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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三船秋香:《满山辽水》，中央制版所 1912 年版，“露探の斩首”图片插页说明文字。

主持人语: 20 世纪战事频繁，与之相伴相生的便是民族主义在全球的此起彼伏。众所周

知，民族主义有其狭隘、暴力的极端侧面，也有加强共同体凝聚力、唤起同胞友爱、形成稳定的

尊严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之多面性，让人喜忧参半。而作为确认本民族历史文化归属感与认同

感、建立民族自信的载体，文学又是激扬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媒介。在本期讨论中，程巍先生

的论文以文史融通的视角，从日俄战争中间谍的国际认知、晚清刑律改革等视角为我们重思

鲁迅“幻灯片”叙事的非历史性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语境，并据此揭示了 1920 年代鲁迅对

“幻灯片”事件作“文学改写”的思想、文化动因。民族主义及其极端化使明治至昭和前期的

日本从世界列强堕落为被审判的战败国，谭仁岸先生的论文考察了战后初期丸山真男、竹内

好、石母田正对战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省思，及其对战后新时期民族主义建设性功能的理

论探索，提示了民族主义两面性的功过及其历史可能性。而张中良先生带着实事求是的历史

主义精神对抗战文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再确认，以及黄彩霞与王升远在其合作研究中对

战时日本对华“宣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研究方法的再讨论，都为我们对战争时期中日文学

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路向。

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程 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对鲁迅而言，1920 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流行的“民族性”

和“文明”的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 1905 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

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

因为“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成为一个文学文本，而

非历史文本。

［关键词］ 鲁迅; 幻灯片事件; 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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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多年后对他 1905 年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在微生物课课间遭遇的一个“创伤事

件”的“回忆”。尽管近年有研究者质疑其历史真实性，但他们出示的证据无一堪为“铁证”。同时，多数研究

者依然遵从鲁迅的叙事，将“回忆”当作“本事”。本文不从“物证学”角度继续考证“幻灯片事件”的真假，因

为这一叙事出现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即便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

幻灯片中没有鲁迅提到的那张，《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也完全可以把他在别处或事后看到的类似照片

( 如营口的日本照相师三船秋香 1912 年出版的写真集《满山辽水》中那张“露谍の斩首”①) “插入”仙台医专

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些幻灯片中间。写作的动机可以改变回忆的细节与结构，乃至创造“回忆”。鲁迅通

过《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将 1917 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有关“种族性”的话语“往前”投射到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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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幻灯片事件”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

一、两个文本的错位

对鲁迅的“回忆”而言，1905 年的“幻灯片事件”足以构成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创伤事件”，以致

多年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都记忆犹新。他在 1922 年 12 月 3 日为《呐喊》写序，第一次提到这个事件: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

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

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那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

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

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①

1926 年 10 月 12 日，当他在《藤野先生》中再次提到这张“幻灯片”时，细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连

“画面结构”都不得不随之改变: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映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

国人夹在里边: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在讲堂里的还有

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

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②

“砍头”被改写成“枪毙”。这势必导致行刑场面的空间结构———即“幻灯片”画面空间结构———的变

化: 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由于可能发生子弹偏离的情况，枪毙现场严禁围观人群靠近行刑者和受刑者

的区域，往往被勒令远远站在几十米开外。正因如此，1914 年当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由砍头

改为枪决时，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先农坛二道门外一块空旷之地。③ 但被枪毙者和执

行者的中心区域与远远站在后面的围观人群之间巨大的景深，使照相机不能像拍摄砍头场面一样将枪决现

场的几方———处在中心区域的处决者和被处决者，以及远远围观的人群———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还能保证

所有人的脸部表情清晰可辨。此外，摄影师也不可能站立在被枪毙者的正前方，即子弹打来的方向。熟悉摄

影的鲁迅对“镜头”的把握非常准确，既然他把《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藤野先生》中的枪毙，就得相应

调整这同一张“幻灯片”的整个场景的角度和景深，删去《呐喊·自序》中的“站在左右”，也不像《呐喊·自

序》中那样能看清相隔甚远的被枪毙者和围观者的“麻木的神情”。在《藤野先生》中，不再是“幻灯片”上中

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哀。

但这张“幻灯片”的观众( 鲁迅及其日本同学) 也是看客，为何鲁迅却把“看客”行为说成“中国人的劣根

性”? 围观死刑，几乎是“寰宇通例”，如弗里德所说:“死刑旨在产生威慑和示范效果，似乎死刑犯的身体是

一个告示牌，呈现对他的犯罪的审判。”④被中国新文化派讴歌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发明了断头台，还将处决现

