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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 ── 「西方」視

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 
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176 頁 

吳政緯* 

「東亞病夫」是華人世界中耳熟能詳的用語，它得力於各類文本

的演繹而廣為人知，其中影星李小龍(Bruce Lee)在電影「精武門」中一

腳擊破東亞病夫匾額的橋段，尤令中國觀眾同仇敵愾，印象深刻。但

「病夫」一詞究竟從何而來？是日本與西方加諸於中國人的侮辱，抑

或是中國自身的想像？ 

事實上，「東亞病夫」一詞在中國近代擁有簡明的內涵，一個來

自西方的侮辱，係指中國人的不衛生以及飽受鴉片之毒害，使得全民

體弱多病，國勢日衰。中國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的期待，即是洗刷此

一民族恥辱。本書以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病夫、黃禍與睡獅為題，

考察其源起及流變，試圖還原民族想像(National Imagination)的誕生。而

此民族想像的誕生，實因清末民初之際，中國知識分子援引西方視野

的中國形象評判時局而成，但此過程並非輕率地移植，我們更應關注

此類符號如何被挪用，而隨著討論遞加深入，更凸顯西方與中國想像

的複雜性，重省民族想像的外來性。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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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想像與中國國族論述互動的過程，即「自我東方化」的特

殊現象，1這正是本書極力反思之處。當美國史家柯文(Paul A. Cohen)疾

呼擺脫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ism)，力主「在中國發現歷史」之時，2本

書不禁令我們停下腳步思索，如何客觀評價西方在中國的影響，甚或

以中國為主體省思中國史的研究。作者意欲藉本書探討的是，近代有

識之士的表述實與西方的想像相互交織，西方的想像同時作為正面與

負面的象徵，隨中國知識分子取用、轉化，進而「再脈絡化」，3成

為東方的自我認知。因此，研究者必須注意其中相互影響的過程，以

歷史化的視野回到案發現場，重估想像的來源及動機，考察論述的形

成與流傳，方能理解此類民族想像背後的意義。 

本書除緒論與結論外，正文共三章，依序處理近代中國國族論述

中的「病夫」、「黃禍」與「睡獅」，同時觀察西方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討論重心不僅止於中國內部如何形塑國族認同，更關注的是中國

知識分子在創造民族英雄系譜之際，4如何取用源自西方的論述，而

病夫即是最佳的例證。據作者提供的例子所示，Larissa N. Heinrich 的

研究即忽視近代西方公共論述中 Sick Man 的傳統，僅以中國畫家關

                                                                 
1 當東方主義式的論述(orientalist discourse)不僅是西方合理化支配東方的

說詞，同時被東方知識分子接納和宣揚，即是自我東方化 (self- 

orientalization)，本書的〈導論〉對此有詳細的介紹與分析，見頁 1-15。 
2 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 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3 東亞本身也存在此種問題，相關討論見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

「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

史集刊》，2(臺北，2012)，頁 59-77。 
4 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建構國族，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

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臺北，1997)，

頁 1-77；〈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頁 7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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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昌(1801-1860)的畫作為基礎，認為此類中國病人身體畫像的流傳，成

為後來西方視中國人為病夫的想像基礎。而本書已明確地指出病夫在

西方輿論界的慣用語中，最初並不指中國，而是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Empire, 1299-1922)，且病夫之語並非用以形容體質，而是借指政府之無

能。(頁 25-30)因鄂圖曼土耳其國勢日衰，至十九世紀已有被瓜分之虞，

甲午戰後，各國評論中國國情時，轉以此語評論中國，認為「今東方

又有一病夫矣」，即非不能理解之事。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啟超

(1873-1929)、嚴復(1854-1921)、康有為(1858-1927)引用西方觀點，藉此合理

化改革的正當性，病夫後來又與當時風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

故在「強國必先強種」的呼聲中，病夫成為中國人身體的病態象徵。

因此，中國人民必須放足斷髮，禁斷鴉片，講究生育之法，方能衛生

強種，洗刷此一「想像的民族恥辱」。5 

作者指出，病夫得以在眾多的國族論述中廣為人知，較其他符號

如「阿 Q」、「醜陋的中國人」更深植人心，除了受身體改造論述與

現代醫療技術的影響之外，民族主義的興起更是不可忽視的一環。病

夫無疑是一民族的受難故事，西方故意販賣鴉片至東方，毒害百姓，

又譏諷中國為病夫。此種受辱情緒成為作家自嘲的符號，改革者的夥

伴。而在民族主體性日益高漲的十九世紀晚期，西方對中國的評論與

想像，亦可能化為中國自我表述的利器，強化民族信心，「黃禍」即

是一例。黃禍起於西方對中國潛力的一種畏懼，一方面華工展露出白

                                                                 
5 關於近代身體改造論述的研究，筆者謹提供幾種相關研究，以供參考，

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  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游鑑明，《運動場內外── 近代華東地

