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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范式的形成：

１９世纪知识精英的中国观

张　冰　　〔俄〕А罗曼诺夫

提　要 ｜本文主要从 １９世纪俄国的东方扩张政策，欧洲中心主义观，中国中心主义观，中俄关
系、中俄美关系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宰等方面，阐述以 ВП瓦西里耶夫与 СМ格

奥尔基耶夫斯基为代表的 １９世纪俄国知识精英的中国观，以期深入探讨 １９世纪俄罗

斯知识精英眼中的中国、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思想认知以及俄罗斯学院汉学范式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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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关于中国的信息最早在何时以何种方式

传入俄罗斯，至今并无定论。写于 １２世纪的
俄罗斯古代史诗《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о
полкуИгореве，１１８５—１１８７）中三次出现过
“хин”（“希诺瓦人”“希诺瓦”“希诺瓦人的
箭”）① 一 词，利 哈 乔 夫 （ДСЛихачёв，
１９０６—１９９９）院士认为其指的是某一未知的东
方民族。列夫·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ёв，
１９１２—１９９２）则在此基础上将其具体化为女真
族建立的“金朝”（１１１５—１２３４），他说：“蒙古
人将这个词带到罗斯的时候，用字母 х替换了
к，蒙古语中没有字母 к。”②所以，“хин”应为
“Кин”（现在的 Цзинь），也就是“金”。但是，

他在接下来对“希诺瓦人的箭”（хиновьскыя

стрелки）进行的专题阐释中也明确地指出：

“箭是中世纪的稀缺之物。造出好箭很难，但

是用得很快。因此，蒙古人在一段时间内便以

缴获女真人的武器库来充实其箭矢。对于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和读者而言，‘希诺瓦

人的箭’就是‘蒙古人的箭’，这是一个十分明

确的概念。”③所以，应该说直到１４７１年，特维

尔 商 人 阿 法 纳 西 · 尼 基 京 （Афанасий

Никитин）到印度旅行了大约三年后撰写的

《三海航行记》（Хожениезатриморя）里面

才有了关于中国的零星介绍。

９５


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１７ＺＤＡ１９５）的阶段性成果。
即“ивеликоебуйствоподастахинови”、“хинова”和“хиновьскыястрел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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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８年，俄罗斯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
使团在哥萨克军役贵族伊万·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率领下从托博尔斯克来到了北京。
１６１９年９月他回到莫斯科向沙皇呈上的《见
闻记》（РосписьКитайскомугосударству，и
Лобинскому， и и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жилымикочевным，иулусам，ивеликой
Оби，ирекам，идорогам）是最早的和最有
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文献之一。１６６８—１６６９
年，御前大臣、时任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彼

得·戈都诺夫（ПИГодунов）曾与他人编
撰了 《关于中国和遥远的印度的消息》

（Ведомость о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и о
глубокойИндеи），“汇总了截至 １７世纪 ６０
年代俄国所积累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①

引起了俄罗斯人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兴

趣。但是，中国对于俄罗斯而言，仍旧模糊不

清，充满了神秘和未知，俄国对中国的研究还

只是处于收集材料信息和尝试对这些材料进

行分析的最初阶段。直到 １７１５年，作为向
“东方推进”的重要举措，彼得大帝向中国派

出“北京传教团”，俄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

识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随着中国文化

经典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俄国首批本土汉

学家诞生，俄罗斯“传教士汉学”范式开始

形成。

如果说“传教士汉学”范式是俄罗斯汉

学发展的基石，以硕士身份成为第十二届北

京传教团（１８４０—１８４９）成员的瓦西里耶夫
（ВПВасильев，１８１８—１９００），则使俄罗斯
的汉学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传统得以全面发

展，在东方学的研究体系中确立了汉学的学科

地位，成为第一位俄国汉学院士和俄罗斯“学

院汉学”范式的开拓者和领袖。因此，在“传

教士汉学”范式完成了俄罗斯汉学体系的民

族化，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客观对象进行系统

化研究的进程之后，“学院汉学”范式将俄罗

斯汉学范式理论、思想、方法推进到近代化，并

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一道促进了俄国知识

精英对中国的认知探索。瓦西里耶夫与格奥

尔基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１８５１—
１８９３）则是其时俄罗斯知识精英思想理念，
特别是中国观的代表。

ВП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东方的宗教：
儒、释、道》（Религиивостока：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идаосизм，１８７３）是俄罗斯研究中国
思想的重要的里程碑。他的学生格奥尔基耶