场变成盛大的观看仪式，甚至在 1930 年代的美国( 中国新文化派的理想国) 肯塔基州还在上演这个盛大场

面:“尽管 1911 年肯塔基州艾迪维尔安装了电刑椅，但直到 1936 年，依然有 15000 人围拢在肯塔基州欧文斯

勃洛的绞刑架四周，观看最后一起绞刑。”⑤

二、俄国占领下的满洲

作为“麻木”和“愚弱”的国民性证据之一，是“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但问题更在于“给俄国人做侦

探”，而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鲁迅会从那个间谍是中国人而联想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在观看同一张

“幻灯片”的日本同学面前感到难堪、孤立。如果虚掉“课堂”这个空间，“幻灯片”上的日本兵及这张“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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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 第 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8 页。
鲁迅:《藤野先生》，载《鲁迅全集》( 第 2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7 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

处页码，不再另注。
详见田书和:《北京市区主要街道景观导览》，崧博事业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版，“菜市口”条。
Charles Fried，Gregory Fried，Because It is Wrong: Torture，Privacy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the Age of Terror，New York: W．W．Norton Compa-

ny，2010，p．77．
Kathleen O’Shea，Women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98，Westport: Praeger，1999，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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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观看者( 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 ，与“幻灯片”上的受刑者和观看者( 中国人) ，就构成一个“对

阵”。在鲁迅看来，这个对阵就是文明与愚弱、清醒与麻木的对阵，而“我”暂时处在文明和清醒的一方，并将

以文明和清醒来改变另一方———作为“他们”的中国人。如果将“幻灯片”上的角色调整一下，变为“偏有中

国人夹在里边，替日本人做侦探，被俄国军捕获，要枪毙了”，是否会瓦解这个对阵? 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间

谍活动最为频繁的战争，双方捕获或处死的对方间谍人数不少，不仅有替俄军或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还

有替俄军充当间谍的日本人、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俄国人以及替日军或俄军充当间谍乃至双重间谍的欧美人

等。这些同样都在战时日本和西方的报刊上得到大量的报导，并常配以照片或宣传画。鲁迅在“回忆”中为

何单挑出一张“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而不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

国人”? 换言之，同样是处决一个中国人，难道会有不同意义? 鲁迅没有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关系的历

史语境中安置这张“幻灯片”，就使当初各方关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非历史化了。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夹在里面”，也不在于替“外国人”充当间谍，而在于“替俄国人充当间谍”，这在日

俄战争时期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认为是“卖国的”“愚昧的”“该死的”。如果“幻灯片”上是“俄军处死替

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 日本学生，还有“我”) 与“幻灯片”上的观看者( 中

国人) 将在情感上融为一体: 与“我”一同观看的日本同学一定会将那个因充当日军间谍而被俄国兵处死的

中国人视为“兄弟”、英雄，并将这种油然而生的手足之情转移到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我”身上; 在“幻灯

片”上的人群与课间观看“幻灯片”的人群组成的一个圆圈里，唯有那个“俄谍”是孤独的。事实上，鲁迅在仙

台受到的“优待”，不是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的“物以稀为贵”( 《藤》: 313) ，恰恰因为他是中国人。

在日俄战争时中、日、俄围绕东北亚的博弈中，中日构成一种“隐性同盟”关系，双方都极力塑造对方的

正面形象，以致出现 1898—1907 年间“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中日黄金十年”①。本来，1894—

1895 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但反思自己的失败之因后，中国人却开始

以日本为师，亲近日本。另一方面，已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以“赎还”方式归还

中国，让日本感到奇耻大辱，对俄国顿生仇恨。但中国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判断日本对中国威胁更大，依然执

行联俄拒日策略，使俄国取得在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权利，指望这条铁路能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

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因而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俄。1898 年，俄

国又向中国强租大连与旅顺，证明联俄拒日策略此时已是引狼入室。1900 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

联军派兵镇压，联军之一的俄国趁势占据东北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

共同的敌人创造了同盟。“亚细亚主义”的创始人近卫文麿写道: “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

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

铭记在心。”( 《新》: 14) 中日之间的军事交往和政治交往由此迅速升温，但更能制造中日之间情感认同的还

是文化交往和民间交往。1902 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时，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官

员、学者和一般市民的近乎狂热的接待，但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名望和学问。已成习语的“同文同种”在大

量场合被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次次使用，以营造“中日一家”、东亚一体的共同幻觉。1898 年日本在上海开设

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招收年轻学子学习汉语及中国学问。受邀参加开学典礼的中国官员热情致辞，称同文

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 《新》: 11) 。

自 1897 年以来，大量日本顾问和教习受聘于中国政府部门和大学，他们利用自己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暗

