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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 源远流长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开
幕。这场以“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的大会，是今年中国
举办的又一场重要外交活
动，世界瞩目。

5 月 13 日，观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观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大美亚细亚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
亚洲文明展”
”上参观
上参观。
。

亚洲作为世界的一个大洲，占全球
陆地总面积的 29.4%，其人口占世界总
人口的 60%，现已超过 40 亿人。古往
今来，亚洲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东
亚、东南亚，还是南亚、西亚、中亚地
区的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尽管不尽
相同，各有特点和优势，但都为亚洲文
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也
都为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
的作用。

亚洲在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大
在远古时期，亚洲各个地区有不少
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古代农业率先在
这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人们在农业
经济的基础上立家、立族、立邦、立
国。由于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比较安定
平稳，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而
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
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
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而
且它们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
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指出：
“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
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
“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
从公元前后至 19 世纪中叶的将近
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
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
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
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据统计，到公元 1750 年，在当时世
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 32%，印度占
24%，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
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 17%。《泰晤

士世界历史》 一书中写道：“在整个近
代早期，东方的经济规模比欧洲要大得
多，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
洲；从 1500～1750 年，亚洲生产着当时
世界上约 80%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
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亚洲人，生产着
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所以，在 1500
年之后的近三个世纪，亚洲人有生产力
最发达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中国、印
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
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条
件，甚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状态，
阿拉伯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却在公元
830 年至 930 年的一百年间，开展了著
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将阿拉伯地区
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典籍和阿
拉伯人对它们的发展成果，以及印度的
数字系统和中国的古代发明传播到欧
洲，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
对于来自东方阿拉伯等地区的这种贡
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中，可以说
是有口皆碑的。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
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
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
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
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
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和
威尔斯都指出，“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
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
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艺复兴这场伟
大的运动。
”
“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
会至少落后二百年。
”

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影响
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
的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之中也
是称道不已的。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
在欧洲出现过一百年的“中国文化
热”。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
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
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
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
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
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
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
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写道：
“英国自觉
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
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
”
“如
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
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
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
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
然而，从 16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
的 300 多年间，亚洲就遭到了西方列强
的殖民掠夺。据统计，按现在亚洲的
48 个民族独立国家计算，在这 300 多年
中，有超出 40 个国家先后遭到了西方
列强的武力侵略，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
半殖民地。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在近代所
共同经历的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但是亚
洲各国人民不甘列强的蹂躏，发扬爱国
主义的团结奋斗精神，同殖民者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陆续取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
胜利。
据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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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三大文明古国的文明成就
两河文明
世界最早的人类文明——两河
城邦文明（6500 年前～6000 年前）。
世界最早的文字——苏美尔人
楔形文字（5200 年前）。
世界 最 早 的 城 市 —— 耶 路 撒
冷附近的耶利哥城（8000 年～1 万
年前）；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8000
年～1 万年前）。
世界最早的冶炼实践——两河
流域城邦金银矿石冶炼实验（7000
年前）。
世界最早的历法——苏美尔人
太阴（月）历（具体时间不详，早于埃
及太阳历；有说法认为其有 5000 年
历史）。
世界最早的农业——新月地带
（1.1 万年前）。

古印度
印度数字。
世 界 最 早 的 日 心 说 —— 出 自
《阿 利 耶 毗 陀 论》
（公 元 499 年 成
品）。
世界最早的系统宗教——印度
教（4000 年前，
与犹太教并列）。
中国
世界最早的造船技术——浙江
萧 山 跨 湖 桥 遗 址 独 木 舟（8000 年
前）。
世界最早的酿酒技术——河南
舞阳贾湖遗址果酒沉淀物（9000 年
前）。
世界最早的哲学著作——老子
《道德经》
（2500 年前）。
世界最早的军事学著作——孙
武《孙子兵法》
（2500 年前）。 晚综

亚洲古老乐器
贾湖骨笛：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
古老的乐器，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古琴：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南宋以后
位列“琴棋书画”之首。
乌德：广泛用于伊斯兰国家地区，大约
十世纪时传入中国，中国的琵琶据说是由乌
德琴演变而来。
西塔琴：印度最具代表性的拨弦乐器。
独弦琴：只有一根琴弦，始于殷商，唐
宋时期在中原消失，自八世纪开始流行于中
南半岛地区。
尺八：身长一尺八寸，是中国吴地传统
乐器，后经由日本，传扬于世。
奚琴：朝鲜族人民喜爱的弓弦乐器。
马头琴：蒙古族牧民为纪念心爱的白马
而作。
五弦琵琶：中国弹拨乐之王，曾远渡重
洋，成为唐朝的珍贵礼物。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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