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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春园逸虎食人 （上）

“帝国秩序”在东南亚
文 / 欧树军 王绍光

路。 缅甸、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
家，受苏联和中国影响；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国

帝国，是理解东南亚区域秩序
的关键，东南亚的历史书写也与帝
国密不可分。 东南亚和中国的密切
关联自不待言，它与西方殖民帝国

家，则更接近英国、美国；泰国保持
了君主制的长期传统， 文莱也重建
成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
政治发展往往是内生因素和外

的联系，是其现代进程的时代背景。
而帝国对东南亚地区主导权的角

生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如果一个
国家受到的外部因素影响非常大，
其内部的自主选择、 自我演化的时

逐，正是“
新加坡故事”的大背景。
只有这样，方可理解长期在马
来亚地区工作的英国历史学者康
斯坦丝·玛丽·藤布尔（著有《新加
坡史》一书），为什么没有把现代新

间和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对东

加坡历史的起点定在 1511 年葡萄

突与竞争。先是印度、中国这些传统
帝国与西欧兴起的新霸权帝国的角

南亚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旧
帝国与新帝国之间的地缘拉锯、冲

牙对马六甲的殖民侵占，也没有标
注为 1965 年 8 月的新加坡独立建

力，后是英国、美国、日本与苏联、中

国，而是 1819 年 1 月 30 日。 这既

国围绕区域秩序主导权所作的较
量。 而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族群比

是因为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从这一天开始，也因为新加坡是英
国削弱荷兰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的真正起点。

例、社会结构、贫富差距以及文化宗
教等内部因素， 也极大地牵动着东
南亚的政经走向。
在大国关系主导世界秩序、国

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宗教
文化、人口结构、社会制度和政治架
构等内部因素，都受到外部因素的
强烈影响。 这一影响可分为四个时

族国家的创建时期。
中国人在上述每个时期的作用
都不容小觑。 首先，东南亚地区的
华人有三千多万人，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掌控了该地区的经济命脉，这
样的经济结构当然不会对东南亚的
政治发展毫无影响。 其次，华人的
身份认同也存在冲突，所在国是自
己的“政治国家”，中国则是自己的
“
文化祖国”， 这种政治认同与文化
认同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或大或小
的认同困境，也会左右自己与驻在
国统治集团和社会大众的关系。
16 世纪初以前的前现代时期，
是东南亚区域内外各民族友好交往
的内生秩序时期，阿拉伯人、印度
人、马来人、中国人是东南亚区域秩
序的主要塑造者，而当时最重要的
政治组织形式是君主制的王国。
16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期的欧
洲殖民外生秩序时期，欧洲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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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分别是区域内外各民族友好交
往的内生秩序时期、欧洲殖民统治
的外生秩序时期、去殖民化时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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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11 月 16 日，在马来亚联邦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左）前往伦敦与英国外长就马
来西亚问题会面之前，李光耀激动地号召群众团结起来。 图片选自《李光耀：新加坡的硬道理》
一书。

区域秩序的重要操盘手， 政治的主
要组织形式是帝国， 外来殖民者至
高无上，本地统治者附庸其下。殖民

仍为“化外之地”，其政治架构依然
严格控制在殖民者手中。
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时期”，东

帝国为了丝绸、香料、橡胶等商业战
略利益来到东南亚，占据有利位置，
建立贸易中转站， 与东南亚各地形
成“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将后者作

南亚各国成为自身政治秩序的创建
者，竭力排斥外来殖民者的势力。殖
民帝国既希望全身而退， 又谋求以
某种方式继续支配东南亚， 这才出

为自身机体的供血站。
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 东南亚

现在形式上让殖民地复制
“
宗主国”
的政治体系， 实质上是想通过行政

际格局的大势之下， 小国往往很难
保持中立。对新加坡来说，为了防止
陷入被强大邻国撕碎的困境， 既要
加强国防 （尽管这样做的用处实际
上并不大），又要在防务上依附某个
大国，让邻国不敢轻举妄动。
新加坡若想在中国、 美国和英
国中间灵活自处， 既需要其领导人
具有驾驭地缘优势和国家基本制度
优势的政治能力， 又需要满足同样
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 即它带给这
些大国的更多是好处而不是威胁。
一旦失去这种政治能力， 或者让大
国尤其是本地区大国感受到威胁，
小国的游刃有余自然就难以为继。
本专题作者欧树军，现为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香
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哲学博士；