夫斯基作为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

者，在１９世纪百年中的学者里占有特殊的地
位”。②

一、ВП瓦西里耶夫的中国观

瓦西里耶夫拥有与中国密切往来的个人

经历，他在北京几乎生活了十年。１９世纪下
半叶，他以佛教研究权威和中国文化专家闻

名于俄国和欧洲。从喀山来到圣彼得堡后，

他成为俄罗斯东方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担

任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１８８６年成为
俄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世纪的俄国，在“俄国向何处去”的激
烈论战中，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支

持向东方扩张，使亚洲文明化。陀思妥耶夫

斯基甚至在 １８８１年俄国占领了中亚土库曼
部族的格奥克杰彼要塞后，写下了日记《格

奥克杰彼。亚洲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强调

未来占领亚洲的必要性在于：“……俄国人

不只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不仅如此，可

能，比起欧洲来，我们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亚

洲。不仅如此，可能，从我们未来的命运来

说，我们的主要出路就是亚洲！”③此时，关于

中国研究重要性因素和中国与西方关系前景

０６

①

②

③

〔俄〕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

ВС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７页。

〔俄〕玛玛耶娃主编：《俄罗斯汉学的基本

方向及其问题》，李志强、张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 ２１７页。
陈遷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二十卷，张羽、张有福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 １０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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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表明瓦西里耶夫不仅是一位汉学家，

而且是当时俄国知识精英精神思想的表达

者。在《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一书的序言

中，他将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旨与“俄国的使

命———曜明东方”联系在一起，坦率地指出，

俄国正在曜明东方，向其扩张，并且“难以确

定我们会在哪里止步，无法避免的历史事件

进程正在将我们推向亚洲，甚至违背了我们

的本意”。①

１东方论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瓦西里耶夫而言，俄

罗斯帝国的东方领土扩张前景并非是东方学

发展的唯一或必然的前提。他只是强调俄罗

斯“盲目地、没有任何准备地”来到东方。在

他看来，如果俄国的使命是帮助东方各国进

行欧式改革，那么它就必须了解当地的文化

和宗教。他说，即使俄罗斯不再向东方扩张，

由于政府官员需要了解那些已经成为俄罗斯

臣民的人的信仰，还是有必要研究东方的

宗教。

瓦西里耶夫认为，过去的那个独立的东

方处于政治、精神和道德完全衰落的状态。

他把从最终的死亡中拯救东方的希望与“重

建联盟”时代的到来联系起来。他认为，到

那个时候，将普遍开启人类启蒙和公民生活。

“始终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中国，此前保持

了足够的力量以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其自身的

发展。这种状况是科学的力量打破自然界固

有的枷锁时最好的保证，是东西方不再通过

电报、飞机和铁路相区分的最好的保证。将

只有一个人类，这个东方本身定将积极参与

启蒙的发展，不仅会成为教育的捍卫者，也将

成为它的动力。”②

作为一个学者，瓦西里耶夫指出，“移植

到异域土壤的所有物种总是比野生状态的

好”。中国过去给西方送去了丝绸、茶叶、指

南针、火药、纸币和印刷术，而印刷术和火药

只有在西方才得到现在的发展。文化间相互

影响的案例不断发生，反之也可以产生这样

的结论，即西方的成就移植到东方后能够获

得新的发展。

２欧洲中心主义观
“西方的精神力量在宗教中最为强大”

这种论断表现出瓦西里耶夫思想中明显的欧

洲中心主义观，也是当时俄罗斯知识精英中

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具体体现。

瓦西里耶夫特别强调：各种宗教传播到

中国，其中也包括佛教，但是并没有发生反向

的传播，甚至在中国强盛的时候，西方人也从

未成为孔子、菩萨和老子的信徒。他对此的

解释是东方宗教中没有“旺盛的精气和力

量”，而西方精神却是为原则而战，无惧流血

屠杀。“也可以说是宗教狂热，当然，这是西

方的不足，不过，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

（西方的）精气神儿，西方之所以能获得较高

的地位，便有赖于这股精气神儿。”③

瓦西里耶夫清楚地知道研究中国宗教的

重要性，同时，他也基于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而

傲视中国文化。他强调说，在东方，宗教没有

抓住人民的心灵，那里没有信仰，只有“极易

动摇或者导向一边的信任”。他还指出，在

东方，宗教充斥着“空洞的说教”，与西方相

比，东方的普通大众和宗教神职人员间有很

大的差距。瓦西里耶夫去世后出版的政论文

集《瓦西里耶夫院士的中国发现以及其他著

述》（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академикаВПВасильева，１９００）中能够找
到他评价“西方传教士团”与中国关系的方

式，以及他关于被各国列强武力打开国门、不

１６

①

②

③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графияВСБалашева１８７３С３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графияВСБалашева１８７３С
１０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графияВСБалашева１８７３С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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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与外界往来之后的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

