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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政治的挑战
———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

孔寒冰∗∗

内容提要 中东欧是由来自原东欧、苏联和西欧等三个次区域

的１７个国家构成.中国学界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主要是

服务于中国与它们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认同政治是观察中东欧

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来说,也是制订发展同这个新出现的区域各

方面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构

建和对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

体系约束和内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历史恩怨.正因如此,中东

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政治的背离与缺失,在民族关系、国
家构建和地区整合上面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许多影响中东欧国家

政治认同和区域整合的因素依旧在起作用.无论怎样界定中东欧,
都需要综合地关注它的认同政治及其影响因素,避免误读,有效推动

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认同政治 中东欧 民族 国家 背离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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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政治,有学者也称之为身份政治,①通常用于描述民族国家(特别是多

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区域整合的状态.就前者而言,它指的是寻求、维持

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就后而言,它指的是民族国家在区

域整合过程中的相互博弈.政治认同是人们对某种客观存在或接纳或包容或

排斥的心理状态及相应的行为表现,而政治博弈则是各种政治认同之间的相

互关系.世界上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客观存在是多种多样并且是动态的,所
以,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还是不同国家对区域整合的态度也都非常复

杂.正因如此,在区域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始终纠结在各种认同

当中,由此而生的认同政治就极为复杂.从内容上说,认同政治要探讨的就是

政治认同程度及其内在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影响.影响因素越多,民族国家

的认同感就越弱,由它们构建而成的民族国家和区域整合中的矛盾、冲突甚至

战争就多.认同程度是观察的是认同政治的表象,而解构各种影响认同的因

素则是探究认同政治的内在动因.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国家构建坎坷的区域,重点探讨该

地区认同政治历史、现实及其影响因素.世界几乎没有不存在认同政治的区

域,但在认同程度上和影响认同的因素多少上却差别极大,而集内部和外部重

要影响因素于一身的却只有中东欧.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

束,内在的民族不同、信仰差别、历史恩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里的民族

关系、国家构建和区域的整合.这些因素持续的时间不一,但其中的许多至今

依旧存在并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中东欧的认同政治.
中东欧是冷战后出现的对原来地缘政治上东欧的一种称谓,从字面上看,

这似乎是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其实,它的内涵与外延都与欧洲中部和东部是

少许重叠多半错位,地理位置上属中欧东部和东南欧.中东欧接续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而在东欧出现之前的欧洲是除苏

联之外的一个整体.属于东欧的国家有中欧东部的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波兰和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共八

个国家.东欧的基本特征是受苏联控制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下

简称苏联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了,这些国家也都放弃了苏联模式,社
会发展回归欧洲模式.东欧不复存在了,后续称谓很多,但逐渐在学界通用的

是中东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而实行联邦制的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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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家,１９９３年分别建立

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共和国.南斯拉夫则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战争的血雨

腥风中不断分裂,到２００６年形成六个独立国家.这样一来,不算地位未定但

事实已经独立的科索沃,中东欧共有１３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中欧东部有四

个,东南欧有九个.不过,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学者、中东欧国家的学者和俄罗

斯学者越来越不把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中国学界出于国家对外交往

的需要而强化了中东欧的整体性,不断扩大它的外延,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９年先后

将原属于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属于西欧的希腊纳入到中东欧范畴里来.中

东欧国家数量扩大到１７个后,其范围涉及到冷战期间的东欧、苏联和西欧.
在区域研究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

和它的后继称谓中东欧,既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更不包括希腊.将波罗的海三

国和希腊纳入进来之后,中东欧在内涵与外延与以往的中东欧完全不一样了.
本文旨在从历史和国际视域来关注现在中东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没有

延续传统研究,而是由这１７个国家组成中东欧作为研究对象.① 但是,由于波

罗的海三国和希腊都是中东欧的“迟到者”,文中论及的重点还是中欧东部和

除希腊之外东南欧１３国.
中东欧历来就是帝国争霸的舞台,受制于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这里的

民族命运坎坷,相互关系复杂、国家构建艰难.正因如此,中东欧地区千百年

来动荡不已,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如今,由于整体上回归欧洲,还由

于中国倡导的“１７＋１”,中东欧表面上显现出较强的认同或被认同,要么是思

乡的游子归来,要么是亲密的合作伙伴.中东欧认同政治的这种状态固然是

向好的,但仔细想来,影响中东欧认同政治变数的因素多半都还存在,而认同政

治的错位和背离也使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及区域整合面临着种种挑战.

一、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民族是构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本要素,一般来说,数量越多,形成

认同政治就越难.不仅如此,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混沌概念,民族学、政治学、社
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都对其有自己的解释.受苏联和西方的双重影

响,中国学术界对民族的基本解释有两种.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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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划分的群体叫民族(nation),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叫族群

(ethnic).① 事实上,在中东欧,这两种意义上的民族都有,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

不同国家有所侧重.不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民族,特指近代之前建立过王国

或帝国、近代以来独自或合伙建立过民族国家的群体,而不包括众多其他群体.
中东欧这样的民族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阿尔巴尼亚人、斯
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克人(波黑穆

斯林)、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
目前,由上述１７个国家构成的中东欧领土面积１４８．４８万平方公里(约相

当于中国新疆面积的７０％多一点),人口近１．３亿(只比中国广东多不到２００
万).但是,中东欧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却十分突出.多样性不仅指这些民

族的数量,更在于它们的类别比较复杂.比如,中东欧地区的民族还与多种宗

教、多种语言文字交错地组合在一起.因此,与其他区域相比,中东欧的民族

不仅多样性强,而且相互关系非常复杂.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情

感的主要工具,每个民族自己的语言叫母语,通常有较强民族和地域的独占

性、排他性.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法,中东欧的民族分属印欧和乌拉尔两个语

系,拉丁、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波罗的、乌戈尔、芬兰七个语族及再下一

级的语支,各民族几乎是各有各的语言和文字.宗教信仰是一种与人们对超

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与民族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
然也有很强的排他性,但分布是跨民族的.相同的民族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民族也可以信奉相同的宗教.中东欧民族主要信奉的是世界性三大宗

教中的两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又分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

派,在中东欧都有自己的信徒.民族同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的独占性、排他性

的错位混搭,是中东欧民族的一大特色.(参见表１)

表１　中东欧地区语言和宗教情况

民族 语言所属(语系、语族、语支) 主要宗教

捷克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拉夫语支 天主教

斯洛伐克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拉夫语支 天主教

匈牙利 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 天主教、新教

波兰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斯拉夫语支 天主教

斯洛文尼亚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天主教

２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①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
１—１０页.