地区从受中华文明辐射转变为受欧
洲殖民者支配， 陷入西方国家内部

主导制，保留外交、国防和内部安全
大权，操控东南亚的
“
去殖进程”。

作者王绍光， 现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

霸权竞争外移所产生的激烈争夺。
从荷兰到西班牙、 葡萄牙， 再到英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东南亚新
生民族国家的建构时期， 区内各国

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曾任

国、法国、美国，这些霸权首先是军
事型、政治强权型的，然后才生发出
某种文化型的霸权。 只是在英国崛
起之后， 西方内部的霸权体系才开
始有了一些文明的因素， 但殖民地

在政治上要求独立自主， 经济上却
仍然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不
平等格局， 不可避免地要受经济帝
国主义的支配。在这个时期，东南亚
各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

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0—2000
年）。 文章内容选编自《小邦大治：新加
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一书（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5 月出版），经作
者授权发布，文字略有调整，现标题为
本版编者所拟。

文 / 阚红柳

七月， 嘉庆帝举办木兰秋
据清人钱泳所撰笔记《履园
丛话》 记载： 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五月二十七日晚，北
京城雷电轰鸣，大雨倾盆。 次日
清晨， 西北郊的畅春园传来骇
人听闻的消息， 园内虎圈中有

幸猝死于避暑山庄， 似乎验证了
那些
“后见之明”。
这一恶性事件，不由让人追
问畅春园内何以豢养猛虎的问
题。 据史料记载，畅春园的附园
西北门内建有永宁寺，寺西为虎
城，是清代皇帝养虎之处。 康熙

出， 与三个相约到前湖赏荷花

皇帝兴建畅春园，是要在紫禁城

的太监狭路相逢，形势危殆，两
个太监急中生智， 纵身跳入湖

之外寻找一处水土清佳之地，作

中，幸免于难，而另外一个则不
幸死于虎口。

为怡情养性， 避喧听政之所，故
而对此地的生态环境尤为注重。
康熙朝时期，畅春园一带地肥水

逸虎食人之后，窜出园外，消
息传开，举城震惊。 畅春园所处

美，锦鳞游泳，禽鸟翔集，是难得
的自然胜地。

的区域，为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

其实， 帝制时代在宫苑之中

除了畅春园之外，还有圆明园、万
寿山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
香山静宜园等皇帝经常居住的离

豢养虎豹等猛兽的传统， 由来已

宫御苑，这里也是皇亲国戚以及

久。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
时，曾于玄武门外建虎圈，令禁军
训练捕虎。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侍从，还有值班的朝臣往来和聚
居的集中地。 换言之，此地奔走
来往的多是举足轻重的朝臣或显

后，西苑、南海子成为明宫廷豢养
禽兽的主要场所。
康熙帝建虎城，豢养猛虎，既

贵，故而老虎再次伤人，甚至伤及

是宫廷传统的一种延续， 也带有
君主的个性色彩。 康熙帝是历史

贵人的危险系数极高。 况且，该
处毗邻西山，峰峦叠嶂，林深叶
茂， 一旦纵虎入山， 围捕困难不
说，后患无穷。
逸虎逃窜，嘉庆皇帝急命侍
卫追捕。 五天后，经侦查获悉逸
虎踪迹，又随即下令三额驸（科尔
沁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
娶嘉庆皇帝第三女和硕庄敬公
主）率众杀虎。 诗人张恒润以《杀
虎行》记述此事，诗中有云：
风沙满目午日晴，观者如堵咸
无声。 遥见虎死近相视，风摇毛尾
犹心惊。
壮士酒肆曾论兵，男儿自负那
敢轻。 大言常遭世俗笑，今日儿女
皆知名。
当时翰林院编修吴慈鹤也写
诗留念：
黑河猛将行如风，长枪大槊何
豪雄。 虎知当死伏不动，翻身一箭
穿其胸。
两位诗人尽量真实地再现了
逸虎伤人并最终被捕杀事件的始

溢着对嘉庆皇帝的赞誉和王朝统
治形势的自信。

一代名相“终有悔”