看法。他试图坦承“各个大国”有责任根除

“野蛮与无知”，发展全人类的教育。

矛盾的是，这位知识精英像在《祖国纪

事》上发文断言“英国不能退出对中国内部

生活的干预”的叶西波维奇①一样，欢迎英国

对中国动用武力，称其是令其他国家同情的

“全人类的事业”。瓦西里耶夫宣称，“欧洲

无意识地为中国做了中国人迟早会要求政府

做的事情”。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既不在

于中国文化，也不在于中国人民，而只应归咎

于满清政府，他们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

“中国这一灾难性的秩序与天津城墙下

的炮台一同被推翻！这个炮台阻碍了胜利的

欧洲启蒙。在这个城市签订的和平条约收获

的是该国（民族）本应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

的东西。异族人成了国家内政的调解人……

这种情况下，欧洲外交的成果是什么呢？让

中国接受启蒙，让这个国家的一半居民知道

一些奇妙的发明，这份荣耀属于国土小却受

过启蒙的欧洲。”②

对于 １８５８年在中国土地上获得的所谓
“启蒙胜利”的赞美当然应该受到批判，特别

是此中代表的当时对于国际列强侵略中国的

同情论调。瓦西里耶夫本人对于西方列强在

中国的既得利益问题避而不谈，只强调了西

方“人类启蒙”对中国人民未来发展和削弱

满清政府地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欧洲人

对中国的渗透和他们的军事胜利，应该迫使

“盲目自大”的清朝统治者向科学和艺术低

头，也使中国人民免遭精神奴役。

瓦西里耶夫坚信，中国人会拒绝欧洲人

经常以“启蒙”为幌子带到东方的一切不必

要和无用的东西。中国不需要“表面光鲜”

的欧洲生活，中国期待外国的不是这些。

“那么您会问，中国的启蒙是什么呢？如果

中国不仅不需要法国西餐、英国棉布、意大利

歌剧和瑞士家庭教师，甚至也不需要德国哲

学、欧洲的语言学和历史，中国的启蒙还会是

什么呢？是的，所剩无几了，不过，我们相信，

这所剩无几的，正是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最

为重要的。西方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社会生

活，而是因为它的宪章和科学。这种科学也

应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中国人应该和

全人类一样掌握欧洲在物理学、力学、化学、

技术、航海和天文学等领域所有的最新改进

发明。如果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具有精密科

学和数学知识，他们自己就会将其继续发展。

到时候，我们还能说中国的启蒙是不完整

的吗？”③

瓦西里耶夫相信，在中国人希望从耶稣

会传教士手中获得新知识之前，他们早就已

经被欧洲的“人类启蒙”所吸引。欧洲盛行

的中国“落后”、“僵化”和“无知”的论调没

有任何依据。这位知识精英认为，如果不是

耶稣会士，而是真正的科学传播者来到中国，

他们不同于传教士，不会引起中国当局和人

民的怀疑和拒绝，那么只要两个世纪，中国人

就会赶上欧洲。

根据瓦西里耶夫的说法，在欧洲普遍存

在着“懦弱”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认为他们总

是在与欧洲军队对阵时逃跑。但是这是一种

对于缺乏现代军事艺术知识的弱者与训练有

素的强大对手交战结果的错误理解。中国传

统的不屈不挠精神的培养可以使严格训练的

中国士兵成为英国士兵的有力对手，甚至没

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国人在与欧洲人的搏斗

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他直言那些认为

中国人不会成为航海家也不会建立舰队的论

调实在是太荒谬了。

２６

①

②

③

参见〔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

龙》，刘卓星等译，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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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欧洲，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

样，更有能力利用科学呢？难道这不是人把

自己变成了犁而不是牛吗？难道这不是人要

承担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劳动负担吗？众所周

知，中国人勤劳、一丝不苟、孜孜不倦，这些都

是执行科学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品质。如果中

国人将其创作力向细节转化，那么他们怎么

会没有能力发展当下的普遍科学规律，没有

能力成为其承继者，甚至助推器呢？”①

３中俄关系论
瓦西里耶夫把对欧洲列强武力对付中国

清朝的赞扬与未来拥有海军舰队、内部稳固

统一的强大中国的远景，以充满争议和矛盾

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相信，任何一个外国

列强将来都无法进犯中国。他如此确信，农

耕国家俄国不应该忧虑“中国复兴”，因为中

国的工业增长会加大其对于俄罗斯和美国原

材料的需求。瓦西里耶夫论证了发展俄罗斯

与中国之间陆路交通联系以及建设西伯利亚

电报和铁路的重要性。“很快，铁路将从我

们这里通到中国边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入这个国家。到时，西方与东方的联系会

彻底改变。俄罗斯自然应该鼓励这种倾向，

这其中也包括它自身毋庸置疑的利益，正如

它不是要阻碍而是要启蒙自己的邻居。不能

根据目前的无所作为而断言我们与中国的未

来关系，尽管这种无所作为也已经被誉为获

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对两

国都无害的一切利益，我们就永远不会像英

国的鸦片或者细平布贸易那样刺激中国人提

出诉求。享受对于邻国无害的利益是所有开

明国家的责任。一方面有欧洲为邻，另一方

面有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至少四亿人口的邻

国，并拥有能够满足双方要求的、即使是广大

人民也可从中获得自由的广阔的活动空间，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好地建立起最和平的

