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眼里的!西洋镜"

!!!读罗山"职贡图#

!

唐骋华

中国历史上称得上雄主的君王不少!

但是像乾隆那般自恋!几乎要将"雄主#二
字刻到脑门上的!着实不多$ 终其一生!乾
隆写了四万余首诗!其中有相当比例属于
自我歌颂!吹捧自个儿的"十全武功%$ 他
命人编制&西域图志'(编纂&四库全书 '!

目的虽然有好几重!但展示大清在其治理
下寰宇一统(文教兴盛!是重要动机$ &皇
清职贡图'的诞生同样如此$

所谓&职贡图'!就是为外国进贡使团
画像!并辅以介绍性文字$ 说白了!是将老
外画下来!再加几句图片说明!好让天下
臣工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有哪些风俗!类
似于上海人说的)看西洋镜%$

乾隆对于"西洋镜 %的爱好到了痴迷
的程度$ 他不仅搜罗历朝历代的 &职贡
图'!还加以品评$ 例如!乾隆讥讽&梁元帝
职贡图'*)诏令所行! 不过千里! 民户着
籍!不盈三万!岂尚有番夷朝贡之事+ %梁
朝那点巴掌大的地方!番邦会瞧得上, 什
么朝贡!你就吹吧+ 言下之意!我大清王朝
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啊$

于是公元
!"#!

年! 乾隆下令各地督
抚为当地少数民族!及有来往的国家之民
族画像!然后汇总给军机处!制成&皇清职
贡图'$ 从中可一窥乾隆的野望*历来&职
贡图'只记录外国使臣!乾隆却将)世界各
民族 %悉数纳入 !大有 )普天之下皆受皇
恩%的潜台词$

所幸乾隆的态度还算端正 $ 他要求

臣下细致考察!画像要符合原貌!描述要
真实可信!千万别弄成神神叨叨的&山海
经'$ 因此!&皇清职贡图'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材料! 让我们得以了解清朝中期的
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 $ 尤其是
)域外卷%!读来既长知识!又有趣味$ 罗
山新作 &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
域外世界'即围绕这部分内容!进行分析
与探讨$

域外卷收录朝鲜 (安南
$

今越南
%

(日
本(琉球(英吉利(法兰西(匈牙利等国情
形!横跨欧亚大陆!内容丰富$这些国家!

我们不妨以 )儒家文明圈 %为界 !分成内
圈和外圈$ 从罗山的研究来看 ! 圈内圈
外!&皇清职贡图' 传递的信息和态度是
有极大差别的$

构成 )内圈 %的朝鲜 (日本 (安南等
国 !与中国有上千年交往!且深受儒家文
明影响$ 因为熟悉!编撰者对其历史(风俗
的记录比较准确详细$ 也正因为熟悉!难
免带着刻板印象$ 例如!编撰者一方面对
它们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表示赞赏.另一
方面又称朝鲜人为)高丽棒子%!说安南人
和日本人)夷性狡诈 %!等等 $ 这种姿态 !

体现了)天朝上国%俯视)蕞尔小国%时的
优越感$

对外圈的介绍就简略得多!而且充满
错误$ &皇清职贡图'是这样描述英国的*

)/英0吉利!亦荷兰属国夷人$ %英国成了
荷兰属国!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值得追问
的是!这个国际玩笑是如何产生的,

罗山分析 ! 早期到东亚的欧洲人 !

多来自葡萄牙 ( 西班牙和荷兰 $ 他们
是第一批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洋人 !

也是向中国传递欧洲风土人情的 )二道
贩子 % $ 当乾隆下令绘制 &皇清职贡
图 '! 当地官员就询问这些二道贩子有
关英国 ( 法国的情况 $ 十七 ( 十八世
纪! 荷兰跟英国争霸权! 荷兰人对英国
肯定没有好感 $ 所以不难推断 ! )英吉
利是荷兰属国 % 的说法出自荷兰人之
口 $ 他们趁机贬低对手 ! 而负责收集

信息的清朝官员由于缺少其他渠道 !

就采信了 $

描述法国的文字同样令人发噱$编撰
者竟然说法兰西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
教%!还占据澳门!错得匪夷所思$ 究其原
因!诚如罗山指出的!收集者信源有限!只
依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而后者出于各种
动机!经常扭曲信息!误导清朝官员$从这
个意义上说!&皇清职贡图'反映的!更像
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想让清朝人看到的外
部世界$

那为什么清朝官员无法多方查证呢,要
知道!至

&'

世纪!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一百
多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足迹
遍布全球!英国人(法国人正后来居上$ 欧
洲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呈爆炸性增长$

可惜的是!明清两代对海洋没多大兴
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基本停止了对外
探索$ 中国人的世界观陷入停滞$ 到乾隆
下令绘制&皇清职贡图'的

&"#&

年 !英国
东印度公司势头正猛!法国也加紧在印度
扩张! 清朝官员却仍然只能通过葡萄牙(

荷兰等国商人获取零星信息$ 他们并不觉
得应当实地考察一番$

反正皇帝满意了$

&"(!

