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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富雷 ( Fredrik F¾llman) ,汉学博士 ,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前任主管 ,现任瑞典皇家人文历
史与考古学院及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 2007年“世界汉学大会 ”上所提交论文
的修改稿。

北欧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瑞典 ]杨富雷　尚光一 译

提 　要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通过派遣大量传教士与中国进行了深入接触。这

些北欧传教士的著作和描述对早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方面

导致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偏见 ,另一方面又使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好感 ,同时

还有些内容有待发掘。只有彻底了解中西的文化、传统和历史 ,才能超越偏见 ,创造出更

为生动的形象。

关键词 　北欧 　中国 　意象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 ,中国一直是地球另一边的遥远国度。孩子们相信 ,如果在地上

挖洞 ,一直挖下去就会挖到中国。普通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就如同中国人对

西方的概念 ,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相当肤浅的认知和理解上。早期 ,那些在华逗留时间很

短或者根本就没到过中国的旅行者们所杜撰的故事塑造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并

且建构出一系列观念以表明中国与其自身的不同。这或许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西方需

要 ———并且仍然需要 ? ———中国这一对应面 ,以作为反照和映射西方自身形象的“他

者 ”。在西方人看来 ,中国应当依然是古老文化、神秘宗教 (迷信 )和综合国力衰弱的混合

体 ,并作为殖民主义西方的对应面。

对北欧国家而言 ,直到最近中国才成为寻常的旅行目的地 ,但其与中国的有限接触 ,

则很早之前就已开始。瑞典现存最早的旅行报告可追溯到 1654年 ,由尼尔斯·马特森·秀

宾 (N ilsMatson KiÊp ing)所写。当时他搭乘了一艘荷兰商船前往中国。1731年瑞典东印

度公司成立 ,中瑞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截止到 1806年 ,这家公司在中瑞之间进行了

130多次航行。2006年 ,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的复制品 ———“哥德堡三号 ”航行

到中国 ,在广州、上海和香港逗留了数月。除了运载货物 ,瑞典商船也搭载了一些自然科

学家 ,其中有瑞典著名植物学家、《自然系统 》的作者 ———卡尔·林奈 (Carl L innÊus, 1707 -

1778)的几个学生。2007年 ,卡尔·林奈诞辰 30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在中国隆重举行。林

奈的这些学生中有的写出了关于中国的植物学和农学著作 ,同时这些早期的探险家和旅

行者都对中国非常赞赏。他们把中国的科学知识传播到瑞典和欧洲。总之 ,这些商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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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 ,因为他们给瑞典带来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和艺术品 ,最起码来讲 ,他们

将一些中国的物质形象带给了当时富裕的北欧民众。①

在瑞典的大学里有一些关于中国的最早论文 ,但这些论文仅仅建立在二手资料的基

础上 ,大部分来源于传教士。但是 ,他们的解释很有趣。关于中国的最早论文是乌普萨拉

大学 1694年的《中国长城 》,是由约那斯 ? 洛克奈斯 ( Jonas Locnaeus)所写的关于中国长

城的论文。这篇论文最初用拉丁文写成 ,而根据最近翻译的英文来分析 ,可以看出这是一

篇论述建一座长城以保护瑞典王国的可行性的论文。内容似乎认为应当在当时瑞典王国

的属地 ———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一个长城以抵御俄罗斯。在这篇论文中 ,中国被作为当时

强国瑞典的一个参照 ,而根本未涉及中国长城的真正情况和实际功用。一个臆想的中国

被用来为政治和战略目的服务。②

瑞典传教士最初于 19世纪 40年代到达中国 ,他们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个瑞典传教士是韩山文 ( Theodor Hamberg, 1819 - 1854) ,他当时在香港和广东一些

地区的巴色会 (现为“崇真会 ”)工作。韩山文对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洪秀全、洪仁玕的形

象建构都有一定的影响。韩山文在 1854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 ,名为《太平

天国起义记 》( The visions of Hung - S iu - tshuen and orig in of the Kw ang - si insurrection )。

韩山文的影响相当深远和持久 ,但此后的几代瑞典人在中国不再引人注目 ,不过他们关于

中国生活的描述却对普通瑞典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来自阴影之地 》( F rom the L and of D a rk S hadow s)是瑞典女传教士的一部著作 ,出版

