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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
时殷弘

争

惠黎文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需要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
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一场持久大战, 并在它们互相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

终战胜迦太基的基本缘由。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 较量的主体是
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的罗马与迦太基, 而在战略领域, 它们却大致只是汉尼拔个人与元老院
主宰的罗马国家。罗马赢得了所有三方面的较量, 其中真正艰难并且确实曲折跌宕的是在战略
方面, 包含重要的战略机理, 而费边和小西庇阿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贡献特大的两位军事统
帅, 罗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则构成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比较而言, 作为民族精神和政治文
化竞争的文化较量最深刻、最广泛, 制度较量次之, 战略较量又次之。然而, 由于军事天才汉尼
拔, 对人类事务影响非同小可的偶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 体现了人世间
偶然对 结构性 必然的一幕精彩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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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上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性较量, 其结局决
定了西方文明的方向。公元前 218~ 202年罗马与迦
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较量。罗
马人的胜利使之成为 世界性政治力量 , 西方将由雅
利安人而非闪族主宰, 其未来面貌将主要由希腊罗马
①
文化而非闪族文化塑造。

帅彻底失败? 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他的一次次巨大的
打击, 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 在相关
历史著述中, 希腊大史家波利比阿首次就此论及了罗
马和迦太基的政治制度, 而自 19世纪末以后, 尝试从
类似的甚至更广的层次解答这些问题往往成 为古典

在这最根本的意义之外,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所以
引起古往今来格外的兴趣和关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其最著名的主角人物
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他径直
侵入意大利半岛, 战无不胜达 15年之久, 致命地威胁
了罗马的生存。然而, 最后汉尼拔彻底输掉了这场战
争, 强大的迦太基帝国最终沦为一个对外丧失自主权
和被迫不设防的城市。
为什么汉尼拔这位军事史上的罕见奇才和伟大统

①

[ 英 ] R. H. 巴洛著, 黄韬译: 《罗马人》, 上海: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0~ 31页。闪族自 公元前五 千年往后 以西亚为 中心, 其
中向地中海西部散布最广的 为腓尼基 人, 其发祥 地在地 中海东 岸相当
于现今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 一带, 古称 迦南。希 腊人惯 称其为 腓尼基
人, 意大利人则称其为布匿人。腓 尼基人 以商业、航海、制造业 和殖民
事业见长。迦太基是腓尼基人 的殖民 地。关于 闪族和 腓尼基 人, 参见
[ 德 ] 特奥多尔 蒙森著, 李稼年 译: 《罗 马史》第 三卷, 北京: 商 务印书
馆, 2005 年版,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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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
军事史和战略史界的兴趣所在。
与前人的这些

⑦
心。
平定雇佣军叛乱后, 哈米尔卡将 眼光投向与意

论述相比, 本文试图以更集中也更深刻的方式进行考
察和分析, 或者说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较

大利陆地相接的伊比利亚 ( 西班牙 )。公元前 236 年,
哈米尔卡携其幼子汉尼拔领军征服伊比利亚, 使之迅

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 在大战略、
基本制度和

速成为迦太基财政和兵员的主要来源。哈米尔卡还在

文化本质互相间复杂和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

此地实行征兵制, 建营编练军队, 训练兵士成为忠贞不

最终战胜迦太基的根本缘由。

贰的勇士。在军营中, 哈米尔卡教养汉尼拔及其弟哈
⑧
兹德鲁巴继承他的复仇计划和他的天才。
战败者与

一

战胜者之间的新一轮权势转移趋势由此清晰地浮现出

罗马、迦太基、汉尼拔

来。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 罗马与迦太基是地中海

为限制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强劲势头, 罗马与之
缔约, 划定伊比利亚北部边界。然而, 公元前 222 年,

西部两大彼此竞争的主导力量。迦太基历史悠久, 发

20余岁的汉尼拔成为在伊比利亚的军队统帅, 其根本

展程度较高, 公元前五世纪即成为地中海西部强大无
敌的海上商业帝国。它由势力强大的商业家族组成寡

目标就是发动新的战争, 变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力
量对比和地位对比, 复兴迦太基的地中海优势。三年

