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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旅外游记中的西方表述

陈晓兰

　　近代以来 ,中国旅外游记写作出现过三

大高潮 ,一是晚清出使各国外交大臣的出使

记述;二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知识分子(记者 、

学者 、文学艺术家和留学生)描绘个人旅居

生活 、记录各国政治 、社会 、文化考察的游记;

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出国潮中 ,在

境外旅游逐渐从社会精英趋向民主化 、多元

化的背景下 ,出现的旅外游记写作高潮。虽

然近代以来游记作者的足迹遍布欧美亚非各

国 ,但美 、英 、日 、苏联以及南洋一直是现代知

识分子重点考察和书写的国家①。八十年代

以来 ,出版了各类 “世界印象 ”、“体验世界 ”、

“看世界 ”、“名家走世界 ”和 “地球村观察 ”

等旅外游记丛书 。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游记

目录得出的粗略统计可以看出 ,近三十年来

中国人游历最多 、谈论最多的依然是:美 、英 、

日本三个国家② ,其次是法 、德 、意 、奥 、瑞士

等国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再度成为被关注的

对象。大量旅外游记的出版发行 ,表明封闭

已久 、再度打开国门的中国人走向世界 、了解

西方 、介绍西方的愿望 。尽管这些游记是个

人性的 ,是游记作者个人旅行体验 、思想感

情 、审美判断 、价值取向的记录 ,然而 ,个人的

经历和对西方的态度及对本土自我的评价却

通过出版和传播与公共意识联结了起来 ,并

“有可能在公众的意识中扎根 ”,获得某种程

度的 “稳定性和永恒性”③。这些游记因作者

的权威身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地

位和西方亲历者的身份 ,而成为最不受质疑的

西方文化的主要传播媒介 ,因而成了当代中国

大众了望西方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 ,拓宽了当

代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成为本土全球

空间观与全球地理意识的重要来源 ,并使之从

中认识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自然 、人文景观及

其所承载的文化 。这些游记往往也是有条件

走出国门的各阶层境外旅游的指南和写作指

南 ——— “带上一本书去欧洲……”。

近代以来 ,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与西方纠

结在一起 ,中国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解与

构想 ,特别是近三十年来 ,中国新一轮的现代

化 、都市化进程 ,一直受到我们关于西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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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然而 ,何谓西方? 与其说中国人所

说的是那个迥异于中国的现实西方实体 ,还

不如说是中国人关于西方的认识的总和 ,是

通过各种层次的有关西方的话语构筑起来的

西方形象 ,正是由于这个形象 ,中国人才认识

了那个现实实体。因此 ,必须对于中国人的

西方知识 、西方形象进行全面的清理 。

近代以来大量的旅外游记是中国人有关

西方知识和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

游记以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文献价值 ,及其描

绘国家形象的话语方式 ,反映了一百多年来

亲历西方的中国人在异文化中体验 、认识 、书

写 “现代西方 ”的历史。正如欧洲旅外文学

曾经为西方人提供了认识 、介绍非西方的重

要资源 ,在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的旅外游记在中国现代化道路

的选择上也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者都为

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主要是晚清出使日记)

和人民提供了本土以外的世界的知识 ,尽管

这些游记不可避免地由于特点时期的社会政

治需要而将目的国恶魔化或乌托邦化 。与在

学院和上层知识界流通的典籍所承载的西方

文化思想(事实上其影响力往往是缓慢而有

限的 ,也是可识别 、易掌控的)相比 ,旅外游

记因其内容的奇特 (异域风情)、语言的通

俗 、叙述方式的随意 、以及游记文体所特有的

描写的抒情性 、内容的寻美追奇等等特点 ,在

民间的传播更广泛 、时间更长久 ,其影响往往

作用于人的感性 ,而且是潜移默化 、难以识别

的 。

如果说 ,晚清出使大臣及二十世纪前半

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宏大的政治使命要求

下 ,更多以政治家 、官员 、社会政治观察家的

眼光去看西方 ,其旅外游记也表现出鲜明的

社会 、政治意识;那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的中国海外旅行及游记写作却表现出鲜明