中促成中国联日抗俄。1903 年 5 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可能签字，立即准备东渡回国，为

国家所用，临行前法律教习岩谷孙藏以沉痛的赠语刺激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而“以日本学生例

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

矣”( 《拒》: 152) 。此言立即产生效应，学生“鸣钟上堂”，开会演讲，鼓动运动，又向各省学校发去电报，以图

联合从事，并上书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请其向朝廷代奏拒俄书:“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

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

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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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序言第 1 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处页

码，不再另注。



山东社会科学 2018·6 “战争、文学与民族主义”专题讨论

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 《拒》: 147)

拒俄运动在各地展开，由演说而行动，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和“铁血会”。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因

1919 年“五四运动”而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褪色到几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颜色。不过，中国人———学生和官

员以及满洲的“红胡子”和农民———绝不是因为“愚弱”和“麻木”而“夹在”交战的日俄之间，而是一种主动

而理性的选择，而且，事后看来，也完全达到了联日拒俄的预定目标。

就像巴尔干一样，东北亚也是一个敏感的核心地带，牵涉到东西列强的均势。“均势”是列强国际关系

的核心，而在除俄国之外的东西列强看来，1900 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唯独俄未从其占领的满洲撤

军，已破坏“均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英美对于日俄战争极端关切，派出军官作为观察员随日军行动，甚

至一些美国人决定前来东亚加入日军作战，“尽管日本政府宣布不希望外国军队卷入”①。从一开始，俄国就

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俄国与日本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战争，而是俄国与一个隐性的“国际联盟”的

战争。列强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弱国，但即便弱国也有机会利用“国际法”为自己谋取一些权益，

因为“国际法”以列强的相互制衡为基础，至少也对列强起到部分牵制作用，例如“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

争或许是除了俄国外的世界大国都乐见的一场战争: 对日本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俄国对满洲的占领直接

威胁到日本自身安全; 对其他列强来说，让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强国与一个庞大的对西欧形成威胁的亚欧大国

兵戎相见，彼此消耗，从而回归 1900 年前的“均势”，何乐而不为? 对中国来说，借日本之力赶走满洲的俄

军，同时消耗日本国力，等于不战而改变自己东北方向面临的东西两强威胁的格局。

战争已不可避免，美国总统约翰·海伊指示其外交人员“务必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表达美国政府最为

严肃的关切，即在日俄军事行动之时，中国及其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的中立地位应受到交战双方的

尊重，交战区应尽可能固定于一地并受到限制，以避免中国人民由此产生的激愤与不安，并最大程度减少对

世界贸易以及和平交往造成的损失”( International: 246－247) 。这个照会获得各国赞同，但其中有关“中国”

的定义却模糊不清。美国的国际法专家赫尔希给“中国及其可以实现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添了一个注释:

“‘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是模糊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它一定是指中

国官员实际管理或统治的中华帝国的那一部分国土的行政完整性，至少包括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南十八省、西

藏东部，可能还包括蒙古。满洲和朝鲜当然排除在外，正如列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界。”( International: 246) 这

恰好说明列强不视满洲为中国领土:“满洲的地位在主权上具有双重性或模糊性，类似于外国军事占领或双重

管辖之下的土地。”( International: 253) 正因为“国际法”将满洲等同于“租界”，俄国才表示自己在“中国中立地

位不延伸到满洲”( International: 247) 的前提下接受照会。另一方面，中国的排满革命者也将满洲视为“非中国

之地”。为了不让满洲从中国脱离，中国就必须尽快对俄一战，或推动日本对俄国发起战争。既然日本向俄国

开启战端的动机是将俄国势力赶出满洲，消除自己面临的威胁，那它不仅赞同美国照会，还作出战后要将满洲

主权归还中国的政治与道义的高姿态。日本这一战略具有现实性，它的国力和军力尚不足以挑战“均势”，“三

国干涉还辽”是其前车之鉴，它只希望此战至少获得列强对日本之于朝鲜的“保护权”的承认。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中立”。根据中立条约赋予的权限，

中国向辽河以西与日俄交战区毗邻的“中立区”派出 18000 人的军队。“国际法”规定，“中立国公民有权以个人

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这是国际法中认可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必为此担负责任”( International: 264) 。于是，大

量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主要充当日军间谍，或以游击队形式与日军一起行动。

日俄战争常被当作清政府愚蠢的一个证据: 眼见两个国家以自己的部分领土为战场，却宣布中立，让中

国人饱受战火摧残。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它没考虑满洲在 1900 年之后已为俄军占领、中国已失去对满洲

