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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性别史·东亚史·博览会的集结展示:

再审“人类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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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03 年日本大阪博览会上发生的“人类馆”事件，在立体检视下呈现出全景意涵: 文明史视域下的文明等级论已被清末

知识界接受，成为其世界观的直接资源; 文明的性别标准将“缠足女”“鸦片男”具象为事关国族文明进程与国家未来图景的焦点，并转

化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与求生竞胜的社会意志; 而在东亚社会日本发生的对中国以往历史与现实的逆转，刺激了清末中国饱满的

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来源的现实基础; 延续并复制了殖民主义特色的大阪博览会人类馆，成为对中国进行融人群体貌、

性别地位、文明进程与国家形象等于一体的集结展示与放大的围观平台，最终催生出清末国人的集体抗议。“小事变事件”的背后，体

现了性别议题与国家民族议题密切相联，折射出 20 世纪初殖民话语对中国性别关系和文明观念的塑造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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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Civilization，Gender History，History of East Asia and an Exhibition at the Expo:

Ｒevisiting the Event of the“Human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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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ent of the“Human Pavilion”during the Osaka Expo 1903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 acceptance as a worldview by the

literati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of the notion that not all races were equal，a rather modern and western notion． Images of women's foot

binding and male opium users became focus in a consideration of gendered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images at the exhibition which then

gave rise to a pressing political task to raise consciousness． The portrait of China at Osaka Expo 1903 helped raise sentiments of national-

ism as the exhibition depicted China negatively in terms of people and land，gendered status，and images of the nation． It ultimately in-

spired protests by Chinese collectively as the exhibition drew a great number of visitors． Such a small event projected different experi-

ences with colonialism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03 年 3 月，日本大阪举办第五回内国劝业博

览会前夕，在被称为“日本人类学鼻祖”的东京帝国

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 ( 1863 －1913 ) 筹 划 的“人 类

馆”，预定以活人展演的方式展演中国人( 包含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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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缠足女性和一名吸食鸦片的男性及其家居服

装) 、朝鲜人、琉球人、台湾生番、越南人等七种人，以

供游客观览。该计划经日本新闻报道后，中国留日

学生认为这是日本将中国人丑化为“野蛮人种”并

玷污中国形象的蓄谋之举而群起抗议; 在与大阪华

商团体、清驻神户领事及驻日公使等联络并与日本

政府交涉后，有关“支那人”的展演项目在开幕前被

下令终止。但开幕后，参展的原福建馆的展品被挪

至台湾馆，且在馆中展演身着华服的缠足女性，再次

引发留日学生的集体抗议; 这些消息传回国内后，北

京、天津、上海等地舆情哗然，同时还引发朝鲜、琉球

的强烈抗议。是为“人类馆”事件①。
学界对于该事件的关注，主要有杨瑞松与杨兴

梅两位学者。杨瑞松通过对中日文献的对比分析，

考证该事件在日方是一个未曾发生过的计划，而在

中方则演化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原因［1］。
杨兴梅认为，缠足成为“野蛮国耻”始于近代反缠足

运动的兴起，国人成为主动以“西方的标准”将缠足

“野蛮化”的“协助者”，成为推动 20 世纪初反缠足

运动深入转变与广泛发展的动力［2］。两位学者的探

讨对该事件的还原有着重要价值，但还存在可待继

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杨兴梅在文中指出，中国读书人

以“西方的标准”改变国人思想，却未能论述何为

“西方的标准”及与反缠足观念的内在逻辑关联。
杨瑞松虽然考证该事件从“无”到“有”的发生机理

及各方的主体作用，但仍未能指出引发国人持续关

注与争论的缠足女、鸦片男究竟因何成为“野蛮”的

象征及其背后的思想机理，并且未能对国人和日本

人类学者将缠足女、鸦片男界定为“野蛮”的内在标

准给出解释。更重要的是，二位学者均未能揭示当

时国人争论不已的“野蛮”“文明”的思想实质以及

与国际博览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未能将这一事件置

于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给予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引发并惊动中国、

日本、朝鲜、琉球等地政府共同介入的外交事件，既

有研究或许能够还原事件原委，但有可能忽略该事

件本身所蕴含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诸多历史细节与思

想实质，尤其是忽略事件背后蕴含的近代以来全球

文明进程中西方对不同地区的认知与划分而造成的

不同反应，以及忽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世界观、文
明观。因此，本文着眼于全球史视角，将该事件置于

西方文明论进入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社会并产生深

刻社会影响的时代、国际互动中，深入探讨该事件中

国人颇为在意的“野蛮”与“文明”从何而来、影响如

何、与性别有着怎样的关联、为何中国对此反应如此

激烈、又与国际博览会有着怎样的关联等问题。
一、“文明史”: 晚清知识界世界观的直接资源

“人类馆”事件经留日学生传回国内后，《大公

报》率先给予追踪报道。《大公报》最早的一篇社论

指出:“日本理学士坪井氏研究人种学者，近日倡议

于会内设‘人类馆’，并陈列野蛮各人种焉，如虾夷、
台湾、高丽、安南之类，而支那亦与其列。吾支那果

自认为野蛮耶? 果听人之列我于野蛮耶? 此举若果

行，吾恐我国人在世界上无复立锥之地也。”［3］文中

充满愤懑与控诉，并表达出对大阪博览会欲将中国

置于“野蛮”的国家和人种地位的抗议，构成了舆论

对“野蛮人种”与“野蛮国家”进行“必争”的焦点。
显然，舆论中认为的“野蛮”并非晚清国人的自我界

定。那么，将晚清中国界定为“野蛮”从何而来? 国

人是否接受? 我们不妨辩证地从近代全球文明史的

视角来考察“野蛮”的另一方———“文明”及其话语

体系———“文明等级论”的来源与标准。
“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一概念最早由 18 世纪法

