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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中的欧洲认同
——以19世纪欧洲文学艺术为例

易 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19世纪欧洲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欧洲文化

认同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存在着浪漫主义关于整体欧洲的构想，但这些构想却不能在民族国家的政

治框架内实现。与此同时，欧洲向海外的扩张，却在欧洲之外为不同的欧洲国家公民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想象

空间，尽管这种想象往往伴随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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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EU)和欧洲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

叶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之一。在承认民族国

家的基本框架前提下，欧盟成员国以民主的方式

协调发展出一个在经济、政治和防务等领域超越

民族国家框架的泛欧洲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恢宏的计划。然而，由于欧洲政体依然延续民族

国家的范式，超越民族国家的泛欧体制就必然波

及国家认同与欧洲(或者欧盟)认同的复杂局

面，造成现有欧洲一体化进程频频遭遇多重身份

认同的困境u J。欧盟虽然制定了在尊重文化多

样性的前提下加强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认同的指

导性文化政策，但迄今为止，这个“统一的多

元化”原则并没有在实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显现出更为有效的作用，各成员国中的所谓欧洲

认同并没有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得到提升。相

反，在许多事关重大的决策过程中，民族国家认

同及其连带的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甚至民族主义

情绪却充斥或占据了话语空间。原因之一，是因

为半个多世纪的欧盟建设似乎更多集中于经济层

面的整合和政治层面的协调，文化认同的推进却

相对滞后。而更重要的是，所谓共同的“欧洲

文化认同”的建设，与19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民

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基

本框架相背离。因此欧洲认同的确立，就不得不

面对各民族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相互区分的格

局。可以说，19世纪所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体

系，是欧洲认同的最直接的“防火墙”。

然而我们也看到，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诞

生时所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

建设过程，虽然在欧洲之内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

的文化认同差异，却不能阻止欧洲作为一个整体

在全球语境中形成。换句话说，在19世纪，欧

洲文化认同无法产生于欧洲内部，却在欧洲和世

界之间，在欧洲的“我们”和非欧洲的“他们”

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凸现出来。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欧洲认同往往是建立在欧洲国家的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

“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文化沙文主

义基础之上。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欧洲的

“我们”与非欧洲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关系

中充斥着偏见和歧视。本文试图从文学和艺术的

某些个案，来梳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脉络，从

而为我们理解19世纪的欧洲文化认同，提供一

条思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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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旅居巴黎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

接受了路易十六最年轻的弟弟查尔斯十世的委

托，给他的加冕写作一部歌剧。

罗西尼创作出来的歌剧叫《莱姆之旅》(Ⅱ

Viaggio a Reims)，情节与英格兰作家乔叟的

《坎特布雷故事集》十分相似：一群来自欧洲不

同国家的旅行者在前往莱姆参加加冕典礼的路

上，在一个温泉小镇逗留。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

法继续旅程，于是就在小镇上自己搞了一次庆

祝。歌剧的主要内容，便是这个在小镇上举行的

歌舞晚会。表演者中，有善于风情和打扮的法国

女伯爵，跺着脚跟跳弗拉芒戈舞的西班牙贵族，

当然也有和军乐队一起表演的德国男爵。与这些

人物的文化身份相吻合，罗西尼采用了不同民族

的音乐主题，包括不同国家的国歌以及民歌素

材。最后，在一个充满和谐的各民族大联欢中，

歌剧落下帷幕。

对于1824年的欧洲而言，罗西尼的歌剧显

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经过法国大革命和大革命

之后的拿破仑征战，欧洲的统治者们现在需要有

一种和平的气氛，各个君主国之间需要找到一种

共同的和谐。罗西尼的歌剧当然就是对这种和谐

呼唤的音乐回音。1797年，罗西尼的父亲，一

个意大利雅各宾党人，在面对法国军队的时候曾

经热烈欢呼拿破仑对皮萨罗和整个亚平宁半岛的

“解放”。将近30年后，他的儿子把法国人、西

班牙人和德国人放进一出既表现了民族特色的多

元又表现了欧洲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歌剧，让他

们放声歌唱永久的和平。从某种程度上讲，罗西

尼的作品代表了19世纪整体欧洲的某种理想，

代表了对欧洲一体的某种文化期待。

不过事与愿违，在罗西尼的歌剧在宫廷上演

之后的许多年内，欧洲并没有见证到一个和谐的

共同体，多民族的文化和谐、整体的欧洲认同并

没有出现。恰好相反，在接下来的欧洲历史里，

倒是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

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直至战争，成了绝对主

角。在这个历史的歌剧舞台上，主旋律不是和谐

的大合唱，而是不同民族国家——法国、德国、

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等一的不同民歌
和国歌成了最为悦耳最为强烈的音符。欧洲认同

