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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安瑞 (AndreaRiemenschnitter),女,1958年出生,德

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博士,瑞士苏黎世大学东方学院现

当代中国首席教授,香港岭南大学荣誉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写作中心客座教授。代表作品有:独著《20世纪中国文化

的 神 话———现 代 性 与 国 家 话 语》(KarnevalderGötter.
Mythologie, Moderne und Nation in Chinas 20
Jahrhundert,2011)、《17世 纪 中 国 游 记 写 作 与 国 家 危 机》
(China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Literarische
Kosmographieundnationale Kriseim 17Jahrhundert,

1998);主 编 《中 华 漂 泊 史———跨 国 文 化 的 存 档 》(Diasporic Histories.Archiv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2009);翻 译 梁 秉 钧 诗 集 《显 与 隐》(SichtbaresundVerborgenes:GedichteLeung
Ping-kwan,2012);翻 译 贾 平 凹 中 短 篇 小 说 《太 白 山 记》(Geschichtenvom Taibai-Berg.Moderne
GeistererzählungenausderProvinzShaanxi,2009);与梁秉钧合编《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传说》(2009);翻译

《高行健<夜游>———戏剧理论》(GaoXingjian.NächtlicheWanderung.ReflektionenüberdasTheater,
2000)。洪安瑞在中国发表的论文有:《20世纪的一个文化寓言———对4部新历史小说的讨论》(《文艺争

鸣》,2003年第1期)、《谁的家国? 从民族志角度看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认同问题的文化论述》(《现代中文文

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2期)、《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6日)、《进

入文化语境的研究:洪安瑞教授访谈录》(《长城》,2012年第6期)、《过士行话剧<鸟人>:徘徊在传统与全球

化之间的演绎———在先锋派理论的光芒下的当代戏剧演绎》(《世界汉学》,2012年第9卷)、《武则天:20世纪

的一个文化寓言———对四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讨论》(收录于张柠、董外平编:《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

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2-430页)。

旅行家的召唤
———徐霞客及其西南边陲之旅

[德]洪安瑞
(苏黎世大学 东方学院,瑞士)

摘 要:徐霞客生前通过史无前例的、系统性与大规模的艰苦旅行,对中国八方所有的名山景

观进行了考察,并因其对边陲地貌的细致考察而享有盛名。当时他选择追求自己的志趣,而没有陷

入腐败政治和官僚体制的俗世纠缠,由此就像许多同时代的优秀文人一样被誉为奇人。现代知识

分子反将他视为一个早期科学家的模型。通过对徐霞客西南边陲之旅的系统性考察,与明末文人

“奇”和“癖”的话语相关联,由此提出,只有考虑到中国游记写作的历代仪式伦理功能,才能够更深

刻地理解,为何徐霞客游记行为与思想方面的启发,远远超越了东西、古今之别,并提供了跨文化的

社会更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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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家的志向

早在16岁时,徐霞客(1587-1641)就已“蓄五岳

志”,决心献身于山川之游。1601年,在参加县试落第

后,他禀请父母,不愿为求功名而白白耗费终身。此

后,徐霞客虽然难免正统的八股文学习,但父亲也尊

其所好,允许他阅读一些他所喜欢的历史、文学及游

记一类书籍,并择其世交乡邻缪昌期(1562-1626)①
为徐霞客的老师,缪昌期后来成为翰林院翰林、东林

党人。徐霞客与缪昌期的儿子虚白、纯白一道继续诵

读经书。同时,老师也开明地赞同他肄志于山川舆地

之学。缪昌期甚至饶有兴趣地与学生共同欣赏优美

的山川游记,以及古人用特殊叙述方式写就的奇幻志

籍。
徐霞客的游记自成风格,他在很早时期就已脱离

了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形式,这种纪事体往往是在事过

境迁之后,凭记忆用纤巧的笔法叙述生平往事,而徐

霞客坚持用日记的方式更直接、翔实地记载其游历经

验。由此积累了60多万字的游记,详细记载了对地

理现象的观察、奇秀风光、旅途艰辛、探险生涯及其他

一些内容。从现存的1613年7月首篇游记到1639
年10月最后的记录,徐霞客游记囊括了26年的游览

历程,如果加上散佚的游记,实际数量远胜于此。如

1607年、1609年最初两次的游历都未记录。前后总

共17次的出游,使徐霞客饱览了中国的奇山异水。
最后,他完成了遐征西南边陲的壮举。早在本世纪的

地理学家对徐霞客的探索领域及实地考察资料进行

科学的评价之前,徐霞客勇于探索、坚韧不拔的炽热

情怀,已为其同时代的人所折服。后人对其评价上升

到民族英雄的高度,认为他充满了神话传奇色彩,这
种崇尚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对伟大科学探险家,如哥

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詹姆斯·
库克(JamesCook,1728-1779),或路易斯·安东

尼·布干维尔(LouisAntoinedeBougainville,1729-
1811)倍加崇敬的观念的启迪。

徐霞客一生遍考山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地理

学家,这也是他身后的形象。临终前,徐霞客向自己

的好友钱谦益(1582-1664)表明心迹:历史上只有

三个人名扬远方,如果他能算第四个,那也就死而无

憾了:
  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

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

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

而为四,死不恨矣。②
在众多的有关徐霞客的奇闻轶事的评传中,最

突出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公认其遍考山川的雄心壮

志。本文力图通过详细考察徐霞客的游历动机,从
而阐明为什么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徐霞客能够摆脱传

统的仕途,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伟大的探险家。
本文将从其自身经历及留存下来的材料出发,重点

考察徐霞客的西南边陲之旅,这将有助于阐释明代

后期的地学观念及徐霞客自身所独特的地学建构。
纵观历史,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明显有别于上文所提