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用以描述个体或社会群体所处

的一种相对富裕和具有良好道德的生活状态。至

19 世纪下半叶则多包含两种含义: 一是参照并优越

于“野蛮”的生存状态; 二是描述具有某种共同社会

文化的群体或社会，是一种欧洲人表述自身的社会

自信与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4］。伴随欧洲殖民扩张

及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军事征服、贸易掠

夺、文化输出，“文明等级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区

分全球不同地区或人群 ( 种) 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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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处阶段的专门词汇。这种文明等级论将人类社

会发展的阶段与处于不同空间的族群相勾连并做高

低优劣的区分，实质是一种以文明史观或进化史观

安排世界等级秩序的殖民霸权、知识范式与话语体

系，带有早期殖民主义的价值导向与道德判断，并且

与早期人种学有着密切关系［5］。

在西方文明等级论指导下建立的早期人种学以

及在西学东渐的知识谱系中，中华民族是处于人种

进化竞争中的劣势民族。有学者研究指出，近代中

国最早的人类学知识主要以五色人种的知识形态以

及与西方有关的地球概况为主，在道光末年经广州

商人刊刻葡萄牙人的著作译介入华。最初这种有关

人种分类的说法只是依附于地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

划分，但 1892 年《人分五类说》的出版则具有对人种

进行优劣等级区分的意义。该书明显带有西方人种

学“浓厚的种族进化论”的色彩，以优劣等级程度编

排世界各色人种，视白人为最优种族，而包括中国人

在内的黄种人则被安排在弱者、劣等的地位［6］。自

此，在近代人种学的知识范式中，中华民族被置于

“不文明”“劣等”的种属地位。
在文明等级论有关人类社会组形态( 国家) 及其

发展进程的论述中，中国则被划为“半开化国家”。有

学者研究近代西方地理教科书中文明等级论的内

容、模式与风行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编译、变异过程后

指出，19 世纪 20 年代后，伴随西方地理学、政治经

济学等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传播，地理教科书中

将全球不同国家或种群的文明程度按照某种标准进

行了空间性的划分与安排，在西方国家风行了近一

个世纪，使之从一种理论形态转化为一种普世性的

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又伴随殖民扩张而流传至世界

各地，形成被划分为蒙昧、野蛮、半开化、文明、开明

等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全球文明等级与国际秩

序，每个阶段对应相应的社会进程、政治形态、治理

模式、文化习俗及道德水准。其中，西方白人国家处

于文明等级中的文明或开明地位，而中国则处于“半

开化”或部分“野蛮”地位，并在 19 世纪中后期普遍

存在于英美世界的中学地理教科书中，内化为西方

的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状态［7］(PP289－290)。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等级论被传教士引介入

华。传教士是传播近代西方文明论的主要群体之

一，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及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参与

到西方价值体系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建构与实践中。
尤其是 19 世纪 70 年代后，来华传教士在华广泛展

开的系列活动中，将中国界定为“半文明国家”或部

分“野蛮”国家的地位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而文

明等级论及其划分下的中国属于“半开化”国家，也

被国内倾向于改革的知识精英接受。到 19 世纪末，

欧美国家率先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自由资本

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完成对世界的瓜分，并

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同时，西方自然

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也得以建立，确立了欧美

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球霸权地位与

话语体系，并以此来安排国际等级秩序。
到 20 世纪初，“文明论”及“文明等级论”也与

中国自身的国际地位与民族命运紧密关联。清末中

国政治改革时，西方文明中的各组成部分( 如议院、
商业、铁路、学堂、学会、报馆、历法等) 开始整合为欧

美文明标准的整体要件，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以及此

后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广泛而深刻地影

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文化与国人的世界观，并已初

步显示出必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前景和力

量［5］。如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就曾明确记录文明等级

论并承认中国是“半开化国家”［8］。在甲午战争后及

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国家作为“文明”的典范及其所

代表的文明样态已被晚清知识精英广泛接受，他们

也以“文 /野”视角思考中国问题。学习西方文明方

能挽救危局，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膺服与实践的共

识。之后的洋务派官员、维新派、外交使臣、留学生等

知识精英多成为西方文明论的传播者、号召者与实践

者，甚至还成为与欧美( 日本) 频繁互动的主力。
综上所述，在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人种学等作

为西方霸权与殖民主义的文化产品与意识形态中，晚

清中国、中国人已经在国家进程、人种学等领域被安

置在“半开化”或部分“野蛮”的时空版图中，清末知

识精英也在西方定义的殖民主义语境中接受“文 /野”
标准。故而，在围绕人类馆的缠足女性的议论与抗议

中，缠足实际上已被认为是“野蛮”和“衰弱”的中国

形象; 当大阪博览会中展出的不是中国正在模仿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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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标准而进行的改革事业，而是“摭拾我一二旧俗，

