斡旋，拿破仑不为所
动，但善献殷勤的亚历山大乐于自诩为窘迫美
人的护花使者。最终双方签署了一个条约，出
于对亚历山大意愿的尊重，拿破仑允许腓特
烈·威廉保留他先前王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
腓特烈·威廉对亚历山大表现出的感激之情既
热烈又持久，但由于他犹豫的秉性，最后没人
信任他，甚至最亲密的盟友也藐视他。

乔治三世

在失去美洲殖民地，又禁止皮特引进天主
教解放法令后，乔治三世被认为出现了精神问
题，但他仍是英格兰国王。其职责由摄政王代
行，而摄政王是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大腹
便便，就连他本人也对自己的肥硕身材感到羞
愧，但是因为太过贪食而无可救药。政治上，他
支持一切最反动的东西；私下里，又干尽一切
最卑鄙的勾当。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使他在现
身伦敦街头时引来嘘声一片；对他的举止，英
国宫廷已习以为常，外国女士却是难以忍受
的。迄今所知，在他的一生中从没赢得任何人
的尊重。

路易十八

路易十八联合欧洲各国恢复了他先祖的
王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其先祖名义发动的
历时 22 年的战争已经开始。他少有恶习，德
行则更少，而且年老、肥胖，患有痛风。事实上，
于法国而言他是个陌生人，在将近四分之一世
纪前他还青春年少时便离开了法国。他本人
并不缺乏精明的潜质，而且比他的大多数朋友
都温厚善良。多年来，他在法国的敌国流亡，
寄希望于法国战败，这是他重登王位的唯一途
径。随他流亡的包括王子和贵族，这些人因法
国大革命而逃离祖国，对于由国民公会和拿破
仑创立的法国一无所知。由于和外敌纠缠不
清，路易十八很难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尊重，是
外国政府把他推上了王座，此举无非是因为路
易十八的软弱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想找回当初
被拿破仑强力夺走的安全感。

上述这些人是在王室层面上与亚历山大
争夺民心的对手。虽然在政治家中，不乏才华
出众的竞争者，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激起大家
强力拥戴之人。在整个伟大的和平年代，最有
力的竞争者是梅特涅，他维持着对奥地利的统
治，甚至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直到 1848 年
的欧洲革命将他推翻。而这场革命正是他所
实施的政策的必然结果。1814 到 1848 年间，
梅特涅支持极端保守主义，给自由主义者制造
麻烦，对革命者实行白色恐怖。他的基本政治
原则很简单，认为权力神授，所以只有让不敬
威权者感到痛苦，权力才能得以维系。事实上
他是权力的核心，他制定了这一政治原则，在
他眼里这一原则不证自明，但或许这一原则根
本没有什么道理。

沙皇亚历山大大帝

至于沙皇亚历山大大帝，他任命自己为外
交大臣，与那些精明能干的外交家可谓棋逢对
手，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朗都没能成功地

对他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甚至置自己大臣的
建议于不顾盲目地跟从他。以后几年中，梅特
涅的意见超越亚历山大占了上风，但这是梅特
涅职业生涯后期才发生的事情，而 1814 年的
亚历山大仍然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决断。亚历山
大在一所严格的学校学习过外交，他的祖母就
是开明而放荡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父亲是半疯
的沙皇保罗。他一出生祖母就将他带离父母，
亲自监督他的教育。因为她觉察到保罗难以成
为一个好皇帝，便想跳过他让亚历山大直接做
自己的继承人。在亚历山大还不满18岁时，祖
母就写信向他表明了这一计划，而他必须回信。
一边是风烛残年的独裁者，一边是陷入疯狂的
精神病人，大多数男孩很难得体地回信，但亚历
山大不然，他写道：
1796 年 9 月 24 日
皇帝陛下！

出于陛下对我的信任，愿意赐予我此等荣
耀， 同时以您的仁爱屈尊亲自写信解释此事，
对此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祈望陛下可以
洞察到我内心对于您珍贵恩赐的热忱，我完全
能感受到其中的重要意义。 真的，即使以我的
鲜血和生命也不足以回报您已经和将要为我

做的一切。 不久前陛下已与我沟通，显然来信
中您又确认了这一切，您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充
分以至于我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再一次地匍匐
在陛下您的脚下， 表达我最强烈的感激之情，
怀着最深的尊敬和最神圣的服从之意，自愿选
择成为陛下您极为卑微而顺从的孙儿。

亚历山大

一个真正的模范孙儿。同时，如果这封信
被他父亲看到（比如信中他所默认的内容），
也不会让人觉得作为儿子的他不像作为孙子
的他那样孝顺。经过如此的历练，他不必再害
怕会被梅特涅和塔列朗蒙骗了。
在学者看来，亚历山大所受教育要比大多