及的张骞、玄奘奉使远游,他是全身心地献身于对山

川地貌的探察。这种游历也有别于其他出于政治原

因而寄情山水的远游,此点下文将进一步阐述。明

代后期文人在审美表现上从爱好者到专家的根本转

变,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田园象征主义,后者常常被早

期的旅行家用于诗歌鉴赏。徐霞客似乎敏锐地意识

到了这种变化。因此,我也将讨论徐霞客在表达其

特殊 的 山 水 情 致 时 所 采 纳 的 手 法,正 如 陈 继 儒

(1558-1639)所言徐公山水是癖。③ 当论及徐霞客

的旅游生涯时,我主张在明代晚期礼教习俗的基础

上扩大视野,我认为除了明末文人的癖好专业化的

表现外,也还需要有文化空间来表达个性意识,它很

可能因徐公对典礼、仪式有独特的看法而体现出来,
而到目前为止,原文的注释中几乎很少注意到这个

方面。
中国旅游之风与地学

自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

生了尤为显著的变化,如果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我
们将很难回答为什么徐霞客发现旅行令人神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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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缪昌期教徐霞客如何写“游记”,他死于强大的魏忠贤太监势力的

迫害。参见Goodrich,L.Carrington,FangZhaoying,Dictionaryof
MingBiograph,1368-1644,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76.
钱谦益:《徐霞客传》,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

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94页。公元前122年,
汉代张骞奉命出使巴克特里亚,搜集那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
探险队开辟了含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唐代僧人玄奘(603-
664)是著名的前往印度的朝圣者,其朝圣之行是从627年开始

到644年结束。他带回许多经书,在朝廷的支持下完成了经文

的翻译。耶律楚材(1190-1124),在1219年至1224年期间辅

佐成吉思汗对波斯进行军事扩张,并借着写游记的名义写一本

小册子,来反对原本由他主持的军事上的道教所奉行的宗教原

教旨主义。对玄奘和耶律楚材游记的介绍及译文,参见Strass-
berg,RichardE.,tr.,InscribedLandscapes:TraveiWriting
fromImperialChina,Berkeley,LosAngeles,Oxford:Universi-
tyofCaliforniaPress,1994,97-102、225-233.
陈继儒:《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

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47-1279
页。



了宰相张居正(1525-1582)执政时期的清廉外,明
末统治日非,国势凌夷。朝廷不顾民生艰辛,加重税

收。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
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与士大夫组成的东林党之间

发生了激烈的党争。宦官专权,东林党的政治影响

逐渐式微。一些士大夫不满时政,退出朝野,避隐山

林,转而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道义上的忧虑。
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文艺鉴赏及绘画甚为繁荣。
长久以来,通过艺术表达抨击时政的习惯,现在隐藏

在破除旧习、强调个性、怪癖之中,这种早在十七世

纪初短暂盛行的倾向,成为刺激创新的主要动力。①
在所谓“儒家秩序危机”的哲学框架中,②美学

理论、文学艺术作品对彻底地革新正统意识做出了

相当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宇宙观———一种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史上渗透着正统意识和权力的

学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它在最初时,
形成了史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对自然周期性的

变动及其变化莫测的瘟疫和灾害的观察融入了世界

观的形成,这种世界观将人类历史解释为对宇宙力

量的规律性及反常现象的应变与相互影响。③ 宫廷

巫师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及解释成为最早的文献典

籍。④ 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长诗《天
问》,争议性地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天理或天命的间

接挑战。因为《天问》不仅使用了宇宙普遍的现象,
而且描述了从早期天文学文献中获得的世界奇迹。
它也许可以解读为人对反复无常的天道的征服及其

人类代表的问难。诗文把人类历史上一系列治乱兴

衰的事件一并提出来疑难,同时,它对阴阳家负责的

记载史籍的遴选过程发出质疑。StephenField的

屈原诗解读提出了早期人类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

对统治思想羁绊的解脱。⑤ 同样,旅游记叙若隐若

现地依赖于掩藏在古典文艺中对权威的暴力滥用的

质疑。作为联系文化主题和政治斗争的宇宙观,其
早期形式已经被赋予了暗示一些没有进入正式历史

记录而作祟政治的相关联。⑥ 因此,对旅游景观的

概念和表现方式的功能分析法,应该集中在历史背

景中所能采取的不同立场。⑦
对徐霞客的游记,如果我们认为文学的主要作

用就是既有历史性又有个人性,对当时社会偶发事

件的反应,那么,读者就可以避免狭隘僵化的意识,
因而从徐霞客的游历及其评传中探索其中所蕴含的

远游动机和重要观点。在画家宗炳(374-443)提出

其著名的山水画论“卧游”之前,当论及游历山水的

美学价值时,名士们已经开始转向儒家经学之外的

审美趣味的品赏。宗炳所生活的六朝时代,儒家将

比兴喻德的政教观念的“内游”也通过了佛教和道家

玄学的沉重翅膀继续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的远游。⑧
文人士大夫们转而推崇对山水画的实质的观感。宗

炳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将佛教超脱现实之上的

真空性灵说转换为对自然的审美论说:
  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
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箕首、
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

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

乎? ……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

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

幽岩,何以加焉? 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

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⑨
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与宗炳同为著名高