區的女子體育 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周

春燕，《女體與國族── 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

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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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難以抗衡的身體形象，例如吃苦耐勞，進食甚少，比起白人勞工更

具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人民為數甚多，華工挾其身體素質上的優

勢，終將如洪水猛獸，侵襲西方諸國，成為新時代的霸主。同時，西

方更憂慮中日聯手，尤其在日俄戰後日本實力獲國際肯定，中日倘若

同盟，善於思考的日本人與具有潛力的中國人合作，將成為「黃禍」。 

黃禍無疑是來自西方的想像，但這種經由西方認證的論述，正是

中國知識分子亟欲獲得的力量，證明中國擁有令各國懼怕的潛力，只

待改革成功，終將成為新時代的主角。因此，即使部分中國有識之士

已冷靜地評價黃禍論，不僅指出中日同盟之難，更直指此論不啻西方

合理化宰制亞洲事務的藉口(頁 100-101)。但國內的改革派、革命派仍據

此強調「黃種人」的優越性，預言在未來種族對抗的戰爭中，黃種人

終將從「黃白種戰」中脫穎而出。無獨有偶，梁啟超原以巨鯨、盲魚、

羊群、睡獅等動物比喻中國之衰亡，希望藉此喚醒中國同胞，激發改

革的意識。但是，睡獅一如黃禍的演變，本來寓意將「睡而不醒」的

消極形象，在民族主義及革命派論述的相因重塑之下，睡獅與黃禍反

而成為樂觀的國族論述，中國乃「先睡後醒」的「醒獅」，一如麥孟

華(1875-1915)所說的「百年之獅已醒，泰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

民，將可振袂迴旋於二十世紀之舞台矣。」(頁 128-129)不僅如此，時人

甚至想像西方人將深憂醒獅之力，於是有了俾斯麥、拿破崙認為中國

是睡獅的說法，這又是一種盼望西方驗證的中國渴望。 

作者辨析病夫、黃禍與睡獅之間巧妙的關聯性，非僅止於探求其

淵源，考察其流變，凸顯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的建構性。同時，梁啟超、

康有為等人除了急切地為中國尋找國族象徵，為中國成為近代國家而

努力，又轉化西方的論說，激化中國改革的情緒。誠如本書的副標題

所指，中國國族想像的過程中，西方確實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不論

是源自西方的病夫與黃禍，抑或是產於本土的睡獅，「西方」始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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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中不可缺失的一角。西方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展露現代化的工業

實力，及中國在近代遭受一連串的挫敗，西方的想像無形中成為不可

避免的權威，於是乎睡獅必須附和為來自於西方的產物，而黃禍及病

夫則是西方給中國扣上的帽子。 

作者指出，在國族認同「自我東方化」的過程中，西方扮演著不

可忽視的角色，而這又與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努力有關。在本書

的論證中，嚴復可說是許多重要論點的闡發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以「轉化變形的『病夫』」為題(頁 36)，認為病夫的意義從政府到身

體，經過一番轉化，皆與嚴復的〈原強〉有關。如首次提及中國知識

分子使用病夫，作者認為： 

嚴復在其著名的〈原強〉(發表於 1895年 3月)以「蓋一國之事，同

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

焉日從事於超鉅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

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必須指出的是，嚴復在此

文中雖痛陳鴉片和纏足二事嚴重損害他所注重的人民手足體

力之培養，他並沒有以「病夫」來形容當時的中國人的體質方

面的情況。(頁 33) 

而在論述病夫意涵由「政府」轉為「身體」時，作者表示： 

嚴氏認為達爾文學說的一大重點為：「……。」換言之，國和

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各國的領導人或政府之間的鬥爭，它是組

成各國的所有人民之間的總體戰爭；國力的強弱不單取決於政

府的領導和政策，更重要的是，國家富強之本在於其人民的素

質── 強國必先強種。(頁 36) 

由上可知，作者以嚴復的〈原強〉作為兩種不同解釋的論證基礎，一

方面認為嚴復筆下的病夫係指「政府」，另一方面嚴復將病夫喻為「身

體」。從讀者的角度出發，不免誤會病夫一「落地生根」隨即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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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轉化變形，成為指稱身體的「病夫」。作者若能交代轉化的時間點，

且盡量避免以同一人、同一史料論證，或許較能避免推論上可能的問

題，且更凸顯病夫「自我東方化」的複雜變化過程。 

同時，本書幾次引用日本思想家尾崎行雄(1858-1954)對中國的評

論，認為其中以「尚文好利」而非「尚武好戰」的論斷影響其後許多

知識分子。姑且不論尚文好利的評價是否屬於「身體文化論述」，抑

或只是一種「文化觀察」，作者一方面解釋尾崎行雄引用病夫符號，

依然是按照西方公共論述的模式，明確地指衰敗的國家，並不指「身

體」，作者卻又認為： 

尾崎行雄明確地將「支那之命運」(必將迅速滅亡)和支那人缺乏戰

鬥力(尚文好利的文化取向)相連結的論證邏輯，則無疑地和晚清的改

革思想發展∕身體文化論述之間具有高度的親和性。(頁 41) 