，不

一只猛虎于晚间从笼槛内逃

末，尤其极力描述侍卫们围捕恶
虎的英勇壮烈场景，字里行间洋

梦华新录

将来临。确实，在逸虎食人的当年

上出了名孔武有力的皇帝， 行围
打猎， 尤其是亲手猎虎是他津津
乐道的美事。 康熙帝的宠臣高士
奇在《扈从东巡日录》里曾记载，
康熙帝曾一日亲射三虎， 而当时
皇太子年仅九岁，“引弓跃马，驰
骤山谷间，矢无虚发，见一虎，射
之立毙”，父子相传的高强射虎本
领令人咋舌。
庶吉士汪灏曾随康熙帝参加
木兰秋 ，《随銮纪恩》一书详细
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年）
的夏天， 他亲眼目睹的康熙帝猎
虎风采。当日，听到负责侦查的侍
卫来报，河对岸山上有虎，康熙帝
立刻命停御舟登岸， 与皇太子两
个各持巨枪，立于河岸之上，二十
八位勇士持枪护立于四周。 对岸
山谷中传来虎啸的声音， 康熙帝
命河对岸勇士按照部署猎虎，五
名勇士遂遵旨前行， 不一会儿功
夫，立杀一虎。
不久， 康熙帝命众人围观所
杀的猛虎， 重三百七十斤，“黄毛
黑斑，狰狞更甚”。 康熙帝还告知
随从人员，“
虎每食一人， 其耳必
有一缺”。 众人前观，此虎耳有数
缺，竟已食数人矣。 （未完待续）

文 / 虞云国

与朝臣随驾前往，内侍取下天书，王

京师造景灵宫与玉清昭应宫供奉，

王旦晚年曾忆起与李沆 （宋真

而到辛亥革命以后，近人郭
则 梳理顺治至宣统十朝人所
写诗文，尤重以诗咏史、以诗系事

平心而论，王旦（957~1017 年）
还算是北宋一代名相，《宋史》点赞

旦跪着进呈，皇帝再拜接受，改当年
为大中祥符元年（故事详见 2018 年
4 月 2 日本报 E2 版 《大儒孙 斗

王旦任奉圣像大礼使、 景灵宫朝修
使与玉清昭应宫使， 又负责在宫内
刻天书而兼刻玉使。

宗时为相六年）同在政府时，李沆常
向皇帝奏报些全国水旱变乱消息，
王旦便劝他别把鸡毛蒜皮事烦扰圣

的作品，辑录成《十朝诗乘》，吴慈
鹤这首诗也被收入，题为《畅春园
逸虎食人》。 其时清王朝已经崩

大中祥符七年， 宋真宗再赴亳

上，李沆郑重道：“太平天子，应让他

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以史家群

州（今属安徽）太清宫拜谒老子，王
旦仍 兼 大 礼 使 。 祥 符 年 间
（1008~1016 年），所有天书祥瑞、祭

知四方艰难。否则不是留意声色，就
是热衷祷祠。我已年老，你主政会看
到的。”王旦叹服这位科举同年有先

溃瓦解，郭则 的看法恰好与吴
慈鹤相反，他认为此突发事件非
佳兆也，只是预示着某种危机即

研究译丛》《畅春园研究》等。

祀巡幸、宫观营造之事，王旦都参与

帝封禅泰山，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

其间，兼任莫名其妙的使职之多，让
他苦不堪言。 最闹心的是， 每次大
礼，他都必须奉天书随行，令其“恒
悒悒不乐”。
宋真宗对王旦礼遇备至， 少不
了时有赏赐。 每见赐物陈列相府庭
下，他内心有愧，总闭目叹气：
“生民
膏血，那里受用得这许多！”也
“心知
得罪于清议， 而固恋得失， 不能决
去”。退朝以后，他总是冠服不解，默
坐静室，家人惶恐不明，问其政府同

见之明， 特地摹挂其遗像，“每胸中
郁郁”，便在像前一边绕行，一边
“文
靖、文靖”呼他的谥号，盛赞
“李文靖
真圣人也！ ”
真宗天禧元年（1017 年），王旦
终于辞相，不久去世。 弥留之际，皇
帝御驾亲临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
旦问心有愧，遗表说：“益惧多藏，况
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
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撒手人寰前， 王旦对家人说：
“我别无过失，只有不谏天书，愧悔

颂》，历时 57 天，靡费不计其数，终
于为宋真宗圆了念兹在兹的“
帝王
之盛事”。 大中祥符四年，皇帝车驾
再往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

僚， 说一定是想阻止的政事没法实
现，而私下忧心朝廷吧。
前面讲到， 祥符、 天禧年间
（1008~1021 年），在王钦若、丁谓等

莫赎。 死后入敛时，为我削去须发，
穿著缁衣，以弥补我平生之过。 ”削
发衣缁意味着遁入空门救赎前愆，
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慰解其父的