僧慧远(334-417)的世俗弟子,他们都提倡登山与

心灵感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谢灵运首先在《游
名山志序》里暗示纵情于山水乃高人逸士体道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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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StruveLynnA.,TheSouthernMing,1644-1662,NewHa-
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4;Hegel,RobertE.,
TheNovel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NewYork:Colum-
biaUniversityPress,1981;Li,Wai-yee,Enchantmentand
Disenchantment:Love and Illusioni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
Chow,Kai-wing,TheRiseof ConfucianRitualisminLate
ImperialChina:Ethics,Classics,and LineageDiscourse,
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15-43.
美德的空间概念对异端的推助作用,参见Schmidt-Glintzer,
Helwig,“VielePfadeOdereinWeg?BetrachtungenzurDurch-
setzungderkonfuzianischenOrthopraxie”Max WebersStudie
überKonfuzianismusundTaoismus,Frankfurt-am-Main:Su-
hrkamp,1983.
Smith,RichardJ.andD.W.YKwok,Cosmology,Ontology,
andHumanEfficacy:EssaysinChineseThought,Honolulu:
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3;Henderson,JohnB.,The
DevelopmentandDeclineofChineseCosmology,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4.
Field,Stephen,“Cosmos,Cosmograph,andtheInquiringPo-
et:NewAnswerstothe‘HeavenQuestions’”,EarlyChina,
17(1992).
Bhabha,HomiK.,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4,12.
G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York:BasicBooks,1973,Bourdieu1983.
屈原:《远 游》,参 见《离 骚》和《楚 辞》中 的 其 他 骚 体 诗,D.
Hawkes在 Minford和 Wong中有对其的介绍;在 Robinet和

Schipper中有对早期道家冥想的说明。
宗炳、王微著,陈传席译解:《画山水序》,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Munakata,Kiyohiko,“ConceptsofLeiandKan-leiinEarly
ChineseArtTheory”,inBush,SusanandMuck,Christian,eds,
TheoriesoftheArtsin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125.



舍却世俗物累之慰藉。宗炳则极为强调通过驰骋想

象来感悟自然景观所蕴藉的“神”和物我相融。他提

出了山水画创作之目的:“山水以形媒道”,真谛寓于

有形之内,作为媒介的画家,其主要任务是要通过惟

妙惟肖地描绘有形之山水,传达其内在的“神”。在

宗炳年老体衰之时,他将生平所历之名胜绘于四壁,
“卧以游之”,怡然自得。至今,宗炳“卧游”的绘画方

式仍为世人所推崇。
对于山水画的功能,宗炳从观赏的角度提出了

“畅神”论: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

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
云林森渺。圣贤暎于绝对,万趣融其神思。余复

何为哉? 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①
这段话意在说明观赏山水时,要以悠闲澄净的

心志,平心静气展开画卷,雅静地观察、体味画中之

山水,悉心玩赏,即便是坐居室内,也可以玩游四方。
与山水之神感通,独自逍遥于人迹罕至的幽野,精神

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达到“怡心”“畅神”的境界。
几个世纪之后,杰出的元代名儒郝经(1223-1275)

等重新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儒家修身的价值观上,通
过研习经典之文,如《论语》《大学》《孟子》,从中“内游”
而涵养道德。这在元代以前的游记文学中并未提及,
也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他的散文《内游》篇中,郝经

认为文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仓库,同样表现在人的涵养

和处事上。他认为遨游于书海所得超然之道、浩然之

气,能与天地合而为一,而不依靠“江山之助”。② 众多

肩舆之游者或许会有同感。然而,为了这种通过内外

游所得的边缘时空的沉思,并不需要逾越政治性的边

界。因为与康德思想具有相似点的中国儒士并不是要

寻求彼岸的新世界,他们选择了微观世界的内省。他

们在地理上的构想,并不像西方外来的征服者那样关

心宗教拯救或多多少少的下意识欲望,③所关心的是对

远离皇帝的时空环境的深刻理解。
从13世纪到16世纪,元初至明中叶效仿宋代

遗风。精神体验的自传成为游记文学的共同特征,
这种游记将历史中的变迁和空间的转移相结合,从
而与个人修身的体验联系起来。在这些作品中,由
于对佛教观念崇信,求真知构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借历史古迹、建筑园林、碑刻图文表达崇敬之意。尽

管儒家主要关心的是经典中的想象游历,其“内游”
的内涵常常表现为双向运动:经过漫长反复多次的

内心与外物的交接或转换,从而达到启示经验的高

潮。“人生如旅”的比喻强调内在自我的发展,最终

在某种程度上仪式化。

17世纪早期的旅游观

在徐霞客学习游记文学时,用于弥补仕途之浅薄

的“内游”模式已经转向“外游”。于是访胜的行为开

始与鉴赏者的各方面认识结合起来———宇宙、历史的

意义,不仅游览山川,而且要有“游识”,同时也要探索

景与情的共鸣反应。然而,通过漫游世界来理解和反

映其普遍规律并不单单只是现代观念。更确切地说,
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如《山海经》、《抱朴子》、《舜
典》、《白虎通》、《穆天子传》,从方士的观察角度记述

了特殊的宇宙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外游的

追求。明代的游士尤为嗜好奇石、怪树、奇花异草、诡
怪岩洞等“奇物”,以及天灾、奇遇等“奇事”。这种风

尚被看作是先秦观念的复古,然而在先秦时它只是用

于不同的游说结果。在汉代方士的百科知识中,保持

中心与四方平衡和合的观念已经出现。它产生于对

皇帝奇闻逸事的收集和分类的实践中,方士们指出所

有象征性财富都按一定的秩序归一于天下。在明代

晚期,“怪异”论被看作背离天文的指向,取代了早期

宇宙和合的观念。另外,为了观察人文领域中的精神

活动,游士们认识到自己能够作为人类违背宇宙规律

的自然反映的目击者。他们通常倾向于通过梦幻似

的叙述来传达他们对异常现象的想法。因此,无数的

含义掩藏在表层的审美性动机的描述中。但是,作为

审美范畴之一的怪异并没有道德判断的标志,也不拘

于不同的表现形式。相反,在与儒家整齐归一的特征

相竞争的过程中,奇异的自然形式要求正是明代地学

家的象征,也是世界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因而,
真、大、奇成为主要的感知范畴。当钱谦益力劝徐霞