模肖其腐败之态，以代表我全国”的鸦片男、缠足女之

时，就很自然地被留日群体及国内知识界视为“日人

以野蛮之名加我”的故意之举［9］。可见，西方文明论

在清末中国的流行，一方面逐渐形成以之来比照、审
视自身的制度机制与文化习俗的社会心理，并试图融

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与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

还成为清末知识界世界观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也

是清末国人借此强化危机意识、阐发社会改革迫切性

的实践动力。在文明的性别标准下，率先成为社会改

革核心议题之一的便是对男女国民身体的关注。
二、性别史: 缠足女、鸦片男具象为国族的未来

命运

与西方文明等级论一同入华的，还有西方文明

的性别标准，即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是衡量一个

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准。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69 年指出: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率先采纳

以妇女地位的高低或贬低作为从整体上说对一个民

族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最可靠的验证和最正确的尺

度。”［10］(P273) 从 19 世纪中后期起，在文明论的建构与

传播过程中，文明的性别标准，即以女性的解放程度

与社会地位来衡量国家的文明进程，也是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理论贡献。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

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

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

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11］(P249) 马

克思还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

精确地衡量”［12］(P299) ，恩格斯则强调，“在任何社会

中，妇 女 的 解 放 程 度 是 衡 量 普 遍 解 放 的 天 然 尺

度”［13］(P276)，“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

本原则”［13］(P589)。在当时欧美各国进行的第二次工

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普遍确立之际，在资

产阶级为追求社会物质财富而对女性劳工严苛剥削

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将女性的解放程度

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准，是通过剖析女性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资产阶级在两性关系中对女

性劳动成果的剥夺及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压抑，服务

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以争取合法权利的

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与社会

地位提升的政治述论，客观上为西方社会女性解放

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西方文明的性别标准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欧美传教士也将文明的性别标准带

入晚清中国，尤其是将中国女性的缠足习俗视为人

类社会的“野蛮”行径，率先反对缠足，兴办女学，以

此作为对这一野蛮行为的抗议，并借此将文明带入

中国。甚至可以说，来华传教士是近代中国反缠足

思想与女性解放实践的首倡主体，反缠足思想成为

早期改良派与维新派有关女性权利的思想起点［14］。

之后，反缠足运动的主体也由最初的传教士转变为

中国的男性知识精英，最后发展为以国家力量推动

与国民广泛参与的社会改良运动。因此，在清末知

识精英于观念层面开启的将西方文明的性别标准化

约为一种重新认识自我、改良自我、文明自我的思维

与实践中，西方文明的性别指标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反

缠足运动与强身健体运动的理论资源与现实需要。
必须承认的是，西方文明论及其性别的文明指

标在确立与传播过程中，是与其凭借政治、军事和经

济势力在全球展开的殖民扩张、商业贸易、文明输出

同步的，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将非公正、不平等、压迫

性与歧视性融为一体的殖民话语霸权。这一殖民话

语霸权反过来还会影响一些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知

识精英对本民族未来命运的预想，直接促使其形成以

既有的西方文明标准为蓝本来改造自身种族与革新

社会的思潮与实践。如在戊戌维新时期，西方文明论

及其文明的性别标准就成为政治革新人士的思想资

源与述论依据。最直接的例证便是严复译介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迅速在中国知识界引发共鸣，成为以西方

文明论及性别标准开启政治革新运动的配套理论。
1898 年，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出版，宣传物种

进化，呼吁保种、保群、自强进化的世界公理，其阐发

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思想，成为

知识界认知世界局势、观察中国现状与思索未来命

运的框架。该理论暗含的“野蛮人”不只是人种优

劣的生物学律则，更指向一个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文

明人将灭亡野蛮人”“文明国将取代野蛮国”的自然

定律。而按照西方文明等级论与进化法则来衡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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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进化的程度并决定其在生存竞争中的未来命运的

观点，人种的强弱优劣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勾连与共

并产生互为辩证的因果关联。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

构中隐喻着这样的逻辑: 人种的强弱、文明的进程与

国家的兴衰，三者关联一体并辩证转化，而国民的身

体状况成为国族存亡的前提与国家改造的关键。此

时，“‘落后’不仅不是障碍，它反而成了进化的‘加

速器’”［15］(P127)，“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逻

辑推理就成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与一股求生竞胜

的社会意志。
然而，清末中国却流行女子缠足、男子吸食鸦

片。女性缠足不仅“弱其躯体，折其筋骨”［16］，“脑气

亦因之而不足”［17］，不仅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性别标

准，且使女性难以完成诞育健康国民的母职，造成弱

种、弱民、弱国，无法担起“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
而男性国民一直以来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甚至家庭生活中承担着强健体魄、完善品格以保卫

国家、复兴民族、养育家庭的家国责任。在传统性别

文化中，男性还代表健壮、刚强等高尚品格与果敢气

魄，尤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遗产，更是对

男性的家国责任与社会角色的期许。然而，晚清男

子吸食鸦片“既戕其身又耗夫财力”［18］，“以有用之

躯变为无用之物”［16］; 更兼“鸦片者，亡国之材料而弱

种之器械也”，“吸食鸦片为中国人之一大病也”［19］，

吸食鸦片的男性国民已成为病国、弱国、误国的形象

代表。故而，男性的身体也成为清末国家干预与社

会规训的主体之一: 剪发辫，断“豚尾”，以与西方文

明对男性体貌的规训保持一致; 戒洋烟，强体魄，以

尽保种保国的国家义务，遂兴起清末声势浩大的剪

发、易服、戒烟、禁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剪辫的议

论与行为也反映着“文明”“野蛮”观念的风行，并与

禁止女性缠足形成对应关系。到 20 世纪初，这一逻

辑推导在维新士人及其主办的报章杂志中屡见不鲜，

且均以西方文明论及文明的性别标准来论述中国女

性缠足及男性吸食鸦片而招致灭种亡国的命运。
显然，进化论中国族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所

