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西方的倾向：将中国视为象征

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以降，中

国就被西方误判为一种意义超乎自身之外的象

征物（symbol）。

取长补短

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中国儒家政治文化

因其重现世的特点而成为批判天主教之“迷

信”的有力武器。伏尔泰对法国的神父心怀不

满，却对中国的士大夫表示景仰。他将中国称

为“世界上最理智、治理最好的国家”[1]。在他

眼中，中国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人们无须超

验性的宗教信仰，依然可以构建出高效的社会

形态。在伏尔泰等哲学家的理解中，大清王朝

承载了那些为欧洲所需、却也匮乏的美德。因

此，欧洲诞生了关于“更高道路”（Higher Way）

的遥远梦想。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统治时

期，一些俄国知识分子赞扬中国的制度与思想，

表达他们对于莫斯科镇压的异议——这也呼应

了西欧启蒙运动。俄国的思想家将中国视为美

德的象征，他们认为，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推

崇中国儒家思想，俄国也应紧随其后。

邪恶的力量

让我们来观看另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有

时，中国在英国和美国的想象中承载了世界上

的一切罪恶。我们可以在 19 世纪的一些新教传

教士处读到此种负面的象征意味。中国内地会

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眼中的中国是一个

“巨大的、灵魂通向黑暗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在中国，每月有一百万人在没有上帝蒙恩的境

况下奄奄一息！”[2] 这位英国牧师认为，中国迫

切需要由西方人带来的《福音书》。就实物层面

而言，《圣经》书册是基督教能为中国人带来的

恩典；但戴德生针对的是那个存在于他的想象

中、面临着精神末日的中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的 20

年里，美国社会中的主流中国形象仍然象征着

一方亟待拯救之地。中国形象在 1968 年理查

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后来极度亲华）的

演讲中跌落谷底：“除非中国发生改变，否则

世界不会太平……我们绝不能满足其专制的野

心……”[3]

对于这种视某遥远国家为亟需被拯救的象

征的症候，中国人并不会大惊小怪，因为毛时

西方的倾向：
将中国视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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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中国政府也有过类似举动。1964 年，周恩

来总理访问非洲时曾表示，非洲的“革命时机

成熟了”[4]。也许这是毛、周的观点，但绝非那

些即将在革命中会被推翻的非洲领导人的想法。

同样的事情发生于 1965 年的印度尼西亚，中国

将该国视为一个急需毛主义的象征，其醉翁之

意在于借此推动左翼浪潮。然而在这场运动中，

成百上千的印尼华裔蒙难，右翼军事领袖苏哈

托（Suharto）将军趁机夺权、统治数年。

用以对抗西方的王牌

早在 18 世纪，日本就视中国为象征——

将中国描绘为那个日本汲汲以求的淡化西方色

彩的国家。后来，日本的中国形象更趋中性化，

呈现出全新的、受欢迎的面貌，从而为日本国

的自察服务。1960 年，日本左翼为反对美国联

盟而将中国高举为“反美”的象征，亦即那个

据说会被美国控制到窒息的日本的战友。同样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也把中国作

为西方应为帝国主义对亚非的压迫而负罪的象

征——他们使用的绝非中性意义的语汇。

人云亦云

20 世纪 40 年代，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访华并试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进行斡旋。