的去政治化倾向 ,他们很少像王韬 、薛福成 、

邹韬奋们那样带着自觉的政治的眼光 ,有意

识地考察西欧政治制度 、社会现状 、民情风

俗 。当代知识分子们的海外游历主要是一种

诗学和文化上的观察与思考 ,旅游者不再以

肩负寻求拯救国家的使命者的心态和眼睛来

观察一切 ,而是以纯粹的旅行者个体 、自我的

目光对目的地国家的自然环境 、城市空间 、名

胜古迹 、民情风俗进行人文和诗学意义上的

审美欣赏 ,其中 ,先在的文学 、艺术 、文化因素

在异国形象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 。游记作

者主体本身这种有意识的去政治化的心境 、

眼光及写作 ,反映了 “文革 ”后知识分子普遍

的去政治化的倾向和超越文化一元 ,了解异

质 、多元文化的渴望 ,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将异国景观化 、诗意化 、乌托邦化的现象 。

刘心武在 《用心去游 》中表达了一种为

游而游的态度:“旅游中身心俱要放松 ,身不

可过疲 ,心切忌杂念 ,要游得通体经络舒泰 ,

满心欢快有悟 ,才算不枉此行。我提倡用心

去游。所谓用心 ,不是劳心的意思 ,与工作中

的那种用心是两回事 ,指的是要在有一搭没

一搭的轻松旅游中 ,善于对所遭逢到的景物 、

事物 、人物 ,由一些细节 ,擦出心灵的火花 ,心

有所悟 ,而生出大快乐来。”①与这种 “为游而

游 ”的心态相伴随的是游记所表现出的随意

性 、琐碎性 、日常化和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

表现在游记写作中 ,就是大部分游记事无巨

细地记录游记者从办理签证 、出关 、登机 、飞

行体验 、入境的紧张和迷失感 ,在目的国的衣

食住行 、娱乐购物 、游览参观 、交通工具 、旅行

沿途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 、来访的人们 ,以

及对这一切新奇事物的强烈体验 ,直至准备

返程的琐屑和离别的复杂感情 ,兴之所至 ,鸡

毛蒜皮 ,似乎无所不记 。这些在游记作者看

来都是新奇的人 、事 、景 、情 ,都有特别值得记

载和与人共享的价值 。大凡具有写作能力的

旅游者大约都留下了境外旅行的记录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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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前言后记中表明自己在旅行中强烈的写

