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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殖民主义之所以曾在全世界无往而不胜ꎬ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船坚炮利的硬实力ꎬ还有其建立在启

蒙理性和现代性之上的软实力ꎬ这种软实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全世界人民(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的

心理深层打上了西方文化优越、非西方文化低劣的烙印ꎬ达到了对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实行精神殖民的深层目的ꎮ
这种精神殖民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化无意识而得以实现的ꎮ 全球的文化无意识本质就是殖民无意识ꎬ对殖民者和

被殖民者并无例外ꎬ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发生原因、心理机制、实际运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ꎬ因此ꎬ文化无意识的去

殖民化必须是双向的ꎮ 分析世界范围内文化意识的殖民性及其在不同社会和不同身份的人群中的表现ꎬ考察前

殖民宗主国家人们的文化无意识ꎬ反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ꎬ既可为前殖民宗主国的人民去

除文化自大ꎬ也可给发展中国家人民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一些概念性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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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理论的核心思

想ꎬ笔者在已发表的«汉学主义»一书和一些已

发表的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探讨了

文化无意识的概念ꎮ〔１〕跨文化的文化无意识内容

丰富ꎬ层次多元ꎬ带有具体的时代和文化特征ꎬ汉
学主义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跨文化领域的文化

无意识性质究竟是什么? 经过多年的思考ꎬ笔者

认为ꎬ殖民主义之所以曾在全世界无往而不胜ꎬ
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船坚炮利的硬实力ꎬ还有其建

立在启蒙理性和现代性之上的软实力ꎬ〔２〕这种软

实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全世界人民(无论是殖

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的心理深层打上了西方文化

优越、非西方文化低劣的无意识烙印ꎬ因而不仅

通过硬实力殖民了非西方人民的土地ꎬ而且通过

软实力在精神领域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寻找

理论根据ꎬ将西方文化塑造成文明进步的典范ꎬ
宣称殖民运动是给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带去现代

文明ꎬ〔３〕从而达到了对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实行精

神殖民的深层目的ꎮ 这种精神殖民的核心就是

通过文化无意识而得以实现的ꎮ 在当下的后殖

民时代ꎬ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无意识深深打上了殖

民主义的烙印ꎬ而文化无意识在本质上就是殖民

—６８—



无意识ꎬ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并无例外ꎬ不同之

处只是在于发生原因、心理机制、实际运作的内

容和形式方面ꎬ因此ꎬ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必

须是双向的ꎮ 本文拟通过几个案例ꎬ分析世界范

围内文化意识的殖民性及其在不同社会和不同

身份的人群中的表现ꎬ试图对前殖民宗主国家人

们的文化无意识进行批判性考察ꎬ并对造成发展

中国家人民的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进行深入反

思ꎬ目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在精神领域和文化领域

进行去殖民化的意义ꎬ提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文

化自信ꎬ为文化无意识的彻底去殖民化提供一些

概念性和实践性启发ꎬ并促进汉学主义研究走向

新的纵深ꎮ

一、文化无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危机

文化无意识理论综合了精神分析理论和符

号学理论ꎬ建立了一种适合跨文化研究的动态模

式ꎬ〔４〕这种文化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ꎬ可以解

释中国近现代意识的危机和纷纭复杂的社会现

象ꎬ也可以有效解释全球化历史语境下的种种跨

文化现象ꎮ 首先ꎬ笔者根据文化无意识的理论剖

析中国近现代意识的危机ꎮ １９ 世纪中叶以前ꎬ
中国意识由于“天朝”一直在各方面引领世界各

大文化传统而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ꎬ甚至有文

化自大、唯我独尊的情结ꎮ 鸦片战争以后ꎬ在西

方列强侵略面前一连串接踵而至的战败和割地

赔款ꎬ不仅几乎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ꎬ而且将有

意识层面的优越感彻底打碎ꎬ取而代之的是对西

方的强大、繁荣、优越和文明的有意识认同ꎬ在那

一段民族屈辱的时代ꎬ中国文化以前的优越意识

虽然已被压制到无意识层面ꎬ但并没有消失ꎬ就
像精神分析理论对无意识所描绘的那样ꎬ不时地

以不为人们有意识感知的形式影响思维和意识ꎬ
特别是出现在情感层面ꎬ造成了理智与情感的冲

突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对

中国意识层面自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自卑情结

的精神洗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尤其是朝鲜战

争的胜利和各行各业一系列的成就ꎬ将以自卑情

结为内容的文化意识先是压入前意识的记忆层

面ꎬ逐渐压制到无意识层面ꎬ迫使其老老实实地

呆在那里ꎮ 但在此之前积淀的文化无意识信息

无法被消灭ꎬ且经常以不为人们自觉认知的方式

在起作用ꎬ甚至会不时地冒出头来ꎬ以后殖民时

代的精神殖民和文化殖民形式而出现在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ꎮ
在当今世界上ꎬ政治和领土的殖民早已成为

过去ꎬ但文化和精神的去殖民化远远没有完成ꎬ
文化无意识的理论有助于分析精神殖民的逻辑、
机制和后果ꎬ透过跨文化交流中的表象ꎬ可以深

刻理解一些文化现象ꎬ重新认识一些已经被广为

接受的观点ꎮ 比如ꎬ在国内外的中国研究中有一

个影响很大的观点ꎬ即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列文

森(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提出的中国现代意识中理

智与情感发生的激烈冲突ꎮ 在其有关中国现代

思想的研究中ꎬ列文森认为:每个人都得在情感

上委身于历史ꎬ而在理智上委身于价值ꎬ并尽力

使这两种承诺趋于一致ꎮ 他通过研究梁启超的

生平和思想变化提出一个观点ꎬ即梁氏的思想演

变存在着一种由“历史”和“价值”的二元对立而

导致的紧张:“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写作的时候ꎬ他是一个在理智上反对他所在的传

