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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世博会：接触区内不同面貌的现代化 

 

大井由纪 

 

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其时清政府为了生存，努力推进国家现代化

进程，而旅美华人也在努力实行现代化。旅美华侨不仅与祖国保持着跨国联系，而且还十分珍

重这份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已开始融入美国社会。由于他们有旅居西方国家的经历，

因此可以认为，他们的现代化思想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因而与那些世居中国的人思想有所不

同。 

本章的焦点，是该现代化进程对旅美华侨而非大陆中国人的意义。我们将于本章探讨两个

问题。一是在成为美国人的同时，华人的华裔美国人新身份，是怎样在美国明确起来的？这里

所说的“华人”，既指中国语境下的国籍身份，也指美国语境下的民族身份。到了 19 世纪

末，旅美华人开始产生拥有一个“中国”身份的意识。而在此之前，其他身份特征如家族或籍

贯，在美国华人中更为盛行（本文稍后将讨论这一问题）。此外，本章还将探讨受美国现代化

思想影响的中国移民对现代化的看法。我将援引 1893 年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为例，重点探讨

芝加哥地区的华人，因为按预定计划展示现代化理念的世博会，创造并充当了一个接触区，使

中美有关现代化的不同理念得以碰撞。为了全面探讨上述两点，本章首先将扼要介绍 19 世纪

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局势之背景，以及这一局势对中国现代化及中国国籍身份的影响。之

后，焦点将转向美国的中国移民及芝加哥世博会。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 

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因诸如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义和团运动（1898-1900）之

类的内战，及 19 世纪中至末叶与英、法、日等国的战争而遭到削弱。中华帝国处于被帝国主

义势力（英、日、法、俄、德、奥、意、美）瓜分的边缘。庚子事变是对清政府的最后一击。

多为农民出身的义和团拳民，宣布反帝灭洋。他们打着这一旗号，袭击并杀害北京的洋人及中

国基督徒。面对拳民暴乱，慈禧太后无力保护外国侨民。八国列强于是组建联军，以保护侨民

为名，围攻京城。出于对列强的恐惧及担心国家可能遭到瓜分，慈禧太后最终承认，大清国土

无法做到对外封闭，无法维持现状。这便意味着中国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军队及宪法，

均需改革。通过这些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政府力求摆脱被殖民化的命运。 

在此阶段，中国的国界得以明确。此外，人们开始以中国而非地方籍贯为自己的国民身份

（吉泽  2003）。就国界而言，清政府认为，皇帝身居帝国中心，边界可以拓展，疆土可随皇

帝儒道之高雅而扩张，即皇帝愈有德行，其统治疆域就愈大。在这源自儒教的信仰制度之下，

清政府通过称臣纳贡的惯例，与周边藩属维持着一个松散的关系网络。任何集团，原则上只需

对皇帝感恩戴德、称臣纳贡，均可加入这一网络。换言之，皇帝所居的中心是既定的，而帝国

的周边则是模糊的，因为帝国是由前面所说的开放式网络构成的。然而在世纪之交，领土冲突

及日本入侵朝鲜与台湾的野心，迫使清政府勘定国界（茂木 1994）。而今中国得以主张自己的

边界，意味着其边界不再是模糊的了。在这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勘界是一个显著变革。 

除了这一涉及中国边界意识的进展以外，心理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或作为“中

国人”的集体身份，与此同时出现（吉泽 2003）。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民此前

不以中国人自居呢？前人的研究提出了两大理由。首先，有人如此推论，中国人传统上是以祖

籍表示身份的。这种与籍贯的紧密联系，甚至体现在身居海外的移民身上。中国移民的互助团

体，便是按照家乡或姓氏组织的。中国的人此前不以中国人自居的第二个理由，是清政府直至

1910 年才制定了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赋予了中国人民国籍。而此前正式国籍则不存在。

1905 年发轫于广东、继而扩至全国其他地区如津沪的抵制美货运动，突出了当时的中国人身份

（菊池 2005; 吉泽 2003）。广东是许多 19 世纪移民美国的华侨之乡，90%的移民来自珠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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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抵制的初衷，是抗议美国对华人的歧视，这一点容我稍后详论。为了组织这一大范围的

运动，人们逐渐从地域身份发展出了一个跨地域新身份，即中国人身份。这一转变意义重大，

因为在中国，凡是移居他国的人，均被斥为背弃祖国的“叛徒”（颜 1985）。然而在抵制美货

期间，那些参与者却将华侨视为同胞手足。这样，除了地方身份之外，国籍身份就在中国出现

了。 

上述两个发展，即国界的明确及国籍身份的确立，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

共同体》（1991）中所言，构成了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说，清政府在

对业已存在的国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力图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 

