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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辨”与“满汉之别”
———乾隆时代双重认同困境与近代中国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从乾隆时代起ꎬ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性”开始在全球扩张ꎬ这是传统中国从未遇过的时代课题ꎮ
清王朝开始面临“夷夏之辨”与“满汉之别”、文化双重跨越与身份双重认同的困境:对外强调“夷夏之辨”ꎬ以“华

夏”代表自居ꎬ强化、固化“华夏”认同象征体系ꎻ在“华夏”内部ꎬ又坚持不懈地强调“满汉之别”ꎬ强化、固化作为

统治者合法性之一的“满洲”认同象征体系ꎮ 乾隆甚至将“马步箭弓刀石”等工具作为一种神圣的符号化和纯正

的意识形态化身ꎬ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ꎬ同时必然要将“异物”作为异端的符号化、意识形态不纯正、丧失民

族身份认同的标志ꎮ 乾隆如何面对、理解、处理这个时代课题ꎬ为近代中国定下了基调ꎮ 在这种双重认同困境背

景下ꎬ晚清统治者对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现代性转型的反应非常迟滞ꎬ甚至连对本政权至关重要的先进武器和现

代机器的引进、军事组织制度的变革等态度都非常消极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ꎬ这也是清王朝最后覆

亡的重要原因ꎮ
〔关键词〕乾隆ꎻ夷夏之辨ꎻ满汉之别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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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时代(１７３６—１７９６)ꎬ现代(Ｍｏｄｅｒｎ)世

界早已诞生ꎬ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迅速发

展ꎮ 若从中国传统标准来看ꎬ乾隆时代文治武

功ꎬ确是传统意义上的“盛世”ꎮ 但是ꎬ以英国为

代表的“现代性”开始全球性扩张ꎬ这恰是乾隆

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传统中国从未遇到的时代

课题ꎮ 乾隆皇帝如何面对、理解这个时代课题ꎬ
对近代(Ｍｏｄｅｒｎ)中国的影响既深且远ꎮ 因此ꎬ乾
隆时代如何面对、理解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课

题ꎬ是分析、理解、评判这个时代的重要因素ꎮ

一、中国传统“天下观”

中国传统 “天下” 观的核心是 “华夏中心

论”ꎬ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ꎬ其他都是边缘ꎬ
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ꎮ

但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狄夷”接触ꎬ
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ꎮ 先秦到两汉是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ꎬ也正是在与其他国

家交往中ꎬ对华夏以外的世界或者作了“妖魔

化”处理ꎬ或认为是“禽兽” “人面兽心”ꎬ种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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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ꎻ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上的低劣ꎬ以此妖魔化的

“他者”为镜像ꎬ塑造、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

优越、优秀、高尚、高等的形象ꎮ 以此为基础建构

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ꎬ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

的影响ꎮ
这种居高临下ꎬ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

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ꎬ制度化为

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ꎬ或曰

“朝贡体制”ꎬ以此规范“华夷秩序”ꎮ 这种“华夷

秩序”中ꎬ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ꎬ
“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
表ꎬ代“天”来执政“天下”ꎮ 所以ꎬ“天下”其他国

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ꎮ
从文献记载来看ꎬ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

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ꎮ 汉唐时期ꎬ朝贡体制已得

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ꎬ自汉武帝起ꎬ能否“四夷宾

服ꎬ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兴

盛的重要标志ꎬ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

一ꎮ 所以ꎬ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

新王朝称臣纳贡ꎮ 到明清时ꎬ有关各种规制已相

当精密ꎬ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

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

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ꎬ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

送ꎮ 作为宗主国ꎬ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ꎻ
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

封ꎬ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ꎮ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

中得到反映、体现ꎮ 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 “藩

属”ꎬ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ꎬ管
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在清代由“理藩院”和

“礼部”分掌ꎮ

二、“中国粉碎论”与“英夷膝盖不能弯曲论”

当时中国的外贸主要是向英国出口茶叶、瓷
器、丝绸、大黄等物品ꎬ而中国进口主要是钟表、
八音盒、自动机械玩偶等各类西洋奇珍ꎮ 这些西

洋奇珍ꎬ主要是为皇家供应ꎬ所需非常有限ꎮ 相

对于出口额ꎬ中国从英国的进口额实在微少ꎮ 长

年累月ꎬ中英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ꎬ中
国是巨大的顺差ꎬ英国是巨大的逆差ꎮ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ꎬ英国工业革命已经

开始数十年ꎬ极欲扩大商品市场ꎬ英国国王派马

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为特使ꎬ率领有 ７００
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ꎬ企图打开中国

市场ꎬ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平衡状况ꎮ 这位大英帝

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ꎬ实想为经

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

场ꎮ 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

场ꎬ扩大与英国的贸易ꎬ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ꎻ二
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ꎬ建立经常性的

外交关系ꎮ
时处盛世的大清王朝ꎬ上上下下没有、也不

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ꎬ反
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ꎬ使远

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ꎬ因仰慕中华文

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

寿ꎬ主动成为中国属国ꎮ 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

有关信函时ꎬ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

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贴ꎬ来华英使臣被译

成“素沐皇仁ꎬ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ꎬ未能遗

使进京叩祝ꎬ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ꎮ 今我国王公

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ꎬ带有贵重贡物ꎬ进呈

天朝大皇帝ꎬ以表其慕顺之心”ꎮ “十全老人”乾
隆皇帝阅后大喜ꎬ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ꎬ
自应准其所请ꎬ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ꎮ” 〔１〕马氏一

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ꎬ但其船队却被插上“英吉

利贡使”的长幡ꎬ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ꎬ“礼物”
被改为“贡物”ꎮ 马氏自称的“钦差”被清朝官员

改为“敬差”或“贡差”ꎬ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在

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是称他们远在重洋ꎬ经数万里

之程ꎬ历十一月之久ꎬ来向天朝输诚纳贡乾

隆皇帝收到了经由大臣徵瑞转奏的马戛尔尼使

团“贡单”ꎬ见单内仍有“遣钦差来朝”之语ꎬ认为

与天朝体制不符ꎬ遂特别传谕:“阅单内有遣钦差

来朝等语ꎮ 该国遣使入贡ꎬ安得谓之钦差? 此不

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ꎬ自尊其使臣之词ꎮ 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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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与之计较ꎮ 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ꎬ不知

轻重ꎬ亦称该使臣为钦差ꎬ此大不可ꎮ 著徵瑞豫

为饬知ꎬ无论该国正、副使臣ꎬ总称为贡使ꎬ以符

体制ꎮ” 〔２〕天朝上国的“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
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

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ꎮ
然而ꎬ双方最后却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

生激烈的“礼仪之争”ꎮ 中国认为ꎬ既然是“贡

使”来“进贡”ꎬ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

贡使一样ꎬ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
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ꎬ行“三跪九叩”之
礼ꎮ 对此ꎬ马氏坚不同意ꎮ 从 ７ 月下旬到 ９ 月中

旬近两个月的时间中ꎬ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
争论不休ꎬ互不相让ꎬ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也专

门为此会见马氏ꎬ亦无结果ꎮ
最终ꎬ乾隆皇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

“属国”ꎬ至为不快ꎬ命其离开中国ꎮ 同时ꎬ乾隆

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奉天承运ꎬ皇
帝敕谕 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ꎬ远在重洋ꎬ倾
心向化ꎬ特遣使恭赍表章ꎬ航海来庭ꎬ叩祝万寿ꎬ
并备进方物ꎬ用将忱悃ꎮ 朕披阅表文ꎬ词意肫恳ꎬ
深为嘉许ꎮ”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ꎬ乾隆断然拒

绝:“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ꎬ住居天

朝ꎬ照管尔国买卖一节ꎬ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ꎬ断
不可行! 向来西洋各国ꎬ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ꎬ
原准其来京ꎬ但既来之后ꎬ即尊用天朝服色ꎬ安置

堂内ꎬ永远不准复回本国ꎮ 此系天朝定制ꎬ想尔

国王亦所知悉ꎮ” “天朝所管地方ꎬ至为广远ꎬ凡
外藩使臣到京ꎬ译馆供给ꎬ行至出入ꎬ俱有一定体

制ꎬ从无听其自便之例ꎮ”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

求ꎬ他也断然拒绝:“天朝抚有四海ꎬ惟励精图治ꎬ
办理政务ꎻ奇珍异宝ꎬ并不贵重ꎮ” “其实天朝德

威远被ꎬ万国来王ꎬ种种贵重之物ꎬ梯航毕集ꎬ无
所不有ꎬ尔之正使等所亲见ꎮ 然从不贵奇巧ꎬ并
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ꎮ” 〔３〕 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

获ꎬ于 １０ 月初被迫离京返国ꎮ
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ꎬ时隔 ２３ 年后ꎬ英国

又派阿美士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 Ａｍｈｅｒｓｔ)为特使来

华ꎬ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ꎬ建立外交关

系ꎮ 此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ꎬ经济实力与军

事力量远超 ２３ 年前ꎬ但中方对此仍是毫不知情ꎬ
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ꎬ诚心向化ꎮ 然而

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ꎮ 由于阿美士德

仍拒不跪拜ꎬ嘉庆皇帝大怒ꎬ颁谕称:“中国为天

下共主ꎬ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

又下旨要求英使离京回国ꎮ 像乾隆皇帝一样ꎬ嘉
庆皇帝也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尔国远

在重洋ꎬ输诚慕化”ꎬ“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

京之时ꎬ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

仪ꎬ此次岂容改异?” “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

之ꎬ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物收纳ꎬ嘉
尔诚心ꎬ即同全收ꎬ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
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ꎬ以示怀

柔ꎮ”“天朝不宝远物ꎬ凡尔国奇巧之器ꎬ亦不视

为珍异ꎮ”“嗣后毋庸遣使远来ꎬ徙烦跋涉ꎮ 但能

倾心效顺ꎬ不必岁时来朝ꎬ始称向化也ꎮ 俾尔永

遵ꎬ故兹敕谕ꎮ” 〔４〕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

只有二十四年ꎬ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

满是“天朝” “万国共主” “输诚慕化” “恭顺之

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

念ꎬ对一个“新世界” 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无所

感ꎮ
１７９３ 年和 １８１６ 年英国使臣两次使华ꎬ都没

有达到通商和派驻使节的目的ꎬ但是ꎬ他们却有

非常重要的收获ꎮ
马戛尔尼使团于 １７９３ 年 ８ 月初到达北京ꎬ

后来十分狡猾地找种种理由不走海路而从内陆

于 １２ 月初到达广州ꎬ然后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ꎬ
于 １７９４ 年 ３ 月中旬离开中国ꎮ 在超过半年的时

