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中的美国再现与
“民族自志”

陈晓兰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旅美游记，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作品建国后未再

版。今天重读这些尘封的文献，为我们认识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美国想象与民族的自我

认知、现代观念与国家理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这些游记对于美国知识在中国的

传播、美国形象在中国的树立、美国标准的确立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旅美游记以美

国为参照，在中美两国的比较中审视中国、重述中国，是对于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

中国“民族自志”的另一种形式。远游更怀乡，“崇美”亦爱国，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

相辅相成。带着中国的问题游美国，以美国为标准看中国，在旅美游记的叙述中，处

于二元对立两极的中美两国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和异己者，互为对方的 “本质化”提供

了“他者”。
关键词 旅美游记; 美国再现; 民族自志

一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远游的历史，也有着光

荣而漫长的记游的历史。绝地通天，幻游天国冥

界; 远蹈异域，步东极至西极; 遁隐于山水之间，

游移于尘垢之外; 或远游以求道，或远游以谋生;

或宦游他乡，或流放于边疆僻地……，反映了中

国独特的游的精神特质。对于天地万物、时间的

永恒与生命之短暂的体验、感悟与哲思，有限的

身体对于无限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这种普遍性的

经验与表达恰恰发生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
国族意识尚未觉醒以前。中国的游记写作自 19 世

纪后期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标志是海外

游记，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类，它在晚清兴起，

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游的地理范围、经验、内

容、文体、风格、叙述话语、写作目的和传播形

式等方面都与传统表现出根本的不同。行旅所涉

的地理范围从海内走向海外，旅行者的足迹远及

欧美、地中海、非洲和东南亚诸国; 海洋作为国

土疆界的标志代替了传统以山、河、沙漠作为划

分地理疆界的标志; 航海经验、异国的地理风貌、
山川风物、城镇社区、风俗习惯、物质文明、科

学技术、人造景观成为游记的主体内容; 行游与

写作转向“世俗化”，由传统行游与记游的自然山

水为主导转向以世俗社会、人造世界为主导，从

人类普遍性的经验表达转向当下现实问题的讨论，

社会、政治、文化批判加强，游记写作被赋予经

世致用和启蒙任务，世界意识、国族意识觉醒，

游记者个人的旅行经验、自我转型与探寻国家现

代转型的政治诉求紧密结合。
海外游记的写作在民国时期迎来了黄金期，

几十年间产生了数以百计的作品。所涉区域涵盖

亚、非、拉、美、欧及太平洋岛屿 40 多国，北至

芬兰、南及智利，反映了 20 世纪早期中国世界想

象的地理范围和思想视野。这些游记将世界地理

的抽象知识和概念具象化，使遥远的想象化为亲

历实地的经验。其中，美国与日本、苏联、南洋

是民国时期重点考察与书写的轴心国家和区域，

可见其在 20 世纪早期中国世界想象和思想意识中

的重 要 性。“美 国 朝 野 之 状 况，不 啻 未 来 之 中

国”①，为民国时期亲历美国的游记者之共识。“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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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各国，最足资吾人观感者，莫美国若。”② 1915
年，陈政翻译伍廷芳英文版 《一个东方外交官看

