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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古老的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入了漫长

的“过渡时代”[1]1。清末至民初，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过

程中，众多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各领风骚数十年，但

都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与过渡时代相伴始终者，唯

有容闳[2]。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被

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一生矢志于“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33。容闳最

重要的历史贡献便是促成幼童留美计划，关于他的研

究，也大多是从其教育改革思想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

程的角度展开。而对于他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经历，

由于资料的缺乏，研究还不够深入。但容闳教育和改革

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他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关系密切，

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观念对他日后的人生影

响深远，也左右着他的改革实践。幼童留美计划的中

断，不仅是因为保守的清廷对西方文化仍存有较深的

戒心，也是因为少年留学的容闳无力游刃于中国官场

的游戏规则之间，这些都可以在他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和他与友

人的往来信件中窥见端倪。通过对《西学东渐记》《美国

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教育经历对容闳文化认同观念建构

的影响，以及之后又如何影响到他推行改革的实践。

一、西学之子———启蒙教育时期（1835—1847）

1.预备学堂（1835—1839）：心系故国、同情革命。

1828 年，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

屏镇）的一户贫苦农家之中。自宋元以降，广东就一直

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明清海禁甚严，只有广州一个

口岸允许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因此，广东成为中西文

化最早交汇之地，为容闳得西学风气之先提供了地理

位置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有别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

苦苦挣扎于“夷夏之辨”的心理状态，沿海地区的贫苦

居民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心理和道德负担显然要轻得

多。西方传教士也利用了这一点，对以文化为分野的不

同社会阶层实行不同的渗透政策，开办教会学校提供

免费教育，从而实现传教的目的，这在客观上为西学传

播开辟了路径。容闳正是得益于此，在 1835 年七岁学

龄之时进入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西学东渐记》译

为古特拉富，即古夫人[3]2 温斯娣主持的马礼逊预备学

堂学习。

容闳成为“西学之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父

亲。马礼逊预备学堂成立时，容闳父亲的一位朋友恰好

在学校工作，常跟他的父母谈起郭士立夫人招生之事。

容闳的父亲颇为心动，便将他送入预备学堂。容闳在自

容闳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先行者，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促成幼童留美计划。独特的教育经历在他文化认同观念的建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他日后的教育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容闳的教育经历进行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他的文化认同观念和教育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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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回忆道，“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

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

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3]2。究其原因，自从葡萄牙人

入驻澳门之后，商业贸易繁盛，“买办”逐渐成为一个重

要的职业。容闳的父亲把他送进洋学堂，是希望儿子以

后能够出人头地，成为给家族带来财富的“翻译”或“洋

务委员”。但容闳日后以极大热情投入的强国事业，却

并非如此，这是他个人经历与历史趋势的合流，“似为

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3]2。

入校时，容闳对郭士立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数十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

……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3]2 容闳初见郭士立

夫人，“殊惊愕”，而后渐渐觉得她温柔亲切，“视之若母

矣”。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晕轮效应”，是指当认知

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还倾向

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容闳对西方世界的最

初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之相似。郭士立夫人是容闳最

早接触的西方人，对他怜爱优待，且严加管束，纠正了他

于乡野之间形成的顽劣习气，成为一个正直上进的好学

生。其后，他还认识了伯驾、卫三畏、裨治文等鸦片战争

前后的风云人物[1]11。容闳对西方文化认同的最初来源，

大概与对郭士立夫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不无关系。

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郭士立夫人关闭了学

校，匆匆离开澳门，容闳也因此辍学一年。这一年，国势

倾颓，家运多舛，由于父亲的去世，容闳和哥哥姐姐不

得已开始为生计操劳。他“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

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但却“所得无多，仅仅

小补”[3]4。后来改为捡拾稻穗，偶遇一老农，令他“试作

红毛人之语”[3]6，容闳背诵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老农

惊诧不已，给了他谷物作为酬劳。这大概是容闳第一次

因西学而受益，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无幽默地说

道，“即古时卢斯之获六斛，其成绩亦不予过矣”[3]6。虽

是戏言，却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西方的无知；

另一方面也拉近了容闳和西方文化的距离。这段备尝

艰辛的经历，让容闳深知民间疾苦，为他日后心系故

国、锐意改革、同情革命奠定了情感基础。

2.马礼逊学校（1840—1847）：文化认同观念的形

成。马礼逊学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

地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

教士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广州和澳门的活动时间长

达 27 年。1834 年马礼逊去世之后，为纪念他对传教事

业作出的贡献，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筹备“马礼逊教育协

会”。马礼逊教育协会于 1836 年正式成立，郭士立夫人

主持的教会女校及马礼逊预备学堂都在该协会资助之

列。为正式开办自己的学校，马礼逊教育协会请耶鲁大

学和“英国与海外教育协会”代为物色教师，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成为最终人选 [4]。1839 年 11