关联着的未来命运，契合文明论及进化史观所预设

的“野蛮”“弱者”将被淘汰的律则: “今闻日本大阪

博览会所设人类馆，竟刻画中国人吸鸦片缠双足之

情状装置其中，以为野蛮人类。吾不禁为中国人羞，

为中国人怜，为中国人叹惜痛恨而不能自已。”［19］文

明等级论中的“野蛮”也就与进化论映射的“亡国”
关联一体: “这回赛会要不力求挽回，从此中国这

‘野蛮’二字是各国公认的，真算奉了明文了; 既是

‘野蛮’的国，就是瓜分灭种也算说得去。”而女性

“更应当争，也应有爱国的心保种的权……把这事争

过来，才算爱国保种。”［20］可见，当国民身体的述论

进入国族存亡的框架时，缠足女、鸦片男已成为中国

“野蛮”的象征与亡国灭种的前兆，这就使文明的形

式问题上升到文明的本质问题: 缠足女、鸦片男作为

国族身体的“野蛮”象征，映射了国族、国体的文明进

程。西方文明的性别标准只是视女性地位为文明社

会的标准之一，而在清末中国则转化为女性身体的残

弱是阻碍种族进化、窒碍文明进步与国家兴盛的罪

魁，成为关乎国族兴衰存亡的政治问题与国体问题。
无独有偶，1904 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又发

生一起展演中国缠足女侍茶、男子吸洋烟的事件，再

次引发中国留美生及华侨的强烈抗议，并援引 1903
年大阪“人类馆”事件的应对方式，对参与展演的中国

夫妇给予规劝后将其资送回国。留美学生抗议的本

质仍是将缠足女、鸦片男“视为亡国之缩图”［21］。时

空不同但性质相同的两个事件，均指向国人对国族身

体孱弱会招致亡国灭种之祸的耻辱与忧惧，同时又以

西方的文明论与性别标准来谋求与西方文明一致的

平等地位，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趋近西方文明标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戊戌维新运动的夭

折、帝国主义侵略的加重与民族危机的加剧，优胜劣

汰法则导致国人对亡国灭种的忧惧成为挥之不去的

梦魇:“中国自庚子后风气渐开，自北京论之，士之弃

旧茹新者十有八九，此皆慕泰西之文明，欲求脱于顽

陋之界者也。”［22］此语真实道出清末国人以西方文

明为鉴以期迅速求生、致胜、跃进的社会心理。这种

社会心理也催生出重新思考国家出路与民族未来、
具有政治革新倾向的士人以现代出版产业表达救亡

图存立场，如康有为的《强学报》、梁启超的《时务

报》、严复的《直报》《国闻报》等以及海外留学生等

创办的政治倾向颇为鲜明的报刊，均以“慕泰西之文

明”作为政论的主流: 他们一方面在对现实的反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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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中，将缠足女、鸦片男置于弱国、病国、误国的罪责

地位; 另一方面在对未来的乐观信仰中，赋予其以保

种、保国、强国的主体责任与时代任务。正如柯文所

论，19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改革派“热情地推进反缠

足运动”，是“憬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

谴责”［23］(P644)。这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唤醒、开掘出近

代国民的权利意识与国家意识，促使清末知识界开始

以国民对国家的主体责任的视角来重新安排国民的

社会责任，尤其是对女性身心的重新安排，因而“欲强

中国，必平男女之权，欲平男女之权，必先强女权，欲

强女权，必兴女学，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17］的逻辑

推理应时而生。这一逻辑不仅使女性身体作为国民

的身体而备受关注，而且还使历史上长期被男性知识

精英安置在伦理、道德、家庭等私领域的女性，转而被

定位在国民之母、进化之母、文明之母等事关国族兴

衰的历史坐标上。正是在西方文明的性别标准下，禁

止女性缠足率先成为能够完成“文明”“强大”中国以

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能动性的主体，促使“禁缠足”率

先成为清末社会改革话语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总之，正是在接受了文明的性别标准以及进化论

等文化产品及其思维方式下，清末中国虽有促进国人

国族意识的觉醒与因应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但也在

相当程度上使国人接受了由西方主导的以种族强弱

来定义文 /野的价值标准，并成为清末中国竞生、求

存、致胜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目标。文明论刺激了清末

知识界对落后与野蛮的羞愤、忧惧心理的产生与传播，

文明的性别标准使国族的身体状况成为紧迫的政治任

务与社会焦点，进化论则使国民的忧惧心理演化为一

种广泛的社会意志，并最终转化为逼迫国人迫切改变

现状、追赶先进、跃进求存的压力与动力。而就在这种

饱满的求生意志与急迫的竞胜动力含蓄待发之际，东

亚国际社会的现实境况再次给予国人满腹的屈辱。
三、东亚史: 东亚历史的逆转与现实走向的落差

20 世纪初，伴随社会进化论的输入，清末社会

弥漫着一种对未来社会图景抱持美好而乐观的信仰

与想象［24］(P247)。但国势的持续低落及军事、政治、社

会改良的失败，又使国人产生“两头不靠岸”的彷徨

心态［25］。在甲午战争之前长久的东亚国际交往史

上，日本曾长期作为倾慕中国文化并积极向中国学

习的边缘国家，在明治维新后却一举成为与西方文

明最接近的东亚国家的典范而最先步入强国序列;

