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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他者 ： 太平天國戰争
時期的身份政治



①

金 環
【摘 要】在太平天國戰争 （１８５１—１８６４ ）期間及其結束後，
“他者”這一概念被用來煽動與表述暴力，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獲得
了多種意義。本文集中於十九世紀與太平天國相關的話語與表
述，來探討“他者”這一概念所藴藏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内涵。
首先，通過討論太平天國和清政府的政治宣傳，作者探究這兩個
敵對政權如何各自構建其政治敵人。 對於太平天國的身份建設
而言，宗教與政治敵人的確立尤爲重要。其次，作者關注介於現
實與想像之間的筆記小説中處於政治與社會邊緣的人物。 這些
人物穿越政治邊界，也因此在太平天國與清政府話語中所規定的
“我們”與“他者”之外形成了“第三類别”。這些短篇故事中的作
者對這些邊緣角色做出道德評價，因而將他們置於另一種與 “他
者”相關的敘事規範之中。最後，在奇幻與想像的疆域裏，企圖建
構與調整政治與道德“他者”的努力被徹底質疑。總體而言，本文
以在太平天國戰争之中及其結束後所産生的文學與文化爲對象，
探討“他者”這一概念的多義性與有效性。
【關鍵詞】太平天國戰争 政治話語 身份 第三類别
“自我即他者”

①

此文研究受到中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傑出青年學者研究計劃支持（ＨＫＵ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２１６１４０１８）。
感謝哈佛大學李惠儀教授在論文修改過程中提出的寶貴意見。

·２·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後殖民主義研究認爲，對他者的區分常常與一個群體對於較其弱勢的
群體的控制與規訓相關 。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對於他者的命名意味著對
於與自己身份不同者的指認，同時這一命名也更加强化指認者群體的 “我
們”這一概念 。總體而言，“他者”隨著對其作出規定與區分之角色的位
置及需求而持續移動。在太平天國戰争期間及其後，“他者”的概念既被用
來挑起暴力，也被用來詮釋暴力。本文便就此問題集中討論十九世紀圍繞
太平天國戰争所産生的話語場，就 “他者”這一概念在政治、道德與文化等
方面的多重隱喻進行探討。在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的戰争宣言中，兩個政權
各將其敵人描述爲異類，並以此來合理化暴力，進行對大衆的動員。然而，
在紀録太平天國時期事件與傳説的筆記中，兩個對立政權所確定的地理與
政治邊界卻往往被遊走在社會邊緣的人物所打破。這些人物可以被視作
在政治規定的“我們”與“他者”的範疇外的第三類存在。最終，在文學的虚
構與想像中，施害者與受害者間的界線，人類與非人類間的鴻溝，都泯然
不存。
①

②

一、戰争與政治“他者”
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戰争修辭集中地體現出政權
對於敵人的建構。二者都將其對手塑造爲劣等、爲人所不齒、且應被消滅
的存在。通過這樣的描述，無論是太平天國政權，抑或是清政府，都希望激
起大衆的恐懼與仇恨，繼而動員他們追隨兩個政權各自提出的暴力主張 。
③

“他者”指的是由“我”或“我們”所定義的持有與“我的”、“我們的”特徵不同的個人或一個社會
群體。正如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在其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一書中所指出，“他者化”通常與一個群體對相較其弱
勢的群體的統治相關。雖然“他者化”的過程中常常伴隨著權力結構的出現與調整，我認爲這
個詞有時亦可以被視作中性，而“他者”一詞也可以被用來指認個體内部的同與不同。
② 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ｘ，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Ｂｏｒｄ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ｉｌａ Ｍａｌｏｖａｎｙ — 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ａｐｅ，２００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 Ｒｉｇｇｉｎｓ，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牶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７）．
③ Ｓｕｓａｎ Ｚｉｃｋｍｕｎｄ 認爲一個相當普遍的對“他者”的構建是將他們描述爲“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社
會污染）。她寫道：“他者象徵性地變爲一個文化疾病。這種疾病在國家内的存在本身已經足
够破壞（這個國家的）穩定性。”Ｓｕｓａｎ Ｚｉｃｋｍｕ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ｈａｔｅ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牶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Ｊｏｎ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７），ｐｐ．１６５ １８２．Ｍ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①

