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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环球帝国舞台上的 
俄国东方愿景

徐 乐

内容提要  冈察洛夫是 19 世纪俄国唯一以官方身份做过环球旅行的经典作家，旅行

后撰写的《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被列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旅行书籍之一。作家

以环球视角比较英国人和俄国人的生活状态，以“衰老”和“年轻”定义处在不同

发展阶梯上的不同民族，鼓吹文明的西方唤醒、开发和提升野蛮的东方的道德责任。

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俄国人的帝国自尊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得旅行中的冈察洛夫

不得不重新审视俄国的欧洲身份和在亚洲的殖民前景，他由此提出了“俄国独具一

格的文明范例”，试图以此超越自己的西方对手。

关键词  冈察洛夫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旅行书写  俄罗斯帝国  东方

以塑造出精神怠惰的“奥勃洛摩夫”形象闻名，并且论个人性格可能也是俄国文学

史上最著名的“单身宅男”的冈察洛夫（И.А. Гончаров，1812—1891），却是19世纪唯

一以官方身份做过环球航行的俄国经典作家。1852至1855年，冈察洛夫加入俄国海军考

察团，担任海军中将布加金（Е.В. Путятин）伯爵的秘书，乘坐“巴拉达号”战舰从喀

琅施塔得起航，途径英国、大西洋、非洲、印度洋、太平洋、日本、中国、朝鲜，最终

跨越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旅行的秘密使命是抢在欧洲列强前与日本通商建交，划分两

国在萨哈林岛的疆界，视察俄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但这些目标均被克里米亚战争的突然

爆发而打断。

航 行 虽 然 半 途 而 废 ， 但 冈 察 洛 夫 根 据 沿 途 印 象 和 官 方 文 件 撰 写 的 旅 行 纪

（путешествие）《巴拉达号三桅战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1858）却成为世界文学

中最经典的旅行书籍之一，记录下了19世纪中叶全球航行史上令人心醉神迷的一幕。旅

行纪的相当大一部分章节发表在海军舰队官方杂志《海事集》（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上，

在政府圈子里广为阅读，且在科学院和军事院校里被当作教材。即使在苏联时期，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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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是进入官方推荐书单的科普读物。

近年来，因为参与了欧洲在非洲和远东的殖民扩张，《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在欧美

学界得到广泛关注A，一些西方学者偏重在19世纪俄国旅行书写的体裁研究中讨论《巴

拉达号三桅战舰》体现出的俄国知识界的世界想象B。在俄国，围绕这本旅行纪的争论

主要关乎它的艺术性质。虽然在最初的一些批评家们看来，刚刚写出《平凡的故事》和

《奥勃洛摩夫的梦》的作家“以不惑之年所特有的激情作艺术记述”，其“艺术意义”

使这本新书成为“文学的丰碑”C；但总体上在冈察洛夫生前它仅仅“被推荐为是对青

少年有益的地理学著作……没有被认为是文学作品”D。与之相反，在苏联时代，文学

专家们则大多在单纯的文学框架内阐释《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试图证明冈察洛夫的写

作目的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抗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И.А. Гончаров：144）；在思想方面则寻找书中揭示的“反对使俄国饱受苦难的宗法制

和奥勃洛摩夫性格的道理”E，并且盛赞冈察洛夫对基督教文明的宣扬F。

中国学界对这部旅行纪研究不多，关注焦点主要是书中描绘的中国形象和作家看待中

国的态度，且传统上大多肯定冈察洛夫对待东方民族的友好和客观。针对这一看法，中国

的冈察洛夫学家高荣国正确地指出了旅行纪中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认为它们

“不仅是俄国社会种族主义想象力的结果，也是其文化殖民思想的真实表露”G。高荣国

的这一立论虽然针对的是作家看待中国的眼光，但对于观察冈察洛夫所代表的19世纪中叶

俄国受教育阶层的环球帝国想象和东方愿景，也有合理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巴拉达

号三桅战舰》一方面扫视19世纪环球帝国竞争的实践和经验，为不同民族确定各自在进步

阶梯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反映了与欧洲帝国同构的、在俄国欧洲部分流行的统治东方的态

ASee Lim(Soojung), Susanna Soojung and R.D. Clark,“Whose Orient is it? Frigate Pallada and Ivan Goncharov’s Voyage to the 

Far East”, i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1 (2009); Edyta M. Bojanowska, A World of Empires: The Russian Voyage of the 

Frigate Palla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ngrid Kleespies, “Russia’s Wild 

East? Domesticating Siberia in Ivan Goncharov’s ‘The Frigate Pallada’”, i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1 (2012).