客的侄子编辑出版留存的徐霞客游记时,曾盛赞其书

乃世间的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④
游历与怪异

一些著名的明代旅游文人极为推崇外在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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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宗炳、王微著,陈传席译解:《画山水序》,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Munakata,Kiyohiko,“ConceptsofLeiandKan-leiinEarly
ChineseArtTheory”,inBush,SusanandMuck,Christian,eds,
TheoriesoftheArtsinChin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3,121.
郝经:《内游》,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480页。
TodorovTzvetan,TheConquestofAmerica:TheQuestionofthe
Other,NewYork:Harper&Row,1984;Greenblatt,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91.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
《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79页。



历。王思任(1575-1646)用鱼、鸟作比,情不自禁地

赞叹大自然的创造奇工,赞叹科学探险为英雄的业

绩,贬斥陈腐的、为瓦屋所囿的士人缺乏勇气。① 当

他阐明旅游致用时,逐步显示出专业探险家的意象,
通过游历四方可以扩大对天地万物的认识,同时文

人“游必有作”,可以描述其所见所闻而增长见识。
袁宏道(1568-1610)也是极负盛誉、具有冒险精神

的旅游家。他的偶题显示出与王思任尊重专业性勇

敢探险者的观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对人生如

旅的阐释明显与传统的思想自传中的含义不同,分
别指各种大无畏的人格类型,如游仙、游侠、怪杰、不
同政见的佯狂诗人。袁宏道在其《好事》篇中论及对

花之偏爱,认为癖好是顺其天性的偏爱,满怀热情地

追寻,而不是拘于书本的研究,潜心书本只是一种非

具体的、第二性的修养心性的方法:
  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

岭,不惮蹶躄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
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襆,
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

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

其趣,或臭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

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②
他选用“癖”一词来表达对个人嗜好不屈不挠的

追求,而且还包含了卓越的天才由于为世俗的藩篱

所阻之后,应当用于非凡的追求。袁宏道对鉴赏家

的冒险精神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描写,清楚地表明其

目的在于求知识、真谛及新含义而不仅仅是消遣赏

玩。许多有关徐霞客的传记作者、评论家及赞颂者

都用了“癖”这个术语来表达他酷爱旅游的“游癖”。
由此可见,旅游的含义在袁宏道、徐霞客的时代已经

有所发展,它不再表示逃避官场之后的无忧无虑、优
哉游哉的游览,而更像是对新的解释性领域的热切

探求。尽管其中仍然包含了古代礼仪成分,如对山

神的祈祷。因为某些三教礼仪细节用于显示宇宙的

无序,所以参照已有的自然与社会相联系的宇宙观,
它也可以暗指社会政治的混乱。由于政治统治的失

败证明了天人的失序,旅游描写(绘画、园艺、文物、
书籍收藏等)的确在政治意图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无独有偶,“异端”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誉为第一

个著名的诗人,在晚明时期仍然被外游倡导者们尊

奉为英雄偶像,他们用司马迁的亲历远足的观念弥

补了屈原《离骚》中飞天的挽歌式的幻想。
如果徐霞客是唯一符合袁宏道的神奇冒险精神

模式的旅行家,就很难论证人生如旅是一种道德行

为这一新观点。但是,明末清初这样的旅行家并不

止徐霞客一个人。许多徐霞客的挚友和同时代文人

耗费大半生去游历山川、撰写游记。仅仅在徐霞客

死后十年(1651年),苏州仕宦及山水画家黄向坚

(1609-1673)始创“万里寻亲”的义举。因其父远宦

云南大姚,叛军入侵、兵戈阻绝而不得归。黄向坚在

一年半中跋涉山川,历经艰险,行程2000多公里,迎
接双亲回归故里。他以绘画叙事,表其孝道,有14
卷画册留存。其画卷以富于表现力的图像,生动地

叙述了另一个勇敢之旅的传奇故事。③ Kenneth
Ganza在评述此画册及其创作者的价值时说:黄向

坚的传奇经历,从其遥远的旅程、耗费的时间、引发

的缘由都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旅游。他通过绘画这一

非同寻常的方式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其特殊的经

历。④
那么,除了明显的奇异之处外,徐霞客与黄向坚

的游历还有什么共同的因素吗? 换句话说,徐霞客对

自然景观的彻底考察与黄向坚英雄义举相比,还有哪

些共性? 游记直接借鉴早期的传统手法,尤其表现在

对奇特之处的描写。正如上文所述,因其效果可以动

摇绝对的分类学,所以这些手法有利于对普遍世界观

的挑战。由于游记关涉到地学,其中有很多涉及所谓

的“奇异程度”,如大小、形状、结构的变形、超常的现

象、怪异的行为、奇特的来源和背景。游记中对这类

变异的描写很少采用真正的荒诞或超自然的叙述手

法,而宁愿保持范畴限度。尤其是一些错位现象的观

察资料往往隐隐呈现在大量游记体裁的景物描写中,
如对有关西湖边上“飞来峰”由来的传说,游人很少进

行谨慎思考。清代文人袁枚(1716-1798)游桂林七

星岩时所描写的昼夜颠倒、空间倒转的奇特观感,也
是值得后人深思的复杂情形。⑤ 然而,晚明的游记文

学和评论则从展现外在的神奇景观转向对地学家自

身奇特性的考察,从作者本人的奇特去追溯传奇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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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思任:《游唤序》,王思任著,李鸣选注:《王季重小品》,文化艺

术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袁宏道:《瓶花斋集·瓶史》卷24,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

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26页。
黄向坚:《寻亲图》,《中国美术家名人词典》,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第1140页;Ganza,Kenneth,TheArtistasTraveler:The
Originand Developmentof TravelasaThemein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AnnArbor:IndianaUniversity,1990,213-222.
Ganza,Kenneth,TheArtistasTraveler:The Originand
Developmentof Travelasa ThemeinChineseLandscape
PaintingoftheFourteenthtoSeventeenthCenturies,AnnAr-
bor:IndianaUniversity,1990,222.
袁枚:《游桂林诸山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古籍