(续表)

民族 语言所属(语系、语族、语支) 主要宗教

克罗地亚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天主教

塞尔维亚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东正教

波黑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

黑山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东正教

北马其顿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东正教、伊斯兰教

阿尔巴尼亚 印欧语系中的独立语言 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

希腊 印欧语系希腊语族 东正教

罗马尼亚 印欧语系拉丁语族东支 东正教、天主教

保加利亚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 东正教、伊斯兰教

立陶宛 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东波罗的语支 天主教、东正教

拉脱维亚 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东波罗的语支 新教、东正教

爱沙尼亚 乌拉尔语系芬兰语族 新教、东正教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在世界上大多数区域里,民族都是多样性的,但彼此差别像中东欧民族之

间这么大的并不多.在世界上大多数区域里,民族也都信奉不同宗教,但世界

两大宗教三大派从外汇聚于一地,中东欧几乎是唯一的.中东欧民族多样性

和复杂性有显性的表现,前者如马赛克式的分布,不同的宗教信仰、各自的语

言文化、价值取向和传统特征等等.后者如民族主义情绪、自身的优越感和对

其他民族的怨恨心理等.所有这些在中东欧发展中不是推进认同政治的顺畅

发展,相反,经常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中造成重重障碍.

二、早期国家兴衰的记忆

在中东欧地区,除个别民族外,大多数民族的形成时间都是比较早的.大

概说来,在西斯拉夫民族中,波兰人形成于公元１０世纪前后,捷克人和斯洛伐

克人形成公元５—７世纪.在南斯拉夫民族中,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
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形成于公元６世纪以后,它们是由公元４—５世纪

欧洲民族大迁徙时南下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

的.波黑地区的穆斯林原本也是斯拉夫人,公元７世纪到这里的时候,语言和

宗教与其他南斯拉夫人一样.公元１５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他们皈依了

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越来越接近土耳其人,但一直没有独立的民族

身份.直到１９７１年,南斯拉夫才认定波黑穆斯林是一个独立民族(波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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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保加利亚虽然也是南斯拉夫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公元４世纪,作
为游牧民族保加尔人从亚洲进入欧洲,到７世纪末,他们与已经被斯拉夫化的

色雷斯人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保加利亚人.在非斯拉夫民族中,希腊是西方文

明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２０世纪古希腊人就形成了.阿尔巴尼亚人也是巴尔

干半岛上的古老民族,先祖伊利里亚人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就居住在巴尔干.罗

马尼亚人的祖先是达契亚人,早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就已形成,但以罗马为宗的

民族形成于１—２世纪.公元５世纪前,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就形成于乌拉尔

山以东鄂毕河流域及里海以北地带,公元８００年左右到了今天匈牙利这个地

方.立陶人在公元１３世纪形成民族,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在公元１５—１６
世纪形成民族的.

但在国际舞台上,从总体上来说,中东欧这些民族都属于弱者,他们扮演

的是配角甚至只能当看客.不过,它们几乎都有过自己的早期国家,其中一些

民族在某个特定时间段还成了地区性的大国.这些大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

族国家,而是疆域人口伸缩性都很强的王国或帝国.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能

持续存在下来.另外,这些曾强极一时的王国或帝国是交替出现,在以疆域和

身份展示某一个民族的历史辉煌时,对另一些民族来说记载的却多半是悲哀.
这种反差的历史记忆都在不同民族中延续下来了,彼此心中都有解不开死疙

瘩.同样是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每个相关的中东欧国家的写法

与评价都不一样.(参见表２)

表２　中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及民族构成

国名 存续时间 鼎盛时期所及的中东欧疆域 治下的中东欧民族

古希腊
公元前８００年—公

元前３０年

希腊、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东

南地区、保加利亚西南地区
伊利里亚人

保加利亚王国
６８１—１０１８年

１１８７—１３９６年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部、匈牙

利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阿

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人、马扎尔

人、塞尔维亚人、马其

顿人、阿尔巴尼亚人

塞尔维亚王国 １２１７—１４５９年
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

亚、希腊、保加利亚

马其顿人、阿尔巴尼

亚人、希腊人、保加利

亚人

波兰 ９６６—１７９７年 波兰、立陶宛

大摩拉维亚帝国 ８３０—９０６年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克拉科

夫地区、匈牙利的潘诺尼亚地区

部分波兰人、部分匈

牙利人

捷克王国 ８９５—７２５年 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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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名 存续时间 鼎盛时期所及的中东欧疆域 治下的中东欧民族

匈牙利王国 １０００—１５２６年

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西里西亚

地区

斯洛伐克人、克罗地

亚人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相关说明:(１)表格的中东欧是指目前的地区范围;(２)表格第三列指的该国在鼎盛时期的

疆域,与其兴起时和衰落时的疆域有较大差别;(３)所及疆域不包括中东欧以外的地区,所及民
族也不包括本文所界定的民族之外的民族.另外,对这些早期国家来说,上表列出的疆域和治
下的民族不是完全精准的描述;(４)波兰疆域最大时是在与立陶宛合并后,大摩拉维亚帝国是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合建的;(５)在中东欧地区的早期历史上,还有过一个人同时是相邻两国
或三国的国王.这种情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给不同民族留下的也
是不同历史感受.