BSee Sara Dickinson, Breaking Ground: Travel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Russia from Peter I to the Era of Pushkin, Amsterdam: 

Rodopi, 2006; Derek Offord, Journeys to a Graveyard: Perceptions of Europe in Classical Russian Travel Writing,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Andreas Schönle, Authenticity and Fiction in the Russian 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转引自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翁本泽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

第326页。

DКраснощекова Е.А., И.А. Гончаров. Мир творчества, СПб.: Изд. «Пушкинского фонда», 2012, с. 143.后文出自同一

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E雷巴索夫《冈察洛夫传》，关开霞、孙厚惠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7页。

F参见高荣国《误读与偏见：〈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85页。

G高荣国《误读与偏见：〈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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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意见和抱负，同时在一些微观层面上修改自己的帝国主张。这种修改在俄国燃起克里

米亚战火并与西欧列强交恶之后尤其明显：旅行纪作者经常感到自己的真实观感与官方意

识形态并不一致，于是作为政府考察团的秘书，冈察洛夫不得不故意矫正他的私人经验，

隐瞒他的真实感受，导致俄国人的欧洲身份认同与现实的处境产生了意味深长的矛盾，而

在全球帝国殖民争霸的背景下，这种矛盾奠定了旅行纪亚洲部分的叙事逻辑中隐含的焦虑

及对这种焦虑的补偿。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克里米亚战争导致的尖锐冲突“决定了叙

事的方向，就像水下的山脉和沙洲改变了海潮的流向”A。

一、“英国绅士”和“俄国地主”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结尾讲述西伯利亚行程，开篇则是以邮件通讯为例，描述英

国及其殖民地香港的现代社会特征，同时提及丹麦、普鲁士、瑞典、海洋、从东半球到

西半球的广阔空间，这样的布局标明了旅行纪的全球视点，为俄国人看待本国和自己的

东方领土提供了世界性参照。

西方国家和它们在全球经营的殖民地为冈察洛夫所描绘的全球帝国竞争舞台拉开了

序幕，大不列颠、荷兰、北美等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统治优势和东

方殖民活动，一直是旅行纪重点关注的对象和需要为俄国公众解答的基本问题。为此冈

察洛夫在第一章不惜笔墨刻画出遍布世界的英国殖民者形象：他不再是史诗里寻找金羊

毛的孔武有力、手持长剑、光环罩体的阿尔戈英雄，而是身穿普通黑色燕尾服和白色坎

肩、头戴礼帽、手持雨伞的绅士，用骄横的蓝眼睛严厉地监视着土著居民为其服役。无

论在非洲西海岸和内陆沙漠，还是在印度和中国的种植园，这样的形象无处不在。他们

毫无诗意，冷酷无情，却能主宰众多民族的生死，驾驶坚船利炮横行四海，“凌驾于自然

力之上，人的劳动之上，取得了对大自然的全胜！” B。

在英国本土，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的风尚给作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俄国读者

描绘了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在一天里经历的“平凡的故事”：他如同一架上了发条的机

器——冷漠、机械、紧张、毫无温情和创意。紧随着这段描写，作为对照，冈察洛夫又

描写了一位典型的俄国地主一天的生活：他的时间完全不受闹钟限制，“被循环而非矢

AШкловский В.Б., “И.А. Гончаров, автор ‘Фрегата Паллада’”, Избранное: В 2 т. Т. 1., М.: Худож. лит., 1983, с. 379.