统ꎬ到别处寻找价值ꎬ但仍然在情感上因为历史

的作用而将自己系身于中国传统ꎮ” 〔５〕 他进而以

梁启超的个案研究为根据ꎬ认为这种紧张适用于

中国近现代所有的知识分子:“由于看到其他国

度的价值ꎬ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ꎻ由
于受历史制约ꎬ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相联系ꎮ” 〔６〕

这一观点后来被国内外一些华人知识分子简要

归纳为:在西风东渐、中国文化不断衰弱的现代ꎬ
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智上信奉西方价值观ꎬ而在情

感上留恋或接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ꎮ
这一观点已经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看成是理

解现代中国意识的一把钥匙ꎮ 该观点当然自有

其强大的解释力ꎬ但仔细分析起来令人觉得并没

有触及中国现代意识的深层内核ꎬ而且存在着逻

辑矛盾ꎮ 我们知道ꎬ“理智”是理性的ꎬ“情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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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直觉而不太受理性支配ꎬ因而往往是非理性

的ꎮ 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智上信奉西方价值观

而在情感上留恋或接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ꎬ就是

等于说他们理性地认可西方价值观ꎬ而非理性地

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ꎮ 这样一来ꎬ中国意识的冲

突就隐含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ꎮ 这无法解释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ꎬ无论

是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ꎮ 列文森提出此观

点以后ꎬ夏志清和林毓生等人士从个人心理的角

度去进一步阐述理智与情感的冲突ꎬ认为ꎬ中国

知识分子理性上接受西方价值观ꎬ而非理性地留

恋或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ꎮ 这种说法不仅在逻

辑概念上有一定问题ꎬ在批评实践上也无法自圆

其说ꎬ不能解释林纾、辜鸿铭那样的保守人士竭

力为传统价值所作的自觉辩护ꎬ也不能令人信服

地解释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对旧传统价值一面倒的自觉批判ꎬ更
不能解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萨孟武、何秉

松、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对传统的自觉吸收和弘

扬的行为ꎮ 该观点更无法认识当代中国意识的

内在逻辑ꎬ因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根本无法解释

当代中国意识的状况ꎬ试问:现在的中国知识分

子还有多少在理智上信奉西方价值观而在情感

上留恋或接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但迄今为止ꎬ
并没有看到对这一观点的质疑ꎬ看到的都是赞扬

和欣赏ꎬ在国外有诸如夏志清和林毓生等华裔学

者ꎬ夏志清在剖析鲁迅思想意识中的内在冲突时

就说:鲁迅“理智上拒绝旧的中国生活方式ꎬ而在

情感上或怀旧情绪上又留恋这种生活方式ꎬ尽管

他理智上持相反的信念”ꎮ〔７〕 林毓生对夏志清关

于鲁迅思想危机的分析也表示赞同ꎮ〔８〕国内的学

者就更多了ꎬ他们甚至用列文森的观点解释汉学

主义的文化无意识ꎮ〔９〕

列文森的观点与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的

确可以发生联系ꎬ因为二者谈论的都是文化意识

问题ꎬ但不是前者能更合理地解释后者ꎬ而是后

者能更好地解释前者不能解释的矛盾ꎮ 汉学主

义的文化无意识如何解释列文森的理智与情感

冲突呢? 根据心理学的常识ꎬ“理智”是有意识

的思想活动ꎬ“情感”则因其诉诸直觉而往往是

无意识的思想活动ꎮ 因此ꎬ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

矛盾表面上看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ꎬ实质

上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ꎬ而且这种冲突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ꎮ 在救亡图存的年代ꎬ中国知

识分子在有意识层面承认西方传统的优越ꎬ而在

无意识层面认可和留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ꎬ这种

情况在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的人物身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ꎮ 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ꎬ中国知识分子

的思想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革命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得知识分子在

有意识层面否定西方价值观ꎬ而在无意识层面仍

然保留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传统的敬畏和

推崇ꎮ 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ꎬ中国人在有意

识层面很少有人赞成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华文化ꎬ
但在无意识层面ꎬ当面对西方文化时ꎬ以自卑情

结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

露出来ꎬ这就是汉学主义理论一直解剖分析的焦

点ꎮ
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理论可以揭示现代

中国意识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ꎮ １９４９ 年以

前ꎬ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人在有意识和无意

识的层面都接受西方价值观ꎬ排斥中国传统价值

观ꎮ 在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ꎬ相当一部分人是

在有意识层面拒绝承认西方价值观优越ꎬ中国价

值观落后ꎬ但在无意识的层面却默认西方价值观

优越ꎬ中国价值观落后ꎮ 这种有意识的认知和无

意识的默认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产生了一种

时隐时现的冲突和张力ꎬ笔者认为这才是造成现

代中国意识矛盾的根源ꎮ 比如ꎬ汉学主义批评的

种种问题一般是以文化无意识的形态产生和出

现的ꎬ但正如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常常在特定的场

合ꎬ经由特定的刺激而转化为有意识ꎬ汉学主义

的文化无意识也会变成清晰的文化意识ꎮ 笔者

注意到ꎬ在互联网上的随机评论和跟帖ꎬ由于无

处不在的超我约束能力的减弱ꎬ甚至不受社会道

德的约束ꎬ汉学主义所说的文化无意识就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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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的压制而转化为赤裸裸的文化意识ꎮ
自卑情结就以贬低中华文明的各种表现方式出

现ꎬ如抨击汉语的落后、四大发明不算创新、中医

是不合科学的骗术、中国传统价值低劣等ꎬ甚至

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低于西方人ꎮ 关于这一点ꎬ
笔者想提及一件轶事ꎮ 大约八、九年前ꎬ笔者在