這使得尾崎行雄的觀點顯得模糊不定，亦使其觀點與中國知識分子之

間的聯繫略顯薄弱。 

除此之外，我們不該僅將本書置於近代中國史脈絡中審視，而需

另闢新視野，考量近代中國的傳統元素，或許能夠從另一面回應柯文

「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呼籲。同時，身體改造論述與國族想像之間的

連結究竟如何形成？符號之間如何競逐？以下就此提出淺見。 

其一，作者以「落地生根」形容病夫一詞在中國的誕生與流傳，

認為病夫源自於西方公共輿論圈，經由廣譯外文的媒介如《時務報》

而為時人周知。(頁 23-31)考索全文的脈絡，作者以嚴復〈原強〉為病

夫一詞在中國出現之始，進而論證此種新名詞如何為當代知識分子所

使用。作者強調病夫一詞經由西方進入中國，後又與當時的身體改造

論述、政治改革論述相結合，而有「東亞病夫」概念的誕生。但必須

深究的是，當中國有識之士翻譯 Sick Man 時，何以不是「病人」，

而是「病夫」？再者，病夫一詞的概念與使用，在西力東漸以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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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中國自屬的脈絡，其中如何結合、改變，是另一更關鍵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士大夫在明清時期已有使用「病夫」的傳統，士人

喜以「病夫」自稱，形容自己的病態，或做為自我嘲諷的一種用語，

如明代士人陳繼儒(1558-1639)在《巖棲幽事》即曾寫道：「磨墨如病夫，

把筆如壯夫。」6程本立(?-1402)與李攀龍(1514-1570)亦曾在詩作中提到「病

夫」，程氏的《巽隱集》寫道：「風雨山窗客枕孤，東方欲曙鳥相呼。

無人更似嵩明倅，日日能來問病夫。」7李氏的《滄溟集》則提及：

「十載風流動帝都，只今漂泊滿江湖。那能萬里褰帷處，不憶中原一

病夫。」8可見在本書認為病夫一詞落地生根的 1890 年代以前，病夫

已為中國士人所習用，並非陌生的用語。同時，既然病夫含有自嘲體

弱之意，「病體」的概念在晚清以前是否為時人借指「政府」，類似

西方輿論的 Sick Man 一般？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1472-1529)即曾

在奏疏中以身體譬喻政府，他寫道： 

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若袪其

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

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9 

李夢陽認為天下大勢譬如身體，欲求身體安康，首要之務即是「去其

病」，他直指明廷身懷「二病」，一為「元氣之病」，一為「腹心之

病」，10必除此二病，天下方癒。 

                                                                 
6 陳繼儒，《巖棲幽事》，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126 冊(臺北：

藝文印書館，1965)，不分卷，頁 15b。 
7 程本立，《巽隱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11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1)，卷 2，頁 27a。 
8 李攀龍，《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14，頁 348。 
9 李夢陽，〈應詔上書藁〉，陳九德輯，《皇明名臣經濟錄》，收入《四

庫禁燬書叢刊》，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69。 
10 李夢陽，〈應詔上書藁〉，頁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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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大夫以「病體」概念指天下，並以開具藥方的姿態提出對

策，或與本書中「病夫」借指政府與身體略有不同，但中國士人在明

清時期甚至更早期，已有類似的概念。筆者查閱清代文獻，清中葉早

已有以「病夫」形容政府的言論。《清稗類鈔》雖成書於民初，由清

遺民徐珂(1869-1928)編纂而成，但所收錄的內容上起順治，下迄宣統，

其中收錄一條咸豐年間(1851-1861)廩生張申伯的八股答卷，文中提及：

「銅駝荊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

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11張申伯指出中國自三代以來，

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咸豐之時的中原文物之「邦」卻是奄奄一息，

「如病夫之不起」。可見明清以來士大夫使用「病夫」，不僅可解為

自嘲之意，更可指邦國之不起，我們試回過頭去省視書中引用張之洞

(1837-1909)的言論，他說：「今以洋藥弱之於既生以後，而又以母氣不

足弱之未生之前，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

家家為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12不妨將明

清時期的病夫譬喻傳統納入考量，張之洞及其後梁啟超等人以病夫喻

政府、身體，其中尚存傳統中國的遺緒。更重要的是，明清的病夫譬

喻傳統，在晚清如何被士大夫調和、轉化，成為「病夫」。倘若納入

明清傳統的因素，未來的相關研究不僅需要衡量西方扮演的角色，傳

統中國之脈絡更是不可忽視的面向。 

其二，全書針對「病夫」、「黃禍」、「睡獅」討論，倘若納入

明清士人的病夫譬喻傳統，病夫與其他二者相較，可視為知識分子對

政府的批判與評價，其國族論述想像的強度不比「黃禍」、「睡獅」

來得高。簡言之，三者作為西方的一種想像，確實為中國知識分子取

                                                                 
11 徐珂，《清稗類鈔》，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731。 
12 張之洞，〈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式〉，《時務報》，第 38 冊，收入