当时，马歇尔将军的首席助手从南京寄给妻子

一封家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就成了外

邦人的欲望与憧憬。这种欲望和憧憬是否契合

今天的中国，是另外的问题；然而众多国家遥

望着这方热土，则是一个事实”[5]。不论 20 世

纪 40 年代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欲望与

憧憬”，中国“这方热土”对他们来说仍是一团

迷雾。“无知”可谓一张巨大的白纸，这张纸上

将写满令人称奇之事。

甚 至 连 1971 年 的 亨 利·基 辛 格（Henry 

Kissinger）也无法克服“无知”这一缺陷（此

后，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谓突飞猛进）。在与周恩

来总理的会谈中，基辛格陈述了他事先准备好

的致辞，介绍尼克松政府希望同中国展开正式

接触的原因，而后他表示，美方终于抵达了这

片“神秘的土地”。周恩来则问他，为什么要用

“神秘”这个词，为什么中国是片神秘的土地，

美国人所说的神秘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

这无疑反映了这位美国教授浅陋的认识——他

对中国的了解，仍是一片空白。

和谐世界的希望

随着越南战争接近尾声，从 1972 年起，美

国和澳大利亚眼中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关系走

向光明的新时期的象征。尼克松在 1968 年还表

示，“僵化的中国”象征着世界难题，却在 4 年

后用宇宙和宗教的术语称中国为希望的象征。

同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他在关岛补充燃料期

间对众人说：“和我一起祈祷吧，祝愿这次的中

国之行为世界翻开新的一页”[6]。在北京，他如

同引用《圣经》一般引用毛泽东诗词。他成为

《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时说，“中国之行就

仿佛登月之旅”。

澳大利亚前外长海登（Hayden）表示，“自

1972 年工党上台，中国就成了一个象征，代

表着人们在诸多领域中要求改变的广泛判断标

准”[7]。澳大利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

说，“我感到一股社会变革的动力”[8]。对于一

般来说颇为平静的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突然对

北京展示开放姿态带来了模糊而普遍的兴奋感。

中国代表着希望和动力，仿佛人们朝着和谐亚

洲以及澳大利亚国内所切盼的改革迈出了崭新

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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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价值的象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风靡一时。人们认为，以中国为中心

的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基础。新加

坡前总理李光耀接受采访时谈道，“中国有句俗

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这一理

念。修身即自我完善，自我修养，竭尽所能做

到有为；齐家即管理家庭；治国即治理国家；

平天下即安抚众生。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信奉

这些信条的国家。我的孙女叫‘修齐’，我的儿

子就是取了前两个词的首字，期望他的女儿能

够自我完善、管好家庭。这是我们文明的基本

理念。政权更替而信念恒持。我们的一切始于

自力更生。而今天的西方恰恰与之相反”[9]。这

就是亚洲的价值观。

但是亚洲价值观的风行只是昙花一现。李

光耀在 2001 年表示，新加坡和香港应对 1997—

1999 年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卓越，这并不是因为

它们承袭了亚洲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曾是

英国的殖民地——在立法透明、执法公开方面

的受益尤为明显。[10]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概念

较普遍的亚洲价值观更胜一筹，这也使其在东

海和南海问题上与亚洲他国产生争端。从过去

到现在，中国的象征意味似乎在现实的压力下

日渐枯竭。

亚洲的领袖

抽象的“亚洲”观念常常会制造一些扭曲

的判断，譬如印度的自我形象，日本的“亚洲

研究”；将亚洲作为一个区域而进行概念化，也

仅取得了十分有限的成功。有人说，英国人来

了之后，印度人才知道自己是亚洲人。[11] 对于

日本来说，亚洲曾被界定为欧洲权力当家做主

的地方，此后又被界定为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

云涌之地。这并不是一个条贯清晰的区域性界

定。中国也从未安然接受亚洲的概念。“亚洲”

这个词并非中国所创制，同中国四千年的历史

相比，它只是一个新兴的语汇而已。

如果说欧洲将亚洲界定为殖民地，孙中山

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则相继提出了由北京或东京

领导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亚洲观绝少为区

域内的较小国家所赞赏。

到 20 世纪末，这一趋势仍未停止，一些西

方人将中国树立为一个代表着即将兴起的“亚

洲世纪”的象征。这种看法是无知的，因为它

没有看到中国对于作为一个地区的亚洲有着矛

盾的态度，也忽视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

的紧张关系、领土纠纷及诸多矛盾（其复杂程

度远高于中国与欧洲或美国之间的矛盾）。当

然，中国在国家规模上居于中心地位，这使其

看起来像是亚洲的中心。可是，人们却不能想

当然地认为，中国在亚洲同样具有政治上的领

导地位。将中国看作一个“亚洲世纪”的象征，

难副其实。

心灵的空缺

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心灵上的空缺是他们

将中国树立为象征的原因之一。这种精神诉求

在 20 世纪中叶吸引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美国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牧师家庭，通过以

“祈祷者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Prayer）为

主题的论文成为史上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者中最年轻的女性。后来她的信仰以苏联为中

介，从基督教转向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她的朋友海伦·斯诺（Helen Snow）——埃

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第一任妻子这样评

价她，“就像（她以前曾对）苏联的态度那样，

她以独断的姿态对待中国革命”。1949 年，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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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被囚禁在苏联监狱时说道：“我才错过俄国革