于 1907年。这位传教士就是韩夏娃 (M rs Eva Sk? ld) ,她在中国生活了 17年 ,所有时间

都在湖北 ,大部分时间在武汉 (武昌 )。通过多种事例 ,她描述了贫困乡村的妇女儿童 ,这

对当时一般瑞典人而言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有趣的是 ,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本书 ,书名《来

自阴影之地 》事实上并非指中国整个国家 ,而是指妇女、儿童和中国社会中其他弱势群体

的部分。如果仅仅看到标题 ,一个人很容易相信 ,经过在中国 17年的经历 ,她对中国的整

个印象是十分负面的 ,但是这个题目反映的仅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这种传教士对

中国严峻社会现实的描述在当时十分普遍 ,然而不管其有意与否 ,许多传教士都在不同程

度上传播了对中国的偏见。一些瑞典传教士的著作起了诸如《黄人 》( Yellowm en )、《黄人

中的青人 》(Green am ong the Yellow )之类的标题 ,尽管内容总体上没有偏见和诋毁 ,但对

今天的读者而言 ,这些标题仍然清晰地显示了这些偏见和诋毁的起源。同时 ,更糟的是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书籍的封面和插图所直接描绘的中国形象。由中国人怪诞、贪婪

和可恶的面孔所构成的可怕肖像时常出现在一些传教士所写的书中 ,甚至与其书的正文

内容完全不相吻合。因为与出版公司签约的艺术家们完全没有看到手稿 ,而仅是看到了

标题 ,接着便绘出了他们所臆想的形象 ,一个由二手故事、传闻和他人报告所构成的形象 ,

而与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作者的真实经历无关。但是对于读者 ,这样的封面确实

①

②

罗多弼 ( TorbjÊrn Lodén) :《21世纪之交的瑞典汉学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 - 2页。

艾黎 (Hans A ili) :《〈中国长城 〉———瑞典首篇有关中国的学术论文 》, 见乐黛云主编 :《跨文化

对话 》第 21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65 -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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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他们对书的内容的理解 ,导致人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更为模糊。①

瑞华会 ( the Swedish M ission to China)的创办人、杰出的瑞典早期传教士符励恺 ( Erik

Folke, 1872 - 1939)是第一个瑞典传教士汉学家。在第一次去中国前 ,他显然对中国形象

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他写道 :

我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反感 ,看起来中国是如此的因循守旧、暮气沉沉 ,这种

反感是难以克服的。经过了漫长岁月 ,年轻人心中的坚冰才开始融化 ⋯⋯但这是主

( The Lord)为我选择的道路 ,是他让我听到了中国人的呼召。因此 ,所有的阻力都必

须让路。②

符励恺并没有详细描述他最初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是如何形成的 ,但是自从后来他在

中国逗留多年 ,并将《庄子 》和《老子 》翻译为瑞典文后 ,他对中国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

甚至强调要“穿得要像中国人 ,活得要像中国人 ,旅行要像中国人 ”。这给瑞华会带来了

经济上的赢利、见识上的增长和传教活动的蓬勃开展。看起来也许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

与中国人交往是改变符励恺对中国反感的转折点。符励恺是个有趣的例子 ,由于知识有

限和主观臆想 ,他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如此消极 ,然而最后他却转而把生命的很多时间都

留在了中国。他不仅是个传教士 ,更是一个文化使者 ,他把中华文化介绍到瑞典 ,并且他

是平等待人的楷模 ,不论中国人或者瑞典人 ,他都坦诚相待 ,超越了文化的偏见。③

在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 ,瑞典出版物中对中国的描述和有关中国的图片大都来自转

述、改写或翻译 ,有时指明了材料来源 ,有时则并未指明。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一批传

教士来到了中国 ,瑞典和北欧国家的普通民众可以获得来自中国的直接信息。前期的旅

行者 ,例如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或雇主 ,都是很少的 ,但同时也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一