美国接待了国内一所高校的访问团ꎬ其中一位学

者曾留学法国并取得博士学位ꎮ 在与笔者的交

谈中ꎬ这位学者说ꎬ他曾经站在巴黎圣母院前深

感自惭形秽ꎬ与法国文化相比ꎬ中国文化多么粗

鄙低劣ꎬ而且在智商上ꎬ中国人也只能算是二、三
等人种ꎮ 这番宏论当时把我惊得目瞪口呆ꎬ但出

于礼貌我没有予以激烈的抨击ꎬ而是对他说ꎬ当
法兰西民族的祖先高卢人还被罗马人称为野蛮

人的时代ꎬ华夏民族早就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ꎬ巴黎圣母院建于 １２、１３ 世纪ꎬ而在

公元前 ３ 世纪ꎬ秦朝就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

和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ꎬ不幸的是ꎬ中国建

筑的砖木结构和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使无数宏伟

的建筑消失在往日的硝烟里ꎮ 至于说中国人的

智商ꎬ笔者虽然不同意西方专家的智商研究ꎬ认
为其有种族主义之嫌ꎬ但他们的研究却表明中国

人的智商平均值为 １０５ꎬ超过欧美人 １００ 的平均

值ꎮ 后来ꎬ那位中国学者似乎被说服了ꎬ至于内

心里是否心悦诚服ꎬ那就不得而知了ꎮ 显然ꎬ这
位学者的头脑中有着深厚的自卑情结而未察觉ꎬ
并在特定情况下以有意识的认知表现出来ꎬ这就

是汉学主义批评的“文化无意识”在作祟ꎬ这个

案例揭示了文化无意识的性质及其工作原理:一
是其无意识性ꎬ那位学者并没有意识到其思想已

被精神殖民ꎻ二是其无意识的自卑情结转化为一

种自觉的文化意识ꎮ

二、西方文化中的厌华无意识

美国的正义人士认为ꎬ美国历史上最为可耻

的一页就是美国国会在 １８８２ 年通过的“排华法

案”ꎬ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排斥另一个国家

人们移民的法案ꎬ该法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才被废除ꎮ 在该法案通过的前后ꎬ美国当时欢

迎欧洲的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ꎬ但却想方设法

地阻止曾为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献出血汗

和生命的华工ꎮ 当时ꎬ厌恶华人的情绪甚嚣尘

上ꎬ丑化华人的文字得到热烈的追捧ꎬ一个令人

啼笑皆非的事件是ꎬ美国作家布莱特哈特

(Ｂｒｅｔ Ｈａｒｔ)是一个早在反华情绪刚刚露头就在

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表示反对的有识之士ꎬ为了讽

刺北加州当时盛行的反华情绪ꎬ他写过一首诗ꎬ
题为“诚实的詹姆斯的大实话” (Ｐｌａ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 Ｊａｍｅｓ)ꎬ但该诗于 １８７０ 年发表以

后ꎬ令作者大为吃惊的是ꎬ标题被改为“异教中国

佬”(Ｔｈｅ Ｈｅａｔｈｅｎ Ｃｈｉｎｅｅ)ꎬ该诗不仅仅没有对疏

解反华情绪起到任何作用ꎬ反倒成了排华的助

力ꎬ该诗一时洛阳纸贵ꎬ美国人争相购买与传颂ꎮ
欧仁卡撒利(Ｅｕｇｅｎｅ Ｃａｓｓｅｒｌｙ)是一位坚决反

对接受华工的加州参议员ꎬ在大庭广众之下感谢

哈特的诗歌支持其反华行动ꎮ 结果ꎬ哈特本人把

这首诗视为“垃圾”ꎬ而且认为是他“写过的最糟

糕的诗歌ꎬ也许是任何人写过的最糟糕的诗”ꎮ〔１０〕

我们不禁要问ꎬ一首本意是要反对排华的诗歌ꎬ
为何会成为排华的助力了呢? 笔者认为ꎬ从当时

的情况来看ꎬ这首诗不仅因为讽刺意味过于隐晦

而被误读ꎬ而且从社会意识的深层来看ꎬ该诗触

发了美国白人社会厌恶和仇视华人的文化无意

识ꎮ
笔者以前在接触美国历史上和当下的排华

反华事件时曾经深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历

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中国人如此讨厌与仇

视? 这些人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ꎬ
如美国 １９６２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

贝克(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和笔者青年时代十分喜爱

的杰克伦敦(Ｊａ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等为中国读者所熟

悉和欣赏的文学家ꎮ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当

下的厌华ꎬ有人会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

解释ꎬ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ꎬ但如何解释厌华的

对象也包括 １９ 世纪就飘洋过海谋生的华裔等ꎬ
意识形态论也解释不了二战前美国人对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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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ꎬ更解释不了像斯坦贝克这样的文化精英对

中国人有意无意的仇视ꎮ 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ꎬ那些精英本应该像马

克吐温那样站在中国人们一边而发声ꎬ至少作

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精英ꎬ他们应该同情弱小ꎬ仗
义执言ꎮ 但恰恰相反ꎬ他们对中国人采用的是落

井下石的态度ꎬ表现出极大的、令人不解的厌恶、
仇视甚至憎恨ꎬ积极参与了 １９ 世纪下半叶与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排华运动ꎮ 细读他们的排华言论ꎬ
我们不难看出ꎬ他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有

着对中国人极深的偏见、厌恶、恐惧甚至仇恨ꎬ而
这种态度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西方白种人的文

