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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的世界認知和閱讀《澳門新聞紙》的關係。

以往研究較多描述《澳門新聞紙》的內容，忽視其作為晚清時代「新媒體」的特質，

因而難以解釋認知的動態變化與所見「世界」的交往特性。本文認為，新聞紙是一

種新的知識類型，以報導近事和評論為主，有別於書籍或地圖提供的靜態知識。

《澳門新聞紙》描繪的「世界」互相聯繫；「國家」不是抽象名詞，而是由具體事件

構成的運動之主體；更重要的是，一個「外部視角」下的「中國」也浮現出來。在

這個層面上，林則徐翻譯、閱讀新聞紙的意義，可以表述為「開眼看『中國』」——

以一種整體性的外部視角審視「世界關係中的中國」。新聞紙提供的動態知識和外

部視角，對於近代中國走出對外國的「幻想」、重新確立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扮演

了重要角色。

關鍵詞：《澳門新聞紙》　林則徐　世界　國家　自我

作為「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林則徐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地

位已無需贅言。他不只具有因為禁煙而締造的民族英雄形象，其作為世界認

知轉變的啟蒙者，更加引人矚目。即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所說：「林則徐其實有

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

是主剿的，是百戰百勝的，⋯⋯真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的了。他到廣東以

後，就知道中國的軍器不如西方，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

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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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眼看「中國」： 
在《澳門新聞紙》發現世界、

國家與自我

●卞冬磊

＊	本文為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及其史料庫建設

（1815-1919）」（項目編號15CXW00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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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誠如其言，林則徐的「慢慢的覺悟」——對世界秩序的重新認識，除了源

自與外國人直接交涉、地方社會上「道聽途說」外，主要得益於翻譯外國書

刊——包括《四洲志》、《華事夷言》和《澳門新聞紙》3。以媒介形態分類，前

兩者為書籍，後者則是一種「新媒體」，因此別具意義。誠如論者所言：「雖說

翻譯西書風氣，在明季就初見端倪，但通過翻譯報紙了解『夷情』，在此前中

國歷史上從無所見，林則徐此舉不說是石破天驚，也確屬盤古開天地來的新

創舉。」4所以，當後來者追溯中國人閱讀新聞紙的經驗時，林則徐常常被視

為開端。譬如張之洞就曾說：「中國自林文正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

讀之，遂知詳情。」5《澳門新聞紙》的歷史意義由此顯現。

《澳門新聞紙》是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為「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 

可以定控制之方」6所進行的書報翻譯活動之成果，其內容譯自當時西人在 

澳門發行的《廣州新聞報》（The Canton Press）、《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以及少量的《新加坡自由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過去已有不

少研究考證了《澳門新聞紙》（1839年7月16日到1840年11月7日）的底本、譯

者和內容，尤以蘇精近期編撰的《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

文與譯文》一書最為細緻7，不僅收錄了《澳門新聞紙》全本，並將中英原文

一一並列對照。此外，陳勝粦對《澳門新聞紙》內容的概述堪稱完備。他指

出，《澳門新聞紙》將「英國政府從縱容、支持對華鴉片貿易到為維護鴉片貿易

而發動侵華戰爭的動態置於中心位置」，而遺憾的是，「由於畢竟是新聞，這

些知識難免過於簡單、零散、缺乏系統、條理的說明，比如英美的政治制

度，只是不斷地在新聞中出現各種近代政治機構的名稱而已」8。

本文認為，陳勝粦這個略含批評意味的評價，恰恰體現了新聞紙作為晚

清時期新媒體的特性。作為現代「文化形式」9，儘管新聞紙的內容簡單零

散，缺乏系統，卻是一種新的知識類型：「澳門⋯⋯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

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

彼此互相照知。」bk新聞紙每七日更新一次的動態消息，描繪的是各國進行中

的交往關係，顯然有別於書籍偏向靜態的知識形態。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

就不能再將書、報混在一起，籠統地談論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後對世界的認

知變化；而應進一步探究：通過主持翻譯、閱讀和批註新聞紙，林則徐看到

的「世界」有何特別之處？其認知變化的過程如何產生？通過新聞紙「觀看」世

界的方式，對認識「中國」又有何特殊的意義？

1830年代，在廣州和澳門出版、流通的外國新聞紙，雖處在帝國的邊緣

地帶，仍給寥寥數位中國譯者和讀者帶來了一種認知世界的新方式。通過細

讀《澳門新聞紙》全文，本文發現，新聞紙通過對當下事件的報導和評論，將

原本屬於抽象空間、較為孤立、靜止不變的「世界」和「國家」，轉變為一個具

體可辨、互相聯繫、持續運動的主體。通過持續翻譯、閱讀各類事件和評

論——「集中在翻譯外人報刊中有關時事政策的反映、報導和評述」bl，林則

徐不僅看到了一個互相聯繫中的新世界，而且第一次從「他者」的視角看到了

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將林則徐主持翻譯《澳門

新聞紙》的歷史意義表述為「開眼看中國」——以一種整體性的「外部視角」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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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看「中國」	 53視「世界關係中的中國」，可能更為貼切。從新聞紙觀察「世界」與「國家」，實