仿佛只是一个游走于欧洲的幽灵，在知识分子的

话语中阐发过，在小说家、诗人和音乐家的脑海

里闪现过，却在欧洲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地

内不曾找到实在的躯体，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

版图上从来也没有真实地现身呤】70，77。

与此情景相对应，在另外一个舞台上，却上

演着另外一出歌剧。这出歌剧不再是庆祝欧洲某

个君王的加冕，也不再是几个欧洲国家的贵族凑

在一起展现自己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特色。在这个

更大的舞台上的表演者，脚步已经早就跨越了欧

洲的版图，遍及非洲、亚洲和美洲。他们以探险

者、贸易者、征服者、统治者、传教者、发现者

和研究者的面目登台，和那些非欧洲国家和文化

的角色一起上演了一出充满想象和幻觉的悲喜

剧。最有意思的是，不论这些表演者来自哪个欧

洲国家，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和民族背景，也不论

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建立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当

他们和非欧洲的角色混杂在一起时，他们往往被

和谐统一地看成是欧洲人，他们获得了一个在欧

洲之内的舞台上很难获得的共有的文化身

份‘3177一。

一边是互不相让的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各种

特色文化被有意识地抬举，民族性被政治操作无

限加强，从而造就了直至今天仍然统治欧洲的民

族国家体系；另一边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身份认

同，民族国家的身份疆域在共同的想象体中被淡

化甚至消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让位于笼统的欧

洲镜像。这个看起来十分矛盾的现象出现在19

世纪并不是偶然。或者反过来说，也只有在19

世纪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独特

的、充满内在悖论的文化认同。

1821年，在罗西尼的歌剧《莱姆之旅》成

型之前3年，英国人德·昆西开始在《伦敦杂

志》发表自己的连载：《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

忏悔》。德·昆西本人是一个瘾君子，自从第一

次因为牙痛与鸦片接触之后，便常年与鸦片为伍

而不可救药。写这本小册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需要用版税来支撑他继续吸食的生活。在这部轰

动一时、颇具文采的作品中，德·昆西描写了自

己吸食鸦片之后的种种幻觉。其中有这样一段关

于鸦片幻觉中的东方形象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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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东方梦幻，都伴随某种恐