头集团执掌政权, 在地中海西部众多海岛、
北非和西班

后, 他围攻并攻陷罗马在伊比利亚的同盟城市萨贡图

牙建立了贸易据点和殖民地, 逐渐将西地中海变成自

姆。罗马随之向迦太基宣战。

己的内湖并在那里拥有海军霸权。由此, 伯罗奔尼撒
战争期间迦太基在财政力量上强于希腊一切城邦, 波
②
利比阿称之为世界最富的城市。

①

有关研 究见 H an s D elb r ck, H istory of the A rt of W ar, V o.l 1,

在同一时期, 罗马仅是意大利半岛中部的一个二
③
流农业城邦。
然而, 在尚武贵族统治下, 它逐步发展

L in coln and London: U n iversity of N ebraska Press,

成为整个意大利的霸主: 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罗马迅速

W ar: R om e and H er Ital ian A llies,

成为 拉丁同盟 的领袖, 在意大利中部确立了主导地

1915, pp. 87- 124; Barry S. S trau ss and Jos iah O b er, The Ana tom y of E r

位; 一个世纪后, 罗马人已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首强;
到公元前 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时, 波河以南所

Y ork: St. M artin s P ress, 1990; Jam es Park er,

有意大利城邦已悉数并入罗马同盟。④

G en ius, H annibal Barca,

在古代世界, 相邻强国间的 均势 难以持久。历
时 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首

2005 _10 _01_academ icpres_arch ive. htm ;l B. D. H oyos,

K ind of G en ius? Greece& Rom e, 2nd Ser. , V o.l 30, N o. 2, O ctob er 1983,
pp. 171 - 180; E. T. Salm on,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 ic W ar,

次战争, 罗马取得胜利, 迦太基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Greece& R om e, 2nd S er. , V o.l 7, N o. 2, O ctob er 1960, pp. 131- 142; G.

和约条款使罗马获得科西嘉岛和除叙拉古以外的全部

H. D onaldson,

西西里, 连同迦太基缴纳的为时十年的巨额赔款。然
而, 罗马尽可能企求优越权势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 特

2, O ctob er 1962, pp. 134- 141; [ 美 ] 威廉森

质因战胜而变本加厉。不久, 罗马又勒索巨额追加赔
⑤
偿, 并且将迦太基人逐出撒丁岛。
至此, 罗马剥夺了

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的几乎全部海上基地, 后者的海
上优势从此丧失, 整个商业体系也因此近乎瓦解。
受战败的巨大损失和刻骨耻辱刺激, 迦太基人图
⑥

谋再战, 以 自求一种不赖敌人善意的生存 。 汉尼
拔之父哈米尔卡 巴卡是迦太基名将和富有远见的政
治家。他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得出教训: 要想打败罗马,
就必 须缔造占 优势的陆 军, 以 此进攻罗 马的力 量重
34

P rob lem s of the Second Pun ic W ar,

1990; J.

S.

R eid,

The Jou rnal of R om an S tud ies, V o.l

3, Part 2, 1913, pp. 175 - 196; J. S. R eid,

Prob lem s of th e Second Pun ic

Th e Journal of R oman S tud ies, V o.l 5,

ror: Ancient M ili tary D isa sters and Th eir L essons f orM od ern S tra tegi sts, N ew
C om paring S trategies of

the 2nd Pun icW ar: R om e s Strateg ic V ictory over the Tactical /O perat ion al
h ttp: / / darkw ing. uoregon. edu / ~ mharrsch /
H ann iba:l W h at

M odern Id iom in an A ncient C ontext: A nother Look at the

S 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 icW ar,

G reece& R om e, 2nd Ser. , V o.l 9, N o.
默 里等编, 时 殷弘等译:

《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 争》, 北京: 世 界知识出 版社, 2004 年版,
第三章。
②

特奥多尔

③

Barry S. Strauss and Jos iah O ber, The Ana tom y of Error, p. 134.

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15 页。

④

罗马同盟包括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与罗马人 类似的拉 丁人部族

和在意大利的非拉丁部族。每 个盟邦在 罗马有 要求时, 都必须 全数提
供罗马征调的兵员。他们组成的分遣部队总是伴随罗马军团出战。
⑤

威廉 森

默 里 等编: 《缔 造 战略: 统治 者、国家 与 战争 》, 第

71~ 80 页。
⑥
⑦

特奥多尔 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71 页。
H ans D elbr ck, H istory of th e Ar t of W ar, V o.l 1, p. 312.