美 国》 ( 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1914)③以 《美国视察记》为题

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伍廷芳在序言开篇道出了

美国对于中国的吸引力之所在: 从历史悠久的文

明母国脱离出来，在短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主强盛

的国家。伍廷芳用寥寥数语描述了美国神话般的

建国历史: 起初少数英人移殖新大陆，筚路蓝缕，

开拓山林，至人口扩增，蔚然成一 “部落”， “后

以英政不均，群起相叛，奋厥才力，与世界第一

强国抗血战七年，负尸累万，卒以百折不回之气

脱英轭而自立。自建国迄今仅一百三十年，不独

富甲于全球，美国一言重于九鼎，使天下列强折

节而听之”④。美国建国的历史和独立自主、国富

民强的故事在民国时期的旅美游记中被不断重述，

美国不仅被视为现代中国转型的榜样，而且也成

为评价当时中国政体与社会现状的标准乃至重估

中国传统价值的参照系。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旅

美游记是 对 于 美 国 的 再 现，同 时 也 是 现 代 中 国

“民族自志”⑤的另一种形式，在美国知识的传播、
美国“神话形象”的树立、美国标准的确立和现

代中国叙述话语的建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海外游记单

行本 300 多部，其中旅美游记近 40 部，如王国辅

《旅美调查记》 (1915)、屠坤华 《万国博览会游

记》(1916)、王一之 《旅美观察谈》 (1919)、由

云龙《游美笔谈》 (1920)、谢扶雅 《游美心痕》
(1929)、梁朝杰 《美游诗词存稿》 (1931)、伍庄

《美国 游 记》 ( 1936 )、张 其 昀 《旅 美 见 闻 录》
(1936)、黄珍吾 《游美考察记》 (1940)、张文昌

《旅 美 散 记》 ( 1943 )、费 孝 通 《初 访 美 国》
(1946)、严仁颖 《旅美鳞爪》 (1947)、杨钟健

《新眼界》 (1947)、徐君远 《美游心影》 (1949)

等。美国也是《环球周游记》《欧风美雨》《世界

旅行记》等 40 多部综合类游记中不可或缺并重点

记述的国家，如景悫 《环球周游记》 (1917)、钱

文选《环球日记》 (1920)、侯鸿鉴 《环球旅行

记》(1925)、罗运炎 《环球游记》 (1928)、邹海

滨 (邹鲁) 《二十九国游记》 (1929 年初版，1947
年再 版 )、墨 禅 宗、满 智 《太 虚 大 师 寰 游 记》
(1930)、卢锡荣 《欧美十五国游记》 (1930)、钱

用和《欧风美雨》 (1930)、吉鸿昌 《环球视察

记》(1932 )、黄 士 谦 《世 界 一 周 之 实 地 观 察》
(1933)、王家桢 《欧美环游印象记》 (1935)、龚

学遂《欧美十六国访问记》(1936) 等。对于中国

的世界旅行者而言，不到美国，便不称其为见过

世界，看到了美国，才算看到了世界的中心。此

外，还有刊载于 《旅行杂志》 《西风》 《中学生》
《学生杂志》 《申报》 《大公报》等媒体上的数以

百计的散篇。其中部分作品首先在报刊登载，之

后以单行本形式面世，甚至一版再版。可谓数量

可观、种类繁杂，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游记者赴

美壮游的夙愿，游记写作的目的，去国的悲哀与

欣喜，漫长的海行经验，证照的申领和入境检验，

考察报告，工作日记，历史名人传记，逸闻趣事，

报刊新闻辑录，旅居生活，孤独与怀乡，出游经

验，旅途 见 闻 等 等。这 些 作 品 采 用 杂 糅 性 的 文

体———历 史 叙 事、新 闻 报 道、山 水 散 文、诗 歌、
摄影、插图、数据统计表格等等，试图全面再现

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表现出对于 “美国性”予以

总体把握的倾向。其中美国建国的历史常识、国

土面积、山川地貌、地理奇观、气候植被、现代

技术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

运输系统、城市规划、公共建筑、政治体制、社

会民生、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工作休闲、风俗

习惯、种族问题与华人社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念及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中的体现等等，构

成游记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

限制，游记者们无法对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进行

深入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调查与研究，

他们本身并非美国问题的研究者，对于美国的认

知主要依赖于自己的亲历经验和耳闻目睹所获得

的感性知识。再者，不论以什么身份赴美，他们

实际上很难深入美国政体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要津，

他们在游记中一再强调自己作为旅居者、边缘者

和走马观花的观光客的身份，自知在美期间或时

日仓促或学业羁身，“不能做有系统之调查考察”，

赴各地旅行， “未免窥豹一斑”， “略瞻炳蔚”⑥。
所见多类走马观花、过眼烟云; 所述不免举一漏

万、鸿爪雪泥，“作以蠡测海的广阔记述，错谬之

处，定所不免”⑦。但是，由于游记作者显要的政

治、文化地位和美国亲历者的身份，以及第一人

称的、貌似客观的 “现实主义”的叙述策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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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融虚构与纪实，游记与社会报道、政治评论为