多重他者：太平天國戰争時期的身份政治 ·３·

太平天國政權在他們的宣傳中策略性地使用 “妖”字來將滿族統治者及其
追隨者們描述爲非人的妖魔 。在太平天國的歷史材料中，每一場戰争都
被他們詮釋爲爲了實現驅逐中華大地上所有惡鬼、妖魔這一承諾而向前邁
進的一步 。相比較而言，清政府强調太平天國政權的極端性，並且將他們
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起義與叛逆相區别。通過“他者”這一概念，無論是太
平天國政權還是清政府都試圖合理化其所進行的種種形式的暴力。
對於太平天國政權而言，建構一個宗教與政治的對手至關重要。這一
點很好地表現在他們如何在宣傳中使用 “妖”這一概念來對自己的身份進
行建立及發展上 。“妖”字在中國的宗教、政治與文化傳統中有著深刻的
淵源，也被廣泛地使用。它既作爲獨立詞出現，也作爲一個詞中的前綴或
後綴出現。無論如何，“妖”常常帶有一系列的負面含義，而它所描述的包
括人類在内的存在常常是危險的。這些以 “妖”爲名的存在的危險性之一
便在於牠們有時能够變化，並且能够對人類施以誘惑。爲了維護這個世界
的原有秩序，人類應該避開或者除掉所有“妖”，或是那些被形容爲“妖”的
存在。因此，提出“妖”這一概念本身便意味著“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
立的確立。就太平天國的身份形成而言，對於宗教與政治“他者”的構建與
其自我認同息息相關。太平天國意識形態基於這場運動在戰争不同時期
的需要，自由地用“妖”定義與描述敵人。無論是在文辭中還是行動上，太
平軍及其領袖在與“妖”的關係中持續性地呈現出表演的性質。譬如，他們
在村莊中暴力摧毁神像、孔子的造像，以及祖先牌位，因爲這些物品以及它
們所代表的一切都是“妖”。他們也將滿族統治者和那些與滿族相關的人
稱爲“妖” 。因此，在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與話語内，“妖”並非一個形而
上的描述，而是一種用來挑起衝突行動的言説，也同時是以宗教正義之名
①

②

③

④

本文對“妖”字的部分討論基於 Ｈｕａｎ Ｊｉ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ｏｆ Ｙａ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６．１ （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７ １４４．
② Ｒｕｄｏｌｆ Ｇ Ｗａｇｎｅｒ，Ｒｅｅｎ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Ｖｉｓｉｏｎ牶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２）．
③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對於“他者”的認識同對於自我的認識一樣重要。正如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
Ｒｉｇｇｉｎｓ 所總結的：
“個體身份的發展意味著這個主體必須能够産生同與不同的話語，並且必須
拒絶或擁抱某些確定的身份。”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 Ｒｉｇｇｉｎｓ，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牶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７），ｐ．７．Ｍ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妖”分爲兩類：“死妖”，即神像、孔子牌位、祖先牌位等；“活妖”，即
④ 在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中，
僧尼、道士、滿族、叛徒等。見郭毅生：《郭毅生自選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２４ 頁。
①

·４·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而奪取政治權利的嘗試。
因此，太平天國意識形態之下，“妖”是一個被建構的他者。而這個他
者實際上“依託於（定義者對其）與‘我們’之間的不同的詮釋與再詮釋” 。
這一點正正被太平天國話語中 “妖”字意義的不斷變化所證明。在太平天
國運動的初期，太平軍主要用“妖”來指涉神像、孔子造像、祖先牌位等。然
而他們在 １８５３ 年發佈的三個告示中，系統性地描述了上帝與滿族統治者之
間的戰争，並且第一次在宣傳中將滿族統治者系統性地稱爲“妖”。這種系
統性在他們的告示標題中便有所體現：《奉天誅妖，救世安民》、《奉天討胡
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養，凡屬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諭救一切
中國人民從前不知大義，誤幫妖胡自害中國者》 。
標題爲《奉天誅妖，救世安民》的告示將滿族統治者的祖先視爲白狐與
赤狗。作爲“妖人”，滿族應當從中國大地上被掃蕩乾浄。首先，這個告示
提出：滿族，亦即“胡虜”，在根本上與“中國”對立。同時，“天下”應歸中國
而非胡虜所有。接下來，文章的重點轉移爲對滿族的祖先的追溯：作爲白
狐與赤狗交媾所産生的後代，狡詐的滿族人崇拜蛇魔，閻羅妖，邪鬼，並且
强迫所有中國人順從他們的邪惡要求。文中稱，滿族竊取神州，行剃髮易
服之令，玷污中國女子，“欲中囯之人盡爲胡種”。對於中國男子，他們 “造
妖魔條律”來挾制其行爲。同時，爲了減少中國人口，滿族統治者有意視百
姓流離而不顧。在滿族的統治下，“貪官佈滿天下”。“凡有起義與復中囯
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絶我中囯英雄之謀也”，因此纔有了
“我中囯之衆不下五千餘萬……受制於十萬（滿族）”的現狀。因此，這一告
示宣稱：太平天國的訴求在於向滿族復仇。追隨這一理想者將升天，其他
人則將被永遠地困在地獄。總體而言，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妖魔化滿族的
起源與宗教信仰，並進一步將他們描述爲非人。通過將滿族稱爲 “妖”，太
平天國政權試圖維護自己的地位並且合理化這一場以種族主義爲中心的
政治戰争 。
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１８６１ 年，太平軍開始試圖拉攏對方陣營中
①

②

③

，

①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牶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ｐ．３３２．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５ ｒｅｐｒ． ｏｆ １９７８），

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印書》，第 １ 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 、 頁。
第 １ 册，第 １０７—１０８ 頁。
③ 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印書》，
②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１１

多重他者：太平天國戰争時期的身份政治 ·５·

的漢人兵士並把他們表現爲“我們”中的成員。此年題爲《誅妖檄文》的諭
文以在地方團練及清軍中的漢人爲受衆，試圖説服他們轉投太平陣營。在
這篇諭文中，有以下文字：
從前爾等官兵爲妖所用，本系被其迫脅，原難深罪。 且前時未逢
真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捨妖他適……惟
是爾等官兵人等，雖現爲妖官妖兵，不能不聽其驅使，遂至助妖爲害，
同天打鬥，跡雖可恨，情實可原。
①