这些王国(帝国)强盛的标志之一是向周边拓土开疆扩大地盘,中东欧民

族之间发生过许多争夺领地的冲突和战争.于是,中东欧相邻的民族之间就

有说不完道不完的历史恩怨.一部中世纪的中东欧史,除了讲大国对这里的

征服和这些民族的反抗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有

过强盛国家的民族留恋自己曾有的辉煌,而那些弱小的民族也同样珍惜自己

曾有的国家,哪怕它们存续的时间很短.时间的流逝可以医治历史伤痕,但抹

不去历史记忆.对于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和共同过的空间,中东欧的许多民族、
许多国家却难有认同.比如,科索沃到底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文明摇篮”还是

塞尔维亚人的“革命圣地”? 是匈牙利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先到的特兰西瓦亚?
比如,对到底谁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捷足先登者”这一争议,有学者称,匈牙利

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都试图证明自己的祖先是那里最早的定居者.罗马尼

亚人认为,他们是达契人和罗马人的后代,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

里;匈牙利人则认为,罗马尼亚人１２世纪才从瓦拉几亚迁至特兰西瓦尼亚.①

考证这些不同说法孰是孰非,非本文主题所及,但它们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融入

到民族灵魂中的政治认同的障碍因素,很难消融,民族情感和历史恩怨的流露

往往映射出的都是对某一段历史或某一疆域的不认同.所以,美国历史学家

彼得F．休格(PeterF．Sugar)曾谈到,“对中东欧地区的大部分历史学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写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综合的、将这

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著作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② 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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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迄今”只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但休格所说的这种现象在近３０年依然

如故,而且不会有改变.

三、不同大国文明的遮蔽

中东欧位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各民族的栖息地都处在周边的世界性大

国之间,所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为不同大国文明所遮蔽.由于地缘政治

和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大国争霸和文明冲突在中东欧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中东欧地处古代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世纪的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

交汇处,其中,后三种文明的影响最大,而这三种文明的载体是罗马帝国、拜占

廷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概括而言,中东欧国家要么属于某种文明的边

缘地带,要么深受两种或三种不同文明的共同影响.中东欧各民族形成的时

间前后差别比较大,形成过程的长短也不一样.它们形成的时候正值罗马帝

国兴起和分裂,因而受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开始就背负

着天主教和东正教两种文明冲突的十字架.公元１４世纪,奥斯曼帝国向东南

欧扩张之后,中东欧民族的文明归属被进一步撕裂.
罗马帝国兴起于公元前２７年,终于公元３９５年.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扩张,

罗马帝国顶盛时期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就中东欧而言,整个巴尔干

都处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则处于它的边缘地带.为

了给维护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提供一个精神统治基础,罗马帝国在

公元３世纪将开始时被它镇压的基督教立为国教,并且传播到它所扩张之处.
比如,巴尔干上伊利里亚人、希腊人等早期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基督

教.公元３世纪末４世纪初,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矛盾和对外过度扩张开始走向

衰落.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分为高卢、意大利、伊
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将帝国的中心从罗马搬到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希腊

旧城拜占廷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于公元３９５年分

裂了,东西各立一个罗马帝国.西罗马主要控制着高卢和意大利两个行政区,
但只存在了８１年,于公元４７６年灭亡.东罗马也称拜占廷帝国,存续了一千多

年.１４５３年,奥斯曼帝国攻入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帝国灭亡.
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一个“拜占廷国家”也没有“拜占廷人”,它们是后来欧

洲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来的,特指这个以古城拜占廷为首都的地中海国家的历

史,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① 拜占廷帝国的疆域主要在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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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和东方两个行政区.就其对中东欧的影响而言,和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廷

帝国与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关系最为密切,而对中欧东部的捷克、斯洛伐

克和波兰影响有限,更不用说波罗的海三国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比起罗马帝

国,拜占廷帝国对东南欧的影响要深得多.东南欧在罗马帝国时期不过是一

个外围行省,但在拜占廷帝国时期则是中心区.
在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同时,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被罗马定为国教之

后,基督教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东西两派.前者在希腊语区广泛传播,
后者则盛行于拉丁语区.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的分化也加快.以君士坦

丁大主教为首的东部教会受制于拜占廷帝国,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与

西欧社会的统治者相互利用.除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不同

之外,东西教会在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也展开了激烈争夺,矛盾日积月

累.公元１０５４年,君士坦丁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相互宣布革除对方教籍,基督

教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Orthodocia),因为

是东部教会,又称‘东正教’,又因为在崇拜仪式中采用希腊礼仪,所以又称‘希
腊正教’.西部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自称公教(Catholicity),因为其领

导中心在罗马,所以又称‘罗马公教’,汉语又译做‘罗马天主教’.”①此后,两派

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② 后来在１６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过程中,天主教又分

离出了一些教派,这些教派统称为“新教”,在欧洲主要流行于西部和北部.基

督教的分裂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分裂,在此基础之上也引起了政治和民族的

敌对.
就中东欧而言,“东、西教会各自的传统形成后,同时向东南欧开始传教活

动,双方时有摩擦.东方教会在拜占廷皇帝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

亚、保加利亚等地区和中亚的格鲁吉亚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西方教会在匈牙

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占据了统治地位”.③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

兰受天主教影响,且宗教信仰相对单一.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受天

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多种影响,但程度不同.比较复杂的是东南欧.大体上

说,受拜占廷帝国影响的东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南部的保加利亚人、
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希腊人等信奉东正教.受西罗马影响的西斯

拉夫人和巴尔干岛西部、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而阿

尔巴尼亚人分信天主教或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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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１３世纪在小亚细亚崛起,１４世纪后半叶开始大举入侵巴尔