尤其经过甲午之役后，日本开始自诩为西方文明在

东亚的代表，自称“文明”国家，将近邻中国、朝鲜视

作“野蛮”国家，并提出“脱亚入欧”战略［26］。中日两

国以往历史的逆转与现实走向的落差，对清末知识

界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而 1903 年日本以西方文明

标准下的成功者姿态将清末国人已初具现代民族国

家观念与人类馆中展演的人群、物品建立关联的举

动，无疑是“见轻于邻国”之举［22］，深刻冲击并震动

了以往东亚社会的历史遗产与现实境况。
其一，在没有欧美人在场且以东亚种族活人为主

体的展演场域中，却并不展演日本人，尤其在缠足、鸦
片已被西方普遍视为野蛮恶习、也被国人自认耻辱的

“家丑”时，人类馆的展演颇有将清末中国“家丑外

扬”之嫌，陷国人于屈辱、恐慌却又难以辩驳的窘境:

日本站在西方文明一侧将中国归为“野蛮”，击中了国

人既耻辱、悲愤、忧惧又迫切求存竞胜的社会心理。
“日本人与我同为黄种，虽彼二十年来政治、学术之进

化甚速，要其社会之文明程度不过与我相颉颃，乃视

我犹不及焉”; 且中日“同为黄种”，本“无有文明、野
蛮之别”，即便“支那国势今虽至此，然以人种言之，则

其生活之程度，若文明之等级”与日本“难分轩轾”; 而

日方“罗列一二劣等民族而欲夷我，使与同列，此吾人

所以愤也”［27］，进而引发国人对“支那人之位置何

如”［28］的忧思。可见，中国留日学生抗议的出发点

乃是出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单位在人种类属、文明

程度、国家尊严上应与西方( 日本) 平等的诉求。
其二，博览会对中日两国的国情民风与社会改

良成效的比对，成为激发国人抗议的又一诱因。明

治维新后日本以西方文明为改革蓝本迅速崛起。甲

午战后，日本取代英、法等国成为清末中国的首要对

手; 而西方文明在当时代表着近代民族国家“富强”
与“现代”的真实存在与未来图景，以日本为师也已

成清末国人的共识。众所周知，将中国女性缠足通

过现代卫生知识与科技手段将其从原本的文化脉络

与身体的审美价值系统中剥离出来，以野蛮视之并

将其污名化后公之于众，是清末反缠足运动的基本

方式; 这一方式在 1895 年后扮演着重要角色［2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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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于 20 世纪初将禁烟作为增强国力的有效举措

之一，禁烟也成为不同政治派别共同借重的事业。然

而大阪人类馆却展演代表中国的鸦片男、缠足女，并

冠以“顽风恶习”之名，让国人看到中日两国国家进程

与社会革新成效上的巨大反差:“日本一小岛国耳，其

吸食鸦片之禁凛凛乎其不可犯; 我中国以执法行政之

严厉，独于吸食鸦片之禁，竟致阙如。”［19］这一反差再

次击中清末国人对于吸食鸦片与缠足现象痛恨至极

的普遍情绪，以及无法将之根除的无力感与羞耻感。
此外，从展品的物质形态所映射的国家实力与

国际形象来说，日本与西方国家展演的多是工业制

成品并处于展区中心地带，以“考察其工艺商业之盛

衰进退”; 而中国则被安排在“演其顽风恶习，以为

会众观览”［30］的展区边缘。当时有媒体报道南方某

省在派员考察大阪博览会回国后说:“日本人屡以出

品劝我，吾无以应之; 愿出数万金送些货物，以了此

场面可耳。其意若谓此举不过如英俄加冕之圣典，

吾出资来献礼物耳。”［3］意即因中方无力提供上乘展

品赴展，日方愿自费资助中方赴展。这就存在日本

故意操作并借此达到其特殊目的之嫌: 一是歧视中

方没有与西方或日本等量齐观的工业制品，二是将

中方此举粉饰成向日本道贺并贡献方物以成就日本

的“加冕之圣典”之举。这是对以往东亚国际交往

史上以中国为中心、以等级制为形式的封贡体系的逆

转，烛照的是此前一直由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被

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取代的事实，而日本在这一过

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这种鲜明的时空落差

与国力逆转极易使中国遭受压迫性的道德质疑甚至

是侮辱性的挑衅，进而促使国人思考“支那人之位置

何如”与如何维护国家权益与国际形象的问题。
其三，清末国人在对“野蛮”的心理认知与抗议

行动上采取双重标准。清末国人似乎并不反对博览

会展览“野蛮人种”，认为“此事各国博览会所常有

也”［9］，其真正抗议的是将国人与朝鲜人、台湾生番、

琉球人、越南人等一同展演。因为“印度琉球已亡之

国而英日之奴隶”，朝鲜乃“俄日之保护国而吾之旧

藩属”; 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群乃“世界最卑之人

种，与鹿豕相去一间者也”; 将中国人与之同台展演，

“是明明生番我而野蛮我”，“必更降而为生番野蛮”;