質上也是尋找「他者」、進而發現「自我」的過程。

一　「朦朧一團」的西方

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是由「天下」觀念支配、以朝貢體系為表徵的一套

交往規範。在這個秩序中，世界由漢字圈、內亞圈和外圈構成，中國處於中

心，一些不太重要的國家分布在周圍。其中，外圈「一般由關山阻絕、遠隔重

洋的『外夷』組成，包括在貿易時應該進貢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東南亞和

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bm。新近的研究表明，中華帝國在1600年之前都是

一個「開放的帝國」：「它在形成之時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並在漫長的

歷史中保持對外來影響的開放，而不是一個拒絕外來影響的中央王國。」bn陳

旭麓也認為：「歷史上的中國並非閉塞的孤島，它一直在注視着中國以外的其

他國家。」bo

但是就知識系統來說，「政教不能及的『天下（世界）秩序』確非清朝關注

的重心，『外國』更可以說是清人政治觀念中最不受重視的部分之一」bp。傳統

中國的世界知識——如果有的話，主要涉及周邊的朝貢之國；對外圈的印

象，尤其是遙遠的西邊，向來是「朦朧一團」。如果說明代末期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地圖，曾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些許影響bq，那麼

到了清代，即便在朝廷內部，這種影響也幾乎消失殆盡。這可以從陳旭麓對

清初編撰的《明史》之分析中看出端倪br：

能夠明白列舉的歐洲國家還只有4個。即佛郎機（指葡萄牙，但有時又兼

指西班牙）、呂宋（現在的馬尼拉一帶，當時此地為西班牙所佔，所以實

際上是指西班牙）、和蘭（荷蘭）、意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意大利是

寫成歐羅巴〔歐洲〕的。雖然後來改了過來，但把意大利當成整個歐洲，

畢竟反映了知識上的模糊。

由此可見，明代流傳下來的知識在清代已隨時間流逝而趨於式微。按照何偉

亞（James L. Hevia）的說法，在鴉片戰爭之前，「清與西洋諸國（這是清的記載

裏對歐洲的稱謂）的關係是模糊不清的，因為清對歐洲各個不同的國家並無清

晰的概念」bs。

對英國的認知自然也是寥寥，儘管清中葉以前沿海官員或讀書人曾有《海國 

聞見錄》、《閩海紀要》這樣的作品，初步介紹過英國的地理、風俗和物產，但

這種邊緣之作難以擴展其影響。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成為西方最強

大的國家，並開始在廣州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形象才稍微具體起來。彼時，

通過廣州官員的奏摺，朝廷多少了解到英國的一些近況，如「各外夷來粵貿易

船隻，惟𠸄咭唎船大貨多」、「𠸄咭唎在諸夷中最為強悍」bt。但這些零散的印

象無法構成知識，也就沒有力量挑戰既有的認知。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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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George McCartney）來華，朝廷通過北京的外國傳教士方才弄清「該國即係紅

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1816年，英國外交官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來華，兩廣總督蔣筱銛上奏，「至𠸄咭唎貪狡性成，而與中土不通，

其進貢為求貿易」ck。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人相隔二十三年來華，朝廷對他們

的態度並沒有甚麼變化，「均以貢使看待，已證明中國對英國的了解不足」cl。

1822年，兩廣總督阮元編成《廣東通志》，其中對「英吉利國」的描述，代

表了道光初年人們對英國的基本認識cm：

荷蘭屬國，服飾相似。國頗富。⋯⋯英機黎，一國懸三島，於吝因、黃

祁、荷蘭、佛蘭西四國之間。⋯⋯《海國聞見錄》、《明史》之丁機宜，《職

方外紀》之諳卮〔厄〕利，《海國聞見錄》之英機黎，以輿圖核之，即英吉

利，蓋對音翻譯無一定之字也。其國本在歐邏巴之西，為荷蘭屬國，後

漸富強，與荷蘭構兵，遂為敵國。又不知何時佔據北亞未利加之地，稱

加那大。英吉利稱歐巴之國為本國。雍正十二年，始來粵貿易。

上述這段文字，糅合書籍、傳聞等新舊資訊，蜻蜓點水般介紹了英國的地

理、歷史與風俗，已屬不易。自道光朝開始，鴉片問題日趨嚴重，中英的衝

突和交涉常有升級。反映到知識世界，「有關英國的著述也就不斷增多」cn，

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以及社會風俗，均較以往詳備起來。譬如息

力的《英國論略》，不僅詳述地理歷史，還涉及議會制度，如「設有大事會議，

各抒己見，其國中尊貴者五爵，如中國之公侯伯子男，為會議之主；且城邑

居民各選忠義之士一二赴京會議⋯⋯大眾可則可之，大眾否則否之」co。

不過，這些偏向沿海的知識並沒有進入正統的政治世界。尤令人匪夷所

思的是，道光皇帝在1839年決心處理鴉片問題、要求官員出謀劃策時，「英

國」仍然很少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地方大員對於弛禁鴉片的議論，不可謂不熱

烈，但二十九份奏摺中，只有三次提及「𠸄咭唎」。著名的禁煙派代表、鴻臚

寺卿黃爵滋提了一次：「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𠸄咭唎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