一体的作品，在当时被视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不

仅受到官方重视，也成为不出国门的国人获取美

国知识和信息的主要媒介。因此，在中国人的美

国观念乃至现代想象、现代意识、国家观念的形

成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

民国时期的赴美游记作者，以中央和地方政

府、实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公共媒体派遣，以及

庚款资助和美国教会资助的留学生为主体性来源。
相比于晚清，游记作者队伍的构成表现出多元化

的特征，包括外交人员、军政界要员、政府机构

官员、实业 家、教 育 家、留 学 生、社 会 活 动 家、
公共媒体的驻美记者、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艺

术家等等。他们作为中国政治、实业、文化乃至

军政界精英，有些在赴美前后都是掌握实权或话

语权的人物，有些则是在赴美之后完成了个人的

转型，回国后在其专业和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影

响，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尽管

他们个人境况殊异，政治立场有别，在美身份不

同，旅居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民

族危亡的紧迫感和改造中国的使命感，带着中国

的问题赴美国考察、学习、工作，在美国寻求救

国的良方，正所谓 “他山攻玉，资我良工”， “采

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⑧。在游记写作中，

秉承了晚清海外游记写作的宗旨——— “凡夫政教、
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紬绎之，比较之，斟

酌而 选 别 之。萃 群 族 之 所 长，择 己 国 之 所 适”，

“归以为通变宜民之地”⑨， “无关宏旨，概从缺

焉”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无关轻重者、有害

于邦交者，略而不载，是民国时期赴美游记普遍

遵循的原则。1940 年代，萧立坤根据游美经验编

撰《游美指南》 (1942 年初版，1947 年第三版)

以资赴美者参考，其中特别强调中国人到美国去

的三个目的: 一为求学 ( 工作)，二为观光，三为

促进邦交: “要记得大多数的同胞，无机会到美国

去考察观光，都期望我们将美国和美国人的印象，

带回来转告他们。”瑏瑡 “要争取多数人的友谊，不必

多谈他们的弱点，所以不谈这 ( 种族歧视) 问题

为好。”瑏瑢了解美国，与美国人共好恶、共生活，以

敦好笃谊、促进邦交为目的，对于美国的问题和

弱点予以回避或同情地理解，体现在民国时期的

大多数游记中。游记者抱着亲善的态度，寻求中

美之间的可通约性，以实现平等相待和双向交流

的可能。他 们 视 美 国 为 中 国 良 友，甚 至 称 中 美

“太 平 洋 岸 两 大 共 和 国”为 “姊 妹 同 胞”瑏瑣。
1914—1918 年留学美国，历任申报馆编辑、驻巴

西使馆、奥地利使馆、国际联合会秘书、阿姆斯

特丹领事的王一之在其《旅美观察谈》 (1919) 中

说: “我华称友善之邻国曰兄弟之邦，而西方咸以

姊妹国相称。……我华彼美，实为太平洋岸两大

洲之两大国。一为华赡，于其本名见之; 一为美

丽，于其译名见之。此绝妙之姊妹花，如能相互

提携，固当世独一无二之俊侣也。”瑏瑤他深知，国人

因痛心于家庭之羁绊与不良社会之黑暗而艳羡西

方自由与光明。他也批评 “甲国之人而往乙国视

察者”，“只就表面用心，自谓能从远处大处着眼，

归而盛誉彼邦文物。仿佛少年择友，只悦对面人

容颜之美，气概之豪，服御之适时称体。而绝不

问其心性何如，与所好尚者何属。能从正面观察

而不能从反面观察。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瑏瑥

1945 年许君远赴美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学习美

国办报经验，在美生活一年。他称中国人到新大

陆旅行，就像穷孩子到阔人家观光，仿佛刘姥姥

进大观园，所见一切都不为他所习见，都新鲜有

趣，于是 痛 恨 自 己 错 投 了 胎，觉 得 自 己 的 父 母

“萎缩得不够气派”，发了狂地 “叫喊阔人家了不

起，逢人颂扬他们的威风”瑏瑦。但是，见识了阔人

家的风格，最终还是要投入父母的怀抱，他希望

自己对于美国的报道不要太主观。诚然，尽管游

记作者有此自觉，未必能够真正幸免同样的局限。
与 19、20 世纪西方的东方旅行者以教士 ( 牧

师) 身份、强者的姿态、“帝国的眼睛”居高临下

地凝视中国不同，也与晚清时期具有中华文明优

越感的出使大臣不同，民国时期的赴美旅行者具

有难以摆脱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子民的焦虑与不

安，他们即使不是以 ( 留) 学生的身份也是以一

种学生的心态，以艳羡的目光凝 ( 仰) 视强大的

美国，将他们看到的有限的美国现实与美好国家

的理想相混合，将美国乌托邦化，除少数具有左

翼倾向者 ( 如刘尊棋 《美国侧面像》，1947) 外，

表现出普遍的 “崇美”乃至 “亲美”倾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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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限的“接触地带” (contact zone) 体验、感