化优越感ꎬ他们从白人至上的强者逻辑出发ꎬ视
华人为劣等文化产生的劣等人种ꎬ毫不夸张地

说ꎬ美国的排华运动带有希特勒纳粹帝国的种族

主义基因ꎮ
但是ꎬ政治的理由只是表面现象ꎬ如果从意识

的深层去找原因ꎬ笔者认为ꎬ排华的动力还来自欧

美白人对华人的无意识恐惧ꎬ这种恐惧可追溯至

历史上蒙古人的征服以及由此而生的“黄祸论”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ｅｒｉｌ)ꎮ 汉学家史景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
认为ꎬ蒙古征服一直鲜活地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

之中ꎬ但如果考虑到西方历史经常对蒙古征服予

以正面的描述ꎬ西方文学经常煞费苦心地把蒙古

征服高度浪漫化(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

“Ｋｕｂｌａ Ｋｈａｎ:ｏｒ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ｒｅａｍ”就是一个著

名的例子)ꎬ特别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也是蒙

古征服的受害者ꎬ声称蒙古征服这一鲜活的记忆

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中似乎并不完全讲得通ꎮ
更为合理的解释也许应从无意识层面去寻找ꎬ蒙
古征服对西方文化意识而言就是一种巨大的精

神创伤ꎬ其引发的“黄祸论”是西方文化意识的

概念性表述ꎬ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征服的胜利

而被压制入无意识层面ꎬ积淀在西方人的无意识

之中ꎬ无意识的非理性运作将蒙古征服转嫁到同

为黄皮肤、同样被西方人划为蒙古人种的汉人身

上ꎬ满清对汉人的征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无

意识ꎬ衍生出对所有华人的无意识恐惧ꎬ引起了

对华人的种种偏见、厌恶甚至仇恨和迫害ꎮ 这种

无意识的恐惧甚至影响到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ｖｉｎａｓ)这样提倡“爱的智慧”和对

他者负有责任的著名法国思想家ꎬ在其有关政治

学理论的«中俄辩论和辩证法»一文中ꎬ他对“黄
祸”表示了巨大的忧虑ꎬ并以此告诫处于冷战中

的俄国人(研究列维纳斯的学者认为这其实是泛

指欧洲人)不要深陷于亚洲文明之中而不可自

拔ꎬ虽然他辩解说ꎬ“这不是种族原因ꎬ而是精神

原因ꎬ这涉及的不是劣等价值ꎬ而涉及的是极端

的陌生”ꎬ〔１１〕但他重提“黄祸论”并将中华文明视

为无法接近的他者ꎬ说明“黄祸论”在西方人的

无意识中是多么深入ꎬ以至于西方研究列维纳斯

的学者大声质问:“列维纳斯是不是疯了?”进而

怀疑其哲学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导致这种种族主

义言论的深层原因ꎮ〔１２〕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ꎬ最早发现无意识的是文

学家和艺术家ꎮ 的确ꎬ通过分析一些涉及华人的

文学作品可以管窥西方人对华人的无意识深层

的态度ꎮ 欧美在 １９ 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了一些

以“黄祸”为主题的书ꎬ这些书旨在使读者想到

这样的场景就不寒而栗:“美国文明有可能因中

国人的涌入而被淹没ꎬ或者是被中国人的疾病所

消灭ꎮ” 〔１３〕这样的种族主义的胡言乱语竟然出现

在政府的文件之中ꎮ １８７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加利福

尼亚州参议院发表了“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演

说”ꎬ在其提出的解决中国移民问题的方案中公然

将中国人称为“地球表面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民

族”ꎬ与其“接触就是污染”ꎬ并坚持声称:“对我们

自己种族的正义就是要求禁止他们在我们的土地

上定居ꎮ”显然ꎬ当时排华运动的一个动机就是害

怕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会玷污新大陆的白人社

群ꎮ 这样的观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ꎮ 斯坦贝克在

其短篇小说«约翰熊»( Ｊｏｈｎｎｙ Ｂｅａｒ ) 〔１４〕 中就隐

晦地传达中国人可能导致西方文明毁灭的信息ꎮ
在这个故事中ꎬ加州的娄玛镇上有一个被当地人

视为贵族的富户ꎬ家里只有步入中年的白人姐妹

俩ꎬ她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ꎬ被当地社区视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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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良心和道德楷模ꎮ 她们的土地雇佣一个华裔

帮工耕种ꎬ这个华工在小说中既无名无姓ꎬ也没

有正面出场ꎬ只是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迷雾中隐约

闪现ꎬ发出如妖魔唱歌一样的迷人声音ꎬ但他却

成功勾引了俩姐妹中的妹妹爱米ꎬ并使她怀了

孕ꎬ导致了她因声名扫地而自杀身亡ꎮ 斯坦贝克

在故事中没有对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表示丝毫

的同情ꎬ而是通过叙述象征社区良心和道德楷模

的爱米的含羞自杀ꎬ几乎不加掩饰地暗示:中国

人可能会导致美国文明的堕落和毁灭ꎮ 笔者的

阅读感受不仅有文本细节支撑ꎬ而且可以得到已

有评论的支持ꎮ 史景迁如此评论道:“一个从头

至尾都没有出场的中国人ꎬ干成的事就是毁灭了

娄玛社区建立的一切道德价值ꎬ故事巧妙地一直

等到结尾才显示从中国传到西方的爱情和语言

天赋是如何蛊惑人和制造毁灭的能力ꎮ” 〔１５〕 该故

事深入到西方人的无意识层面ꎬ生动再现了西方

人对中国人的无意识恐惧ꎮ 这种恐惧的无意识

性质通过故事的主角得到进一步强化ꎬ这个人物

就是镇子上的傻瓜约翰熊ꎬ傻子什么也不会ꎬ但
是却具有敏锐的听觉能力和留声机一样的口头

模仿能力ꎬ正是他惟妙惟肖的模仿泄露了爱米的

丑闻ꎮ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ꎬ幼儿和傻瓜不会说

谎ꎬ约翰熊的鹦鹉学舌暴露了白人的无意识心

态ꎮ 有人也许会为斯坦贝克辩护ꎬ说他只不过是

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加州当时的仇华社会氛围ꎬ
的确ꎬ他的故事切入到美国民众内心ꎬ深刻地暴