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也是海外华侨的问题。1893 年，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芝

加哥，接待了约 2，750 万人次的世博会参观者。这是继纽约世博会（1853 年）及费城世博会

（1876 年）之后，美国举办的第三次世博会。该世博会的宗旨，是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400 周年及美国所取得的进步与现代化。因此，该世博会被冠名为“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在

筹备之初，共有四个城市角逐世博会主办权。除芝加哥外，纽约、华盛顿特区及密苏里州圣路

易斯市同时申办。为了赢得竞争，芝加哥人早在 1889 年就成立了世博会申办委员会。在四个

候选城市中，许多人期待纽约胜出。然而，由于纽约政客之间发生了内讧，芝加哥于 1890 年

从美国国会赢得了主办权。芝加哥的获胜，还有一个缘由。当地的《芝加哥论坛报》指出，纽

约人思想偏狭，瞧不起外州人，因而未能认识也未能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阿拉根尼山脉以

西地区，同样存在着城市，同样生活着其他美国人（1890 年 2 月 25 日）。《论坛报》因此期

望，芝加哥的胜出，将使东部诸州承认，美国中西部或西部地区的城市及人民，同样是有修养

的、现代化的（莱德勒二世 1972; 帕梅特 1972）。 

1893 年，经过两年多的筹备，芝加哥世博会于 5 月 1 日正式开展，一直延续至 10 月 23

日。园区被分为两个部分：白城及大道乐园。白城的设计理念，旨在彰显美国的进步与文明。

为此，制造业和工艺产品馆、机械馆及农业观，展示了最新的科技成果。其中部分展馆被广告

称为巨型展馆。如制造业和工艺产品馆，便是当时的世界最大建筑，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三

倍。此外，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仿照古罗马风格，将展馆设计为白色。他们认为，世博会应表现

这一古老文明的纯粹理想（窦内克 1973）。总之，参观者将在白城展区看到新老文明的结合。 

大道乐园的设计理念有所不同。这一展区由哈佛大学教授弗莱德里克·沃德·普特曼领导

的世博会民族学及考古学部负责规划。普特曼教授认为，大道乐园的展品应具备人类学价值。

这些新奇展品将给美国人带来欢娱。例如，大道乐园的展品，有爪哇人、土著美洲人、萨摩亚

人及达荷美人的文化村落。日本及中国的展品，也在此展出。换言之，大道乐园是反映不同人

民生活、娱乐全世界参观者的博物馆。有趣的是，诸如爱尔兰村、日本集市和德国村之类的展

品，被置于白城附近，而分配给中国的空间，则离白城文明区很远。据报道，大道乐园的展

品，是按照进化思路来布置的（《芝加哥论坛报》，1893 年 11 月 1 日），从野蛮开始，到文

明结束。参展国的展览地点距白城愈近，美国公众和世博会组织者就认为他们愈文明。总之，

大道乐园展示的，是“蛮族”文化，而白城体现的，则是“文明”（莱德尔 1984; 贝德曼 

1996）。因此，世博会是一个野蛮与文明的“接触区”。 

 

世博会的中国展品——拒绝还是接受参展邀请 

如前所述，大道乐园有一中国展品。然而，这一中国展品并非中国政府而是芝加哥华人建

造的。虽然世博会组织者本着“世界尽在此间”的宗旨，正式邀请清政府参加世博会，但在是

否接受邀请的问题上，清政府则表现得犹豫不决，几度更改决定，并最终拒绝参加。清政府的

理由是，美国对华人采取了歧视性移民政策（《芝加哥论坛报》，1891 年 12 月 23 日）。清政

府提到了一系列政策。在世博会方案公开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业已执行了数项歧视性政策，首

先是 1870 年的禁止华人归化政策。五年后，根据“佩奇法”（1875），中国女性被限制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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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882 年实施的臭名昭著的《排华法》，禁止新华工在未来 10 年内进入美国领土，只有

那些属于豁免群体的申请人例外。1臭名远扬的《排华法》，是第一部以种族为由禁止移民的

美国法案。1888 年的《司各特法案》，禁止身居美国但暂时离美返乡的华工重新入境。1892

年 5 月 5 日通过的《盖瑞法》，似乎令清政府更加义愤填膺。该法案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盖瑞法》摆上美国国会日程的主要目的，是欲将《排华法》延长 10 年。其特点之一，便是