主权的事实，而在俄军残暴占领与统治下，满洲的中国人已在遭受屠杀、饱受欺凌。此外，俄军对满洲占领既

久，各种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就可能使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并不是没考虑过日本赶走俄军后可能鸠占

鹊巢，但既然日本已向世界宣布此战是为了替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还有列强的均势外交牵制日本，同时日本

希望在国际上树立遵守国际条约的“文明”形象，那么，这就值得一试。

中国组建的 18000 人的军队部署在交战区与非交战区的分界线的辽河西岸，而辽河以东是俄军右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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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mos S． Hershey，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Ｒusso－Japanese War，London: Macmillan ＆ Co．，Ltd．，1906，p．80． 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

注该著名称首词“International”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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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通线。这支军队主要由满洲“马贼”组成，被西方称为“红胡子”。早在 1901 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

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大多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

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在匪帮头子张作霖( 被任命为“将军”) 领导下，

“马贼”团结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经常分散成几十或几百人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扰俄军，而为日军

充当间谍的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中国人使俄军陷入一张巨大的情报网。1904 年 5 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

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

国，必当自此联合也”①。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流行着一种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东方对西方”

的战争的观念。这一点给随日军深入满洲的英国人斯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日军招募中国人从事间

谍活动比俄国人容易得多:“在日军战线沿途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服务于日本人。我们越是深入这个国家，就

会发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体验越多，就越是亲日本人。他们对俄国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对他们的

女性家属的欺凌。现在对俄国人来说，与中国人交朋友已为时太晚。第一批仇恨的种子已在俄国人对义和

团的残暴中种下———我曾见过他们的孩子被俄国人冷酷地砸碎脑袋———现在到了收获之时，不仅为了义和

团，也为了满州在被俄国人占领的这些岁月满洲每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惧。”②

斯托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

西方之间的一场战争。”( Truth: 48) 1905 年伦敦《真相周刊》发表了一篇对斯托里调查的评论，指出日军屡屡

获胜，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史无前例地将野蛮人的勇敢与对文明之科学和算计狂热结合在了一起”，“此外，

日本人还拥有一个全面覆盖的情报系统，有着数不胜数的侦查员和间谍。满州的每个中国人，部分因为其反

感白种人，尤其反感俄国人，部分因为其同情他们的黄种人兄弟，都是一个自愿服务于日本的侦查员或者间

谍”，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令人尊敬的，是讨人喜欢的”。( Truth: 48) 由于从报纸读到新民屯的“红胡子”

经常袭击过往俄军的报导，美国退役军官希曼前往该地一探究竟，发现那里大约有 1 万左右的“红胡子”，以

游击队的方式袭扰俄军，迫使俄军抽出哥萨克骑兵前往该地保护俄军供给线及俄侨撤离的必经之路:

其中一些日本军官化装成中国人，非常得力。这些游击战行动给库罗帕特金将军的部队造成了严

重麻烦，他们抢劫俄军运输列车，迫使俄军在交通线沿线不得不布置双重警戒线，并强化其右翼及后方

的防卫……我们到达前两天，距新民屯 7 英里远，一队俄军被这里大约 200 人的匪帮袭击，俄军 5 人被

击毙，另 4 人被枭首，他们的脑袋被插在枪刺上带回营地。这同一支匪帮还消灭了一支护送着 1000 头

马和牛去俄军方向的哥萨克骑兵，缴获了全部马和牛。为报复他们，1000 名哥萨克骑兵袭击了距该地

不足 10 英里的一个地区，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是徒劳的。③

希曼还谈到了中国人为何与日本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人: “中国佬不能忘怀自俄国占领满洲以来

俄国人带给他们的可怕遭遇。他们对海兰泡惨案记忆犹新，将近 8000 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孩子被俄国人

用刺刀赶进了黑龙江的狂涛中……这些惨剧以及其他甚至更为可怕的灾难，为当地人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是

时候报复俄国人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十分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 From: 170) 泰勒在 1905 年出版的《日俄

战争》中写道:“俄军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漫长供给线实际经常被‘红胡子’切断，这些匪帮为本地凶狠的马贼，

他们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被证明是日军的颇有价值的辅助。他们的行动，在许多情形下由日本军官组织和

指导，迫使库鲁帕特金将军不得不护卫自己后方每一英里的铁路，尤其是每一座桥梁与涵洞，这种以大量军

队维护交通线安全的必要分散了俄军战场的有生力量。”④泰勒还详细描述了东京报纸有关游击队的报导:

“东京的报纸引用一位日军军官的话，说满洲的‘正义之师’是大有希望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中国正规军要

优越，而且忠心耿耿。它们的指挥官以及下属以极为友好的方式看待日本人。”⑤当然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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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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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09 页。后文引用该著，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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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 Weekly Mail，Jan．6，190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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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一些波折，“但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够将个人的小恩怨放在一边”( From: 168) 。