⑧

[ 古罗马 ] 阿庇安著, 谢德风译: 《罗马史》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1997 年版, 第 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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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损失, 一举歼敌八万, 占意大利 兵役资源的 1 /7。

二

战略与反制战略

坎尼战役后, 包括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亚在内的许
多盟邦归降汉尼拔。李维说这发生在盟邦 对罗马权

战争初期, 汉尼拔出人意料地率军翻越阿尔卑斯

⑤
势的存留感到绝望 之际。
此时罗马权势 似乎在本

山脉, 以接连三次歼灭性战 役 ( 尤其是 极著名的坎尼

年有全灭之势 。⑥ 随后, 汉尼拔运用外交手段, 分别

战役 )摧毁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 罗马权势接
近崩溃。此后, 汉尼拔孤军转战意大利半岛达 15 年,

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和西西里最重要城邦叙 拉古结
盟, 在意大利之外获得军事支持。总之, 汉尼拔不仅是

罗马人的经济、
社会和心理由此遭受无情折磨。汉尼

天才的战术家, 也有可观的战略操作才能。

拔卓越的军事成就使之与亚历山大和凯撒齐名, 被认

然而, 罗马虽遭受严重的挫败, 但其战略随事态变

为是古代西方最卓著的军事天才 之一。饶有 意味的
是, 只有他是这三人当中唯一终告战败的人。因此, 有

更而调整, 以杰出的战略能动性显示了对汉尼拔的优
越。战争伊始, 罗马总的战略目标在于限制迦太基因

观点认为汉尼拔是战 术家而非战略家。① 但是, 如果

征服伊比利亚而复苏的权势。两个罗马执政官各自率

较仔细地观察和思考第二次布匿战争, 便可断定这观
点不免偏颇和狭隘。

军进攻伊比利亚和北非迦太基本土。可是, 汉尼拔在

汉尼拔最终的战争目的或其理想是重新夺回迦太

意大利北部甫一出现, 罗马现行战略便旋即瓦解。罗
马人经重创震撼, 开始反思和调整战略。他们认识到

基因第一次布匿战争而丧失的地位, 取代罗马在西地

不能在汉尼拔选定的战略方式范围内打败汉尼拔, 而

中海的优势。他在战争伊始 就说: 我不是要 打一场
消灭罗马人的战争, 我为荣誉和帝国而战。 ② 他深谙

是必须避敌之长, 克敌之短。与此同时, 危急的形势要

③

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力量的优劣所在。 他依凭在哈米

求采取非凡的政治救策, 即在共和国内实行战时独裁
制。特拉西美尼湖之役败北之后, 费边 马克西穆斯

尔卡军营里训练出来的职业军队, 从陆上入侵意大利
并始终依靠陆战, 同时统筹保护意大利以外的根本战

被任命为独裁官, 采取消耗战略, 紧紧尾随汉尼拔军队

略性基地。他起初部署兵力时, 将大部分军队交付其

力, 汉尼拔的锐气逐渐消减。因费边权力转遭限制而
兵败坎尼后, 罗马在极度艰难中紧急组建四个军团, 并

弟哈兹德鲁巴, 以确保迦太基财政和兵员的主要来源

但拒不与之正面交锋, 同时限制其后勤供应和获援能

伊比利亚的安全。他还遣军北非, 加强迦太基本土防
务。而且, 他入侵意大利的战略意图还包括迫使罗马

且返回费边战略, 消耗和遏制汉尼拔军队。意大利战

无力分兵, 从而使上述两地区免遭进攻。这些无疑是

海上优势是罗马至关紧要的战略资产, 它对西地
中海交通线的控制使之能够不受阻碍地投送兵力, 发

全方位的大战略安排。
汉尼拔首要的军事战略目的是使罗马的盟邦与罗
马分离, 从而剥夺罗马的人力物力优势。外交、
宣传和

局转入僵持状态, 汉尼拔的绝对优势一去不返。

动巨大规模的远距战略进击。迦太基却从未成功地部
署虽然较弱但仍有潜 力的海军力量。⑦ 因而, 罗马人

许诺酬赏是他的战略手段。早在入侵意大利 的两年
前, 他已遣使修好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的高卢人。入侵
意大利后, 他利用高卢人的反罗马激情, 与之结盟。特
拉西美尼湖战役之后, 汉尼拔宣称: 我不是来与意大
利人作战的, 而是要将意大利人从罗马的主宰下解放
④