B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叶予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

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一些文字根据俄文原文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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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法则统治”A，用不着精确的计算。他永远昏昏欲睡，缺乏条理，饱食终日，不知

道什么是有益的工作和应担负的责任。他是英国绅士的反题，在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的背景下预演了冈察洛夫出发前构思的奥勃洛摩夫习气。俄国地主与英国绅士这两个形

象的对立实际上隐喻了俄国与欧美先进诸国在文明上的差异，也构成了冈察洛夫本人的

感情悖论：他虽已踏足海外，“脚上总是脱不了故乡奥勃洛摩夫卡的泥土气”（《巴》：

69）。

俄国文论家克拉斯诺谢科娃指出，与旅行纪写作中的“散文”和“诗歌”两种矛盾

元素的并存相应，旅行纪的叙事者（旅行者本人）身上也同时具备两个年龄身份，一个

是饱经风霜、练达世故，但因此暮气沉沉、衰朽停滞的老年单身汉，失去了兴奋和振作

的能力，而另一个身份则是欣欣向荣的年轻一代，浑身充满了生命和力量：“青春的活力

在他身上迸发、沸腾……”（И.А. Гончаров：149）随着环球旅行的脚步，冈察洛夫将个

人身上的两种年龄状态推演到对整个地球寰宇的认识，所游历的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由

于各自的文明发展状态，给叙事者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被打上相应的价值标签以彼此对

照。船队抵达东北亚造访日本、中国、朝鲜后，冈察洛夫断言东亚文明与印度和埃及文

明一样，都已经“衰老腐败”（《巴》：644）。在东方的亚洲和非洲，“陈旧汁液已经腐

败酸臭”，而作为对比，“有多少新的因素汇集于我们那块狭小的欧洲大陆，它张开了多

少根血管，汲取了多少新鲜的、朝气蓬勃的血液”（《巴》：643）？在整个旅行途中，

冈察洛夫绘制出一幅壁垒分明的世界图景，其中古老的东方老迈衰朽，踟蹰不前，在自

己的陈年积弊下苟延残喘，而年轻的西方则鼓动起强有力的智慧，乘着文明的快车在进

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对处于全球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世界各个民族的观察，促使冈察洛夫反思俄国自

身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世界位置。旅行后撰写的名著《奥勃洛摩夫》从历史哲学角度“诊

断”俄罗斯民族心性，将“奥勃洛摩夫习气”定义为深受亚洲影响的俄罗斯民族长期脱

离西方而导致的保守、停滞和衰老。在这本书的草稿中，冈察洛夫开出了奥勃洛摩夫复

活的药方：一次卢梭式的带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旅行”：“看一看巴黎和伦敦的欣欣向荣

的生活，用理性的眼睛观察热爱思考和积极行动的德意志的秩序、宁静、正确沉着的生

活原则。”（И.А. Гончаров：230）冈察洛夫以欧洲的文明和进步为脚本，希望俄罗斯民

族能据此改造自身，并参演西方帝国全球竞争的历史大剧，同时他也在西伯利亚看到

了俄国展开自己年轻的帝国命运的舞台，西伯利亚被作家塑造成“年轻的俄国”（И.А. 

AIngrid Kleespies,“Russia’s Wild East? Domesticating Siberia in Ivan Goncharov’s ‘The Frigate Pallada’”,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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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нчаров：220）的形象。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俄罗斯帝国而言，“英国绅

士”都是“俄国地主”重新获得青春和积极生活的教师。

二、“神话英雄”和“睡美人”

环球航行激励了欧洲列强的全球视野，帝国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又促进了各国

知识阶层制造同质化的启蒙神话。旅行纪的写作时间恰恰与俄国现代化起步、民族主义

思想日益抬头的进程吻合。按照俄国学者列姆涅夫的说法，俄国能够掌握西方的殖民理

念要特别归功于旅行者和海军军官，正是他们帮助俄国政府机构系统地学习欧洲列强的

殖民知识，“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仔细地模仿它们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经

验”A。冈察洛夫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观察英、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等帝

国的殖民实践，比较它们的行动优劣，以此反思俄国自己的扩张计划、它在东方的欧洲

人形象和它加入全球帝国网络的路径。旅行纪几乎包括了俄国公众在帝国扩张方面最感

兴趣的所有话题，同时叙事者维护欧洲的殖民帝国立场，把它们的统治表现为殖民地国

家实现进步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他也鼓励俄国学习英国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自己

