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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误读：以杀报恩

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麦哲

伦首创环球航行。众所周知，他证明

了地球是圆的。但少为人知的是，他

还证明了一个人际交往中的灾难性的

“非圆”——上演了一出因跨文化误读

而酿成的误杀大悲剧。

这个悲剧的情节是这样的。

1520 年末，麦哲伦带领船队穿过

南美洲后人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在

新发现的大洋中风平浪静地、太平地

航行了一百多天，他给新大洋命名为

“太平洋”。船队行进中出现了另一种

灭顶的不太平——粮尽水绝。幸运的

是，1521 年的 3 月 6 日，他们突然发

现驶达了一个富饶的群岛——太平洋

西部的马里亚纳群岛。当地的土人得

知他们缺少食物而奄奄一息，马上给

他们送来了粮食、水果、蔬菜和淡水。

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非常感动和感激。

然而，就在船员们狼吞虎咽美食时，

土人们纷纷上船，选取他们感到新奇

和喜爱的东西，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

大大方方地拿走了。麦哲伦和船员们

在惊愕之后开始几番阻拦，但都无效。

于是他们怒火中烧，斥骂土人是强盗

并拿起枪炮向土人开火， 后“强盗

们”被歼灭。麦哲伦后来死于航行途中，

那些完成环球航行的船员们还理直气

壮地把这个群岛命名为“强盗群岛”。

百年之后，文化人类学家发现，

这是一次触目惊心的跨文化误读所造

成的杀戮。

当时该群岛土人的制度文化是原

始公有制。按他们的文化价值，见到

来客十分饥渴，立即送上食物是天经

地义的事；同理，他们看到自己喜欢

的东西便拿来玩赏或使用，也是天经

地义的行为。可是，积淀了私有制文

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麦哲伦和船员们，

把土人主动送来食物的行为解读为基

督教价值上的无须报答的爱心，而把

不经允许拿走他们东西的行为解读成

“强盗行径”。

为了证明上述事件确实是文化误

读引发的灾难，我们不妨来做个思想

实验 ：如果粮尽水绝的麦哲伦到达马

里亚纳群岛之初，发现土人有水有粮

食，便与土人交涉，并表示愿意以船

上某些东西作为交换，换取淡水和粮

食，而土人也表示同意，那么悲剧就

不会产生，而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物物

交换的喜剧了。由此可以反证，因为

文化价值上的互相误读，即用私有制

的价值去解读原始公有制的价值（反

之亦然），那么，就使得本来具有互补、

共生条件的人际交往，成为一场不幸

的惨杀。

乾隆皇帝误读：促商为盗

关于价值的误读，我们再来举一

个本来有着无限商机，就是因为远距

离跨文化的不同价值误读，导致商业

上莫名其妙的失败的著名案例。

1793 年，英王乔治三世，派出了

一个有 700 人之众的空前使团到中国。

领头的是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的代表

马戛尔尼，随行的有商人、科学家、

艺术家、会计、工程技术人员、医生、

水手和厨师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

与处在“康乾盛世”的有极大商机的

中国做生意。此前的 1792 年，中国产

品第一次大批量运到欧洲，掀起了欧

洲人对中国产品的狂热追捧。当时，

在法国王宫里 热门的摆设是中国瓷

器；各国王后 爱穿的是中国衣料 ；

甚至茶叶也成了欧洲上层沙龙 珍贵

时兴的饮品。马戛尔尼率代表团朝

见乾隆皇帝时是 11 月 14 日，正值乾

隆 83 岁寿辰。马戛尔尼按照英国大臣

对国王的 高礼仪，先向乾隆行鞠躬

礼，然后跪下一条腿要亲乾隆的手背。

坏了，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乾隆的严厉

拒绝。按照中国宫廷礼仪（也就是中

国的价值观），下臣觐见皇上不双腿下

跪就已经犯了天条，更何况，皇帝的

◆ 祖慰·当黑眼睛对着蓝眼睛

麦哲伦证明的“非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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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给当今人类带来空前丰富的精神消费；然而，同时也使懂得越多的人活

得越难受，即总给他们带来在价值迷宫中找不到出口的痛苦，带来空前的知音难觅的精神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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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首创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少为

