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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郑和、马可 波罗、哥伦布这三位伟大的旅行家、航海家、政治家的事迹以及对后世的

影响、所做出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着重从哥伦布的 地理大发现 和郑和下西洋入手, 分

析他们之间航海的动因、目的和历史背景的差异, 从而指出了他们对后世及各自不同的影响及其历史地

位的悬殊,并论证了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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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海洋上诞生了无数伟大的航海家与

旅行家,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意大利威尼斯人

马可 波罗、中国云南昆阳人郑和、意大利热那亚

人哥伦布。虽然至今对哥伦布国籍问题仍然没有

一个统一的结论, 分歧主要还是在他到底是意大

利人还是西班牙人上, 在此篇文章中且不论他到

底是哪国人,主要还是分析他和郑和的航海目的、

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上的动因以及他们航海对后

世的影响及其意义。马可 波罗作为西方与东方

交流沟通的伟大旅行家, 他所著的 马可 波罗游

记 对大航海时代的兴起、地理大发现都起到直接

的催化作用。他作出巨大贡献的方面有:历史学、

地理学、民族学等多方面。而在他生前和生后却

有很多评论对他的 马可 波罗游记 持怀疑态

度。1982年 4月 14日在英国 泰晤士报 上的一

篇题为 马可 波罗到过中国没有? 的文章中,作

者认为马可 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他的几条

主要证据是:一、在中国浩瀚的古文典籍中没有一

条关于马可 波罗的材料可供考证;二、书中很多

地方充满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

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 对蒙古皇帝的家谱说的混

淆不清, 很不准确;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

产物 茶和汉字, 以及中国的重大发明印刷术,

书中都没有提到;四、他写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

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 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

兰国家。
[ 1] [ p. 127]

如果按上述论点,马可 波罗不就成了欺世

盗名之徒,他的 马可 波罗游记 也就成了一部

虚假的 导游手册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志玖

先生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以充分的依据证明了马可

波罗确实到过中国, 笔者也坚信不疑这是一个

事实。

一、马可 波罗游记 对地理大发现的巨大

影响

马可 波罗游记 一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

的,尤其是对 15 世纪新航线的开辟、新大陆的发

现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马可 波罗初步揭

示了开辟新航路的可能性。在中世纪最受推崇的

古代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托勒密认为,只有取道陆

路才能到达中国。[ 2]而在马可 波罗的游记中记

载了亚洲大陆的东部并未被不可逾越的沼泽封

闭,而是长长的海岸线可以乘船泛海到达。[ 2] 马可

波罗从地理学的角度初步揭示了开辟新航路的

可能性,另外他还对地理大发现初期的代表人物

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他的 游记 中过于夸张地

描述了东方的富裕, 这样便激起了人们对黄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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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贵重物品的渴求,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去

开辟新航路,这就是构成地理大发现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动因。

一位名为亨利的葡萄牙亲王是 15世纪西欧

航海探险以及地理大发现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

英国史家比兹利称他为迪亚士、哥伦布、达 伽

马、麦哲伦等人的 老师和校长 。
[ 2]
除此之外, 还

有一位英国史家巴克利指出由于葡萄牙亲王亨利

在萨格里什所做的改进船舶设计和绘制地图、完

善航海仪器和搜集航海远行资料的工作改变了历

史的全部进程。哥伦布、达 伽马、麦哲伦这些伟

大航海家必定是要出现的。他们是注定要利用航

海家亨利所积累的并注定要实现其梦想的

人。
[ 3] [ p. 20]