《強學報‧時務報》，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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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個別的內涵與性質卻不盡相同，倘若能夠使三者對話，應更能

彰顯其意義。此外，本書是以維新派人物為中心建立起的論述，但在

晚清民初的國族論述中，參與競逐的實則不僅止於維新派。沈松僑的

研究已經指出，漢族精英以黃帝做為中心呈現民族主義的色彩，而意

欲跨越種族問題者，則轉以「孔子」作為建構國族的符號。更重要的

是，符號內部亦存在競爭，如黃帝雖為國族符號無誤，但操持不同立

場者，對此符號的解釋卻不盡相同。正如沈松僑所說：「黃帝符號確

實有如 Anthony Cohen 所作譬喻，恰是一座可以戴上各種不同意識形

態的帽架。在一連串奪佔、重編與舞弄的過程中，『黃帝』，其實正

是各種政治勢力與現實利益進行激烈角逐的文化場域。」13國族建構

的符號與政治勢力的角力，當為更複雜的問題，如本書的病夫、黃禍、

睡獅，除本書多著墨於維新派的一面，不同利益者之間如何競逐？應

為另一重要議題。 

本書勾勒出黃禍「英雄化」的過程，即黃禍成為民族主義的旗幟，

炎黃子孫驕傲地自承為黃禍，但作者亦敏銳地觀察到此英雄可以是

「黃種英雄」、「漢種英雄」、「中國人種英雄」，論證過程中凸顯

黃禍為操持不同立場的團體使用，革命黨與維新派眼中的黃禍並不相

同。簡言之，革命黨的黃禍與睡獅，係以漢族為中心的論述，可見符

號被建構之後，與梁啟超等人的伊始意圖並不一致。而我們必須追問

的是，在這一頂大帽子下，符號與符號之間如何競逐？符號內部又如

何彼此競逐？操持不同理念者如何使用論述？又如何回應挑戰？都

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整體而言，本書的研究將視野開拓至西方，有別於僅止討論中國

內部的國族論述，此不僅將是一系列議題的開端，更有助於反思在文

                                                                 
13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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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史、思想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我們應該如何斟酌「西方」

的價值與影響。作者描繪的三張圖像：受辱病夫、睡獅一醒、黃禍將

至，確為開啟晚清以來中外關係及國族論述的鑰匙，其中所透露的意

義涵蓋民族主義的興起、現代化的焦慮感，以及國族認同的複雜性，

而此又與西方因素迭次交錯。未來從事近代研究者，必然需要納入此

一層面的考量。 

此外，本書的研究又不自限於國族論述的建構，得以與諸相關研

究對話，例如強國強種的意識來自於當時日益高漲的衛生觀念，尤其

西方各國及日本挾現代化醫療突入中國，一系列的衛生觀念，除了激

發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的焦慮，更無形中重塑中國的身分認同。14因

此，知識分子除力倡斷髮放足，更大談「衛生」之法，希冀炎黃子孫

體魄強健，得以與高壯的西人一較長短，此類醫療議題無疑凸顯國族

問題與衛生觀念之間的緊密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東亞病夫」，那是否有「東亞病婦」呢？

游鑑明的研究指出，近代中國女子的「健美」論述，實與當時身體改

造的觀念密切相關，15我們不妨將此議題置於晚清以來自我東方化的

脈絡中省視，當病夫在中國落地生根，它如何影響國族論述以外的性

別議題，當時人以「病婦」形容女性時，或許值得注意病夫、病婦兩

種論述如何對話。最後，當我們將明清以來的傳統納入本書的討論

                                                                 
14 如雷祥麟的研究注意到衛生與認同之間的關聯，見雷祥麟，〈衛生為何不

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收入李尚仁主編，

《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頁 414-454；雷

祥麟，〈衛生、身體史、與身分認同── 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

為例〉，收入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 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119-143。 
15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收入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

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頁 24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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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與東方的互動又在現代性議題之外，開拓新的視野。我們不

僅得以透過更深遠的眼光觀察不同觀念在近代的轉型與化成，探索此

類「自我東方化」的符號如何在國族論述的戰場上競爭，凸顯近現代

議題的複雜性，更可彰顯柯文強調「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的深義。 

(本文於 2013年 10月 4日收稿，2014年 2月 9日通過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