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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敬珏（King- kok Cheu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及亚裔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蒲若茜，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研究员；许双如，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初版发表于 1934 年的短篇小说《相片》表

现了跨文化与跨种族之间动态关系的细致微

妙，预示着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及亚美研究学者

的多种理论见解。其作者冰心 （原名谢婉莹，

1900～1999） 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其

文学生涯，并于 1926 年获得韦尔斯利学院的

硕士文凭。虽然她是 20 世纪最受尊敬的中国

作家之一，但其广为人知的身份却是儿童文学

作家。这篇小说发表时，中国正处于史书美

（Shu- mei Shih） 所 称 的“半 殖 民 地”时 期

（1917～1937），其时许多中国作家都认同东方

主义“将中国文化作为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而加

以条分缕析并承认西方文化的普遍有效性”
（2001：x- xi），他们具有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

主义的敏锐意识。《相片》跨种族接触的话题跨

越了中国研究、华美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的疆

界，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臆说及中国传统价值观

展开批评，对跨种族收养所涉及的某些文化观

提出严肃的拷问。本文的分析亦将揭示出中国

读者对冰心带性别偏见的接受。
《相片》通过对美国妇女施女士细致入微

的心理刻画，描绘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段不寻常

的接触：施女士是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员，旅居

中国 28 年，退休后，收养已去世的王先生的年

仅 8 岁的女儿淑贞。淑贞 18 岁时，施女士带她

回到新英格兰老家，在这里，淑贞结识了李牧

师及其儿子天锡，两个青年人之间发展了一段

友谊，相互之间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当看到天

冰心是亚裔美国作家吗？
———论冰心《相片》之东方主义及种族主义批判

［美国］张敬珏 / 蒲若茜 许双如 译

摘 要：冰心发表于 1934 年的短篇小说《相片》预示了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及亚美研究学者的多种

理论见解。该小说文本交织着三个层次的东方主义———传教士对中国人作为低人一等的异教徒的排

斥，把亚洲人作为沉默的模范少数族裔的美国式建构，以及东方人附和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它既

是对美国东方主义和中国父权制的双重批判，也为争议中的跨国被收养者文化观培养的可行性问题提

供了参照。在此，冰心逆转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的摄影是为具有占有欲的殖民主义目的

服务的论述，小说通过“相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殖民者之工具解构其掠夺性想象。这篇小

说跨越了中国研究、华美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的疆界，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臆说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展开批

评，对跨种族收养所涉及的某些文化观提出严肃的拷问。本文的分析亦将揭示出读者对冰心带性别偏

见的接受。
关键词：东方主义；冰心；跨种族收养；摄影；亚裔美国文学；种族主义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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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为淑贞所拍的相片时，施女士突然决定和养

女返回中国。故事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其中

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施女士这位白人移居者

的有限视角呈现的，只有施女士和淑贞在新英

格兰的那一段是全知视角的叙事。
施女士最初以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及

同情心的女人出现。不同于其他新英格兰的传

教士，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异教徒国家，施

女士却喜欢中国甚于美国。从小说的字里行

间，尤其是从小说令人困惑的结局中，读者不

难辨别出涌动于整个叙事中的一股股令人不

安的潜流：施女士之东方主义者的自视优越和

母性占有欲，淑贞之自我压抑以及对刻板化形

象的接受和内化。
《相片》预见并证实了萨义德在《东方主

义》中的著名论断：

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

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时……其结果通常是区分的极端化———
东 方 人 变 得 更 东 方 化 ， 西 方 人 更 西 方

化———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

之间的相互接触。简言之，从一开始直至

现今，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与外国打交道的

思维形式，典型地显示了将任何知识都建

立在这种僵化区分之上所产生的这一令

人遗憾的趋势：将思维分别塞进一个西方

或东方隔室。（1979：45- 46）

自萨义德对那种区分东方民族和西方民

族的倾向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已有过许

多关于殖民主义传统的研究，包括萨义德本人

的《文化和帝国主义》（1993 年）。与笔者对《相

片》的解读尤其相关的理论包括以下理论家的

著作：郑永生（Vincent j. Cheng）、赵健秀及《唉

咿！》文集的其他编辑者（Frank Chin et al）、周蕾

（ReyChow）、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多米尼

加·费伦斯（Dominika Ferens）、克里斯蒂娜·克伦

（Christina Klein）、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吉原真理（Mari Yoshihara）等。笔者从这些学者