知、认识美国，并在当时的日记和后来的追忆性

写作中对他有限的所见所闻进行过滤和重组。这

些“接触地带”有限的风景和事件成为表达个人

情感、传播美国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也成为塑造

美国形象并将美国观念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

的关键因素，美国之行也被赋予了某种 “朝圣”
的色彩。

游记作者通常在旧金山、西雅图或温哥华登

岸，然后乘火车或汽车奔赴各自工作或学习的目

的地，之后自美国各地穿山越岭，殊途同归地绕

道芝加哥作短暂停留后奔赴终极目的地———华盛

顿、费城，然后赴纽约、波士顿，游美旅程到此

结束，然后返回学习或工作的大城市或小城镇，

或者取道欧洲回国。不论是自旧金山由西至东穿

越美国，还是由西雅图登岸奔赴各地，首先让旅

行者感动的是美国广袤美丽的国土、对于大自然

的科学管理和利用、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便捷的通

讯系统、发达的现代技术和物质文明、组织良好

井然有序的社会。在华盛顿和费城，游记作者怀

着类似于朝圣客的心情参观总统府、白宫、国会

大厦、林肯像和华盛顿纪念碑、财政部、国会图

书馆、华盛顿故居、林肯坟、无名英雄墓、独立

厅、自由钟、新市政厅、博物院、科蒂斯印刷所

等等经典景观。由这些物质景观进入美国建国之

历史，感知美国独立自由之精神，感佩杰弗逊、
华盛顿、林肯等独特人格，于华盛顿功成身退、
隐居山野之 “最慷慨沉痛而动人”之叙事中见美

国民主政体之精魂。之后自费城赴纽约和波士顿，

游自由岛瞻仰自由女神像、步行百老汇、登摩天

大楼、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等，参观波士顿公园、
墓地、老北教堂及骑马铜像、“自由之摇篮”的法