露了美国社会文化无意识的一个层面ꎮ
２０ 世纪初ꎬ反华厌华、视华人为威胁在西方世

界是一种社会常态ꎬ这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如此ꎬ在
文学艺术领域亦如此ꎮ 在一些英语文学作品中ꎬ
白人对华人的无意识恐惧得到了有意识的表现ꎮ
杰克伦敦曾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黄祸”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ｅｒｉｌ)ꎬ他在其中声称对西方造成威胁的

最终不是日本人ꎬ而是中国人ꎬ因此ꎬ西方人要为

此做好准备ꎮ〔１６〕 他的科幻小说«无与伦比的入

侵»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ꎬ其充满想象地描绘了

中国人在生化战中面临种族灭绝的场景ꎬ该小说

没有一处对这一种族灭绝表示反对ꎬ相反小说中

出现了类似于“黄祸”的字眼如“黄种人生活”
“黄色民众”ꎬ小说结尾是“中国的土地得到消

毒”ꎬ并由西方人重新殖民ꎮ〔１７〕 有美国评论家认

为ꎬ该小说是伦敦的种族主义证据ꎮ 同样ꎬ英国

有一个作家叫萨克斯罗莫(Ｓａｘ Ｒｏｈｍｅｒ)ꎬ其真

名是 Ａｒｔｈｕｒ Ｓ. Ｗａｒｄꎬ他创作了以“傅满洲博士”
(Ｄｒ. Ｆｕ － Ｍａｎｃｈｕ)为核心人物的系列小说ꎮ 傅

满洲博士是一个作者虚构的狡诈而又邪恶的中

国人ꎬ其人生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黄种人的一

统天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ｉｒｅ)”ꎮ 这个人物广

泛地出现在英语世界的文学、电影、电视、电台、
连环漫画和通俗故事中ꎬ竟然长达近一个世纪ꎬ
时至今日ꎬ原作者已死ꎬ但仍然有续集出版ꎮ〔１８〕

正如史景迁所言:“随着傅满洲的出现ꎬ对邪恶的

中国人的描绘呈现出经久不衰而又标准的国际

形式ꎮ” 〔１９〕为何该小说系列能经久不衰呢? 史景

迁一语中的:因为“这样的故事通过笨拙的西方

人物的天真而获得流行ꎬ西方人可以将一种永不

过时的‘黄祸论’和东方残暴追溯到马可波罗

时代关于蒙古征服的早期故事”ꎮ〔２０〕 史景迁指

出ꎬ在美国的政治演说和法律案例中ꎬ“蒙古”一
词通常被用来指代以前所说的“中国人”ꎮ 史景

迁还引用一个法律文件中的话予以证明:“支那

人不是高加索人ꎬ我们欢欣鼓舞地承认这一事

实ꎬ支那人就是蒙古人ꎮ”
史景迁指出了西方人ꎬ特别是美国人对华人

在有意识层面的厌恶ꎬ但在笔者看来ꎬ傅满洲的

形象经久不衰其实传递了美国人在无意识层面

对华人的偏见、憎恨和恐惧ꎬ这种文化无意识不

时地在美国社会上和媒体上以有意无意的辱华

言论和行为而得以表现ꎬ虽然辱华者往往因华裔

和其他正直人士的抗议而不得不道歉ꎬ但由于文

化无意识的力量ꎬ即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ꎬ辱华

甚至排华现象也不会绝迹ꎮ 笔者可以预言ꎬ每当

中美关系产生问题的时候ꎬ排华情绪就会冒出头

来ꎮ 这是因为ꎬ虽然时至今日ꎬ美国的排华运动

早已烟消云散ꎬ但排华的后果并没有消失ꎬ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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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到美国白人和华人的无意识层面ꎬ常常以不

同的形式冒出头来ꎮ 在白人社会ꎬ我们不仅会不

时地在社会上和媒体上碰到辱华的言论和行为ꎬ
而且甚至会出现拿华人当替罪羊的现象ꎮ 在此

举一个时隔不久的例子ꎬ就是美国金融界和司法

界兴师动众审查一家华裔银行ꎬ并为了转移美国

社会对金融界造成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愤怒ꎬ抓
捕那家银行员工做替罪羊的案例ꎮ ２０１７ 年ꎬ根
据这一案例ꎬ美国的正义人士拍摄了一部获得奥