出版社,1987年。



源。当大多数才人,如徐霞客、黄向坚、徐渭(1521-
1593)等都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奇特的个性,则“无之而

不奇也”。① 在他们身上,“奇异”一词的一个重要内

涵是指英雄典型的正直道德个性,如果超凡之人恰巧

有奇诡的表现,那么他的行为只意味着特定时期社会

政治环境对其基本的个人行为的约束。伊尹犁田自

逸,姜太公钓鱼,谢敷乐弈,陶侃搬砖治懒,这些典故

见于徐霞客为云南丽江土司磨些首领木增诗集所写

的跋中,将表述以逸趣登山,写诗的奇人就在祖国的

最边缘之地会出现了。②
共同的社会边缘化意识将徐霞客与袁宏道、黄向

坚等同时代文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诗意地把自

己展现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个性的、非主流的旅游家。
那些奇异的地学家被公认为分界线上的人格化典型。

地学家的自我表现:独特的个性模式

如上所述,引领明代诗文走向现代派的袁宏道

认同自身为“异类”的典型,尽管他没有用固定的格

式写过一部自传,但有关其自然性情的只言片语却

散见于他的书信、诗文中。他一再把自己描绘成无

拘无束、离经叛道、自我放纵的怪杰,其作用将动摇

和破除呆板、伪善学术之格套。不论是嘲笑世人百

山求子,还是用通俗的表达激怒文人雅士,他总要寻

求新奇的方式突显自己与封建纲常的背异。尽管如

此,他仍然极尽孝道,遵其父兄之愿,屡入官宦,正如

他弟弟袁中道所言“自律甚严,自检甚密”。③ 既为

官正直、大胆直言,不断抨击时弊,又热心于广交名

士,彼此提携,这些行为都与儒家正统的道德价值观

相符。那么,何以体现出他在文学上所提倡的反传

统道德的思想呢? 很明显,袁宏道的个人行为与他

的文学创作理论存在着脱节。当然,这种个人表现

与文学表达差异的现象自古有之。
东方朔(公元前161年-公元前87年)是最早的

方士之一,在其编撰的《神异经》、《十洲记》两部重要的

地理学著作中,采用了非同寻常的叙述方式。在他给

皇上的自荐信中,亦凸显了他特殊的个人表达方式。
  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殊,齿

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④
尽管他以诙谐自誉赢得汉武帝的注意,令其待

诏公车。但不可拘泥于字面之言辞。这种形态分类

的夸张表述,暗含着作者对难以自知及为人所知的

讽刺。这种方式与游人初涉陌生之地的情形非常相

似。东方朔运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来描述自己,就
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而言,很可能更倾向于强调事实。

如家谱、生卒年月、家世等,而方士在描写其身世时,
往往讲述“另类”逸闻。中国方士以奇特为基础的自

画像与ArthurRimbaud视诗人为无法预料的怪异

的传达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这样描述自己:
大疯子、大罪犯、大歹徒及至高无上的圣哲。⑤

本文将会谈到,以相反的方式论及自身与众不

同时,绝不只是像东方朔、袁宏道等那样采用唯一的

方式表达其非单一、稳定的个性。徐霞客显然更为

一贯地富有独特的个性,却对自己个人生活严守沉

默,不仅在其日记中只字不提,除了游记外,他也没

有对大众发表任何其他片言只语来叙述其私人生

活。李祁对徐霞客的自我缺失进行了考察和深思,
在《徐霞客旅游日记》一文中,提出了两种解释:其
一,徐霞客的游记不是为传世所作,而是为其自身所

用;其二,作为一介布衣,他能够长久完全不问世事,
远离尘世之忧。此两点仍有可商榷之处,如上文所

述,徐霞客的确对死后成为中国第四伟大的探险家

怀有极大的热诚。尽管第二方面有助于理解徐霞客

沉静后面的动机,但认为其撰写游记并非看重传之

于人,似乎不太恰当。如果徐霞客早年就对旅游及

游记文学颇感兴趣,他必然熟知一般传统的自传体。
根据这种传统,他可能选择反衬的手法来讲述自己

的故事,正如他所钦佩的袁宏道那样。⑥ 他也可能

像高攀龙(1562-1626)一样试图发现一种新的方

式,对“人生如旅”的精神自传方法论进行批判。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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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袁宏道:《徐文长传》,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徐霞客:《山中逸趣跋》,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

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38页。不同的版本或更好

的翻 译 见 Ward,Julian,Xu Xiake(1587-1641):TheArtof
TravelWriting,Richmond,Surrey:CurzonPress,2001,183-185.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唐昌泰选注:《三袁文

选》,巴蜀书社,1988年,第181页。
《汉书·东方朔传》的英译文见 《中国传记辞典》,呈文出版社,
1975年,第792页;最新的德译文,参见Bauer,Wolfgang,Das
Antlitz Chinas:Dieautobiographische Selbstellung in der
chinesischenLiteraturvonihrenAnfangenbishetute,Monich;
Vienna:Hanser,1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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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对晚明压制、禁锢博学精英的反应来看,徐霞

客对描写其个人生活保持缄默似乎也有道理。
但是,即使徐霞客的沉默可能有误导性。如果

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根来看,徐霞客可能决定通过礼

仪表现来体现自身。当读者通过其同时代敬慕者的

叙述,来探索徐霞客的个性、旅游动机和家庭背景等

大量细节时,他的想象会被其自我表现意图所打动。
会不会如徐霞客评传中所表述的那样,徐霞客将自

身的价值局限在孝子、忠诚的朋友、勇敢不屈的探险

家的设定上? 我们从徐霞客至交所撰写的题赠中可

以发现他的朋友收集了不少有关他个性、思想意识

的生动背景材料。
陈仁锡在为修筑晴山堂的题记中表明,他或许

可以用礼仪方式来表达意愿。晴山堂落成于1621
年,徐霞客为庆贺其母王孺人大病初愈而建造。此

前一年,徐霞客曾游九鲤湖,谒九鲤仙祠,为母祈梦

求寿,得签语“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当其母病后复愈,徐霞客乃解其意,于是,筑晴山堂