相互关系呢？”②

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论强调的俄罗斯帝国

在东方担负的“启蒙使命”观的部分接受并

没有妨碍瓦西里耶夫得出中俄有必要建立和

平友好的合作关系的客观结论。理解这一悖

论的关键是深入瓦西里耶夫的思想，不仅将

其看作一位汉学家，而且应看到他是１９世纪
下半叶俄罗斯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具有自

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对于其文明身份的

理解。

“我们不是东方或者西方的产儿，我们

是北方的产儿。在北方，只有顽强的劳动、超

常的耐力才能支撑着人类生存下去。俄罗斯

人在亚洲既不是自己人，也不是异己。文明

的南方、东方、西方的波斯人、希腊人、罗马

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此前已经跑遍了他出

现的地方，甚至普通的游牧民族也蔑视俄罗

斯现在的大部分土地。在亚洲，我们不像那

些消灭美国土著居民的欧洲人，我们到当地

人这里来是帮助他们开发自然。没有我们，

他们就无法战胜自然。我们与他们分享从繁

重的劳动中获得的方法手段。我们可以感到

自豪的是，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作为占领者，

而是作为专制、内乱和束手无策的解放者。

我们曾吁请外族人在我们这里建立秩序，现

在，其他民族祈祷我们去帮助他们。”③

４未来中国论
应该强调的是，在瓦西里耶夫笔下，中国

不属于俄罗斯直接参与其发展进程的亚洲国

家。他认为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军事胜利史不

是中国被外国列强奴役和征服的前提，而是

国家发展及其进入经济和军事强国前沿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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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推测说，当中国的科学超越世界科学

的总体发展水平时，中国将达到“思想、工业

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变成世界上受教育

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人的艺术成就非凡。

在工艺和贸易领域他们也不会落后于其他国

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是物美价廉的，

所以世界上可能充斥着中国商品。事情甚至

可能达到中国将占领全世界所有市场和行业

的地步。中国的政治力量携手共进，或者甚

至走在这一运动之前，能够强大到令人难以

置信的程度。”①

在此，瓦西里耶夫不可避免地推论出包

括俄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出现“中国威胁”的

可能性。“一个拥有十亿文化程度高、朝气

蓬勃的民众的庞大帝国一旦出现，首先就足

以使目前中国统治下的土地屯街塞巷。它有

力量无情地杀光所有的反抗者，甚至全世界。

整个世界将只有中国人居住———这就是对现

在被称为不可能，未来可能发生的想象。”②

瓦西里耶夫预见的所谓“无情的中国人”毁

灭整个地球人类的世界末日图景是疯狂幻想

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很容易注意到他对中

国人民勤劳和坚忍的相信，与其无法理解显

示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根源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极优势荒谬地纠结在一起。他和俄国同

时代的许多知识精英一样，在中国看到了发

展“全人类启蒙”和世界科学的潜在“动力”，

却没有关注中国自身文化的意义及其对世界

文化的潜在贡献。

瓦西里耶夫承认，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其

世界地位首先取决于其发展政策及其进行改

革的意愿。其中，他也指出了外国引入中国

的“发展吸食鸦片”，带给中国人生活的影响

比最血腥的内部冲突更大。“中国的这两种

发展哪个会胜利呢？”他紧张地发问道。

瓦西里耶夫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罗斯知

识精英的观点，并亲身投入到中国观的形成

之中。他是有名的评论中国事件的报刊政论

家，经常在报纸《东方评论》《呼声》《新时

代》《彼得堡公报》上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

譬如，当时的军事行动和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中法
战争期间的政治局势。研究瓦西里耶夫著述

的专家指出，这位学者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报

刊论述，其中展示出他对当代中国许多问题

的敏锐理解。③

萨莫伊洛夫（НАСамойлов）指出，瓦
西里耶夫“几乎不关注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