要求哪怕是合法定居美国的华人申请并随时携带居留证。该法案规定，任何未带居留证的华

人，一经查出，将被自动视为非法移民而递解出境，无需任何法律程序。因此，华人无论走到

哪里，都必须随时随地携带居留证。这样，居留证就起到国内护照的作用。这一新法的初衷，

欲使政府甄别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报纸报道的偷渡尝试，层出不穷（《芝加哥论坛报》，

1892 年 9 月 10 日；1893 年 4 月 16 日、26 日；《纽约时报》，1893 年 4 月 20 日、5 月 2 日。

参见李 2002, 2003）。2政府预计，一旦《盖瑞法》生效，那么发现并遣返非法中国移民，就易

如反掌。华人是美国政府实施这一措施的惟一少数族裔。不难想象，《盖瑞法》不仅激怒了美

国华人，而且还惹恼了中国政府，因为清政府不断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双边条约，如 1868 年签

署的保障双边自由移民的《蒲安臣条约》及 1880 年签署的《安吉立条约》（据此条约，美国

政府承诺为华人提供充分保护），改善在美华人之待遇。这一系列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令清

政府愤怒有加。作为抗议，也为了挽回面子，中国政府决定不参加世博会。 

尽管中国政府持不同立场，芝加哥华人却希望在世博会上展览他们的展品。他们虽然和中

国政府一样，强烈谴责歧视性移民法规，但对清政府的决定同样表示惋惜，担心因此失去向美

国社会展示自己的机会。华人不仅希望体面地、恰如其分地展现华人及中国之风貌，还希望纠

正欧洲裔美国人对华人持有的偏见，如华人道德败坏（抽大烟，嫖娼妓）、华人传播传染病之

类的陈见。因此，在对中国政府不参加世博会表示遗憾的同时，他们决定自行建馆参展。三位

芝加哥华人（Gee Woo Chan、 Hong Sing、Wong Fee）的捐赠，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Chan 为

医生，Sing 和 Fee 经商。由于他们的慷慨，华人在世博园区建造了中国寺庙、戏院、园林、茶

馆和集市。由华人王清福发行的地方报纸《美华时报》，对上述三位华侨赞誉有加：“三位缙

绅聚财一处，俾使祖国于万国之前一展风采”（1893 年 6 月 24 日）。以上便是中国展品问世

之原委。 

 

展现中国 

在探讨中国展品对芝加哥华人的意义时，有三点不能不提。首先，世博会将美国各地的华

人吸引至芝加哥。华人涌向芝加哥，不仅是为了游览世博会，还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许多人在

洗衣店或餐馆找到了工作。为了给这些华工提供日常生活服务，许多新店铺，如杂货铺和古玩

店，也应运而生（林 1997）。芝加哥的华人数量因此增加，唐人街也随之扩大。19 世纪 80 年

代以前，因加州的排华情绪迫使部分华人逃往芝加哥，唐人街的雏形出现于芝加哥城南的克拉

克与范布伦街。因此 19 世纪 80 年代芝加哥唐人街的发展，是华人从加州东迁的结果（梅

1995），而世博会又导致了它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虽然华人社区有所扩大，但华人女性

的数量仍然极少。这是 1875 年的《佩奇法》、《排华法》及中国文化的“过客心态”造成

的。在中国文化中，儿子可以被送往异国他乡打工，但媳妇则必须留在国内伺奉公婆。1880

年，在芝加哥的 209 名华人中，仅有三名女性，比例不足 1.5%。截至 1890 年，尽管女性数量

有所增加，但比例依然极不平衡，在 1，503 名华人中，只有 31 名或约 2%的女性。唐人街因

此被视为卖淫嫖娼泛滥的王老五社会，以“罪恶渊薮”闻名，造成了对华人的歧视。 

世博会对芝加哥华人的第二层意义在于，世博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得美国社会承认的机

会。华人得以“正确地”而非按照被美国社会歧视或歪曲的方式展示中国。有些华人甚至断

言，将优秀的华人及体面的中国呈现给世界，有助于美国社会承认华人是优秀的美国人，从而

加快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尽管存在着歧视及偏见，他们力图先做优秀的华人，然后再成

为优秀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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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虽然清政府与芝加哥华人均欲为大清帝国及大清子民挽回面子，但他们采取的

行动却是南辕北辙的。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芝加哥华人不仅仅是中国人，他们还同时努力

并且需要成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只要在美国生活，他们就必须同美国接触，而非对其置之不

理。因此，可以公平地说，芝加哥华人在世博会上的“正确”展示，是为了争取承认，不仅要

说明，中国和中国人是体面的，还要证明，华人也是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既爱护中国，也爱护芝加哥的整个华人社区。和普通中国人一样，美