感念九鲤仙之仁慈。陈仁锡作《晴山堂记》表明,晴
山堂将几层含义巧妙地融为一体,引人注目,亦疑惑

难解。同时他叙述了建此堂的背景。陈仁锡以一连

串的询问结束此文:
  登斯堂也,耆旧耶? 寿母耶? 文子文孙耶?
跨万里以独来,泛洞庭其一叶。九鲤仙耶? 幽

涧追随,余耶樵耶?
由徐霞客孝道的赞颂引出主题,陈仁锡将关注

的焦点从庆典的主人王孺人转向其子。此典礼的内

容究竟是什么? 庆典的多层含义不仅让陈仁锡不

解,读者似乎也很难明了。
虽然地学仍然包含了视游历山川为礼仪表现的

观念,徐霞客及其同时代的文人肯定已经不依此追

求强化传统价值观。尽管传说禹称帝后曾制定巡守

礼仪,以求协和万邦。晚明旅行家反而以错位和探

险的名义宣布世界的无序。而且由于在归家之后,
对它方以及边缘事物的描述成为一种普遍的义不容

辞的礼仪,同时它也能限制地学家挑战正统的行为,
如基本的规范、价值、政治中心的方位等。

富有洞察力的朋友,如陈仁锡,注意到旅行家行

为的鞭策作用———通过极力显示真实和想象的怪

异,来反衬现实的无度。陈仁锡对个人礼仪的奇特

含义难以理解,试图借助墨子《明鬼》篇中有关怪异

的典故来加以说明。其《晴山堂记》开篇便云:“孝子

之至,通乎神明。”这与文章最后引用的墨子言论相

照应。陈仁锡很可能将徐霞客塑造成叛逆的象征,
冒险漫游于禁区的伟人,从不屈服于灾难性的危险。

正如其他评论家一样,陈仁锡也许认为徐霞客对其

旅途中的许多奇遇的描述,正验证了他用旅游作为

媒介影射时政的衰败。
徐霞客的追随者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他生活、个

性、旅游活动的资料,他们为后人提供了个人际遇及

事件的具体史料,这些内容是在徐霞客游记中只是

粗略提及或难以见到。即使徐霞客周围的士人出于

对已经确定文人阶层及统治思想体系的尊重,构成

了边缘人格,但这些材料自封建社会末期以来因为

不符合于现代科学话语而很少引起重视。即使在反

封建的“五四运动”之后,对英雄地学家到地理探险

家进行了重新评估,但徐霞客游记及封建后期叛逆

的知识分子所写的补充材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阐

释,更加透彻地理解徐霞客自己对游历的独特见解。
西南边陲之旅(1636-1641)

徐霞客在《游九鲤湖日记》曰:“余志在蜀之峨

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后在《浙游日记》
曰:“心怀西南之旅,早已有之……余久拟西游,迁延

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晤,而石翁杳

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

晚趋晤仲昭兄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

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徐霞客最后一次旅行将他带到明王朝长江以南

的遥远边陲,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远至越南、缅
甸边境。正如他所说,这次探险是久已有之的计划,
在他年老力衰之前必须实施。徐霞客前期16年的

旅行,主要集中在中心省份的名山胜地,这为他此次

壮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1607年至1633年,徐
霞客已经具备了地理考察和记载的方法、装备、向导

及同行者,以及远游的身体素质。当他最终打点行

装,在1636年10月开始万里遐征的时候,他只携带

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暖身的衣服外,他没有

准备任何防身的武器。其考察的工具甚为简朴,一
支笔,一个指南针,却背负着丰富的书籍。不仅有地

理资料如地方志、全套《大明一统志》,还有文献集,
以及从朋友处借来的珍贵的手稿。除了盘缠外,在
他的远游冠中还藏有其母给他的珍贵礼物———银

簪,在他首次旅行时,他的母亲将此银簪缝于帽中,
以备不测之用。在他的旅途中多次遇盗,这枚银簪

的确成功地发挥了效益。最终他不得不怀揣名士的

引荐信,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向地方官求助,筹措路

费。
明代中国西南边陲的系统地学

早期的地理记载众说纷纭,以满足不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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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识领域或美学观点中的国境、地界仍然在汉

代虚构舆地志(如《山海经》)的基础上相互抄袭,与
实际的地理位置不尽相符,由于军事、统治的需要推

动了精确测量法的实际运用。但只有当明代的旅行

家从游览名胜的闲情逸致及山水文学主题转向献身

山川、探险搜奇、求知博学的专家,这种转折使他们

将翔实的记录意识渗透到地理表述之中。徐霞客探

察山川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实地验证的方式订正传

统舆地志中的讹误。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中评

价说:“昔人治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如对长江、
黄河的论述,“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
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陈函辉论断说,徐霞

客因此打算远游昆仑海外,穷九州边陲,探奇测幽。
徐霞客的功绩远不止对旧有志书的订正和对盘

江、长江、黄河及其他水文的勘探、考辨,他还深入、
全面地考察岩溶现象,尤其对石灰岩地貌的研究,是
洞穴学的一次革新。关于岩溶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有