个著名的例子是龙思泰 (Anders L junggren, 1797 - 1835) ,他在广州和澳门生活了许多年 ,

同时 1832年还对澳门历史做了描述 ,这一描述深受好评 ,后被翻译为中文 ,在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出版。④ 尽管瑞典和其他北欧传教士不是理想的文化观察员或文化使者 ,但他们

近距离描绘了一百年前那些生活在小城镇、农村地区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许多北欧传

教团很小、缺乏资金支持 ,也无力进行大规模出版和建立大学。⑤ 但他们毕竟曾深入中国

内地 ,走进边远地区 ,和当地民众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仅仅带来了福音 ,而且把一

些随之而来的现代风气带到了中国乡村。

瑞典国内的传教组织“寄养 ( adop ted) ”在中国的城市、乡镇等不同地区 ,并把在当地

传教作为“他们自己的工作 ”,而且学会了这些地区人们的名字、故事和传统。当传教士

们在瑞典休假时 ,他们会前往教会以直接分享信息。事实上 ,这种方法构建了有趣的信息

①

②

③

④

⑤

安义理 ( Elis Anvill) :《黄人 :短篇小说 》,斯德哥尔摩 :瑞典行道会出版社 1943年版 ;梅韵清

(L ise2Lotte M jÊnes)、梅理士 (N ilsM jÊnes) :《黄人中的青人 》,斯德哥尔摩 :瑞典行道会出版社 1947年版。

符励恺 ( Erik Folke) :《到希尼国之使者 ———瑞华会在中国的起点和发展 》,斯德哥尔摩 :瑞华会

出版社 , 1928年版 ,第 61页。

符励恺 ( Erik Folke) :《到希尼国之使者 》,第 83页。

龙思泰 (Anders L jungstedt)著 ,吴义雄、郭德微、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早期澳门史 :在华葡萄

牙居留地简史 ,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 ,广州概况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瑞典信义会从 1917年到 1951年在中国工作 ,期间 20世纪 20年代曾试图在长沙外面的桃花仑

建立信义大学。然而该尝试没有成功 ,只有小学和初中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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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制度 ,而且非常成功。许多瑞典教会的老人能记得中国的许多地名 ,甚至一些地方的

文化习俗 ,而这些中国的村庄和小镇在瑞典其他民众中是闻所未闻的。这种关系实际上

超越了臆想的意象 ,构建了一种跨文化的纽带和桥梁 ,并且这种纽带和桥梁一直幸存到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尽管当时的联系非常困难。这样的关系自然也属于整体“殖民主

义 ”体系的一部分和“不平等条约 ”特权的残余 ,但它们仍有特定的价值。因为实际上那

些相遇、那些臆想有助于拓展人们的眼界、促进国际视野的形成。那时 ,没有快速便捷的

旅行 ,没有互联网 ,在国内听传教士讲的故事、与当地中国人会面的经历和与外国人的合

作 ,都可能会使由书籍和传闻所带来的中国形象产生细微差别。例如我们看一下“鸡毛

房”(Chicken feather house)的例子 (见下文 )和它所刊载的书籍 ,这些故事在全球流传 ,并

随着传播和翻译被不断地改变。通过传教士或作为传教士直接与当地中国人接触 ,所产

生的效果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甚至连直接接触也会变得混淆不清、理想化、发生

改变乃至因政治目的而被隐藏 ,就如同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中的情景 ,那时与

外国的接触被看作是负面的。

这些传教士冒险远涉农村 ,在很多情况下对当地中国人是友好的 ———这也使外国人

能以“优越”身份与受教育较少的当地人成为朋友。在中国人和瑞典人 (北欧人 )之间有

着许多热情相待和互相尊重的故事 ,以及一些相爱和通婚的事例。事实上 ,这些存在于双

方实录、日记和其他材料中的故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仔细阅读。难道真有可能既和当

地人友好相处 ,又能保持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身份 ? 在很多情况下 ,我想是可能的 ,而且很

多传教士也依赖着与中国人的合作。至少他们是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 ,有时也建立起私

人友谊。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但现在已有双方彼此尊重的确凿证据和诸如此类

的话语 :“我对你深情厚谊的感谢之情是无法言表的 ,在收割之时 ,上帝的赏赐将会遍施

四方。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 ,我们将再次相见 ⋯⋯。”但是 ,在他们的著作中 ,