這段文字宣稱：雖然有些漢人兵士支持清政府，這些人卻並不能被完
全妖魔化。這種論點給爲清政府而戰的將軍和兵士一個選擇：他們可以與
太平軍並肩作戰而得到上帝的救贖，或者隨著滿族統治者一同承受被困在
地獄的詛咒。在修辭上，這段文字試圖緩和作爲“我們”的太平軍與服務於
清政府這一“他者”的漢人兵士之間的絶對對立，以此來策略性地對後者進
行拉攏。
在太平天國的身份形成及發展過程中，他們刻意建構出以種族爲特徵
的他者。相比較而言，清政府在戰争宣傳中有意迴避了種族這一問題，並
著力於將太平天國表現爲反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他者。在清政府的宣傳中，
太平軍被稱爲“賊”。在傳統中國政治話語中，“賊”是叛軍與逆匪的同義
詞，因此稱太平軍爲“賊”，意味著清政府將他們視爲僭越社會與政治秩序
的罪犯。曾國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作爲太平戰争中最有權力與影響力的清軍
將領，在其著名的對太平天國的檄文中寫道：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
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
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
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别有所謂耶穌之説，《新約》之
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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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曾國藩歷數太平天國與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社會大相徑庭的信
仰、習俗以及政體，藉此將其描述爲勢不兩立的敵人。曾國藩認爲太平天
國信仰的起源便決定了他們與 “他者”相關。在許多挑戰中國傳統的太平
規範與習俗中，曾國藩强調太平天國的制度對於人際關係，尤其是家庭成
員間關係的重新定義。譬如，無論長幼，男子盡稱爲兄弟，而女子盡稱爲姐
妹。這種種關係設定推翻了基本的儒家綱常：“五倫” 。曾國藩繼續指出，
雖然太平天國取消私有制的主張前所未見，但他們的意識形態中最反常的
是對於徹底推翻儒家信仰與傳統道德的要求。因此，他論斷，太平天國政
權不僅威脅清政府的統治，更加是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的嚴重威脅。於是，
曾國藩强調太平天國運動與歷史上其他試圖推翻王朝統治的暴力運動根
本不同。他寫道，即使像張獻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７）與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這樣
的“亂臣賊子”也會對孔子和文昌帝畢恭畢敬地祭祀。與之形成强烈對比
的是太平軍對於中國傳統中被尊爲神聖的孔子、關羽 （？—２２０ ）、岳飛
（１１０３—１１４２）等人物的踐踏與玷污。總之，無論是太平天國在西方基督教
啟發下提出的宗教主張，還是他們對於傳統倫理關係和儒教信仰的顛覆，
都體現出激進的特徵。而具有這些特徵的太平軍即被曾國藩描述爲歷史
上前所未有，超越了人們的想像邊界的“他者”。
太平天國用“妖”對於滿族統治者的指涉是政治與軍事暴力在語言上
的踐行 。在整個太平天國運動中，“他者”的政治與宗教身份不斷被重新
定義，繼而被用來煽動與鼓勵大衆對於滿族統治者的仇恨。即使曾國藩選
擇在其戰争修辭中不使用與太平軍相類的妖魔化語言，他卻依然將他們表
現爲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且必須被徹底譴責與消滅的罪犯與異類。
①