的远东前沿担负起教化“愚昧野蛮”民族的文明使命。虽然有时候他确实对遍布海外各

个角落的英国殖民者心生不满，认为他们凭借机器工业无孔不入，霸占地球上最好的资

源，破坏和谐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令人生厌”（《巴》：95），但最终却以“实话实

说”的姿态认可他们对荒野的征服：“要是没有他们，马德拉的荒山能被开发得如此繁荣

吗？山上会布满如此精美的建筑吗？哪里会有如此方便的大道？居民在礼拜天又怎能打

扮得如此整洁？这里的人都懂英语……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

（《巴》：100）

作为一位语言文学家和日后的书报审查官，冈察洛夫对语言高度敏感（在旅行纪

的西伯利亚部分，他饶有兴致地讨论了文化接触地带雅库特语和俄语的相互渗透），他

提醒读者注意英国殖民者改造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功绩和本地人以顺从为代价所获得的

经济利益，盛赞英国学者对殖民地的学术研究将是“本地历史的坚实基石”（《巴》：

166）。英语在非洲殖民地的广泛渗透是一种类似萨义德所言的“表述特权”的抢夺：

“面对现代东方显而易见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无能，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发现有责任挽救

AРемнев А.В.,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Сибирь.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Омск: 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97, 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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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已经丢失的、昔日的辉煌。”A西方人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表述、激活和建

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静寂和危险的状态” B。虽然对英国人的冷酷傲慢、刻板

机械不无嘲讽，但冈察洛夫仍赞赏英语（后来是俄语）的文明教化作用，把殖民者比作

“神话中的英雄，是来唤醒睡美人的”（《巴》：120）。

由此观之，苏联时代强调冈察洛夫完全反对欧洲人的殖民活动，认为他的旅行纪

“批判资产阶级殖民主义海盗、军国主义者……批判带着十字架和剑前进的传教士……

谴责殖民主义劫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暴不仁的种族理论、向落后和未开化的国家

传播资本主义的文明的使命的谎言”（И.А. Гончаров：492）这样的论断显得简单片面而

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在巡视俄国的东方海岸时，冈察洛夫同样举着“十字架和剑”发

出威胁：“俄国刺刀……已经在日本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了。”（《巴》：376）“在国门之

外的琉球以及在中国，已经有一大群传教士……焦急地等待主人开门揖客，以便恢复从

前被无理推翻的十字架……”（《巴》：379）他表露出同美国人争夺帝国先锋荣誉的紧

迫感，借口依然是拯救衰朽的亚洲落后民族：“不是我们，就是美国人……总要再次向日

本的血管里注入健康的汁液。日本人曾把这种汁液，连同自己的鲜血一起从体内排出，

结果无异于慢性自杀，落得软弱愚昧，未老先衰。”（《巴》：376）因此，通过在远东

传播英国的殖民经验，并且将美国引入帝国竞争的视野，冈察洛夫在旅行纪中表明，俄

国人既是全球帝国游戏的观众，也是其中野心勃勃的玩家。

尽管已经坚定地表明加入西方文明共同体的渴望，但俄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

西方帝国世界中的边缘地位，并且愈益感觉到他们在智识上同样受到西欧意识形态的蔑

视：“一方面，俄国的精英分子清楚地表明他或她本人是欧洲人，尽管是二等的欧洲人；

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通过殖民努力获取的东方，也是一个二等的东方……”C为了补

偿这种焦虑，以冈察洛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精英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认同

欧洲文明的进步意义，把英国殖民者提升为历史意志的残酷无情的执行者。俄国学者在

研究作家的伦理价值观时说，冈察洛夫“是一位拥护进步的思想家，在19世纪这样的思

想家只能是资产阶级”D。在19世纪中期俄国现代化改革起步阶段，进步的启蒙思想与

A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3页。

B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71页。

CMadina Tlostanova, “The Janus-faced Empire Distorting Orientalist Discourses: Gender, Race, and Religion  in  the 

Russian / (post) Soviet Constructions of the ‘Orient,’” in Worlds and Knowledge Otherwise, (2) 2008, Dossier 2: On the 

De-Colonial  (II): Gender and Decoloniality, https://globalstudies.trinity.duke.edu/sites/globalstudies.trinity.duke.edu/files/

file-attachments/v2d2_Tlostanova.pdf［2021-05-13］

DМельник В.И., Эт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Киев: Лыбидь, 1991. 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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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殖民是携手并进的力量。在热切地观察了欧美帝国的全球操作之后，冈察洛夫在返回