人知的是，他还证明了一个人际交往中的灾难性的“非

圆”——上演了一出因跨文化误读而酿成的误杀大悲剧。

龙体（手背）下臣、特别是番邦的下

臣怎么可以吻得！还有更糟糕的，那

就是马戛尔尼呈给乾隆的英王的亲笔

信上竟然称乾隆是“亲爱的朋友”，而

不是无限崇敬地三呼万岁，这还了得！

就是因为这些礼仪价值上的“跨文化

误读”——注意：不是因为商业利益

摆不平的原因——英国人一无所获，

败兴而归！

过了大约 50 年，一头雾水的英国

人不再派商团到中国协议经商，而是

野蛮地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商埠——

国家级海盗破门而入。

祸害根源是价值的内隐性

在巴黎，一名日本女留学生嫁给

了一名法国小伙子。女孩的妈妈满腔

热情来看法国女婿。按照日本的民俗

价值观，吃面条应该发出大响声，以

表达对烹调者的赞赏，并证明自己的

好胃口，可是法国女婿的价值观却认

为吃饭有响声不文明。当女婿听到岳

母大声吃面时耸肩做了个鬼脸，无意

让岳母看到了，岳母感到长辈的尊严

受损而耿耿于怀。有一天，法国女婿

感冒，老是喷嚏不断，鼻涕连连。根

据法国民俗价值，打喷嚏不能有响声，

擤鼻涕可以大声，故法国女婿打喷嚏

时拼命压抑的样子很可笑，而擤鼻涕

时不雅的声响肆无忌惮地通过大鼻子

的共鸣腔放大而响声雷人。岳母用鄙

夷的眼光看了女婿几眼，却被女婿发

现了……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细

节不断积累成相互间的怨艾，岳母很

快就愤愤然走了。

为什么他们不能沟通解释一下各

自的价值观呢？

国际知名的价值学学者阿根廷人

方迪启，指出过价值的“寄生”性质：

价值本身无法存在，而是要通过某种

“价值携带者”显现出来。这意味着价

值是内隐在价值携带者中的，不是直

接显露在外而一目了然的。这个糟糕

的“内隐性”就是引发具有不同价值

观的人在交往时彼此误读的根本原因。

价值寄生在事物、事件中，对于同质

文化的群体来说，它是约定俗成、不

言而喻的，在交往中互相能够心有灵

犀一点通。然而，对于跨文化的人来

说就无法解读而且不便说出“寄生”

在事物中的内隐价值了。日本岳母与

法国女婿之间的相互看不惯是价值内

隐而不说出来惹的麻烦；麦哲伦误杀

马里亚纳群岛的土著也是内隐价值惹

下的大祸。

由于价值的寄生性所决定的内隐

性，还让误读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

误读，于是，常常发生一误再误的连

锁误读，导致人际对抗的不断升级。

尊严侵犯

是价值误读的致命要害

麦哲伦误杀是文化隔绝时代的跨

文化误读事件。那么，当下已经是地

球村时代，是以数字化网络快捷而无

限地交流着信息的时代，各种文化的

价值通过传媒已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和介绍，还可能发生跨文化误读的麻

烦吗？

法国跨国大企业法马通公司，承建

中国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兼有培训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项目。按理，工

程技术的培训，是以科学技术规范化

了的无误读交流，然而双方也发生了

严重的对抗。据负责“文化解读”的

法马通公司高级中国顾问郑鹿年介绍，

一名法方工程师居然到了见不得中国

人面孔的地步：只要有中国人坐的车

他就不坐，有中国人出席的会议他就

退场。中方也向法方提出，一定要换

掉这名工程师。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出在与工

程技术完全无关的跨文化误读上。核

电站是人类 危险的造福工程，丝毫

马虎不得。法方负责培训的工程师，

为了让中方培训人员对每项技术问题

加深印象，在讲授时经常用他们习惯

的“是非法”，即一个问题故意提供一

错一对的两个答案，点名让中方技术

人员回答。法国工程师无意地数次让

中方一名资格老、威望高的工程师来

鉴别是非两个答案，结果这名中方工

程师几次以错为对，引起众人哗笑。

中方老工程师恼羞成怒，认为这是法

国工程师故意让他在下级面前出“洋

相”，内隐起了强烈的不满。老工程

师按中国文化要有涵养的标准，并不

形于色。法国工程师一点也不知自己

犯下了跨文化误读的大错——即中国

人忌讳当众丢面子，尤其是在下属面

前丢不起面子。这个内隐的中国价值，

中方老工程师不会明说出来，而是处

处不露痕迹、不留把柄地刁难法国工

程师并损害他的尊严，以泄私愤。法

方工程师如堕五里雾中，出现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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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进而泛化为抗拒接受全部中国