处获得启发，将之运用于梳理《相片》叙事的多

股线索，却惊讶于这些学者的见解已然深植于

《相片》的文本之中，惊讶于这位中国作家，就

像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所注

意到的黑人女性作家一样，“以叙事形式进行

理论建构”（1987：52）。
在《拥抱东方：白人妇女和美国东方主义》

一书中，吉原真理指出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东方主义最为盛行的表现就是将

强大的西方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联系，处于从

属地位的东方则与被动的女性气质以及“前现

代的简单、自然、传统”相联系：

在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许

多美国人都急于维护和保持那些被认为

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的思想和价值观，例

如纯洁和真诚。当美国人在亚洲艺术和文

物中发现这些品质时，他们认为，生产、使
用和陈列富于亚洲风格的商品将能代表和

提升其道德和文化水准。（Mari Yoshihara
2003：4，23）

吉原指出，这种消费与展示，加强了白人

中产阶级的妇女在维多利亚家庭生活中的位

置，“却掩盖了其内在的性别与种族意识形态”
（26）。施女士尽管长期侨居中国，但每当回到

她认为文雅不足的美国，总会产生对过去传统

的怀旧之情。她每隔七年回一次位于新英格兰

的家乡，但对她而言，这家乡已不复有家的感

觉。她对粗鲁的美国青年感到恼火：“对于他们

……的长辈，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和体恤。他

们只是敷衍，只是忽略，甚至于嘲笑，厌恶。这

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

在那里有一座古城……而使这一切都生动，都

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的，是在这房子里

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幽娴贞静的淑贞。”（冰

心 2006：393）①在整个故事中，时时可见施女士

及其他美国人将中国美德等同于静默：“这样

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

的。她是幽静的。”（396）
施女士将美国和中国两极化，特别是将缄

默寡言与东方美德相联系，这一做法断然将其

归入美国东方主义者行列。赵健秀及《唉咿！》文

集的其他编辑者认为，西方将亚洲美德与沉默

联系起来，应归因于“种族主义之爱”。虽然《唉

咿！》文集的编辑者们指的是强加于亚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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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板印象，但他们的意见也同样适用于美国

对中国的看法：

衡量白人种族主义成功的标准之一

是，那一（少数）种族的沉默以及保持或加

强这种沉默所必需的白色力量……刻板印

象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而运作，规定着大众

社会的看法和期待。它规定社会只接受符

合刻板印象范围之内的既定少数族裔。而

相关少数族裔则被规定，作为回应，必须成

为这一刻板形象，照其样子生活，谈论之，

拥抱之，以其标准衡量群体和个人的价值，

并相信之。刻板印象成功运作的结果是，该

种族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创造性的、文化的

力量而被中立化……现已成为白人至上主

义的守护者，依赖于它，感激于它……鉴于

少数民族惧怕白色文化之敌意以及白色文

化威胁到该少数民族的生存，他们接受尚

可接受的刻板印象就成为一种生存的权宜

策略。（Chin et al. 1974: xxvii）

依《唉咿！》文集的编辑者之言，欧裔美国人

赞美安静沉默、顺从白色权威的亚洲人，以贬

低其他少数族裔，特别是敢于挑战白人至上主

义和种族歧视的非裔美国人。同时，维持种族

等级制度需要一种族裔合作，这也是阿里夫·
德里克的观点：他指出，东方主义要求“［亚裔］

的 共 谋 以 赋 予 其 貌 似 有 理 的 特 质”（1997：

108）。施女士可能并非自觉地将刻板形象强加

于淑贞，也可能是淑贞在自觉地按照刻板形象

生活，但施女士反复赞美淑贞沉静之美德，实

在具有刻板形象之意味。
这种收养的动态关系之所以有害，不仅

体现在施女士将淑贞的寡言少语与中国的神

秘相等同，而且体现在她对淑贞的人格物化

（objectification），不断地把她比作异域的奇葩：

“淑贞，一朵柳花似的，飘坠进她情感

的园地里，是在一年的夏天。……这个瘦

小的、苍白的、柳花似的小女儿，在第一次

相见里，衬着这清绝惨绝的环境和心境，

便引起了施女士的无限的爱怜。”（2006：

394，395- 396）

正如吉原真理所指出的，20 世纪初美国的

东亚商品目录里收集了“很多照片和插图，内

容不仅有出售的物品，如象牙雕刻、刺绣、瓷器

……还有风景、人物，以及各种‘东方’意象”
（31）。在施女士的思想中，淑贞也同样与中国

的风景和文物融为一体。因此，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人生就 如春日 的“一 池 死 水 般”（冰 心

2006: 394）的白种女人，是在一个圣诞前夕收

养淑贞的：

炉火的微光里，淑贞默然地坐在施女

士的椅旁，怯生的苍白的脸，没有一点倦

容，两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脸上，

更显得大的神秘而凄凉。施女士轻轻的握

着淑贞的不退缩也无热力的小手……从

微晕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时候，她觉得

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

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

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来

的神秘的静默。（396）

这段话俨然是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
施女士不是将淑贞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