出来。 与此同时, 他特许每个意大利城邦恢复其旧
日独立和疆界, 释放罗马盟邦战俘而不索赎金, 希冀以
此削弱盟邦人对罗马的向心力。
分离罗马盟邦的关键是在战场上反复重挫罗马军
队, 从而削弱罗马权势在其意大利盟邦中的威望和它

①

B. D. H oyos,

②

Polyb ius, H istories, V olum e III, London and N ew Y ork: M acm il

H ann iba:l W hat K ind of G en iu s?

p. 180.

lian, 1889, reprin ted in B loom ington, 1962, h ttp: / /www. perseus. Tufts.
edu / cgi- b in / ptext.
③

详见现代最杰出的军事史家汉斯

德尔布 吕克就此 所做的论

述: H ans D elb r ck, H istory of th e A rt of W ar, V o.l 1, pp. 352- 357。
④

Polyb ius, H istorie s, V o.l III, ht tp: / /www. perseus. Tuf ts. edu / cg i

- b in / p text.
⑤

参见威廉森

默 里等编: 《缔造战 略: 统治者、国家与 战争 》,

第 70页。
⑥
⑦

特奥多尔 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111 页。
Jam es Parker, Com paring S trategies of the 2nd Pun ic W ar,

ht

们对罗马的畏惧感。公元前 216年的坎尼战役是汉尼

tp: / / darkw ing. uoregon. edu / ~ m harrsch /2005 _ 10 _01 _ academ icpres _ ar

拔创造的奇迹, 也是罗马最惨重的灾难。汉尼拔以微

ch ive. 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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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迅速地在伊比利亚取胜, 迫使迦太基将增援汉尼

协调, 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并继而彻底击败迦太基

拔的兵力中途调离, 令后者无法征服意大利。同理, 罗
马人在西西里的胜利使其控扼了通往意大利南部和西

的权势变更尝试, 服务于达到这一根本战略目的的主

部的交通线。不仅如此, 罗马遣军跨越亚得里亚海, 击

的战略不仅略输一筹, 而且实际上是一种 跛脚 大战

败马其顿, 致使汉尼拔无望从这个陆上强国得到支援。

略: 迦太基寡头政府远未充分动员国家的军事人力和
财政资源并将其输往意大利半岛, 亦未有效建设和使

罗马人成功的外交也有力地襄助了他们的海上优势:
外交操作导致希腊众城邦与之结盟, 群起对抗马其顿。
这的确是罗马人通过灵巧的外交途径节省武力。

①

要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与之相比, 汉尼拔和迦太基

用海上力量配合半岛作战; 汉尼拔虽然运用了外交和
宣传去配合其军事, 但在具有相对稳固特征的意大利

汉尼拔意在破坏罗马倚赖的意大利同盟。然而,

同盟面前难以充分奏效。更重要的是, 他和迦太基政

罗马的海上优势和迦太基元老院的战略消极使他难得
增援, 能用于追求这一目的的战斗力便逐渐萎缩。意

府缺乏一个足够集中、
合理的战略目标, 即主要依凭大

大利盟邦在坎尼战役后一度纷纷倒戈的图景 已成过

略 , 徒然迂回意大利半岛十数年。

去, 而罗马各殖民地、所有拉丁城邦以及众多希腊城邦
始终忠于罗马。罗马人高效运用宣传手段维护同盟,

军猛击 攻克 罗马, 而是 在坎 尼大 捷后 墨 守 边缘 战
罗马在战略上的又一优越性在于其杰出的战略能

包括强调迦太基人是大异于意大利传统和宗教的外邦

动性, 亦即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 而积极调整战 略。
罗马战略的坚韧可变见于特拉西美尼湖之役败北后毅