煙者以死罪，故各國只有造煙之人，無食煙之人。」廣西巡撫梁章鉅、河南總

督麟慶批駁黃爵滋時順帶又各提及了一次，此外「別無英國一詞的出現」，這

個現象「暴露出他們對鴉片走私情況的懵懂，對國際事務的無知」cp。

二　路線與水程：互相聯繫的「世界」

明代傳教士引入宮廷的新世界地圖，曾對少數中國讀書人的世界認知產

生過衝擊，但從地圖中獲得的世界圖像是靜止的。鴉片戰爭前夕，人們對世

界、英國和中國之間的交往，缺乏基本概念。有證據顯示，朝廷官員並不能

確切地知曉鴉片貿易運轉的機構、路線和時間。林則徐初到廣州時，即奏報

稱沿海文武官員「不諳夷情，震於𠸄咭唎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cq。甚至鴉

片戰爭結束後，他們仍然知之甚少。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朝廷命令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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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看「中國」	 55差大臣奕經向被俘英國軍官詢問英國「距離內地水程以及來華途中共經幾國」；

同年四月，又諭台灣總兵達洪阿及台灣道台姚瑩，詢問英國「周圍幾許」、「所

屬國共有若干」、「至回疆有無旱路可通」cr。

「不通中土」，向來是中國對英國根深蒂固的認知之一。或許考慮到爆發

戰爭的可能性，林則徐十分重視中英之間船隻、信件、資訊往來的路線和時

間。《澳門新聞紙》的報導及評論多次涉及兩國水路交通狀況。林仔細閱讀相

關內容，並罕見地留下了一些批註。例如，1839年澳門8月17日新聞紙（七月

初九日，第3則）cs刊登的內容涉及在華英人和英國本土之間的文書往來，「前

十月十二日接到爾三月二十九日封來之文書，內有英國客商稟呈，懇求國王

與中國定奪章程，比不能還價之洋商所立章程與總督定奪者更公道」ct。通過

閱讀這則消息，林則徐除了知道文書內容外，還引起了他對兩地通信時間的

關注，並在這則新聞後批註：「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義律發信之日起，扣至

信到蘭頓〔倫敦〕日止，共計一百九十八日。又義律於八月十五日接到蘭頓 

二月二十七日發來之文，計一百七十日。」dk

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澳門10月19日新聞紙（九月十三日，第28則），這次

刊登了英國當局的看法，內容涉及鴉片政策的具體問題，「聞說義律已接到上

年十二月寄回國中，論禁止內河黃浦等處鴉片貿易回信，義律信中所說之

事，樣樣俱准」。林則徐和上次一樣計算日期，留下批註：「自上年十二月發

信之日起，扣至今年九月十三信到日止，往返共計二百八十七日。」dl通過這

樣的方式，林大概算出從英國到中國的單趟路程可能需耗時四個多月。這個

計算很可能影響了他的判斷：在上呈道光皇帝的奏摺中，林則徐以水程作為

證據，以「該國所都囒噸地方來至中華，須歷海程七萬里，中間過峽一處，風

濤之惡，四海所無，行舟至此，莫不股栗」，作為「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

術窺伺中華」的證據dm。

除了以信件運轉的時間確認來回中英的水程外，林則徐也格外關注世界

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當然，這些聯繫常與中國有關。1840年澳門1月11日 

下篇新聞紙（十二月初七日，第65則）記述了一位外國商人和中國官員的來往， 

「講至都魯機〔土耳其〕出產鴉片時，欽差即問都魯機是否係米利堅〔美國〕地 

方？抑或米利堅所屬之地？我等回說不屬米利堅，只離中國約一月水程。欽差 

同各位大官府盡皆似是驚訝」dn。另外，澳門7月25日新聞紙（六月二十七日，

第148則）報導了俄羅斯在中亞與英國爭霸的各種行為，林對俄羅斯到印度的

路線異常關心，在這條消息後附有十分詳細的批註，譬如，「比特革〔聖彼得

堡〕到印度之道路，並其道路之遠近，《地理志》書上沒有詳載，所以不能知其

實。只按《地理志》之圖看來，有兩條道路可以到得印度。」do

此外，隨着翻譯和閱讀的持續進行，路線和時間的計算結果也在不斷 

更新。澳門6月13日新聞紙（五月十四日，第132則）詳細敍述了中英之間的

航線dp：

阿打拿船帶有蘭頓三月間之新聞，於四月初十日（即三月初九日）已到孟

買。由英吉利到孟買共行了三十七日；復由孟買開船至新奇坡〔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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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坡〕，共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八（即三月廿七日）到新奇坡；在彼並未停