所记载,宋代学者沈括首次对它进行了调查。据我

所知,尽管在徐霞客的游记及其评传中并没有提及

沈括,但徐霞客很可能受到沈括的启发,因为他对沈

括的农学著作《忘怀录》表示兴趣。他或许会发现其

中谈到关于安全、舒适的安车之构造、游山具、分装

行李的行具二肩,以及野外考察附带杂物,其中罗列

了不同工具集特殊椅、床、观雪庵的构造,还有温酒、
备药、芸草的方法。

由此可见,徐霞客的旅游考察与沈括的观念有

着相当大的差别。在旅途中,徐霞客行卧甚为简陋,
食无盐,卧无草。当他冒险攀登山峰时,他已无心像

游士那样把玩、品赏秀丽的山色。因此,人们对徐霞

客的推崇、钦佩在于他对旅行考察的严肃、认真的态

度,这种突出的品质为他战胜艰难险阻的才能和意

志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正如潘耒(1646-1708)《潘
序》所言:

  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
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

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

之;先省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

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

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

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
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

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

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

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潘耒的论说与袁宏道对“好事者”的描述有着明

显的相似性。不仅对山水的鉴赏,而且还追求相关

实证的知识,这将使专家艰苦地探寻自然现象。通

过将新的活力注入到宋代发展起来的经验研究,晚
明的理学家集中在精与变的重要性上。他们认为,
新的方法将聚集新的洞察力。因此,经学与内省是

不可能代替经验的。我们可以从他连续的抒情方式

中,去把握徐霞客的开拓性探索与当时和早期有关

宇宙演化的著作之间的联系,从最初的原型到后来

的典型。
壮美而险峻的荒远边陲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旧

乐府诗《蜀道难》中典型地表现出来,他在诗中夸张

地描写了从西安到成都之间旅途之艰险。然而,在
李白诗中的旅行者并没有亲自表述对神奇的西南印

象。因为从汉代起,奇异的记事、精灵及其他知识居

于景观之上。直到明代的地学家才一方面继续跟随

这些先前的地学足迹,另一方面也在旧的主题中增

加了新的手段。但是很少有人能像徐霞客一样,准
备冒生命之险去探奇测幽,将自身的经历与自然考

察联系起来,从而提供新的考察方法和见解,也促进

文学方法的更新。《潘序》又曰:
  读其记而后知西南区域之广,山川多奇,
远过中夏也! 记文排日编次,直叙情景,未尝刻

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条理,胪列

目前;土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经

地志之误,厘正无遗;奇踪异闻,应接不暇;然未

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故吾于霞

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
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

西南边陲腾跃州探察

不止一次,那些出于好意的人考虑到盗贼、野兽

及其他危险,劝告徐霞客不要再继续踏上遥远的路

途,但他仍然不舍初衷,坚持不懈,直到1639年底身

受致命创伤被人用滑竿抬回家。至此,他已经在滇

地停留了一年,游历考察中国西南热带边境地区河

流、山脉的流向和走势,观察和记录了当地不同族群

的差别,发掘出新的风土人情。他的13卷《滇游日

记》占据了全部游记的绝大多数篇幅,虽然没有完全

辑录他在旅游时的所有记录,但它反映了滇陲地区

的地理及文化风俗。各种现象,如地形外貌、经济状

况、风俗民情以及汉时军人对当地开发和僧人筑路

开山的历史都引起他的注意。日记覆盖时间从

1638年9月15日到1639年10月11日,总共只有

87日无记录。
他还进一步考察了植物分布怎样随气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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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比较了当地岩溶地貌特征和热泉,寻察荒野

以追溯河源和洞穴出口。徐霞客西行最远处至云南

府、临安府到缅甸边境的腾越州,在收集了那里的地

貌资料之后,他在道家圣地宝峰山停留了五天。
1639年5月24日,徐霞客出发前往人迹罕至之地

探察打鹰山火山:
  二十一日,饭后别邵道,下纯阳阁,东经太

极崖。其处若横北箐而上,半里而达宝峰寺,余

以南箐悬峭,昨所未经,乃从大路循玉皇阁,下悬

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峡,从环冈大道复

半里,北上宝峰寺。问道于尼。尼引出殿左峰

头,指山下核桃园,直北为尖山道,西北登岭,为

打鹰山道。闻打鹰山有北直僧新开其地,颇异,
乃先趋打鹰……打鹰开寺处已在直北双峰下。
然此时已不见双峰,亦不见路影,乃蹑棘披砾。
直上者三里,雾气袭峰,或合或开。又上二里,乃
得乱坪,小峰环合之,中多回壑,竹丛杂布。见有

撑架数柱于北峰下者,从壑中趋之,仍无路。柱

左有篷一龛,僧宝藏见余,迎入其中,始知即开山

之人也。因与余遍观形势。饭后雾稍开,余欲

行,宝藏固留止一宵。余乃从其后山中垂处上。
  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复下,大山自后

回环之,上起两峰而中坳,遥望之状如马鞍,故

又名马鞍山。据土人言,其上多鹰,旧《志》名为

集鹰山,而土音又讹为打鹰云。其山脉北自冠

子坪南耸,从顶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东北,
二峰之支,如抱臂前环。西南下者,当壑右而

伏,过中复起小阜而为中案,南坠而下,复为一

峰为前案;东北下者,当壑左而伏,结为东洼之

钥。两峰坳处正其环窝处,前蹲一峰当窝中,其
脉复东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盘中。其

前复起两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其脉即自中

蹲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复起一阜于

中,与双乳又成鼎足,前列为中峰近案,即南与

中案并峙。稍度而东,又起一阜,即北与东洼之

钥对夹。故两乳之前,左右俱有洼中坳,中峰之

后,左右亦有峡中扃,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
隐然可寻。其两峰之高者,左右皆环而止,唯中