间内ꎬ他们从北到南ꎬ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

查ꎮ 他们从通过传教士的远距离观察到实现了

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研究ꎮ 以前传教士对中国

的介绍毕竟笼统ꎬ而且侧重人文方面ꎬ此次马戛

尔尼使团人数众多ꎬ有政治家、科学家、机械师、
医生等专业人员ꎬ他们从这些领域、学科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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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调查研究ꎮ 阿美士德使

团于 １８１６ 年 ７ 月中到达中国ꎬ由于有马戛尔尼

使团先例ꎬ阿美士德使团也是沿大运河南下ꎬ然
后于 １８１７ 年 １ 月末从澳门返国ꎮ 也有半年时

间ꎬ从北到南ꎬ也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ꎮ
阿美士德使团比马戛尔尼使团少了 ２０ 人ꎬ成员

中有科学家、博物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医生、测
绘技术人员ꎬ还有素描绘图精湛的画家ꎬ而且有

几名“中国通”ꎮ 此时距马戛尔尼使团到华已过

去二十多年ꎬ这二十多年是英国在工业革命道路

上突飞猛进的二十多年ꎬ所以阿美士德使团的设

备更先进ꎬ人员的科学知识水平更高ꎬ对所经中

国海陆沿线的测量更加精准ꎮ
英国的这两次出使ꎬ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此前

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传教士书信

著作和启蒙派学者论述了解中国ꎬ从而得出的

“中国结论”ꎮ 此前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观”
中ꎬ中国是一个繁荣、富强、先进、民众道德普遍

高尚ꎬ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度ꎮ 但经过这两次实地

调查ꎬ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

民情、地形地貌、物产、气候、军队、武器等方方面

面作了一番考察和评估ꎮ 他们的观察、记录细致

入微ꎬ连纤夫拉纤喊号子的调子、民歌«茉莉花»
的曲调ꎬ都用五线谱记录了下来ꎬ其他方面的记

录ꎬ可想而知ꎮ
经过比较ꎬ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法

律、道德、科学技术和军事等全面大大落后于欧

洲ꎬ他的结论是:“至少在过去的 １５０ 年ꎬ没有发

展和进步ꎬ甚至在后退ꎬ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ꎬ
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ꎬ实际变成了半野

蛮人ꎮ”他甚至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可能看

到清王朝的崩溃:“我在考察中发现庞大的上层

建筑根基空虚”ꎬ“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ꎬ将
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ꎮ 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

不堪重负ꎬ失去平衡ꎬ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ꎬ单靠

一支手已不易掌控局势ꎮ 尽管当今皇帝以他的

精力和智慧可以长时期维持国家机器平稳运行ꎬ
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溃瓦解ꎬ那么我

将不感到意外ꎮ”他考察了中国的军事力量ꎬ发现

部队缺乏训练ꎬ以冷兵器为主ꎬ不知道炼钢技术ꎬ
火绳枪还是像从前葡萄牙传入的那样ꎬ没有专门

生产火药的工厂ꎬ都是个人制造ꎬ士兵的一项任

务就是自备火药ꎬ因此火药质量很差ꎮ〔５〕 中国海

军与海防ꎬ他认为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将其摧

毁ꎬ并使从海南岛到直隶湾的航线中断ꎮ 中国面

临更严重的后果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

立”ꎬ“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如此脆

弱”ꎬ只需外力介入ꎬ它立即就会切断ꎮ “从孟加

拉只需稍稍鼓动ꎬ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ꎬ这是易

如反掌的事情ꎮ 使团成员还考察了香港附近海

面ꎬ认为非常适合殖民ꎮ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

旧不堪的旧船ꎬ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

才使它在近 １５０ 年期间没有沉没ꎬ它那巨大的躯

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ꎮ 假如来了个无能之

辈掌舵ꎬ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ꎮ 船将不

会立刻沉没ꎬ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ꎬ然
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ꎮ 它将永远不能修复ꎮ” 〔６〕

他的结论ꎬ令人不寒而栗ꎮ 半个世纪后ꎬ香
港被割让给英国ꎻ一百年后ꎬ中日«马关条约»第
一款就是朝鲜“独立”ꎬ此条约还将台湾割让给

日本ꎮ
阿美士德使团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了详

细考评ꎬ认为以往过于重视传教士的中国论述ꎬ
完全不应该ꎬ因为传教士对中国评价太高ꎬ言过

其实ꎮ 他也认为中国不仅完全落后ꎬ而且潜伏着

巨大危机:“各省现在可能仍然潜伏着对政府的

不满ꎬ如果这种不满被外来攻击引发成行动ꎬ或
者受到外国支持的鼓励ꎬ改朝换代并不是不可能

的事ꎮ 汉人的民族感情还没有完全消失ꎬ可能会

出现一个或真或假的明朝的代表人ꎬ如果得到外

国援助的强力支持ꎬ他会找到足够的拥护者ꎬ把
没有资格拥有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驱逐出去ꎮ
不过ꎬ如果没有这种干涉ꎬ现在还看不到内部革

命的任何迹象ꎮ”“由于百姓没有代表ꎬ他们除了

叛乱没有别的纠正办法ꎮ” “我相信ꎬ中国的军队

尽管足以应付国内的治安ꎬ但是从他们列队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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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和士气状况来看ꎬ即使是对付亚洲不正规

的军队也是不堪一击ꎬ肯定无法对抗欧洲的军

队ꎮ” 〔７〕

更重要的是ꎬ阿美士德使团船队从香港起锚

先后进入南海、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和白

河口ꎬ在此期间ꎬ他们依靠精密的气象测量仪器

不间断地记录了这些海区的气象数据ꎬ每天 ３
次ꎬ每次间隔 ８ 小时ꎬ并将这些数据汇总为一张

海上气象数据记录表ꎬ清楚地标示了测量点的经

纬度、测量时间、气压、温度、湿度及盛行风向ꎮ
海洋水文要素与船舶航行安全密切相关ꎬ在海洋

水文要素中ꎬ一个需要测量的基本指标就是海水

温度ꎮ 海水温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海浪的变化ꎬ造
成台风、海雾天气ꎬ影响船只的航行ꎮ 船队在航

行期间ꎬ他们对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进行了多次

测试ꎮ 这些水文数据为后来英军舰队在中国海

域的航行提供了依据ꎮ 阿美士德使团在大沽口

上岸后ꎬ陆续获得了对他们来说最为难得的内河

水文、气象及航道情报ꎮ 他们通过京杭大运河、
长江、赣江、鄱阳湖等内陆河湖ꎬ一路南下至广

州ꎬ经澳门回国ꎮ 利用这个机会ꎬ使团搜集了内

陆河流的水文数据ꎬ每进入一条河流ꎬ使团成员

都对河流的宽度、深度、长度、流速及暗礁分布情

况进行记录ꎮ 从 １８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到 １１ 月 ２４ 日

进行了长达 ７８ 天的连续观测并将所有数据绘成

了一张内陆气象记录表ꎬ清晰地记录了长江等主

要河流的气象情况ꎮ 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ꎬ
英国人对长江航道并不熟悉ꎮ 该使团途经长江

时借机测量了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ꎬ
为以后鸦片战争中英国通过长江进攻镇江和南

京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ꎮ 内河航道、水
文、气象情报的获取ꎬ使得英国人对长江等重要

水道的情况了如指掌ꎬ因此英军才能在鸦片战争

中大胆地从沿海深入内河进攻南京等重镇ꎬ并取

得决定性胜利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他们所有这些测

量活动都是公开的ꎬ陪同他们的中国官员因为缺

乏最基本的有关知识ꎬ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做什

么ꎮ

该使团在旅行途中ꎬ只要发现一处驻军营

地ꎬ无论大小ꎬ都对驻军点的人数、地点和装备等

基本信息进行记录ꎬ掌握了沿途各地清军布防情

况ꎮ １８４２ 年ꎬ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ꎬ英军决定溯

长江口而上占领南京ꎮ 战前英军并未对长江水

道进行侦察ꎬ而是在行进中以测量船为先导ꎬ边
测量边前进ꎮ 由此不难判断ꎬ英军是以阿美士德

使团当年搜集的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航道情

报作为基础数据的ꎮ 最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ꎬ迫
使清政府答应了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ꎮ 在谈判

桌上ꎬ英国提出了割让香港ꎮ 因为英国人发现香

港具有极好的建设港口条件ꎬ而且靠近澳门和广

东海岸ꎬ在贸易、交通、军事上都极为理想ꎮ 但彼

时香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ꎬ当时清廷连香港

在何处都不知ꎬ而英国之所以提出要清廷割让这

个看起来毫无价值的小岛ꎬ就在于阿美士德使团

１８１６ 年使华时对香港进行了细致考察ꎬ认为可

以把香港作为贸易中转地ꎮ 他们的船队在香港

湾停泊了 ３ 天ꎬ对香港岛及周边海域情况进行了

细致考察ꎬ测量了香港岛的地形ꎮ 还有成员携带

水银温度计上岛ꎬ在香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攀爬

了 １０００ 英尺ꎬ测量和记录了香港湾的气温、气
压、温度、湿度和盛行风向等气象情况ꎮ 考察过

后ꎬ阿美士德使团对香港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ꎬ
使团中的海军军官都认为对任何吨位的船只来

说ꎬ香港都是极好的避风地ꎮ 该船队的一些船只

曾靠近朝鲜海岸ꎬ对附近的岛屿和海岸线也作了

精确测绘ꎮ 还有些船只到达琉球ꎬ并成功登陆ꎬ
停留了六个星期之久ꎮ “从朝鲜和琉球群岛的历

史中ꎬ我们了解到ꎬ日本和中国经常争夺对于这

些朝贡国的宗主权ꎬ在较早时期双方各有胜负ꎬ
但是近年来ꎬ优势在中国方面ꎮ” 〔８〕他们已经敏感

地触摸到了六十余年后中日关系的焦点、痛点ꎮ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在这两次出使中国后ꎬ

都出版、发表了大量中国见闻ꎬ改变了欧洲、至少

是英国此前的中国观ꎮ 他们分别在乾隆、嘉庆年

间来到中国ꎬ正值中国的“乾嘉盛世”ꎮ 然而ꎬ他
们却看到了盛世之下清王朝严重的危机ꎬ甚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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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粉碎ꎮ 两次使华的一个直接后果ꎬ是他们为

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和精准

的情报ꎮ
反过来ꎬ这两个使团的中国之行给中国究竟

带来了何种观念变化ꎬ两相比较ꎬ更有意义ꎮ
代表国王第一次使华ꎬ且肩负通商、建交使

命ꎬ马氏当然格外重视ꎬ由于是以祝寿之名ꎬ所以

选择何种礼品ꎬ马氏可谓煞费苦心ꎬ征求多方、主
要是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传教士的意见ꎮ 这些传

教士提出中国重视历法ꎬ因此需要天文仪器ꎬ各
种有关天文的设备都备受青睐ꎬ因此马戛尔尼带

来的 １９ 项 ５９０ 余件礼品中有许多天文仪器ꎬ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演示天象运行的大型仪器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ｉｕｍ)ꎬ中方译为“布蜡尼大利翁”ꎮ 此物