作冲动 ,他们往往是白天旅游 ,晚上记游览日

记 ,生怕丢失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当时的

感想体会 。流水账式的情感体验的琐碎记

录 ,反映了面对异文化时的紧张与新奇感;而

有选择的景观美文 ,对于新奇事物的赞美 ,反

映了游记作者对异文化的宽容心态。

一九八★年开始出国 ,周游欧美亚非三

十多个国家的王蒙 ,在谈到境外旅行写作时

说:力求记琐事 ,力求不发议论 ,兴之所致 ,信

手拈来 。在谈到游美的心境时说:“访问美

国时对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

难 ”, “它好也罢 ,赖也罢 ,你有时候嗤之以

鼻 ,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 , 它是它 , 你是

你 ”①。他力求不投入感情 ,以一个冷眼旁观

者的姿态观看美国 ,特别是纽约。他的旅美

游记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大海 、大桥 、机场 、

公路 、公园 、树木 、大片的草地与鲜花 、百老汇

歌舞团的演出 、夸张奇特的舞蹈 、X级色情电

影 、穿着星条旗裤衩的演员 、人的孤独与对狗

的保护法 、奇装异服 、青年的造反方式 ———裸

体游街 、同性恋者的火炬游行等等各种乖僻

的行为 ,他有意做出的冷眼旁观 、不加评判的

姿态 ,表现出对于异质性的事物和不规范的

宽容态度 。在他看来 ,在国内时的美国想

象 ——— “喧嚣的 、匆忙的 、阔绰繁华而又腐朽

混乱的花花世界 ”只存在于纽约 、芝加哥和

洛杉矶 。尽管他对纽约所体现的现代化持保

留态度 ,尽量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价值和

政治意义上的判断 ,但是在对衣阿华的描绘

中 ,他却无法遏止自己的情感 ,充满感情地赞

美静谧 、美丽 、充满人情味 、民风淳朴的衣阿

华 。他那些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旅欧游记 ,

表现了面对人类文化艺术遗产及大自然时的

崇敬心情 。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描绘了挪

威绝美的自然风光:“辽阔静谧 、山野茫茫 ,

画面却不孤寂更不荒凉 ,一草一木 ,一石一波

都充满了活泼的生命 ,舒适清新 ,如格里格乐

曲 。”在早已熟知的格里格乐曲的旋律中欣

赏挪威的大自然 、参观音乐家的故居 ,使他感

慨万千:“人最终应该生活在自然与音乐而

不是硝烟 、硫化氢废气 、吵吵闹闹与子弹的呼

啸里。”“四百万挪威人何等地重视自己的文

化传统 、文化名人 ,他们崇奉他们 ,介绍他们 ,

展示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精神宝石与明珠 ,

他们知道一个民族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他们对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世上有哪一

个希望有尊严的民族不是为自己的杰出的文

艺家而自豪而珍爱 ,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地保护自己的文化果实 ,而是相反———去贬

低它和糟践它呢?”
②
《蓝色多瑙河 》一文描

绘了作者的奥地利之游 ,先前熟悉的施特劳

斯的《蓝色多瑙河 》,以及《音乐之声》所展现

的特劳湖的美丽风光为他的所见所闻涂上了

浓郁的艺术色彩 。随处是青峰碧水 、双桥如

画 、鸟语花香 、旧城街头 、古老的建筑 、艺术家

的故居 、一道道纪念碑和凯旋门……“你不

禁纳闷:这个奥地利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上苍

是不是偏爱他们 ?你走到这里和那里 ,河边

湖边山下和古城堡下 ,她硬是始终这么流畅 ,

这么华丽 ,这么轻盈 ,这么优美而且善良 ,她

整个国土和生活就像乐曲 《蓝色多瑙河 》一

样……他们缘风光而定居 ,为艺术而立国 ,扶

历史而流连 ,瞻宫殿而迷痴 ,美了还要美 ,舒

服了还要舒服 ,歌舞几时休 ,犹唱后庭花;莫

非她的河里流淌着迷人的白葡萄酒 ,他们的

山风吹动了飘摇妩媚的圆舞曲 ,他们的湖边

奔跑着茜茜公主豢养的麋鹿? 她是旅游的天

堂 、咖啡馆的荟萃 、宫殿的展览和十七世纪的

马车的表演场 、全国连成一片的葡萄园吗?

未免太神奇了吧 。” “奥地利和她的维也纳 ,

提供了一种令远来的游客心醉地感叹和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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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往地加以描述的可能。”①在异国的土地