②

二、第三類别與道德“他者”
即便清政府與太平政權在修辭中不斷强調“我們”與“他者”的對立存
在，這兩者之間的邊界始終未被絶對確立。事實上，許多普通人被綁架至
“五倫”指的是儒家社會中成對的倫理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朋友。對“五倫”做
出最早闡釋的是《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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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營並生活在其所控制的地區。雖然其中一些人能够僥倖逃離其控
制地區，他們的身上卻常常帶有在太平政權下生活時所留下的永久性傷
痕，而且有時他們亦會被强制紋身 。與此同時，正如下文所示，一些太平
逃兵與被俘的太平士兵後來爲清政府而戰。此外，社會上的一些邊緣人物
有意遊走在太平政權與清政府之間，試圖在軍事與政治混亂中尋求自保的
可能性。在一些極端的例子中，像苗霈霖（１７９８—１８６３）這樣的地方軍事力
量頭目在清勢力與太平勢力間多次反覆來攫取政治與經濟利益。類似的
角色可以被視爲 “我們”與 “他者”之外的 “第三類别”。在這一類别下，權
威被重構，而傳統的如“我們”與“他們”、忠誠與背叛等二元對立的概念則
不再適用於災難時期的個人選擇。
官方歷史書寫中往往忽略“第三類别”的存在。當史家提起這些人時，
往往持有强烈的道德與政治立場。但是在太平天國之後流傳的筆記中，許
多關於普通人超越政治地理界線的事蹟與傳説被保存了下來。這些作品
常常呈現出與官方歷史書寫不同的特徵。本文集中討論宣鼎 （１８３５—
１８８０）和王韜（１８２８—１８９７）的筆記小説。這兩位作者的作品在太平天國戰
争結束後廣泛流傳，並且被人們與《聊齋誌異》相提並論。宣鼎的許多故事
傳遞出很强的因果報應觀念，然而他故事中的角色與情節發展往往減弱人
們對於道德絶對性的印象。與之相比，王韜雖然在戰争中曾經同情太平
軍，但是他在 １８７０ 年代以後選擇了堅決支持清政府的立場。值得注意的
是，宣鼎與王韜都不是爲政治目的而創作這些作品的。他們以這些作品向
申報館投稿以謀得稿酬，而他們也應該因此被視作十九世紀正在形成的文
學市場的參與者。
文人筆記中的故事往往界於現實與虚構之間。王韜與宣鼎的這些筆
記小説即是太平天國結束後文人對於這場戰争進行回顧與思考的話語場
中的一部分。這兩位作者在寫作時都支持清政府的統治及意識形態，但是
他們在這些故事中對於邊緣人物的關注表現出一種在政治、宗教性的 “我
們”與“他者”之外建立起一個規範的嘗試。與這個規範相關的關鍵詞便是
“道德”。然而這些筆記小説本身卻具有政治與道德的模糊性。因此，建立
道德規範以實現二元對立的努力被這些模糊性削弱了。一些故事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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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政治邊界”的角色利用他們的彈性身份來保護家人，從太平軍營中拯救
被俘者，甚至阻撓太平軍的計劃。另外一些故事則描述借助政治混亂來謀
取個人利益的叛徒。總體而言，這兩位作者在這些邊緣性，且往往具有争
議的人物身上表現出的興趣是 “一種與慾望、嚮往、嫉妒和誘惑相關的想
像，而這種想像可以被理解爲他們彌補自己文化身份缺失的企圖或他們同
已繼承的文化價值之間的疏離感” 。
太平天國的存在給予一些普通人獲得清政府認可與信任的可能。這
些人在太平天國戰争之前往往很難得到向社會上游移動的機會。譬如，在
宣鼎名爲《夜雨秋燈録》的筆記小説内題爲《韻小》的故事中，一個男子的全
部家人，除了他本人和他的哥哥之外，都被太平軍俘虜了 。當這位哥哥得
知他們的妻子已經被帶往天京，被迫成爲某太平王之妃，而且爲其表演時，
他氣忿難忍，於是裝作賣炊餅的小販潛入太平軍控制地區來尋找家中女眷
下落。通過賄賂此王身邊之人，他成功解救出家裏的女眷。在這個過程
中，他也很有可能爲清政府在太平軍控制地區搜集了情報，因爲戰争結束
後，他便被委以地方官職。在這個故事中，主人公通過喬裝打扮，深入天
京，不僅解救了家人，也鞏固了他作爲一個清統治下的臣民的身份。而他
在此過程中亦取得了在其它情況下也許無法獲得的政治與社會資本。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在太平天國戰争中爲清政府做出的努力都能够得
到承認。同被收在《夜雨秋燈録》中的 《小癩子》的主人公便是一個例子。
小癩子是一個極有天賦的盜賊和騙子 。在太平軍攻陷了他的家鄉揚州之
後，小癩子將他的家人送往鄉下，繼而自己潛入城中偵查太平軍的情況。
同時，他也協助很多富人的家庭逃離了太平軍控制地區。小癩子多次嘗試
刺殺東王楊秀清（？—１８５６），但都以失敗告終。於是小癩子嘗試遊説一位
清將領來與他合作：借助小癩子在東王宫中的熟識者，他們可以裏應外合
將東王除掉。然而這位清將領拒絶信任小癩子，甚至警告他：今後若再作
類似建議，他一定會將小癩子斬首。小癩子涕泣而出，哭道：“吾幼不肖，學
作扒兒手。今老矣，思捐軀粉骨以報國家，奈其説不行，尚有顔面與若輩共
①

②

③

，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０１），ｐ．４９．
恒鶴點校：《夜雨秋燈録》，第 ２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８２６—８３０ 頁。
② 宣鼎著，
恒鶴點校：《夜雨秋燈録》，第 １ 册，第 ２５８—２６１ 頁。
③ 宣鼎著，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牶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多重他者：太平天國戰争時期的身份政治 ·９·