最大、构造最为复杂、最为精美ꎬ包括太阳系运转

模型ꎬ指出天体蚀、合、冲等现象确切时间的计时

装置ꎬ反映了当时英国科学的最新成就ꎮ 另外还

有最新的大型望远镜ꎬ察看天气的阴晴仪ꎬ空气

真空泵、力学巧益架、聚光大火镜、大型战舰模

型ꎬ先进的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等ꎬ这些

都是当时欧洲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成果ꎮ 他

希望以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礼品取悦中国皇帝ꎬ
显示自己并非蛮夷ꎬ炫耀英国的强大ꎮ

但他没有想到ꎬ中国上下对这些礼物远远没

有他想象的那样珍视ꎮ 他们曾为清军作了简单

的武器演习ꎬ发射了两门野战炮ꎬ并表示要进一

步作机动部队演练ꎬ但清军军官和官员强调中国

也有ꎬ并不新鲜ꎬ都不感兴趣ꎮ 然而他们发现ꎬ清
军其实从未见过遂发枪ꎮ〔９〕

对于这些“贡品”ꎬ乾隆皇帝看到礼品清单

及介绍文字之后ꎬ在给负责接待英使的直隶总督

梁肯堂的谕旨中说:“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ꎬ俱不

免张大其词ꎮ 此盖由夷性见小ꎬ自为独得之秘ꎬ
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ꎮ 现已令选做钟处好手匠

役前来ꎬ俟该国匠役安装时ꎬ随时学习ꎬ即可谙

悉ꎮ 著徵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ꎬ以大皇帝因尔

等航海来朝ꎬ涉万里之遥ꎬ阅一年之久ꎬ情殷祝

嘏ꎬ是以加恩体恤ꎮ 至尔国所贡之物ꎬ天朝原亦

有之ꎮ 如此明白谕知ꎬ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

炫ꎬ是亦驾驭远人之道ꎮ” 〔１０〕

９ 月 １４ 日乾隆皇帝初次接见使团后作«红
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玛嘎尔尼等奉表贡至ꎬ诗以

志事»一首ꎬ表达自己的感想:
博都雅昔修职贡ꎬ英咭唎今效荩诚ꎮ
竖亥横章输近步ꎬ 祖功宗德逮遥瀛ꎮ
视如常却心嘉笃ꎬ 不贵异听物诩精ꎮ
怀远薄来而厚往ꎬ 衷深保泰以持盈ꎮ

他性致极高ꎬ每句都作了笺注ꎬ对马戛尔尼

使团的礼品进行评价:“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

文者ꎬ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理形象之器ꎬ其
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利翁一座ꎬ效法天地运转ꎬ测
量日月星辰度数ꎬ在西洋为上等器物ꎬ要亦不过

张大其词而已ꎮ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ꎬ精巧高大者

尽有此类ꎮ 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ꎬ慕化祝釐ꎬ
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洽所致ꎬ惟当益深谨凛ꎮ 至

其所称奇异之物ꎬ只觉视等平常耳ꎮ” “远夷效贡

恭顺ꎬ自属可嘉ꎮ 至于不贵异物ꎬ旅獒之训ꎮ 具

在远夷自夸精巧ꎬ所见者小ꎬ亦无足怪ꎮ 惟是厚

往薄来ꎬ天朝柔远之道ꎬ自当如是耳ꎮ”同时还自

豪地说:“自禹划九州以后ꎬ惟元代幅员为最广ꎬ
然尚不及我朝疆域之大ꎮ” 〔１１〕 世界中心、天朝上

国心态ꎬ无以复加ꎮ
其实ꎬ乾隆对世界、包括对英国都缺乏基本

的了解ꎮ 当然ꎬ对于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不知

道ꎬ而且从未向天朝进贡过的“外夷”现在突然

主动进贡ꎬ乾隆皇帝自然格外高兴ꎬ但欣喜之余

又不能不心生疑惑ꎮ 就在马戛尔尼使团还在中

国时ꎬ他怀疑廓尔喀(尼泊尔)在西藏挑动叛乱ꎬ
而廓尔喀背后可能又有“披楞”支持ꎮ 中国对主

要是指已被英国殖民的南亚加尔各答地区的“披
楞”知之甚晚ꎮ 他认为“披楞”有可能就是英吉

利ꎬ于是派人南下香山ꎬ向安插到廓尔喀入贡人

员的一个头目打听ꎬ英吉利是否就是披楞:“英吉

利是否即系披楞? 该处风俗若何? 地方广狭若

何? 距廓尔喀道路逮近若干? 中间是否隔有别

国? 该处至广东澳门道里若干? 详悉询问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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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他多次谕令沿海各督抚于英“贡船”入口

时要“不动声色密加防范”ꎬ同时要求英船入港

时清军严整列队ꎬ向从未到过天朝的“外夷”展

示天朝威严ꎮ 当经过一番跪与不跪的礼仪争执

后ꎬ又知道英国船只的巨大并看到战舰模型ꎬ乾
隆当然更加警觉ꎬ强调此夷嚣张ꎬ因此发过二十

余道筹办海防的谕旨ꎮ 不过ꎬ这些仍然属传统的

边患、筹边的内容ꎬ他丝毫未意识到一个新世界、
新时代的到来ꎮ 这些筹办海防的谕旨ꎬ终只是具

文ꎮ
马戛尔尼的礼品ꎬ被分别放置在圆明园、紫

禁城等地ꎮ 一些大型仪器安装时ꎬ乾隆多次下

谕ꎬ要求派宫中钟表好手、太监匠役跟随使团匠

役学习安装方法:“现有该国匠役在圆内装饰ꎬ若
不趁此时ꎬ将如何装卸之法ꎬ豫为留心学习ꎬ得其

窍要ꎬ将来该匠役回国后ꎬ不特不能移动ꎬ倘其中

枢纽稍有损坏ꎬ又用何人修理? 岂不竟成弃物?
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ꎬ朕意必无其事ꎬ自系该

贡使欲见奇巧ꎬ并表伊国王诚敬之心ꎬ故为矜大

其词ꎬ而征瑞不免为所炫惑ꎮ 现在征瑞早与金

简、伊龄阿会晤ꎬ著交伊三人ꎬ即带同在京通晓天

文地理之西洋人及修理钟表好手ꎬ首领太监匠役

等ꎬ于该国匠役安装时尽心体会ꎬ必尽得其装卸

收拾方法ꎬ庶该处匠役回国后ꎬ可以拆卸挪移ꎬ随
时修理ꎬ方为妥善ꎮ 将此谕令知之ꎮ”安装“本是

易事ꎬ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ꎬ竟系征瑞为贡使

之言所嚇ꎬ遂不免心存恇怯ꎮ 前经降旨ꎬ未据覆

奏ꎮ 著征瑞即遵前旨询明ꎬ据实奏闻”ꎮ 又据和

珅奏ꎬ有钦天监正、葡萄牙人安国宁等十余位西

洋人“恳准赴园ꎬ于该国匠役安装贡品时一同观

看学习等语ꎬ此亦甚好ꎮ 多一人即多一人之心

思ꎬ安国宁等既情愿前往ꎬ自应听其随同观看学

习ꎬ尤可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ꎮ 庶将来该国匠役

回国后ꎬ可以拆动挪移ꎬ随时修理ꎬ更为妥善ꎮ 将

此谕令知之”ꎮ〔１３〕 这种学习安装ꎬ只是为了今后

的安装维修ꎬ一如明代一些皇帝喜欢钟表ꎬ要西

方传教士安装维护ꎬ要太监等学习掌握ꎬ并非认

识到其中的现代科学知识ꎬ更非要学习、研究其

中的科学原理ꎮ 展示贡品的宏大、复杂ꎬ更能显

示英国国王对天朝的“诚敬之心”ꎬ所以宫中必

须有人学会安装维护方法ꎮ
展示贡品不仅是向各“藩属” 展示天朝威

望ꎬ更是向臣属展示当下自己文治武功的盛世辉

煌ꎮ 此时英国呢绒业已经发达ꎬ贡品中有毛哔叽

等纺织品ꎮ 乾隆皇帝赏给一些总督和巡抚够做

一件衣裳的哔叽ꎬ接到皇上赏赐之后ꎬ这些大臣

必须写谢恩折表达自己对圣上的万分感激ꎮ 在

谢恩折中ꎬ几乎每位受赐者都要说明被赏赐的物

品系英吉利国所进贡品ꎮ 如江西巡抚陈淮、湖广

总督毕沅谢恩折中都提到:这是皇威远震、下国

前来讫讨声教ꎬ英夷远隔重洋也要前来攀援圣人

以登天府ꎮ〔１４〕 但山西巡抚蒋兆奎的谢恩折却未

提此点ꎬ乾隆阅后颇为愤怒ꎬ专门发谕严批蒋ꎬ并
命令写谢恩折者必须写明此点:“内阁奉谕旨:英
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ꎬ朕因系远夷所进方

物ꎬ特命分赏ꎬ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ꎮ
督抚等接奉后ꎬ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

利国呈进之处叙明ꎮ 昨朱珪奏到折内即将此意

叙入ꎬ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ꎬ止称奉到哔叽褂

料一件ꎬ而于英吉利国所进ꎬ并未一字提及ꎬ竟似

无故而特加赏赍ꎬ所奏殊不明晰ꎮ 朱珪学问稍

优ꎬ是以措词尚能合体ꎬ而蒋兆奎由州县出身ꎬ文
理荒疏ꎬ遂一任庸劣幕友填砌浮词ꎬ以致失当ꎮ
现在督抚等谢恩之折ꎬ自已在途ꎬ其中或有如蒋

兆奎之未叙明者ꎬ亦不及更正ꎮ 此事尚无关紧

要ꎬ若于办理地方事务ꎬ有应行入告者ꎬ亦漫不经

心ꎬ任听劣幕率意铺叙ꎬ岂不为其所误? 嗣后于

题奏事件ꎬ务宜加倍留心ꎬ以期所言得当ꎮ 然朕

总不以言语细故定督抚之贤否ꎬ非甚关政治之要

也ꎮ 将此通谕知之ꎮ” 〔１５〕受表扬的朱珪曾在皇上

身边工作ꎬ为侍讲学士、直上书房ꎬ为后来的嘉庆

皇帝的老师ꎬ此时为安徽巡抚ꎬ当然深知皇帝的

心理ꎬ谢恩折的必写之点是什么ꎮ 挨严批的蒋兆

奎从基层知县一步步上来ꎬ确难知晓皇帝的心

理ꎬ因此使“龙颜大怒”ꎮ 居然下谕要求臣下必

须写明所受赐物为藩属英国的贡品ꎬ此谕确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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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的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ꎮ
由于科技产品未起到预料中的作用ꎬ马戛尔