斯卡提名奖的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可以

进监狱» (Ａｂａｃｕｓ:Ｓｍａｌｌ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Ｊａｉｌ)ꎬ这部影

片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纽约一家小型华裔银

行被美国法庭当作引起 ２００８ 年次贷危机ꎬ造成

美国金融灾难的替罪羊而遭到起诉ꎬ导致十几个

雇员被拘捕入狱ꎬ最后历经 ６ 年多的抗诉才获得

无罪的判决ꎮ 胜诉的结果多亏了银行所有人孙

启诚先生有三个能干的女儿和花了一千万美元

的诉讼费ꎮ 胜诉以后ꎬ受害人说了这样一句应该

令全球华人和西方人深省的话:“我们之所以成

为替罪羊ꎬ就是因为我们是华人ꎬ是弱者ꎮ”相比

之下ꎬ金融危机发生后没有一家美国大金融机构

或个人对那次危机承担法律责任ꎬ没有一个美国

金融大鳄入狱ꎮ 这些金融机构的护身符就是:
“大到不能倒闭” (Ｔｏｏ Ｂｉｇ ｔｏ Ｆａｉｌ)ꎬ意指由于滥

发房屋次级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大金融机构规

模太大ꎬ倒闭了会引起连锁反应ꎬ政府只好用纳

税人的钱对其进行注资保护ꎮ
这个案例鲜活地说明了排华的种族主义文

化无意识的回归:影片中受采访的代表政府的公

诉人在败诉以后仍然强词夺理为这一本不该起

诉的案件辩护ꎮ 而且仍然有 ８ 个华裔雇员因为

在胜诉前政府施加的压力下自己认了罪而没有

被撤销惩罚ꎮ 有人也许会说ꎬ最后官司不是赢了

吗? 说明美国还是有法治正义的啊ꎮ 但是ꎬ正义

的前提是:你必须有钱ꎬ也就是说:正义仅存在于

金钱的力量之内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ｅｙ)ꎮ 这句话与俾斯麦的一句名言异曲同工: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ｎｏｎ)ꎮ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样

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奖的影片在中国知识界和

社会竟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这其中原因

很值得我们去深挖ꎮ 受害人的另一番话令笔者

感慨万分:在整整六年的诉讼过程中ꎬ没有得到

一个民选的华裔官员的任何形式的支援ꎮ 这说

明ꎬ在华人自身而言ꎬ相当多的华裔人士在内心

深处存在着不敢抗争的自卑情结ꎬ甚至在华裔精

英中ꎬ殖民无意识已转化为有意识的殖民文化ꎬ
这部影片在国内和华人社区获得的反应表明ꎬ华
人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仍然遥遥无期ꎮ 而华

人的殖民无意识导致华人在排华反华的浪潮到

来之时还会成为替罪羊和受害者ꎬ目前世界范围

内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引发了一些仇华的案例

就是明证ꎮ

三、文化自信与殖民无意识

为了完善中国的社会制度ꎬ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ꎬ中国政府提出了四个自信ꎬ其中“理论自信”
和“文化自信” 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ꎮ 笔者认

为ꎬ文化自信有两个层次ꎬ有意识的文化自信和

无意识的文化自信ꎬ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自然流露

的自信ꎬ也就是无意识的自信ꎮ 笔者将分析中西

研究中的几个案例来看两种文化自信的效用ꎮ
从改革开放开始ꎬ国内学术界的“文化自信”在

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一直有所下降ꎬ直到 ２１ 世

纪初才开始回升ꎮ 这表现在无论是社会学科还

是人文学科ꎬ奉行的还是“拿来主义”ꎬ对西方学

术顶礼膜拜ꎬ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引进、介绍西

方思想和学术上ꎬ满足于消化西方的理论、方法

和成果ꎬ不太在乎理论创新和有新见解的学术ꎮ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状况呢? 笔者觉得ꎬ文化无

意识领域的自卑情结应该负一定责任ꎮ 在此ꎬ我
们可以从中西学者研究文学的不同状况的比较

中获得一些启发ꎮ 先以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汉

学家为例ꎬ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其实并不如中国学者的外语能力和对外国文化

的了解ꎬ但汉学家和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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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状况发人深思ꎮ 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汉

学家虽然“汉语说不利索ꎬ常用汉字也没认全”ꎬ
学术视野狭窄ꎬ研究对象冷僻ꎬ但他们当中不少

人还真做出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ꎬ一些杰出的

汉学家甚至做出令国学研究者为之折服的成就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基本上是把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用汉语转述一遍ꎬ极少有什

么新意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 其中原因

有很多ꎬ但有一个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汉

学家的自信和中国学者的自卑ꎬ这不仅表现在有

意识层面ꎬ也表现在无意识层面ꎮ 面对历史悠久

的中国文化ꎬ西方汉学家很少表现出高山仰止的

态度ꎬ而是只顾认真地在自己喜欢的一亩三分地

里辛勤耕耘ꎬ结果常常有新的收获ꎮ 他们的自信

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学问上ꎬ有时甚至还大胆地

对国学研究评头品足ꎬ充当中国学术价值的仲裁

人ꎬ比如有美国汉学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

结果予以激烈批评ꎬ甚至不屑一顾ꎬ也有欧洲汉

学家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ꎬ更有西方学者

对中国文化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轻蔑ꎬ这已不是

文化自信的表现ꎬ而是西方文化无意识中的自大

情结从被压抑的无意识层面回归到有意识层面

的现象ꎮ
笔者曾在多个场合批评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对

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所作出的价值判断ꎬ〔２１〕 在

此ꎬ转换一个视角ꎬ试问:中国学者敢于像西方学

者那样对西方的考古研究或英美文学提出尖锐的

批评吗?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不自信决定了否定的

回答ꎮ 下面分析一个英国文学的案例予以说明ꎮ
中国从事西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人对于英美文学

学者基本持一种高山仰止的态度ꎬ甚少对英国文

学或美国文学研究提出质疑ꎮ 不久前ꎬ笔者在国

内教英国文学选读ꎬ用的是«新编英国文学选读»ꎬ
其中选有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格雷(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ｙꎬ１７１６—１７７１)的«墓园挽歌»(Ｅｌｅｇ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ｕｒｃｈｙａｒｄ)ꎬ〔２２〕 这首诗通过对一处乡

