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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南部海岸宇斯特伦（Österlen）的亚里巨石阵。该历史遗迹很有可能建于公元 600 年左右。

瑞典历史:

战争、和平与发展
一万四千年前，现在的瑞典被厚厚的冰盖覆盖。随着冰川的消退，瑞典这块土地开始有人类居住。
已知的第一个居住地位于瑞典南部，可追溯至公元前 12000 年左右。
公元前 8000 至 6000 年，瑞典人
总体上以狩猎、食物采集和捕鱼为生，
并使用简单的石器。如今，可追溯到
石器时代直至公元前 1800 年左右的
居住地和坟墓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北
欧（尤其是丹麦和瑞典）的青铜时代
显示出当时的文化已得到高度发展，
坟墓中发现的手工艺品清楚地表明了
这一点。公元前 500 年之后，因铁器
开始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这种手工
艺品变得越发稀少。铁器时代早期，
瑞典人开始定居，农业成为经济和社
会的基础。
维京人和早期基督徒
维京时代（公元 800-1050 年）也
称北欧海盗时期，其特点是活动范围
的大规模扩张。
瑞典主要是向东拓展。
许多维京人船队从瑞典出发，沿着波
罗的海海岸和延伸至现俄罗斯的河
流进行掠夺和贸易。维京人的征程远

达黑海和里海，并在那些地方与拜占
庭帝国和阿拉伯王国发展贸易关系。
随 着 安 斯 卡 (Ansgar) 率 传 教 团 于
9 世纪访问瑞典，基督教首次传播到
该国，但瑞典直到 11 世纪才皈依基
督教。
建立王国
1000 年左右，瑞典的众多省份被
统一成一个整体，但王权到 13 世纪
末才开始发挥重大影响。1280 年国王
马 格 努斯 · 拉 杜 洛 斯（King Magnus
Ladulås，1275-1290 ）发布一项法令，
批准建立贵族阶层和封建模式的社
会体系。
汉萨同盟时期
(The Hanseatic period)
14 世纪期间，贸易得到发展，尤
其是以吕贝克港市 (Lübeck) 为首的德
意志城市联盟之间的贸易。16 世纪中

叶，以汉萨同盟著称的该城市联盟支
配着瑞典贸易，许多城镇就是在蓬勃
的商业 活 动带 动下形成的。然而，
1350 年蔓延到瑞典的黑死病导致经
济和人口的长期衰退。
卡尔马联盟（The Kalmar Union）
1389 年，丹麦、挪威和瑞典王国
统一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统治。1397
年，卡尔马联盟成立，三个斯堪的纳
维亚国家共同拥戴一个君主。但是内
部矛盾一直在动摇卡尔马联盟
（1397－
1523），而 1520 年当丹麦联盟国王克
里斯蒂安二世 (Kristian II) 下令处死
80 名瑞典贵族时，这一史称“斯德哥
尔摩大屠杀”的事件使得内部冲突达
到了白热化，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导
致 1521 年克里斯蒂安二世被罢黜，
政 权被瑞典贵族古斯塔 夫 · 瓦萨
(Gustav Vasa) 夺取，古斯塔 夫 · 瓦萨
在 1523 年被推选为瑞典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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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瑞典君主
古斯塔夫二世 · 阿道夫
(1611-1632)
照片: akg-images/scanpix

参与三十
年战争后，
古斯塔夫
二世 · 阿道
夫开始发
挥重大的
政治作用，
成为享誉全球的瑞典国王。在
他的统治下，瑞典成为一个军
事强国。1632 年，古斯塔夫二
世 · 阿道夫在吕岑会战 (Battle
of Lützen) 中阵亡。

1520 年在莫拉的教堂绿地上，古斯塔夫 · 瓦萨号召市民拿起武器，挣脱丹麦人对瑞典的统治。

克里斯蒂娜（1632-1654 年）
照片: 国家博物馆

除开短暂接管过政府的女王乌
尔丽卡 ·
埃利诺
拉 (Queen
Ulrika
Eleonora，
1719-1720),
克里斯蒂
娜是现代瑞典王国的唯一女性
君主。她在 1632 年六岁生日
之前继承古斯塔夫二世 · 阿道
夫王位，执政 22 年。克里斯蒂
娜于 1654 年退位，皈依天主
教并定居罗马。王位由她的表
哥卡尔 · 古斯塔夫 (Karl Gustav)
继承。1660 年，卡尔 · 古斯塔
夫逝世，克里斯蒂娜返回瑞典
希望重登王座。但是她的要求
遭到议会的拒绝，于是克里斯
蒂娜返回罗马。

古斯塔夫三世 (1771-1792 年 )
照片: 国家博物馆

古斯塔夫
三世通常
被称为戏
剧国王，
他热心发
展艺术，在
1782 年创
建了斯德哥尔摩第一家歌剧院，
并成立了瑞典学院和皇家音乐
学院。他的统治得不到上等贵
族的拥戴，反对势力在 1792 年
的一场阴谋中达到了疯狂的地
步，在歌剧院举办的一场蒙面
舞会上古斯塔夫三世遭枪杀，
不久不治身亡。