尼使团回国后建议今后再派使者到中国ꎬ不必送

科技礼品ꎬ送些小的金银铜制品、儿童玩具及一

些小饰品ꎬ中国人可能更喜欢ꎮ 当然ꎬ他仍十分

轻蔑地说:“就他们目前状态来说ꎬ他们完全不能

欣赏科技优异、伟大的成果ꎮ” 〔１６〕 语虽尖刻ꎬ却是

事实ꎮ 因此ꎬ１８１６ 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ꎬ就未

带科技产品作为礼品ꎮ
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ꎬ马戛尔尼使华二十年

后ꎬ清政府在查办一涉及英商案件时ꎬ依然认为

“该夷船所贩货物ꎬ全藉内地销售ꎬ如呢羽、钟表

等物ꎬ中华尽可不需ꎬ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

可少ꎬ倘一经停止贸易ꎬ则其生计立穷”ꎮ〔１７〕 所以

两年后阿美士德使团使华时ꎬ朝廷重点关注的仍

是跪拜礼仪问题ꎮ
对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ꎬ清政府

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ꎬ对世界、对英国

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ꎮ 直到 １８４１ 年 ３ 月末ꎬ鸦
片战争已打响半年ꎬ定海、虎门已被攻陷ꎬ水师提

督关天培力战殉国ꎬ道光皇帝仍下旨要求两广总

督查明“披楞”究竟是不是属于英国:“究竟披楞

是否即英夷所属ꎬ与广东相去远近若何ꎬ并著祁

查访具奏ꎮ” 〔１８〕 与近半个世纪前ꎬ他的祖父乾

隆皇帝对“披楞”的提问几乎完全一样ꎮ 半个世

纪过去ꎬ清王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了解几无进

展ꎮ
而且ꎬ１７９３ 与 １８１６ 年英国这两次使华对中

国的“英国观”发生了一个重要影响ꎬ就是形成

或强化了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印象、观念ꎮ
有关马戛尔尼见乾隆皇帝时究竟是否下跪

的研究已多ꎬ仍有争论ꎬ迄无定论ꎮ 本文无意探

讨马氏是否下跪ꎬ而在于研究马戛尔尼与阿美士

德拒不下跪(至少马氏抗争很久)的信息给中国

带来何种观念影响ꎮ 见“天子”拒不下跪ꎬ确令

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接受、难以理解ꎬ于是就有了

英夷膝盖弯曲不便甚至不能弯曲之说ꎬ作为一种

解释ꎬ或是作为一种精神自慰ꎮ 此说究竟出自何

人ꎬ与所有谣传一样ꎬ现已难考ꎮ 但从几十年后

林则徐、裕谦的备战奏折中ꎬ可以证明这种观念

几成“常识”ꎮ
为何英国人的膝盖弯曲不便? 一种观念认

为英国人绑腿太紧ꎬ弯曲、跪拜不便ꎻ另一种观念

认为是生理性的腰硬腿直ꎬ弯曲、跪拜不便ꎮ 乾

隆皇帝认为是绑腿太紧的原因ꎬ马戛尔尼使团刚

到天津时ꎬ直隶总督梁肯堂给乾隆皇帝的两个奏

折中对此说法不一ꎮ 第一道奏折说向马氏等敬

宣乾隆皇帝恩旨时他们只是脱帽鞠躬ꎬ而几天后

第二道奏折则说向他们敬宣乾隆皇帝新的恩旨

时英国使臣跪拜听旨ꎮ 对此极为重视、敏感的乾

隆皇帝立即感到其中矛盾ꎬ发谕问道:第一次上

奏时称“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ꎬ此次折内

何以又称免冠叩首ꎮ 向闻西洋人用布札腿ꎬ跪拜

不便ꎬ是其国俗ꎬ不知叩首之礼ꎬ或只系免冠鞠躬

点首ꎮ 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ꎬ遂指为叩

首ꎬ亦未可定ꎮ 著传谕征瑞ꎬ如该使臣于延宴时ꎬ
实在叩首则已ꎮ 如仍止免冠点首ꎬ则当婉词告

知ꎬ以各处藩封ꎬ到天朝进贡觐光者ꎬ不特陪臣俱

行三跪九叩首之礼ꎬ即国王亲自来朝ꎬ亦同此礼ꎮ
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ꎬ自应遵天朝度ꎮ 虽尔

国俗个俱用布札缚ꎬ不能拜跪ꎬ但尔叩见时ꎬ暂时

松解ꎬ行礼后再行札缚ꎬ亦属甚便ꎮ 若尔等拘泥

国俗ꎬ不行此礼ꎬ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釐

纳赆之诚ꎬ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ꎬ恐在朝引礼大

臣ꎬ亦不容也ꎮ 如此委曲开导ꎬ该使臣到行在后ꎬ
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ꎬ方为妥善ꎮ 特此由六百

里传 谕 征 瑞ꎬ 并 谕 梁 肯 堂 知 之ꎮ 仍 即 迅 复

奏”ꎮ〔１９〕

林则徐也相信英国人因绑腿太紧而导致伸

屈不便ꎮ １８３９ 年 ４ 月ꎬ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

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

施停止贩卖鸦片ꎬ照会仍以天朝上国自居ꎬ认为

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ꎬ“我大皇帝抚

绥中外ꎬ一视同仁ꎮ 利则与天下公之ꎬ害则为天

下去之ꎮ”照会中还屡称英王对天朝“恭顺”ꎮ 照

会还提出“茶叶、大黄ꎬ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这
—２７１—

　 ２０２２. ６学术史谭



个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看法ꎬ如果中国停止出口ꎬ
则“夷人何以为生”ꎬ所以夷人应感谢天朝的恩

德ꎮ 照会最后说:“我天朝君临万国ꎬ尽有不测神

威ꎬ然不忍不教而诛ꎮ” 〔２０〕

１８３９ 年 ９ 月初ꎬ“虎门销烟”已近三月ꎮ 三

个月来ꎬ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ꎬ中英

矛盾日益尖锐ꎬ武装冲突一触即发ꎮ 林则徐身处

“第一线”ꎬ对此感受更深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ꎮ
不过ꎬ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ꎬ
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ꎬ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

肯定能够取胜ꎬ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ꎬ
击刺俱非所娴ꎬ而其腿足裹缠ꎬ结束紧密ꎬ屈伸皆

所不便ꎬ若至岸上更无能为ꎬ是其强非不可制

也ꎮ” 〔２１〕近一年后ꎬ１８４０ 年 ８ 月初ꎬ此时第一次鸦

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ꎬ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ꎮ
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ꎬ再次上

折ꎬ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ꎮ 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

平民打败英军ꎬ收复定海ꎮ 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

英军仅持船坚炮利ꎬ而“一至岸上ꎬ则该夷无他技

能ꎬ且其浑身裹缠ꎬ腰腿僵硬ꎬ一仆不能复起ꎬ不
独一兵可手刃数夷ꎬ即乡井平民ꎬ亦尽足以制其

死命”ꎮ〔２２〕

看来ꎬ在相当长时间内ꎬ林则徐对英国人“腰
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
这一点深信不疑ꎮ 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

员中ꎬ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

人ꎬ倘不能不受“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影响ꎬ
适足说明当时举国上下对英国、对世界的认识水

平ꎮ 不过ꎬ林则徐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

天生如此ꎬ而是因其“浑身裹缠” “腿足裹缠”所

致ꎮ 紧接而来的问题是ꎬ敌人既然是 “浑身裹

缠”“腿足裹缠”所致ꎬ那打仗时解开裹缠就可以

弯曲自如了ꎬ连近七十年前乾隆皇帝要求马戛尔

尼跪拜时都开导说:“但尔叩见时ꎬ暂时松解ꎬ行
礼后再行札缚”ꎬ亦属甚便ꎮ 这最简单的一点ꎬ此
时与敌人作战的林则徐却没有想到ꎮ 这恰恰说

明ꎬ英夷膝盖伸曲不便的印象更加强化ꎮ
而同为前线指挥官的两江总督裕谦ꎬ则认为

“英夷”是天生腰硬腿直ꎬ弯曲不便ꎮ
１８４０ 年 ６ 月ꎬ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ꎬ中方起

初对英国了解甚少ꎬ仍视英军为不具威胁的蛮

夷ꎬ但英国舰队立即显示了远超中国的军力ꎬ封
锁广州、厦门等处海口ꎬ更使中方震惊的是ꎬ７ 月

攻占浙江定海ꎮ 然后英舰以惊人的速度北上ꎬ于
８ 月中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ꎬ直接威胁京城ꎮ 英

军投递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ꎬ求通贸易ꎮ 直隶

总督琦善具体负责在天津与英军的交涉ꎬ主张罢

战言和ꎬ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ꎬ只是把谈判

地点改为广州ꎮ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ꎬ英军

获悉清政府同意就英国外相所提要求到天津以

外的广东去谈判后ꎬ便于 ９ 月 １５ 日启舰南下ꎮ
英舰南下途中ꎬ其中 ５ 艘于 ９ 月 １６ 日闯进

山东登州海域ꎬ在鼍矶岛外洋和长山岛以北游

弋ꎮ 它们在登州海面共停泊了 ８ 天ꎬ搜购粮食和

补给ꎬ战争气氛逼临山东ꎮ 为了避战ꎬ山东巡抚

托浑布满足了英军的要求ꎮ 获得军需补给后ꎬ９
月 ２３ 日ꎬ英舰离开登州南下ꎬ登州府城免于战

火ꎮ
此时清政府高层分为“主战” “主和”两派ꎬ

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裕

谦是主战派代表ꎬ直隶总督琦善是主和派代表ꎮ
山东巡抚托浑布ꎬ执行的是琦善的主张ꎮ 托浑布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为自己给英军提供补给辩护ꎬ
有英军得到补给后向中国朝廷欢呼罗拜、表示感

激尊敬之句ꎮ 在防守定海与英军猛战的裕谦ꎬ对
琦善、托浑布的妥协极为愤怒ꎬ给朝廷上奏ꎬ“力
参琦善畏葸偏私”ꎬ以英国人膝盖弯曲不便为理

由ꎬ指责琦善在敌军面前张皇失措ꎬ托浑布欺骗

朝廷:英船到天津ꎬ琦善称英国武力强大ꎬ“希图

耸听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ꎮ 继又牛酒犒师ꎬ遣弁

讲款ꎬ因而山东、浙江相继效尤ꎬ馈送络绎ꎬ致使

攻陷城池之逆贼ꎬ竟所至如宾ꎮ 而山东抚臣托浑

布ꎬ又饰称该夷欢呼罗拜ꎮ 查英夷腰劲腿直ꎬ见
该国王尚无拜礼ꎮ 嘉庆年间入京ꎬ即因夷使不能

拜跪驱逐回国ꎬ是其明证ꎬ岂有于攻陷城池大肆

猖獗之后ꎬ忽向山东犒师弁兵罗拜之理ꎮ 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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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之事ꎬ为欺蒙天听之词ꎬ不顾中外之窃笑ꎬ皆
由天津之办理不善所致ꎮ” 〔２３〕 有必要强调“嘉庆