上 ,触景伤情 ,以异国为参照系 ,对比自己文

化的缺陷 ,以异国对历史古迹和传统文化的

珍爱 ,对比批判本土对传统 、历史和文化的蔑

视和践踏。异国他乡的美景 、美酒 、艺术 ,使

他联想到 “生活得艰难愤怒粗砺的人还很多

很多。人生苦短 ,人心险恶 ,到处都有不平

事 ,物欲蒙蔽而身非所有 ,孰能生受 ,孰能有

福 、快乐而自由 ?”②他发出呼喊:我们需要圆

舞曲 、葡萄酒 、咖啡 、树林和草地。王蒙把自

己的国外旅游看作一种幸运 , “一种自我超

越 ”——— “你可以离开你熟悉的环境 ,夸张一

点说 ,离开一下你自己———自己的思维定势

和知识局限” , “得到一种参考 、见识世界 、开

阔心胸 ,得到平素没有得到的知识和体验 ,从

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③。 “知道世界不是只

有你一家 ,知道这一点” , “免得坐井观天 ,鼠

目寸光 ,自吹自擂 ,故步自封 ,夜郎自大 ,作茧

自缚 ,画地为牢 ,再进一步就是自欺欺人 ,抱

残守缺 ,痴人说梦 ,倒行逆施 ,一会儿盲目崇

洋 ,一会儿又是盲目排外 ”④。海外旅行影响

了当代中国作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

度和评价 ,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己国家

和本土文化现实的反思与批判 。

经历了十年磨难又处身于中国本土现代

化漩涡中的知识分子 ,内心对传统文化 、大自

然 、艺术 、秩序 、教养 、道德 、爱与和谐的渴望

在欧洲找到了共鸣 ,他们就像寻梦人 ,在这异

国的土地上发现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 。欧洲

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遗迹 ,那些古城小镇 、

古旧狭窄的街巷 、宁静的气氛 、老门牌号 、被

时光磨旧的雕像 , “永远把历史竖在人们面

前 ”。正如冯骥才所说:“历史被立体化 ,融

进了现代人的精神需要中 ”, “历史是发生过

的 ,它是一大宗不动产 ,但只有成为人们精神

生活必不可少的 , 才能化为无穷无尽的财

富 ”,正是 “昔日生活朴素深沉的风韵压住了

现代物质奢华的浮躁感 ”⑤。八十年代以来 ,

冯骥才周游世界各地 ,写了无数游记赞美西

方的自然 、传统和文学艺术 ,并在国内致力于

重现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的工作。一九九八

年七 -十月访学剑桥的历史学家葛剑雄在

《剑桥札记 》中以同样的深情和自我反思 ,赞

美剑桥乃至英国对自然和历史的珍视和保

护 。那具有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剑桥 ,鳞次

栉比的古建筑 ,被称为 “绵羊绿地”的草场 、

古树荒草中徜徉的牛群 ,那宁静古朴的气氛 ,

还有那些生于斯的无数伟人 ,无不激起游记

作者的热爱和对中国现代化的忧思 。面对那

无处不在的绿色 ,那历尽二千多年沧桑未曾

消亡 、没有被污染的静静流淌着的剑河 ,葛剑

雄发出无尽的感慨:“如果我们能增强环保

意识 ,更加重视绿化 ,即使不能像剑桥那样有

大片草地 ,处处有芳草还是可能的 ”⑥。 “其

实 ,中国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都是濒河而

建 ,依靠河流滋养的。在上海 ,在我的故乡浙

江 ,像剑河那样的河流何止百千! 只是这些

河流已未必受人欢迎 ,有的已被填没 ”
⑦
。剑

桥 ,自徐志摩以来 ,几乎成为所有访问英国的

中国人的 “朝圣地 ”,他们来此印证它那悠扬

的晚钟 、清澈的 “康河 ”,寻找那种 “放飞 ”的

感觉。在当代游记中 ,剑桥已经成了自然 、古

老与人文传统的象征 ,一种生活和社会的理

想而不断被书写 ,成为形成英国形象最重要

的构造元素 。

海外旅游再次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压抑

已久的历史感和环境意识 ,使他们重新思考

文化传统 、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或

许 ,正是海外旅游改变了他们对于现代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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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理解 ,他们的写作也为中国人展现了

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图景———现代化是建立在

自己民族的传统之上的 ,现代化并不是仅仅

以无限向高空延伸的冷冰冰的水泥丛林为标

记的。但是 ,这种声音却被另一种更为权威

的 “现代化”潮流淹没了 ,它对于早期城市空

间的规划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 ———如对于社

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生存竞争的蹩脚搬用———

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然而 ,这些游记中所

描绘的美丽西方图景 、所展现的美好国家景

象 ,却引起了生活在环境日益恶化 、生存压力

逼迫下的中国普通百姓对于西方生活的无限

向往。在九十年代末期 ,这些声音似乎突然

找到了一种广泛的知音 ,这在与大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房地产广告中就可见一斑。世纪之

交 ,在经过了大规模的旧城区改造和新空间

规划之后 ,保护传统和遗迹的呼声变得越来

越响亮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与此同时 ,大

量的中国房地产楼盘以外国名称命名和描

绘 。作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最具表征性的房

地产广告 ,不断向中国人描绘着高贵堂皇 、富

丽典雅 、浪漫诗意 、激情奔放 、高雅优美 、私秘

自由的 “现代化 ”西式生活图景① ,诱发并引

领着中国人的生活之梦———即使不能成为欧

美人 ,也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圆 “美国梦 ”、

“欧洲梦” ,建造欧美风格的家园住宅 ,过欧

美人的生活 ,真可谓反认他乡作故乡的绝妙

写照。这从 《新民晚报 》的两则房地产广告

可见一斑:

　　“佘山 ,圣塔路斯的第二故乡

这里同样拥有纯正南加州别墅 、碧

波水岸 、私家大花园;