女孩来接纳，而是当作一份异国情调的圣诞礼

物———一个神秘的富于中国艺术风格的“包

裹”，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化身。淑贞可以说是她

审美化的东方主义的重要部分。在此，作家冰

心着力刻画了施女士对传统中国的迷恋：每当

淑贞进入她的脑海，总是与“夏天的柳花”、“平

流的小溪”等富有诗意的比喻相联系，这与淑

贞日常真实朴素的表现，淑贞与天锡的对话形

成巨大的反差。
由于淑贞符合其理想中的中国娃娃形象，

施女士并不特别关心女儿的情感幸福，尽管她

完全清楚这个年轻女孩在身体、言语及情绪上

的抑制：

十年以来，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

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

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

息。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苍白，

不见她痛哭，更没有狂欢。她总是羞愁地微

笑着，轻微地问答着，悄蹑地行动着。（396）

冰心是亚裔美国作家吗？ 7



对淑贞的这一描写使人联想到一幅静止

的中国人物画，而不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考虑

到淑贞一直在施女士身边，其静默可能缘于感

觉到养母毫不放松的监视。而施女士则从女孩

的悄然寂静中获得极大的慰藉。她对淑贞的关

照，得到女孩加倍的报答。淑贞成为她的勤谨的

婢女———缄口随侍，无微不至照料养母所需：

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

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

论哪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

笑的脸，从书上抬了起来。“这是天使的慰

安！”施女士总想表示她热烈的爱感，而看

着那苍白羞怯的脸，一种惭愧的心情，把

要说的热烈的话，又压了回去。（396- 397）

施女士将淑贞日夜不离的守候看作理所

应当。她似乎感到只要这年轻姑娘做她的守护

天使，为其“服务”，她就心满意足了。她未曾试

图找出淑贞愁苦的原因，也不愿深入其内心深

处去理解其忧郁。这个年轻女孩后来对天锡倾

诉：“从我父亲死去后，我总觉得没有人能在静

默中了解我”（403）。
在此，并非养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感情纽

带，而是连接两人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两个

畸零之人的相依为命：

清明时节，施女士也带她去拜扫王先

生和王太太的坟，放上花朵，两个人都落

了泪。归途中施女士紧紧地握着淑贞的

手，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一

腔热柔的母爱之情，不知不觉地都倾泻在

淑贞身上。从此旅行也不常去，朋友的交

往也淡了好些，对于古董的收集也不热心

了。只要淑贞一朵柳花，一片云影似地追

随着自己，施女士心里便有万分的慰安和

满足。（397）

施女士对这女孩的喜爱至少部分原因是

她们有着相似的性格，这两人有着许多共同的

品质：温柔、沉默、内向、失意、腼腆。这位白人

妇女身上也表现出此类属性这一事实表明，这

些特质并非是中国人专有的，并非东方女性气

质之本质。施女士之母爱，尽管在上述引文中

显而易见，但却被其占有欲和不经意的剥削削

弱了。邱艳萍和李柏青在评论《相片》的文章中

嘲讽地指出，施女士收养淑贞后不久就不再养

狗或收集古董，好像“淑贞仅仅是供她排解寂

寞的‘小狗’和‘古董’”（27）。虽然邱李二人未

将施女士对淑贞的物化与东方主义相联系，但

他们将施女士的母爱定性为“变态”与“独霸”。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这位美国母亲害怕淑

贞的婚姻会使其失去女儿：

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这是

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而不知怎样，

对于这幻象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一

种孤寂之感，冷然地四面袭来，施女士抚

着额前的白发，起了寒战，连忙用凄然的

牵强的微笑，将这不祥的思想挥去。……偶

然也有中国的老太太们提到淑贞应该有婆

家了，或是有男生们直接地向施女士表示

对于淑贞的爱慕，而施女士总是骄傲地微

笑着，婉转地辞绝了去。（2006:397）

很少有母亲会将女儿的婚姻前景看作“不

祥的”。但施女士关心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

姻将导致其被撇下一人独处的后果。她希望淑

贞永远留在她身边，其自私与母爱相去甚远，

但与她对淑贞的物化则完全相吻合：淑贞是她

的宠物、古董、婢女。
这两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在淑贞陪施女

士回到新英格兰家乡之后尤为明显。在那里，

这位白人母亲偶尔“在教堂的集会里，演讲中

国的事情”，而中国女儿“总是跟了去，……问

着中国的种种问题，……只腼腆含糊地答应两

句”，“她的幽静的态度，引起许多人的爱怜。因

此就有老太太有时也来找淑贞谈谈话，送她些

日用琐碎的东西。”（398）此处，施女士显然被

当作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而淑贞则扮演着安

静顺从的东方女孩。在此，施女士符合德里克

所称的“中国化的西方人”（Sinified Westerner）
形象，其“东方化”是其代表东方讲话的资格；而

另一方面，淑贞是“自我东方化”的象征（Dirlik:
1997:110,111）。老太太们施舍般的态度，以及

施女士对待养女的“监护”行为，令人想起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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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丽·福特（Stacilee Ford）的“母性例外论”———
指美国妇女在亚洲“利用其国家和性别身份，