尼尔厅、古战场邦克山纪念碑、哈佛大学 ( 视为

美国文化之根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游记中不断

重复记述的地标性景观。除了本身具有强烈再现性

功能的首都华盛顿、历史名城费城、波士顿、大都

会芝加哥、纽约及其中被特别拣选出来、浓缩了美

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精粹的名胜古迹外，游记作者

穿越美国途经各地时的必到之处还包括州署、市政

厅、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印刷所、名报馆、名

人故居、政治性事件的纪念性建筑物、历史遗迹、
大工厂 (芝加哥屠宰厂、圣路易斯啤酒厂)、博览

会等等，这些由政府和旅游业精心打造并向社会和

游客公开的经典性景观，自然风景名胜区 (黄石公

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尼亚加拉瀑布) 等，构成了

不同时间旅美游记的核心和灵魂。游记对于这些景

点进行文学化的描绘并对其相关故事和知识 (地理、
历史、人口、政治性事件等常识) 予以叙述和阐发，

将美国压缩进作为符号、事件或象征的一系列景点

中，并将抽象的历史、政治知识转换为可感知的视

觉景象，通过风景认知美国、再现美国，同时也将

美国景观化、视觉化、平面化。
游记中反复再现的自然风景、历史遗迹、人

造景观，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但却是向公众特意

呈现出来，被舞台化、戏剧化、具有表演性的真

实。这些景点本身包含着大量的政治信息，蕴含

着与美国国家观念和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叙事，

典型地体现了旅游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

系。它们是美国意识形态化的自我表述形式，是

为体现美国国家身份和政治、文化观念精心筛选

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它们向美国公民和国际游客

展现 了 美 国 的 历 史、政 治、文 化 精 粹，展 示 了

“国家的庄严、财富、强大与卓越”，其目的在于

“光耀国家、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瑏瑧。这些

景观也激发了中国游记作者对于美国的景仰和热

爱以及对于它们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的认同。他们

在短时间内频繁的空间转换中受到景观的支配性

的影响。景观激发了游记作者的情感和想象，他

矗立于景观之前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但景观也

限制了他的视野，影响了他观察、思考美国的方

式。他们从这些被艺术化、符号化的历史遗迹和

景观的亲密接触中感知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并形

成对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现实的想象与概念

化的认识。这些景观及其叙事也成为游记再现美

国历史、政治、文化乃至美国性的材料来源。游

记或者照搬这套符号体系和叙事，或者简化、概

括，或者进行想象性的阐发。由这些有限的 “接

触地带”的景观而形成的政治化的概念被本质化

为美国性的内涵。游记作者置身于风景中的 “内

心惊骇”和 “文化震惊”，将旅游景点当作现实，

将相遇的个体上升为群体，以局部代替全局，对

美国进行概念化、观念化、理想化乃至 “本质化”
的表述，并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游记作者的不断重

复，成为再现美国的通用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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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作为理想国家的典范，成为民国时期赴

美旅行考察、学习者重新审视、评判中国现实政

治、国家、文化乃至文明的标准。在异国他乡目

击外洋之强盛，感念故国之衰乱，痛恨政体之腐

败、社会之混乱，反思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乃

至文化、文明。在讲述美国故事的同时，重述中

国的故事。因此，美国游记是美国的再现，同时

也是民族自述。1931 年由世界日报馆出版的梁朝

杰的《美游诗词存稿》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历史

记忆与处身其中的美国现实相交汇，大量征用中

国的历史典故和民主、共和、宪章这些新术语书

写中国的现实。如 《秋兴》: “劫余历史五千年，

广土今成田甫田。汉德岂贪羊人厩，胡谋终露雁

传笺。霸非项羽思分地，骄甚匈奴欲依天。安得

龙城飞将在，威棱独立靖三边。”瑏瑨 “武人专制二千

年，强半高光起自田。都督八州权可羡，宪章廿

国义谁笺。秦皇鞭石东临海，楚子投龟上诟天。
大命终穷人事去，莫夸威福竟无边。”瑏瑩美游诗抒发

作者在异国他乡的孤独、飘零之感，对于故国家

园的思念，对于风雨飘摇的祖国鞭长莫及的无力

感，在美国的土地上经验极具他者性的美国社会

现实和景观时的震惊，对于民族自我的焦虑和不

安以及改造中国的迫切愿望。
远游未必不怀乡，“崇美”未必不爱国，世界

意识未必与民族意识水火不容，二者恰恰相互交

织，相辅相成。游记作者处身于美国的风景之中，

感怀其广袤美丽的国土、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及

其良法善政，触景生情，感怀国难，反思民族历

史、批判现实政体。他们以美国为例，进行紧张

的中美比较，在建构美国形象的同时重绘了中国

肖像。中国在地球的腹部，美国在地球的背部;

密西西比平原堪比长江流域，哈得逊河流域类似

珠江流域; 由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沙漠联想到

内蒙古沙漠，加利福尼亚的低地又令人想起了新

疆北部的盆地; 怀俄明、科罗拉多的高原风光令

人仿佛置身于陕甘宁的黄土高原，犹他州的大盐

湖使人想起了青海湖，看见新墨西哥的煤矿想起

了山西大同; 自达科他经明尼苏达至伊利诺、芝

加哥一带旷渺坦荡的平原，勾起了对于山东直隶

一带平原风光的怀念; 美东南部类似中国的东三

省，新英格兰山地则与福建山地相似，纽约、华

盛顿、芝加哥则与上海、南京、汉口相当; 到了

小城圣贝纳迪诺，想起了苏州，偏僻之地的印第

安人 部 落 遗 迹 联 想 到 老 子、联 想 到 中 国 的 危

机……。“中国西面无海岸，美国东西两面临海。
中国东岸以外有日本群岛，美国东西岸外均无重

要岛屿。美国天然的国防，较中国险要，天然敌

国离中国近离美国远。中国的长江黄河由西到东，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由北到南”，物产不同，播种时