干.到１５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几乎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并在这里统治了近５００
年.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的土耳其占领者,比起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

国,更加注重对占领区各民族心灵上的征服,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帝国范围内传

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于公元７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创始人是穆罕默德,
最高的神叫安拉,信徒称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教

在广泛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同时,也成了奥斯曼帝国对殖民地区进行精

神统治的重要工具.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后,便实施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

的政策.不过,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土耳其人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做法,而
是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主要纳税人是那些被征服的异教徒.异教徒越多,
帝国的财政就越有保障.因此,“奥斯曼帝国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改变当地

居民的信仰,允许东正教、天主教的存在,但教徒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
这种税款很高,一般人几乎无力承担得起,”但是,“如果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

穆斯林,则可免交此项税款”.① 结果,改变宗教信仰则成为减轻经济重负的一

种途径.不仅如此,皈依伊斯兰教人还可以免受政治上的迫害,有助于提高自

己的社会地位.出于经济原因和政治目的,东南欧的两部分人改变了自己的

宗教信仰:一部分是信奉天主教或东政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另一部分是波黑原

来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穆斯林.但是,更
多的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依然保持着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

这样一来,政治影响和宗教信仰就将中东欧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

同部分与某一大国文明连在了一起,不仅割裂了中东欧民族,甚至分化了某一

民族.中世纪之前兴亡的西东罗马帝国影响比较大,延续而成了近代的西方

文明和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即“由希

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代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

治价值观和二元化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②其特

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俄罗斯文明即由拜占廷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影

响而产生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的
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而个人专制色彩非常强.它们对中东欧社会发

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盛衰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普遍

建立,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东南欧的民族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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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上述这些文明之间不断交汇、融合与冲突的历

史,民族关系和近代以后开始的国家构建与发展都受制这些文明撕裂,分歧、
分裂、冲突有余而融合、认同不足.«帕尔格雷夫简明东欧历史地图»对此这样

概括道:“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天主教/新教文明、
东欧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简化理解,我们可以借用地质学中的大陆

板块构造来类比.第一文明都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区向外扩散,其世界观与

其涵盖的社群一起经历了某些自然的、有机的发展.因此,每个核心区都可以

看作是构成世界的板块,而且我们会发现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

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伊斯兰教板块之间.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

像板块断层处那样通常引地震.”①

四、国际条约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洲近代民族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形成的,历时两个多世纪.主权、领
土和人口是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内部和外部多方

对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认同.在西欧,那些封建制度发达但民族认同不强的国

家,随着专制王权的确立、国际法准则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逐渐确立了

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

中东欧出现过的王国或帝国一体化程度不高,以及长期受异族的统治或影响,
中东欧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在西欧许多民族国

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中东欧各民族却处于东西方大国的压迫之下,用
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争取民族生存、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不仅如此,中东欧

内部及外部影响中东欧的大国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的共识是碎片化的,直到

１８７８年以后才陆续单独或合伙建立起民族国家.所谓大国共识的碎片化,实
际上是由于各种矛盾、利益交织在一起,世界性的大国对中东欧各民族建立单

独的民族国家很难达成一致.由于大国共识的碎片化,中东欧民族国家在创

建过程中内部的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的认同分歧,不同民族之间在主

权、领土和人口等方面的认同差异,都得服从于外部大国之间在势力范围、利
益瓜分方面的需要.因此,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建立在缺乏自身共识

的基础之上,国家构建的内生性弱,而被动性强,服从于也受害于大国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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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需要.①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中东欧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强国中只有波兰存续到了

近代,塞尔维亚王国几乎与中世纪同时终结,而匈牙利王国也消亡于新世纪朦

朦胧胧的曙光之中,更不用说那些只是短期有过弱小民族的国家了.因此,中
东欧各民族除了个别的与列强为伍之外,多数都处于外族的侵略和压迫之中.
它们的这种境遇长的达上千年,短的也有几百年.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不同,
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主要受制于拜占廷帝国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匈牙利在

前期受制于拜占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衰落后长期受制于哈布斯

堡王朝.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制于日耳曼人,而制约波兰的除了西边的日耳曼

人之外,还有东边的沙皇俄国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受制于西欧、北欧的强

国和俄国,立陶宛于１８９５年被沙皇俄国吞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欧的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虽然离不开各民族自身长

期不懈的斗争,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欧洲大国,都是在近代国际体系框架内大

国角逐的结果.换句话说,中东欧近代的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是受大国关系

和国际体系约束的.相关的大国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

斯曼帝国等,相关的国际体系有三十年战争之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俄
土、奥土、俄法等战争之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凡

尔赛体系.大国是这些国际体系的支撑骨架,中东欧地区及这个地区的各民

族不过是这些大国角斗的场所和争夺对象,对国际体系主要是依附,偶尔可以

利用,但不能主宰,更不可能去改变.所以,中东欧的民族国家都是在战争特

别是大国间战争之后由大国主导建立的.
中东欧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是希腊.拜占廷帝国灭亡不久,希腊于１４６０

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被统治了几百年.１９世纪初,希腊掀起了反对土耳其

人统治的浪潮,最终于１８２１年３月爆发了独立战争,同时宣布独立.但是,这
场独立运动直到１８２９年英法俄三国联军击溃土埃联军之后才结束.此后,希
腊又陷入内乱.为结束希腊内乱局面,在英、法、俄等列强的干预下,将希腊的

国体由共和制变成了君主制.
接下来在中东欧地区建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还是在巴尔干,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前两个是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结束之后,后一个是

１９１２年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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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罗马尼亚由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三部分构建.历

史上,特兰西瓦尼亚１１—１６世纪属于匈牙利,１６—１７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治下