村墓地埋葬的村民的追思以及想象ꎬ表达了对这

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深深的同情ꎬ诗人既对

他们没有机会施展天赋和才华而惋惜ꎬ又对权贵

阶层和尘世的虚荣奢华表示了蔑视和嘲讽ꎮ 这

首诗的后部分通过一个当地村妇之口ꎬ叙述了一

位乡村青年人生郁郁不得志ꎬ又情场失意ꎬ最后

可能是死于自杀的哀婉故事ꎮ 出于深深的同情ꎬ
诗人为他写了墓志铭ꎮ 笔者在教这首诗的时候

发现课本的注释说ꎬ墓志铭是诗人为自己而作ꎬ
诗中的青年就是诗人自己ꎬ〔２３〕不仅«新编英国文

学选读»采用此说ꎬ国内的其他选读也采用此说ꎮ
«墓园挽歌»是国内英国文学课程必读之作ꎬ笔
者感到不解的是ꎬ为何这样的过度阐释在国内外

国文学界没有受到质疑? 与同事一起讨论后才

得知ꎬ选读注释的根据就是英美学者对该诗的解

读ꎮ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ꎬ书
中研究格莱这首诗时写道:“即使我们不明智地

忽略诗人对其亡友理查德韦斯特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ｓｔꎬ死于 １７４２ 年)的悲伤余绪的具体指涉ꎬ该
挽歌悼念的是一个超出名不见经传的村民的特

定死亡ꎮ 这一个体的死亡ꎬ虽然是想象性的ꎬ却
是诗人自己的死亡该诗小心翼翼地控制情

绪的转变以便在达到高潮时为任何一个渴求得

到缅怀的亡者发出呼吁ꎮ 相应而来的是诗人之

死的设想ꎬ这一设想包含了一个当地乡村青年对

诗人生平和葬礼的叙述ꎬ并补之以诗人自己撰写

的墓志铭的呈现ꎮ” 〔２４〕 从文学阐释的角度来看ꎬ
因为诗歌不是历史或传记ꎬ这样的解读虽不能完

全说是误读ꎬ但却可以说是过度依赖想象力、忽
视文本证据的过度阐释ꎮ

英美文学研究界认为该诗是为了悼念亡友

韦斯特而作ꎬ考虑到诗人的生平ꎬ这种说法尚说

得过去ꎬ但如果说墓志铭的主人就是诗人自己ꎬ
这不仅与诗中的内容完全不合ꎬ而且大大降低了

该书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ꎮ 笔者的看法是ꎬ悼
念亡友可能是引发诗人创作该诗的灵感ꎬ但不是

诗歌的主旨ꎬ无论英美研究者如何从前期版本中

寻找诗人生平的证据ꎬ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根本

的问题ꎬ我们阅读文学作品面对的是最后定稿出

版的文本ꎮ 墓志铭是诗人为自己自撰说正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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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理论家所批评的过度阐释(ｏｖｅｒ －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而
且是一种特不靠谱的过度阐释ꎮ 格莱是剑桥大

学教授ꎬ名满欧洲的诗人ꎬ但他不求闻达ꎬ甚至谢

绝桂冠诗人的头衔ꎬ他怎么会在诗中恳求别人铭

记自己呢? 而且ꎬ他出身中产家庭ꎬ从小上伊顿

贵族学校ꎬ交往的都是名人显贵ꎬ与诗中默默无

闻的下层村民没有任何可比之处ꎬ更与人生郁郁

不得志而死去的乡村青年八竿子也打不着ꎬ即使

诗人可以动用丰富的想象力ꎬ我们只见过梦想大

富大贵的穷人ꎬ还没有听说过达官显贵梦想做穷

愁潦倒的村夫ꎮ 而且ꎬ该诗发表时格莱已经 ３５
岁ꎬ考虑到当时人们寿短ꎬ已经不是青年了ꎮ 西

方学者为了追求创新而标新立异ꎬ提出这样的过

度阐释ꎬ尚可理解ꎬ我们为何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呢? 恐怕还是无意识在起作用吧ꎮ 其实ꎬ不是没

有中国学者存在不同看法ꎬ只是他们觉得英美文

学是英美人士的拿手绝活ꎬ对于英美文学学者作

出的解释ꎬ中国学者在有意无意层面都不敢轻易

提出异议ꎮ 但相比之下ꎬ西方汉学家从来不会因

为国学是中国人的拿手绝活而对中国学术顶礼

膜拜ꎬ反而经常对中国人的研究指手划脚ꎬ评头

品足ꎬ甚至以权威自居ꎬ对中国学术进行价值裁

判ꎮ 中国学者很少有这样的胆识ꎬ就是有人对西

方学术提出质疑ꎬ也是赞赏的人少ꎬ批评的人多ꎬ
或是不屑一顾ꎮ 近几年ꎬ国内出现了对西方文艺

复兴时代伪造希腊文明的批评ꎬ除了互联网上有

一些反映以外ꎬ学界只有一个学者发表文章ꎬ而
且以嘲讽的口吻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ꎬ而主流

学界皆保持沉默ꎬ实际上就是让这样的学术观点

自生自灭ꎮ 通过案例分析试图说明ꎬ对中国学者

来说ꎬ文化自信太重要了ꎬ学术自信一方面来自

从事学术研究的学养ꎬ另一方面则来自精神层面

的底气ꎬ何为底气? 就是文化无意识层面的自

信ꎬ如果在精神层面都认为技不如人ꎬ惟西方马

首是瞻ꎬ还有什么文化自信可言? 原创力的提升

基本也没有可能ꎬ因此ꎬ彻底的文化自信必须从

文化无意识层面的去殖民化开始ꎮ

四、结语:文化无意识的双向去殖民化

本文的案例分析表明ꎬ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

无意识就是殖民无意识ꎬ汉学主义的理论核心本

质上是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ꎮ 文化无意识对

于前殖民宗主国的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

说ꎬ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大不相同ꎬ但都是一

枚硬币的两面ꎬ其本质是文化意识中有意无意的

殖民性ꎬ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精神遗产ꎮ 这种

遗产是负面而又影响深远的ꎬ如果不在思想文化

领域开展去殖民化ꎬ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就无法

肃清ꎬ还会以不同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出现ꎬ干扰

和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ꎬ造成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ꎮ 跨文化的去殖民化需