联想到此时日本各处遍设动物与水产馆，更显“人类

馆之设，是明明以动物目我，水族目我也”［30］。这一双

重标准的实质，是清末国人以西方文明为标尺，唯恐

中国被视为“野蛮”而急于划清界限; 同时，国人还以

中国传统天下观、四夷意识为标尺，以鄙夷的心态仍

将朝鲜、台湾生番、琉球等华夏边缘空间及其群体视

为“野蛮”。盖在东亚史上，朝鲜、越南、琉球等地曾长

期与中国保持朝贡的宗藩关系，而台湾在甲午战争之

前一直是中国领土。人类馆借此吸引游客观览，是对

中国以往历史地位的轻视与现实境况的超越。
其四，博览会正式开幕后，日方以场馆不足及海

关人员失误为由，将福建省的展品挪至台湾馆展出，

且在馆中继续展演身穿华服的缠足女性，在留日学

生群体与中国商务人员的交涉下，福建馆展品最终

被挪至四川馆［31］。日本此举不仅易使国人联想起甲

午战败台湾被割的屈辱经历，还隐含日本欲将福建

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企图。当时还流传身着华服的缠

足女为内地湘人，留日群体遂派一名湘籍留学生入

馆以湘音与之对话以验证是否属实。在证实该名女

子确系客籍台湾人后，该生在回答日方对此做何感

想的提问时说:“台湾今为贵国领土，而此女又实为

台湾人，吾人如复有言，将起国际问题。吾同学深明

此关系，苟知彼妇非吾内地人，吾人即无他言。”甲午

战败，台湾虽被割予日本，却无法割绝与中国在历史

文化、民族情感、血脉亲缘等方面的历史渊源以及国

人对这一屈辱经历的集体记忆。日本学者研究清末

留日学生群体这一集体意识和行为后认为，留日学

生首先用女性缠足的共同性来消解中国人与被殖民

化的台湾人之间的区别，但由于现实反差，他们已将

缠足女性视为“文明”“强国”的日本与“野蛮”“弱

国”的中国形成对比的根源［32］(PPP75－76)。因此，留日学

生群体与其说强调福建展品的中国属性及验证该名

女子的属地，毋宁说其潜意识中已将之认定为中国

籍，进而造成在与日方交涉时，“一言及台湾人，未尝

不逊色下气、忍无穷之涕泪，而惟恐其词之骋也”［27］

的压迫感。这已清晰地说明清末知识界已接受西方

文明论中以领土 /种族来界别民族国家的政治标准。
这当是人类馆事件激怒国人的根本原因。

其五，还需从台湾自身的角度来检视人类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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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与展演。大阪博览会是台湾被纳入日本统治后

的首次亮相，而此次博览会最主要的目的即在于夸

饰日本国力的强盛和塑造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国际

形象。而台湾作为甲午之役后日本在域外的首个殖

民地，自然成为展示其国力的重要媒介。因此，大阪

博览会专门设立台湾馆。然而，台湾馆在博览会中

仍然被日本划归在帝国统治的边缘地位，人类馆对

台湾番民的展演，更是将台湾视为“未开化”或“半

开化”社会而亟须开发、教化。这一规划排布，实际

上也将台湾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最后，同样以活人作为展演对象的东亚其他国

家的反应，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日本人类馆之举，是

以其特设的时空坐标来展示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

宣教意图，即对既往的东亚历史、相关国家的国际形

象与民族尊严的玷污与冒犯。人类馆展出计划分布

之后，也引发朝鲜的抗议，在朝鲜公使的交涉下，日本

最终撤除对朝鲜人的展演［33］(PP27－69)。对琉球女性的

展演也激起《琉球新报》的强烈抗议［34］(PP23－26) ，琉球在

1879 年就已被日本纳入版图。可见，中国、朝鲜、琉球

等共同成为人类馆所展演的时空序列上的“他者”。
综上所述，东亚史视域下的人类馆事件，成为东

亚社会以往历史与现实境况的微观图景，折射出此

前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颠覆，以及中国被纳入

由西方列强 ( 及日本) 主导的国际秩序。该事件发

生后坪井正五郎紧急公关时改称“学术人类馆”，企

图以“人类学”这种静态的知识形态来掩饰日本的

殖民主义强权姿态，然而此举并未得到中国人认可。
“日本虽将此举废止，而中国人野蛮之名已早飞腾于

大地之上……即其既举而复废，我中国人即已挂名

于野蛮之簿列，衔于野蛮之班。”［35］正是此举刺激、挑
衅着清末中国饱满且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亡国

灭种的恐慌心理，而将这一饱满情绪和恐慌心理触动

并迅速引向外交事件的，正是潜藏着殖民主义知识暴

力与故意操纵嫌疑的公开暴露机制———博览会。
四、博览会: 殖民炫耀与围观效应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等级论与早期人种学存在