数王子的好得多。1812年，俄法大战如火如荼
之际，他竟然可以与一些无知的年轻女士谈论
康德和裴斯泰洛齐。叶卡捷琳娜向他灌输了
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甚至政治自由主义的
主张，即使法国大革命使她成为反动派之后，
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教育原则。他的家庭教师拉
阿尔普是个品行良好的瑞士学者，用理性的仁
爱滋润着亚历山大的内心，而亚历山大的父亲
和祖母却毒害他的潜意识。拉阿尔普相信民
主，推崇（理性范畴内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
还很赞赏拿破仑。他的正直中不乏迂腐：尽管
确信保罗只会误国，他还是出于纯粹的法律理
由———不顾保罗恨他，而亚历山大爱他———反
对叶卡捷琳娜女皇绕过保罗来传位。这导致他
被女皇解雇，虽然剥夺保罗继承权的计划最终
没能实现。不过，女皇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她宣
布亚历山大已经完成学业，并逼迫他在 16 岁
时成婚，为了让亚历山大看起来已经长大成
人。

保罗在位 4 年，这 4 年无论对亚历山大
还是整个俄国而言，都是一场噩梦。历史的最
后一幕是保罗的贴身随员打算暗杀他，亚历山
大得知后恳求暗杀共谋者，如果可能的话只废
黜父亲但不要杀他。这件事既困难又危险，后
来他们还是杀了保罗，让亚历山大坐收渔利。
法庭对那些明显牵涉此案的人进行了惩罚，但
是惩罚力度被最大程度地减轻了。俄国松了一
口气，兴高采烈地欢迎亚历山大。尽管人们怀
疑亚历山大是同谋，但当时这一阴谋被掩盖起
来不为人知，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此事对亚
历山大的内心造成了终生未愈的伤害，后来他
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的好奇而相当危险的
倾向与此大有关系，但这一倾向在 1815 年前

几乎看不出来。从 1815 年到他逝世的 1825
年，亚历山大忧郁日益加重，最后他完全变成
了一个当代俄瑞斯忒斯。

人们对于亚历山大统治的前半段的评价
颇多分歧。他放荡不羁爱赶时髦，讲究打扮，
政治开明，渴望用权力能助他实现理想。他曾
有一个非常宠爱的情妇，还与她生有几个孩
子，但他对自己妹妹叶卡捷琳娜的狂热却超
出了常理，再忙也要给她写信，并且毫无保留
地坦陈一切。他感激叶卡捷琳娜和他的情妇
交朋友，并与她联手对抗他们的母亲。对于叶
卡捷琳娜夸张的爱意，他以绵绵情话来回应，
比如：“再见了，我令人陶醉的眼神，我心底对
你的爱慕，我年轻生命的光华，所有这些自然
呈现的东西也许都比不上毕西姆瓦纳的扁鼻
子。”（这封信写于奥斯特利茨战役打响前。）
叶卡捷琳娜是个活泼但并不得体的年轻女
人，至少有一次（1814 年亚历山大访问英国
时）她在政治上误导了亚历山大，从而对欧洲
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
非常融洽，唯一的例外是在 1812 年拿破仑进
犯期间，她参加了对她哥哥御敌不利的爱国
抗议活动。
1801 年登基时，年仅 22岁的亚历山大缺

乏理政经验。这时他想到了拉阿尔普的教诲，
决定在由他的私交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积
极推行改革，果然成功地收拾了保罗留下的烂
摊子。此外，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审查制度，积极
改善教育状况。但是一遇到解放农奴或制定宪
法这类事，他就发现困难重重。至于外交，他起
先与当时拉阿尔普所赞赏的拿破仑结交。但
是，当拿破仑恃强欺凌瑞士又宣布称帝，这激
怒了身为爱国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拉阿尔普，亚
历山大也转而反对拿破仑，并于 1805 年和
1806年与之交战。前一仗俄国联合了奥地利，
后一仗联合了普鲁士，仍先后在奥斯特利茨和
弗里德兰遭遇败绩。这导致了《蒂尔西特和
约》的签订，东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皇帝突然握
手言和。起初还弥漫着一派蜜月气氛，各方都
认为其他方是真诚的，但在蒂尔西特分手后不
久便再起战端。亚历山大一直想对土耳其人宣
战，拿下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拿破仑并不
希望这样，生怕把土耳其人推向英国的怀抱，
于是提出牺牲普鲁士的利益换取合作。最后，
拿破仑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诱惑亚历山大，即
他们共同瓜分土耳其，然后联手征服印度。欣
赏《天方夜谭》的亚历山大此时显出其孩子气
的一面，他被迷惑了，做出的回应正如拿破仑
所愿。然而他精明的一面没有就此沉睡，在协
议中他提出不仅要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要
君士坦丁堡。在这之后，他将协助拿破仑对付
叙利亚，不过必须首先保证他的利益。
同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这段表面的友谊，

联手法国征服了当时还隶属于瑞典的芬兰。之
后，他答应帮助瑞典人拿下挪威以换取瑞典的
好感，当时的挪威属于与法国交好的丹麦。后
来，拿破仑没有帮他得到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他意识到法国的友谊已经不可能助他进一步
实现目标。之后，拿破仑率大军出兵莫斯科，撤
退途中溃不成军，整个欧洲视亚历山大为救世
主，欢迎他的到来。高奏凯歌的盟军踏上了巴黎
的土地，亚历山大将这一切归为上帝的护佑，因
为他不能将胜利记在自己或者手下将军的身
上；普鲁士人看到道德的力量战胜了法国的腐
败和无神论；奥地利人看到了为传统正义辩护
的机会；英国人看到了海洋的力量和廉价产品
的胜利，而世界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这就是我们
的时代开启时欧洲的局势。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