的一个公国,但从１７世纪末又重新属于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回到

罗马尼亚人手中.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１７世纪开始向巴尔干扩张的时候,摩
尔多瓦和与拉几亚与巴尔干东部的民族一样都成了它们同奥斯曼帝国争夺的

重点,其突出表现是奥土战争和俄土战争.前者的最终结果是奥匈帝国控制

了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巴尔干西北部,而后者在巴尔干东部拉锯战的后

果是这两个大国的控制权限不断改变,当地的民族疆界被改来改去.但是,俄
土战争也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民族的独立带来了机遇,它们乘机进行反抗

压迫者的武装斗争,进行国家构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在１８６１年就

建立了统一的政府、议会、定都布加勒斯特并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罗马尼亚”国
名.保加利亚人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俄土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提出

了建立共和国或建立联邦性质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王国的设想.根据１８７８
年３月俄土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土耳其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罗马尼亚

有权提出补偿.保加利亚完全自治,疆界包括保加利亚的南部、北部和整个马

其顿,但俄军要在保加利亚驻扎两年.这样构建出的两个国家,不仅不是罗马

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所追求的,也不为欧洲其他大国所认可.于是,１８７８年

６—７月间,英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在柏林举行会议,
通过了对«圣斯特法诺和约»修正的«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罗马尼亚

东北的比萨拉比亚划给了俄国,但在东南从保加利亚获得了出海口多布罗加.
保加利亚被分成三部分,获得自治的只是保加利亚北部和索菲亚地区,东米鲁

米利亚仍处于土耳其控制之下,而马其顿则还给土耳其.① 另外,奥匈帝国获

得了对波黑的控制权,塞尔维亚和黑山独立.
俄土战争之后,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外族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也进入新的

阶段.但是,周边的大国却无视阿尔巴尼亚人的存在,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

为土耳其人,把信仰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说成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居地

也面临着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瓜分的危险.１８７８年６月,不同地区的阿

尔巴尼亚人代表在普里兹伦召开会议,建立了普里兹伦同盟,提出了包括今天

的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北部、科索沃和马其顿大部分的“大阿尔巴尼亚”构想.
但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认同与国际社会对阿尔巴尼亚的认同大相径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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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是反土联盟与土耳其交战的主要战场.
根据反土联盟达成的协议,将土耳其人赶走之后,阿尔巴尼人居住的地方将由

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１２年１１月,阿尔巴尼亚民族主

义者在发罗拉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尔干半岛上所有阿尔巴尼

亚人的国家.但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这种做法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反土联盟的

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于是,俄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六国外长

在伦敦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承认阿尔巴尼亚在形式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立

国家,但实际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六大国手中.不仅如此,伦敦会议还划定了阿

尔巴尼亚疆界和人口,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和人口不及他们所希望的

一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跨界民族.在国家构建上,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

尔巴尼亚”共识在大国不认同的映衬下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所以,直到今天,
“大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人能做不能说的“梦”.

中东欧其他几个近代民族国家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体系的直接产物.由于它们在几个王朝的废墟上

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民族关系、疆界和人口等方面更是充斥着种种认同的背

离,对“未收回领土”① 耿耿于怀的民族主义始终没有消失.
与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步,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之外的南部斯

拉夫民族建立了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但单从名称上看,它就不是建立在各民

族认同之上的.这个国家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前文提到过,南部斯拉夫民族在宗教、外部影响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在
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它们对统一国家的追求,更不用说这个王国中的阿尔巴

尼亚人了.这样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建立,一方面是塞尔维亚人有一种建立

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南斯拉夫人国家的追求,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

亚人面临着被意大利和德意志吞并的危机.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摆脱奥匈帝

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成了这些民族的临时性的选择,１９１５年３
月,一个由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参加的“南斯拉夫委员会”
在巴黎成立.１９１７年７月,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塞尔维亚政府

和“南斯拉夫委员会”在希腊开会,决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

人将组成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君主国”.在这个国家中,三个民族平等,它们使

用希里尔、拉丁两种字母和不同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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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一律平等.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

国”正式成立.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并入了塞尔维亚.
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又将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体的科索沃和以匈牙利人为主

体的伏伊伏丁那正式划归了塞尔维亚.有学者指出:“一千多年来南斯拉夫各

民族首次有了统一的独立国家,却没有形成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共同体.无论

从地区构成、民族成分还是人文历史背景、语言和宗教结构意义上说,王国全

然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潜在冲突的社会共同体,民族危机是这个国家与

生俱来的症结.”①

欧洲中东部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之后

«凡尔赛条约»的产儿,而波罗的海三国则是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间复杂的国际形

势下经过痛苦努力才获得了独立,但它存续不到２０年.从民族国家构建的基

本要素上看,这些国家的构建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缺少国内

政治认同和国际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大国和由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又将诸多

政治不认同加强给这些民族国家.这些构成了欧洲在以后一百多年中矛盾、
分裂和战争的显性原因.

波兰人认为,在１９１８年,波兰是重建而不是新建,因为“失去的１２３年”是
因被俄、普、奥瓜分才亡国的.当然,那时候的波兰还不能算作近代民族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为了将波兰人拉上自己的战车,俄、普、奥都承诺给予

波兰人“自由和独立”.重建波兰问题虽然提上了日程,但是,亲德的波兰人、
亲奥的波兰人,亲俄的波兰人及他们背后的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如何构建

一个新波兰方面则各有其心.波兰最终得以重建主要是俄英法美的支持.早

在１９１６年底,俄国就提出在三个占领区建立统一的自由波兰的主张,并获得

了英法的支持.１９１７年１月,美国波兰裔的总统威尔逊在给参议院的咨文中

也提出:“应当建立统一、独立和自由的波兰.”②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波兰共和国在德

国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重建.
但是,在疆域范围和人口方面,波兰人的设想还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