人。罗马人围攻并重新夺回卡普亚是此次战争的关键

然采纳费边战略, 它的生气勃勃则尤其见于小西庇阿

②
点。
此举大大动摇了汉尼拔在意大利倒戈城邦中间
的威望, 导致其中许多转而请求重入罗马同盟。罗马

在战局僵持不决之际决定性地变更 战略重心 , 将主
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不仅如此,

人本着战略分寸意识区别对待叛离者。他们极严酷地

其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罗马自坎尼惨败到战争

处置卡普亚, 同时宽容善待请求返回罗马同盟的倒戈
城邦。此外, 为拉拢意大利的希腊人城邦, 罗马人将闪

全胜, 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 或

族迦太基描绘成希腊人一向的敌 人。所有这 些导致

称战略 。反观汉尼 拔, 坎尼战 役后的战略几 乎一成

③
天平逐渐向有利于罗马的一方倾斜 。

汉尼拔专注于意大利战场 15年。与此相反, 罗马
人在与之僵持之后, 以更宏大的战略眼界和战略灵活

者说从费边到小西庇阿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 不对
不变, 即使罗马战略已几度变更, 战局基本性质业已
改观。一优一劣, 可谓昭然。

性变更 战略重心 : 公 元前 209年, 西 庇阿之子小西

三

制度的力量

庇阿挥军攻占新迦太基
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头号
战略据点, 汉尼拔不得不望洋兴叹。两年后, 鉴于在伊

孟德斯鸠曾言简意赅地说, 坎尼战役后, 罗马的

比利亚大势已去, 汉尼拔令其弟哈兹德鲁巴率残部抵

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 。⑤ 罗马强盛进程的见

达意大利, 但该部未及与汉尼拔会合便被罗马军团歼

证者波利比阿在叙述坎尼战役时, 意味深长地插入了

灭。随后, 罗马的 外向战略 再度演进。已被推举为
执政官的小西庇阿力主进军迦太基本土, ④ 逼汉尼拔

对罗马政制的讨论。就此, 德尔布吕克赞叹这显示波

率军返回北非。元老院最终采纳了他的战略。由此,
汉尼拔被迦太基寡头集团从意大利召回, 但随即兵败
扎马, 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彻底失败告终。从
此, 迦太基沦为必须听命于罗马的附庸城邦, 罗马在地
中海地区再无强劲对手。
最一般地说, 从战争的全过程看, 罗马战略经典地
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 那就是武
装力量、
政治安排、
财政规划、
外交操作、
对外宣传等各
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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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m es Parker,

Com paring S trategies of the 2nd Pun ic W ar,

ht

tp: / / darkw ing. uoregon. edu / ~ m harrsch /2005 _ 10 _01 _ academ icpres _ ar
ch ive. h tm .l
②

H ans D elbr ck, H istory of th e Ar t of W ar, V o.l 1, p. 342.

③

H ans D elbr ck, H istory of th e Ar t of W ar, V o.l 1, p. 365.

④

参见阿庇安: 《罗马史》上卷, 第 186 页; [古希腊 ] 普鲁塔克著,

陆永庭等译: 《希腊罗马名人 传》, 北京: 商 务印书 馆, 1999 年版, 第 530
~ 531 页。
⑤

[ 法 ] 孟德斯鸠著, 婉玲译: 《罗马盛衰原因论》,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2004 年版,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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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阿是真正 伟大的史家。① 战争与政治内在 统一,

亚为战略重心后, 鉴于承担此项使命的战场最高指挥

战略体系与国家政制紧密相联。罗马能够在一场起先
连战连败的持久战中发挥优越的潜能, 致使强敌最终

官责任重大, 鲜有敢问津者, 决定将推举权力破例地交
给民众。时年 24岁的小西庇阿尽管资格尚浅, 但向民

失败。在这潜能中, 特别重要的有罗马的制度。

众大会 ( 百 夫长 会 ) 毛 遂自 荐, 结 果被 委 以重 任。

波利比阿说, 就政制而言, 迦太基已过完了它的最
好时期, 罗马却正处于顶峰; 他们 (罗马人 ) 虽然遭受
了严重的灾难, 但经审慎的商议, 仍最终在战争中征服