这些都说明了这位亨利亲王对地理大

发现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

心血,他的重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又是什

么对亨利亲王产生了巨大作用呢? 是 马可 波

罗游记 , 这位亨利亲王有一本 马可 波罗游记

的手抄本并时常翻阅。

马可 波罗对当时地理大发现初期的多位代

表人物都产生了影响。著名的纽伦堡地理学家,

欧洲中世纪第一只地球仪的制作者马丁 贝海姆

也极力倡导到东方去。他的地球仪是于 1492年

哥伦布首航前制作成功的,他的地球仪是根据托

勒密、马可 波罗和曼德维尔的 游记 和葡萄牙

国王约翰进行的探险绘制而成的。这位制作地球

仪的贝海姆先生在葡萄牙呆过几年, 与哥伦布在

葡萄牙的时间相吻合,可能同哥伦布会过面, 讨论

过西航的问题。[ 4] [ p. 20] 所以说贝海姆其实是成为

了马可 波罗和哥伦布之间的一座桥梁,他的地

理思想是部分基于 马可 波罗游记 , 同时又影

响并促使了哥伦布的航行。15 世纪末著名的佛

罗伦萨地理学家, 西渡大西洋到东方的热心倡导

者托斯堪内里也看过 马可 波罗游记 。他于

1574年给葡萄牙主教马丁列沙写信提出了由西

行到东方去的具体设想。后来哥伦布多次向他请

教,互通书信。托斯堪内里在给哥伦布的信中向

哥伦布重复地介绍了 马可 波罗游记 中对中国

以及辉煌岛(日本)财富的描述。他还向哥伦布提

供了最新绘制的地图, 他的意见和地图对哥伦布

下定西航决心起到了重大作用

哥伦布在西行前认真地读过 5本书:一为皮

内尔 德艾里的 世界的面貌 ; 二为教皇庇护二

世的 自然志 ;三为托勒密的 地理学 ;四为虚构

人物的 曼德维尔游记 ; 五为 马可 波罗游记 ,

并在这些书上做了许多批注。哥伦布有一本

1485年印行的拉丁文版 马可 波罗游记 ,他经

常翻阅,并做了 264处边注,共 475行。
[ 5] [ p. 558]

我国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冯承钧两

位先生根据他们掌握的西方资料, 据传马可 波

罗亲自绘有地图或带回有世界地图, 亨利亲王和

哥伦布见过此图。[ 6]马可 波罗对哥伦布的影响

是最深的, 马可 波罗游记 中提到中国的统治

者是蒙古大汗,所以说在哥伦布 1492年首次远航

时还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统治者蒙古大汗的国

书及两份空白的备用国书。[ 7] [ p. 57] 航抵美洲东部

沿海后,他还以为到了亚洲东部沿海。他到处寻

找马可 波罗书中的 行在 ( Kinsay) ,帝王行幸

所在之地(杭州) , 并把古巴当成马可 波罗所称

的 日潘各 ( Zipango,即日本)。
[ 8] [ p. 281]

在受到马可 波罗的巨大影响下,哥伦布的

航海便逐步成为了现实,就此拉开了西方大航海

时代舞台的序幕。

二、郑和下西洋与 地理大发现 的历史背景

及其动因

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在此前 80多年就展开

了伟大的航海历程, 公元 1405年至 1433年 28年

的时间里郑和共计七下西洋, 其间访问了亚、非两

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为促进我国人民和亚非

人民间的友好往来、通商贸易、文化交流做出了重

要贡献, 也为我国在海洋地理知识、海岸地形、海

洋气象、海水深度等研究领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位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原名马三宝, 出生于 1371

年,卒于 1435年, 中国云南昆阳人, 回族,自明永

乐 3年至宣德 8年七次出使西洋。明史郑和传中

明确记载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

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

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

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

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

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

刺 天方 黎伐 那孤儿 凡三十余国 所取无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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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可胜计, 而中国耗费亦不赀。自宣德以还,

远方时有至者, 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

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

传三宝太监下西洋, 为明初盛事云。
[ 9]

明王朝推翻元帝国后,明太祖朱元璋认为 自

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

奉中国。[ 10] 正是在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思

想的支配下,明朝多位皇帝曾派使出访,最著名的

当属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等人下西洋的壮举。当

时正是明王朝的兴盛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明

成祖怀疑建文皇帝流亡海外, 欲找寻,又想向外国

炫耀明帝国的富裕以及兵强马壮, 还想追求 无名

珍宝 ,加之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术都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故此废止了海禁, 由郑和出使西