瓦萨时期（The Vasa period）
古斯塔夫·瓦萨统治时期
（1523–1560 年）奠定了瑞典国家
的基础。教会国有化，教会财产由
王权没收，同时引入新教改革。权
力集中于国王手中，并在 1544 年开
始实行世袭君主制。
瑞典帝国
卡尔马联盟瓦解后，瑞典的外交
政策致力于获得对波罗的海的统治，
这导致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瑞典
与丹麦之间战事不断。1630 年，瑞典
加入日耳曼新教阵营，参与三十年
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古斯塔夫二
世 • 阿道夫 (Gustav II Adolf ) 也成为
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君主之一。之后，
瑞典在 1643–1645 年和 1657–1658
年的两场战争中战胜丹麦。芬兰、
德意志北部省份和现波罗的海国家
当时都属于瑞典。1648 年缔结《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1658 年与丹麦
签订《罗斯基勒和约》，从此瑞典
成为北欧强国。瑞典甚至还曾在今
天的北美特拉华州建立过短期的殖
民地。然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瑞
典终究因缺乏资源而难以长期维持
它的强国地位。
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 年）
中，瑞典败给了由丹麦、波兰和俄
国组成的联盟，丧失了波罗的海彼
岸的大部分省份，疆域基本缩减到

今天的瑞典加芬兰。拿破仑战争中，
瑞典将芬兰割让给了俄国。作为补
偿，1810 年被选为瑞典王储的法国
元帅让 · 巴蒂斯特 · 贝尔纳多特 (Jean
Baptiste Bernadotte) 成功夺得挪威，
并迫使挪威于 1814 年与瑞典结盟。
但 由 于 内 部 矛 盾 重 重， 该 联 盟 于
1905 年和平解散。
18/19 世纪的瑞典
1718 年英勇的国王卡尔十二世
(Karl XII) 去世，不久瑞典在大北方
战争中战败。随后，已足够强大的
瑞典议会 (Riksdag) 和地方议会开始
推行新宪法，废除绝对王权，将权
力交到议会手中。
十八世纪的瑞典以文化的迅速发
展为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与
法国的密切往来。对外贸易在拿破
仑战争中受到重创，导致瑞典在 19
世纪初出现整体萧条，产生经济危
机。19 世纪末，90% 的瑞典人仍以
农业为生。
由此造成大量移民，主要向北美
迁移。19 世纪中叶至 1930 年，约有
150 万瑞典人移居他国；而瑞典总人
口在 1850 年仅为 350 万，1930 年也
只达到六百多万。
瑞典工业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才开始发展，1900 年至 1930 年之间
得到迅猛发展，从而使瑞典转型为
二战后欧洲主要工业国家之一。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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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历史人物
圣 · 布里奇特
(Saint BRIDGET)(1303–73)
照片: 历史博物馆

布里奇特丧
偶之后前往
罗马，打算
在那里终老
此生。她曾多
次朝圣，包括
前往耶路撒
冷。布里奇特以“天国启示录
(heavenly revelations)”, 远见和
预言闻名，并向教皇和君主们
转达上述内容。1491 年布里奇
特被封为圣徒，并自 2000 年
起被视为欧洲的守护神之一。

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
(1833–1896 年 )
照片: 诺贝尔博物馆

发明家、化学
家和慈善家，
因通过将硝化
甘油与黑火药
混合，用导火
线点燃混合物
的方法处理硝
化甘油而于 1863 年获得他的
第一项专利。之后诺贝尔继续
制造炸药和其他爆炸品。诺贝
尔奖是诺贝尔的遗产，用于表
彰人们在物理学、化学、生理
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领域做
出的贡献。

20 世纪 — 改革的世纪
19 世纪末，瑞典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强大的民众运动，包括自由
教会运动、禁酒运动、妇女运动及最重要的劳工运动。

道格 · 哈马舍尔德
(Dag Hammarskjöld，
1905–1961 年 )
照片: un

哈马舍尔德是
经济学家和政
府官员，在
1953 年被任
命为联合国秘
书长。他很快
与“低调外交”
的策略联系在一起。
1955 年，该策略使得在中国
的美国战俘得以释放。刚果危
机期间前往参加一个会议的途
中，哈马舍尔德死于北罗德西
亚 ( 今赞比亚 ) 的一场空难。
同年，他被追封为诺贝尔和平
奖得主。

1967 年 9 月 3 日瑞典把靠道路左侧行驶改为右侧行驶。结果造成了街道混乱。

劳工运动是随着 19 世纪末的工
业化而发展起来的，在 20 世纪初演
变成一场改革运动。
1917 年，首批社会民主党人士
进入政府部门。男性与女性的普选
权分别于 1909 年和 1921 年获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民主党执
政后开始制定国家福利计划，并在
二战后付诸实践。
战后时期
二 战 期 间， 瑞 典 四 大“ 民 主”
党派（共产党除外）联盟组成政府。
战争结束后，以佩尔 · 阿尔宾 · 汉森
(Per Albin Hansson) 为首的社会民主
党单独执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
五十年代，国家政府在社会民主党
的领导下，与其他民主党派密切合
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由此
为瑞典福利型国家奠定了基础。那
时，也有了要求与日俱进地对 1809
年宪法进行修订的呼声。1974 年通
过新的《政府约法》，规定所有公