宛、拉脱维亚的一小部分、德国的哥尼斯堡和西里西亚东部.但是,根据１９２１
年波苏签订的«里加条约»,这些几乎都没能实现.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跟随奥匈军队同协约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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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认为同盟国会胜的人支持德奥,认为协约国会胜的投靠英法美.捷克斯

洛伐克统一国家的创建者实际上是亲英美的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

华贝奈斯.战争爆发后,他们流亡西欧,领导旨在争取建立独立的捷克—斯

洛伐克的解放运动.为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认同和支持,１９１８年４月,
马萨里克来到了美国,他一方面广泛接触捷克和斯洛伐克侨民,就未来国家形

式和斯洛伐克人在其中的地位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与威尔逊商谈建立捷克

斯洛伐克独立国家的条件.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相继承认未来的捷克斯洛伐

克是协约国之一,马萨里克起草的«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在美国发表.贝

奈斯在巴黎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委员会”并组建了海外军团,随同英法

军队同协约国作战.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奥匈帝国宣布投降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

国成立.新建的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构建,由于«特里

亚农条约»划归的卢塞尼亚原属于匈牙利,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匈牙利人.
比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构建,匈牙利的独立民族国家是在原有的

民族认同和领土认同被撕裂后建立的.在１８６７年诞生的奥匈帝国中,匈牙利

人依附于奥地利,但又统治着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宣布

脱离奥地利,单独成国.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匈牙利不同的政治派

别却分歧很大.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匈牙利建立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右派、小资产

阶级激进派等组建的匈牙利共和国.此时的匈牙利不仅民族矛盾复杂,受俄

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各种政治矛盾也非常尖锐,特别是在莫斯

科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匈牙利民众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

府想在协约国的支持下镇压共产党,但又不敢答应协约国提出分割匈牙利的

条件.于是,他们同匈牙利共产党谈判,最终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匈牙

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存在的１３３天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改
造社会经济的措施.但是,１９１９年４月,法国联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等国的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７月,协约国发

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８月１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颠覆.匈牙利的领土也

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波兰、
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瓜分.① 根据１９２０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

３/４的领土和２/３的人口.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国小言轻,地理位置又不像中欧和东南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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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重要,在国际舞台上难见身影.１６世纪,立陶宛与波兰合并时曾盛极一时,
但１８世纪末逐渐被沙皇俄国吞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立陶宛一度被德国

占领.１９１８年２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并建立了西方式的共和国.但是,立陶宛

的独立并不顺利,先后与苏俄军队和波兰军队发生战争.１９２０年７月,立陶宛

与苏俄签订和约,苏俄承认立陶宛独立,但是,波兰军队占领了维尔纽斯和立

陶宛的东部地区,立陶宛将第二大城市考纳斯作临时首都.爱沙尼亚和拉脱

维亚比较相似,１９１８年之前都受制于俄国和德国,先后于１９１８年２月和１１月

宣布独立.独立后,这两个国家先与苏俄发生战争,然后被德国占领,德国人

撤走后,又与苏俄发生战争.直到１９２０年,苏俄才分别于２月和８月承认这两

个国家的独立.
由于存在着种种不认同以及造成这些不认同的因素仍旧起作用,到１９１８

年,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只是在凡尔赛体系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中搁置下来.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雅尔塔体

系消失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联邦制国家相继解体,欧洲大陆上又

出现新一波民族国家构建潮,产生多个民族国家.

五、社会发展模式的被动依赖

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中东欧国家的稳固程度与国际体系对它们约束

的程度呈正相关态势,这些国家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上的认同问题要么是

隐性的,要么是以政治性的外貌显现出来.但是,当国际体系弱化和崩溃的时

候,这些国家原有貌似认同中暗含的不认同迅速露出原形,每个国家内部和各

个国家相互之间的乱象尽显,要么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要么成为它们的马

前卒,遭受一番苦难之后不得不再听命于大国建立的新的国际体系.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２０年是它们历史上是相对的自

由发展时期,表面上不再是哪个大国的附庸,也不再直接受哪个大国的控制.
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同结果把东欧国家分成了胜利者和失败

者两部分.另外,英、法等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崛起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之间

的复杂关系,中东欧国家独立发展的进程仍然十分曲折,体现在民族关系、国
家建构上的认同政治背离不断加剧.

中东欧多数国家不是独裁就是分裂,少数民族更多地被错误地对待.①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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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虽然建立了,但复杂

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各民族围绕国家结构形式和政体的分歧和争论不

断.“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是在奥斯曼和奥匈帝国

的废墟上建立的,当政者本应着力实施民族平等的政治,妥善解决民族间的历

史纠纷,消除隔阂和分歧,增强民族团结.可事实正相反,国王亚历山大一世

否认不同民族的存在,认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一个民

族,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一支,马其顿是南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是宗教信仰

问题.１９２１年６月,王国的制宪议会在塞尔维亚政党坚持下强行通过了«维德

节宪法»,以法律形式否定了不同民族的存在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制宪

议会表决时,塞尔维亚议员投票赞成,而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议员持反

对态度.此后,王国议会里各政党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民族之间

的较量.为压制其他民族的反对,１９２９年１月,亚历山大国王宣布废除宪法、
解散议会,禁止和取缔了一切“旨在改变现存制度或具有宗教和民族性质”的
政党组织,严惩一切“反国家的政治活动”.①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将国名改

为单一的南斯拉夫王国,把原来的３３个州改为９个行省,塞尔维亚人在其中的

５个省占有多数,而非南斯拉夫民族在国家政府中没有任何地位.经济上,南
斯拉夫王国没有采取有效政策来缩小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相反,通过强化塞尔维亚的做法来扩大这种差距.宗教信仰上,南斯拉夫王国

对塞尔维亚人所信奉的东正教给予特别的关照,使之拥有比较大的权益,而斯

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所信奉的天主教却享受不到这些权益,至于说阿尔

巴尼亚族和波黑塞族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地位就更低了.总之,南斯拉

夫王国表面上是维系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实际上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不