间各异。中国山多，美国地多，“适宜农民耕种之

地中国仅 30%，美国达 60%，中国与美国人口之

比为 10 ∶ 3，中国人口密度比美国大五倍”瑐瑠。中美

“国根、国 史、国 情”不 同，风 习 相 异，社 会 组

织、政治制度悬殊，国民素质迥异。中国 “五千

年绵绵岁月”，是 “纯粹的一脉相传”，美国 “不

到三百年”，“联合极复杂的人种而成”。“一是中

落的世家书香，一是投机的暴发户; 一是清风明

月式的，一是长枪大戟式的。一是文性的，一是

武性的。”瑐瑡中国人天性 “平坦优游”，美国人天性

“活泼急进”。美国人的生活是 “海涛式的，忽地

高腾数丈，忽地低陷深渊; 中国人的生活是湖面

式的，一片浩浩，静漾无澜”瑐瑢。中国人处世以中

庸为原则，美国人以奔走极端为特征。中国人的

伦理基乎礼，美国人的伦理基乎爱。中国的夫妻

关系以贞操为重，美国人以爱情为重。中国人论

天理，美国人讲法律。中国人重人情，美国人守

秩序。中国人事事赖于家族，美民事事赖于社会。
中国以家族思想为牢不可破之定律，社会以家庭

为重，美国社会以个人为重，个人自尊独立，不

依赖父母而自立、自达。中国人讲等级，美国人

讲平等。中国人讲私德，美国人尚公德……，这

些泾渭分明的对比在游记中不断重复，遂为套话，

沿用迄今，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美国想象及

话语表述。
1919 年，王一之出版 《旅美观察谈》，史量

才、张竹平等作序盛赞其旅美期间 “悉心考察彼

邦风土人情，遗俗善政”， “即于美之时地无不了

如指掌，使曾至美者恍然重游，未至美者辄深神

往，其将观察美之事实与吾国习尚互相比较优劣

利弊之点，可资借鉴”瑐瑣。《旅美观察谈》用文言文

写作，兼容传统山水游记、小品文、诗体形式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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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美国风物、表达个人观感、发表社会文化评论，