月，布朗夫妇搬到了郭士立夫妇原先在澳门的住所，正

式开办马礼逊学校。受郭士立夫人所托，容闳于 1840

年入学，成为首批六名学生之一。

马礼逊学校实行双语教育，半日中文，半日英文，

并始终延请中国教师讲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开办

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土传教士，由此看来，

马礼逊学校的中文教育不至于荒疏。布朗也在报告中

提到，学生们的中文学习“可以像在本地其他学校中学

得一样好”[5]624-625。但根据容闳自己的叙述，他归国之初

竟不知“沙滩”用中文怎么说，“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

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3]39。随后他开始补习汉语，

“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惟唇舌间尚觉生硬耳”[3]42。

由是观之，容闳的中文基础略显薄弱。这一点，是他与

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和改革者最大的不同，使他的改

革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封建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

也使他与其他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存在天然的隔阂。语

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汉语的生疏容易拉大他与传统文

化的距离，纵有满腔热情也难以弥补。

与中文相比，容闳学习英文的热情可能更高一些。

他的自传是用英文写成的，书中并未提及马礼逊学校

开展中文教学的情况，对于英语学习的描述则是“读音

颇正确，进步亦速”[3]10。这是他建立起对西方文化认同

的因，也是马礼逊学校教育理念结出的果。马礼逊教育

协会成立之前，筹备委员会曾发通告，阐述设立该会的

宗旨———“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资助一些

学校，以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

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

方各种门类的知识。”[4]由此可见，英语教育才是马礼逊

学校的主要和重点工作。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凡的成

就。1845 年 11 月，《中国丛报》发表了第一班六名学生

未经删改的英文作文全文。在其他人写为人生筑基、中

国政府、劳动、圣经和中国人的来世观时，容闳写了《意

想之纽约游》[6]497-519。我们可见的是，他当时的英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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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圈可点，而西方世界的图景也从那时起就映在少年

容闳的心中了。根据他的回忆，“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

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3]17，说明他在马礼逊学校

时期便已有展望异邦的愿望，对西方文化比较亲近和

认同。

二、他乡·故乡———孟松学校时期（1847—1850）

人际关系对容闳文化认同观念的影响，延续了他

的整个学生时代。1846 年，布朗夫妇因为健康原因准备

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带几个学生一同回国，主动

报名者只有容闳和黄宽、黄胜兄弟。1847 年，容闳和黄

氏兄弟随布朗夫妇一起乘船赴美，在纽约稍作停留之

后，便经纽黑文（New Haven）至东温莎（East Windsor），

由布朗的岳父巴勒特（Rev.Shubael Bartlett）带领入教

堂礼拜。此后容闳与巴勒特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

习期间每逢假期都会前去拜访。一周之后，容闳一行便

匆匆赶往马萨诸塞州，进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

my）学习。在那里，容闳和黄氏兄弟的监护人是布朗的

母亲菲比·布朗夫人（Phoebe H. Brown）[1]18，她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与受到她温暖人格的感召有关，容

闳最后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容闳为了更高的理想拒

绝成为传教士，但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因为师友的缘故

而更为密切了，宗教在他文化认同观念形成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容闳学习了算术、文法、生

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他通过打工赚取学杂费，“居室

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都亲

自动手，并乐在其中[3]23。求学异邦，容闳表现出了坚韧

不拔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也体现在他于日后的艰难

时局中践行改革的努力当中。因为香港教会给予的资

助只到 1849 年为止，所以就读孟松的第一年容闳还没

有想过上大学一事。1848 年秋天，黄胜因病回国，黄宽

决定继续接受香港教会的资助，两年后前往爱丁堡大

学学习医科，容闳却希望进入耶鲁大学，留美深造。因

此，容闳就面临着毕业之后学费无着的情况。他在 1849

年 4 月 15 日写给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

信中谈到了自己留美求学的愿望[7]14，希望卫三畏能帮他

的哥哥找一份工作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也请卫三畏向他

的叔父说明他希望在美多留数年的想法。家庭和亲情的

羁绊是一方面，容闳更担心的是“中国人偏见甚深，颠倒

本末，无法像您或其他开明人士那样理解求学之旨趣、

优势和价值”[7]14。这表明了容闳对于当时国人对近代教

育缺乏了解而无法理解其价值的无奈之情，也表明了他

对自己所接受的西式教育的肯定。“说明知识如何增加

幸福”[7]14———青年容闳已经不会满足于靠英文谋一份差

事，而是寄希望于更远大的目标。对西式教育的肯定和

对传统教育的否定，承袭了马礼逊学校教育的思想，也

昭示着容闳未来推动留学事业发展的取向。

回绝香港教会的安排，就意味着资助经费的断绝，

因此师长们劝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贫困生设立的奖学

金。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毕业之后归国传道。容闳最

终婉拒了这一提议，因为他必须要有完全的自由，利用

一切机会为中国谋求福祉，“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

有用之身，必致无用”[3]28。其次，容闳认为传道并不是造

福国家的唯一事业，他也不想因为誓约的限制而失去

任何为国效力的机会。容闳对于祖国的满腔热忱，集中

体现于此。他接受了西式教育，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对西方文化建立起了认同感，甚至他自身就是教会工