他们却受到自身世界观和上帝使者身份的限制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受制于国内读者

的预期。他们被期望能写一些工作上的进展、胜利以及中国人是如何被改变其“异教的

习惯 ”。同时这些著作也不适合描绘私人生活。但是那些仍保存为档案的未出版材料却

往往描述了关于生活和传教意义的内外斗争 ,以及他们对中国人的赞赏和在中国如何生

活。传教士们在著作中则没有客观描述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在华经历 ,相反却屈从了

国内读者的心理预期 ,而这些国内读者并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来构建自己的中国形象。①

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一位瑞典女传教士曾前往新疆传教 ,并在 1914年到 1935年间和

一名维吾尔男人一起在库车生活 ,而且事实上成了他的妻子。她选择和维吾尔男人生活

在一起这一事实既难以被维吾尔人所接受 ,也难以被瑞典人所接受 ,但她仍然作为唯一的

外国人在新疆西部的库车地区生活了很多年。对教会而言这完全是一桩丑闻 ,并被很快

平息下来。凭借这个传教士 ———洛维萨·恩格瓦尔 (Lovisa Engvall, 1865 - 1935)多年前寄

给瑞典的妹妹和其他家人的信件 ,她的一个当作家的瑞典远房亲戚写出了一部关于她传

教生活的小说。这是一部小说 ,但依靠恩格瓦尔女士的描绘和经历 ,这部小说仍然给我们

展现了新疆二、三十年代许多方面珍贵的生活图景。通过恩格瓦尔女士的视角 ,我们可以

感到她对当地人民 ———维吾尔族、汉族以及他们文化的赞赏和理解 ,作为外国人这很难

① 达尼·伯苓 (Dagny Bergling) :《记忆和印象 》,斯德哥尔摩 :瑞华会出版社 1929年版 ,第 3 -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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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近出版的这本书力图重新描绘七、八十年前的图景 ,但我们仅能设想 ,如果恩格瓦

尔女士的故事当时就被广泛传播 ,如果她活着时就把她的生活用文字来分享 ,将会发生什

么事。她在返回瑞典的途中死于俄罗斯 ,并被安葬在莫斯科。在这里 ,我们应该反省今天

中西关系和交流中有哪些东西被隐藏了起来 ,我们忽视了哪些在下一个百年中将会被发

现和出版的内容 ?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些传教士所描绘的形象和内容并没有完全构建一个新

的中国形象 ,因为其仍然深受早期报告和十八世纪欧洲“中国风 ”的影响。传教士和旅行

者们所做的只是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用一个挪威传教士所宣扬的方法 ———“对一个故事

不做任何修饰 ”。然而 ,这些故事依然充满了作者见过、熟悉的那些对中国人的评论 ,充

满了那个时代普遍的偏见。一些故事的出版发行有其特定的目的 ,例如为了缝制小组②

等组织的聚会 ,因而作者在写作之初脑海里就有了目的受众。这正如我刚才所提及的情

况 ,没有人声称“修饰 ”了故事。分析每一个故事中的目的受众对充分理解叙述的主观性

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仍然有一些事实和真实经历隐藏在表面背后。在读者和作者的意识

中存在着一个“臆想的意象 ”,但即便如此 ,这些故事仍然是真实情况、事实和研究者十分

有用的信息来源。

这些传教士的意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他们宣称他们的经历源自上帝的呼

召 ,这就是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些除了遵从上帝的呼召 ,还有对冒险的热

爱 ,当然这些人也受到了那时流行于欧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北欧国家虽然不是

殖民霸权 ,但自然同样受惠于鸦片战争的条约。瑞典在 1847年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条

约 ,此后逐渐建立了官方关系 , 1907年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大使。与其他西方人一样 ,早

期来华的瑞典和北欧访问者深受偏见和无知之害 ,而且他们也要面对有着类似心态的读

者。不过 ,这种影响还是有些轻微的差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瑞典还主要是一个

农业国家 ,但其有良好文化素养的国民和运行良好的教育体系。从 1814年起 ,这个国家

没有参与任何战争 ,而且一直在推动工业化进程。围绕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瑞典也曾有