平等,由此产生的民族离心力更强、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更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２０年,中东欧国家都在凡尔赛体系中受国际政治

不认同的撕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条约»“伤害”最大的是匈牙利和

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是

德、奥的盟友,因而在战后都成了战败国,割地赔款发展受限,心中深深埋下了

复仇的种子.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利用民众对«凡尔赛条约»不满而产生的民

族主义情绪来煽动复仇主义和沙文主义,利用匈牙利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

恩怨与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保加利亚的直接反应虽然不像匈牙利那样激

烈,但对塞尔维亚参与分割马其顿耿耿于怀,也因此与塞尔维亚人的关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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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根据相关条约,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失去的领土大多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

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三国得到.与前两个

国家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相反,后三个国家主竭力反对修约.为此,它们还

组成了巴尔干“小协约国”.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小协约国之间的矛盾,①“集中

反映了战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东欧各国后来截然不同的政治走

向,即追随德国法西斯还是反抗法西斯的重大政治原因”.②

希腊、阿尔巴尼亚波兰和波罗地海三国虽然没有陷入上述两类国家所面

临的那些纠结,但在认同政治上也各有难处.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问题

是在实行什么政体上缺乏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君制,１９２４年改为共和

制,１９３５年又改为君主制.从１９２０年再次独立,先是民主政府,１９２５年成立

共和国,１９２８年又改为王国.与希腊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的主角就是

索古一个人.波罗地海三国都很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是为生存而奋

斗.波兰国家虽然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大的,但它的东西两端是比它更为强大

的苏联和德国.波兰的内部认同是靠毕苏茨基的强人统治,但外部却因既没

有加入反对修约方也没有与要求修方为伍而缺乏国际社会对它的认同.德国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凡尔赛条约»划定了它与波兰的边界.波苏边

界划分却十分曲折.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双方都对战后边界划分不满,导致

苏联和波兰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直接导致了苏联伙同纳粹德国于

１９３９年瓜分了波兰.战后,同样是在大国的主导下,波兰东西边界都发生了向

西位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欧国家中的一些国家或被占领或被瓜分,另一些国

家则与德意法西斯为伍.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但是,中东欧

是欧洲的最初的战场也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命运又一次将中东欧国家卷入战

争的漩涡,但主角是大国,中东欧国家只扮演悲剧性的配角或流浪者.即便它

们的反法西斯运动,活动范围和力度也都附着在东西方大国关系框架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确立了雅尔塔体系,欧

洲一分为二.在这个体系中,希腊属于西欧国家,波罗地海三国成了苏联的组

７２

认同政治的挑战

①

②

“小协约国“是指在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１年间,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共同组成的一个同

盟.同盟目的为了抑制匈牙利的民族统一主义及领土收复主义,以及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重建.法国认

为,“小协约国”可以重建对德国的两线夹击威胁,是一个保障法国安全机会.缘于此,法国支持这个同盟,
与“小协约国”的盟国签订了多个条约.由于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施绥靖政策,小协约国在１９３６年开始崩

解,１９３８年«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同盟完全解散.
唐春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４９页.



成部分,而其他七国加上１９４９年诞生的东德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地缘

政治意义上东欧国家.在此后的４０多年中,这些东欧国家就在这个体系中挣

扎.在体现大国利益的雅尔塔体系中,民族关系和国家建构上的不认同只能

深藏于内心.在苏联放松控制或改变控制方式时,东欧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不

认同也时有显露出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言论和行为.同样是在雅尔塔

体系当中,中东欧民族的内心还有着一些看似很荒谬隐情:“波希米西属于捷

克还是德国? 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的还是罗马尼亚的? 乌克兰人属于波兰

还是俄罗斯? 克罗地亚的边界在哪儿? 保加利亚的领土在什么地方? 塞尔维

亚和希腊又在哪里?”①总之,东欧国家表面上的政治认同是建立在内外背离的

基础之上,事实上的一切不认同都是在无声或有声中慢慢地积累着.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核心的不认同就是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东欧最

基本的含义就是受苏联控制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这八个国

家在成为东欧国家之前是受不同的西欧国家控制,实行的都是欧洲模式.决

定它们成为东欧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关系,而非它们自己的选

择.雅尔塔体系将分裂的欧洲现实固化下来,楚河汉界,井水不能犯河水.但

是,无论从西方角度还是从苏联角度,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水火不

容,于是出现划定范围(在欧洲)、限定方式(不直接动武)的冷战.东欧国家将

自诞生以来跟随和模仿西方并采取欧洲的发展模式,但在雅尔塔体系中成了

西方的弃儿.它们不得不彻底割断欧洲模式,不得不全面实行苏联模式和接

受苏联的控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只有在苏联在改革

这种模式的时候,东欧国家似乎才看到了一丝光亮,努力地去改革甚至想借机

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但是,东欧国家这方面的言行如果跨越了雅尔塔

体系,苏联毫不犹豫地用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将它们压制下去,而西方国家也是

袖手旁观.所以,东欧国家从内心上说对苏联模式根本没有政治好感,更没有

真正的认同感.有波兰学者将东欧国家对欧洲模式的留恋称为传统认同,而
把对苏联模式的态度叫作“假想认同”,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的是这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② 正因如此,在冷战结束之际,东欧国家对

苏联模式和对苏联的长期积累的怨气一下迸发出来,所谓“东欧剧变”在东欧

人自己眼里就是“回归欧洲”,延续的国家向欧洲模式转型,而新独立的民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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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欧盟给出的“欧洲方式”构建的.①