尤其是身为母亲或养育者的‘女性’身份，要求

享有一定的权威”。
美国传教士对待中国的居高临下态度，小

说中的天锡对此予以明确指出，并表达对白人

有居心的慈善赞助的不满：

我自己也是个教会学校的产品，可是

我从小跟着祖父还读过许多旧书，很喜爱

关于美术的学问。去年教会里送我父亲到

这里入神学，也给我相当的津贴，叫我也

在神学里听讲。我自己却想学些美术的功

课。因着条件的限制，我只能课外自己去

求友，去看书。———他们当然想叫我也做

牧师，我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

活！（2006:401）

教会对待天锡与施女士塑造淑贞的方式

如出一辙。这两个年轻人领取了白人的慈善施

予，同时就被缚上了无形的链条。天锡得到教

会津贴研习神学，代价是必须放弃艺术追求。
作为对教会经济资助的回报，他必须成为牧

师，服务教会。同样，淑贞必须偿还养母之恩，

代价是放弃独立、个人的成长，以及对幸福的

追求。
天锡谴责美国传教士的人种论凝视，质疑

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性，想当然地认为一

下子就可以将中国加以概括归纳———特别是

通过他这个“内部观察者”———通过天锡这一

形象，冰心预言了萨义德对惯于简化的殖民主

义认识论及随之产生的等级观念的批判：

更使我不自在的，有些人总以为基督

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在神学

里承他们称我为“模范中国青年”，我真是

受宠若惊。有些自华返国的教育家，在各

处作兴学募捐的演讲之后，常常叫我到

台上去，介绍我给会众，似乎说，“这是我

们教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你看！”这不是

像耍猴的艺人，介绍他们训练过的猴子给

观众一样么？我敢说，倘若我有一丝一毫

的可取的地方，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

的！（402）

天锡对教育集会上教育家们之言行的严

厉批评，不仅预言了萨义德的后殖民论说，几

十年后，还得到了《唉咿！》文集的编辑者及其他

亚美研究学者的呼应：《唉咿！》文集的编辑者们

关注“种族主义之爱”，费伦斯质疑白人的凝

视，多位亚裔美国学者，比如维克多·巴斯克萨

（Victor Bascara）、刘大伟、骆里山等均质疑白人

社会对“亚裔美国模范少数民族”的建构。
“种族主义之爱”和“种族主义之恨”，指白

人社会褒扬接受白色文化为优越文化的少数

民族，贬斥挑战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此一致，在

20 世纪之交，美国传教士称赞那些接受基督教

的中国人而谴责那些坚持崇拜祖先者为异教

徒。正如天锡所观察到的，即使是华人基督徒

也不能免受白色文化的凝视，被当作传教的战

利品而供展览。他气愤于这种偷窥癖般地将人

物化及赞助的方式。他对为即将到华布道的传

教士举行的欢送会的描述，进一步揭示了美国

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贬低：“行者起立致词，凄恻

激昂，送者也表示着万分的钦服与怜悯，似乎

这些行者都是谪逐放流，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

似的！”（402）。
将中国与瘴疠蛮荒联系起来，这种负面联

想似乎与施女士的观点截然相反。相比于喧闹

的美国青年，施女士更喜欢恭敬有礼的中国青

年，从而对淑贞严格管教，将之培养成纯粹的

“中国人”：

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

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淑贞并不曾沾

上半点西方的气息。洋服永远没有上过

身，是不必说的了，除了在不懂汉语的朋

友面前，施女士对淑贞也不曾说过半句英

语。偶然也有中学里的男生，到家里来赴

茶会，淑贞只依旧腼腆地默默坐在施女士

身边，不加入他们的游戏和谈笑，偶然起

来传递着糖果，也只低眉垂目的，轻声细

气的。（397）

当美国传教士诽谤中国成为惯例，施女士

的亲华态度在人们看来或许是一个例外，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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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许。但是，为确保淑贞符合其既有的中国典

范之概念，施女士之自私，其建构刻板形象之

罪咎，相比其同胞并无二致。其倾注于淑贞身

上的种族主义之爱，与公然诽谤中国文化的传

教士之种族仇恨只不过互为表里。此外，淑贞

的中国性不是在与其他中国人的交往中养成

的，而是在幽禁于施女士身边时被塑造的，是

被施女士的臆想———“这青年人的欢乐的 集

会，对于淑贞却只是拘束，只是不安”（397）
———规约而成的。在新英格兰，一旦离开施女

士警戒的注视，淑贞则乐于领略年轻人特别是

天锡的陪伴，由此，我们必须将其所谓的偏好

独处理解为她对养母意愿的迁就，是养母对其

中国式培养的一部分。
在《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克里斯

蒂娜·克伦（Christina Klein）区别了二战之前与

之后欧洲关于亚洲的叙述：二战之前亚洲人被

描述为低人一等的种族，而二战之后的美国高

扬“种族包容”，为支持战后扩张的官方意识形

态服务。她继而论述道：“通过建立情感上的连

结以弥合差异……情感就成为实施权力的工

具”（2003：x- xi,xiv- xv）。虽然《相片》出版于二

战以前，但却涉及到了克伦所论述的两种形式

的东方主义———要么把亚洲人看得低人一等，

要么对亚洲人表达白人的同情。尤其具有相关

性的，是其对跨种族收养“双刃剑”作用的论述。
从赛珍珠 1949 年所发起的“欢迎之家”

（Welcome House）（为美国出生的亚裔或有亚裔

血统的孩子寻找家庭的收养机构） 引开去，克

伦把跨种族收养与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联系

起来：

战后中产阶级文化中占显著地位的

白人母亲……具有非常复杂的谱系……
非白色孩子的白人父母形象长期以来成

了一种比喻，象征着貌似自然的等级与控

制关系。把种族他者和边缘社会族群幼儿

化，是使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标准修辞手

段。（2003：175）

从其不经意中对淑贞的掌控，施女士似乎

成了战后中产阶级白人母亲形象的先驱者。施

女士的占有欲，从她在中国期间摒弃任何有关

淑贞的婚姻的想法或建议之时已见端倪，在故

事结尾当她看到天锡为淑贞拍摄的相片时则

表露无遗：

施女士忽然地呆住了！

背影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

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

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

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

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

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

绝未见过的！

一阵轻微的战栗，施女士心里突然涌

起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不是惊讶，不

是忿急，不是悲哀……她紧紧地捏住这一

张相片———（2006:405）

毫无疑问，淑贞对天锡萌发了爱情，这对

施女士无疑是一大打击。对施女士而言，这张

照片让她第一次看到淑贞的情感、活力和女性

的魅力。由于她一心要将淑贞培养成娴静端庄

的中国女子，这种变化让她十分震惊。
另一方面，在淑贞与天锡初次见面单独相

处时，读者已经看到这女孩开始焕发出生气。
在听了天锡对美国传教士的批评后，淑贞“觉

得椅前站着一个高大的晕影，这影儿大到笼罩

着自己的灵魂，透不出气息。看着双颊烧红，目

光如炬的太兴奋了的天锡，自己眼里忽然流转

着清泪”（402）。这眼泪意味着，天锡慷慨激昂

的演说引起淑贞深切的共鸣，也许这是她第一

次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养母所建构和规定。不

同于施女士将淑贞看作中国古代艺术的化身，

天锡从淑贞身上感受到的是中国的新鲜气息，

“似乎觉得有一尊‘中国’活跃的供养在我的面

前”（403）。无论天锡对淑贞的感觉是否比施女

士准确，两者的差异表明，施女士形成养女怯

懦冷淡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母性的幻

想，这一印象或许还被淑贞不得不扮演讨好养

母的角色强化。
看到这张标志着养女成长为充满活力、感

性的年轻女性的相片，施女士非但没有感到欣

慰和高兴，反而觉得受到严重的打击。她无法

形容的困惑可以被诊断为“东方主义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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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这是海外华人学者周蕾造的 一个术