生活乎？” 自此，小癩子遠走他鄉，再没有人在揚州見過他。在這個故事
中，小癩子在太平戰争爆發之前所呈現出的道德模糊性極有可能使得他在
清將領眼中没有任何可信性。而且小癩子對太平軍内部情況的熟稔也必
定使得他的企圖在清政府方面看來相當可疑。然而，作者對小癩子的失望
與懊悔的描繪卻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同情性，而這種同情亦表現出作者在
“我們”與“他者”這些政治上絶對相對的概念之外，亦試圖尋求某種其他價
值的嘗試。
同爲社會的邊緣人物，一些人試圖借助他們在戰争中的靈活身段來在
混亂中攫取個人利益。在宣鼎與王韜的故事中，這些人往往被表現爲道德
淪喪的社會棄兒。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王韜的 《遁窟讕言 · 巫氏》。在這
個故事中，江南溧水縣一個遊手好閑的無賴被人稱爲台豹子。在太平天國
戰争爆發之前，他已經爲親友所鄙夷。在太平軍攻陷了他的家鄉之後，台
某向太平軍首領進貢並且成爲了村莊首領。得勢之後，他“如虎傅翼，魚肉
良善，毫不爲意” 。台某覬覦一位在村莊中因其美貌與品德而爲人稱道的
巫氏已久。在被巫氏拒絶之後，他心生憤恨，於是向太平軍首領極言巫氏
美貌，使其對巫氏垂涎。結果巫氏爲了抵抗太平首領的侵犯而自盡。台某
清楚地知道當地人對他的憎恨與輕蔑，於是當他看到太平軍在戰場上逐漸
失利的時候，便轉投曾國藩的軍隊爲清效力。太平戰争結束兩年之後，台
某衣衫襤褸地回到家鄉，沿村求乞，受盡白眼。一天，他在路過巫氏自盡的
水塘時，腳下一滑，栽了進去，溺水而死。雖然戰争之前，台某只是因行爲
不端而被同鄉人鄙棄，但是在他將自己與太平軍聯繫在一起之後，台某便
完全被隔離於鄉人這個群體之外。顯然，台某後來對清軍的投靠並不能將
他從道德“他者”這個身份中救贖出來。這在他歸鄉之後鄉人對其所抱有
的敵意和他最終遭到報應而死的結局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因此，雖然王韜
在對某些具有政治模糊性的邊緣人物的描述中超越了政治上的二元對立，
他依然通過對《巫氏》故事中台某這個毫無廉恥的角色進行道德判斷來重
構某種“我們”與“他者”的規範。
但是富有勇氣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確能够使得某些曾因與太平軍合作
而名譽受損的人得到救贖。在《遁窟讕言·孫藝軒》中，孫藝軒是盧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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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聰明書生。但是他没有選擇參加科舉考試，而是通過爲人寫訟狀敲詐仇
家，或爲有權勢的人勒索其政敵而斂財。在此之外，他也常常與地方土匪
相聯繫並給他們幫助。鄉人敢怒而不敢言。當太平軍佔領了這個地區之
後，人們推孫藝軒爲邑長，因爲他們希望他會在履職過程中犯錯，繼而被太
平軍懲罰。被推舉爲邑長之後，孫藝軒在家中閉門不出幾日。當他重新出
現在人們的視線中時，已經是太平政權下的一個地方官。這一次，他爲太
平軍向鄉人徵收賦税並在太平天國科舉考試中取得名次。當太平軍開始
敗退時，孫知道他不會爲人們寬宥。於是宣布：“孫某豈真爲賊用哉？亦欲
假此以殺賊耳。顧今者事已決裂，無可再緩，若竟湮没以死人，將謂我
何？” 他告訴他的家人：“我今日萬無生理，持刃能殺賊而死，則芳名永在，
其死可以千秋，勝終於牖下，遭甲黨一吐駡也。” 在宣布了他的決定之後，
孫藝軒邀請太平軍頭目進行一場秘密會談，繼而實施了他的謀殺計劃。得
手之後，他在逃跑的路上被太平士兵擒住。孫藝軒大駡太平軍，然後刎頸
自盡。在故事的結尾，作者評論道：“孫所爲雖反覆詭譎，而末後殺賊一著，
似猶不失爲血性男子也。” 與《巫氏》中的台氏一樣，孫藝軒在戰争之前的
道德模糊性以及他對於太平天國政權的參與使其被鄉人拒絶在外。孫藝
軒在生命最後時刻支持清政府，而台某在太平軍失利後加入清軍：二者同
樣具有機會主義性質。與台某不同的是，孫藝軒寧願捨棄生命來保全名
節。這使得他的形象呈現出更多複雜性。而這個形象也不能簡單地被放
入任何道德或政治判斷的框架之内。最終，作者得出一個具有妥協性質的
結論：雖然孫的政治選擇具有争議性，人們仍然可以將他視作一個勇者。
在前文提到的社會邊緣人物之外，代表著清政府所提倡的儒家傳統的
道德家也可屬於這“第三類别”。這些人往往以某種形式從太平軍處贏得
了尊敬。然而，一個自命不凡而又虚僞的衛道士卻有可能因爲其可鄙的行
爲而被無情地奚落爲道德“他者”。在《遁窟讕言·周髯》中，江蘇武進有一
位道德家以他的博學與無瑕的道德在家鄉取得了很高的聲望。因他蓄有
過腹美須，人們稱他爲周髯。當太平軍攻佔武進時，每個人都選擇逃生，但
是周某卻平静地留了下來。他將太平軍迎入自己的家裏，並向他們展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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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所有財産，聲稱：“貧士無長物，所藏惟有此耳。君等不棄，可盡攜
去。” 周某的坦率與勇氣讓太平軍十分驚訝，因此他們離開了他的家，並且
没有傷害他。過了一段時間後，一些太平軍甚至來拜訪周某，聽他講學並
向他提問。自此以後，周某的鄉人都稱他爲周聖人，對他愈發尊敬。戰争
結束後，享有盛譽的周某在一次旅途中試圖侵犯一位船夫的女兒。這件醜
事被即刻揭發，徹底毁了周某的名聲：周不再擁有人們的敬重，而且成爲了
鎮上的笑柄。在這個故事開始時，周某作爲儒家文化的代表和道德的典範
贏得了太平軍的尊敬，而他也因此超越了太平軍與清政府所規定的“我們”
與“他者”的界線。但是故事最終諷刺性的結局卻是一個以儒家道德標準
來構建“第三類别”的失敗例子。
在太平天國戰争結束後湧現出的筆記小説中，一些人物具有超越太平
政權與清政權這兩個在政治與文化上完全對立的陣營的能力。這些角色
似乎可以提供政治規範下的“我們”和“他者”之外的另一種類别。宣鼎與
王韜給予這些人物關注，並且對於這些往往處在社會邊緣的人物所表現出
來的流動性呈現出一定的興趣。然而總體而言，兩位作者似乎依然試圖通
過建立道德標準來樹立起另外一個“他者”，並以此來詮釋一些人物的矛盾
身份。
①