彼得堡的途中理所当然地把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板块纳入了全球帝国世界秩序的版图中。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动摇了冈察洛夫的立场。

三、“受创的帝国自尊心” 

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854年3月，大约在冈察洛夫的舰队停靠马尼拉期间，英

法加入土耳其一方。西欧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组成联军，使俄国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虽

然战场主要在克里米亚地区，但英法海军在太平洋上也对俄国人构成威胁，巴拉达号随

时可能成为曾经友好接待过它，并且被它当作老师的那些欧洲国家的攻击目标，因此它

不得不放弃既定目的地，在高度警戒的状态下沿朝鲜海岸向北航行，在俄国东西伯利亚

领土登陆。舰队靠岸后，船员换乘从喀琅施塔得驶来的轻型战舰“狄安娜号”，冈察洛

夫则随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Н.Н. Муравьёв）搭载“东方号”纵帆船沿

阿穆尔河（俄国当时正积极着手准备侵吞的黑龙江）到达鄂霍次克海岸的阿扬港，再从

那里出发开启横跨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的漫长的陆上行程，并在这段旅行纪书写中表达

了俄国人富有民族意识和东正教色彩的东方愿景。

克里米亚战争极大地伤害了包括冈察洛夫在内的向往西方的俄国人的感情，他

们把英法与奥斯曼土耳其的结盟视为欧洲对于基督教事业的背叛，因为在俄国人把

欧洲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以后，欧洲人竟然支持“异教徒”土耳其人而不是接受

俄国人合法的欧洲帝国抱负。在向西推进的企图受挫后，俄国人把眼光转向东方

前沿，希望在那里避开欧洲的敌对干涉。俄国著名的东方专家勃拉拉姆贝格将军

（И.Ф. Бларамберг）当时宣称：“俄国的未来不在欧洲：它必须把自己的视线投向亚

洲。”A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一方面迫使亚历山大二世继续深入推行西方路线

的改革，另一方面也使得俄国人认识到他们在欧洲大国当中的地位的衰落，亚洲在俄

国版图上的位置越发重要。一小撮极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俄罗斯民族的亚洲

属性超过其欧洲属性，而俄国在克里米亚受挫后向中亚和远东的扩张被形象地比喻成

“为受创的帝国自尊心提供治疗的补药”B。

AЦит. по ред. Шаститко П.М., Русско-инд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 Сборник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1997, с. 8.

BDavi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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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冈察洛夫的叙事主旨，在克里米亚战场内外各方势力角

逐的波谲云诡之时，他不得不在俄欧政局冲突和全球帝国功业的双重语境中打量东亚的

日本、朝鲜、中国和已经掌控下的西伯利亚这一片更加广阔的地域前景。1853年11月至

12月初舰队在上海停靠，俄国考察团与驻扎中国的英国军官和外交官员维持着某种微妙

的和平共处关系，但冈察洛夫就已经尖锐地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待中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

其他异族人民“即使不是残酷无情，也是专横、粗暴或者冷酷而又轻蔑的”（《巴》：

458）。相反，冈察洛夫发现原来被他贬斥为需要用“刺刀和十字架”进行改造的野蛮的

中国人，却转而成为英国人的“教师”：“我不知道，谁能使谁更文明一些。也许是中国

人更能使英国人学会一些温和知礼的态度和善于经商的本领吧。”（《巴》：459）苏联

文论家罗希茨敏锐地发现在这一敏感时期冈察洛夫立场的悄悄转变：作家笔下“东方的

‘昏昏欲睡的王国’逐渐表现出一种自我保存、消极抵抗异族进犯的独特方式……欧洲

人把自己的‘启蒙’纲领强加给土著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温顺的土著似乎已经臣

服，但在大街上他们从傲慢的欧洲人身边缓缓走过，其步态慵懒而又庄严，如同真正的

君王”A。此时欧洲的“启蒙”因其咄咄逼人的功利主义被打上了疑虑重重的引号，而

原先被拿来同生机勃勃的年轻欧洲做对比的“昏昏欲睡的”衰老的东方民族，则逐渐表

现出其古老的传统和尊严，而且获得作家的某种共情（“在我们的幼儿时期，来自亚洲摇

篮里的某些举止习俗进入我们的教养，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被彻底根除，特别是在普通的