命，而现在又与中国革命擦肩而过”[12]。但她

并没有错过“文革”。20 世纪 60 年代末，她从

北京市中心的豪华公寓向世界各地发出《来自

中国的信》。她的信类似于她的牧师父亲在内布

拉斯加州的布道文，只不过用毛泽东时代的中

国代替了福音。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艾格尼丝·史沫特

莱（Agnes Smedley）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中

国填补“心灵空缺”方面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之

一，她也是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具有强

烈的精神诉求，美国又对她表示反感，所以尽

管她最终嫁为人妇，但也不信任任何人。史沫

特莱将中国当成了她的丈夫或爱人的替代品。

在 20 世 纪 中 叶， 李 敦 白（Sidney 

Rittenberg）继续承上启下地代表了以中国填补

心灵空缺的走向。他的父亲是查尔斯顿的律师，

母亲是俄罗斯移民的女儿。他跟随美军进入中

国，并很快和中国共产党人打成一片。他在回

忆这片新大陆时感慨，“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

干净纯洁”[13]。他将自己比作《圣经》中那些

不明智却深沉地去爱的人，他想在中国找到一

直以来没有在南卡罗来纳州感受到的爱。李敦

白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程度在西方无人可比——

语言、工作、两度与中国人联姻、政治影响力、

加入中国共产党、入狱。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他进入中国国家级媒体领域高层。

这些以中国填补“心灵空缺”方面的推手

们拥有的是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这种寄托更

多停留在心理层面。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这种

现象达至顶峰，随后消亡。他们的影响既源自

和中共“圣杯”（Holy Grail）的若即若离，也是

西方因为这些人如此执着忠于一个远方政权而

对他们有几分钦佩的结果。

中国超出了某一象征

一些西方人在展望未来时设想，中国文化

将取得全球性的胜利。还有人预见到一个正在

复兴的天朝将在亚洲内外发挥影响力。而也有

人充满希冀地提出了“G2”格局，即美国和中

国共同领跑世界。在我看来，未来世界的实际

发展将比以上任何一种预设都要复杂。

在《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中，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断

言中国因其灿烂文明而将统治全球。然而我们无

法确定，中国的传统往昔将成为中国人的明天、

遑论世界的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查尔斯·霍纳

（Charles Hornor）在《崛起的中国及其后现代命

运》（Rising China and Its Post-modern Fate）中总

结道，“我们不应该将中国看作一个独特的、和

我们不同而分离的实体”。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

海登回顾了 1972—1975 年期间澳大利亚人如何

试图简化中国形象而最终归于失败的种种，于是

清醒地观察到，“中国的现实——它的困难、人

权和心灵——都证明它是一个难以捉摸而大有可

为之地”[14]。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强劲

增长并不是近来东亚历史上的特殊现象，而很

有可能是那条源起于日本、将继续从中国转移

至印度的经济增长链上的一个环节。在这里我

们瞥见了亚洲的未来，其主要背景是那个将会

面向全球化而非民族主义发展的中国。对于

中国来说，这并非首次加入世界史的进程。毕

竟，元朝代表着中国加入由蒙古人领导的世界

史，清朝意味着使中国参与由满族人领导的世

界史。亦即，人们不应只看到今日位于亚洲的

那个民族国家中，汉人成为主体——正如若干

世纪前，蒙古人、满人、英国人、荷兰人等并

不认为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为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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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汉学家休·邓恩（Hugh Dunn）先后在

台北和北京做领事工作，他在首尔等其他亚洲

地区任职后反思说：“我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中

国既不孤立，亦非亚洲的中心，但这一问题要

置于它东北亚邻国的背景下去思考……在一定

程度上这也是这些邻国的看法”[15]。

台湾的当前状况反映了中国之包容乃大的

悠久传统。台湾在外国势力的夹缝中生存，甚

至开始与之合作。只需回溯两个世纪就能发现，

19 世纪欧洲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通商口岸成

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动力；而香港自二战后

到 1997 年回归前，由英国引领着走向繁荣。尽

管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

事实上，作为全球第 19 大独立经济体的宝岛仍

处于自治状态。

现代历史上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不是

标准的民族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苏联和美国都是“以意识

形态来自我定义”的突出而又相似的典例。这

位哈佛大学教授在生前最后的岁月里担心，假

如意识形态衰退又缺少敌人，美国将会缺少赖

以栖托的共同文化，“如果多元文化盛行，自由

民主的共识瓦解，美国将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的灰烬”[16]。就此而言，中国因其存在民族主