三、暴力與“他者”的失效
在與想像相關的作品中，當作者們試圖描述難以言表的暴力時，常常
質疑與複雜化“我們”與“他者”的道德與政治區分。在太平天國戰争後産
生的戲曲作品中，作者往往將太平軍比擬爲動物，亦即非人的 “他者”。與
這樣的表現相比，更加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還有宣鼎《夜雨秋燈録》中名爲
《北極毗耶島》的一篇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一個舉人意外地成爲了太平軍
的老師。在這樣出人意料的時刻，所有的政治規則與道德價值都被打破，
而其中也包括了 “自我”與 “他者”的邊界 。當被囚禁的妖怪誦讀儒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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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溯了
“他者”的源頭，並且結合現有的學術研究，總結出“他者”這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時
期。柏拉圖曾用它來表達觀察者（自我）與被觀察者（他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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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並且變成太平士兵，儒家弟子與太平軍原本涇渭分明的身份在根本上被
混淆。這種混淆也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被建構的“他者”概念的失效。
在太平天國戰争之後創作的戲曲作品中，太平軍被認作主要的，甚至
是唯一的暴力與毁滅的製造者。劇作家往往將太平軍與動物聯繫起來。
例如，十九世紀的一部名爲《霧中人》的傳奇對主角及其家人從太平軍對其
家鄉的侵略中死裏逃生的經歷進行了藝術化的描繪。作者這樣描述戰争
中的混亂：“可奈他鼙鼓驚天起，山排海倒，遍地是紅巾帽，只愁毁室鴟鴞，
風雨又飄摇。紛擾肆貪，殘同虎豹。” 在另外一處，當太平軍隊準備迎戰
時，舞臺上的動作指引明確地指示演員們：“將狐羊各裘，翻轉披戴介。” 作
者這樣描繪太平軍的大舉入侵：“密層層好似求魚的罾網，勢洶洶好似吞人
的蛇蟒，亂紛紛好似喪家的吠尨，燄騰騰好似無情的閻羅狀。忒猖狂。納
貢安民張僞榜。” 如果豺狼、毒蛇這一類與猛獸相關的譬喻表現的是太平
軍殘忍與嗜血的特徵，狐、羊、鼠這樣體型較小的動物所表現的則是自私、
狡猾、怯懦等其他道德上的缺陷。
暴力之惡消耗並異化著每個參與其中的人。若要重建秩序，無論是施
害者還是被害者，甚至是受害者變成的復仇者所帶有暴力特徵也需要被徹
底洗滌乾浄。在許多太平天國戰争後出現的戲曲中，由邯鄲夢醒人創作的
《夢中緣》因其四十齣的長度而尤其引人注目。這部傳奇的作者明確地在
其創作中模仿清初經典傳奇《桃花扇》。在孔尚任（１６４８—１７１８）創作的《桃
花扇》中，作者嘗試通過抒情的手法與浪漫的悲劇來理解與詮釋明清迭代
的政治動盪。與之相比，《夢中緣》的情節圍繞著五個結拜兄弟在太平天國
戰争期間的政治抱負及戰争後的個人悲劇而展開。這些結拜兄弟組織自
己的軍事力量來對抗太平軍並且將其中的領導人物一一除掉。然而當清
政府重新建立秩序與控制之後，這個自發組織的軍事力量必須解散，纔能
避免對中央政府的穩定造成威脅。在《夢中緣》的最後，這幾位結拜兄弟對
於戰後政府的腐敗徹底失望，也認識到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己的政治抱負
難以實現，因此選擇了入道隱居作爲他們的出路。
除了將太平軍比作野獸之外，《夢中緣》還將抵抗太平軍的主要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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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設計爲被貶下凡的花仙。同許多太平天國戰争之後創作的戲曲一樣，
《夢中緣》採取了“度脱劇”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天庭的低階仙官被貶到
人間，經歷一系列的磨難來贖罪，最後回歸天庭。在《夢中緣》的最後一齣，
本爲結拜兄弟之一的道士揭示出太平天國中的众王都是偷溜下凡的神獸，
而結拜兄弟們在前生都是花神。戰争的結束意味著太平众王與結拜兄弟
都回歸天庭原位。於是，優雅而純潔的花神形象與野蠻的獸類形象形成鮮
明的對比。就這兩個形象而言，更强烈的是充滿原始生命力的獸類與静止
植物的對比，而這種對比也可以被視作太平天國所代表的叛逆能量與典雅
的文人文化的撞擊。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國戰争後創作的戲曲中，主
人公往往不屬於人間而原本屬於天界。太平天國戰争異化了每一個人，因
此在戰後的戲曲中，野獸與植物常常成爲用來描述暴力的譬喻。
最後要詳細介紹的是宣鼎《夜雨秋燈録·北極毗耶島》 。這個故事徹
底挑戰了儒家身份的有效性與被建構出的“他者”概念。在這個故事中，一
名乘船出海的旅客被海上的奇妙景色吸引，萌發了探索忽隱忽現的奇異島
嶼的念頭。然而船夫却警告他：島嶼景色看上去愈奇妙，愈有可能充斥著
野獸和魔鬼。船夫接下來給這位乘客講述了一個朱姓舉人的故事。在科
舉考試失敗之後，朱孝廉乘船自天津返回他的家鄉松江。但是乘船出海不
久，朱孝廉的船就在一場颱風中傾覆。他借一塊殘破的舢舨漂浮了兩天之
後，來到了一個充满嵯峨大石，參天古樹的島上。攀爬上懸崖峭壁之後，他
看到盤旋著的大蛇與天空上嚎叫的怪鳥。又餓又怕的朱孝廉想，既然無論
怎樣都可能在荒島上餓死，不如拼死一搏。於是他走入密林當中，見到飛
澗深潭，潭後有洞，洞門半掩，門首石額上面用篆文寫著：“北極毗耶島瓊雲
洞天”。
朱孝廉進入此門之後，見到一個别有洞天的世界：隨著小路逐漸平坦，
朱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小村落。村莊中的房屋由石子雜亂堆砌而成，而巨
大的貝殼被用來做門。他於是從一位樵夫那裏討了一些食物。樵夫告訴
朱：每三年，極陰生極陽，此洞門應時而開。樵夫帶朱去見了村民，當他們
知道朱從何而來之後，殷勤地歡迎他，向他詢問關於天國的事情，並且給他