国华侨的地方或家族意识，同样十分强烈。他们成立了数个互助会。以中国祖籍为基础的中华

总会馆（又称“中国六大公司”），便是其中声誉最著且影响最广的之一。该组织于 19 世纪

中叶成立于旧金山，后来扩展到美国其他地区。芝加哥的华人，主要按族姓划分。据报道，在

世博会举办那时，唐人街周围的 14 个宗派，均受六大公司影响（《芝加哥论坛报》，1893 年

5 月 17 日）。梅氏家族势力最大。为了控制唐人街，梅家不仅故意煽动挑起内讧，甚至还与警

察侦探暗中勾结，并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们突查对手家族。《芝加哥论坛报》将这些冲突

描述为“家族战争”。然而，通过筹备世博会，代表整个中国参展，华裔居民打造了一个比宗

派地方身份涵盖面更广的华人集体身份。 

“华人”意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姓为界的做法，就瞬间消失殆尽。实际上，布展中间

的利益，在梅、王（第二大家族）家族之间制造了新的冲突。在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布置中国

展品的招标活动，使这一“战争”恶化。虽然梅氏家族竭尽全力，但赢得布展权的，却是王氏

族人 Wong Kee (Khe)的公司。投标的失败，导致梅家发誓要灭掉王家及其同盟（《芝加哥论坛

报》，1893 年 4 月 7 日）。西北大学学生、王氏族人 Wong Aloy险些遇袭身亡，使冲突进一步

加剧。1893 年 3 月 29 日夜，Wong Aloy从埃文斯顿来到芝加哥，在唐人街遭到袭击。虽然大

难不死，却昏迷了多日（《芝加哥论坛报》，1893 年 4 月 7、12、13、16、29 日）。两个梅氏

族人，因杀人未遂，被告至法院。 氏族冲突仍在继续。 

然而，世博会却告诫华裔居民，勿忘自己均为“华人”。这一身份比家族身份涵盖更广。

因此可以说，在成为华裔美国人的过程中，世博会给了他们一个获取华人身份的机会。虽然以

姓为界的做法依然存在，但他们此时有了一个有利于加强各姓之间团结的“华裔美国人”的新

身份。换言之，这便是国籍身份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出现，以及民族身份又是如何在美国社会

语境下萌芽的过程。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世博会对芝加哥华人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它为中美人民提供了

一个接触区。通常，华人的生活大都局限在唐人街内，而唐人街又被《芝加哥论坛报》等报纸

称为“罪恶渊薮”，因此外人一般不敢涉足（赖特 1974）。美国人的偏见认为，华人抽鸦片逛

窑子成瘾（因为华裔女性极少。事实上，唐人街妓馆的华裔妓女既接待华人，也不拒白人）。

唐人街给人的印象是肮脏、堕落、危险，被认为是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威胁。有些白人去过唐

人街，这确是事实，但大部分都是去赌博、吸毒和嫖妓的。有鉴于此，加上部分美国人的排华

偏见，中国移民的下处被称为犯罪窝子。因此，美国白人和华人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在这一背景之下，世博会给华人提供了一个以他们称心的方式，向美国公众直接展示“中

国”的机会。为此目的，他们建造并展览了一座寺庙、戏院和中式住宅。此外，他们还展示了

身穿华贵传统服装的中国人，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中国戏剧的欣赏方法。一些报纸如《论坛

报》报道了上述活动（《芝加哥论坛报》，1893 年 4 月 16、26 日；9 月 24 日）。从这个意义

而言，世博园区给了华人一展风采及被人观看的机会。 

 

作为接触区的世博会 

然而展示与观看之间的关系，却有些不对称。因为中国展品被布置在大道乐园这个“野

蛮”区，而美国文明则以白城为代表。这种发生不对称碰撞的空间，根据人类学家玛丽·路易

斯·普莱特的最初建议，可以称之为“接触区”。她解释道，这种区域是“殖民碰撞的空间，

是被地理和历史隔开的不同民族走到一起，相互接触并建立持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胁迫、

种族不平等与棘手的冲突等条件”（普莱特 1992：6）。普莱特引述了欧洲冒险家和自然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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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及南美与“蛮人”接触的例子。在该接触区，欧洲征服者以欧洲语境来看待非洲或南美

文化，并认定它们为劣等文化。换言之，通过与非洲或南美部落的碰撞，欧洲人确认了他们的

优越及文明程度。在世博会这个案例中，即便华人欲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华文明之精髓”，但

它们却被放在了大道乐园这个“野蛮”展区，而非“白城”那个“文明”展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接触区是一个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在起作用的范