义、大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三重渊源而更胜一

筹。即使共产主义的信条有所调整，中国仍然

可以倚靠文化传统和大国历史来自我定义。在

澳大利亚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对“领

先性”（primacy），“衰退”（decline）和“选择”

（choosing）做出的积极描述中，和同类大国相

比，中国并非始终愿意去做换位思考方面的工

作，它是一个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同的、背景

特别复杂的民族国家。

文化传统、大国历史和民族国家形成了现

代中国的复杂特点，因此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去

分别考察上述三个因素之任一。从历史上的朝

代更迭以及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来看“中国的

疆域”问题，这一做法无异于为“国家主权”

做出定义。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主要

朝代建立起了实质上的国际框架，中国人民的

消长发展也超出了皇帝治辖的范围。即使在今

天，中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亚洲人

更容易把握中国的这种复杂性，因为他们在中

国发展为民族国家之前，感受过其文明古国的

大国气象。[17]

中国与邻国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此三重渊

源——民族国家，大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古代

中国曾对越南和朝鲜出兵。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等国家则经历过中华文化大量涌入而导致

社会问题的历史阶段。泰国对于晚清中国的关

注最主要是在其人口方面——换言之，关注点

在于“文化传统”而非“大国历史”。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如果像雅克那样

用“中 国 化”（Sinification） 纠 正“西 方 化”

（Westernization），未免太过简单。“中国必胜

论”（China triumphalism）未尝不是东方主义

（Orientalism）的反面极端：伟大的文明证明帝

国政治有理。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在《中华圈：中国例外论与政治史》（“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中 指 出，“中 华 圈”（Sinopeak） 和

日 本 的“大 东 亚 共 荣 圈”（Greater East Asian 

Prosperity Sphere）非常类似，在确定领海范围

时也往往以陆地范围为基准。[18]“中国例外论”

将会和“美国例外论”招致同样的异议，而且

在亚太地区难以顺利推介。

如要对中国之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做一个具

体的界定，则必须强调，迅速现代化的中国是

21 世纪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时代以

后，开放的中国采取了发展的政策，愈发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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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相依共存，这在亚洲内外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历史意义。马丁·雅克称“中国的过去”

是世界的未来，可现存的中国却并不属于“中

国的过去”[19]。当今中国处于日新月异的复兴

之中，正在从全球汲取各样的观点和资源，跨

越各种政治形态。中国的新生文明正在成为全

球化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历史上的

中国一样。

总而言之，将中国视为象征，其意义不唯

是惊人的多变，而且毫无益处。作为象征的中

国仿佛一个钟摆，在希望与恐惧，在浪漫之语

与鄙夷之色之间摇摆不止。直到 20 世纪后期，

西方（及其他地区）对中国有了真正的认识和

丰富的经验，这才摆脱了对中国的象征化。对

于外国人来说，将中国本质化地处理为一个象

征是非常危险的；时至今日，人们不应再有任

何借口再将中国树立为某种象征，无论它代表

什么。

这就是进步。诚然，经济与各民族的全球

化以及与之契合的国际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

我们仍然身处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而非和谐的

世界。现今的情形是，各大权力彼此虎视眈眈、

杂处一世；美国仍占据头把交椅；欧盟开始脱

离民族国家，朝着联邦的方向转变；跨国圣战

组织一仍其旧地制造兵燹；包括中国的邻国在

内的若干小国，仍持守民族国家的地位，并视

此为其在充满变动的世界中的最佳选择。大小

权力之间形成了无数种制衡的形态，这相较于

一厢情愿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一张由幻觉织成的

网络（凭这种模式，西方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

情形），仍较为可取。

简言之，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中国，这才

是最好的应对之法。我们既不能完全按照中国

的条件来接受中国，亦不能强迫中国遵行他者

（或者其他权力）之道。也就是说，要避免将中

国视为某种为我们所希望或惧怕的象征。与一

个真实的中国打交道，要求我们付出辛苦的努

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美国、印度、澳

大利亚、日本，抑或其他）与中国之间，寻求

利益或观念的共同点，并在这一基础之上不断

协商、合作。历史没有终结，然而作为神话的

历史，必将终结。

（尹伊祎、赵倞、时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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