比较中美两国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

社会风习和政治体制之差异。认为，美国作为后

起之秀，饮食肴馔之劣难以与文明古国相颉颃，

除茶、丝、瓷器这些天赐物产外，中国文字远胜

于欧美文字，我国文字 “精深耐久，简练者犹布

帛，富丽者犹美锦”瑐瑤，欧美文字犹如美国令节出

游时的纸衣、纸帽、纸盔，外表华丽而难以悠久。
在中国， “女子无才便是德，几成牢不可破之固

习”，美国则是“美人与才媛之乐土”瑐瑥，某下议院

女议员贤而多才，发表政见、为地方谋利，其才

能智识，胜于一般男子。 “我邦之以多男为福者，

在彼视之，直一生极大之累。若贫而多子，更足

为人所耻笑。”瑐瑦美人善为身后谋，坟墓、财产、遗

物之保存、名誉之流传，莫不有精当之法。“我国

墓地，实不啻堆泥覆土之田。西国墓地，乃为砌

石铺砖之庭园或园场耳。” “人苟在美利坚，得一

葬身之所，不遇地震剧战等意外祸患，则虽千载

以下，恐亦无人敢为盗棺毁骨之举。”瑐瑧美国公共墓

地由墓葬 公 司 恃 强 有 力 之 法 律 永 足 保 存。我 国

“地价低廉，故迷信堪舆术者，可以遍山得地，随

处营葬。迨后子孙离散，兵乱频仍，终不免暴骨

原野，毁冢易主”瑐瑨。我国内地凡聚族而居、田宅

庐墓萃于一方者，皆赖家族而永久维持。美国家

族思想不如中国之坚强悠久，不得不事事有赖于

社会，遂养成独立自足自达之国民性。在美国，

富翁之家的后代，如若游惰轻浮、不务正业，即

遭父亲驱逐。“我华之富家翁，仆仆终身，为儿孙

作马牛。”儿孙“坐食或分产，为天赋之权利，欲

其无依赖性乌可得焉”瑐瑩。美人尊重时间，各街市

行人疾步趋前; 我国街巷间负手闲行、轻缓闲散，

足显我华人心之暇豫，性情之迂恬。美民以篮球

网球滑冰游泳及滑稽之兴趣为业余消遣，养成灵

活敏妙之国民性; 我国交际场中，群居终日，雀

战方城。“黄金时间”“白饭道德”，“为世界各国

民，所不可逃之公例”。我国今日，为官为 “唯一

之生计”“唯一之尊荣”，一国之菁华、一时之俊秀

全萃于官， “尽销沉于荣华富贵诸梦境”; 彼美利

坚，各上级官吏“纯然一种义务心之表示也。……
政界既无利可图，饭碗排列，亦不至挤向政界一

隅”瑑瑠。美国号称巨富者流，大抵均以商业起家，

非如我中国瘠民肥己假公营私之辈。他认为，作

为中华民国之良友的民主美国，其风俗人心、良

法美意足资我华之效法者不胜枚举，我华人民应

急所当急，效法美国之良法善政，改造中国不良

之政治、颓靡之士气、堕落之民德。
1935 年，伍庄旅居美国已七年，他在美国友

人的陪同下，“八十天行万七里”，自旧金山至洛

杉矶，横穿美国，途经 40 多个大小城市，抵达目

的地东海岸，游历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
葛底斯堡等地。其 《美国游记》详细记述了旅途

见闻及其观感。80 天的旅途中，作者置身美国风

景，神游故国家园，思绪纷飞，浮想联翩，悲喜

交集。在洛杉矶西湖边瞻仰 “奥达士” (Otis) 将

军铜像，有感于奥达士的生平事迹，徘徊不忍去，

由此联想到我国西湖秦桧夫妇铁像和近来 “伟人”
以铸铜像为时髦的现象，“彼一西湖，此亦一西湖。
铜像铁像，令我生无限感想”。于是口占一首: “巍

然独立奥将军，刻石名言人数分。……但凭公理锄

权势，真是平民淡爵动。如此西湖场景仰，异于

秦像跪王坟。”瑑瑡在堪萨斯州参观一遗迹 “靴坟”，

追忆此地五十年来由乱而治的历史，敬重 “美国

人进步之速” “舆论之公”， “不讳当时之事实”。
“返观我国，是数千年彬彬有礼之邦，今日反为堕

落，人民不乱杀，而拥兵者乱杀。”瑑瑢一路东行，眼

望大好平原，心怀洛阳，由美军兵营遗址联想到

洛阳的沧桑及东北四省的现状，“车中有所感，几

为流涕”。赋诗一首: “大好平原似洛阳，于今不

见旧营房。……回首兵机教巡阅，痛心国难议投

降。何堪比较相同地，有土无人只自伤。”瑑瑣游堪萨

斯州首府，门外无兵守卫，人民自由出入，“返观

我国省长公署，卫兵荷枪，防守森严，辗转询问

不得入门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瑑瑤。游圣路易斯

市水塘工程，“每游一室，办事者不辞劳瘁，对予

等津津解释，不厌问，不厌答。若我中国自来水

厂之工人，问之不屑答，且办事者亦不许人随便

进门也”瑑瑥。忆及广东自来水公司，“官商争夺，股

东之资本无着，至今仍弊漏百出也”。 “观人之市

政，返观我之市政，两相比较，极为痛心。令我

益增惭愧矣。”瑑瑦在华盛顿游总统府，只见 “楼宇极

矮，园林亦狭”。华盛顿、林肯纪念碑， “皆身没

五十年后为之，盖治定功成，人心思慕也”。以视

中国近日之纪念碑、纪念堂，“作伪铺张，藉势乱

为，惟恐不速”瑑瑧。读报纸新闻得知美国上议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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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否决“复兴例”，盛赞美国之法制完善，行政

机关不能恃势力以蹂躏法院，“在只有势力和全无

法律之中国视之，能无惭愧? 美国有政府，有宪

法，总统之威力终为宪法屈。政府不能饰巧词以

欺骗人民。中国无政府，无宪法，强暴专政者之

权力常为外力屈，犹且饰巧词以欺骗人民。故二

者着实相反而足相比较”。瑑瑨

藉异国风景抒发个人政治情怀、国家理 想，

将游记作为政治论坛，针砭时弊，以美国为参照，

提出国家建设的方略，是民国时期游记的归宿。
1918 年，由云龙终于实现 20 年夙愿，赴美国考

察，历时 4 月，后著 《游美笔谈》。他在 “弁言”
中说: 往读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极羡美国之