问题”，但同时他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

现象都有了解，外交政策问题可以提到非马

克思主义中国研究的最高层次之一。瓦西里

耶夫批评那些把清帝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人

的“种族局限性”以及中国人不会吸收其他

民族成就的论调，并反对那些把中国“长时

间的因循守旧”和“僵化”绝对化的人。他认

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他们处

心积虑地让人民远离了其他国家有关前沿事

务的知识。

瓦西里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讲述了中国

的卖官鬻爵、营私舞弊，强调了慈禧政权的专

制性。他指出统治者企图阻止与邻国的关系

往来，并嘲笑了清朝皇帝将越南当成附属国。

与此同时，瓦西里耶夫关注到中国发展中的

新现象，其中就包括“自强运动”。

“ВП瓦西里耶夫对于变革过程在中
国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阐述，都逐字

逐句地见之于他关于现代中国的论说中。但

４６

①

②

③

ВасильевВПОткрытиеКитаяи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Издание журнала 爯Вестник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толичнаятипография
１９００С１６３

ВасильевВПОткрытиеКитаяи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Издание журнала 爯Вестник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толичнаятипография
１９００С１６３

СамойловНАПублицистика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торойполовины ＸＩＸ в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историистранАзиииАфрики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１９８８Вып１１С１７３



海
外
中
国
研
究

是，ВП瓦西里耶夫作为他那个时代固有
的思想政治观点的人，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

考虑问题的。他认为，通过实施‘欧洲模式’

的改革计划，可以实现中国的变革。”①НА
萨莫伊洛夫提出了许多论据说明，瓦西里耶

夫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能够最早地看到中国

社会政治思想新趋势出现的人之一。

１９世纪末俄罗斯意识形态思潮的大背
景下盛行着同样的思想认知：实施“欧洲模

式”的自由主义改革是否能够保证国家的发

展。当时，俄罗斯有许多“西方派”潮流的鼓

吹者和追随者，但是他们的计划都以失败

告终。

二、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观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是著名的俄罗斯东方

学家，不仅因为他知识渊博，而且因为他对中

国文化的真挚热爱。作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

系的中文副教授（１８８６）、中文教授（１８９０），
他竭尽全力地发掘着中国文化的价值。他的

著作《中国生活准则》（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１８８８）举世闻名，“尽管存在大量错误
和缺陷，该书仍然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汉学

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的巅峰之作”。② 本书一

经问世便在同时代人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作者因为“极度迷恋”中国及其文明和“过度

美化”他的研究对象遭到批判。但是，格奥

尔基耶夫斯基没有退缩，他接受了挑战，两年

后出版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Китая，１８９０）一书。在这部著作
中，他试图指明中国文化的优越，同时驳斥了

俄罗斯从西方接受的看待中国的思维定式。

《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同样论及的是中

国与西方文化，但是它有别于格奥尔基耶夫

斯基那些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严肃著作，

它更应该被视作一个知识分子的宣言。驳斥

西方中心主义和主张中国文化的优越不仅与

研究中国有关，同样也间接地与思考俄罗斯

的地位及其置身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语境密

切相关。

１“中国主义”实质论
在《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一书的“序言”

中，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从探讨对于“中国主

义”实质的理解开始。该著作旨在驳斥一种

流行的错误说法———“中国主义就是僵化”。

在作者看来，那些赞美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有

针对性地贬低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意

即“中国主义”表达的精神。

这位当时的知识精英代表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出版

的“所谓的各种通史”都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提及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显然，问题不在

于没有中国的史实资料，因为其中很多已经

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包括俄语。格奥尔基耶

夫斯基认为，忽视中国的根源在于，这些通史

的作者都是欧洲人。他们以欧洲为通史的领

域中心，中国历史在他们的眼里索然无味，当

然，中国历史典籍中刻板的事件描写加重了

这种论调。

即使像黑格尔和孔德这样著名的欧洲思

想家也错误地相信了那些称中国为“僵化帝

国”的汉学家。他们的哲学论述中充满了中

国人生活缺乏进步的话题，虽然并无任何有

力的论据证明这一论点。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宣称，应该全面地批判并从根本上改正“中

国是索然无味、因循守旧的帝国”的论题。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对欧洲进步概念的

历史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驳斥了“中国僵

化”的论调。《研究中国的重要性》是部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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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著作，它呼吁为受到历史学家们指责的