共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自由选
举推选议会成员。君主仍是国家元
首，但只是象征性的。1979 年王位
继承法修正案规定男性和女性继承
人对王位有平等继承权。据此，女王
储维多利亚 (Crown Princess Victoria) 按
顺序是王位第一继承人，而非其弟
卡尔 · 菲利普 (Carl Philip)。
外交政策
自 1814 年与挪威短暂交战及建
立联盟以来，瑞典从未卷入任何战
争。一战起，瑞典奉行的政策是：
将安全保障建立在强大的国防上，
和平时期不结盟，战争时期守中立。
尽管如此，瑞典于 1920 年加入国际
联盟，1946 年加入联合国。1956 年，
瑞典军队在苏伊士首次参与联合国
行动。1994 年以来，瑞典也根据“和
平伙伴关系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展开合作。瑞典通过这些组织
参与了多次国际维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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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300 年后浮出水面的船
1625 年在得到国王准许后开
建瓦萨号战舰。1628 年 8 月
10 日，瓦萨号在斯德哥尔摩
起锚，但其处女航以灭顶之灾
而告终。20 分钟后，瓦萨号
就下沉了；经过漫长的搜寻，
直到 1956 年才找到，并于
1961 年被打捞上岸。瓦萨号
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古战
舰，反映了当时造船业和海战
的发展状况。现今在斯德哥尔
摩的瓦萨号博物馆可看到它。

石头纪念品
瑞典拥有 2500 多块符石，
上面的符文可追溯到 5 世纪至
12 世纪中叶，是瑞典存有的
最古老的文献。当时亲人经常
竖立石碑以纪念已故的家人，
许多石碑立于路边，桥旁或集
会地周围，因为在那些地方能
让更多的人看到和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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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温和党一跃成为大赢家，
新政府
与中间党、自由党和基督民主党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
成联合政府，弗雷德里克 · 赖因费
中断了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 权。
1976 年以后，
尔特 (Fredrik Reinfeldt) 出任首相。
政党交替执政成为常态。
•• 1976 年，以中间党主席图尔比约
恩 · 费尔丁 (Thorbjörn Fälldin) 为领
导，组成非社会主义联合政府。
•• 1982 年，社会民主党执政，奥洛
夫 · 帕尔梅 (Olof Palme) 任首相。
•• 1986 年 2 月 28 日奥洛夫 · 帕尔梅
被谋杀，举国震惊，因为瑞典人
民近 200 年来从未遭遇过这样的
政治暴力。英瓦尔 · 卡尔松 (Ingvar
Carlsson) 成为帕尔梅的继任首相。
•• 1991 年，组成非社会主义联合政
府，温和党主席卡尔 · 比尔特 (Carl
Bildt) 出任首相。
•• 1994 年，由社会民主党英瓦尔 · 卡
尔松领导的少数派执政。1996 年
卡尔松退位，由他的财政部长约
兰 · 佩尔松 (Göran Persson) 继任，
后者任首相达 10 年。

•• 2010 年，尽管温和党在选举中取
得了有史以来的最佳结果，赖因
费尔特还是不得不维持联合执政。
瑞典议会史无前例地由八个党派
组成，包括首次占有席位的极端
右翼党。
瑞典和欧盟主席国
瑞典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加入欧
盟。但在 2003 年的一次全国公投中，
瑞典的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投了反
对票。
政府认为瑞典在欧盟的角色对国
家的未来很重要。瑞典曾两次担任
欧 盟 主 席 国：2001 年 1 月 1 日 –
6 月 30 日；2009 年 6 月 30 日 – 12 月
31 日。n

瑞典萨米族 (Sámi)
提及萨米族的第一本文献大约
写于 2000 年前，但据知诺尔
兰北部的内陆地区在更早的时
候 — 大约一万年前 — 就有
萨米族人居住了。萨米族人一
直不得不为他们的权利而战，
直到 1977 年首次被瑞典议会
承认为原住民。1993 年萨米
议会成立，这既是民主选举的
机构也是国家行政机关。瑞典
现约有两万名萨米族人，其中
2500 人以驯鹿畜牧业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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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链接
www.center.kva.se 科学史中心
www.ekohist.su.se 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史系
www.hist.lu.se 隆德大学历史系
www.historicalstatistics.org 历史统计门户网站
www.historiska.se 国家历史博物馆
www.hist.uu.se 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
www.levandehistoria.se 亲历历史论坛
www.raa.se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
www.riksbank.se 瑞典中央银行
www.royalcourt.se 瑞典皇家法庭
www.samer.se 萨米信息中心
www.skansen.se 斯堪森露天博物馆
www.statsvet.su.se 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科学系
www.tacitus.nu 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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