怖气氛，很少有例外的。恐怖首先是自然环

境的，然后才是道德与精神的恐怖。造成自

然环境的恐怖的，主要是一些怪鸟、蛇、鳄

鱼，尤其是鳄鱼。该遭诅咒的鳄鱼对我来说

比其他东西更可怕。可我不得不与鳄鱼在一

起生活许多世纪(我的梦里总是这样)。有

时逃脱了，逃到一问中国房间里。摆着几个

藤桌藤椅，突然之间所有的桌椅都变得活动
了：巨大丑陋的鳄鱼头又出现了，它那双贪

婪的眼睛死盯着，幻化出成千上万只闪着绿

光的眼睛飘浮在空中：我站在那里，又恨又

惊，这种可怕的两栖爬行动物经常出现在我

的东方梦境中；而且多少次，同样的梦以同

样的方式突然中断：我听到温柔的声音在呼

唤我(我睡觉时能听到任何响动)；我即刻

醒来，已经是晌午的阳光了；孩子们手拉着

手，站在我的床前；给我看他们漂亮的小

鞋，新上衣，或者让我知道他们已经穿好衣

服准备出门。我从可怕的鳄鱼与妖魔鬼怪的

梦中世界突然回到温馨的家，看到纯洁的人

性、童真，两种景像的对比是那么强烈，我

禁不住亲吻孩子们娇嫩的小脸，泪水夺眶而

出【4】。

邪恶的怪鸟或者鳄鱼与德·昆西的东方幻觉粘连

在一起，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

常见的一种欧洲人对东方或者中国的想象。

至于德·昆西在写作这样的文字时，到底具有

多少东方知识也不重要，这不仅因为德·昆西描

写的是自己在迷醉状态中产生的幻觉，也因为在

当时的欧洲，所谓东方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

限：既可能是小亚细亚，也可能是阿拉伯地区，

还可能是印度和中国、日本。同时，东方知识并

没有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知识，没有真正触及到东

方或者中国的现实，虽然在那时有许多与东方相

关的文字出版。

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这段噫语在快要结束

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场景。德·昆西从有关东方的

噩梦中醒来，中国房间里活动的桌椅，巨大的丑

陋的鳄鱼头⋯⋯这一切让作者心惊肉跳的形象被

正午的阳光取代，骇然惊醒的作者“突然回到

温馨的家，看到纯洁的人性、童真”，看到对比

如此强烈的景象，“泪水夺眶而出”。鲜明的对

1 16

比当中，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东方”

和“我”。毫无疑问，在德·昆西描述的场景

里，“东方”是邪恶的、充满恐惧的他者，而

“我”和“温馨的家”则代表着这个他者的对立

面：“纯洁的人性”。进入那个被鳄鱼占据的中

国房间，是“我”对东方的想象冒险；从噩梦

中醒来，则是回到充满人性的家园。他者的阴暗

存在，见证了“温馨的家”的人性的纯洁。

事实上，这正是19世纪许多具有“国际视

野”的欧洲话语的共同特色。正是在这些话语

之中，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想象空间里以自我

肯定的意识和情感展现出来。

启蒙运动时代，欧洲的知识阶层或者知识精

英对东方、对中国有大量的言说，其间包含了许

多乌托邦式的想象，也包含了许多欧洲自身的文

化和精神投射。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伏尔泰、

莱布尼兹，以及卢梭，都在自己的作品里阐述了

他们对东方或者中国的认知。这当中有正面的道

德主义的描述，也有反面的对东方社会机制的批

驳。然而不管是褒是贬，东方或者中国俨然成为

欧洲知识圈话语的参照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

对欧洲自身的反思，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第一次在

欧洲的人文话语中正式引入了他者因素，并以他

者的存在作为阐释欧洲文化或者文明特征的镜

子。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这样

一种语境当中，“文明”(法文civilisation，英文

civilization或者德文Zivilisation)正式成为术

语晡J63。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概念的出现，

是启蒙主义者(以及紧随他们步伐的浪漫主义

者)试图为欧洲描绘一个以全球为参照的文化

地图的结果。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

“欧洲”这个条目是由姚柯(Chevalier Jaucourt)

撰写的。很显然，他在这里引入了全球的概念，

将“欧洲”(或者可以翻译成“欧罗巴”)与另

外三个大洲并置，从而企图以对比的方法说明

“欧洲”的特征：

如果欧洲是世界另外四大部分中版图最

小的一个的话，它却是它们当中最值得关注

的一个：它的贸易，它的航海，它的丰饶，

它的启蒙和工业，以及它的关于艺术，科学

和商业的知识【61。

这种全球化参照系的运用，当然是为了堂而皇之

地说明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文明的欧洲相对于世

 万方数据



易丹：二元对立中的欧洲认同——以19世纪欧洲文学艺术为例 2009年第4期

界其他地方来说，它的优越性和在文明阶梯上的

先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欧洲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到了19

世纪被发扬光大了。

作为19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哲学家，无论是

黑格尔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运用了这种二元对立框架。黑格尔认为，世界精

神(Weltgeist)的逻辑是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原

则，逐渐脱离所谓“物质”而进化上升至绝对

精神。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进化分为四个阶

段：东方阶段，希腊阶段，罗马阶段和基督教一

日尔曼阶段。东方阶段因为与“物质”最为接

近，所以处在进化阶梯的最低级，而欧洲或者

“基督教一日尔曼”则已经达到了东方或者世界

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高度。马克思的论述与黑格

尔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

从低级社会体制向高级社会体制的进步，其中，

资本主义作为向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过渡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阶段。东方或者中国的农业专制社会