年间入京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驱逐回国ꎬ是其明

证”此句ꎮ 这是 １８１６ 年阿美士德使华强化了英

国人膝盖弯曲不便的观念的具体证据ꎮ
裕谦身处抗敌最前线ꎬ积极主战ꎬ认真备战ꎮ

敌情是备战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ꎬ裕谦的备战

方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在英夷膝盖弯曲不

便基础之上ꎬ因此认为中国必胜ꎮ 他在给朝廷的

奏折中论述了中国必胜的诸多原因、理由ꎬ其中

之一是:“夷人腰硬腿直ꎬ一击即倒ꎮ 我兵矛矢击

刺ꎬ矫捷如飞ꎬ用我所长ꎬ攻彼所短ꎬ此可无虑者

二也ꎮ” 〔２４〕道光皇帝的批示是“所论不为无理”ꎮ
此折写于 １８４１ 年元月初ꎬ这时英国占领定海已

经半年ꎬ足见“夷人腰硬腿直”的观念之深之远ꎮ
道光皇帝还多次下旨谕示沿海官员:“设或夷船

再至ꎬ竟有桀骜情形ꎬ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ꎮ
盖该夷所持者船炮ꎬ若舍舟登陆ꎬ则其技立穷ꎮ
不妨偃旗息鼓ꎬ诱之登陆ꎮ 督率兵勇ꎬ聚而歼

旃ꎮ” 〔２５〕所谓所持者船炮ꎬ如果舍舟登陆则其技

立穷ꎬ潜台词即是“夷人腰硬腿直ꎬ一击即倒”ꎮ
裕谦身为两江总督却身先士卒ꎬ率兵浴血奋

战ꎬ最终兵败自尽ꎬ以身殉国ꎬ至为悲壮ꎮ 裕谦之

败ꎬ非不勇也ꎬ乃中国与英国所处时代不同之败ꎮ
遗憾的是ꎬ广州口岸作为信息窗口超过百年ꎬ马
戛尔尼使华已近七十年ꎬ裕谦、林则徐、邓廷桢乃

至道光皇帝ꎬ中国的最高层ꎬ仍然都持夷人膝盖

弯曲不便的观点ꎮ
概而言之ꎬ英夷膝盖弯曲不便的刻板印象ꎬ

成为中国的“共识”ꎮ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ꎬ中国

仍以此作为重要的备战基础ꎮ

三、信息蔽塞

“英夷膝盖弯曲不便”观念ꎬ反映了“天朝上

国”观造成的严重的信息蔽塞ꎮ
在中国对外贸易口岸中ꎬ广州长期居于重要

地位ꎮ 唐宋年间就是开放口岸ꎬ明朝实行海禁ꎬ
开放口岸只有几个且几经调整ꎬ广州一直是其中

之一ꎮ 清王朝建立之初ꎬ为稳定政权ꎬ从顺治帝

开始严厉实行海禁ꎬ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政权

已经巩固ꎬ宣布废除海禁ꎬ开放四处对外贸易口

岸ꎬ广 州 仍 然 “ 首 当 其 冲 ”ꎮ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１７５７)ꎬ清政府决定撤销其他三处口岸ꎬ限定广

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ꎬ由粤海关加强管理ꎮ
千百年来ꎬ广州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ꎬ１７５７
年后成为“唯一”ꎬ地位更加重要ꎬ形成了一整套

独特的制度、文化、习惯ꎬ甚至生活方式ꎬ被称为

“广州体系”ꎮ〔２６〕

广州口岸ꎬ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有关世界、
尤其是欧美的信息ꎬ然而ꎬ乾隆连马戛尔尼送上

门的信息都不重视ꎬ更不重视广州口岸的信息ꎮ
嘉道两朝ꎬ“理所当然”地也不重视这些极其重

要、珍贵的信息ꎮ 甚至战争迫在眉睫ꎬ仍无视这

些信息ꎮ
清政府允许欧美商人在广州城外设立的商

馆(也称“夷馆”)居住ꎬ但规定他们只能临时居

住ꎬ而且有严格的活动范围限制ꎮ 他们必须遵守

下列规定:(１)兵舰不得进口ꎮ (２)馆中不得留

妇女、不得留枪炮ꎮ (３)各商馆不得使用八人以

上之华人ꎬ并不得雇用仆妇ꎮ (４)外人买卖须经

行商之手ꎬ不许随意出入ꎮ (５)通商期过ꎬ外商

不得留住广州ꎬ货物购齐ꎬ即须装运ꎬ不得逗留ꎬ
并且严禁中国人教他们学习中文ꎮ

这些外国商人和以此为传教基地的传教士ꎬ
带来了大量外部信息ꎮ １８２７ 年ꎬ英商在广州创

办了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Ｒｅｇｉｓ￣
ｔｅｒ)ꎬ稍后又有一些定期不定期的出版物出现ꎬ其
中较为重要的有 １８３５ 年创立的«广州新闻纸»
(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ꎮ 这些出版物登载的大量信

息以商业为主ꎬ也有其他方面的信息ꎮ 从了解世

界的角度来看ꎬ至为难得的是这些刊物还经常刊

登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资讯ꎬ如«孟卖政府公

报» ( Ｂｏｍｂａｙ Ｇｏｖ. Ｇａｚｅｔｔｅ)、 «加尔各答政府公

报»(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Ｇｏｖ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直布罗陀纪事报»
( Ｇｉｂｒａｌｔａ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新加坡纪事报» ( 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加尔各答快报»(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Ｃ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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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ｒ)、«马德拉斯快报»( Ｍａｄｒａｓ Ｃｏｕｒｉｅｒ)、«孟加拉

信使报»( Ｂｅｎｇａｌ Ｈｕｒｋａｒｕ)、«瓜哇报» ( Ｊａｖａｓｃｈｅ
Ｃｏｕｒａｎｔｓ)、«印度公报» ( Ｉｎｄｉ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利物浦

综合广告报» (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里
斯本纪事报»( Ｌｉｓｂｏ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等等ꎮ １８３２ 年 ５
月ꎬ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 Ｅｌｉｊａ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Ｂｒｉｄｇ￣
ｍａｎ)在黄埔港的美国商馆内创办了英文刊物

«中国丛报»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ꎬ旧译«澳门月

报»ꎬ作者主要是传教士ꎬ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绍中

国的英文刊物ꎬ也是第一份“汉学”刊物ꎮ 文章

内容包括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地理、法
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的介绍和分析ꎬ
也有对中国政策的详细讨论ꎮ 久而久之ꎬ这些西

方商人对中国有了相当的了解ꎮ
这些出版物几乎全是英文ꎬ个别文章、报道

偶用中文ꎬ全部公开发行ꎬ有些收费ꎬ多数是免费

提供ꎬ自由领取ꎬ成为外商的必读物ꎬ虽然也有一

些中国“十三行”商人订阅ꎬ但在“天朝上国”观

影响下ꎬ“读书人”和清政府官员属于精英阶层ꎬ
对此狄夷之作ꎬ当然不屑一顾ꎬ如此重要的商业、
政治信息被完全忽视ꎮ 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时

候ꎬ广州的外国商人对清朝的贸易政策越来越不

满ꎬ越来越愤怒ꎬ并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西方的船

坚炮利远胜于中国ꎬ于是这些在中国公开发行的

出版物公开讨论是否、如何对中国开战时ꎬ只要

购买或者拿取这些资料ꎬ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些

信息ꎮ 但是ꎬ中国粤海关官员对这些信息依旧不

屑一顾ꎬ对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一无所知ꎬ毫无觉

察ꎮ 这是世界发生急遽、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ꎬ
是西方列强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的

前夜ꎬ如此重要时刻的重要信息和情报白白送上

门来ꎬ清政府却视若无睹、拒之门外ꎮ
如果说这些出版物只是提供了纸上的信息ꎬ

那么当巨大的商船、先进的武器和革命性的蒸汽

轮船纷纷出现在广州的大门口的时候ꎬ中国官员

对此仍是熟视无睹ꎮ
当时海盗猖獗ꎬ所以远洋的商船都带有武

器ꎬ甚至是非常先进、攻击性很强的武器ꎮ 这些

武器全部公开ꎬ粤海关官员登船验货时看到这些

武器ꎬ也做了登记ꎮ 但只是最简单的登记ꎬ如刀

剑多少、枪支多少、火药多少、炮多少门ꎬ而枪支

性能、大炮性能、炮筒口径和炮弹尺寸等统统没

有记录ꎮ 大多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上的炮越来

越大ꎬ枪支性能越来越强ꎬ这些船上几乎都有

１０—２０ 磅大型炮若干门ꎬ４—８ 磅小型炮若干门ꎮ
这些大型炮能够夷平珠三角所有中国炮台的防

御外墙ꎬ步枪射程越来越远、射速越来越快、瞄准

目标越来越精准ꎬ但日复一日ꎬ所有这些事关朝

廷命运的重大军事信息ꎬ中国海关官员全都见如

未见ꎬ没有详细记载ꎮ
不仅西方的武器迅速进步ꎬ船只、航海设备

也在迅速进步ꎮ 精密航行表的发明使船长对航

线的确定更加精确ꎬ航行更加准时、更有可预见

性ꎮ 一旦海上开战ꎬ这是巨大的军事优势ꎮ 特别

是 １８ 世纪后半期发明的伸缩式望远镜ꎬ成为包

括到中国的远洋船只的标配ꎬ在战争中将大大提

高侦察和瞄准能力ꎮ 更重要的是ꎬ１８３０ 年ꎬ距离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十年ꎬ英国麦金托士洋

行(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 Ｃｏ. ) 的蒸汽轮船 “福士号”
(Ｆｏｒｂｅｓ)出现在广州ꎬ这是蒸汽动力船第一次来

到中国ꎮ １８３５ 年ꎬ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

五年ꎬ英国怡和洋行(Ｊａｒｄｉｎｅ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以其行东

名字命名的“渣甸号”(Ｊａｒｄｉｎｅ)蒸汽船来到中国

水面ꎬ曾在澳门、广州间航行ꎮ 这是蒸汽船第二

次来到中国ꎬ“渣甸号”到达虎门的时候ꎬ中国官

员和士兵对这种不用风吹、不用人划桨的船分外

好奇ꎬ先后约有百名官兵登船查看ꎬ对蒸汽动力

机械格外感兴趣ꎮ 此时战争已经一触即发ꎬ但中

国官兵一无所知ꎮ
虽然早期的蒸汽轮船、特别是远程航线的轮

船由于机动性能低下ꎬ同时由于轮船的工艺技术

还有一个耗煤量的问题有待解决ꎬ使远程航行的

轮船只能“机帆并用”ꎬ轮船装设的船帆几乎和

帆船一样多ꎬ但蒸汽轮船的出现ꎬ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ꎬ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ꎮ 珠江水道