日常生活里”［《巴》：516］），所谓的“年轻-衰老”这一对立标签逐渐模糊，显现

出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图景。

四、“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 

可是，就此认可苏联学界的说法，断定冈察洛夫已经完全改变了旅行纪设定的欧

洲式启蒙议程，进而挺身捍卫殖民地人民的自主权力，也未免言过其实。在亲眼目睹19

世纪其他欧美帝国在吞并土地、移民开发、传播基督教和全球贸易、使当地民众“文明

化”的诸种努力之后，冈察洛夫一直在俄国的东方边境寻找追赶西方对手甚至超越他们

的途径。在漫长的西伯利亚陆上旅行中，他试图根据沿途印象和对印象进行的剪辑，创

建俄国在东方前沿的文明使者的形象，并且为其提供哲学和道德上的辩护。在这样的叙

事宗旨下，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的目的不是占领土地和资源，掠夺当地人民，而是为了

AЛощиц Ю.М., Гончаро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7, 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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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唤醒并驾驭这个未开发地区的经济潜力，教化“愚昧野蛮”的本

地土著民族并使其基督教化，从而把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写进”人类（欧洲）文明的

历史。

1854年11月，冈察洛夫在雅库茨克城停留期间收到友人阿波隆·迈科夫（А.Н. 

Майков）寄来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新闻报道的信件，随信附有后者1854年8月11月在

《圣彼得堡公报》（СПб. Вед.）第176期发表的小品文《致А.Ф. 皮谢姆斯基书信摘录》

（“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к А.Ф. Писемскому”）。此文写作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的高潮，

反映出弥漫在俄国首都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英热潮。迈科夫在文章中反驳欧洲

人把俄国人视为野蛮人的看法，断言加入西方殖民事业的俄国人为亚洲带来了欧洲的文

明，说“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哥萨克巡逻队是在亚洲内部的欧洲胚胎”A。冈察洛夫在

1855年1月13日从伊尔库茨克给迈科夫回信说，读完此文他随即丢下当时正在写作的旅

行札记，并专门动笔撰写一篇题为《雅库茨克》的文章，将以事实证明迈科夫观点的正

确，但这篇文章并未写成。

毫无疑问，迈科夫的“亚洲内部的欧洲胚胎”这一公式表明俄国自认要当仁不让

地担负起欧洲在亚洲的共同使命，但这个公式过于依靠欧洲殖民实践分享的“帝国红

利”，其实暴露了俄国人对自己文明独立性的信心不足，这也许正是导致冈察洛夫最终

放弃写作《雅库茨克》一文的原因。作家希望更进一步，不但要强调“俄国为它管辖的

各民族打开了积极活动和合理施展力量的广阔舞台”B，而且要论证俄国统治的政治正

确和超越欧洲对手的道德优越性，以此区别于欧洲人贪婪无耻、唯利是图的殖民掠夺。

在旅行纪的中国部分中，冈察洛夫曾痛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巧取豪夺殖民地财富而

不择手段地经营鸦片贸易：“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榨干了中国人的……整

个生命！英国人加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巴》：460）“只要涉及倾销

商品，这个畜生民族的厚颜无耻就摇身变成某种英雄主义。哪怕是毒品也无所顾忌！”

（《巴》：461）。为了避免俄国重蹈西方帝国的黑暗面，冈察洛夫更愿意向读者公众传

播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明传播者的俄国形象，而重要证据就是俄国政府不惜牺牲经济

利益，在西伯利亚严格实施禁酒令：“当局的这一措施是深谋远虑的——这已经不是在亚

洲的欧洲胚胎，而是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某些在东印度和中国之间往返航行的欧

洲海船，实在应该从中学些东西。”（《巴》：738—739）

AЦит. по Гончаров И.А.,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в 20 т. Т. 3, СПб.: Наука, 2000, с. 520.