作的直接成果，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坚信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容闳对故土和同胞

深沉的爱不曾因为漂洋过海而减弱分毫，反而因恻隐之

心而与日俱增。正如他的朋友特韦契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他从头

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8]178。容闳以在他

那个年纪罕见而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为自己规划了更

深远而宏大的目标，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使中国日趋

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教育改革实践当中。

三、赤子之心———耶鲁大学时期（1850—1854）

1850 年夏天，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幸而得到乔治

亚州萨伐那妇女协会的资助，容闳的学费有了着落。他

大受鼓舞，一举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大

洋彼岸的中国学生。容闳学习非常刻苦，他在 1850 年

12 月 25 日给卫三畏的信中写道，“耶鲁正沉浸在雄心

勃发的氛围当中，……我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我

非常喜欢它对我的影响”[7]16。在他看来，要享受大学生

活，“一个人必须有很好的适应力，或者天生精力充沛，

毅力超强”[7]16。而这两种品质，容闳恰好都具备。为了更

好地融入西方环境，他大一剪长辫蓄西发，大二入美籍

加入公理教会[9]。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容闳也

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动态，他数次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谈

论中国问题，流露出的经国之才颇受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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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在耶鲁的求学岁月是精彩的，也是艰辛的。因

为算术常不及格，他有些担心会被降级或劝退。但他的

英语作文非常优秀，“第二第三两学期两获首奖……自

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

向”[3]32，为他赢得了赞誉。多年以后，胡适赴美留学，在

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十四日，白博士夫妇延

校中得奖之学生九人赴宴其家……席终，博士演说致

贺意，言及六十余年前，博士初入耶尔，与容纯甫同学，

容异服异俗，颇受人笑。其年容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

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10]121 容闳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与人交往中收获了尊重，在经济方面他也竭尽所能

自食其力。通过帮助同学管理膳食、为兄弟会管理书籍

等工作获取报酬，容闳“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

生”[3]32。这段经历给予容闳的，本是契约规则、公平竞

争、和睦相处的自由之精神[11]，却也为他日后在中国官

场上举步维艰、教育计划中途破产埋下了伏笔。

整个大学阶段，无数次听闻祖国的危难，让容闳感

到心情沉重。兼济天下的理想和难挽狂澜的无力，交织

成复杂的情绪，让容闳几乎后悔接受了高等教育，因为

“知识益高而快乐益少”[3]33。在理智和情感的反复中，他

反而坚定了在中国普及近代教育的理想。对于容闳的

雄心壮志，他的同学们并不感到意外，在毕业时纷纷给

他留言，祝他早日成功，听到他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

下的大业”[7]20。

少年时的理想，直到十八年后方才实现。1872 年，

首批留学幼童抵达美国，与容闳的名字一起出现的，还

有陈兰彬和吴子登，二人先后出任留学事务所的监督

一职。陈兰彬和吴子登中学根底深厚，热衷洋务事业，

在留学风气未开之时其实属于合适的人选。但他们毕

竟是传统士大夫出身，在理解西方文化和认识派遣留

学生的目的上都与容闳存在分歧，因此随着学生越来

越西化，他们与容闳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最终矛盾激化，国内外守旧势力遥相呼应，以中西

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为借口，上书清廷要求撤回留美幼

童。这桩公案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陈、吴二人的功过

也自有定论，但我们不难看出，少年留学的容闳，对清

朝政府的状况缺乏了解，难以洞察官场约定俗成的办

事方法[11]，难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导致留

学事务所内部矛盾不断。彼时，留学事务所的直接领导

者李鸿章仕途坎坷，遭到了顽固派的集中攻击，因此

“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而

“陈（兰彬）乃以极圆滑之词答政府”，“吴子登则更无犹

豫之词”[3]150，容闳和关心此事的各界人士已然回天乏

术。保守的清廷终究难以为容闳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与传统士林的摩擦和碰撞更是让他身陷边缘与夹缝的

处境。风雨飘摇之下，“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

更无术可以挽回矣”[3]150。这是容闳个人的悲剧，更是时

代的悲剧。

目光回到 1854 年，年轻的容闳对此还一无所知。

这一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意气风发，满怀报效祖国的

热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43，这是容闳的座右

铭，是他在给同学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多次写下的句子，

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容闳的人生

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

选择的道路是中国面临近代化转型的必然。他的功绩，

是个人际遇与历史趋势的合流；他的失败，也是艰难时

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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