洋。郑和的这次远航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

影响,宣扬国威, 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以确立

其天朝大国的地位。同时郑和的出访也进行了大

量的贸易活动, 因此也有着经济上的动因,但这种

经济上的动因与政治动因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占主导地位,经济

目的只是次要的。郑和使团每到一国, 首先第一

件事就是宣读永乐大帝的诏书, 诏书的内容都大

同小异,不外乎是说永乐皇帝朱棣是顺应天命的

上邦天国之君, 所有的番邦小国都应该奉中国皇

帝为尊, 各小国之间要和睦相处, 不能乱起战端,

如有来中国称臣纳贡的, 必有封赏。第二件事是

颁赏,即赐予各国国王诰命银印,各级官员赐予朝

服以及其它礼物。第三件事才是开始贸易活动,

即用中国的手工艺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从郑和

从海外带回的物品种类来看, 大多都是一些专供

宫廷和贵族享用的珍宝和奢侈用品。这些东西与

人民大众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并且往往是送与

它国的物品价值远远超过所带回国物品的价值,

所以说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随着统治阶

级政权的更迭而消失。

随着 15世纪后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

主义的萌发,商品货币关系严重地影响了封建的

自然经济,货币成为了流通手段后,引发了欧洲各

个阶层对稀有金属的强烈渴望。中世纪末期最有

利可图的贸易便是东洋贸易, 它不仅为西欧提供

近东的商品 还有中国和印度的商品 由于 马可

波罗游记 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书中对东方

的富裕做了夸张的描述, 遍地是黄金 、香料遍

野 等说法更是摄人心魄,导致了欧洲各个阶层十

分向往。加之当时土耳其崛起后在 15世纪攻占

了拜占廷、西亚和北非,欧亚间的传统商道遭到土

耳其帝国的控制,中国的商品,诸如丝绸、瓷器、香

料等商品经过波斯、阿拉伯、土耳其、意大利等国

的多次转手贩运,价格飚升,既满足不了西欧市场

的需要,更使得西欧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货币大量

外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促使了西欧各国希

望找到一条可以避开土耳其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还有就是科学技术的成就也是开辟新航路的先决

条件,特别是罗盘针的使用更是为航海提供了必

要条件。罗盘针是在 13世纪由我国经阿拉伯传

入欧洲。当时古典时代托勒密地圆说广为流行,

15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绘制

的 世界地图 也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

与中国的郑和相比较而言, 西欧的航海家所

进行的航海活动主要是缘于经济动因, 而非政治

动因。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香

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生产地。他们的

航海活动普遍得到了欧洲各国王室的赞助,如西

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所赞助的哥伦布航海就是

最具代表性的。其协议的内容为: 任命哥伦布为

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

他的继承人永远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

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

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

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 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

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宝石、

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 完全免税;凡涉及到

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 由哥伦布或他的

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 哥伦布有权向开到

这些 新领地 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

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 11] 从上面这个协议我

们可以看出,找寻黄金和香料是欧洲航海的最主

要动力,正如哥伦布自己说过的: 黄金是一切商

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

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

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 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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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12] [ p. 304]为了达到获得黄金的目的, 欧洲航

海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诸如屠杀印第安人、抢劫

财物、掳掠人口等残暴手段。这一切都充分地证

明了追求黄金和香料等财富是推动欧洲航海家进

行 地理大发现 的最直接动因。

三、郑和下西洋与 地理大发现 影响程度及

历史地位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国际往

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建立了亚非国家之间的

和平关系,提高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亚

非两洲数十个国家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

万里,纷至沓来,与明王朝互换珍贵礼物。郑和船

队一次又一次遍历诸国, 以 宣教化于海外诸蕃

国,异以礼义,变其夷习 为宗旨,客观上给亚非各

个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 加快了许多国家

历史发展的进程, 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

大量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

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 这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益的。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经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为出使西洋而大规模建造海船的过程直接促