百夫长会的选举把一个只是总兵的人立刻升到最高
长官之列。 ⑦正是这政制的灵活性或适应性, 构成罗

了迦太基人 。 罗马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了外部成功

马文治的一大活力, 那是汉尼拔的武功无法克服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罗马制度的优越性特别在

必需的内部和谐。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后, 执政官

于指引重大政策和决定基本战略的总是政治权威机构

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 我们在一场大战中被击败了,
我们的军队已被粉碎, 我们的执政官战死了。为了你

元老院, 从而始终保证政治统帅军事, 军政高度整合,
而不像迦太基那样, 政治与军事屡屡严重脱节。如前

们自己的解救和安全, 你们要好好考虑。 ③ 这就是信

所述, 元老院在动员罗马人民、维护内部团结、开发战

任人民、
诉诸人民、
引导人民和动员人民。在费边战略
因无立竿见影的大成效而引起广泛不满后, 取悦民众

争资源以挺过战争危难方面, 行使了杰出的权威领导。
不仅如此, 元老院作为一个集体, 同样是有效的最高战

的瓦罗被推举为执政官之一指挥军队, 坎尼惨败由此

略决策者。候选的军事统帅毫无例外地必须凭自己的
战略论辩使元老院信服, 才能获取其授权和支持。小

②

而来, 统兵将领仅瓦罗一人生还。然而, 包括费边在内
的众元老仍到城门迎接瓦罗, 感谢他对共和国不失信
心。元老阶层的宽宏大度保住了内部和谐。

西庇阿与费边之间关于进攻北非的著名辩论 及其结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动员

果 ⑧就是元老院在决定战略方向方面起首要作用的一
个范例。

社会资源, 并且能够塑造合理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以适
应战争的能动要求。坎尼惨败后, 元老院仍坚韧不拔,

尽管迦太基的政治史料因其战败而遗留甚少, 然
而现有的文献仍足以显示它在这方面远不如罗马。汉

有条不紊, 胜任职责。它首先征募不到最低服役年龄

尼拔起初掌有军队的全面指挥权, 但他抵达意大利之

的青少年入伍, 同时将囚犯和奴隶武装起来, 从而迅速

后变得无权通盘指引军事战略。他孤军奋战 于意大
利, 对迦太基总体军事资源的配置大致只能充当旁观

组建了四个新军团; 它还吁请众拉丁城邦出兵援助, 共
救危亡。一个特别财政委员会被创设出来, 作为危难

者。坎尼战役后他急需国内增援, 可是迦太基寡头政

④

府内部分化, 主和派将削弱政敌置于战争胜利之上, 而
且得到习于享乐、
厌恶战争的迦太基大众的拥护, 结果

阿就此评论道, 与其说汉尼拔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

竟以战胜者无需援助去答复汉尼拔。汉尼拔不谙党派
斗争, 在寡头政府内缺乏相助之人。迦太基可用的兵

而高兴, 不如说他因为罗马元老们表现出的坚定和高

员不少, 但大抵由于内部政治原因而被浪费于无用之

之中缜密监督财政的机关。德尔布吕克认为, 罗马此
时还能有效地维持经济生活和财政管理令 人惊异。
元老院的行动恢复和鼓舞了公民大众的自信。波利比

⑤
尚而惊讶和沮丧。
与罗马统治者在惨败和其他经久
的战争磨难中的意志和才能截然相反, 只经扎马一役,

迦太基寡头集团的意志和领导能力便土崩瓦解。
罗马善于吸取失败教训, 据此调整领导和修改体

就此说, 罗马的丰功伟业源于这独裁制, 否则它必毁于
⑥
严重事端。
罗马还改变惯例, 将一切军事事务 ( 而非
仅仅战场指挥 ) 委托给执政官, 并且酌 情延长格外卓
越的执政官的任期。此外, 元老院在确定进击伊比利

H ans D elbr ck, H istory of th e Ar t of W ar, V o.l 1, p. 339.

②

Polyb ius, H istories, V o.l 6, h ttp: / /www. perseus. Tu fts. edu / cg i

- b in / p text.

