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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第一个大帝国

中国有句老话，“一部二十四
史，不知从何说起”，读伊朗史，也
有同样的困惑。

金戈铁马、开疆拓土，是多少
王者一生的追求。在世界古代史
上，人类总共建立了六个横跨亚欧
非的大帝国，分别是波斯帝国、亚
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
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

1971年，伊朗举行了一系列纪
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
年的庆典活动。军人手举伊朗国
旗，身穿波斯帝国时代战甲，请伊
朗国王检阅。古典波斯时代服饰和
现代伊朗军队的武器相映成趣，上
演一场穿越大剧。

伊朗旧称波斯，1935年起才改
称伊朗。伊朗人心里，波斯帝国存
在了2500年。和中国类似，波斯帝国
也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它的源头
叫阿契美尼德王朝，也被称为“波
斯第一帝国”。鼎盛时期，阿契美尼
德王朝拥有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1800万人口。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同期，
居鲁士大帝建立起超过秦皇汉武
的功业，难怪伊朗百姓对他那么崇
敬。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
下。如果只是对别地、别族进行武
力征服，还算不上英雄。波斯帝国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阔的
世界性大帝国，如何治国理政，需
要自己去摸石头过河。

居鲁士大帝的仁德，被犹太人
写进了《旧约圣经》里。当年，居鲁
士大帝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下
令让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
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在耶路撒冷
重建犹太教圣殿。这件德政，犹太
人至今铭记。

今天的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
一件“居鲁士圆柱”。上面是居鲁士
大帝征服巴比伦城后留下的一段
文字，宣布解放奴隶、信仰自由和
种族平等，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部人权宣言”。

对新土地上的人民及其信仰，
实行民族和宗教宽容政策，成为这
个王朝的底色，被后来的冈比西斯
二世、大流士一世等延续下去。

大流士一世是一位王朝中兴
之主，同样雄才大略。他深知一个
民族混杂、经济联系薄弱的政权难
以持久，改革势在必行。设立行省、
组建军区、制定法典、构建税收制
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筑御道
开挖运河……他的一系列举措，让
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大一统”。

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了220
年，比起我们的封建王朝不算太
短。中国的各朝代，只有汉、唐和
明、清比它长。

起起落落是一个帝国的常态。
后续的波斯帝国，在帕提亚王朝、
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凯加王朝、

巴列维王朝、巴列维诸王朝都曾雄
霸一方，只是再也没有阿契美尼德
王朝那番不世之功了。

波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古时两国交往的通道，就是赫
赫有名的丝绸之路。

汉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
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副使曾访
问波斯，中国史书里管波斯叫“安
息”。后来，汉武帝又遣使专程访问
安息国，安息派大将率领二万骑
兵，驱驰千里，赶到东部国界隆重
迎接汉使。当汉使返国时，安息使
者随同而来，首次访问了汉王朝，
带来鸵鸟蛋、幻术师作为礼物。

古波斯有句谚语，“希腊人只
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
眼睛”，意思是中国不仅精通理论，
还拥有技术。中国从波斯引进了大
量物产，如葡萄、石榴、黄瓜、胡椒
等，而波斯也学习了中国丝绸、铁
器、瓷器的生产技术，获利甚巨。就
连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明教的根
源都在波斯。

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如果波斯一直强大下去，也就
不会有后续那几个横跨亚欧非的
大帝国了。

无论是从创建霸业还是经济
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波斯的地理位
置真是没得挑。这里是“三洲五海
之地”，位于亚、非、欧三洲交界地
带，在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
海和里海之间。无论向东西南北
哪个方向发力，都能有番作为。只
是，不仅波斯这么想，它的邻居们
也是这么盘算的。

有个魔咒，一直困扰着波斯
和后来的伊朗：为什么受伤的总
是我？

波斯不可谓不强大，但是在
它身旁，总有能与之抗衡甚至更强
的对手存在。与这些狠角色交往，
波斯总是处于下风，甚至一次又一
次摊上亡国之祸。

伊朗人引以为傲的“波斯第一
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断送在了
希腊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手里。
至于波斯人和希腊人究竟存在什
么矛盾，非得你死我活，哪怕是希
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搞不清
楚。

总之，外来征服者不仅把波
斯国都波斯波利斯城付之一炬，
还在此后的百年间，把波斯人变
成了自己的臣民。从世界第一帝
国之民到异族统治的亡国臣民，
这种身份骤然转变所造成的民族
心理创伤，让人想想就觉得后背
发凉。

好不容易走出了希腊人统治
的阴影，恢复起国力，建起了蒸蒸
日上的“波斯第二帝国”帕提亚—
萨珊王朝，可波斯人又迎来了一位
更难对付的新邻居：罗马帝国。双
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谁都想在
这块地盘上当老大，结果鹬蚌相

争，渔翁给得了利。
波斯被罗马拖得精疲力尽，引

发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自628年开
始的五年间，竟然更迭了五位帝
王。就在此时，高举宗教大旗、崛起
的新兴力量阿拉伯人走到台前，对
波斯展开了进攻，轻易便灭亡了风
云一时的“波斯第二帝国”。

好不容易熬到16世纪，“波斯
第三帝国”沙法维王朝的对外关系
依旧惨不忍睹。它的对手换成了奥
斯曼帝国，这是一个国力之强让整
个欧洲心惊胆战、视作梦魇的国
家。

对阵奥斯曼二百年，波斯败多
胜少。让波斯郁闷的是，就算打了
胜仗，自己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
百”。无奈之下，帝国的都城一路南
迁，以避敌锋芒。然而，这场战争马
拉松的赛道上，除了奥斯曼，波斯
的对手还有土库曼、乌兹别克、阿
富汗、俾路支、俄罗斯……实在是
太难了。