语，指的是那些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比不上自己

心中理想的古代诗人的白人汉学家：“但这种

对他者不忠诚的道德说教和控诉遮蔽了更加

根深蒂固的焦虑……那个为汉学家们所洞察

的中国的过去正在消失，而他们自己正是被抛

弃的主体……“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历

史关系被颠倒过来”（Chow 1993:4）。施女士也

经历了同样的失落：原以为自己如此“了解”的
中国女孩，如今却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一

时使她迷失了方向。
小说以“相片”作为标题，不由得令人想起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的观点：“摄影业最

辉煌的成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将整个世

界———作为一本图像集纳入头脑中……所谓

摄影，就是占用拍摄对象，亦即将自己置于与

世界的一定关系中，使自己觉得拥有知识等，

从而也拥有了权力……它将人变成可以象征

性地拥有的物品。”（1973: 3- 4，14）按照桑塔格

的说法，摄影，作为一种体现摄影者之掠夺性

视觉的艺术———似乎可以作为殖民者与被殖

民者之间关系的绝佳比喻。冰心的标题同样提

请读者注意“视角”的特别方式，不过其内涵已

作了有意扭转。虽然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

但对各个人物的描述，大都是以施女士的有限

视角为中介，经过其东方主义视镜的过滤。不

过，作者安排天锡为故事中的摄影者，其用意

在于帮助读者发现，施女士对中国人物特别是

淑贞的描述，其视角是扭曲的、倾斜的。如果说

摄影如桑塔格所称的往往被用来为殖民主义

服务，那么冰心则以其作品表明，可以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殖民者之工具来解构其

掠夺性视角；通过天锡的照片，削弱了东方主

义者对“木讷的中国女子”的建构。
天锡为淑贞拍摄的相片使施女士大为震

惊，因为在其视觉中淑贞已经定格为一幅“静

物”画，而相片中的淑贞却充满了朝气，这两者

是如此之不同，使她大受打击，她甚至觉得遭

到背叛，被欺骗了：她自己花费多少苦心建构、
维护淑贞的东方形象，到头来却只是一种虚

饰。她对充满了朝气的淑贞的照片的反应，逆

转了桑塔格的另一个假设：“所有的照片都是

纪念物，所谓摄影，就是对人或物的入侵，侵入

其有限、脆弱、变化……联系或声称拥有另一

种现实”（1973：15）。而施女士远不能入侵另一

个人的变化；反之，看到淑贞身上洋溢着青春

气息，施女士不禁想起自己逐渐褪色的容颜：

“猛抬头看见对面梳妆台上镜中的自己，蓬乱

的头发，披着的一件绒衫，脸色苍白，眼里似乎

布着红丝，眼角聚起了皱纹……”（冰心 2006:
405- 406）。而“苍白”这个形容词是她先前用来

描述淑贞的。在此，“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
（呼应周蕾的说法）、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颠倒

过来。
最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触发了她对一直以

来最为害怕的事情的担心：淑贞的婚事。虽然

她没有明确将其惊恐归因于淑贞的婚姻前景，

但她看到照片时的反应，使人想起之前每想到

淑贞的婚事就给她造成的心理困扰：“有时也

想倘若淑贞嫁了呢？……施女士……起了寒

战，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将这不祥的思

想挥去”（397）。在这两处，施女士都恐惧得“寒

战 / 战栗”起来。这张照片无疑使施女士脑海中

浮现这一情景：淑贞嫁给了天锡，她就要失去

淑贞了。她再也无法继续否认是她每每挥去有

关淑贞婚事的念头。她紧紧地捏住这张相片，

既反映其对将同时失去对这名中国姑娘的思

想和身体的控制而感到恐惧，也揭示，在占有

欲驱使下，她决心要将养女牢牢掌握在手里。
这张相片是在施女士缺席的一次外出活

动中拍摄的。由于生病，她不能参加年轻人的

郊游：“原想叫淑贞也不去，在家里陪着自己，

又怕打断了大家的兴头，猜想淑贞也是不肯去

的，在人前谦让了一句”（405）。施女士内心所

想暴露了她对养女的操控，也显示其对养女的

了解很有限。不料，淑贞竟然“欣然地答应随着

大家走了”（405）。淑贞欣然弃施女士而去，不

禁令人想 起 左 拉·尼 尔·赫 斯 顿 （Zora Neale
Hurston） 的故事《记住你是个黑鬼》（“Member
Youse a Nigger”），故事中白种主人以为其忠实

奴隶约翰在奴隶解放后仍然会留在这一“充满

爱意”的家庭，不料约翰更乐意离开：“奥莱·马

萨一直呼唤着他，声音很可怜，但约翰脚不停

步，朝着加拿大走去”（1935：90）。淑贞或许对

施女士心怀感激，但她也希望从白人主妇的禁

锢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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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淑贞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