留，遂即由新奇坡開船，行了七、八日，至五月初五（即四月初四日）到

了中國。我等已接得蘭頓三月初四（即二月初一日）之新聞紙，此船由英

吉利開船，共行了六十二日即到此處。大抵在二十年前，亦曾有一隻船

由英吉利行了兩個月即到中國。

這條消息報導了西方船隻把新聞資訊從歐洲帶到中國的運轉過程。如蘇精 

所言，當時「廣州與澳門處於全球新聞鏈的末端，從倫敦經好望角、孟買、 

馬德拉斯、加爾各答、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或巴達維亞（荷屬東印度），最後

才到中國，這條新聞鏈上的每個地方報紙也依次轉載前一地或數地報紙的內

容」dq，這就給林則徐計算兩國水程提供了最佳素材。但是這條消息顯示，原

來估算需要四個多月的航程，已縮減為兩個月，林不得不加以重視。在這條

消息後又予以批註：「由蘭頓至孟買行三十七日，由孟買至新奇坡行十七日，

由新奇坡至中國行七日，共行六十一日。」dr

《澳門新聞紙》一共有十一條批註，其中四條和路線、水程有關，顯示了

林則徐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在這些路程的計算中，林主要在實用主義層面，

重新審視了英國的貿易和軍事情況，因為這是他實際要處理的事務；而在認

知上，他的所謂「慢慢的覺悟」——對世界和外國的了解，亦應在微妙的變化

過程當中。事實上，從明代開始，中國與全球的交往已經展開。根據麥克尼

爾父子（William McNeill & John McNeill）的描述，1450至1800年間，地球上

的諸民族逐漸成為一個同一的共同體，從而進入「世界性網絡的編織」階段。

其時，從「朝鮮、日本和（尤其是）中國南部的眾多港口啟程，經由東南亞的海

島，繞過馬來群島，伸入印度洋地區，最後抵達波斯灣和紅海各個港口⋯⋯

印度洋海路通常來說是一個由眾多較小的連接點和作為傳輸和轉捩點的港口

城市組合而成的聯合體」ds。

基本上，有清一代的鴉片就是通過上述海路到達中國。可惜在明清的時

代氛圍裏，這些關於海外網絡以及網絡上互相聯繫的國家和城市的資訊，根

本算不上是知識，官員士大夫也不屑關心。在孤獨的閱讀行為中，林則徐漸

漸看到，在他要對付的英國和自己所在的「天朝」之間，有孟買、新加坡這些

地方節點，圍繞這些節點還有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交往活動。這個處於交

往中的世界，和原來地圖上顯示的孤立國家大不相同。韓子奇對晚清地理觀

念的描述，也許可以表達出林則徐對「歐羅巴」、「西邊」這些空間有點超前的

新認識dt：

明清時期看到的世界與晚清時期看到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不同點在於

明清的「世界」是分割的，東一塊，西一塊；而且每一塊地方自成一國，

互不相關。反過來，晚清時期的世界是一個有機組合體，「五大洋、六大

洲」連接起來成為一個環球系統，從地球的一端，連貫到地球的另一端。

這種跨越海洋、山脈、陸地、河流的「環球意識」，不單是晚清世界的特

點，也是晚清士大夫孜孜不倦向西方學習地理知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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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看「中國」	 57三　動態中的「各國」