复杂ꎬ大型帆船吃水深ꎬ如果没有中国“引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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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ꎬ将无法进入内河ꎬ形成天然屏障ꎬ然而蒸汽轮

船吃水浅ꎬ无需中国引水ꎬ就可进入内河ꎬ发动进

攻ꎮ 蒸汽轮船以机器为动力ꎬ不必等待风向和潮

汐ꎬ随时可以进入战斗位置ꎮ 当时蒸汽轮船与帆

船混编ꎬ蒸汽轮船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牵引仍以

风帆为动力的军舰ꎬ迅速将其牵引置放到战略射

击位置ꎬ也不必等待风向ꎮ 因此ꎬ一个舰队只要

有一艘蒸汽军舰ꎬ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将大大提

高ꎮ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ꎬ英国先后出动几十艘

战舰ꎬ其中蒸汽舰船就有十几艘ꎮ 其战斗力之强

大ꎬ远非清军所能相比ꎮ 从珠江口岸到长江口

岸ꎬ不必说清军水师在英国军舰面前不堪一击ꎬ
就是岸上炮台也多被英军轰毁ꎬ无法阻止英舰进

入内河ꎮ 如 １８４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英军进攻吴淞ꎬ蒸
汽军舰“复仇女性号”(Ｎｅｍｅｓｉｓ)冒着清军岸炮猛

烈轰击拖拽着一艘轻型护卫舰沿着吴淞西岸航

行ꎬ坚持将其拖拽到最佳战斗位置后ꎬ炮击西岸

清军炮台ꎬ“复仇女神号” 也解脱缆绳ꎬ投入战

斗ꎮ 吴淞口是战略要地ꎬ所以吴淞要塞中国军队

水上与岸上都火力强大ꎬ防守严密ꎬ提督陈化成

浴血奋战ꎬ最后以身殉国ꎬ但吴淞要塞只几小时

便告失守ꎬ英国军舰占领上海后又沿江北上ꎬ直
到南京城下ꎬ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ꎮ 英

国的蒸汽兵舰“功莫大焉”ꎮ 其实ꎬ在战争前敌

方已将蒸汽船展现给了自己ꎬ然而中国官员却只

当是“奇技淫巧”的好玩之物ꎬ完全意识不到它

的重大意义ꎮ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的“长崎体

系”ꎮ 日本此时仍在实行有两百余年历史的严厉

的“锁国”政策ꎬ只有长崎一港因历史原因允许

中国和荷兰商船进入贸易ꎬ当然也有严格管制ꎮ
１８２５ 年ꎬ幕府还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ꎬ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ꎬ只要异国船只靠近海岸线ꎬ就要

设法驱逐ꎬ可以使用武力ꎬ与其进行任何沟通、提
供补给都是违法的ꎮ 日本只允许中国、荷兰商人

前来贸易ꎬ其闭关锁国程度比中国允许多国商人

前来贸易还要严格ꎬ但日本幕府远胜于清王朝的

一点ꎬ是长期极其重视外部信息ꎬ注重海外情报

搜集ꎮ 一个重要的规定是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荷
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ꎮ
消息不论真假ꎬ道听途说皆可ꎮ 这种报告被称为

“风说书”ꎬ取“风闻”之意ꎮ “风说书”必须直报

幕府将军ꎬ长崎地方官员不得私自阅看ꎮ 日本朝

野ꎬ正是通过“风说书”了解到中英鸦片战争的

情况ꎮ
中国的鸦片战争是震撼日本的大事ꎬ日本听

说比它强大得多、先进得多ꎬ一直是它景仰、学习

对象的中国ꎬ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

打败、被迫打开大门的消息ꎬ不能不震惊异常ꎮ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想方设法ꎬ通过种种渠道获取

中英鸦片战争的情报ꎮ
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城外商馆创办

的中文杂志ꎬ日本也是视若珍宝ꎮ «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是传教士在 １８３３ 年创办的中国境内

最早的中文报纸ꎬ创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中国

人传教ꎮ 但传教士发现当时中国人有强烈的“华
夷之辨”的观念ꎬ认为非华夏文明都是野蛮不文

的ꎬ因此不可能接受基督教ꎮ 如果要让中国人接

受基督教ꎬ首先要破除其他文化、文明都是“蛮
夷”的观念ꎬ接受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并存的

另一种文明、文化ꎬ这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前

提ꎮ 所以ꎬ这份报纸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科学知

识和历史文化知识ꎮ 这份中文报纸 １８３８ 年因经

费问题停刊ꎬ五年来一直未引起中国人重视ꎮ 但

零星传入日本后ꎬ却引起了日本的重视ꎬ并尽量

找全此刊ꎮ 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本是中

国了解西方的窗口ꎮ 可惜ꎬ这份在中国境内创办

的中文报纸ꎬ并未起到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窗
口”作用ꎬ却成为日本了解世界的“窗口”ꎮ

长崎作为日本了解世界的窗口ꎬ对幕末的

“开国”及其后的“维新”起了重要作用ꎮ 广州作

为唯一的通商口岸ꎬ本应是难得的信息窗口ꎮ 有

关世界政治、经济等各种信息的出版物唾手可

得ꎬ各种最先进武器不断展现ꎬ但中国官员在“天
朝上国观” “华夏中心论”的认知模式支配下形

成了巨大的认知盲区ꎬ对这些送上门的信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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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ꎮ 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窗口ꎬ被白白浪费ꎮ

四、“满汉之别”

清王朝定鼎中原后ꎬ自以“华夏正统”自居ꎬ
强调“夷夏之辨”ꎮ 但同时ꎬ对内又强调“满汉之

别”ꎮ 满族虽为统治者ꎬ然而其人口数量远少于

被统治的汉族ꎬ而且文化也落后于汉族ꎬ面临的

一个严峻的挑战是满人渐渐汉化ꎮ
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ꎬ保留满族习俗与

文化ꎬ不仅是保持本民族生命力的前提ꎬ更是“统
治者”的象征ꎮ 非常重要的一点ꎬ就是维护“国
语骑射”ꎮ “国语”即满语ꎬ在清代又叫“清语”ꎻ
“骑射”即骑在奔驰的马上射箭中的ꎮ

清太宗皇太极早在入关前就意识到这一点ꎬ
训斥那些要他改汉服汉制的权要:“劝朕改满洲

衣冠ꎬ效汉人服饰制度ꎬ联不从ꎬ辄以为朕不纳

谏ꎮ”“若废骑射ꎬ宽衣大袖ꎬ待他人割肉而后食ꎬ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 朕发此言ꎬ实为子孙万

世之计也ꎬ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 恐日后子孙忘

旧制ꎬ废骑射ꎬ以效汉俗ꎬ故常切此虑耳ꎮ” 〔２７〕 入

关后ꎬ顺、康、雍无不如此ꎬ乾隆同样注重、强调满

汉之别ꎮ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三月ꎬ皇后富察氏(谥封

孝贤皇后)病逝ꎬ乾隆伤心欲绝ꎬ皇后丧礼隆重周

全ꎬ极尽哀仪ꎮ 清军入关之初ꎬ曾颁布 “薙发

令”ꎬ强迫汉族男子从头顶处蓄发成辫而剃光四

周的头发ꎬ以示顺从清的统治ꎮ 但依满洲旧俗ꎬ
这种“薙发”在国丧和父母丧期却是被严格禁止

的ꎮ 然而这“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发”之制只是一

种“习俗”ꎬ律例无文ꎬ久而久之ꎬ这种习俗渐渐

淡化ꎮ 乾隆帝认为ꎬ孝贤皇后丧礼百日之内ꎬ应
依此制而行ꎮ 但没有料到百日未满ꎬ他发现一些

满汉大员竟然薙发ꎬ于是勃然大怒ꎬ处理一批满

汉官员ꎬ甚至低层官兵ꎮ 处理的原则是满臣重于

汉臣ꎬ大员重于微臣ꎮ 在多道谕旨中公开强调满

汉之别、满优于汉ꎮ
“满洲旧习朴诚肫然有尊君亲上之意ꎮ 凡遇

差使ꎮ 均能奋勉ꎮ 今渐染汉人习气ꎮ 惟图安逸ꎮ

竟失我满洲旧规ꎮ 昨因祭祀齐集人少ꎮ 朕特降

旨训诫ꎮ” “我满洲过于汉人者ꎬ惟在风俗淳厚ꎬ
失此又何以称为满洲? 教导旗人ꎬ系都统专责ꎮ
流风至此ꎬ皆伊等平日不能留心训诫所致ꎮ 嗣后

若再不改悔ꎬ不惟将犯法之人ꎬ从重治罪ꎮ 并将

该管大臣官员等严处ꎮ 将此通谕八旗ꎮ 咸使效

法前人ꎮ 遵循旧制ꎮ” 〔２８〕 “可传谕各督抚提镇学

政钦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ꎮ 或现在已经查出

之案ꎮ 自当参处ꎮ 不当废法姑纵ꎮ 其余未发觉

者ꎮ 概不另行饬查ꎮ 旗人本属当知ꎮ 若有丧心

之徒ꎮ 不在此宽免之例ꎮ 嗣后将国恤百日内ꎮ
不得剃头ꎮ 违者立即处斩之处ꎮ 载入会典律例ꎮ
令人共知遵守ꎮ 朕惟率由祖制ꎮ 欲法在必行ꎮ
并无从宽从严之见ꎮ 存乎其间ꎮ” 〔２９〕 “皇后大事ꎬ
间有报旗人薙发者ꎮ 我满洲素习ꎬ原贵敬君亲

上ꎬ风俗肫厚ꎬ不染汉人习气ꎮ 乃似此国之大事ꎬ
伊等竟敢薙发ꎬ不惟废弃旧章ꎬ竟愍不畏法ꎮ 近

因满洲风气下流ꎬ屡经降旨开导ꎬ今伊等于百日

内薙发ꎮ 不以为事ꎮ 谅伊等值父母之丧ꎮ 于百

日内亦必有薙发者ꎮ 满洲之风ꎬ何流失至此ꎮ”
“朕临御以来ꎬ以满洲旧习为重ꎬ恐致流失ꎬ叠经

训导ꎮ 即于伊等生计ꎬ亦必悉心筹画ꎮ 伊等亦当

知感ꎬ各敦满洲风气ꎬ以尽区区之诚ꎮ 乃于此等

大事ꎬ反出此干犯之人ꎬ朕心实为叹息ꎮ” “八旗

满洲ꎬ生齿日繁ꎮ 不肖之人ꎬ在所不免ꎮ 但此风

所关甚大ꎬ此次薙发之人ꎬ若普行恩宥ꎬ伊等小

人ꎬ不知朕恩ꎬ日后肆行ꎬ更不可问ꎮ 朕因详核伊

等所犯情罪ꎬ将应行正法者ꎬ惩一警百ꎮ” “嗣后

八旗都统等、务令旗人ꎬ勿失旧规ꎬ使各明白大

义ꎬ不可如此因循怠忽ꎮ” 〔３０〕 对此礼俗ꎬ“汉人犹

尚诿曰不知ꎬ满洲世臣ꎬ而亦不知此乎?” 〔３１〕

康熙喜欢出巡ꎬ乾隆也出巡颇频ꎮ １７５８ 年

末ꎬ左副都御史、上书房师傅汉人孙灏反对乾隆

次年巡幸ꎬ乾隆下谕反驳ꎬ先是借祖父康熙来贬

损汉人一番:“今日适阅圣祖仁宗皇帝实录ꎬ有
‘天下虽太平ꎬ武备断不可废ꎮ 如满洲身历行间ꎬ
随围行猎ꎬ素习勤苦ꎬ故能服劳ꎬ若汉人则不能

矣ꎮ 虽由风土不同ꎬ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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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ꎮ 恭读之余ꎬ凛然悚惕ꎬ岂敢一日忘之?”然后