中国辩护，消除强加于人的那些思维定式，修

正错误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格奥尔基耶夫

斯基认为对进步的错误阐释致使中国被排除

在这一进步之外。“什么中国人的文化让他

们走向死胡同，什么特殊的组织束缚了他们，

这些论断显然都是没有人能说明和证明得了

的。形式稳定和生活僵化并不一样。”①

２中国优越论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坚信，中国在精神、道

德、国内政治、法律和经济关系方面取得了进

步。而且，正是被西方看作“中国僵化”根源

的儒家哲学，实际上是“中国进步”的助力

器。他以明确的文化比较来展示中国传统的

优越，认为中国没有“僵化”，只是西方还不

够成熟和没有学会评价中国文化的优越。

“西方年轻，而中国处在成熟的壮年。在中

国，生活本身就很清楚、明确，其时的西方生

活经验还不丰富，现在更是不得不常常对过

去着迷的那些事物感到失望。譬如，曾几何

时，北美的制度不是还被炫耀为高度完善，几

乎就是典范的吗？”②

美国人对美国民主成就感到失望的话

题已经成为被中国衬托的西方批判性研究

的有机组成部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强调

说，西方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西方的那些

理想都是异质的，指向充满了矛盾，它们缺

乏坚实的基础，无法付诸实践。与此同时，

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儒家思想保证了中国社

会具有极高的凝聚力，它们旨在使人们实现

典籍中所描述的那些理想。同时，中国人充

满了爱国主义情感，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一种

普遍的兵役制，甚至从来没有过战争利益的

想法。在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看来，这证明了

中国人的道德、政治教育要比西方人更加成

熟和普遍。

对中国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探讨使得格奥

尔基耶夫斯基认为中国在政治领域优于西

方。“即使是在法国、美国这些国家，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é）、平等（éｇａｌｉｔé）、博爱（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这

些构成民众生活的政治口号，也应被看作是

无法实现的事实，只是一种不知道何时能够

完全实现的理想。在中国，数百万的大众是

一个不分阶层的统一群体，其中的博爱、平

等、自由更多的是现实的体现。”③

君主专制的清朝很大程度上超越法兰西

共和国和美国实现了“兄弟、平等、自由”原

则的论断，显然是夸大其词，格奥尔基耶夫斯

基的这种论调当然也经不起批评。并且还应

该承认，这些言词并非辩论热情的个人表现。

他说：四亿中国人都认为目前的政府形式是

最好的，没有人批评它。在中国，没有任何党

派争论国家制度原则。他甚至坚持认为，欧

洲人无权嘲笑拥护君主制、反对议会制的中

国人。

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具有许多优点，但

它不稳定，有落后的迹象，可能过早地消亡。

拯救西方文明于衰落和消亡的药方是向其他

文明学习。“西方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的生活

（尽管不是那么充满智慧），关注这一富有经

验和自身根基坚实的生活，应该以其为榜样，

填补自身文明的空白，促使后者完全沿着进

步的道路前进。就是这方面中国能以最主要

的方式最早让西方各民族受益。”④

这种论断表明的不仅是一位汉学家的观

点，也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意

识到西方文明的不稳定，意识到它的成熟是

以内部严重震荡为前提的。不过，过分乐观

６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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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待中国的稳定性确实是在夸大其词。仅