这里同样坐落着高档会所 、高尔夫

球场 、人文名胜;

这里还同样汇聚了一群有品位 、懂

品位的生活大师;

时空转换 ,优雅如一 ,

圣塔路斯 ,浮之美国圣地亚哥河谷

的梦之岛 ,

在山明水秀的佘山版图 ,觅到一方

故乡。”(二★★七年一月二十日)

“东方夏威夷 , 特别的爱献给特别

的宝宝

……

东方夏威夷 ,给了孩子一个美丽的

家园 ,一个别墅的私家花园 。”(二 ★★

七年三月二日)

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约翰 ·高特弗里德

·赫尔德在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时指出:“盲

目的自大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全世

界的公民要想过一种幸福生活就必须成为欧

洲人。”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像美国人或

者欧洲人那样生活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梦

想 。这种梦的背后隐藏着的对于本土现状的

不满和批判也许是不该道破的。 “正如美国

人 /欧洲人所做 /所说”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

表达方式 ,一种必不可少的 “开场白 ”,而且

正在或已然从大众媒介和商业操纵的层面变

成城市规划的现实。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触

目皆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厦中间点缀上了

仿欧美风格的建筑 ,展示着规划者紧随世界

潮流 、追求现代化的用心 。然而 ,组织 、利用

国土空间 ,历来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部分。

空间规划形式和建筑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最

直观的体现 ,承载着大量的政治文化信息 ,是

民族文化传统 、也是一个时期意识形态最富

有表现力和影响力的语言 。正如迪耶·萨迪

奇所说:当建筑被用来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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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有政治目的又具有精神病理学的意义 ,

“每一种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而现

实的目的”①。大众文化 、政府空间组织中的

西化倾向 ,彰显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西方

文化浪潮影响中国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但也

反映了盲目照搬或形式上的移植。当代的中

国知识分子所展现的那幅生态环境优美 ,珍

视传统 、历史 ,尊重艺术 ,社会和谐的西方国

家图景 ,成了中国人想象 、表述现代西方的资

源 ,不期然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的西方美丽

“神话”的建构 ,这也许是游记作者始料未及

的 。

在当代游记中 ,与这种珍视自然 、历史 、

传统 ,热爱文化 、艺术的西方图景并存的是关

于财富 、科学 、民主与个性主义的 “神话 ”。

这一神话更多地是通过美国的观察与描绘建

构起来的。在美国的游记中 ,除了那些不断

被重复的自然美景———蓝天白云 、阳光沙滩 、

椰林 、海鸥 、白帆 、别墅 、海港大桥 、广大的国

家公园 、原始气息浓厚 、动植物与游人融合相

通 、天人一体的自然保护区 、大片的森林 、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游记作者们描绘最多

的是美国辽阔的幅员 ,丰富的物产 ,发达的科

学技术 、民主 、法制 ,以及自由和个性主义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熊昌炳② , 长子