过几次社会运动 ,其中一次是强烈的基督教自由教派复兴运动 ,以摆脱路德宗国教的影

响。另一次运动也与宗教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 ,即禁酒运动。第三次是工人运动 ,其构成

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 (社民党 )的基础。

北欧国家在华传教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而这一特点却常常被有关研究所忽视和遗忘。

这就是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数目与其人口不成比例。在 1847到 1949的一百余年间 ,瑞典

向中国派遣了六、七百名传教士。还有数百名传教士来自北欧的其他国家。在义和团运

动时期被处死的外国人中有 56名是瑞典人 ,其中 15名是儿童。档案文件和私藏材料也

十分众多 ,而其中大部分并未被研究者所触及。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来源 ,显示了这

①

②

玛丽亚 ? 古斯塔夫道特 (Maria Gustavsdotter) :《来自你的妹妹洛维萨 》,赫斯特拉 :伊萨伯格出

版社 2005年版。恩格瓦尔女士是由瑞典行道会 (M 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派往新疆传教。瑞

典行道会又称瑞典传教团或瑞典传教协会。

“缝制小组 ”是欧洲传统社会 (主要在教会范围内 )的一个现象。小组由不同年龄的妇女组成 ,

每几个星期聚会一次以缝制衣服、袜子、家用布件等。除少数自用外 ,大部分出售并将余额捐给教会或

传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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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长期在华工作者的热情和奉献。同时这些材料也揭示了当时他们在瑞典人中所建构的

中国形象以及他们反映所见所闻的方式。

不少的传教士写给组织的信有部分在教会期刊发表或通过书籍出版。一切被认为

“不适当的内容 ”都要接受瑞典工作人员的审查 ,从而也增加了中国形象被建构时的选择

性。很多负面评论被传回教会 ,例如传教所面临的艰难困苦、中国人是如何顽固不化和愚

昧落后 ,但这些从来都不被发表。大部分早期报告也从来没有广泛传播 ,但是通过十八世

纪的“中国热 ”和稍后的教材、新闻故事、传说 ,中国形象在许多不同的层面被建构起来。

多年以前在瑞典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 ,我父母从我祖母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有趣的

书。它名字叫《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图景 :家庭与学校用书 》。这本书充满了发生在

世界各个角落的惊人故事 ,其中包括中国。它于 1866年在瑞典出版。里面有瑞典北部的

萨米人 (拉普兰人 )的故事、非洲酋长的故事以及其他奇异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孩提时的

我十分着迷 ,不仅是中国故事 ,所有这些东方通的奇思异想都使我着迷。不过 ,一个来自

中国的特殊故事从那时起一直令我难以忘怀。这是一个关于“北京鸡毛房 ”的故事。

故事描述了丐帮组织以及他们在特殊避身所里被允许睡在铺满鸡毛的地板上的情

景。书中描绘了这种特别的房子 ,房子里有共用的“床罩 ”覆盖整个房间。这个“床罩 ”从

房顶降下来 ,因此乞丐们不得不按照这个大床罩上的洞来并排睡觉 ,并把脑袋从洞里露出

来。根据这本古老的书 ,在这种房子里睡一晚只须一文钱。许多衣衫褴褛的乞丐在破旧

鸡毛里并排睡眠和进食、等着竹鼓敲响以使床罩从房顶降下的景象在我脑海中久久徘徊。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景象 ,而且或多或少查到了这个故事的起源。我仅

存的这本古老书籍中写到 :“摘自丹麦的月刊 ”。没有指出刊物 ,也没有指出时间和期号。

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国家图书馆的热情帮助下 ,两年后我从另一篇文章中找到与其类似

的一两个稍后一点的来源。但是 ,这些来源在 1900年前后 ,而不是我书中“鸡毛房 ”故事

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来源。文中用“萨派克 ( sapek) ”来命名硬币显示了最初的作者曾

有过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经历 ,这个词最初是在那里使用的。不过它也可以表明“丹麦的

月刊 ”的一个信息来源可能是法文刊物 ,例如《环球 :旅行新报 》( Tour du M onde N ouveau

Jou rna l des V oyages) (巴黎出版 )、《地球 ———地理杂志 》(L e Globe– Journa l Geograph ique)