仅在《研究中国的重要性》面世几十年以后，

中国就进入动荡的革命时期。

３中国进步论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反对中国人民的生活

进步永远停止了的观点，他的这一论断是对

的。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评价他的论点，儒学

尚未完成其在人民的道德教育中，在克服中

国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方式差距和不足中

的历史使命。一些人把西方与中国相比，认

为西方“在纯粹的应用科学形式中发展实证

主义”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他没有

驳斥这些人，他相信，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

掌握这些成就。中国人将接受外国人提供的

成品材料，因此也会以极快的速度跨越精神

进步的几个阶段。“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受

过儒学教育的中国人在无论是自己的民族性

还是既定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改变的情况下，

能够极快地掌握一切实证主义，西方可以公

平地因其发展而自豪。”①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与瓦西里耶夫不同，

他认识到西方的侵略和剥削政策阻碍了中国

向西方学习。如果能够成功地保证自身安

全，不受外侵，中国渴望学习西方科学。格奥

尔基耶夫斯基把中国政府臣服西方（如日本

或者美国）的设想称作“幻想”。中国人不喜

欢打仗，但是，他们能够建设一支拥有现代武

器的军队。

“不过，如果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要拥

有一支庞大的品质优良的军队，那么自然要

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的世界价值是否会被

当作不仅威胁和平生活，而且威胁西方文明

各民族自身生活的可怕危险来理解———毕

竟，有一位汉学家就曾宣称，中国‘有力量无

情地杀光所有的反抗者，甚至全世界’。是

的，有理由害怕中国人，但是这种害怕完全不

是因为他们有力量就会杀光地球上的各个民

族。中华民族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和平

的热爱，他们不允许自己为了娱乐或者因为

嫉妒他人的幸福生活而流洒人类的鲜血……

进步、强大的中国不是因为假想的暴行令人

恐惧，———不，它的可怕在于国土辽阔，生活

富裕，人民勤劳，尊崇儒学，还在于实证主义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我们澄清中国的

普遍意义对于哪些国家更为重要呢？对于那

些工厂和贸易业广泛发展而强盛的国家最为

重要。在这些国家中占据首位的，当然是

英国。”②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公开批驳了瓦西里耶

夫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不过与此同时，

他也表明了自己对于中国有能力吸收西方科

学和工业成就，并且在此基础上成为西方工

业巨头们强大竞争对手的看法。对于没落清

朝的中国生活方式的过度理想化，相当于补

充上了对于未来，特别是 ２１世纪俄中美“三
角”出现的极其富有远见的预言。

４世界未来进程主宰论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论断来自其对于经

济潜力的评估而非未来的意识形态分歧。

“只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才有足

够面积的统一的国土，让各个民族主宰这些

土地。如果明白这一切，就不能不得出结论，

在不远的将来（大概 ２１世纪初），人类政治
生活的进程将几乎完全取决于中国、俄罗斯

和美利坚合众国间友好或者敌对的关系。如

果同时假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决定着地球

上永恒和普遍和平当道的仁爱，仍旧不能战

胜人们的低级利己主义，不能成为其活动的

基本原则，那么就不得不设想到，２１世纪的
中俄或者中美同盟将会决定地球上所有其他

国家的对外政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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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列举了许多来自英国

和美国汉学家的例子，说明英国和美国对于

了解中国发展前景充满兴趣，这些汉学家发

表了上百部关于中国本质和中国人生活的著

作。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严肃的汉学著作，俄

罗斯公众接受的还是那些关于中国的过时概

念，诸如“半野蛮的”“畸形”“僵化”的国家。

“研究中国的重要性”的话题正是在解决这

个问题。俄罗斯应该了解自己邻国的长处和

短处，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好的和坏的因素，正

确地理解中华民族，深刻全面地研究其过去

和现代生活。

“在中国未来将毋庸置疑地不断强大的

情况下，我们不仅不会容忍中国被西方和美

国长久地掌控，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政治统治

的各种联合将取决于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邻

近帝国的首肯，这两个帝国由牢不可破的和

平和亲密友谊联系在一起。为了使后者（友

谊）基础牢固，我们俄罗斯人需要尽可能地

提前熟悉现在这四亿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而

不是在特别远的将来，或许中国人口已经达

到七亿的时候。至于中国人自己，他们（也

意识到）有种种理由真诚和深切地喜爱俄罗

斯人：政治退让决定的我们对和平的热爱；并

非偶然亦非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形成的我们的

强大；较之于宪法制政权（如英格兰）或共和

制政权（如北美国家），我们的君主制政权有

更高的原则基础；我们的主导信仰与任何政

治倾轧都毫无共同点，———这一切中国人都

很清楚，这一切都使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形象

高大。”①

显然，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这些关于两个

君主制国家相似性的有限的历史论述经不起

时间的考验。１９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和中国
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行，也都被此后的革命所

消灭。同时，试图抛弃无礼地对待中国的欧

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使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不由自主地站在了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

将中华文明及其文化遗产的唯一性绝对化，

将其精神文化的基础理想化”。②

三、现代俄罗斯汉学的主导

俄罗斯 １９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传教士
汉学”向“学院汉学”的转型反映出俄国整个

社会对中国认知趋势的转变。传教士的重要

使命是向中国人传教，其对中国文化和宗教

的关注都服务于此。但是与此同时，西方列

强为了在中国获取实际的物质利益，需要更

加深入地认知中国，它远远超出了“传教士

汉学”本身的研究范畴。西方各国的各个社

会阶层对于传教士们热衷的西方宗教与中国

文化融合的问题，愈来愈不感兴趣。此外，

“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汉学”亦有许多共同

之处，譬如，为了促进中国转变而研究中国的

意愿。只不过“传教士汉学”谋求的是宗教

和精神的转变，“学院汉学”探求的则是经济

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政治体制等的变革。俄

罗斯汉学中的“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汉学”

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比丘林

（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Бичурин，１７７７—１８５３）
和巴拉第（АрхимандритПалладий，１８１７—
１８７８）都属于“传教士汉学”的代表，但正是
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俄罗斯“学院汉学”

的基础。

“学院汉学”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欧洲

中心主义显然走向了两个极端。但是，１９世
纪末，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反驳了批评中国

“僵化”与“落后”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

者”，发出了对中国思想的赞美。他呼吁俄

罗斯知识分子关注中国，重视中国传统……

对整个２０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且正是以批评把中国“长时间的因循守

旧”和“僵化”绝对化的瓦西里耶夫和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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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浓厚兴趣和友好情感的格奥尔基耶夫