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改造，因而就没有向更高级

社会进化的可能。所以，东方或者中国有必要进

行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改造，脱离半开化半野蛮的

社会体制‘7】131’13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在欧洲已

经呈现负面作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却可能是救

世良药。此后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继承了

这样一种二元传统，进一步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够

全面实现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着亚洲或者东方

所没有的文化基础：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

伦理精神。正是因为欧洲具有这种精神的独特

性，使得它有了世界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繁荣。

总之，在19世纪，所谓“文明”的内涵被进一

步确立了：“文明的概念有了一个明确和正面的

的含义，与日渐增强的欧洲的优越性相吻合。

⋯⋯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和层次被区

分开来，⋯⋯而欧洲应该被看作是文明的最高阶

段。"[5】斛甚至，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中，“文明”

一词几乎成了欧洲的专属称谓：“(这个词)用

来指谓欧洲文明，而文化则用来指谓那些非欧洲

的文化。亚洲和非洲属于文化，而欧洲则属于文

明0”[3】93

与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文话语相关联，19

世纪欧洲涌现了大量与他者有关的文学作品。根

据萨义德的统计，从1800年到1900年间，欧洲

出版了大约60000多部与“东方”或“近东”

有关的著作哺J。在这当中，既有旅行文学和科

学或伪科学的观察纪实作品，也有充满写实或幻

想的诗文。这些由传教士、贸易者、探险家和旅

外作家为写作主体的文字，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对欧洲之外的文明和

文化的推论。

普鲁士传教士兼鸦片贸易者卡尔·古茨拉夫

(Karl Gutzkf)也许是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

个。古茨拉夫是新教传教士，是欧洲深人中国内

地传教的开拓者，但同时也是从事鸦片贸易的东

印度公司的翻译(“出售鸦片包裹着的最后拯

救”)。1847年，古茨拉夫发表了一本名为《中

华帝国历史》(C,eschichte des chinesisichen Rei．

ches)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明确地写

道，中国人冷漠无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说谎

者，他们的生活如动物一般，因此，欧洲人有义

务用基督教对中国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拯

救【_7J135。作为中国文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古茨

拉夫的描述和见解与当时欧洲的主流东方知识体

系一脉相承，将中国或者东方与欧洲之间的二元

对立结构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从古茨拉夫的

“历史”眼光回过头来，去看德·昆西对东方的

迷幻文字，二者之间的联系就已经非常明确。

当然，19世纪欧洲所生产的关于东方的异

域书写并不都是如此轻率的负面描述。德·昆西

的同胞，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吉卜林的异域生活给

他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异域想象。这位被冠之以

“帝国诗人”或者“帝国主义诗人”的印度殖民

者后代以小说、游记和诗歌向英国的读者展现了

另外一种东方景象，充满异域情调的诱惑，有时

还兼杂对非西方人(或者非白人)的种族的友

好认知。然而就是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这种二元对立作为意义产生的潜在框架

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吉卜林的游历和写作生涯

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但从本质上讲，

他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写作者。发表于1926年

一本文集中的诗《我们和他们》，最明显不过地

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结构。这首诗是对儿歌的戏

拟，调子轻松诙谐，但其中隐含的文化主题却相

当严肃：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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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和我

姐姐和舅妈都说

和我们一样的人们是我们，

其余的人们是他们。

他们在海那边生活，

我们在这边过活，

但是你会相信吗?一他们看着我们

只是另一类和他们一样的人!

我们用牛角刀把的餐刀

吃着猪肉和牛内。

那些从树叶上抓饭吞咽的他们

被吓得晕了头；
⋯⋯【9】

随着诗行的展开，作者依次展现了“他们”和

“我们”之间的生活习性差异。在诗的结束段

中，诗人总结说，“我们”一再被教育，“他们”