俄军情报工作捉襟见肘，让前方将军哀叹“无熟练的情报官员或者间谍，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敌人的

军事能力”( Ｒussian: 122) 。俄军军需总监奥兰诺夫斯基 1905 年 7 月 3 日密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随

从阿法那谢耶夫上尉从山海关派出一些中国间谍，让他们穿过日军战地，在那里他们将会被日军聘为挑夫、

杂役等，随其前往日军司令部。这些人左边袖子的内衬缝有一个‘福’字，这样他们到达我们的前哨时就可

避免被误抓”，“在 1905 年中间数月，派出的‘过路’间谍达到 17 名，用于他们的秘密使命的花销每月达到

7000 到 9000 卢布”( Ｒussian: 122) 。但即便花钱，俄军也招募不到多少中国人。俄国情报官员在对中国人进

行了一项心理调查后发现:“中国人，正如其他亚洲人，视白人种族的代表的态度犹如视下等人: 他们认为每

个欧洲人都是野蛮人，因而他们虽渴望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却令人嫉妒地向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国

人是平和的，正如人们从懦弱之人那里看到的平和，与此同时，他们总是疑心被人冒犯，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

被冒犯时，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报仇，绝不退缩。”( Ｒussian: 123)

俄国情报官根据“心理动机”将被招募的中国人分为三类: “第一，‘志愿者’，第二，‘强征而来者’，第

三，‘为钱受雇者’”( Ｒussian: 123) 。俄国人显然错判了金钱的力量，因而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

主动为日军提供帮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的少数中国人，一旦被“红胡子”或抗俄义勇军抓住，也一定会被作

为卖国贼残酷处死。1904 年 3 月《天津日日新闻》报导“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

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

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 《拒》: 238)

回到鲁迅的“幻灯片”。当鲁迅在 1926 年的《藤野先生》中说“幻灯片”中跪着的那个中国人“给俄国人

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时，他实际上把 1905

年的中日关系想象成了 1920 年代的中日关系，即一方是日本人( “幻灯片”上的日本军人和课间看“幻灯片”

的日本同学) ，一方是中国人( “幻灯片”上受刑与围观的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即便这张“幻

灯片”在 1905 年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过，其情形也是“幻灯片”内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了一个共

同体，对一个“俄谍”进行处决。这里存在着一种与 1920 年代不同的“情感结构”。

三、砍头与枪毙

将“砍头”改写为“枪毙”，看似完全没有必要，反而会“颠覆”这张“幻灯片”的真实性。作为有意识的写

作者，且受过考据学训练，鲁迅似乎应该完全避免这种关于同一张“幻灯片”的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但考虑

到 1920 年代日益强化的“文明”话语以及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的不同动机，我们或许会获

得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效果来说，枪毙远不如砍头。这也是鲁迅研究者为何通常选择《呐喊·自序》

版的“幻灯片”而不是《藤野先生》版的“幻灯片”的原因: 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性，就鲁迅而

言，才足以构成一个改变人生轨迹( 弃医从文、疗治国民精神) 的创伤事件; 就《呐喊·自序》的读者 /中国人

而言，也才足以感到震撼，尤其是当“砍头”与“麻木的表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正因为砍头具有

强烈视觉刺激性，它才在 19 世纪西方的刑律改革中开始被视为一种不人道、不文明的处决方法，越来越被绞

刑和枪决取代。绞刑( 尤其室内绞刑) 被认为是“文明”的处决方式，因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按照西方轻

刑原则改良死刑，废除“斩首”的“亚洲之法”。日本最初引进的是中国式绞刑，但很快发现“这种绞刑颇成问

题，在实施的头一年，至少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三起报告说死囚在这种装置上‘处死’后又活了过来”，日本于

是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绞刑工具，有人“拿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所画的英式绞刑架图样，让人仿制出模型，以

备用于日本。1873 年初，经过几个月实验以确定其效率后，日本政府正式采用这种新式绞刑架”①。

日本改用绞刑被西方认为是“日本进入文明世界”的标志。1882 年英国人帕尔默在《日本近来的进步》

中首先谈到日本的普及教育，然后谈到死刑，认为死刑方式更能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日本近来走

向文明的进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刑法系统的彻底改革……死刑一律改为绞刑，以取代传统的斩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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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V．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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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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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文明化”也延伸到了军队。至迟到 19 世纪 80 年代，西方各国在交战时对军事间谍几乎无一例外处

以死刑，“传统处置方式是绞刑或枪决”①，不久这两种方式成了国际通例。1886 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法》规