文明，蓄志一游”。瑑瑩然在美光阴无多，无法窥见美

国政教之源，只就见闻所及随笔纪述，“比之鼹鼠

饮河，不过满腹而已。知友多有垂询游历状况者，

书此质之，聊当一夕之谈焉”瑒瑠。《游美笔谈》着重

记述了他对于美国政事、实业、教育、名胜、风

俗的考察，回滇后在青年会发表演说介绍游美观

感: “美国社会文明程度之高，真足令人羡慕”，

表现在尊重妇女、重平等、有秩序、尚自治、重

卫生、经济流通、富于爱国心等方面。认为美国

实业之发达实由彼邦人民四种特性决定: 重独立，

虽父母兄弟，耻相依赖，以独立营生为抱负，父

母亦不愿多留遗产与子女，致养成其懒惰之习惯;

不自满，用一机械、办一工厂，必时思改良进步，

以求登峰造极; 习劳苦，百万富翁，不惮操 作，

虽煤烟满面，泥泞满身，在所不顾; 坚忍，凡经

营一事，几经困苦艰难，不成不止。美国 “全国

之内，家给人足，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瑒瑡。他在

“上书唐联帅之条陈”中提出云南建设的 7 条建

议: 注重道路、注重实业、注重商学、注重体育、
注重外国语言文字、注重切音字母、注重社会教

育。他呼吁中国人要赶快觉悟，发展实业和教育，

使全国家给人足，人民有国民的常识、世界的眼

光，获得世界的尊重。美国之行，颠覆了传统对

于中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的认识:

“中国为东半球大陆，美国为西半球大陆。中国为

共和国，美国亦为共和国。中国开化数千年，而

美国开化不过百数十年。美之文明程度，较之中

国，乃高出万万，其间倚伏消息不难参透。”瑒瑢1925
年，钱用和赴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辅修西洋史，

历时 4 载，其《欧风美雨》(1930) 着重记述了对

于美国教育和欧洲文化的考察，“在对于吾国建设

上之意见”中指出: 我国所谓物质文明乃西方文

化之言不足信，物质文明乃精神文明之寄托，中

国民族精神尚在蜕化中，从前精神已不适应于近

代，将来之精神尤在实业建设，提出从交通、文

化、市政、妇女等方面进行未来民族精神的建设，

尤其建议中国政府效法美国学校之组织方法，取

消“宝塔式行政”之牵制，以培养优秀人才，造

福社会。1941 年，严仁颖作为天津 《大公报》驻

美记者，赴美生活 4 年，他的游记记述了在美国的

愉悦和故乡的愁与恨，美国的繁荣与回国后天津、
上 海 的 破 败 形 成 鲜 明 对 照。在 《旅 美 鳞 爪》
(1947) 附录 “促进市民治”瑒瑣中，他倡议在中国

促进市民自治 (Municipal Home Ｒule)，效法美国

城市自治，提出三条城市自治的建议。透过民国

时期的旅美游记，可以清晰地看到游记作者处身

于美国风景或旅居于美国现实中所经历的个人转

型，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认同; 这些价值也内化为

重塑中国的标准，成为建设未来现代中国足资效

仿的榜样。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对于中美两国的比较，抱

着知己知彼，优胜者从之、劣败者弃之的初衷，

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对等现象，强烈的现实关怀使

游记者常常以美国的历史比照当下的中国现实，

以美国之精粹对比中国之糟粕，以美国之优胜对

比中国之劣败，以景观中的美国对比现实中的中

国，并对中美两国的差距进行文学化、情感化的

评判，进而将这种差异本质化为美国性和中国性

的内涵。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比较范式，使中美双

方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和异己者，互为对方的本质

化提供了 “他者”。美国的优胜正是中国的缺憾，

是中国在现代转型和自我更新中需要发展的异质

性质素。旅美游记，再现了美国的现实，但也遮

蔽了美国的现实。游记中的美国并非那个自然存

在的、复杂多面的实体的美国，而是经过游记作

者的眼光和阐释过滤后的美国，是一个承载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精英分子的现代想象、
误解和国家理想、政治理念的美国，同时也是一

个体现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 “他者性”的

美国。或许这种“他者性”深藏于我们文化本身，

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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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但是，与美国的相遇激活了这种 “他者性”，

并通过有限的 “接触地带”被戏剧化、理想化的

风景看到了它的生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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