土地祗，王旦又一次任大礼使，仍受
命撰《祠坛颂》。途经陕州（今三门峡
市），隐士魏野赠诗王旦：
昔时宰相年年替，君在中书十
一秋。 西祀东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

鼓动下， 宋真宗出于欺蒙本朝人心
与耸动敌国听闻的虚骄心理， 自造
天书祥瑞， 配上极具仪式感的大祭
典、大巡幸、大庆祝、大建筑，以期达
到神道设教的目的， 近乎中国版的

无尽悔恨，最后被父亲的朋友杨亿
劝阻。
王旦有“远大之器”，当朝时颇
有好政绩，为人不乏好声誉，也想做
个好宰相。但面对皇帝眷顾，纠结一

松游。
诗里讥刺他喑默失责，不谏封
祀，规讽他莫再恋位，及早抽身。 王

“皇帝的新衣”。
为演好这场系列闹剧， 朝廷不
惜
“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力”，仅东

己名位，缺乏“为生民立命”的风骨
与担当，《宋史》也说他“
以遂天书之
妄，斯则不及李沆”。

旦将诗呈送皇帝，上表辞位，未获
同意，便不再坚持。 从内心讲，他虽
萌进谏之念，但业已赞同，难改其
口；也生求退之心，但皇帝厚遇，难
拂其意。
大中祥符五年， 宋真宗又伪托
玉帝传言， 称授其天书的赵玄朗是
赵家始祖，理应尊为圣祖（赵家先祖
实无此人）。 下诏先在外地铸造玉

封泰山就耗费钱 800 余万贯， 西祀
汾阴更增至一千万贯。 《宋史·真宗
纪》评价这场闹剧说：
“及澶洲既盟，
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
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
怪也 。 ”
王旦有宰相之才，对大规模、不
间断的封祀崇道活动带来的恶果，
内心一目了然，但受制于私心杂念，

到了人生尽头， 王旦仍在愧悔
自己把持不住， 患得患失， 一朝失
足，遗恨青史。不知后来从政者会否
由此引发更深沉的思考呢？

化史大辞典》，近期出版随笔集《从陈桥

皇、圣祖、太祖与太祖的塑像，再在

却一无作为，不敢发声。

到 山》。

他：“伟哉，宰相才也。 ”有一次，他
以翰林学士奏事，宋真宗目送下殿
时对人说：为朕致太平的，一定是
这人。
拜相以后，王旦以俭约治家，有
“门庭清肃”之誉；尽管相府里宾客
满座，却没人敢以私事干谒；有人受
到他推荐，甚至终身都不知荐者为
谁。 政声如此，也算难能可贵。 北宋
史料笔记《孔氏谈苑》里说，
“外抚诸
边，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
颂声洋溢，旦之力也”，尽管有水分，
却不至于太离谱。
宋辽定下“澶渊之盟”（1005 年
初）不久，在佞臣王钦若的怂恿下，
宋真宗决定上演神道设教的连台本
戏， 借以掩饰城下之盟后君主权威
的失落， 内心却忌惮宰相王旦的态
度。 王钦若代达圣意，王旦听后仅表
态尽力而为。 真宗还不踏实，召他入
宫，君臣欢宴后特赐酒一坛，叮嘱回
家与妻儿共享。 王旦归府， 打开酒
坛，见满是明珠，领悟到皇帝想让他
在即将开演的大戏上不要抗旨。
纵观王旦一生，似也不太看重
财货，也许只是圣意难拂的考量，一
坛珍珠就此堵住了他的嘴巴，在其
后神道设教的连续剧上，他
“不复异
议”，放弃了做贤相的担当。
一切停当，1008 年阴历正月初
三，宋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
谭式的故事。 说去年某月某日夜
半，有神人告诉他：“来月正殿做一
个月道场，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
三卷。 ”今日果然奏报天书悬曳在
承天门南的鸱尾上。 王旦心知肚
明，这是事先做的手脚，却带头再
拜称贺道：“天赐符命，盛德之应！ ”

“
天书”》）。
宋真宗趁热打铁， 筹划封禅泰
山， 指望借助秦皇汉武举行过的祭
天大典来为自己的权威加分。 他哪
有秦皇汉武的大功业呢， 总得有臣
民为封禅请愿吧。 这次舆论紧紧跟
上，王旦出了大力。 他率文武百官、
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
四千余人，先后五次上表请求封禅。
为了展现请愿的代表性， 他把少数
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
道）和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代表（耆
寿），都恰到好处地拉上了。
同年十月， 王旦以宰相之尊任
封禅大礼使，以天书为前导，扈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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