是和“我们”这些“好人”相区别的人，但只

要去到“海那边”，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

和“我们”一样，都属于好人，只是类别不同

而已。与德·昆西的那段关于东方的迷幻文字相

比，吉卜林的这首诗似乎采取了更加宽容和平等

的眼光，来看待外在于欧洲的他者。

在这首诗中有两个微妙之处值得注意。第

一，当然是诗人强调了“我们”和“他们”之

间的绝对差异，生活习性，文化⋯⋯正是这种差

异，构成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

与此同时，这里的观看主体并不是单数的

“我”，而是具有无限外延可能的“我们”，也就

是说，吉卜林试图把个人经验放大成民族经验，

在这种放大过程中，“我们”之间的认同便不言

而喻。第二，吉b林非常明确地提示了，其实

“我们”在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同

时在审视“我们”，“我们”对“他们”感到震

惊，“他们”同样也对“我们”感到骇然。可以

说，正是在这种相互观看的过程中，“我们”才

知道了“我们”是“好人”，“他们”也是“好

人”，只不过类别不同而已。吉b林发表于1899

年的更著名的诗作《白种人的负担》，不仅比

《我们和他们：》更能说明所谓“帝国诗人”的文

化立场，也为这首<我们和他们》提供了更为

明确的身份定位参照：“我们”并不只是游历和

居住在东方或者印度的英国人，而是一个更大的

118

概念——“我们”是西方人，或者欧洲人(美

国人也是欧洲人的延伸)，或者说更明确地说，

是白人。

亲历也好，想象也好，正面也好，负面也

好，种族偏见也好，文化尊重也好，都是建立在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性有时甚至是否定性关系

之中的。“我”与“他们”之间的区别，最终会

使“我”认知“我们”共享的同一性。在19世

纪欧洲带有全球语境的话语当中，这种共享的同

一性往往就是“欧洲性”，或者欧洲身份。正如

古茨拉夫所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有义

务解救非基督教的“他们”，一个单数的普鲁士

传教士的“我”，与基督教精神和基督教文化的

“我们”在此语境中合二为一。同样，当吉卜林

感叹“白人的负担”之时，当他试图说服自己

的同胞采取更为理性的眼光去观看和审视异域的

时候，他所说的“我们”也就包括了在“帝国

的时代”向外大肆殖民和移民的欧洲人‘10】∞一。

四

1865年，一幅油画作品在巴黎的艺术沙龙

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E·马奈的《奥林匹

亚》。沙龙的观众和批评家们对这幅作品的反应

后来被许多艺术史家用“愤怒的风暴”来形容。

他们不能容忍马奈对画面的种种处理，把这看作

是对艺术的亵渎。然而，马奈的这幅作品和另外

几件也曾引发议论的作品一起，已经成为印象派

绘画的经典。

(图1) I图2)

马奈的《奥林匹亚》(图1)显而易见是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

提香作于1538年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图

2)的一次戏拟。提香使用的画面母题，被马奈

肆无忌惮地世俗化或者说“现代化”了。两幅

作品的画面母题、形式构成、影调对比以及人物

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当时和后来的批评家们的各

种解读。不过，在这篇论文的语境里，如何重建

马奈这幅作品的原始创作意图已经没有意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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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引用这两幅作品，只是把它们当作整体性

符号，或者说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隐喻。因

为，在这个图像的隐喻中，前文所述的“我们”