定:“依据国际法，犯间谍罪的人处以死刑……要么采取绞刑，要么采用枪决。”②不过，无论是 1864 年的《日

内瓦公约》，还是 1899 年的《海牙公约》，都不对“军事间谍”提供保护，但就“间谍”处置问题提出一个基本

原则:“即便现场抓获的间谍，也必须经过审判之后进行惩罚。”③在军队里面，在枪毙与绞刑之间，绞刑又被

认为是一种“没有颜面的死法”，因为“对一个间谍来说，枪毙才是好的死法”④，这让被枪毙者有一种似乎死

于战场的荣誉感，同时能够缓解执行者的“负罪感”。

鲁迅 1909 年回国，其时清廷正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以日本刑律为楷模，主张废除中国名目繁

多的死刑，只在斩首与绞刑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1910 年 5 月，清廷颁布《大清现

行刑律》，虽废除了一些死刑方式，但保留了斩刑与绞刑。次年颁布《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少

数重罪( 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 仍适用斩刑。到 1914 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一律改为

枪决，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

不过，1900 年，一向谴责中国死刑野蛮的“文明之国”八国联军在处决被捕拳民( 战俘) 时，几乎无一例

外使用砍头方式，因为他们发现枪毙不如斩首有侮辱性( 对拳民) 、震慑力( 对旁观的中国人) 和观赏性( 对旁

观的联军士兵) 。美国一家电影公司还拍了一部《砍中国人脑袋》的电影，其说明文字称:“我们的画面显示，

一长溜倒霉鬼跪在地上，等待处决，尽管有一点恐怖，但它真实反映了这个偏鄙之国的处决方式。”⑤“文明之

国”为自己使用斩首方式处决拳民辩护的理由，是斩首本就是这个野蛮之国的处决方式，而且按 1876 年美国

国会就排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中国佬的脑容量在“黑鬼”与“黑猩猩”之间⑥，不能算作人，因而不配

享有只有“人”才配享受的“文明”处决方式。

义和团运动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或西化的国家( 1917 年之后又被中国新文化派) 指控为中国人愚昧、

野蛮、不接受文明和进步的最新证据，并对中国施压，要求其推行“文明”。在一连串外患之后，清政府决定

顺应“世界趋势”，重启因“戊戍变法”而中断的“新政”，事关“文明”核心标准的刑律是其中一项。1905 年，

清廷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因中国新订刑律包含斩、绞两种死刑，认为不合“世界大势”，向

清廷进言曰:“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

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⑦冈田

所谓“世界大势”，即日本仅采用“文明”的绞刑。然而，至少，当时的美国也是几种死刑方式并存。

日本试图通过日俄战争向世界显示日本已是“文明之国”，甚至比《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所要求

的还要走得远，如掩埋或火葬战场遗留的俄军尸体、向俄军尸体行礼、为俄军俘虏提供体面的生活等。为此

目的，日本报刊检查机构对涉及日本形象的一切报导和图片进行检查。目的是“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

自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本人正在变成一个‘文明’的民族。照片是这种强化的可视性的一个部分”⑧。一

直密切关注日俄战争进程的辜鸿铭 1904 年发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说“日本投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

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目标已然达到。甚至连俄军的库鲁帕特金将军都说:‘日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

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作战。’”⑨

日俄战争同时是一场争夺“文明的代表”的文宣战争，双方都邀请了外国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随自己

的部队行动。因而，在公开场合( 或可被转换为世界舆论的场合) ，双方都对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军事间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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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人道乃至宽容，例如 1904 年《神户纪事报》报导一个替日军充当间谍而被俄国处死的日本人的故事:

“横川是战争早期在哈尔滨被处死的两个间谍之一。横川先生当初是想将他的钱捐给俄国红十字会，但俄

国官方拒绝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交给已故间谍的家人……横川先生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显然是一个具有非

同一般的自我献身精神的爱国者。”①日本也是如此。日军 1904 年 9 月在烟台处死一名“化装成中国农民”

的俄军间谍，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军。② 1904 年底，日军在营口抓住一个替俄军充当间谍的奥地利人，经审判

判以死刑，但死刑迟迟没有执行，到战争结束，日本天皇特赦了他。③ 1905 年 3 月，奉天电讯局 16 个中国人

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日军逮捕，次日便被日本天皇特赦( Ｒusso: 188) 。1905 年 7 月，当 9 个中国地方官员及其

手下因间谍嫌疑被日军逮捕后，中国政府向日方交涉，“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谨慎步骤，知会其战争大臣对

此案进行调查”，调查后，战争大臣告知中方“日方采取的步骤是公正的，合理的。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案子，