制。如前所述, 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导致罗马采取
了异乎寻常的救策
独裁制。独裁官费边以其著名
的费边战略, 成了汉尼拔的第一个克星。马基雅维里

①

③

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第 505 页。

④

H ans D elbr ck, H istory of th e Ar t of W ar, V o.l 1, p. 341.

⑤

Polyb ius, H istories, V o.l 6, h ttp: / /www. perseus. Tu fts. edu / cg i

- b in / p text.
⑥

[ 意 ] 尼科洛

马基雅 维里著, 冯 克利译: 《论李维 》, 上海: 上

海世纪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35 页。
⑦ 特奥多尔 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134 页。
⑧

尔

参见普鲁塔克: 《希腊 罗 马名 人传》, 第 530 ~ 531 页; 特 奥多

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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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制度和文化的较量
①
地。
蒙森讽刺道, 迦太基政府 拯救罗马之功不甚在
②

( 罗马 ) 元老院以下 。

四

战争习以为常, 没有哪个罗马人在有十年征战生涯以
前可以担任政治公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十年里
20位执政官当 中有 12 人战死, 比例 极高。⑧ 不 足为

罗马精神的胜利

怪, 尽管有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 共和国仍然不屈
不挠地坚持下去。

公元前二世纪, 罗马大诗人恩尼乌斯创作了关于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 赞 颂 共和国 是稳固地建立

经由两个多世纪, 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
半岛。因此, 从政治文化视角看, 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

在古老的风俗和人的力量之上的 。③ 古典学家巴洛

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可以说, 汉尼拔

认为, 这古 老的风俗 意指某 种生活 观, 某 种道 德品

犯了 以己度彼 的致命错误: 将罗马同盟体系看做迦

质, 再加上某些不成文的规范及责任与行为方面的先
④
例, 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准则和惯例的传统 。
罗

太基帝国的类似物。他理解帝国控制下各族对迦太基
的深切愤恨, 因而设想罗马盟邦对罗马亦如此。他以

马战胜迦太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几个世纪里形

为, 一旦他挥舞自由大旗, 同时重挫罗马军队, 罗马的

成的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提供了异常强劲的力量。
波利比阿强调, 罗马拥有对其武力成功不可或缺

⑨
盟邦将无不投到他的 麾下。
然而, 罗 马与迦太基各

的卓越精神, 即坚韧、勇敢、
诚实、
敬畏众神和服从权威

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
同。罗马较为宽厚, 迦太基却极为苛刻。 罗 马容忍

的农民士兵气质。在古典时代, 制度和法律是民族宗

各地陆续获得 公民资格

教的一部分, 而罗马人尤其虔诚, 甘愿为祖国的祭坛而
战。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 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 但

占, 甚至不许属地抱有一日得居平等地位的希望。罗

媾和时几乎从未割让土地, 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

迦太基却自始即 保持独

马对最下等的属国也不完全夺其独立, 并且对于任何
属国绝不课以固定贡赋; 迦太基则无不派有监督, 甚至

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
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

腓尼基古城也须承担沉重的贡赋。 与罗马的长期交

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 其公民大多

伴。相反, 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
不义、
残暴、
野蛮之恶名。而且, 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 迦太基人

耽于享 乐, 憎 恶战 事, 沦 于商 业 社会 易 有 的腐 败 堕

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

⑤
落。
就第二次布匿战争而言, 持有这 样的文化特质
的迦太基社会远未像罗马社会那样投身于一场 总体

种不同, 语言文化古怪, 宗教迥异, 乃十足的、
不可居于

战 , 这至少是因 为鏖战搏杀的并 非迦太基公民。波

引力。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

利比阿评论道: 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 罗马军人却是本
地公民; 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 却能以永不枯竭
的兵力东山再起, 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
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

其下的外族, 因而汉尼拔的 自由 旗帜缺乏真正的吸

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邻邦的背叛, 对待与
之作战的叛邻, 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 而非仅

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

⑥

人 。
共和国早期以来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对军事行
动的经久需要使得罗马成为一个基于公民军人的尚武
社会, 它将施行暴力的能力抬升到美德地步, 成为一

头到脚可见军事化特征, 其最强烈的愿望是罗马壮大。
罗马人对祖先顶礼膜拜, 而祖先的荣耀首先在于武力
上的成功。从平民到贵族, 差不多一概黩武好战, 争强
好胜。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 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
是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必要前提。罗马贵族对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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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 《罗马史》第三卷, 第 121 页。