「國」，是《澳門新聞紙》中最常出現的字眼，也是報導的主要對象。涉及

單數時，有「中國」、「英國」、「本國」等；涉及複數時，則主要是「各國」、「諸

國」、「等國」。這從側面說明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在閱讀和翻譯過程中對世界

認知的微妙變化：他們仍混雜使用「夷」、在外國國名加上「口」部（如「英咭

唎」、「咪唎堅」）等，但輕視的意味已有所減弱。

葛兆光曾仔細考察明代傳教士利瑪竇繪製的新地圖及其影響，他指出：

「從利瑪竇時代到乾隆時代，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古代中國對於異域（同

樣也是對於自我）的知識，已經從『想像的天下』進入『實際的萬國』。」ek不

過，這只是思想史的解讀。實際上，傳教士的地圖中呈現出來的萬國，可能

較少引起社會認知的轉變，而且地圖上的萬國只是一些靜態的、不好辨認的

名稱。由於當時少有持續而具體的事件發生，也缺乏實際的外交往來，人們

難以將意義付諸這些國家名稱之上，因此，此時的「各國」最多只是一個抽象

靜止的「空間」，而不是可感知的、正在運動的「地方」el。

與地圖這種靜態媒介不同，新聞紙通過對近事的報導和評論，賦予國家

具體的動態；由於向國家名稱持續注入事件和內容，抽象空間就變成了有 

生命力的主體。按空間層次劃分，《澳門新聞紙》對國家的報導大致可分為 

三類——單個國家、國家之間以及世界各國。這三個層次互相纏繞，交織在

「中國」的周圍。

首先，單個國家近事和近況的報導，在《澳門新聞紙》中時有出現，如英

咭唎（英國）、咪唎堅（美國）、佛蘭西（法國）、俄羅斯、普魯社（普魯士）、歐

色特里阿（奧地利）、意大利亞（意大利）、荷蘭、印度、孟阿拉（孟加拉）、都

魯機（土耳其）、緬甸、日本等，涵蓋了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也包括美國。 

其中，落筆最多的自然是英國，以該國的軍事、戰爭、貿易近況為主。多則

新聞描述了英國在殖民地的戰爭情況，如1840年澳門1月11日新聞紙（十二月

初七日，第60則）：「英國擾亂之地方，已將近平定。大呂宋〔西班牙〕與咖咧

吐 [the Carlist party]之事，亦將近平定。英國設立條例，禁做奴僕貿易，各律

衙門不甚要行。」em相比戰爭的報導，記錄更多的是貿易情況。尤其在林則徐

實施較為強硬的禁煙政策以後，在英國國內市場引起了連鎖反應。如1839年

澳門12月21日新聞紙（十一月十六日，第55則）：「有說及在中國繳鴉片之

事。英國聽聞此信到後，各皆警動，即買賣亦不甚好，銀鋪利錢亦長【漲】至

六分，又有向佛蘭西〔法國〕銀鋪借銀四百萬棒，又另有向花旗銀鋪借銀的。

中國新聞一到國中，茶葉價長【漲】至加二，雖然價長【漲】，各莊茶葉尚不肯

賣。」en此類文字不勝枚舉，從中可知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後的國內輿論、市場

反應和軍事狀況。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通過持續地翻譯和閱讀，英國的形象

不再是混沌一片。

除英國以及無法避而不談的美國、法國等國之外，俄羅斯出現的次數 

也較多，這或許反映了林則徐自身對清代邊疆的重視。《澳門新聞紙》多次 

報導俄羅斯與英國的爭端，如1840年澳門1月18日新聞紙（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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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第66則）：「我等聞俄羅斯之權柄陰謀，有大害於我等東邊之權，即印度西邊