在苏联模式之下,作为国家建构主要基础的民族认同长期被误读,这是苏

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在实现苏联

模式的国家中,民族问题本质上从属于阶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存在

民主问题,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三个联邦制国家

在民族政策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陷.事实上,“现代国家建立的关键因素就

是民族主义,一种充满激情的大众对基于领土、语言、文字的国家认同”.② 这

样的民族主义在东欧广泛地存在,在苏联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也存在.
“正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将证明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苏联化是肤浅的.
波罗的海各民族努力保持对独立时代的历史记忆,在独立的２０年中它们是欧

洲政治和文化的坚实的一部分,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他们在遣产和生活方

式方面是最西方化的共和国.”③

南斯拉夫根据１９４６年宪法建立了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平

等,但事实上平等的只是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

顿、黑山五个共和国的主体就是这五个同名的民族,波黑的主体则是塞尔维亚

人、克罗地亚和波黑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虽然人口数量大,但只

能是少数民族.他们所在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面积虽然比黑山的大,但也只

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治下的自治省.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平息塞尔维亚人和阿

尔巴尼亚人的历史恩怨,反而强化了科索沃问题.有学者指出:“南共中央战

后照搬苏联的方案,采取的行政区划制度日后产生了诸多问题,它成为南斯拉

夫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性隐患.”④

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虽然语言相近、信仰相同,但历史境遇却不完全

相同.在同处一国的时候,由于捷克人处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

高,斯洛伐克人感到的常常是不平等.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捷克人和斯洛伐

克人虽然长时间共处一国,但在绝大多数民众中没有形成共同的捷克斯洛伐

克意识.至于说被强行并入苏联的波罗地海三国,对苏联更是没有丝毫的认

同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边上,有一座“１９４０—１９９１年被占领博物馆”.
它要告诉人们的是,在波罗地海三国民众的心中,苏联和德国都是占领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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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苏联更甚.对他们来说,苏联的最后一次占领不

仅剥夺了三国的独立,而且把它们强行并入苏联并统治了４０多年.在这４０多

年中,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的减少,俄罗斯人的移入,共产党员

人数的增加,都被视为苏联对波罗地海的“殖民地化”.① 正是由于不认同它们

所在的国家,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剧变的同时,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解体了.由

于民族关系复杂且历史包袱沉重,南斯拉夫的解体不仅血腥,而且时长,甚至

可以上说今天还没有结束,因为科索沃的最终地位仍然没有确定.捷克和斯

洛伐克是在剧变之后和平分手,苏联的解体则是从波罗地海首先开始的.
在此后的３０多年中,由原东欧国家演变而来的中东欧１３国,从苏联独立

出来的波罗地海三国走出了苏联扎结的篱笆,无一例外地回归了欧洲.从社

会发展模式上说,它们全部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从新国家构建上

说,它们中的一些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欧洲模式自身的特点,这
些国家无论在社会转型还是在新国家构建或是在这两者完成了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发展都有较大的自由度,每个国家可以尽情地展示自身特征.但另一方

面,这些国家又以融入欧洲一体化为目的,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个

目的.欧盟有欧盟的规则,北约有北约的纪律,所以,中东欧国家实际上又进

入了新的约束“牢笼”.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回归欧洲”就意味着它们必须让

渡一些它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才得到的国家主权或民族特性.所以,如今的

这些中东欧国家正纠结于“共性”(加入欧盟)和“个性”(维护主权)之间,依旧

摆脱不了社会发展上“被动依赖”的宿命.从认同政治上说,在大国主导的国

际社会管控下,中东欧国家在主权、疆界和人口构建上的不认同并没有完全消

失,只是都被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强行地压制下来.在这方面,波黑之成国和

科索沃之“成国”②就是非常显性的例证.更为重要的,前述那些影响认同的因

素如今多半还在,有的弱化了,但也有的强化了.所以,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

建上,中东欧一些国家仍然处于认同政治背离的困境之中.

结　　语

中东欧原本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消失之后出现的一种地区称谓.但随着

陆续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单独区域的中东欧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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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寒冰走苏东»,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４３页;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

史»,第１３２—１４４页.
科索沃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没有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承认.



研究角度说,２０１２年以后,对中东欧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分野.国外学界关注

的重点,一是这些国家与欧盟的关系,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冷战时期的

历史,三是政治腐败和民族冲突,四是国别研究.国外学术界少有将它们再作

为一个区域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献了,越来越淡化中东欧的整体性.中国学界

刚好相反,不仅越来越强调中东欧的整体性,而且还不断地扩大中东欧地区的

外延,将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地海三国和原属西欧的希腊纳入到中东欧,在
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１７＋１”)的框架下进行整体研究和国别研究.与此同

时,对由１７国组成的中东欧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于历史也不是政治,而聚焦

在中国同它们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上面,中东欧国家的国别研究也基本服

务于此.时代在发展,学术也要与时俱进,但是深层次的、属于基础性的研究

大概还不能抛弃.为了使“１７＋１”合作走得更好、更远,仍然而要从历史、从国

际政治角度关注这些国家的前世今生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上述五个部分从欧洲史角度论及了中东欧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过程

中的认同政治,重点剖析了影响认同的各种因素.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写这些,
主要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观察中东欧不能单从西方的或中国的视角去认识

和评析中东欧,更应重视从中东欧自身的多样性、差异性来解读中东欧,“万花

筒”式的中东欧才是真实的;第二,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上的不认同

仍然存在.当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稳,地区和

国际局势比较安定的时候,这些不认同多半是隐性的.反之,这些不认同就可

能以包括冲突在内的多种方式显现出;第三,在中东欧,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

间存在程度不同的政治不认同是正常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可以利用,但不可

能人为地改变.从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

一个整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视它们为一个整体,它们就真的是一个整体了.
需要以正确的心态观察中东欧,在求“同”的同时,要时时关注“异”及其成因.
第四,基于以上几点,从学术研究应有的内在逻辑上看,本文论及的中东欧很

难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研究对象,更谈不上构建所谓“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欧研究”①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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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刚:«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