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 使明朝的造船业达

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也创造了世界造

船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

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在客观上为扩

大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

地理大发现对世界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它给地理科学带来的巨大变革,其意义超

过了地理科学本身。地理大发现是充满血腥的近

代殖民地掠夺和殖民地瓜分的开端。在哥伦布初

次登陆西印度群岛时, 印第安人居住在古巴的约

有 30万人, 居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约有 25万

人, 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约有 6万人。但在短短的

几年之内,这些无辜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斩尽杀绝。

地理大发现在欧洲造成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

价格革命 。当时西欧各国的殖民者和商人, 从

亚洲、非洲、新大陆 源源不断运回大宗的金银财

宝,导致货币流通量急剧上涨。 价格革命 改变

了西欧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资产阶

级利用 价格革命 , 加快了物价上涨。因此, 以哥

伦布 发现 新大陆为开端的西欧殖民者和商人对

亚洲、非洲、美洲的大规模征服和掠夺, 对西欧资

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们进行 地

理大发现 早近 90年,郑和作为洲际航海家,开创

了横渡印度洋的洲际航海历史, 是人类征服海洋

的先驱。郑和船队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

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东部的航路,并且

在中国至印度洋古里、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

群岛)等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交通联系。郑和

下西洋把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和发达的文明带到

了亚、非地区, 密切了中外友好交往,加强了中国

和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现在的肯

尼亚拉穆群岛有拉穆、帕泰等 5 个小岛。600年

前郑和船队一只海船沉没在这里。劫后余生的船

员,登上帕泰岛,在这里安身立命, 休养生息。600

年来,一个叫上加村、一个叫西游村的极富中国色

彩的村名穿越时空, 在人们越来越关注郑和下西

洋的当今,引起世人的广泛好奇。上加村约有二

三千居民,当地人传说其先民来自中国的上海,上

加村因此又被称为中国村。只是如今上加村已经

没有 中国人 居住了。西游村约有五六千人。但

当地人明确认为,这里有十户中国人,只是有五户

自己不认为是 中国人 。 人民日报 驻南非首席

记者李新烽博士在非洲工作达 8 年之久,他深入

考察了肯尼亚拉穆群岛的帕泰岛西游村巴莱卡

巴蒂 谢一家,这是一个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大

家庭。引起李新烽博士注意的一点是巴蒂 谢女

士一家人, 乐意承认自己是 中国人 。[ 13] [ p. 316] 由

于郑和下西洋没能给政府带来巨额利润,相反七

次大规模远航耗资巨大, 使国库空虚,危及封建统

治的基础;并且没有象欧洲航海家那样通过 地理

大发现 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促进人类历史的发

展,迎来资本主义的曙光。 美洲发现、绕过非洲

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

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 对殖民地的贸

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 使商业、航海业

和工业空前高涨, 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

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第 273页)。因此, 地理大发现敲响了欧

洲封建制度的丧钟。由此可见, 地理大发现这一

海外探险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西欧社会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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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方式。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虽然郑和下西洋在规模

上远远超过了比它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哥伦布航

海,但由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动因是政治性的

而非经济性的, 所以说它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

作用和影响也不如 地理大发现 那么显著。虽然

地理大发现 影响巨大, 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但这是建立在西方殖民者以牺牲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成长, 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

而是使他们后退。[ 14] [ p. 448] 这与郑和下西洋给亚、

非人民带去真正的和平、进步和文明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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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eng He, Marco Polo and Columbus

to commemorate the 600th anniversary of Zheng He's sail to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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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among Marco Po lo, Columbus and Zheng He, w ho w ere

three g reat tourists, navigators and po lit icians, and of their impact on later g enerations. T he author,

paying much at tent ion on Columbus' great g eog raphical discovery and Zheng He's sail to the West,

analyzes the reasons, purpo ses and backgrounds of the three men's navig at ions and sums up the differ

ences of their impaction and historical sta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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