幼鸟。其所谓的拘谨内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施

女士的约束，而不是其固有的中国性格。淑贞

由内向转为外向可归因于天锡的影响，也可归

因于他们所接触的美国环境。不同于施女士，

天锡鼓励淑贞融入美国青年群体，让淑贞对在

美国上大学有了兴趣。尽管施女士也曾有这一

想法，但她看到相片后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孩

子，我想回到中国去”（冰心 2006:406）。
正当淑贞开始显示活力，坠入爱河，追求

自己的生活之时，施女士却决定将她带回中

国，这显然是不理智的。然而这恰恰是施之意

图，欲将青春与爱情之花扼杀在萌芽状态。毫

无疑问，她认为，将淑贞带回中国后，没有天锡

在场，这女孩将回归她所希望的角色：安静，顺

从，永远守在她身边尽忠尽孝。尽管她好意收

养淑贞，却以殖民主义者的眼光将淑贞看作

“他者”，看作她这个白人女子的附属物，应该

以终身的服务来报答她。对于施女士的决定，

淑贞的反应尚不可知，她或许会反对养母，选

择留在美国；或许天锡会与她一起回到中国，

把浪漫的爱情置于忠孝之上。由于小说发表于

西方影响日盛的历史时代，旧的行为规范正面

临挑战，这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丰富

的想象空间。
该短篇小说的发表比赛义德的《东方学》

以及《唉咿!》早了几十年，但其中已经包含了这

些理论主张的核心概念。虽然更为常见的是学

者将现有理论运用于文学中，但我的分析表

明，从小说作品中产生理论同样是贴切的、有
益的。冰心早在二战前就揭露了施女士隐匿于

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对淑贞的爱怜这一“温情

脉脉”面纱之下的殖民心态，并通过天锡之口，

明确道出白人传教士之东方主义人种学者的

凝视，显现出她比其时代更具见识。正如多米

尼加·费伦斯（Dominika Ferens）所指出的，“定

义亚洲”，在 19 世纪“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及

普通旅行者之职责”（19）。《相片》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早期文学个案，揭示新英格兰的传教士

如何积累此类人种学知识，施女士如何按照此

类对东方的刻板化理念来培养淑贞。天锡建议

淑贞多与美国人交往，以此来了解另一文化，

这似乎是了解“他者”的更为可行的方式。虽然

天锡也对西方加以归纳 （“我总是佩服西方人

的活泼与勇敢，……，我很少看见美国青年有

像我们这般忧郁多感的。”［冰心 2006:403］），

但其见解是从实际交往而不是基于人种学研

究得来的。小说中的施女士尽管在中国呆了数

十年，但选择了崇尚以古代艺术形式存在的中

国文化，却把自己和养女与现实中活生生的中

国人隔离开来。
该短篇小说犀利地批判那种简单下结论

的认知方式，并预示了赛义德的精辟见解，即

“将西方与东方分隔之界线……与其说是自然

使然，远不如说它是人为制造的更符合事实”
（1986 年，转引自 Dirlik 1997：106）。小说中，施

女士与淑贞同样具有内向性格；她视淑贞为旧

中国之体现而天锡则视其为新的中国之化身；

施女士与其传教士同胞就中国是文明的摇篮

抑或是野蛮人的温床产生分歧；天锡所形成的

美国人热情开朗的印象完全不适用于施女士

身上，这种种矛盾的事实都表明，人们需要超

越二元对立的主体间的知识。
这一叙事同时也模糊了中国与美国华裔

写作之界线。在说明东方主义的三个方面———
施女士的种族主义之爱、美国传教士的种族主

义之恨以及淑贞无意中扮演的“模范少数族

裔”的刻板印象———小说所捕捉的许多重要主

题，正是后来《唉咿！》的编者所阐述的。此外，小

说描写在华白人妇女及在美华人青年的疏离

感时，揭示了跨国移徙及文化适应之艰辛复杂

的过程。施女士在中国和美国的双重流亡感与许

多早期亚洲移民，包括康永山（Younghill Kang）
的《东方走向西方》（East goes West, 1937）中的

主角、桑托斯（Bienvenido Santos）的《苹果之香》
（Scent of Apples,1955） 中的农民以及拉赫瑞

（Jhump Lahiri） 的《同 名 者》（The Namesake,
2003）中的父母等的移民经验产生共鸣。同样，

淑贞和天锡在新英格兰感受到的疏离感，与水

仙花（伊迪丝·伊顿）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

拾 零》（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1909） 中所描述的经验非常相似；但

《相片》与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乒与乓》（Pat and
Pan，1912） 却形成鲜明对比：在 Pat and Pan
中，收养母亲与其所收养的孩子的种族身份正

好换位，而作者通过跨种族收养“批判了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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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同化进程”（Callahan 2011:158）。同时，淑