指责孙的用心:“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

俗ꎬ而惟染汉人陋习ꎬ人人颓废自安”ꎬ然后使旗

人也“文既不文ꎬ武既不武ꎬ必如此而后快于孙灏

之心ꎬ则其心为何心乎?” 〔３２〕

清统治者强调的满汉之别ꎬ是发生在异质文

化之间的跨文化认同问题ꎮ 族群身份认同与跨

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ꎬ在跨文化语境

中ꎬ当面对异质文化的“他者” 时才需要认同ꎮ
认同需要差异化ꎬ需要以独特的“特征”显示与

“他者”的不同ꎮ 认同实质又是一套通过构建与

“我”对立的“他者”象征体系ꎬ以此界定“我”的
识别象征体系ꎬ建构起对“我”的认同ꎮ 有关研

究表明ꎬ拥有支配权力和主导权的社会集团可以

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己和他者进行表征ꎬ所以文

化身份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往往是“权力”问题ꎮ
有清一代ꎬ尤为明显ꎮ 满清统治者正是通过一整

套支配性表征ꎬ将满洲表述为“朴诚肫然”“风俗

淳厚”“淳朴服勤”“勤苦服劳” “奋勉”等优越特

性ꎬ而将“汉人习气”表述为“惟图安逸”“颓废自

安”等种种低下的“陋习”ꎮ
然而ꎬ事实上满人又在不断汉化ꎬ这使乾隆

对满人的身份认同格外焦虑ꎮ 主体身份认同产

生了严重危机ꎬ这种认同危机使乾隆将“认同”
的标志、特征、表征进一步强化、僵化、固化、刻板

化ꎮ 乾隆认为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如何长

期保持满族的认同ꎬ对保持满汉之别、维护满优

于汉的观念ꎬ至关重要ꎮ 语言与习俗ꎬ是满族认

同的重要方面ꎬ因此乾隆念兹在兹ꎬ对违反习俗

者ꎬ处以重刑ꎮ 这种习俗ꎬ甚至延伸到器物、武器

使用方面ꎮ
鸟铳在明朝传入后ꎬ渐渐显示其威力ꎬ因此

乾隆朝曾有地方官建议八旗、绿营要操习火枪ꎬ
而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时著名的五督臣之一的两

江总督高晋ꎬ更是上奏要将武科考试改为考试鸟

枪ꎬ这一本来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ꎬ提高军队素

质的方式ꎬ都被乾隆否定、拒绝ꎮ “又谕曰:高晋

奏请将武围二场舞刀ꎮ 改用鸟枪ꎮ 以中靶之多

寡ꎮ 分别字号考试一摺ꎮ 所奏不可行ꎮ 国家武

乡会试之设ꎮ 原以文武制科ꎮ 相沿旧例ꎮ 不但

舞刀一项ꎮ 全无实际ꎮ 其开弓掇石ꎮ 又何独不

然ꎮ 即伊等之骑射ꎮ 亦难尽期有用ꎮ 且向来用

兵时ꎮ 何尝仗此项武举、临阵克敌耶ꎮ 至鸟枪一

项ꎮ 原系制胜要器ꎮ 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ꎮ
即如山东逆匪王伦聚众之事ꎮ 幸群贼不谙放枪ꎮ
易于剿灭ꎮ 此显而易见者ꎮ 前因民壮内有鸟枪

手ꎮ 恐日久或致滋事ꎮ 曾谕令各督抚、不动声

色ꎬ将鸟枪改为弓箭ꎮ 所降谕旨甚明ꎮ 高晋岂遂

忘之耶ꎮ 若如高晋所奏ꎮ 武科改用鸟枪ꎮ 考验

准头ꎮ 则应试之武生ꎮ 势必常时习学打靶ꎮ 凡

应禁之火药铅丸ꎮ 俱难禁民间私相售卖ꎮ 且一

县中、添无数能放鸟枪之人ꎮ 久而传习渐多ꎮ 于

事实为有碍ꎮ 高晋虽意在核实ꎮ 而未计及其流

弊将无所底止ꎮ 所谓知其一ꎮ 未知其二ꎮ 高晋

久任封疆ꎮ 尚属历练晓事ꎮ 何此奏不达事理若

是耶ꎮ 所奏断不可行ꎮ 不必复交部议ꎮ 将此谕

令知之ꎮ” 〔３３〕

拒绝火枪ꎬ确有防止落入民间ꎬ影响王朝统

治的考虑ꎬ同时还有“满汉之辨”ꎮ １７５０ 年 １２ 月

初ꎬ在西巡途经河南时ꎬ乾隆皇帝阅视了开封驻

防八旗ꎬ看到索伦部旗人演练居然用鸟枪ꎬ他大

表忧虑与愤怒:“谕:我满洲本业ꎬ原以马步骑射

为主ꎬ凡围猎不需鸟枪ꎬ惟用弓箭ꎮ 即索伦等围

猎ꎬ从前并不用鸟枪ꎮ 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ꎬ
惟图利便ꎬ多习鸟枪ꎮ 夫围猎用弓箭ꎬ乃从前旧

规ꎬ理宜勤习ꎮ 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ꎬ自应精于

弓箭ꎬ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ꎬ尤称手快ꎮ 伊等如

但求易于得兽ꎬ久则弓箭旧业ꎬ必致废弛ꎮ 将此

寄知将军傅尔丹ꎬ令其严行传谕索伦等ꎮ 此后行

围ꎬ务循旧规ꎬ用弓箭猎兽ꎮ 将现有鸟枪ꎬ每枪给

银一两ꎬ概行收回ꎮ 想伊等鸟枪ꎬ亦有来处ꎬ并非

自造ꎬ今既行禁止ꎬ必须查明实数收贮ꎮ 著傅尔

丹上紧留心察收ꎬ收回后ꎬ严禁偷买自造ꎬ查出即

行治罪ꎮ 仍晓谕索伦等ꎬ今收回鸟枪者ꎬ特因尔

等围猎ꎬ不用弓箭ꎬ习学鸟枪者过多ꎮ 皇上欲尔

等不弃旧规ꎬ仍复本业ꎬ尔等应体皇上怜悯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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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意ꎮ 凡遇围猎ꎬ毋用鸟枪ꎬ仍前专用弓箭ꎬ务复

旧习ꎬ不但超列优等ꎬ而善马步射者ꎬ可被恩升用

侍卫等官ꎮ 将此明白晓谕之ꎮ” 〔３４〕

这种多方面的“满汉之辨”ꎬ在乾隆的«金世

宗»论中ꎬ表现得淋漓尽致:“金世宗他政兹不

论ꎬ独嘉其不忘故风、禁习汉俗ꎬ拳拳以法祖宗、
戒子孙为棘ꎮ 盖自古帝王ꎬ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

兴ꎬ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ꎮ 是以«书»
称无逸ꎬ«诗»咏邠风ꎬ周之所以过其历也ꎮ 夫金

世宗述祖业之艰难ꎬ示继绳之不易ꎬ叮咛反覆ꎬ一
再叹惋ꎬ使数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为之感泣ꎮ 及

继世之孙ꎬ不数年而遂易汉服ꎬ又不数十年而遂

以屋社ꎮ 吁ꎬ可不畏哉ꎬ可不怀哉!” 〔３５〕 清曾长期

以“后金”自称ꎬ他认为金世宗“不忘故风、禁习

汉俗ꎬ拳拳以法祖宗”值得大力称颂ꎬ而金朝最后

的灭亡在于汉化ꎬ在于忘记了本民族的特点、特
色ꎮ

乾隆皇帝将“马步箭弓刀石”等物质作为一

种神圣的符号化、纯正的意识形态化身ꎬ作为民

族身份认同的标志的同时ꎬ必然要将“异物”作

为异端的符号化、意识形态不纯正、丧失民族身

份认同的标志ꎮ
其实ꎬ异质文化之间发生的跨文化认同超越

了自身的文化边界ꎬ跨文化语境中如何面对他者

的过程也是如何构建自我的过程ꎮ “认同”应该

是在历史发展基础上建构、演化的ꎬ是一种历史

的动态过程、一种生发过程ꎬ是不断与他者互动

的过程ꎬ最终是不断更新、建构的过程ꎮ 如果不

能通过与他者的互镜调整甚至重构自我ꎬ如果刻

意防止、阻挡自身认同的不断重构ꎬ只能将自身

文化、认同与时代、历史割裂、隔绝ꎬ导致自身认

同表征体系定型化、“博物馆化”ꎬ最终使自己的

文化、制度丧失活力与生命ꎮ

五、双重认同的困境

从乾隆时代马戛尔尼“送礼”起ꎬ清王朝就

面对文化双重跨越与身份双重认同的困境:对外

强调“夷夏之辨”ꎬ以“华夏”代表自居ꎬ强化、固

化“华夏”认同象征体系ꎻ在“华夏”内部ꎬ又坚持

不懈地强调“满汉之别”ꎬ强化、固化作为统治者

合法性之一的“满洲”认同象征体系ꎮ 这种类型

的双重认同ꎬ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重大障

碍ꎮ
如前所述ꎬ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

中国为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

和精准的情报ꎮ 鸦片战争后ꎬ面对英国的船坚炮

利ꎬ洋枪洋炮的使用、现代化大机器能否引进中

国ꎬ在晚清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ꎬ师夷遇到

巨大阻力ꎬ这也是“乾隆时代”给后世的遗产ꎮ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第一次领教了西方“船坚