阿細阿〔西亞〕、巴社〔今伊朗〕、緬甸等國。但俄羅斯之陰謀，雖是我等不能 

實在知道，然據我等之所知，處處皆有害於英國人。」eo有時討論也涉及到中

國，如澳門6月13日新聞紙（五月十四日，第133則）：「俄羅斯之使者在二、三

日內已離比特革到北京⋯⋯凡中國人之思疑俄羅斯，比思疑別國更甚，斷不肯

聽從俄羅斯人之言語，然我等亦必隄〔提〕防俄羅斯人之陰謀詭計。」ep

其次，有關各國之間的比較或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稀疏平常。1839年澳

門7月23日新聞紙（六月十三日，第2則）的描述十分典型，敍述了歐洲各國在

當年的軍事實力：「本年歐羅巴洲各大國兵丁戰船之多寡，當以俄羅斯為最

多⋯⋯其次即算歐色特厘阿⋯⋯弗蘭西戶口三千二百萬，戰船共二百二十

隻，兵三十五萬，⋯⋯英吉利⋯⋯另印度各屬國之兵在外，所有戰船共載大

炮二萬三千門。普魯社⋯⋯乃耕種之國，並無戰船。」eq翌年澳門11月7日新

聞紙（十月十七日，第177則）所談亦是歐洲各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英吉利、

歐斯特里阿、俄羅斯、普魯社四大國，已經同都魯機國立定章程，又將此章程

寫寄與依揖國〔埃及〕之巴渣官 [Pashaw]，但未曾會合佛蘭西國。恐此事將來令

佛蘭西與英吉利兩國不相睦。」er這類新聞和評論，往往具有比較視野，各國

的面貌在互相參照中清晰起來。

最後，是在更大的地理格局中描繪各國的近況，此類新聞數量超過第二

種。因為林則徐及其翻譯團隊總是在中國的立場上認識世界，所以更加關注世

界格局中的他國與中國，內容涉及茶葉、人口、面積、貨幣等。1839年澳門

10月19日新聞紙（九月十三日，第27則）中，論者描述了各國的綠茶市場和 

貿易近況：「英咭唎之外，咪唎堅消用綠茶最多⋯⋯歐羅巴內地消用茶葉， 

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為最⋯⋯佛蘭西吃茶今亦加增。」es翌年澳門5月16日 

新聞紙（四月十五日，第117則）中，論者將中國置於世界版圖中進行比較： 

「中國原自稱為天朝，故我等今在下文將各國分與中國比較。若論人民之多，

即無一國可以與中國比較。在萬國之中，並沒有一國之人民臣子可與中國相

等。」這條新聞提及的國家有俄羅斯、法國、奧地利、英國等，比較的內容 

涉及人口、面積、貨幣、軍事等，其結果是：「如此看來，中國一省即可以抵

三國之人民」、「中國只可算是第二等多錢糧」、「在數國之中，中國有陸路兵丁

最多」et。

族繁不及備載，上述三種各國近況的呈現布滿了《澳門新聞紙》，描繪出一

幅世界交往的新圖像。儘管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新聞「像一道躁動

不安的探照燈光束，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了明處再去照另一個，人們不可能

僅憑藉這樣的光束去照亮整個世界」fk，但這本就是人們的局限，因為「觀看普

遍的全景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眼睛必須尋找一些可以停駐的點」fl。更重要的

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林則徐所處時代的知識氛圍——有新聞紙可讀和沒有新聞

紙可讀的巨大差異，而將《澳門新聞紙》放回歷史情境中考察，那些事件就是一

個又一個目光停駐之點，起了累積的效果：「翔實而周密的具體事件，起到了

一種樣板或模式的作用，可以幫助人們認清他們生活與其中的那部分世界。具

體事件有價值取向。」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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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眼看「中國」	 59四　鏡中我：「外部視角」下的「中國」

上文曾經提及，1839年朝廷官員上報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只有三次提及

英國，不僅說明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生疏，也顯示中國人欠缺外部視角。即如

茅海建所說：「當時清朝官員僅僅是從國內事務的角度來考慮禁煙的。」fn傳播 

學者庫利（Charles Cooley）說：「人所具有的這種自我感覺，取決於本人對他人

內心有關自己看法的態度，這種社會自我可稱之為反射自我或鏡中我：人們

彼此都是一面鏡子，每面鏡子都映照着對方。」fo傳統中國人很少擁有外部視

角，因為從域外看中國，既無機會，也無必要，所以不能在世界格局中發現

另一個自我。葛兆光指出：「中國在很長的時間裏，由於缺乏一個作為對等的

『他者』（the other），彷彿缺少一面鏡子，無法真正認清自身，在十九世紀，中

國是在確立了『世界』與『亞洲』等『他者』的時候，才真正開始認清自己。」fp

在這個意義上，《澳門新聞紙》尤如給林則徐打開了一扇窗，使他第一次有機

會從外部看中國。這一通過閱讀發現自我的歷程，涉及對中國形象、話語和

心態的重新定位，這些層面彼此糾纏、逐步深入。

其一，是西方對中國現狀的評述，與中國人的自我認知格格不入。《澳門

新聞紙》上的中國，很少是天朝大國的形象，反而常被形容為一個誇大其詞的

虛弱之國。尤其在戰爭前夕，對中國軍事實力的評價更有顛覆之感。例如，

1839年澳門12月28日下篇新聞紙（十一月二十三日，第57則）中，論者評論說： 

「中國係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國之弱，當日取印度，我等北邊之

兵沒有多少，即可奪為屬國。」fq翌年澳門12月3日新聞紙（十月二十八日，

第78則）中，論者抨擊中國政府誇大其詞：「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

而已，其所出之論，亦皆是恐嚇之語。⋯⋯中國敵外國人，不過以紙上言語，

真可謂之紙王諭國矣！」fr具體到戰爭的細節，報導中也有直接的批評。澳門

4月4日新聞紙（三月初三日，第103則）中，論者評述中國的水師極其弱小：

「中國水手不諳駕船，略微操演，即為師船上之好水手，以歐羅巴最少小隊之

兵，即可以攻敵他們之水師。」fs同日新聞紙（第104則）中，論者評價中國武

器和戰術全面落後：「中國之火槍，係鑄成之槍管，常有炸裂之險，⋯⋯中國

又鑄有大炮⋯⋯然皆粗笨無力，大約不能危害於人物。⋯⋯中國兵丁行路，

由兵丁自己走，若遇有不甚好走之路，就不肯行。」ft儘管林則徐並不完全同

意此類評論，有時還批註予以反駁，但這一類來自外人的評價，在中國內部

難以得見。

其二，是「話語政治」與觀念的衝突。劉禾曾仔細考察「夷」這個具有豐富

歷史意義的字眼，認為「夷」字「始終是國家統治的中心如何處理與周邊他國、

其他民族關係的重要隱喻」，揭示鴉片戰爭前後中英之間引發政治交涉的根

源，從而指出，「語詞的衝突絕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兩個帝國之間的生

死鬥爭，一邊是日趨衰落的大清國，另一邊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gk。《澳

門新聞紙》中涉及話語衝突的議題頗多，1839年澳門7月16日新聞紙（五月

二十五日，第1則），刊登了外國人對林則徐寫給英國女王的信件的評論，此

中「王」與「皇」成為爭論焦點：「英國王后二字，宜用皇字，非王字⋯⋯若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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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帝寫書與英國王后，書中之語相宜者，英國領事自然為他們傳送，但若書中