BЦит. по Гончаров И.А.,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в 20 т. Т. 3, 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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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冈察洛夫对西伯利亚的禁酒成效和政府为拯救野蛮人甘愿牺牲经济利

益的高尚动机的鼓吹，不但有意忽略了官方法令的自相矛盾A，而且严重不符合19世纪

中叶西伯利亚烈酒大肆盗卖及酗酒成风的历史事实B，甚至旅行纪文本的其他地方也

提供了推翻禁酒令有效性的证据（当地人将酒作为以货易货和收取报酬时最抢手的商品

［《巴》：670，734］）。叙事者的遮掩和粉饰态度反映了19世纪俄国受教育阶层共同

的殖民愿景：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被预设为一项有着伟大内涵的

伟大事业。因此冈察洛夫对西伯利亚的叙述基础是“真实的经验与一厢情愿的想法的混

合”C，这便造成作家的表征和感知、叙事和历史之间出现了“文本破绽”。但更重要

的是，冈察洛夫试图将俄国政策的人道主义性质对比英国的鸦片走私和美洲殖民地的种

族灭绝，从而超越原先的“在亚洲的欧洲胚胎”公式，进而要求“在东印度和中国之间

往返航行的欧洲海船”向俄国学习，颠倒俄国与其英国老师的身份，在环球帝国的竞技

场上树立“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

结 语

在环球航行的结尾，冈察洛夫返回帝国扩张的终点，从环球帝国新秩序的建构角度

探讨俄国在自己的东方前沿推进的文明功绩和光明前景，宣扬俄国带来的进步和完善。

在西伯利亚这个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辽阔的荒野，俄国人正以西方的科学手段推进文明：

“尽管冬季漫长，奇寒难耐，这里，在边区，一切都在欣欣向荣。我现在是那种化学-历

史过程的活生生的、路过的目击者了。通过这个过程，荒原正在变作适于居住的地方，

野人被提升到人的等级，宗教和文明正在同野蛮搏斗，激活沉睡的力量。”（《巴》：

730）作家把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熔铸为俄国人投身于全球人类共同进步事业的纪

念碑：

有朝一日，这片曾是黑暗蒙昧、湮没无闻的土地，将会变作成熟开化、人烟

稠密和得到启蒙的边区……到了那时历史将要竭力探询：是谁建造了这座大厦，而

AСм.: Гончаров И.А.,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в 20 т. Т. 3, с. 760.

BSee Yuri Slezkine, Arctic Mirrors: Russia and the Small Peoples of the Nor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9; John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24; James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Russia’s North Asian Colony, 1581–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1.

CEdyta M. Bojanowska, A World of Empires: The Russian Voyage of the Frigate Pallad,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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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它不会得到详尽的答案，如同是谁在沙漠中建造了金字塔，至今仍得不到答案一

样。历史本身则只会补充说，是同样那些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呼吁取缔贩运黑奴，

在另一个角落里教导阿留申人和虾夷人生活和祈祷的人们——正是他们缔造、设计

了西伯利亚，使西伯利亚获得了居民和启蒙，现在他们正要把造物主遗失的一颗种

子，培育成果实，归还给造物主。（《巴》：731）

令人吃惊的是，在与英国处在交战的状态下，冈察洛夫仍以基督教的名义把19世纪

掀起废奴运动的英国人纳入想象中的环球帝国的人道主义共同事业（尽管事实上废奴运

动的直接动因是英国本土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环球旅行更新了

作家的世界认知，使他在俄国的东方前沿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俄国和正在成长中的“新俄

罗斯人”——这里没有地主的庄园和“睡眼惺忪的地主老爷”（《巴》：766），也没有

农奴制的衰朽的束缚，所有人的努力都用于克服严酷的自然环境，因此焕发出青春的活

力，寄托着冈察洛夫对俄国未来的期待。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转身面对的这片东方土

地，不仅是苦难深重的冰雪王国和苦役之地，而且也是欧洲无法比拟也难以触及的、几

乎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广阔空间。俄国人在这里的开拓虽然步履维艰，但也使俄国人认

识到自己的弱点，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的民族信心。它虽仍然有赖于欧洲根

深蒂固的殖民话语，但却得到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启蒙的辩护，因此在作家的心目中合

乎逻辑地与整个俄国的文明和积极进取的愿景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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