炮利”的厉害ꎬ但是否承认敌人的武器远胜于我ꎬ
怎样才能克敌制胜ꎬ引起了巨大的争论ꎮ

前面曾讨论过连林则徐开始都认为英国人

“腰腿僵硬” “屈伸皆所不便”ꎬ且不可一日无中

国茶叶、大黄ꎮ 林是当时最为“开通”的官员ꎬ他
都如此ꎬ其他人的认识更不必提ꎮ

但是ꎬ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还在进行中ꎬ就感

到这个“狄夷”不一般ꎬ痛感包括自己在内的国

人对敌人、对世界几无了解ꎬ开始了解世界ꎮ 面

对“狄夷”的先进武器ꎬ是坚持已被战争证明无

效的“法术”ꎬ坚持传统的大刀长矛、弓矢刀剑ꎬ
还是承认敌人武器先进并进而向其学习? 林则

徐选择了后者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ꎮ
魏源在受林则徐之托编著的«海国图志叙»

中开篇就说:“是书何以作? 曰为以夷攻夷而作ꎬ
为以夷款夷而作ꎬ为师夷长技而作ꎮ” 〔３６〕 什么是

夷之长技ꎬ他认为是:“一战舰ꎬ二火器ꎬ三养兵、
练兵之法ꎮ” 〔３７〕 强调善师夷就能制夷ꎬ不善师夷

者则被夷所制ꎮ 他系统介绍了西方船、炮、枪、水
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技艺ꎬ介绍了望远镜做法

的资料、用炮测量及测量工具ꎬ认为诸如量天尺、
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
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ꎬ中国都应当学习引

进ꎮ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很难被人理解ꎬ所以说

明要去人心之“寐患”:“去伪ꎬ去饰ꎬ去畏难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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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痈ꎬ去营窟ꎬ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ꎬ人心之

“寐患去而天日昌”ꎮ〔３８〕 马克斯韦伯认为启蒙

就是理性化过程ꎬ其核心就是 “祛魅” ( ｄｉｓｅｎ￣
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ꎬ即“世界的祛魅”(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ꎮ 他分析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

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对世界的一

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ꎮ 在祛魅过程中ꎬ人们不

断把宗教世界观及宗教伦理生活中一切带有巫

术、神秘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

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ꎬ人日益从巫术、神秘的

“魅”中解放出来ꎬ以自己的理性理解世界、获得

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ꎮ〔３９〕“师夷长技”的提出ꎬ
魏源所说祛“人心之寐患”ꎬ就是现代中国启蒙

的开端ꎮ 或许ꎬ魏源自己都没有想到ꎬ拉开各种

思想大潮激荡不已的一个新时代序幕的ꎬ却只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ꎮ 进一步说ꎬ
如果化繁为简ꎬ近代有关“中西体用”的各种使

人目眩的观点派别都可说是围绕着“师夷长技”
这四个字展开的ꎮ

两国交战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ꎬ如果敌人武

器强于己方ꎬ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ꎬ这
本是常识ꎬ但在近代中国ꎬ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

过ꎮ 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ꎬ及
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ꎬ他受到的抨击更为猛

烈ꎬ“以夷变夏”“溃夷夏之防”“为倡乱之阶”ꎬ种
种严厉的指责接踵而来ꎮ 当时即有人说“举世讳

言之ꎬ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ꎬ已犯诸公之

忌”ꎮ〔４０〕梁廷枏在评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夷氛

闻记»中对林则徐抗英称赞有加时ꎬ却对“师夷

长技以制夷”不表认可、甚至激烈批评:“天朝全

盛之日ꎬ即资其力ꎬ又师其能ꎬ延其人而受其学ꎬ
失体孰甚”ꎬ“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ꎬ古今无是理

也”ꎮ〔４１〕梁是当时广州对外国了解较多之士ꎬ且
著书数种介绍外国情况ꎬ对师夷之说尚如此批评

反对ꎬ遑论他人? 不久ꎬ«海国图志»即被官方所

禁ꎮ
遗憾的是ꎬ林则徐、魏源早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

代就提出要用敌人最先进武器武装清军ꎬ从而打

败敌人的主张ꎬ不仅不被采纳ꎬ反而被严责为“溃
夷夏之防”ꎬ因此清军一直使用传统武器ꎮ 直到

１８５４ 年ꎬ曾国藩建立湘军ꎬ才开始用先进的洋枪

洋炮武装军队ꎮ
１８５３ 年 １１ 月ꎬ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ꎮ 他向

来注重实效ꎬ深知武器先进的重要性ꎬ于是派人

到广东买洋枪洋炮ꎮ 曾国藩性又谨慎ꎬ等到

１８５４ 年初从广东购买 ６００ 门洋炮装备湘军水师

到位后ꎬ才出发作战ꎮ 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水

师战斗力大大增强ꎬ取得了湘潭、岳州大胜ꎬ曾国

藩事后说ꎬ这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ꎮ 湘军水师

从本质上仍是旧式水师ꎬ简单说是旧船新炮ꎮ 但

曾国藩毕竟有水师要“师夷智”的想法ꎬ并在水

师配备了新式武器后ꎬ在实战中对战法不断调

整、试验ꎬ所以湘军水师所积累的经验ꎬ对近代海

军的产生、发展有十分明显的影响ꎮ
配备了洋枪洋炮的湘军马上显示出威力ꎬ在

几乎要被太平军推翻的情况下ꎬ朝廷看到了洋枪

洋炮的厉害ꎬ认识到它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ꎬ
于是允许军队购买、装备来自西洋的先进武器ꎮ
此时ꎬ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 １４ 年ꎮ 洋枪

洋炮姗姗来迟ꎬ进入国家军队装备ꎬ突破点在于

湘军组建时并非国家正式军队ꎬ而是体制外的边

缘ꎬ购枪购炮的巨额军饷主要靠自筹ꎮ 新事物从

体制外的边缘突破ꎬ然后向中心挺进、发展ꎬ成为

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模式ꎮ
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接触、冲突时ꎬ差距最

明显最早反映在武器装备上ꎬ因此落后者可能还

认识不到武器背后的种种因素ꎬ但出于自保本能

都会尽一切可能装备、使用先进的武器ꎮ 如土耳

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ꎬ曾经有过极

其辉煌的过去ꎮ 但在 １７ 世纪末ꎬ它却遇到来自

欧洲的强劲挑战ꎬ尤其是 １６９７ 年的森塔战役惨

败于哈布斯堡王朝ꎬ受到强烈震动ꎬ开始正视已

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ꎮ 这种灾难性失败ꎬ使奥斯

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

炮利ꎮ 中英鸦片战争引起日本极大的震惊ꎬ对鸦

片战争的了解使日本认识到西洋列强主要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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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进攻ꎬ依靠船坚炮利ꎬ无往不胜ꎮ 萨摩藩第

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于 １８５１ 年继位ꎬ他想方设

法通过种种途径获得西方最先进武器ꎬ采用西式

练兵方法ꎬ并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日本第

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ꎬ生产新式武器和民

用物品ꎮ 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

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ꎬ并培养出了

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

维新的英才ꎮ 有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陆

军制度ꎬ更呼吁要打破三百多年来禁造大船的命

令ꎮ 宽永十二年(１６３５)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

政ꎬ颁布了«武家诸法度»ꎬ规定禁教、禁止与海

外通航ꎬ幕府相应地禁止建造五百石以上的大

船ꎮ 现在主张解禁的理论依据ꎬ主要还是中国明

朝戚继光、俞大猷、茅元仪防“倭冠”“倭奴”的论

述ꎮ 有人以戚继光水战兵法为依据ꎬ再三上书幕

府ꎬ要求解除禁造大船令ꎮ 中国明代抗倭的海战

理论与美国“佩里舰队”１８５３ 年“叩关”ꎬ使幕府

终于在 １８５３ 年秋宣布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ꎬ并
通过荷兰人购进西洋式大型蒸汽船ꎮ 中国的鸦

片战争ꎬ使日本在“开国”前就开始了使用、制造

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ꎬ而经历了鸦片战争的

中国ꎬ则迟至 １８５４ 年才使用洋枪洋炮ꎬ直到 １８６２
年才勉强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ꎮ

从 １８５４ 年湘军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起ꎬ清
军装备逐渐由冷兵器转为热兵器ꎬ但是ꎬ作为国

家武装标准、纲领的武举制度ꎬ仍以“马步箭弓刀

石”等冷兵器为全部内容ꎮ 这种制度ꎬ显然不适

宜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发展ꎬ因此清廷内部改革

武举制度、乃至废除武举制度的呼声渐渐兴起ꎮ
１８６９ 年ꎬ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请求改革武举ꎬ认
为应将熟悉枪炮制造、操作作为武举内容ꎮ 此后

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些大臣不断上奏ꎬ要求改革

武举内容ꎬ但都被朝廷以不合礼法否决ꎮ １８７８
年ꎬ沈葆桢上奏«请停止武闱片»ꎬ大胆向清廷提

出整个武举制度都不合时宜ꎬ应该废除武举制

度ꎮ 此议遭到顽固派围攻ꎬ慈禧还特意申饬责备

沈葆桢: “沈葆桢奏请饬停武科以节经费等

语国家设立武科ꎬ垂为定制ꎬ请将武闱停止ꎬ
率改旧章ꎬ实属不知大体ꎮ 著传旨申饬ꎬ所请著

毋庸议ꎮ” 〔４２〕 与百余年前乾隆斥责高晋如出一

辙ꎮ
直到 １９０１ 年经过庚子惨祸之后ꎬ清廷开始

“新政”ꎬ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

名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废除武举ꎮ 清

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不得不于 ８ 月 ２９ 日宣布:
“武科一途ꎬ本因前明旧制ꎬ相沿已久ꎬ流弊滋多ꎬ
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ꎬ施
之今日亦无所用ꎬ自应设法变通ꎬ力求实际ꎮ 嗣

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ꎬ著即一律永远停

止ꎮ” 〔４３〕此时才不将“弓、刀、石、马、步、射”视为

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ꎬ但距离清亡ꎬ只有十年时

间了ꎮ
乾隆时代ꎬ英国曾把最重要的信息送到朝

廷ꎬ却未引起乾隆皇帝应有的重视ꎬ广州口岸长

期提供的大量珍贵信息全都白费ꎬ马戛尔尼与阿

美士德先后使华反而加强了夷人膝盖弯曲不便

的观念ꎮ 这说明ꎬ在“华夏中心”知识论作为核

心知识、最高阶知识、不可稍有怀疑的知识这种

背景下ꎬ外部知识虽然“送上门来”ꎬ却无法真正

输入ꎮ 在这种机理下ꎬ此时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机

制已经无法产生关于世界、他国的新知识ꎮ 相

反ꎬ经过两次实地考查ꎬ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却

“焕然一新”ꎬ得出了中国落后、野蛮ꎬ甚至很快

就可能崩溃的结论ꎮ
乾隆时代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 “现代世

界”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ꎬ但由于种种原

因ꎬ双重认同困境无疑是其中重要者之一ꎬ这一

历史机遇却被丧失ꎬ最后ꎬ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

争ꎬ用暴力同中国“对话”ꎬ迫使中国在血与火中

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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