所論大黃及欽差等之上好等事，以壓管西邊美麗清潔之女子，又以恭順及君

臨萬國等語，必無英國官府肯為他們傳送。」gl翌年澳門6月6日新聞紙（五月

初七日，第128則），則表達了外國人對中國對外政策的長期不滿，尤其在稱

謂方面的偏見：「三十年以來，我等所受之凌辱欺負，真係難以比較。中國人

不獨不准我等與中國官府相交，乃除洋商之外，亦不准我等與中國之人民有一 

些來往，即各洋商因係與我等貿易來往，所以亦被中國人之輕忽鄙賤，即在

中國人之示諭上，亦以紅毛、夷人、番鬼等名號輕賤我等。」gm名稱有着寬泛

的意義域，反映不平等的政治。「英國（人）」這個詞在中國，經歷「紅毛」、「番

鬼」、「英吉利國」再到「大英（國）」的過程，顯示了兩國關係的強弱變化gn。

其三，與名稱纏繞在一起的，是對中國人世界觀的指責。這些層面觸及

了世界秩序最深層的內核，也最容易引起反思。如1839年澳門12月14日新聞

紙（十一月初九日，第47則）：「我等深奇中國人比別國人早得王化，今別國有

王化亦有勝於中國，而中國仍以外國王為暴虐之王，皆因中國早已得王化，

而視外國尚係赤身蠻夷。」go同日新聞紙（第48則）直接批評中國對外國事務

缺乏了解：「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國事務，故中國官

府之才智誠為可疑。中國至今仍舊不知西邊，猶如我等至今尚未知阿非厘加

〔非洲〕內地之事。」gp翌年澳門6月20日新聞紙（五月二十一日，第134則），

則點出了中國人缺乏地理知識：「蓋中國之人因為盡皆以為英吉利不過係海涯

之國，以荷蘭人比英國之人，以為不過係一小點地方而已，此外即在別處沒

有地方矣。」gq在當時的氛圍下，地理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英國人清楚知道，

「天下」觀念樹立起來的天朝大國形象，可以從地理層面予以解構。

如果林則徐真的「覺悟」了，這一「鏡中我」反射出來的中國——無論是弱

國形象，還是落後觀念，對他來說都應是不小的刺激。到廣州任職之前，林

歷練豐富，見多識廣，但作為經世派的代表人物，他「主要關心的是國內的政

局問題⋯⋯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改革。當叛亂接近

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gr。換

言之，林則徐關於中國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其視角總是困於國內，最多延伸

至邊疆，並在「天下」觀念和朝貢體系的支配下運作。正如段義孚所說：「長期

居住於某地，使我們能夠熟悉該地，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從外部審視它，或

基於自身的經驗反思它，那麼它的形象就缺乏清晰性」gs。因此，新聞紙對林

則徐的意義即在於可以「由外向內」觀看中國。儘管他在《澳門新聞紙》只留下

十一條批註，也沒有太多證據直接證明其觀念的變化，但至少在觀看的層面

上，林則徐看到的「世界」／「中國」已然不同。

五　餘論：十九世紀的新聞紙與「外部視角」的擴展

古代中國「建構異域想像」的資源主要有三類——旅行記、《職貢圖》及神

話傳說寓言。如葛兆光所指，「在一個尚不能靠舟車所至來親自了解世界的時

c165-201705004.indd   60 18年1月31日   下午3:18



	 開眼看「中國」	 61代，人們也只能借助類似《山海經》這樣的神話、《職貢圖》這樣的圖像和旅行

記一類的見聞來建構世界，只有在這些摻雜了幻想、傳聞和實際觀察的知識

中，總是滲透了觀察者自己的固執、偏見和想像」gt。不過，即便舟車完備，

人們也不可能完全憑藉親身經歷去了解外部世界，閱讀仍然是識字的人超越

「行動空間」最好的方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讀書人所能接觸的媒介

類型沒有變化，還是神話、圖像和旅行記，因此，「古代中國的世界圖像在相

當長時間內，並沒有一下子徹底的變更」hk，人們對世界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摻

雜着幻想、傳聞和實際觀察的程度，也屬自然。

林則徐組織翻譯、閱讀新聞紙的意義，在於其打破語言和文化隔閡，在

中文世界引入了一種新媒體，開拓了一個觀看中國的新視角，從而走出了對

外部世界的幻想。其時，雖然一批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

月統記傳》，但該刊以宗教內容為主，新聞寥寥無幾，缺乏時效，在媒介形態

上更接近書籍；而同時期被翻譯的地理書，在呈現世界的靜態構成上有顯著

優勢，但對展現世界的動態與各國的交往則無能為力。

因此，林則徐是獨特的。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只有新聞紙才具有應

對變動不居之世界的能力——透過接二連三的事件報導與評論，原本朦朧一

團的西方，成為互相聯繫着的世界，抽象難辨的國家也變得具體可見；更重

要的是，一個用外部眼光審視的中國也浮現出來。這也許就是孔飛力（Philip 