要相向而行ꎬ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和群体应

认识到殖民主义在后殖民时代隐晦曲折的形式ꎬ
即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的种种形式出现在我们

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ꎬ有意识地去认识其危害ꎬ
提升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创造力ꎻ另一方面西方

文化的个人和群体应意识到自己在无意识层面

保留的殖民意识残余ꎬ从而在与非西方人民交往

和研究非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去除偏见和成见ꎬ保
证全球化的健康发展ꎮ 全球范围的去殖民化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展开以来已经半个多世

纪了ꎬ地缘政治的去殖民化已经完成ꎬ但去殖民

化的最后目标———去殖民性(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并没

有达到ꎬ事实上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ꎬ连
去殖民化都是失败的ꎬ〔２５〕 有些地区甚至连表面

的去殖民化都没有进行ꎬ香港就是这样ꎬ国内外

不少学者对香港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ꎬ其中一些

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ꎬ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实施去

殖民化ꎬ这一点甚至连香港反对派领袖也不否

认ꎬ声称“香港回归什么都没变ꎬ只是换个旗帜而

已ꎮ”在某种意义上ꎬ这种失败其实被后殖民研究

的先驱佛朗兹凡农(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ꎬ１９２５—１９６１)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应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黑人

的自卑情结和白人的优越情结时就预见到

了ꎬ〔２６〕 无意识层面的双向去殖民化有益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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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彻底的去殖民化ꎬ既可为前殖民宗主国的

人民去除文化自大ꎬ也可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

升文化自信提供一些概念性和实践性洞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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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ꎬＭａｄｉｓｏｎꎬＷＩ: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９ꎬｐ. １０５.

〔９〕陈晓明、龚自强:«汉学主义:一种新的批判视野»ꎬ«汉学

主义论争集萃»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００ 页ꎮ
〔１０〕关于这首诗引起的风波ꎬ参见 Ｇａｒｙ 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ꎬ“‘Ｗａｙ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ａｒｋ’: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ｅｔ Ｈａｒｔｅ’ｓ ‘Ｐｌａ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 Ｊａｍｅｓ’”ꎬ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５１ꎬＮｏ. 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３７７ －３９９ꎮ

〔１１〕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ｖｉｎａｓꎬ“ Ｌｅ Ｄéｂ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ｏｉｓ － ｅｔ ｌａ
Ｄｉａｌéｃｔｉｑｕｅ”ꎬ Ｌｅｓ Ｉｍｐｒéｖｕｅｓ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ꎬ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ꎬＦｒａｎｃｅ:Ｆａｔａ

Ｍｏｒｇａｎａ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１７１ － １７２.
〔１２〕Ｃ. Ｆｒｅｄ Ａｌｆｏｒｄꎬ“Ｌｅｖｉｎａ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４ꎬｐ. １６０.
〔１３〕原文是:“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ｓｗａｍｐｅｄ ｂｙ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ｈｏｒｄｅｓ ｏｒ ｗｉｐ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ｓ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ｄ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
ｔｏｎꎬ１９９８ꎬｐ. １８５ꎮ

〔１４〕〔１５〕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ꎬ Ｊｏｈｎｎｙ Ｂｅａｒꎬ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ꎬＥｎｇ￣
ｌａｎｄ:Ｐｅｎｇｕｉｎꎬ１９６６ꎬｐｐ. １０１ － １２０.

〔１６〕Ｊａ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ꎬ“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ｅｒｉｌ”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１９１０.

〔１７〕 Ｊａ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ꎬ “ Ｔｈｅ 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 １９１０ )ꎬ ｉｎ
Ｄａｌｅ Ｌ Ｗａｌｋｅｒꎬｅｄ. ꎬ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ꎬＰｏｒｔ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ꎬＮＹ:Ｋｅｎｋａｔ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６.

〔１８〕Ｒｏｈｍｅｒ 从 １９１３ 年创作了第一部傅满洲博士的小说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ｉｏｕｓ Ｄｒ. Ｆｕ － Ｍａｎｃｈｕ (１９１３)ꎬ到其去世创作了最后一部

小说ꎬ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Ｆｕ Ｍａｎｃｈｕ (１９５９)ꎬ一共有 １４ 本之多ꎬ即使他去

世以后ꎬ其助手和其他人仍继续创作续集ꎬ最近的一本续集出版

于 ２０１２ 年ꎮ
〔１９〕 〔２０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ｓ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ｄ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１４０ꎬ１４１.
〔２１〕顾明栋:«汉学研究的知性无意识»ꎬ«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ꎻ«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以夏商周断代

工程为中心»ꎬ«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２２〕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ｙꎬ Ｅｌｅｇ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ｕｒｃｈ － ｙａｒ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ꎬ Ｌａｔｉ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ꎬ Ｉｔａｌｉａｎꎬ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Ｌｅｏｐｏｌ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２０１５.

〔２３〕罗经国编著:«新编英国文学选读»ꎬ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７３ 页ꎮ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版亦如此注释ꎮ
〔２４〕Ｐｅｔｅｒ Ｍ. Ｓａｃｋｓꎬ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ｌｅ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ｒ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ｔｏ Ｙｅａｔｓꎬ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７ꎬｐ. １３３.

〔２５〕Ｗａｌｔｅｒ Ｍｉｇｎｏｌｏ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Ｗａｌｓｈꎬ Ｏｎ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ꎬ Ｐｒａｘｉｓꎬ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ꎬｐ. ５.

〔２６ 〕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ꎬ Ｂｌａｃｋ ＳｋｉｎꎬＷｈｉｔｅ Ｍａｓｋｓ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ｈｉｌｃｏｘ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ｒｏｖ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４.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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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无意识的双向去殖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