日方也将公正办理”( Ｒusso: 189) 。这样的事例不少，究其原因，是双方都担心中国改变“中立”立场，偏向对

方; 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向世界显示自己恪守中立地位。

俄军抓获替日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无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抑或欧美人，一般以公开的

绞刑处决; 但日军抓获替俄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在日本国内则以绞刑处死，在满洲战场则几乎一律以斩

首处死。对于斩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 1922 年 8 月( 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前几个月)

有过一番评论。他把斩首与中国人的“迟钝”联系起来，正如《呐喊·自序》将斩首与中国人的“麻木”联系

起来。周作人谈到 1900 年时“我”没离家逃走，院子里还有一个叫“得法”或“得寿”的也留了下来，似乎对即

将到来的危险泰然处之。一日，终于走进来一个“长毛”，“却见得法( 或得寿) 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

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但“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

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入了。在他的迟钝

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④。在 1926 年 5 月发表的《死法》中，周作人谈到各种处死方式:

“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⑤次年 7

月，正逢国民党右派“清党”，枪毙和斩首大量被抓获的共产党人。此时胡适在上海发表“中国还容忍人力车

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的演讲，引起周作人的不满，他讥讽说:“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

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 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

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吧，大家却都容许，甚至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

怎的?”⑥这里非常明显地表明周作人已离开新文化派视西方和日本为“文明国”而将中国贬为“野蛮国”的

立场，接着，他由人力车谈到“清党”:

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 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 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

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

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 即使斩首不

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吧。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

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⑦

周作人这两篇文章相当重要，它们写在 1926 年 10 月鲁迅写作《藤野先生》并将《呐喊·自序》中的“砍

头”改为“枪毙”的前后。由于不能将这一“改动”归因于鲁迅的“遗忘”，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改动: 鲁迅 4 年

前写作《呐喊·自序》，其隐含读者是中国人，是单方面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藤野先生》不同，它的隐

含读者还包括日本人，因而，在沿袭《呐喊·自序》的写作动机的同时，他还要努力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可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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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文明”标杆———这就是日本人。正因如此，在《呐喊·自序》中，日本人只是抽象的存在，不与中国人构

成“民族性”对比; 而《藤野先生》不同，它把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镜像”建构起来，此时，就须避免日军使用

砍头的“野蛮”处决方法，代之以“文明”的枪毙。

四、“麻木”，或“中国人的劣根性”

把“砍头”改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部分视觉冲击力，也使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的日军

“文明化”了。由于《藤野先生》试图在“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之间进行一番国民性建构，那么，

野蛮的砍头场面就必须改写为文明的枪毙场面。这种基于“对比”的国民性建构往往互为镜像: 日本的国民

性不仅体现在“幻灯片”中的日本兵身上，还显示在“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的藤野先生、

“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以及替我打抱不平的那些日本同学身上; 而中国的国民性也不仅显示在“幻

灯片”中即将被处决的和围观的中国人身上，还显示在东京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

“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

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 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

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 问问精通时事

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藤》: 313)

但“我”一直是孤独的例外。把鲁迅笔下这几张留日学生的“快照”与“幻灯片”拼接在一起，“麻木”就

像麻醉气体一样从那个将被处决的中国人和围观砍头场面的那些中国人的脸上，扩散至东京的中国留日学

生:“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

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

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清国留学生”真如鲁迅描述的那样“麻木”? 早从 1901 年开始，“清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便是中国

“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鼓励。1903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留日学生忽

被街上的摇铃声惊醒，原来日本同学特意赶到留日学生住地，以中俄将要签订密约的消息相告。留日学生群

情激昂，次日便召开大会，演说者慷慨陈词，听者也无不动情。此时日本学生也在召开“强硬青年大会”，他

们便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大会，以“同文同种”相号召，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

大家共保黄种”( 《拒》: 194) ，演说完毕，力邀在场几百中国学生前往参加他们的“强硬青年大会”。留日学

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学习操练和射击等军事技能，为奔赴满洲抗击俄军作准备。留日女学生也组织起来，

成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救护，以便一旦听到召唤就将义无反顾投身满洲战场，她们还上书时在东京考察

劝业博览会的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纫具食，或能为之; 即不得已，

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 《拒》: 137) 。对留日学生的爱国热诚和献身精神，《苏报》大

加赞扬，说“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

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 《拒》: 80) 。东京就像一个炼炉，将来自中国各地的学子炼成

清末民初各项激进主义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

鲁迅 1902 年 2 月到 1904 年 8 月留学于东京，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但不久淡出，只身前往“冬天冷得

厉害; 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藤》: 313) 的仙台。然而在 1922 年的《呐喊·自序》中，为把“麻木”建构为“中