在美国求学多年 ,他曾于一九九三 -一九九

四和一九九八 -一九九九年间赴美探亲并进

行学术活动 ,环游美国近四十个州一百多个

城市 ,所写游记先在同学通讯刊物连载 ,后结

集出版 。他在游记中赞扬美国 “执世界牛耳

的军事和高科技 ”,清明廉洁的政府 ,自由竞

争的市场体制 ,尊重个性 、鼓励独创自主的风

尚 ,使得这块国土上的人民生活幸福 、自由 、

文明有礼。在他迷路时 ,总是热心的路人为

他引路 ,出外办事多次受到热情者的主动帮

助 , “在遇到的各阶层人士中 ,一般知识阶层

和普通百姓都很诚实可亲 ,乐于助人 ”, “交

往中一般都彬彬有礼 ,绝少斗殴打架 ,口出狂

言者。美国人的教育水平高 ,表现出道德水

平和文化素质均较整齐 ,尊重别人 , 也有自

尊 ,具有创新精神 ,遵纪守法 ,文明有礼。当

然 ,美国也有凶杀 、吸毒 、抢劫 、种族歧视等 ,

只是我没遇上”③。在游记开篇做了这一番

对美国的总体概括后 ,作者赋诗一首:“独立

历史两百载 ,瞬息变成全世雄 ,天时地利是其

根 ,立国方针亦为宗。华林二氏立规矩 ,不谋

权势倡兴隆 ,为富不仁不可取 ,更应数典师前

贤 ”④。参观完纽约后又赋诗赞美其良好的

地理位置 、发达的经济 、繁荣的商业和 “财源

滚滚不落 ”的景象 。在 “华盛顿印象 ”一节 ,

作者指出:“美国开国伊始 ,一直以大国家 、

小政府著称 ,政府工作人员效率高 ,吃闲饭者

少 ,不仅国家事务管理有序 ,还充当世界警察

的角色 ,华府因而成为美国及世界著名的政

治中心 ”。接着赋诗一首:“壮哉华府……,

北驮纽约金口袋 ,举世金银滚滚来;脚踏东西

大平原 ,五谷杂粮吃不完。美哉华府 ,人杰地

灵 ,开国元勋 ,创业修明 ,立下规矩 , 不求连

任 ,文官不敢贪 ,富国又富民 ,武官敢打仗 ,战

败英法兵 ,不到三百年 ,称霸地球村 ,苏俄不

能敌 ,独霸气更盛 ,怪哉转乾坤……”⑤参观

华盛顿故居后作者感叹:“开国元首功盖世 ,

坚决不搞终身制 ,退居山林归田园 ,不谋私利

心地实 。一身美德价更高 ,为国为民志不挠 ,

谦虚谨慎贵不骄 ,世人称颂好领导 。”⑥参观

南达科他州东部的米切尔城的五谷宫殿 ,作

者盛赞其 “土地肥沃牛马壮 ,丰衣足食人兴

旺 ,升平日子过得美 ,田园诗意好农庄”
⑦
。

与其说 ,如此情感化 、诗意化的描绘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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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实的美国现实的反映 ,不如说 ,它表现的

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美好国家的希望 ,

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心和不

满 。诸如法制改革 、医疗保险 、养老 、住房 、教

育 、国民素质的提高等等 ,都是被游记作者惯

常记述的问题 ,但很难说是一种在广泛了解

的基础上 ,或者从制度层面的考察上做出的

结论 ,而常常是通过某些自己经历或道听途

说来的个别事例得出的观感 。叶永烈在其

《行走美国》中 ,讲述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

教授 ,访美时发现得了癌症 ,医疗费高达十万

美元 ,美国医院经调查发现他确实无力支付

这笔医疗费就全部免收!① 美国医院这种先

治病 ,后寄账单的人道主义做法在中国人听

来恰似 “天方夜谭 ”。对于许多旅美者而言 ,

除了体制上的优越之外 ,令他们向往的是美

国文化对人的尊重 ,对个性的张扬。叶永烈

借在美国的中国人之口讲述了对美国的看

法:“美国最大的优点 ,就是人才的平等竞

争 ,在美国 , 开后门 、靠关系之类 , 行不大

通 。”“美国人最崇拜的并不是亿万富翁 ,而

是那些原本是穷光蛋 ,却靠自己的奋斗成为

亿万富翁的人。”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美国

法律条款又多又细 ,律师事务所多 , “在美国

没有那么多的人来管你 ,只有法律来管你 。”