③

[ 古罗马 ] 西塞罗 著, 沈叔平 等译: 《国家 篇 法律篇 》, 北京: 商

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第 119页。

⑦

种其本身就是善的品质 。 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不怕
战争伤亡, 一旦置身于冲突便坚持到底。罗马社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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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其打败。一位罗马史学家如此评论他所说的罗马

本成功不能由另外一两个方面的优势去代替; 与此同

的 残忍 : 极少有其他达到高程度政治文化的民族在
①
战争中表现过罗马人那样的极度残暴。
罗马的同盟

时, 它们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特别是制度优势
和文化优势, 说到底乃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

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 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

从历史理解和因果解释的角度看, 罗马与迦太基

是怎样的报复, 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

之间的战略、
制度和文化三类较量在深刻程度和意义

马。
更广泛地说, 罗马的 残忍 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

根本性上各有不同。文化较量 (它首先是民族精神特
质和政治文化的竞争 ) 最为深刻, 效应也最根本、最广

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对罗马这个 尚武民族 有

泛, 或者说它无所不在。制度较量次之, 战略较量又次

深切理解的一位学者指出: 罗马的战 略提供了嗜杀

之。正因为如此, 从古典时代的主要史家到近代的马

本能的最生动例证。罗马人
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
故的; 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

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 无不将罗马胜利的主因归于罗
马的精神和政制, 而同样如前所述, 开拓了第二次布匿

考虑。 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 罗马构成致命

战争之战略研究的军事史大师德尔布吕克也多少是如

威胁时, 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
勇猛, 从费边开始 退避三舍 , 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

此认为。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史中可以发现一种有广泛和深

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

刻的辩证意义的反差, 那就是 结构性 必然对人世间

②

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 实用的冷酷无情 。

偶然。事后来看, 罗马人在 结构性 必然方面对迦太

迦太基遗留至今的精神文化史料甚少, 但从可获
得的文献来看, 可以说在其帝国史上很大部分时间里,

基占有压倒优势, 那由所有有关的历史叙述和本文的
论说显示出来, 致使罗马在制度较量和文化较量方面

迦太基人不是一个真正愿意并能够从事大战恶战的民

始终决然胜过迦太基。然而, 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占那

族, 与罗马人相比尤其如此: 一个近乎纯然商业性社会
的公民耽于享乐, 憎恶战事, 沦于易有的腐败堕落。古

么大优势的罗马居然尽全力战斗了 16年才艰难获胜,
并且经过了坎尼惨败那样真正的国家生存危难? 答案

典史上一项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迦太基大都依靠雇佣兵

很清楚, 甚至也很简单: 对罗马作战的是非常杰出的军

打仗, 这差不多根本性地限制了它的军事人力和战斗

事天才汉尼拔。或者说, 在这次战争中, 对人世间事物

精神, 同时也限制了它的统治集团可得的军事精英和
将才。不仅如此, 对汉尼拔的力求使罗马丧失盟邦这

的影响往往非同小可、
有时甚至殊为关键的偶然性大
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在此, 必然性最终战胜了

一核心战略而言, 如前所述, 迦太基人对待附庸的严苛

偶然性, 但其过程曲折跌宕, 构成了一篇精彩的人类剧

习俗、其贪婪不义的名声和他们在意大利人眼中的文
化怪异, 统统有其严重的负面效应。

章。

五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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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 罗马与迦太基的较量是决
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较量。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
体, 严格地说, 它们之间的较量大致只发生在制度领域
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 化领域。在 战略领
域, 较量实际上可说仅仅发生在汉尼拔个人与罗马国
家之间, 而罗马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始终由元
老院主宰, 费边和小西庇阿则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
性贡献特别重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显然, 罗马要战胜
迦太基, 就必须赢得战略、
制 度和文化这三方 面的较
量。其中每一方面的较量都有独立的重大意义, 其根

① 转引自威 廉森
争》, 第 66 页。
②

威廉森

默 里 等编: 《缔 造 战 略: 统 治 者、国 家 与战

默里等编: 《缔造 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 战争》, 第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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