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精英的中国观，构成了

俄罗斯的学院汉学范式的主体，主导了此后

百年的现代俄罗斯（苏联）汉学的发展。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在俄罗斯具
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积极评价中国文化遗产的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观，而不是批评中

国文化的瓦西里耶夫的立场。１９３５年，属于
新一代苏维埃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年轻的中

国古代思想研究者彼得罗夫（ＡＡПетров，
１９０７—１９４９）在其长文《俄国资产阶级汉学
中 的 中 国 哲 学》（Философ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буржуазномкитаеведении）中的阐
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变化的实质。

彼得罗夫尖锐地批评了对“西方文明”

的美化及十月革命前汉学中关于俄国向东方

扩张合理化的论调，否定了瓦西里耶夫的中

国观。“ВП瓦西里耶夫院士关于俄罗斯
汉学阶级内容的表述与其他人相比，最为透

彻。他的那些文章，更多的是政论而不是学

术，指导了所有研究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及

其哲学。这位俄罗斯学者紧握俄国资本主义

的大旗，在强调西欧资本积极进入亚洲并暗

示其暴力性的同时，为国内资产阶级大唱赞

歌。”①彼得罗夫声称瓦西里耶夫的一切学术

研究和政论著述都是要将东方文化作为“野

蛮和无知”的典范。他的说辞显然是基于阶

级分析方法论形成的苏维埃汉学新范式的体

现，不过，这里也涉及了重要的知识精英和文

明选择的问题。这位年轻的苏联学者否定了

瓦西里耶夫的论说，热情地呼应格奥尔基耶

夫斯基的中国观。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可理

解的，因为从苏联的新汉学体系角度来看，瓦

西里耶夫和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同样属于“俄

国资产阶级汉学”。

彼得罗夫盛赞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著

作《中国生活准则》和贯穿其中的儒家文化

思想。他高度评价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对儒

家的关注，认识到哲学思想发展对中国古代

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彼得罗夫亦肯

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对道教的看法，以寻找宇

宙绝对本源为哲学的方向。相反，瓦西里耶夫

的著作《东方的宗教：儒、释、道》遭到彼得罗

夫的无情批评。在他看来，此书是“俄国殖民

政治的理论基础”的组成部分。“整本书呈现

的主调是瓦西里耶夫一贯的怀疑主义，其已经

成为汉学史上的一个普通概念和传统概念，充

斥于对古代中国史、文字起源、古典文学等的

论断中，简直就是无处不在。孔子是个书生、

‘一个流浪的冒险家’、一个兜售其想法的‘腐

儒’，等等。在以一种怀疑和轻蔑的老爷式的

腔调对儒家道德学说进行阐述。”②

彼得罗夫的结论产生于社会和阶级分析

的范式语境。但是，不难发现它们在很大程

度上与苏联汉学学派创始人阿列克谢耶夫

（ВМАлексеев，１８８１—１９５１）的思想观念一
脉相承。阿列克谢耶夫来自于瓦西里耶夫学

派，却激烈地质疑瓦西里耶夫的立场。阿列

克谢耶夫指出了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的

“讥讽腔调”以及他过分的“自我”。阿列克

谢耶夫甚至认为不应该把瓦西里耶夫的书作

为苏维埃时代学生的教材。他说：“瓦西里

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略》里与欧洲和中国的

各种理论进行的无休止的争论，对初学者来

说晦涩难懂，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③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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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耶夫的佛学著述，阿列克谢耶夫认为

他其余几乎所有的论述都已过时了，更无法

用于教学。① 然而对于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阿列克谢耶夫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

“赞美中国的人”。作为苏联汉学学派的创

立者，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影响了此后的苏

联汉学。２０世纪俄罗斯知识精英的中国观
从批评和怀疑转向积极正面。“从 ВМ阿
列克谢耶夫院士开始，俄罗斯汉学研究者中

很多人都持有中国中心主义立场。为了与欧

洲中心主义观相抗衡，ВМ阿列克谢耶夫
有时甚至会夸大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的 独 特

性质。”②

但是，俄罗斯汉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中

国中心主义”的，就像我们在研究 １９世纪末
和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文化思潮

时主张的那样。“中国中心主义”概念作为

承认中国文化价值、避免其受到西方文化破

坏和替代的同义词，强调了中国传统对中国现

代化和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

说，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观点的争

议可以解释为“中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

主义”之间的对抗。同时，俄罗斯汉学范式的

发展并非随意的主观选择，它是俄罗斯自身发

展的需要，是俄罗斯社会需要和中国建立与西

方大国不同的伙伴关系、对中国认知的长期客

观需求的反映。或许这也正是２０世纪现代俄
罗斯汉学在充分地认识和肯定瓦西里耶夫的

学术价值的同时，以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

观为主导发展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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