和“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再次凸现了。

提香作品背景中的两个女性，与前景中的

。维纳斯”之间的主仆关系暗示并不强烈，尽管

有的解读认为，两个女仆正在为她们的主人寻找

衣物。而马奈作品中的黑人女性虽然不一定是奴

仆身份，她与“奥林匹亚”之间的主从关系却

十分明显。当然，最为重要的不是这种人物之间

的假定关系，而是两幅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不同

意义构成框架。提香的作品中，“维纳斯”的白

皙皮肤被身后的深色墙面所衬托；而在马奈的作

品中，“奥林匹亚”的这种衬托却多了一个最醒

目的元素：黑人女性自己的深色皮肤。如果联系

到马奈作品中两个人物显而易见的主从关系，这

幅作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就正好契合了上文所阐

发的观点，即，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在自我与他

者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奥林匹亚”的白皙之

美(或者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苍白之美”)，不

仅因为光影对比的存在，更因为黑人女性深色皮

肤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我们甚至可以说，仆人

的黑更强烈地烘托出了主人的白。

追述黑人到达欧洲的历史。以及欧洲贩奴的

历史，也许可以为我们解读这两幅作品之间不同

的意义带来更多的精彩角度。不过这已经超出了

本文的范围。但不可忽略的是，许多研究者在讨

论19世纪的欧洲认同时，都将种族差异作为一

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面。或者从某种意义

上讲，欧洲认同在那个时代里，都或多或少地带

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晡J，7。

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是因为欧洲的白人与

其他有色人种形成了整体性的对比。二元对立结

构在这里显现为我们／他们，白人／有色人种，先

进民族／落后民族，主Ⅳ仆人，优秀人种／劣等
人种⋯⋯换句话说，欧洲的白人在观看欧洲之外

的他者时，对自我身份的肯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

最终界限：“我们”是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

是有色人种或者非欧洲人【11|。在这个最终界限

面前，或者说在这个最终界限的作用下，当欧洲

人面对“在海那边生活”的其他人的时候，他

们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甚至

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阶层)都统统变得模糊起来。

因为这个最终界限，无论是巴黎的人类学者或人

种学者，还是阿姆斯特丹的归航水手，都往往会

把非白人划归一个大类，与此同时也把自己划归

白人(欧洲人甚至是发达的西欧人)的阵营；

也因为这个最终界限，在印度出生的吉卜林在承

认“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同时，也

忘不了“白种人的负担”；还是因为这个最终界

限，一个在伦敦东头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到了

印度的孟买却仅仅因为自己是白人，就体会到了

欧洲人作为主子的尊严【lo】78。

同样因为这个最终界限，马奈的《奥林匹

亚》中的白人女子和她的黑人仆从之间就不仅

仅只有影调和构图上的关系了。画面中谁是主

体、谁是陪衬已经明确，她们之间的肤色差异则

是这种主次关系的一种更具有说服力的补充和证

明。或者反过来说，他们之间明确的肤色差异，

正好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主仆关系：黑人女性的深

色皮肤天然就是用来映衬白人女性的白晰身体

的，她只能作为“奥林匹亚”的背景而存在

——无论是从画面上，影调上，构图上；还是从

文化上，价值上和人种上。如果把提香的《乌

尔比诺的维纳斯》引入这个语境来分析，我们

就可以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在提香的作品里

也存在人物的主仆关系和画面构成的主次关系，

但这两种关系却并没有《奥林匹亚》中所表现

出来的种族色彩。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亚

平宁半岛已经可以看到有色人种的身影。同时，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也表现过这样的主题。

但正如马奈的作品对提香作品进行戏拟不可能发

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马奈作品中的黑白差异

和黑白对比也不太可能发生在那个时代。因为在

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大航海”和对欧洲

之外的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在欧洲内部却没

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视野和话语秩

序。同时，在这种视野和话语框架之中的“我

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也没有成为欧洲人

的文化常识。因为在提香的时代，既没有伦敦和

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与“殖民地大帐篷”，也

没有伦敦街头皇家庆典游行中的锡克族的头巾和

波利尼西亚人的舞蹈，更没有大量印刷和流行的

关于欧洲之外的世界的文字。

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与19世纪全球化

语境中的欧洲主流思想相配套，欧洲人文学科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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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建立和强调也有直接

的贡献。比如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诞生。

人类学者站在一个“更高级”的文明阶梯(欧

洲)之上。对于相对落后的文明或者文化进行

考察，以得到有关他们的种种知识。1855年，

法国自然博物馆设立了人类学讲座，1866年，

召开了首次人类学国际大会，1872年，《人类学

杂志》创刊，1876年，巴黎人类学学校建立。

所有这些人类学的活动，都与法国或者欧洲在海

外的殖民活动相适应，为法国推行所谓的“民

族殖民”政策提供话语依据。“民族殖民”是对

非文明的地区实施“文化”教育，完成所谓

“文明的使命”(18 mission civilisatrice)。而这样

一种使命的基石，就是对法国或者欧洲之外的世

界的“落后”的本质推断。更不用说，人类学

的这种诞生语境与当时更带种族偏见的人种学有

着密切关系。当时流行的一种人类学理论，是依

据大脑的重量来鉴定不同人种的智力。根据人类

学者的研究，“落后”文明或者文化中的人种，

因为其脑量较小，所以属于“低劣人种”；而人

种的低劣，则直接导致他们的落后[1 2I。

马奈的作品中那个站在背景阴影里的黑人女

性，不是正呆呆地看着“奥林匹亚”(欧洲文明

起源的象征或符号)之美吗?