同构并进的关系。而人种学与博览馆 ( 会) 都建立

在好奇搜异与跨界互动的基础上，也使近代博览馆

对有色人种的展陈关系密切。尤其 19 世纪下半叶，

在资本帝国殖民扩张及殖民体系形成过程中，西方

世界与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明进程的人群的遭遇

为人类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需要，也为博物馆对异

域文化标本的搜集与展示提供了契机，还为殖民帝

国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参考。对异域文化的展示，也

配合人类学知识体系的生成、积累与传播的需要而

成为博物( 览) 馆展陈的重要主题。到 19 世纪末，受

社会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博物馆成为对各种人群、
器物、想法等跨界接触的微观场域，主要用于解释动

态的人群、器物及其社会文化的关系，故而多被认为

是后殖民主义的特殊产物［36］。因此，早期人种学、博
物( 览) 馆的产生与兴起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关

系密切，并使之成为近代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实

践渊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早期博物馆或博

览会，是帝国主义权力意志与话语霸权的体现，也是

对政治学的运作与人类进程的静态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以殖民扩张与统治作为学

术后盾的人种学知识的生产本身，在其形成和发展

历程中，显而易见地受到帝国权力和政治目的的驱

使，注定其从一开始就并非平等。近代早期的博览

会便是在因应并满足殖民进程的需要而产生，并以

人类学的知识形态给予俯视与围观，以显示殖民宗

主国的物质成果、文明成就以及对殖民地的胜利。
到 19 世纪末，列强以展示异域“蛮族”“异俗”来衬

托与炫耀自身文明的发达、经济的富足、幅员的辽阔

以及对殖民地的有效开发与教化，也成为各殖民帝

国举办博览会的惯用方式; 而人类学也结合生物学

理论，展开对非西方人群原始性的研究，分析其优

劣、特征与社会进程，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文明等

级论的流行及其殖民统治提供学术支撑。到 20 世

纪初，博览会仍延续殖民主义的宣传风格，并发展成

融异俗展示、商品展销、公众教育、大众消费等于一

体的冶游活动，尤其是对活人的展览还成为西方大

城市独具特色的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日本自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表现出对博览事业

的热衷。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兴起“殖产兴业”与“文

明开化”思潮，举办博览会既可提振国内产业，也可

宣扬“文明开化”精神和振兴“国货”的民族主义内

涵［37］(P8)。到19 世纪 80 年代，伴随日本国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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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膨胀，已将中国、朝鲜等近邻视为“半开化”“落

后”之地，对清末中国的超越和傲慢开始超过对古

代中国的敬畏和尊崇。尤其中日甲午、辛丑之役

后，日本逐步摆脱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

兴起“大亚洲主义”思潮，“亚洲”遂成为日本政治、

文化想象与帝国扩张中需“提携”的空间［38］。到20

世纪初，日本仍笼罩在对中国的胜利与超越的气氛

中，展示新兴日本的国力与夸耀其富庶强盛，成为

大阪博览会的主要目的与特色［39］。而实际负责人

类馆筹划的坪井正五郎曾于1889－1892 年留学英

国，还曾于 1889 年参观巴黎博览会“野蛮未开人

种之村落”［40］(PP138－139)。而此前 1878 年的巴黎博览

会，早已被认为是以宗主国的姿态集中展演殖民地

种族以夸饰帝国治理成效的典范。以坪井所接受的

欧美人类学为指导的人类馆，继承的仍是欧美殖民

主义的人种学知识，遵循的仍是以民族学标本陈列

作为文明演化的视觉再现并以此彰显新兴文明国家

威权的逻辑。因此，坪井负责布局的人类馆的指导

思想与具体实践乃是对欧美博览会“具有人种差别

主义( 歧视主义) 性质的设置”［41］(PP211－213) 的复制。
清末中国对博览会是如何认知的呢? 有学者研

究指出，清末知识分子对博览会的认知呈现出由表

及里、重实用、重内省等立体递进的特点: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认为博览会是“博览”“炫奇”“赛珍”及联

交睦谊与奖材励能，90 年代认为博览会具有“兴商”
以挽回利权的作用，到 20 世纪初则更多地以“中国

自身问题意识”的视角来认识革新政治的作用，尤其

是博览会营造的国货与洋货的对比，公开展示了中、
西( 日) 的落差，刺激了国人落后于人的羞耻心理，

激发了国人奋发图强的迫切愿望，故而国人对博览

会夹杂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42］。

就在日本以西方文明国家自诩、通过博览会实

现其文明国家的“加冕”，中国还未走出对甲午、辛

丑的悲愤，又对博览会夹杂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之

时，人类馆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

对所谓的“野蛮”或“半开化”民族进行猎奇式的、俯
视性的视觉凝视与集体围观的看台，并通过观览进

行多重界分: 一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 “野蛮”)