贞与天锡所遭遇的“人格物化”（objectification）
也使人想 起夫野渡 名 （温 尼 弗 雷 德·伊 顿）

（Onoto Watanna/Winnifred Eaton）的《樱次郎与

三 头 少 女 之 恋 爱 故 事》（The Loves of Saku ra
Jiro and the Three Headed Maid，1903） 中的樱

次郎（Sakura Jiro），该故事讲述了一个日本移

民如何在新大陆以表演惹人注目的畸形人节

目来勉强维生。
而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的传记

小说《木鱼歌》（Wooden Fish Songs,1995）与《照

片》尤其具有可比性。《木鱼歌》描绘了范妮（一

个白人妇女）对其收养的中国儿子刘锦浓（Lue
Gim Long，1858- 1925） 占有性的爱。施女士与

范妮这位“白人妈妈”具有很多共性。范妮认为

刘锦浓是她的“创造”，把他既当农务黑奴又当

家务黑奴使唤，要他照料果园，服侍于她的病

榻前；施女士试图按照自己既有的东方主义形

象来塑造淑贞，并希望得到对方无条件的感

恩。唯一不同的是，范妮把刘锦浓基督徒的行

为举止归功于自己的影响，而施女士则把淑贞

的沉静归因于东方女性气质。
考虑到《相片》与亚裔美国文学文本的诸多

共性，我建议将其与蒋彝（Chiang Yee）、林语堂

（Lin Yutang）、容闳（Yung Wing）和伍廷芳（Wu
TingFang）等人的作品一起归为早期美国华裔写

作。与上述作家一样，冰心曾在美国度过相当一

段时间而且在其作品中 （至少在此短篇小说中）

书写美国亚裔的经验，符合张敬珏（King- Kok
Cheung）与斯丹·尤根（Stan Yogi）在《亚裔美国

文学：注释书目》中对亚裔美国作家的宽泛定义

（1988：v- vi.）。我们论及的许多二战前华人作家

都聚焦在美华人的美国经验，唯独冰心关注一

名欧裔美国女性在中国的相应经验。
该故事与亚裔美国文学亲缘关系在批判

美国东方主义和中国父权家长制方面表现尤

其明显。中国亚美文学研究先驱学者及北京亚

美文学研究中心创始人吴冰（恰巧也是冰心的

女儿），曾有一篇论文题为《从华裔美国文学中

了解美国、中国、及华裔之美国》（2008a）。通过

描写新英格兰的基督教会、二战前中国的生活

以及在美国华人青年的经验，《相片》有助于人

们了解吴冰所讲的三个方面。吴冰认为亚裔美

国文学是中国读者的“反思文学”，质疑“滴水

之恩，当以泉涌相报”的报恩思想———这个故

事也符合这一说法，因为它促使人们思考中国

传统价值观之局限与长处。不同于邱、李二人

将淑贞视为中国文化的两个积极面之化身，即

旧 中 国 的 传 统 美 德 和 新 生 中 国 的 进 步 力 量

（2000：22），我认为，作者希望我们以批判的眼

光审视传统所灌输的缄默寡言、恭顺尽孝之观

念及报恩思想。
这些价值观，经施女士的西方眼光陌生化

之后，更具令人不安的意味，使作者得以同时

批评美国东方主义和旧时中国女性典范。施女

士不断强调沉默这一“东方”美德以及相信回

中国后淑贞将继续对她尽忠尽孝，这并不仅仅

是暴露其刻板眼光。因为除了怕淑贞出嫁而失

去养女的恐惧，施女士的其它家庭观念———或

许也对青年人的成长有害———与传统的中国

父母相比并无多大的差异。在遇到天锡前，淑

贞遵从的不仅是白人养母，也是中国父权制对

女性的规定。在新英格兰，当施女士在教堂集

会上介绍中国，淑贞静静地坐在一旁，允许这

个美国母亲作为中国文化之唯一权威，这无异

于与文化霸权共谋。尽管天锡也不愿在美国听

众面前介绍中国，但这是出于他合理的推论，

即任何关于这个泱泱大国的论断都不可避免

地流于简单武断。天锡与施女士不同的另一方

面是，他眼中的“新中国”之形象———活泼、热

情、外向———正如其为淑贞拍摄的相片所捕捉

到的，为女性特质提供了另一定义，这种女性

特性定然比施女士所喜爱的中国画中那种腼

腆、纤弱的人物形象更具活力。
就当下广泛存在的跨国收养来看，对传统

价值的归属、保护与重新刻写还有着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克伦认为，冷战时期对亚洲孤儿的

跨种族收养并不是个人的私人行为，而是伴随

着政治后果的文化议题。《照片》中的跨种族收

养，可以被解读为克伦所述的冷战时期收养模

式的先例，为一直争议不休的对跨种族被收养

者文化培养途径的长期可行性作出了令人警

醒的贡献———尤其是针对那些被欧美裔父母

收养中国女孩的个案。被收养子女是否应按照

中国传统价值观或根据养父母的习俗和信仰

来抚养？这显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正如郑永

冰心是亚裔美国作家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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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指出的，围绕跨种族和跨国家收养所产生