年!为庆贺皇
太后

")

寿诞! 乾隆命令绘制 &万国来朝
图'$ 罗山注意到!图中的外国使臣拷贝自
&皇清职贡图'!连配色都没变$ 看来!乾隆
只沉浸于)万国来朝%的繁荣!而无意睁眼
看看)皇清%以外的世界$

自然即背景#诗歌即目的
!

杨庆祥

!!!读李少君"我是有背景的人#

拿到李少君的新诗集 &我是
有背景的人'!不禁莞尔一笑$ 这
个书名乍一看触目惊心---李少
君曾经在一首&夜深时'写到玉兰
花落满地!让人触目惊心$但熟悉
李少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背
景% 不是中国语境中政治经济学
上的)权力%!而是一种美学上的
指涉$ 李少君说!)自然就是我的
背景%!这句话说得好!有格言的
味道$ 大概坐在湖边的梭罗一定
会同意这个观点! 但梭罗没有找
到汉语这么精妙的表达! 而陶渊
明的)采菊东篱下%!倒是可以追
溯为李少君遥远的祖灵$

日本的文艺理论家柄谷行人
提出过著名的)风景论%观点$ 他
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就在于
日本的现代作家们从汉文学的静
态风景中发现了一种否定性的风
景! 然后一种以客观和真实为要
点的现实主义诞生了$)汉文学的
风景%是什么,柄谷行人有点语焉
不详! 但他提到了中国美学的典
型代表山水画! 将山水画指认为
汉文学的风景$ 这里忽略了一个
事实! 即山水画不能作为孤立的
摹本来进行理解! 因为纸上的山
水对位的不仅有自然的山水!还
有人心的山水$

这正是我要阐明的观点$ 自
然! 这一看起来简单的词汇有一
种综合性的含义! 它至少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作为一种
总体性的存在! 自然代表了某种
最高的意志和秩序! 带有宗教和
哲学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东方哲
学里!指的是)天%()道%等!在西
方哲学里! 类似于 )物自体%.第
二! 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自然
界! 它指的是作为一种客体存在
的! 可以探究( 认知和书写的存
在.第三!基于以上两点!同时又
加入个人认知的视野! 于是有一
种)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
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往往不是功利性的!而
是非功利的(审美的$

意识到这种自然的层次和观
念! 我们大概就能读懂李少君三
言两语中的微言大义$ 请看一首
&南渡江'*

每天! 我都会驱车去看一眼

南渡江

有时!仅仅是为了知道晨曦中

的南渡江

与夕阳西下的南渡江有无变化

或者!烟雨朦胧中的南渡江

与月光下的南渡江有什么不同

看了又怎么样"

看了!心情就会好一点点

整首诗只有七行! 核心意象
只有一个)南渡江%!观看的视角
在)我%和)南渡江%之间$这)南渡
江% 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景
观!但因为)我%的观看!又变成了
一种带有主体人格的动态而非静
态的风景$ 最后在一种不无叹息
的自嘲中!流露出一种)无可无不
可%的人生姿态$再看另外一首诗

&渡'*

黄昏!渡口!一位渡船客站在

台阶上

眼神迷惘! 看着眼前的野花

和流水

他似乎在等候!又仿佛是迷路

到了这里

在迟疑的刹那!暮色笼罩下来

远处!青林含烟!青峰吐云

暮色中的他油然而生听天命

之感

确实!他无意中来到此地!不

知道怎样渡船!渡谁的船

甚至不知道如何渡过黄昏 !

犹豫之中黑夜即将降临

这首诗关键的节点其实并
非在于)渡%这一具体的事件!而
是由这一事件所弥散出来的一
种缠绕的情绪和情思$ 非常有意
思的是 ! 当面临 )渡 % 的选择
时---这会让我们想到弗罗斯特
的&未选择的路'---李少君没有
去作一种西方哲学式的思辨!而
是信马由缰!看到了)自然%和)天
命 %!最后不是在 )抉择 %而是在
)犹豫%中将诗歌推向了一种)未
尽%的尽头$

这是李少君的诗歌美学 !其
背后! 有着其独具一格的诗歌创
制能力和思考方式$ 他将诗歌视
作是心(情(意的统一体$)诗歌感
于心动于情! 从心出发! 凝聚情
感! 用心写作11诗歌是一种心
学! 诗歌也是一种情学11情之
深入(持续与执著!产生意$ #

在荒芜的大地上

我只能以山水为诗

在遥远的岛屿上

我会唱浪涛之歌

白云无根!流水无尽!情怀无边

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

浪!一飞而过

##海上啊! 到处是我的身

影和形象

最终! 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

辽阔的心

这首诗名为&自道'!可以看
作是李少君诗学的形象化表达!

他引用布罗茨基的话说* 诗是我
们人类的目的$其实在海天之间!

本来就没有目的! 诗歌也不过是
)无人认领#之物!只不过这一次!

李少君偶然拾起了它$

"我是有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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