出现，二是在人类学的知识范式中成为被观察、被研

究的“他者”或“另类”，三是成为国际游客观赏“恶

风蛮习”的目标。其中，欧美、日本及其文明等级论

成为主动凝视、围观的主体及标准，而由缠足女、鸦

片男具象的中国则成为这三种界分的全部代表，折

射的是现实中国的国家地位、国际形象与未来图景。
尤其以活人的生活习俗作为展示内容，隐含着强烈

的故意安排与操纵的嫌疑，并夹杂展示表演与真实

处境之间难以区分的神秘: 一方面办会方通过奇趣

及娱乐性吸引游客对落后、野蛮的猎奇心理、参观意

愿与观览行为; 另一方面则运用野蛮、落后与文明、
进步相对比，展示日本社会文明进程的现代标准，并

透过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知识及其生活习俗，传达

“野蛮”人群所在的空间是有待“教化”和“提携”的

印象。故而，当人类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与特

殊类型的围观场域时，其展演就不再是对异域人群

习俗及特产的呈现，而是对特定时空下的人群样态、
生活器物、社会文化等的权力运作。

同时，这种权力运作使用的知识、建构的秩序及

其追求的价值，关联着“他者”与“自我”的区分与定

位，实质上呈现的是当时东亚社会不平等的国际地

位。一方面不仅实现日本对异域“顽风恶习”的安

排与掌控，更是对东亚近邻国家 /地区、人群以及文

明进程的操纵，借此展示并强化日本学习西方文明

的成就，为其殖民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张目，尤其

是对被纳入日本统治的台湾生番、琉球人的展演，可

对比呈现日本的文明进步与现代化的高效，为其接

管、开发及统治台湾、琉球并能使其走向现代文明社

会塑造一种政治正确，进而宣扬其具备提携、教化亚

洲邻国的现代能力与道义责任。从这一意义来说，

台湾馆的规划及台湾生番的展示，是凸显日本作为

新兴帝国成就的重要媒介。而另一方面，对中国缠

足女性、留着发辫且吸食鸦片的男性的展演，使这些

来自真实生活的人物成为中国形象与国民形貌的代

表，借此映射中国的现实境况与未来命运，使人类馆

成为中国在看与被看的观览政治中被贴上“野蛮人

种”或“不文明国家”标签的展示平台。
综上所述，从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博览会的殖民

炫耀意图、大阪博览会的殖民特色以及清末中国社

会对博览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等面向来看，人类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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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整个大阪博览会已经成为一种融文明进程、人群

体貌、女性地位、国家形象及其未来图景等于一体的

微缩看台。在这种不平等权力关系及观览政治的运

作下的微缩看台，以其隐而不显的暴力，展示着东亚

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逆转及未来可能的景象，刺激

着清末国人被视为“野蛮人”的羞辱感与压迫感，激

发着中国人已经饱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催生出

集体的愤懑情绪与抗议行为。
五、结语

正如宋少鹏在反思近代西方文明论与晚清中国

女性权利思想的关系时指出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

构是一切问题的边界，国族建构与女性权利意识的

开掘是一个互相利用、互相成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国族与女权纠缠之前的“前历

史”; 正是这一被学界忽略了的“前历史”，成为打开

近代国族构建与女权思想相互缠结的理论基础。因

此，有必要将审视这一问题发生机理的视角延伸至

国族之前的历史，并拓宽至全球史［43］(PP230－231)。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文明史、性别史、东亚史、博览会等便

具有了时空上的共时性与发生逻辑上的一致性。
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合力下，西方文

明论、文明的性别标准、进化论等话语霸权更显强

势，非西方国家在近世文明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

地位。在没有其他资源可资借重以救亡图存的形势

下，清末国人只能以西方文明样态作为标准。同时，

在以种族为基础的现代国族意识逐渐形成之际，国

人对男女国民身体也高度关注。故而，当缠足女、鸦
片男作为被西方乃至中国自身视为“野蛮”时，国族

的身体状况成为令国人既瞩目、忧惧又羞耻、恐慌的

社会焦点。日本与中国历史上复杂的政治文化关联

与现实中日本带给中国的屈辱经历，又在西方文明

标准之外增添了“自陷预设”却难以辩驳的窘境，更

强化了清末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衍生为对大阪博

览会的广泛质疑与抗议。而博览会中人类馆的设置

及其潜藏的殖民主义知识范式、帝国主义炫耀意图，

已将西方定义的文 /野等级次序集结成为日本公开

运作东亚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展示

与放大机制，使清末中国、朝鲜、琉球等地遭受国际

社会俯视性的围观，激化了国人的忧惧、羞耻心理，

颇有故意“打人脸揭人短”的况味，遂激起 20 世纪初

已颇具国家意识的中国国民的强烈反弹。
这一“小事变事件”的背后，反映出 20 世纪初东

亚各国受殖民主义话语影响及各自社会转型的不同

面向，体现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西方文明观和

价值标准，一方面伴随近代西方文明霸权强势输出，

另一方面其他非西方国家甚至主动以之作为革新本

国社会的价值标准，但这种输出与接受的关系从一

开始便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在此意义上来说，中国

海外留学生在国际博览会上遭遇羞辱进而抗议是不

可避免的，因为近代国际博览会从一开始遵循的就

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文明等级论以及殖民主义话语下

的人种学知识，而清末中国也正处在以西方文明标

准及领土主权 /民族意识来定义国家的政治标准之

际。这种不可避免的遭遇折射出: 一方面，20 世纪

初的中国其实已被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

序，中国知识界已自觉将既往的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转为“野蛮即会亡国”的危机意识与竞争意识; 另一

方面，也促使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以西方标准来认

知自我、改造自我和融入世界，以扭转“野蛮”的国

家进程与国际形象。“人类馆”事件便是 20 世纪初

国人对自身正在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却

仍被西方( 日本) 安置在“他者”地位而未能获得平

等对待与尊重后又产生憎恨西方的矛盾心理的集结

爆发。尽管充满愤懑、无奈与控诉，体现的却是中国

已开启了以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表达对现代性的追

求以及对融入世界的努力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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