帶來了被子與食物。朱向鄉人詢問如何能够返回中原，人們告訴他管領此
島的阿羅伊尼霍道人住在城郭之中。第二天清早，朱來到鎮上。鎮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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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與中原無甚差别。他在鎮上見到了道士。得知朱是舉人之後，道士顯
得十分興奮，邀請他教授一些“蚩蚩者”，而且承諾在下一次陰陽交替，洞門
打開時送他回家。
當被問到學生在哪裏時，道士指向房間後壁的一個古洞，告訴朱，他的
工作是每天早晨隔著牆壁教授學生，讓他們跟讀。自此之後，朱每天爲這
些學生上課。雖然不能見到學生，他卻能聽到學生們讀書時的聲音：有些
聲音聽上去幼稚，而有些聽上去則比較蒼老。幾個月之後，朱孝廉便能够
辨識學生不同的聲音，並以此來唤他們的名字。這些名字都很奇怪，也很
難讀，因此他不大能够記得。一天，朱孝廉煩悶無聊，便觀察到這古洞的大
門不僅用大石緊閉，而且還用鐵水澆注。時間在日復一日的教書生涯中過
去，直到有一天，道士告訴朱，他第二天便可以被送回家。朱非常高興，但
他希望在離開之前見一見學生們。道士解釋道：此島處在世界的最北端，
島上有一個幽暗巨大的深坑。上帝在其中禁錮著許多怪獸，並把他們交給
道士管理。每逢紅羊赤馬之年，上帝就會將這些妖怪釋放出來，讓他們在
中原作惡，給人們帶來災難。在此之後，又將他們重新封鎖在洞中。道士
延師教導他們，是希望這些怪獸降生在中原之後能够略略減少他們的惡
行。在朱孝廉的一再請求之下，道士作法打開了大門。一團團黑惡之氣撲
面而來，在道士再四念咒之後纔消散。藉著道士做法點亮的一束微光，朱
孝廉看到許多人頭獸身的怪物。突然，一個有著九個人頭與一個蛇身的怪
物向大門沖來。於是道士大喝一聲，作法將大門關閉，再將其用符籙封死。
朱孝廉則只有悚惕而已。
道士用豐盛的宴席爲朱送行。回到家鄉之後，朱與家人團聚，並且因
爲道士贈予的禮物而變得極其富有。咸豐十年（１８６０），太平軍入侵蘇州與
松江地區。當時朱已經去世，而他的後代也早已遷移到其他地方。一日，
一位太平王和他的軍隊攻陷了松江。這位太平王路過朱的墳墓時，讀到了
墓碑上的碑文。他大吃一驚，叫了出來：“這難道不是朱先生麽？”於是，這
位太平王召他的士兵們前來祭拜，並且在故事的最後爲朱賜予官爵。
這個充滿政治與文化複雜性的故事讓我們想起烏托邦的主題，但是它
同時向我們展示的卻是一個 “惡托邦”。朱孝廉在島上的經歷影射與顛覆
了傳統文學中的桃花源母題。《桃花源記》是東晉陶淵明（约 ３６５—４２７）廣
爲流傳的一篇散文。文中講述了一位漁夫無意中闖入一個不爲人知的村
莊，發現其中的村民都過著安樂平和的生活，且對外部的朝代更迭一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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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故事。《桃花源記》在中國文學文化傳統中常常被用來表達人們對遠
離政治災難的理想世界的嚮往。然而在《北極毗耶島》中，《桃花源記》中的
漁夫變成了一位失敗的考生，而原本通往桃花源的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的道路也遍佈著毒蛇猛獸。此外，在 《桃花源記》中無拘無束，並且不知朝
代更迭的村民在《北極毗耶島》中成爲被統治者，甚至對同時代的中國所發
生的事情抱有很大興趣。更有甚者，以世外桃源爲原型的北極毗耶島是妖
物與怪獸的永久庇護所。
當北極毗耶島上的妖怪被釋放之後，他們會創造如同太平天國戰争這
樣的災難。於是現實與惡托邦之間流動的邊界最使人觸目驚心。此外，看
似控制著怪獸的道士只是在完成上天賦予他的使命。通過想像釋放妖獸
這樣的上天注定的劫難，作者建構出一個有秩序的歷史，而這秩序便是惡
的力量的不斷回歸。讓我們再次回到故事的敘事框架。船夫警告海上的
旅行者：景觀愈是奇異，就愈有可能充斥著毒蛇與怪獸的威脅。這個警告
似乎對於歷史上許多烏托邦理想在現實中的演繹都適用，而文中的太平天
國戰争僅爲其中一例。
朱的曖昧身份指向多重意義的“他者”，也意味著多種詮釋可能性。作
爲一個在省試中失敗的舉人，他的儒生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政府的
承認，但是這個資格並不足以讓他擔任任何官職。朱孝廉因此是他希望參
與其中的清政府的“他者”。當他被捲入暴風雨中，在海上漂浮時，朱被剥
奪了所有的社會身份，包括他的舉人頭銜。這樣孤立無援的情況也使他易
於進入意料之外的新身份。當朱在北極毗耶島上避難時，他擔任了向學生
講授儒家經典的教師角色。有趣的是，歷史上，許多科舉失敗的儒生都以
教書爲業，包括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者，洪秀全 （１８１４—１８６４ ）。朱孝廉的
故事與洪秀全的經歷的相似之處更在於二者都教導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參
與者：雖然朱孝廉的教導只是在想像的世界中。然而，即使朱並不知道他
傳授知識的對象是誰，他亦已爲太平天國運動播下了某些種子。
洞中妖獸接受儒家道德教育之後的轉化使我們聯想起柏拉圖關於山
洞的寓言。諷刺的是，雖然妖怪們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他們成爲太平軍之
後卻對世界製造了災難性的破壞。這促使我們思考知識之於大衆的可傳
遞性。在這個故事中，所謂的知識便是儒家經典。而生活在黑暗的山洞之
中的怪獸便是大衆的隱喻。山洞内與山洞外的兩個世界無法溝通，拒絶彼
此的價值，所以兩個世界在彼此的角度看上去同樣虚幻又不現實。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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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王向朱致以敬意的情節顯示出，這兩個世界間的確存在著溝通的可
能。而這個可能性的存在提出了一個更加有争議性的問題：暫且不論這太
平王是否誤解與扭曲了儒家教育，他的確也是這教育的産物。這個問題的
尖銳之處更在於：正是不同傳統，非同尋常的結合纔産生了太平天國運動。
於是清與太平軍各自定義的“他者”，最終都僅僅是“自己”的另外一面。