的问题，是“对西方在文化身份和真实性问题

上所持文化态度的重要思考。”（64）对于为白

人养父母所广泛接受，旨在帮助在美的中国被

收养人了解其祖先文化的“遗产事业”，郑提出

了自己的疑虑：

这种选择不可能是基于实实在在的

生活经验，而是基于文化刻板印象……其

结果是经常（且无意识地）造成东方主义

以及对某一被异国情调化的他者性的拜

物心理，对被异国情调化但已逝去的过去

的缅怀，或是陷入雷纳多·罗萨尔多所说

的“帝国主义之怀旧情绪”……当不涉及

种族差异时，也就是说当被领养者是白种

婴儿时，我们不会担心同样的原真性问题

（2004：79- 80）。

基于种族差异和个人喜好，施女士有意识

避免淑贞受其西方文化传统影响，她故意不与

淑贞说英语，不教她美国文化，但这种作法剥

夺了其养女宝贵的双语及双文化经验。强调通

过跨文化交流来拓展自我之重要性的，反而是

天锡———这位西方传教士最激烈的 批评者：

“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国外光阴，来游历，来读

书，”他告诉淑贞，“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

与勇敢，……您也应该加入他们的团体，来活

泼您的天机。”（冰心 2006:403）
施女士对其养女怀旧式的、文化主义的建

构，如前所述，被天锡对淑贞的印象削弱，天锡

认为充满朝气的淑贞体现着“新的中国”的形

象 ， 这 形 象 作 为 捣 毁 偶 像 的“五 四”运 动

（1919～1926）及其后的中国性体现，其真实性

决不亚于施女士的怀旧式中国印象。这一时

期，中国质疑儒家文化思想，西方观念的优势

地位得以确立。早在跨国收养事例激增之前，

这一反映跨国接触的早期文学故事已经告诫

人们，将被收养人本质主义化以及将他们作为

文化战利品看待存在着危险。
最后，这个故事令笔者想到人们对冰心带

性别倾向的接受。虽然冰心被认为是“五四”白
话文运动的先锋之一而备受尊敬，其作品被收

进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中小学教材，但她主要是

作为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作家而知名的。从某种

方面讲，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作者显然将创

作精力的大部分投入为年轻读者写作———其

著名书信集即是以《致小读者》为书名。但是，

我认为，其身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进一步使其被

归类为主要关注“家庭事务”而不是国家和跨

国问题的作家。在一篇谈论她所喜爱的作家巴

金的杂文中，冰心曾为了获得“更多的稿费”而
采用“男士”作为笔名（2005：400）。在这一点上，

她的情形与其同时代的赛珍珠（1892～1973）类

似：赛珍珠的许多后期小说都用男性笔名约

翰·西吉斯（John Sedges）发表，因为尽管她作

为“‘大众欢迎的中国专家’，而享有‘很高的声

誉’……其作品却一直被看作‘女人的文学’，
……不同于伟大的男性作家的作品”（Yoshihara
2003,168）。与冰心同时代的“伟大的男性作家”
是巴金、鲁迅、茅盾、老舍等，他们以其对封建

中国的政治洞见和批判而引人瞩目，而冰心的

名声则主要建立在其格调清新的散文、细腻微

妙的心理描写以及爱情哲学上面。
然而，冰心或许是第一个在短篇小说中以

一名美国妇女的故事来扭转东方主义之凝视的

中 国 作 家。历 史 学 家 大 卫·罗 迪 格（David
Roediger）指出，“白人作家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

是对有色人种之生活、价值观和能力最为领先

的、最冷静的观察者，而有色人种作家，尤其是

非洲裔作家，被认为其所提供的有关少数族裔

的生活和经验的见解往往十分主观”（Roediger
1998:4）。有鉴于此———将其拓展到太平洋区域

的语境中，冰心挑战白色权威的这一尝试无疑

极具突破性。除了施女士不在场时天锡与淑贞

谈话这一部分外，《相片》是从一个对其东方主

义倾向浑然不觉的白人妇女的视角叙述的。正

如以“相片”为题名颠倒了桑塔格所说的殖民主

义关系，其叙事同样打乱了既定的东方主义等级

秩序。在施女士将养女视为人种学考察对象加

以观察的同时，其本人也受到作家冰心的凝视。
但冰心对施女士的刻画要比施对淑贞的

观察远为细致。施女士心理之复杂性类似于弗

兰克·卡普拉导演的《严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1933） 中的白人女主角梅

根·戴维斯（Megan Davis），这个女人觉得严将

军具有的某种气质既吸引又拒斥着她，使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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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严将军和把他转化为基督徒”之间犹豫、
踌躇（Palumbo- Liu 1999:59）。施女士对中国的

态度同样是纠结的：她决定留在中国反映了她

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融入陌生文化的意

愿，但她将淑贞当作中国娃娃永久留在身边做

侍女的企图暴露了她“东方主义的忧郁症”和
“帝国主义的怀旧病”。

不同于种族中心主义的作家，冰心在故事

叙述中保持了一种细腻的交叉与平衡：在政治

层面上，她同情淑贞，反对以施女士和新英格

兰传教士为代表的美国东方主义；而在心理层

面上，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小说更主张美国

个人主义和自我发展，而不是家庭和民族的认

同。在心理层面上，中国对施女士的吸引力不

亚于淑贞对美国的迷恋，作者似乎站在施女士

一边。虽然我聚焦于跨种族政治，强调作家预

示东方主义的先见，但作品对施女士细致入微

的刻画———对一个选择单身、在异国他乡度过

了大半生的老年妇女绝佳的性格剖析———同

样值得我们的关注、欣赏。借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话，施女士代表了“‘被东方化的’东方

主义者……她自己正处于进入‘东方’的过程

中”（1997：119）。
以后殖民理论和亚美研究的理论视野阅

读这篇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冰心极具

先见和颠覆性的一面。其非凡气魄使她敢于

让一个白人妇女独揽叙事“权威”，其娴熟的

艺术手法表现出跨种族收养之动态性与复杂

性；其文学感性使她得以关注叙事的政治和心

理层面，跨越时空局限，实在令人叹服。在大多

数中国作家将批判火力瞄准中国的封建制，

视西方为拯救民族危亡之思想来源时，冰心却

揭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等级关系，并对帝国

主义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早在 1934年，冰心

就传达出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与 普 遍 性（Universality）之 间 的

差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谨以此文纪念吴冰教授（编者按：吴冰，冰

心之女，2012 年 3 月 30 日去世，享年 7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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