A. Kuhn）對魏源提出的疑問：明清時代的中國「需要以更為精緻的全球性知識

為基礎，對明代的海洋戰略予以重新改造」，那麼「是否有一個群體，能夠以

一種帶有全國性的視野和覆蓋面，來應對全國範圍出現的各種挑戰」hl？

然而，林則徐又是孤獨的。1839到1840年之間，在廣州進行的翻譯和閱

讀新聞紙活動只有思想史的意義，對當時的社會和知識沒有很大影響——儘

管《澳門新聞紙》的部分內容被魏源《海國圖志》引用。鴉片戰爭總體上悄無聲

息，「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hm， 

沒有引起任何政治變革。由於缺乏大眾傳媒，社會傳播微弱，當時很多人甚

至不知道戰爭的發生，更不要說引起公眾輿論了。

在林則徐之後，有少數沿海官員延續了他的做法，繼續翻譯西方新聞

紙，但只限於實用主義的層面。兩廣總督徐廣縉是其中一員，他的一些奏摺

是根據新聞紙寫成的，譬如1850年9月27日，即有奏摺上報稱：「至臣等前次

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欲換台灣地方為港口。」hn隨後

數年，當中外交涉的重心從廣州移至上海時，地方官員同樣繼承了這個慣

例，翻譯出更多新聞紙，以便掌握「夷情動態」。這種零星翻譯、閱讀和奏報

的狀態持續到1861年終有所變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

官員們在震驚之餘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並「決心履行中國的

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ho，其結果是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

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機構的公文〈通籌夷務全域摺〉特別提出了將翻

譯新聞紙常規化的要求hp：

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飭按月諮報總理處，以憑核辦也。⋯⋯

近年來臨事偵探，往往得自傳聞，未能詳確。辦理難期妥協。各國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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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雖未必盡屬可信，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廣州、福州、寧波、上海

舊有刊布，名目不同；其新開各口亦當續有刊本。應請一併飭下欽差大

臣及通商大臣並各該省將軍、府尹、督撫，無論漢字及外國字，按月諮

送總理處，庶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於補弊救偏之道益臻詳審。

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將新聞紙的翻譯和閱讀，納入了制度層面。起初， 

地方督撫「自行讓人翻譯海外情報用於行政，而洋務局繼承了這種做法」，「總

理衙門和李鴻章都從1860年代開始把翻譯通商口岸發行的歐文報紙作為了 

解海外情報的一種方法」hq；隨後各通商口岸、地方督撫開始把翻譯、閱讀 

新聞紙作為一項常規事務，許多官員成為消息靈通人士。僅以1868年薛福成

正月初四的日記為例hr：

新聞紙云：十一月廿三日，淡水地震，人多死者。

英國與緬甸立約，要在意里猾低及巴摩等地方開路，直抵中國雲南

省，以便印度、緬甸等國到中國西界通商。

去年法國教頭為高麗人殺死，起兵攻之，克江華城，既而退去。

相似的描述在他的日記中汗牛充棟，所錄均是西洋、東洋、俄羅斯等國的動

態，「各國」豐富而具體。芮瑪麗（Mary C. Wright）指出，「閱讀外國報紙和公

共文獻，以便與變動不定的世界事務同步而行」，是統治時期顯著的政治文

化，「『中興』官員懂得了利用報紙，不僅僅是因為報紙提供了了解外國信息的

一種渠道，而且還在於它同時又是反映外國人對華觀感的工具」hs。

上述引文中，「與世界事務同步」，「了解外國信息」，「反映外國人對華觀

感」，這些閱讀新聞紙的功效，不過是林則徐組織翻譯和閱讀《澳門新聞紙》的

翻版。不同之處在於，讀者從寥寥幾人，擴展至東南沿海和通商口岸的部分

官員群體；從悄悄進行變成半制度化和公開化。然而，1860年以後的清代社

會，大眾傳媒仍然極其匱乏，通商口岸之外的人很少能夠接觸西方新聞紙，

也很少能與外國人交往，因此「由外向內」看的視角仍然稀缺。對尋常中國人

而言，真正開始看見和理解世界、國家和自我圖景的關係，要晚至1895年以

後上海新聞紙的普及了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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