之伏而起者,一线前度,其东为笔峰、龙从,南为

宝峰、龙光者,皆是脉也。土人言:“三十年前,
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

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

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

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

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

在《滇游日记九》中,徐霞客除了力求用准确的

术语来表示测量方式和地理现象外,他还详细阐述

了历史的动态,并通过龙的离去暗示自然的任意作

用。三十年前,火山顶原本是郁郁葱葱的田野,放牧

着牛羊,到徐霞客的时期,已经变成了干枯、毫无生

机的高耸岩石和云层,只适合一些苦修的僧人以及

像徐霞客一样实地考察地理的专家。根据《滇游日

记九》的记录,徐霞客用了40天时间环游腾越州。
首先,他向北行,考察潞江水路,在此他回忆了汉军

开疆的往事,并记录了此地特殊的景观和岩石构造。
离开腾越州之前,他还迂道其南部山脉,直下凤田

庄。壮美的自然景观再次引起了徐霞客极大的兴

趣。然而,有关地方历史、不同的风土人情及生活状

况的描写却散见于全部的游记中。
徐霞客自认为是一个献身于特殊使命的旅行专

家。每当穿越一个个有意义的地理景点时,早已做好

了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的准备。他最有名的一次探险,
是攀登雅乌山村附近的悬崖,东龙川江穿过那里的陡

峭岩石,他打算细察此处的一个隐蔽石洞。虽然没有

路经,他坚持深刻地调查石洞左右的地址情况。
  二十七日……余望此巀嵲之峰,已觉其

奇;及环其麓,仰见其盘亘之崖,层耸叠上;既东

转北向,忽见层崖之上,有洞东向,欲一登而不

见其径,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顾仆停行李,
守木胆于路测,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

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

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

陨,攀之亦陨,间得一少粘者,绷足挂指,如平贴

于壁,不容移一步……批隙而入,丈余即止,无

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难于横贴之陟,
即随峡上跻,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

里,逾坡之西,复仰其上崖高穹,有洞当其下,洞
门南向,益竭蹶从之。半里,入洞……出洞,循

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悬崖无路,然皆草根悬

缀。遂坐而下坠,以双足向前,两手反而后揣草

根,略逗其投空之势,顺之一里下,乃及其麓。
与顾仆见,若更生也。
与西方火山寻访者的描述相比,徐霞客的火山资

料也许缺乏对其处所的突出特点作细致的叙述,所采

用的地理术语远远少于对其他景观的描写(如引人注

目的雅乌石洞)。令人惊异的是,当他接近曾经喷发

过的火山坑时,没有细致的描写,也少有对火山的形

状和喷发周期作具体的记载。很可能,烟雾弥漫、火
花冲天没能像江河、岩洞那样激发他的想象力。这些

在文化记忆没有印象的地质现象在他的视野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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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次等的位置。徐霞客对仍然活动的打鹰火山缺

乏好奇心也许说明先前存在的文化想象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而在中国的正统文化想象中几乎没有火山的

地位,因为除了西南边陲以外中国几乎没有火山。
结 论

徐霞客时代的人充分地赞赏其在地理领域里的

创新及系统性探索,称他为卓越的“奇人”,赞其游记

为“奇书”。然而,他的探索方法和坚定不移的个性

同时包含了古典文化的成分,需要超越具有内在普

遍性的严格科学解释所设定的局限来理解。在徐霞

客游记中,他所没有提及的内容似乎与他已有的翔

实记载同样有趣。有关徐霞客对其自身经历保持缄

默,本文根据有关传统与当时旅游和自我表现的一

般习惯,以及徐霞客的仰慕者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

料已作了重新评价。此外,我们初步把他没有对火

山产生好奇这件事放在文化符号环境中来看待,尚
需对中国早期有关火山的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

到更可靠的依据。
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下,在中国20世纪迈向现代

化的过程中,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被中西方学者一致

肯定,并公认它为中国科学思想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评价。经过一段时期的埋没之

后,20世纪的中西知识分子似乎共同预料到徐霞客

观察方法的发展与西方的联系。中国反传统主义者

与西方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的传统自然探索比不上

现代的科学系统,它对西方所倡导的方法知识的专

利性不具有任何挑战性。我希望这种理解能进一步

反思。徐霞客可能而且已经利用了一种自有其理

的,以融合传统和创新、美学和科学的零件来考察地

质现象的方法。而且,徐霞客及其他探察者所追求

的知识明显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倾向

于反霸权体系的宇宙写作里,主持知识和权利的统

一过程的文本比较少。相反,徐霞客及其同时代的

文人曾追求广泛的洞察力和宇宙秩序的持续变化,
而此时单一的模式化观念正在西方和中国的耶稣传

教士中盛行。而且,在意愿要求上还存在着分歧的

倾向。如在中国传统中并不认为商业主义、专业主

义是社会繁荣的手段。因此,专业化的功能与利益

与权力无关。对深深不安的知识分子来说,想要挖

掘普遍有代表性的良药,来抵制强权和其他由史官

和正统作者所掩盖的灾难是他们深刻的道德使命。
显然,徐霞客并没有打算像西方征服者那样为了

惊人的财富而远征,他既不打算借此发财,也不是为

了宗教团体或国家经济的利益。相反,他对奇异世界

如痴如狂的探寻完全是出于无私的目的。徐霞客对

绝妙的自然景观极为入迷,正标志着边缘世界的纯

洁,由此抵制集权的道德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徐霞客与JohnMandeville爵士的旅行有着相似性,对
奇迹的追求正是他探察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理

由。①然而,面对满族的侵入,徐霞客及其他边缘地学

家的著述提倡摆脱正统意识和求同思维定势的观念

是短暂的。就此而言,他们倡议清新多元的国家认同

的努力很难实现。此后的两个半世纪中,清代新兴儒

士的改造有效地在中国重新恢复了全部的皇权。

(本文在翻译中文的过程中,得到唐莉博士的大

力支持,特此致谢!)

① Greenblatt,Stephen.MarvelousPossessions:The Wonderof
theNew World,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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