五

限于篇幅，19世纪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来

的欧洲认同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和分析。但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

看到几点重要启示。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很难厘清的概念，欧洲认

同从来就与欧洲的地理、文化边界没有直接的渊

源关系，因为欧洲的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始终处

于变化之中。当然，人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所

谓“欧洲特性”的要素，但如果将这些要素

(人文主义，民主人权，基督教，资本主义精神

⋯⋯)视为欧洲特有，则有可能落人视野狭隘

的欧洲中心论的陷阱。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以

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都已经

有大量研究证明，将这些要素作为欧洲文化或文

明的本质特征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2瑚。从另

～方面讲，所谓欧洲认同或者欧洲身份在欧洲内

部也从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以至于到了
120

19世纪，欧洲大陆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

家更是将这种有关欧洲一体的话语(无论是对

过往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未来文明的前瞻)击得

粉碎。根据霍布斯邦的观察和判断，从1879年

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的历史进程就一直伴随着

分裂、争霸和国家间战争的困扰，这个过程延续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应该是欧洲大

战)的爆发uoJ5。如果一定要在欧洲历史上寻找

到一个较为稳固统一的欧洲身份和认同，似乎只

可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找到它的身影一正如米兰
·昆德拉所言，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是一个怀旧

的欧洲。

正是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欧洲(Christen-

dom)的存在，更由于以“十字军东征”为标志

的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长久冲突，欧

洲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特征才得以确立和显现。

换句话说，欧洲认同在此期间得以确立，是因为

基督教文明与非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因为

基督教的“我们”与伊斯兰教的“他们”之间

的能动性关系的存在。由于这种关系随着伊斯兰

势力的逐渐式微和欧洲进入现代化进程而弱化，

因此，基于基督教文化的所谓欧洲认同也随之不

再发挥重要的区别性功能。伴随欧洲社会的不断

世俗化，这一情形发展至19世纪，则被蓬勃发

展的民族主义热情和汹涌出现的民族国家所取

代，欧洲认同被各个新型民族国家不遗余力地追

求民族认同的文化操作所淹没。

针对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认同，或

者19世纪在民族主义笼罩之下的欧洲认同，我

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这两个

阶段的欧洲认同，都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欧洲与他

者世界的关系之中。借用B·安德森的说法，

“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诞生，其最直接的

动因是需要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出一

道清晰的界限，从而更加紧密地将“我们”凝

聚在一起。如果欧洲身份或者欧洲认同也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它的实质也当然无

出其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如果欧洲试

周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既可

能反映在政治整合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也可

能反映在诸如《欧洲宪法：》或“里斯本条约”

的讨论和实施过程之中)，这个认同更可能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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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于欧洲的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完成。换句话说，

欧洲认同不可能仅仅是欧洲或者欧盟的“内部

事务”，而更可能是欧洲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对

话、对抗的结果。迄今为止的欧盟的发展，也许

就是因为只关注于欧盟成员国内部的“统一的

多元化”的文化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无法

破解欧洲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悖论，给欧

盟自身的推进制造了某种困境。

更迸一步看，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今天

和未来的欧洲认同也许应该更自觉地摆脱从19

世纪以降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二元对立框架，摆脱

优越的“我们”和他者之间的对峙，涤清其

“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在全球化更加彻底，

全球化语境复杂交织的今天，傲慢与偏见只能妨

碍对话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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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ectic of European Identification

as Exemplified in 19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Art

，YI 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Abstract：Emergence of 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was a key historical scenario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Besides the Romantic calls for an integrated Europe．identification of Europeans at the

time Was out of questi∞inside Europe because of the vigorous nation building in various nation．states．Draw-

ing examples from literature and art．this thesis tries to show that it Was in the imaginati∞of the non．European
cultur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llem，the Europeans had established a common identity．Therefore．this thesis

postulates that a European identity cannot exist without a global context，and a European identity building sub-

sequently cannot be achieved merely within Europe．

Key Words：19th—Century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ulture；European Identity；Glob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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