(日内瓦出版 )等。

作为一个孩子 ,我总想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是真的。也许北京真的就有这样的“鸡毛

房 ”? 现在我知道在中国北方真的有这些供乞丐睡在鸡毛里的房子 ,而且也被这样称呼。

尽管我还没找到床罩房间和在床罩洞里并排睡觉的证据 ,但如果真有也不会让我感到吃

惊。①

为什么我会记着这样一种情景呢 ? 对我而言 ,或许它是我成为汉学研究者的路程中

的一个奇异起点吧。虽然看起来如此奇怪 ,但它和其他旧中国的形象深植于我的脑海并

不断闪现。他们就是我关于中国最初的“臆想的意象 ”。鉴于我的偏见和可能的东方主

义倾向 ,一百年前的故事长存于我的脑海 ,挥之不去 ,使我进一步审视我对中国的迷恋。

从其他方面来看 ,这种形象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它可以部分揭示当时是如何描绘中国的。

① 卢汉超 (Lu Hanchao) :《街头叫卖者 :中国乞丐文化史 》( S treet C riers: A Cultural H istory of

Chinese B eggars)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96 -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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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及的这本书中包含了对中国的总体简介 ,例如中国葬礼、中餐、“鸡毛房 ”以及对汉语

难以掌握的评论 :“汉字是如此之多 ,使得传教士无法学会这种语言。”这是原文作者所主

要关心的 ,即基督教传教士如何可以容易地学会汉语。书中还有更多关于汉语和汉字的

简评 ,同时认为汉字数量为“四千多个 ”。有可能“鸡毛房 ”这个故事在从丹麦期刊翻译为

相近的瑞典文时丧失了很多东西 ,也有可能最初的丹麦编辑在许多地方对其进行了删减 ,

总之发端于最初目睹北京“鸡毛房 ”的那个人的传播链条很长并遭到了扭曲。

上面提及的那本书的编辑卡尔·卡斯特曼 ( Kastman)和多尔·布吕纽斯 ( Thor B runius)

都是高中教师 ,他们很可能从未走出过北欧。在序言中他们为这本书进行了辩护 ,看起来

似乎知道这本书将引起批评。

我们学校的文献可以提供良好的地图和有益的书籍 ,但是却缺乏合适的读者。

因此 ,我们将力图减轻这一缺陷 ,并尽我们的努力使其既适用于小学 ,又适用于中学。

我们是否成功 ,这留给专家来判断 ,我们只能祈祷这种判断应考虑到文本选择的

困难 ———因为基于不同原因 ,这样的书籍不能铺得太大 ———同时获取最新来源也存

在着困难。①

对信息来源的质疑当然是合理的 ,但我还想多了解主题的选择问题。为什么要选择

“鸡毛房 ”这样一个肤浅的故事呢 ? 事实上它告诉了读者哪些关于中国社会的情况 ? 或

许可以知道乞丐们组织了帮会以及睡在特殊的避身所里。它既没提供多少信息 ,同时也

很荒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现在我发现它确实是准确

的 ,这令我左右为难。事实上 ,这是一份关于乞丐早期生活的珍稀描述 ,一个被各地学者

很大程度上忽视的问题 ,也比较缺乏当代材料的佐证。由于故事的大部分来源都是外部

观察者的叙述 ,在这种情况下 ,难免在许多方面失之偏颇。我旧书中的这个故事显然是为

了吸引读者 ,但它事实上也描写了当时中国北方民众普通的、日常的事件。当地人从没注

意过这些“鸡毛房 ”,但类似的避身所 (后来没有了鸡毛 )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初。

今天 ,在我们的月刊上我们再次读到了关于中国贫困增加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故事 ,再

次读到了乞丐。今天没有了“鸡毛房 ”,但是仍然有关于乞丐的故事和当代中国贫困弱势

群体如何改变命运的故事。今天在西方世界被广泛传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样的 ? 除了发

展中的消极面经常被描绘 ,我们还能听到其他事情吗 ? 或许中国的成功故事也被西方媒

体和学术著作所夸大 ?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最近在西方世界、至少是在北欧国家中对中国