四、結

論

在太平天國戰争期間及其後，被建構出來且多變的“他者”概念呈現出
多樣的意義與面向。在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宣傳中，確定劣等的、邪惡的
政治敵人是其顯示權力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方式。在太平天國運動的發
展過程中，身份的逐漸確立至關重要。太平天國宣傳話語的逐漸變化，所
呈現出的對於宗教與政治敵人的構建，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
而，兩個政治陣營所建立的二元對立，被在政治上、社會中處於邊緣地位的
人物的存在所挑戰。這些邊緣人物自願參加或被强迫捲入太平天國戰争。
但是，他們穿越的邊界不僅僅是政治疆域的，也是個人身份的。文中所列
舉的兩位筆記小説的作者，宣鼎與王韜，試圖對這些角色加以道德判斷。
一方面，這些作者試圖重新建立“我們”與“他者”的敘事；另一方面，他們的
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人們習以爲常的 “對”與 “錯”，“我們”與 “他們”，
“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對立。作者在文中甚至表現出對於這些角色所
呈現出的自由與移動性的嚮往。最終在想像的疆域，“我們”與“他們”之間
的界線被徹底打破。暴力使每個人都被異化，而對於無法言説的暴力的表
達，必須超越“我們”與“他者”的邊界。在《北極毗耶島》中，太平軍與以朱
孝廉爲代表的儒生之間的區别被泯滅，而“他者”這一概念也隨之失效。
（作者單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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