人。本来有着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的

两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工程师，

竟然闹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这个案例进一步说明，内隐的价

值是极其细致复杂的，再详细的介绍

中国文化价值的书，也不可能讲到（想

都不会想到）在工程技术培训时不宜

用“是非法”向中国高级工程师当众

发问的价值细节。因此，即使在数字

化网络时代，价值误读仍然不可避免。

法马通公司的案例还提出了一个

价值误读的要害问题：不能有意无意

地伤害人的尊严。“是非法”发问的要

害，是使中国老资格工程师当众丢了

面子。面子，在中国文化中是尊严的

通俗表达。丢面子，就是在人前丧失

尊严。中国工程师对法国工程师的报

复方法也是刻意制造麻烦损害法国工

程师的尊严。

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

本著名宗教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

望二十一世纪》一书的结尾章节中，

对尊严有这样的论述：“必须把生命的

尊严，看作为 高价值，并作为普遍

的基准价值，就是说，生命是尊严的，

比他更高贵的价值是没有的。”在这价

值多元的时代，人类仍然有一个共同

的基准价值，那就是人的尊严。尊严

是每个人的“精神雷区”，是万万不可

触碰的。不论你权位多高，财富多巨，

都不能肆意损害下属“卑微者”的尊严，

不然你定会遭到引爆“精神地雷”的

报应。

综合上述数个古今案例，可以得

出如下几个结论：价值的寄生性、内

隐性，成了跨文化人际交往误读的触

发机制；同理，由于价值的内隐，导

致误读双方双盲，即误读者意识不到

自己在误读，认为没有与对方沟通的

需要，因而误读常常会一误到底；价

值误读倘若侵犯人的基准价值——尊

严，别看表面的事情鸡毛蒜皮、微不

足道，其导致的对抗常常是意想不到

的不共戴天。

知音在哪里？

到巴黎人家里做客，有人忠告说，

要回避两个话题——艺术和政治。因

为，一谈及这两个话题就会引起无休

止的永远不能达到共识的争论，破坏

了朋友欢聚的气氛。在世界艺术之都

忌谈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个中原因

就是因为艺术的价值标准多如牛毛，

而且越来越多。政治相对少一点，但

也足以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

非”。多学科的发展，思想的自由，每

个人只能在极其浩瀚的信息中读取极

小一部分——即施行信息割据，这些

现象造成当今世界的价值越来越多元。

由于价值的内隐性，其相互误读的机

率也就越来越大。因此，现代人比古

人更感到知音难觅，更有在热热闹闹

的人际交流中强烈的孤独感。

知音在哪里？成了现代人 为关

切的人文之问。

在朋友聚会中，即使是一些文人

雅士的聚会，得到 多“知音”的话

题是“食色性也”的形而下话题。因

为性等快感标准是由生物学的基因决

定的，文化对其影响力或者说干扰不

大。谈比赛体能的体育也是有共识的

知音话题，因为体育的判定标准不是

多元化的。只要一碰到哲学等形而上

的命题就麻烦了，即使是有着“和而

不同”的宽容精神的君子们在一起，

其扫兴感、失语症也会迅速相互传染

开来。我把饭桌上的这种谈话现象叫

做“形而下沉降”。

人类既是个体生存物，也是类生

存者。没有知音的心灵共振是不能忍

受的。知音在哪里？人们在寻找中发

现，知音已经不可能在“钟子期听解

俞伯牙高山流水的琴音”的艺术中寻

得，而只有在古老的宗教信仰里觅到。

只要你能虔诚地信仰一种宗教，它的

教义就是绝对独尊的价值标准，不必

也不能用怀疑的态度去追问“为什么”，

这就绝对消解了由多元价值构筑的精

神迷宫。这样，在同一宗教中的人们，

可以畅谈在同一价值标准下的信仰体

验，于是在各种虚拟的神的光辉下，

觅得了许多知音。这，就是在高科技

时代宗教信仰者反而大增的原因之一，

可能也是不少高科技人才竟然信仰和

传播各种荒唐邪教的合理诠释。

知音还在哪里？文化多元，价值

多元，给当今人类带来空前丰富的精

神消费；然而，同时也使懂得越多的

人活得越难受，即总给他们带来在价

值迷宫中找不到出口（难以做出真善

美还是假恶丑的二元对立判断）的痛

苦，带来空前的知音难觅的精神孤寂。

现代人比古人更加慨叹：人生得

一知己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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