围，即某一群体造就了“劣等的异国他者”，目的是获取及确保他们自己的优越。在芝加哥世

博会，就存在类似的东方主义：大道乐园与白城构成了对比，“白人”美国把“异国他者”如

中国人、日本人、爪哇人和美洲土著人安排至他们的恰当位置——“野蛮展区”，而自己则通

过展示文明及现代化，再度确认了自己的优越。那么为什么美国社会需要如此来确认自己的优

越性呢？理由如下：因为 19 世纪 90 年代的金融恐慌、芝加哥等城市的迅速工业化、经常性的

罢工、南欧及东欧“新”移民的增加，美国对自己的优越及未来信心渐失。上述所有因素，均

给美国所谓的国家凝聚力打了问号。此外，恰逢那时，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宣

布，美国的边疆已经山穷水尽，也就是说，作为美国发展安全阀的“免费土地存量日益萎缩，

而美国定居点则不断西进”（特纳 1893：19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身份

危机（布拉门 1994; 2000）。这就是为什么为了满足美国确认其优越性的需要，仅靠白城还不

够，还需要来点其它什么，如大道乐园，作为被征服者展区来陪衬。这样，有了世博会这一接

触区，东方主义就发挥作用了。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芝加哥华人从未对“未开化的劣等蛮子”的侮辱保持沉默和屈服。这

只需看看世博会的幕后情景，便可一目了然。芝加哥华人对将他们边缘化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抵

抗。玛丽·普莱特在其最初的接触区观点里，没有承认和探讨抵抗问题。19 世纪 90 年代，芝

加哥华人开始动员起来，向美国索要公民权。在华人王清福的领导下，1892 年成立了一个名为

“华人平权会”的组织。平权会的宗旨是政治性的：争取归化权、选举权及公民权。该组织还

发动了一场反歧视法运动。王在严厉批评美国之时指出，只要美国依然保留针对华人的歧视性

法规，那么美国就既不能实现全面现代化，也不能实现文明化。王引用前总统林肯的语录，谴

责美国社会未能体现林肯的理想。他视基督教为歧视之源。他和他的组织后来甚至搬出儒家思

想，作为纠正基督教邪恶的行为准则。王认为，一旦美国受到儒家思想的纠正，其现代化就可

全面实现。也就是说，中美思想的结合，可令现代化和文明化更加完美。该团体便是这样，用

现代化和文明化的逻辑，来敦促美国取消歧视的。换言之，如果美国希望全面实现现代化和文

明化，那么它就必须终止全部歧视性法规。华人平权会将现代化问题与歧视中国移民的问题联

系起来，对美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除了要求美国全面现代化与文明化以外，王及其组织还强烈呼吁华人和中国实行现代化。

该团体的意图，首先是废除吸食鸦片及赌博之陋习，还希望华人不插队、穿西装、说英语。王

把上述行为称之为“美国化”。至于中国，该团体表示坚决支持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他们后

来成了孙中山的热心支持者，并宣称与他持有联系。他们坚信，中国应当现代化，应当成为共

和国。该团体认为，通过华人与中国的现代化，华人可以在美国社会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结论 

截至目前，本文分三个层面（即社区构成、社会承认及接触区之建立）以及从华人自己的

身份与对现代化的态度的角度，探讨了世博会对芝加哥华人的意义。身份的出现及现代化的讨

论，与当时美国执行的歧视性移民法规密切相关，而华裔美国人的初始身份及华人对现代化的

看法，则受到从美国文明中借鉴而来的平等观念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当时中国流行的

现代化观念，是有差别的。 

芝加哥的华人与不同面貌的现代化进行了斗争。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社会强加给他们的。

这一“现代化”将“优越性”赋予了白人美国，而将华人归为“劣等蛮族”。另一面貌的“现

代化”，是中国政府为了免遭殖民化而提倡的。生活在美国和中国双重语境下的中国移民，因

此身处两个国家的夹缝之间。作为华人和美国人，他们选择了在世博会上布展，而不是像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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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那样拒绝参加世博会。这一既属中国又属美国的双重身份，在芝加哥华人以华裔美国人的身

份参展的决定中有所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不仅是一个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

接触区，还是一个中美身份混为一体的接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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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豁免群体含教师、学生、政府官员、商人、游客以及他们的家属及/或仆佣。上述人等不受排华法辖制。 

2 负责中国移民问题的海关关员之间的通信也表明，海关试图查找及驱逐非法中国移民。有些非法移民是手

持声称证件持有人为豁免人士的伪造证件入境美国的。其他非法移民则先至加拿大或墨西哥，然后再偷渡进

入美国。这份通信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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