即便是到了文明许多的20世
纪，这片土地还是不安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不
仅是盟国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资的
重要通道，也是在此有驻军的英、
苏、美的角斗场。特别是随着二战
局势的明朗和冷战思想的抬头，
美、苏、英对伊朗的争夺日趋激烈。

战后，英、美联手把苏联势力
赶了出去，美国又帮伊朗摆脱了英
国势力的钳制，剩下了美国一家独
大。从两伊战争到伊朗核危机，时
至今日，这个国家依旧在为真正的
独立自主，做着各种抗争。

心中有个“波斯梦”

如同其他渴望复兴的民族一
样，伊朗人也有一个“波斯梦”。

作为文明古国，伊朗人十分看
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在伊朗，不分
男女老幼，几乎人人会背诵波斯历
史上大诗人的诗。

伊朗历经战争和自然灾害，对
文物的保护却是世界一流。近年
来，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多次踏上伊
朗土地，在他的相机镜头中，我们
看到了伊朗人文化保护的执着。

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国阿契
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大流士一世
所建。世界上现存的古城遗迹中，
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屈指可数，比
如雅典卫城、罗马古城、庞贝古
城，当然还有这座波斯波利斯。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文化的
记忆却不能抹去。公元前332年，
亚历山大东征中，波斯波利斯被
焚毁。木质的屋顶灰飞烟灭，石制
的地基、柱台、廊柱与柱头得以保
存。狮子、鹰等动物形象被对称地
雕为柱头，或立于石柱，或卧在地
面，昭示着昔日波斯文明之盛。

现在的伊朗，不能算是个小
国。它的国土面积约164 . 5万平方
公里，世界排名第17，人口也有
8100多万。然而，伊朗人心心念念

的，始终是那个大波斯帝国。辉煌
的历史，留给这个国家沉重的偶
像包袱。

可惜，现实总是无情地打脸。
强盛时期遭遇挑战，衰落时期备
受欺凌；曾被迄今最深恶痛绝的
阿拉伯人征服，但仍然举国信仰
源于沙特的伊斯兰教；身为海湾
大国，却还在身背国际制裁，难以
发挥地区领导者作用。

经历总是决定一个人、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心态。伊朗的文化
心态是：外部敌人不希望伊朗强
大，它们总是在阻止伊朗的健康
发展，伊朗是国际社会的受害者。

其实，这事情也没什么想不
开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
里会成为东方、西方冲突的前沿
阵地。亚历山大东征、蒙古人西
进、阿拉伯大军征服半个世界，都
是先征服伊朗高原，再将它作为
进一步扩张的跳板。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东
西方的博弈史。东西方的天平，受
双方文明发展水准的牵引与制
约，而来回倾斜改变。波斯的历史
证明，过去两千多年，基本态势的
变化是从“东强西弱”到“西强东
弱”。

波斯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
遭遇十分相似：都有数千年的文
明史，创造了伟大灿烂的文化，都
是曾经的强国；在西方工业化后，
两个民族都衰落了，并遭受列强
欺凌。

只不过，位于近东的波斯，相
较于处在远东的中国，受到西方
列强的冲击更早更猛烈。这种冲
击使波斯帝国的瓦解相当彻底，
甚至经历了从“波斯”到“伊朗”这
样断裂性的变革。

苦不苦，眼睛总得向前看。地
理位置给伊朗的发展进程带来重
大影响，历史包袱对当下伊朗内
政外交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但
是，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无法选
择，历史往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如
果只是怨天尤人，只能在执念里
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波斯是一面镜子。东西之争
依然存在，只不过东方的前沿，已
经换成中国。如果中国重蹈此前
东方国家的覆辙，单纯从东西对
峙的视角看待这种博弈的话，恐
怕仍难有大突破，好在越来越多
的人已经意识到这点。

在最近中国大使馆捐赠给伊
朗的物资上，用中文和波斯语写
着古波斯诗人萨迪名句：“亚当子
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原
诗是这样的：“亚当子孙皆兄弟，
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
体，一肢罹病染全身。为人不恤他
人苦，不配世上枉为人。”

这首诗被作为座右铭悬挂在
联合国总部，成为国与国之间和
平共处的行为准则。想必，这也是
中伊两个受过深重苦难的文明古
国的共同心声。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

从波斯到伊朗
为什么总在受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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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界界上上的的文文明明古古国国，，全全都都灾灾难难深深重重””，，北北京京大大学学教教授授李李零零在在《《波波斯斯笔笔记记》》全全书书终终结结
处处，，写写下下这这么么一一句句话话。。这这部部书书里里，，还还附附了了许许多多了了解解波波斯斯的的参参考考书书目目。。

伊伊朗朗旧旧称称波波斯斯，，11993355年年起起才才改改称称伊伊朗朗。。两两千千五五百百年年来来，，位位于于东东西西文文明明的的交交汇汇点点、、进进
可可攻攻退退可可守守的的波波斯斯，，屡屡屡屡遭遭受受飞飞来来横横祸祸。。深深重重的的灾灾难难是是一一部部书书，，而而每每个个阅阅读读者者得得出出的的
结结论论却却各各不不相相同同，，这这也也往往往往左左右右着着阅阅读读者者的的命命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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