国国民性”的核心特征，他就避谈 1905 年的东京留日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 因这种精神状态与“麻木”

或“愚弱”挂不上钩) ; 在 1926 年的《藤野先生》中，《呐喊·自序》中那个寂寞的孤独者形象还在，但安排了

东京的留日学生出场，却是一个个浪荡子的模样，好让他们充当“精神麻木”的国民性标签。问题在于，鲁迅

1920 年代创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时，1917 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轰炸

已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读者以这种无意识阅读“幻灯片事件”，就将 1920 年代的情感结构投射到了

1905 年。新文化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复活”了此前西方有关中国人的种族特征的叙事，但这一叙

事恰在日俄战争时遭遇了危机。随日军行动的英国军官伊安·汉密尔顿中将深入满洲城镇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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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其聪明和能干让我感到惊讶。四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妻子、女人

以及孩子———以我的判断，也都令人极为尊敬。实际上，他们是令人震惊的证明，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

感觉，似乎我此前的整个生活系统地被欧美对“未经文明开发的中国人”的模式化的描绘所操纵和误导

……我记得我曾向几个参与过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朋友询问过他们对中国人如何看。就我记忆所及，除

了当初住在北京并一直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文森是个例外，其他人几乎都以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人打发了，

说他们是“肮脏的恶魔”“野蛮的猪猡”或诸如此类……很难想象，这些有尊严的、聪明的而且常常长得

相貌堂堂的男人以及这些敏感的、实在的和勤劳的女人是西方文学所描述的中国人形象的原型……我

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如此令人尊敬的品质，以致让我感到警醒，觉得我们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在我以

前整个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如此充满热情的一个民族，如此热情地专注于劳作。①

日俄战争 1905 年 9 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改欧美所建构的黄种人的孱弱形象，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

与日本人同心协力，也让西方看到黄种人联合的可能。战火甫燃，各国就密切观察着这场“种族之战”。

1904 年 2 月，当日军在旅顺港的战斗中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以一种深远的眼光评价说，此战“实较之保

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

而不可破”，“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 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

种，而由于制”( 《黄》: 373) 。这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充分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中国的革

新事业从日俄战争之时就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道: 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各种改革全面铺开，紧接着爆

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惜这个“共和国”的国民却在再度兴起的“中国人的

劣根性”话语的轰炸下渐渐“失去了自信力”。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利用“同文同种”动员中国人支持日本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战略目标既

然是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它又必须消除日俄之战乃“种族之战”的观念。尤其战后，日本一定会与中国的

中日联盟愿望划清界限。1906 年 1 月 6 日《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愿望已在“日本引起

不安”，担心被西方作为“黄祸”的证据，“在中国人中间，不少人设想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帝国生死相依，而就

日本而言，为其自身生存的利益计，也势必与中国联手对付外国入侵”，但“在日本看来，种族区分纯为无稽

之谈”，因为“利益共同体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理性的纽带”②，中国不要指望日本此后会纯以同

文同种而对中国施以援手。

1905 年 9 月日俄签订和约，规定“日俄两国军队完全地、同时地撤出满洲”，“恢复中国对目前处在俄军

或日军占领或控制下的一切领土的完全行政管理”( Diary: 341，342) 。尽管和约将辽东半岛排除在外，但各

国认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保护了中华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 Diary: 359) 。1906 年 1 月，中国报

纸登出满洲在战时的人员和财物损失( 死亡 2 万人，损失财产合计 4000 万圆) ，试图向日俄提出赔偿，日本

报纸讥讽说:“无法区分哪些为日军、哪些为俄军所造成，而对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考虑到中国自己没有

放一枪便将恢复整个满洲的主权，那中国应该欣喜地承担这个损失……面对日本方面作出的如此巨大的慷

慨之举，中国却试图与日本商谈其已恢复主权的那片国土上的公民的微不足道的损失的赔偿问题。”③和约

传到日本，日本人普遍认为丧权辱国，群情激昂，到处发生示威和骚乱( Diary: 331，322，333) 。日本报刊丑诋

中国人的言论开始流行，在“中日黄金十年”中受到压制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又泛滥起来。

假若说 1897 到 1907 年“中日黄金十年”塑造并一直延续着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及其“中日联

合”的梦想，哪怕 1907 年之后当中日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破裂乃至最终兵戎相见时也不曾改变，并于日军相

继大规模进犯东北和上海后，给来华救助上海的日本伤兵的“日本援助团”成员西村真雄写下“度尽劫波兄

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那么，“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叙事则大大影响了

鲁迅以及战后留学于日本的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之时有关“中国民族性”的叙事。

( 责任编辑: 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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