形象的普遍看法。过去的十年间 ,作为旅游团和代表团的专业向导 ,我经常陪同初访者来

到中国。尽管不是所有人 ,但我很惊讶地看到听到一些人在表达他们的吃惊 ,例如中国的

大都市和旅游景点是如何的现代、中国人的穿着是如何的多姿多彩以及中国的商业是如

何的繁荣。当然这是很肤浅的现象 ,但也真实地表现了这些旅游者的“第一印象 ”。在瑞

典 ,我也听到我的同代人有类似的评论。他们对我的职业和频繁访华评论道 :“你的‘毛

装 ’(中山装 )在哪里 ?”诸如此类。虽然是以玩笑的口吻 ,但这样的评论依然使我惊讶。

北欧国家的大众媒体充满了关于中国的新闻 ,例如关于中国消费和经济的繁荣 ,而且电视

还频繁播放现代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人们与过去相比还是没有多大变化呢 ? 甚至即使他

① 卡尔·卡斯特曼 ( Kastman)、多尔·布吕纽斯 ( Thor B runius) :《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图景 :家

庭与学校用书 》前言 ,诺尔雪平 :M·W·瓦伦堡出版社 186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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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所改变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们却仍然保留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中国的陈词滥调 ,

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是那个时代所臆想的。实际上 ,“红色中国 ”的意象 ,毛泽东时

代 ,包括文化大革命至少被 (某种程度上依然被 )用两种方式所臆想。首先 ,当时西方民

众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他们把自身理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象投射到

中国身上。他们甚至从没看到那些实际上他们应该看到的事实 ,同时一些人甚至把毛泽

东思想的“新人 ”完全舶来。另一方面是那些对中国既不肯定、也不批评的人对中国 1959

- 1961年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提出明确观点 ,或许他们头脑里隐现的依然是中华大

地上古老文明的旧日景象 ,同时也被各种新信息所纠缠。

作为汉学家 ,或者作为其他区域研究专家 ,这触及了解释其他文化的全部观念。作为

汉学研究者 ,当我们要分享对中国形象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分析时 ,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 事

实上 ,关于中国的流行形象、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都在缓慢地改变 ,并随着中国发展的不断

加速而会被最终改变。我坚信 ,作为汉学研究者 ,我们和不同学科的中国同仁一起承担着

一项伟大的使命 ,那就是比较分析中西早期资料 ,挖掘那些被忽视的故事并发现幻想和臆

想表面之外的真正内核。通过展示不同时期彼此关系是如何发展以及我们应怎样共同努

力以实现双赢 ,将为彼此加深理解和互相尊重提供支持。传教士的原始材料是非常重要

的 ,因为其包含了有价值的第一手信息和对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观察。同时 ,因为我们不

能不重视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在中西关系上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有必要收集和客观地看待

他们的原始资料。形象问题还有另一方面 ,它可以用“鸡毛房 ”来象征。即使我们清楚地

知道彼此的形象属于臆想并力图调整 ,我们依然会对事实做出有选择的理解。不仅是媒

体报道 ,学术著作也往往带有偏见 ,即使不是内容方面存在偏见 ,有时也会在话题方面存

在偏见。谁深度描述了甘肃省的贫困农民 ? 或者描述了河北省的普通工人 ? 谁被允许这

样写 ? 从中方来看 ,谁描述了瑞典北部的下层家庭 ? 我们有义务更为深远地思考问题 ,而

不应回避任何有研究价值的话题。我们仍需选择形象 ,但不应仅在好或坏、积极或消极的

层面上选择 ,而应从更深的层面来选择 ,虽然这给我们带来了困扰 ,但我们仍应从更深的

程度、更深的事件、更深的内容上来选择 ———也许我们的所知所识将使我们卷入永远不能

拒绝的事项。作为人类 ,我们都必须对形象做出选择 ,但至少在特定的领域里 ,我们可以

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不从跨文化交流的领域开始呢 ? 去掉目障 ,通过学习彻底了解中

西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这是真正交流的一部分 ,当我们开始用对方的目光来审视世界 ,

我们将会创造出更为生动的形象。

(译者通讯地址 :尚光一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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