“美国人很爱自己的国家 ,爱国主义教育从

小就开始。美国人很为自己国家的强大 、富

有而自豪。在美国处处可见国旗 。”②冯骥才

在 《美国是个裸体 》中说:“表现个性是美国

人最快乐的事情 ,喜怒哀乐形于色 ,自己为人

处事无需由别人承认 ,也不追求与别人一致 ,

我就是我 ,因此一个美国人一个样。”美国人

着装富有个性 ,奇装异服 ,不侵犯别人的选择

权 ,把侵犯别人的时间看作侵犯别人的利益 ,

重视时间的价值。尊重别人的隐私权 ,不问

别人年龄和收入 。对人的尊重还表现在车让

人而不是人让车。孩子的教育 ,注重发展独

立个性 、冒险精神 ,把选择权交给孩子 。 “西

方人的独立意识强 ,不喜欢群居群处 ,人与人

之间保持距离 ,父母子女财产分清 ,法律意识

强 ,中国人好扎堆 , 社会联系更多依靠人

情 。”③纳税人具有很强的权利意识 ,公务员

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美国人注重财富 ,也

注重精神生活 ,爱好大自然 ,享受大自然 ,爱

护动物 ,注重休闲 ,文化市场多元化 ,流行文

化繁荣……

对于许多游历过美国的中国当代知识分

子而言 ,尽管美国存在着许多弊病 ,诸如种族

问题 、黑人的抢劫 、失业者 、吸毒者 、性的放

纵 、裸体 、色情电影 、乖僻的行为 、像麻雀一样

多的妓女 、人的孤独和老年人的凄凉 、像细菌

一样无孔不入的广告等等 ,但是 , “美国梦 ”

的强大的光环足以遮蔽这些阴暗面 。不论是

出于介绍外来文化精华的初衷 ,还是受到游

记以美为审美标准的文体限制 ,美国的阴暗

面作为美国美好图像上的阴影和美国文化的

糟粕或者轻描淡写 ,或者被排除于有关美国

的叙述之外 ,这些都导致了美国的理想化 、乌

托邦化 。当中国人沉湎于描述昔日的 “美国

梦 ”时 ,一位美国学者 ,杰里米 ·里夫金(Jer-

emyRifkin)在其 《欧洲梦 》(二 ★★四)一书

中却说:“强调经济增长 、个人财富的积累和

独立自主” , “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不受约束

地积累个人财富 ”, “在美国可以做任何你想

做的事情” ,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这个 “俘

获了无数人的想象与心灵”的 “美国梦 ”正在

“缓慢死亡 ”, “即将成为陈年旧物”④。

纵观当代旅外游记 ,关于西方的言说形

成了一种话语模式 ,即表现为言说方式 、情感

态度和所用的词汇系统呈现出刻板与单一的

倾向。大量的但千篇一律的游记 、相似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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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线路图 、相似的景点和雷同的描绘 ,使那些

被戏剧化的 、挑选出来的旅游景观变成了建

构西方国家的主要元素 ,并进而代替了甚至

遮蔽了真实的现实。大部分游记主要以大都

会和作为游览胜地的古城 、小镇 、乡村为游览

的目的地 ,以现代化的都市景观 、古老建筑 、

宫殿 、纪念碑 、博物馆 、名人故居等等为描绘

的主体对象 ,赞叹其宏伟古老的建筑风格和

高超的建筑技艺 ,并以此为圆心 ,以通俗的方

式重述目的国的历史 ,重现西方伟人的高贵

人格 ,展现艺术文化珍品。但不论是旅游者

还是普通的游记读者 ,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

盆景不能代表现实 ,博物馆里的国家不是真

正的国家 ,也很少认识到那些可见的景观本

身的遮蔽性及其建构起来的国家幻象 。当代

法国思想家 、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家居伊 ·波

德在《景观社会 》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生产

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 ,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

(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

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
①
在波德看来 , “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 ”, “即当代社会存在

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

性 。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自己对本

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 ”, “景观的在场是对社

会本真存在的遮蔽 ”。而观者则受到迷人的

景观的控制而默从 , “偏离自己的本真的批

判性和创造性 ,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 ”
②
。如

果考察一下八十年代以来的游记作者的旅行

时间 ,就可以发现 ,那些将目的国景观化 、神

话化者 ,往往是短期的旅行者 ,与目的国的关

系处于 “蜜月阶段 ”, 初来乍到的一两个月

内 ,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强烈的新奇感和认

同感。他们与异文化主要的接触地带是旅游

景点 ,走马观花 ,获得一鳞半爪的外部表象。

与游记作者多元的创作个性 、旅行经历的差

别和作品的数量不相匹配的是游记从内容 、

主题 、到写作风格和价值判断上的缺乏个性

与趋同 。但也正是游记作者通过对于有所选

择的异国文化现实的描绘 ,按照描述者理想

和愿望重组 、重写的景观 ,所制造的单一 、刻

板的西方形象 ,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西

方想象的集体性特征以及他们关于美好国家

和另一幅现代化图景的 “共同白日梦 ”。

【作者简介】陈晓兰 ,文学博士 ,上海大

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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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转引自张一兵:《代译序:波德和他的〈景观社会〉》 ,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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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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