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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吐温要把中国人赶出美国吗?

   关于!我也是义和团∀中的一处#悬案∃

于 雷

内容提要: 马克 吐温在 1900 年发表的演说!我也是义和团∀里存在字面意义上的自相矛

盾,尤其是其中的几句: # 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

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这几句话令国内学者及译者心存困惑,甚至产生误解。本文试图将该

演说视为叙事文本, 通过借鉴弗卢德尼克、莱考夫等学者提出的叙事及语言认知观念, 聚焦于其

中的逻辑悖论, 指出吐温在文本的字面表述中实际暗藏了叙述立场的运动以及逻辑重心的确

定。他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和对华人的同情是诚恳的, 并非# 东方主义∃阴霾下的混杂

物。最后,本文还将提供劳伦斯 布尔就这一演说所发表的个人见解,以期对文本中的# 悬案∃

做进一步阐释。

关键词: 马克 吐温 !我也是义和团∀ 逻辑悖论 叙述立场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529( 2011) 01 0135 07

一

去年是马克 吐温逝世整整一百周

年,美国各地的纪念活动已如火如荼地展

开,同时关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现也

纷至沓来, 不觉之中使得这位平日里看来

只爱#讲讲笑话∃的#幽默家∃ (鲁迅语)显出

了几分# 陌生化∃和#问题化∃。乘此契机,
笔者近来亦有意对吐温笔下或口中那些鲜

为人知的创作和演说加以关注, 在此过程

中发现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的批评和判

断常常流于# 约定俗成∃, 或是尚有诸多#未

解之谜∃等待发掘。(于雷: 70  81)本文将
聚焦于吐温 1900 年!我也是义和团∀ ( # I

Am a Boxer Too∃)演说文本中一处颇令人

费解的表述, 分析国内译者及学者在应对

原/译文当中这一字面表述之际所表现出

来的问题和困惑, 并结合布尔 ( Law rence

Buell)在信中向笔者提供的见解以寻求合

理的阐释。

吐温的这则演说于 1900年 11月 23日

在纽约# 公共教育协会∃( Public Educat ion

Associat ion)上发表,属于吐温反帝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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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有两段直接提及中国

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吐温本人对中国人民反

帝斗争的积极支持,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

国读者似乎对此闻所未闻。但是, 那部分

内容的最后一句话却着实让任何原本打算

感谢吐温的中国人心凉半截。为了清楚地

说明问题,笔者现将这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Why should not China be free f rom

the fo reigners, w ho are only making t rou

ble on her so il? If they w ould only all g o

home, w hat a pleasant place China would

be fo r the Chinese! We do not a llow Chi

namen to come here, and I say in all ser i

ousness that it w ould be a g raceful thing

to let China decide w ho shall go ther e.

China never wanted fo reigners any

more than fo reigners w anted Chinamen,

and on this quest ion I am w ith the Boxers

ever y t ime. The Boxer is a pat rio t . He

lo ves his country better than he does the

countr ies of other people. I w ish him suc

cess. The Boxer believes in driv ing us out

o f his country. I am a Boxe r to o, for I

believe in driving him out o f our country.

下面的译文出自吴钧陶先生主编的

!马克 吐温 19卷集∀: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 他

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

回到老家去, 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

么美好的地方啊! 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

人到我们这儿来, 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

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 那便

是谢天谢地的事了。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 中国人也不需

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 我任何时候都是

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

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

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

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

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吐

温, !演讲∀: 174;粗体与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吴钧陶先生此后在 2008年第三期!译
林∀上另又撰写!感谢马克 吐温∀一文, 再

次提及这段话, 不过在引用到最后那一句

时却只说了#我也是义和团∃这前半句, 剩

下的则用了省略号。谁能想象那一心要支

持中国反帝运动的马克 吐温居然要将中

国人赶出美国? 这种言论跟美国当局的

#排华法案∃有何二致? 这叫中国人民如何

#感谢∃是好?

认知叙事学家弗卢德尼克 ( M onika

Fluder nik)曾提出所谓的#叙事化∃( narrat

ivizat ion)概念, 认为阅读者在面对缺乏连

贯性或存在矛盾性的叙事文本时, 往往会

通过某种阐释框架去实现最低限度的解码

控制。( 251  52)那么,针对上述吐温演说

中所出现的#麻烦∃之处, 阅读者 (听众)会

如何对其加以#叙事化∃呢? 笔者以为存在

两种可能的方式: 一是深入分析叙事文本

自身的内在矛盾性, 力图从中寻找到隐含

作者的真实修辞意图, 从而还原#自然化∃

的叙事属性; 二是借助某种先入为主的认

知脚本, 强行对文本加以#叙事化∃规约, 从

而以粗暴的、简单化的方式扭曲文本的真

实意旨。

尽管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者对这段

演说的中译本(包括英文原稿)做过任何形

式的推敲, 但笔者还是有幸发现!外国文学

评论∀2003年第 4期刊载的论文!马克 吐

温的中国观∀ (崔丽芳: 123  30, 以下简称

!中国观∀)中有一小段涉及该演说的文字,

能够为此处的阐述提供极佳的事例。这篇

文章指出, 尽管吐温在支持义和团运动的

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帝精神令人钦佩,

但他对义和团的同情和支持#更主要地是

体现了他自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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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 他在公共教育协会的那次演讲

中表示: #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

国家。我也是义和团, 因为我也主张把他

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文章接着还特意强调
这是一段#没有删节的引文∃。此文所引用

的译文出自许汝祉先生!马克 吐温自传∀

( Mark Twain s Autobiography ) 的 # 译者

序∃, ( 11  12)其表述与!马克 吐温 19卷

集∀中的译文完全一致。显然, !中国观∀一

文注意到了吐温演说中的#问题∃, 但#东方

学∃的框架认知模式似乎可以随时被研究
者们从萨义德的原初话语立场上加以剥

离,转而作为权宜之计去帮助解决复杂的

文本现象。

在这种阐释机制下, !中国观∀一文很
自然地做出了如下推断: #马克 吐温之所

以强烈反对列强侵略中国并不是完全出于

对中国自身利益的考虑, 他在很大程度上

仍是从西方立场出发, 以中国为他者, 以义

和团为参照系来反省自身处境。∃显然, 为

了支持对吐温的东方主义责难, 此文在引

用#我也是义和团∃之际对他人的译文做了
全盘照收, 对其中的逻辑悖论和逻辑重心

有意或无意进行了倾向上的忽略。

事实上, 我们若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这

段演说词中存在着明显的概念运动。比

如, #中国∃( China)、# 中国佬∃ ( Chinamen)

和#中国人∃( Chinese)这三种表述的变化;

以#他∃ ( He)相称的单数的#义和团∃ ( the
Boxer)和以#我们∃( us)相称的复数的#外国

人∃( fo reigners) , 等等。这些绝然不只是语

言文字的随意运用, 相反, 它们在深度话语

层次上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发生着内在

的互动。忽略这一点, 当然也就无法通过

挖掘这一意义死角去深刻体会吐温在特殊

历史语境下发表上述言辞时所包藏的良苦

用心。

二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 19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 并在这

一历史情境中对吐温演说的原文及译文重

新进行一番细读。在此, 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这一时期美国#排华法案∃两度
延长其适用时效,到了 1904 年甚至演变为

永久性法案。(陶文钊: 44)吐温的演说发

表于 1900年, 恰好处于美国当局#排华∃风
潮的浪尖之上, 所以此处吐温对美国政府

的在华侵略行径及其在双边关系上所实行

的双重标准表达了强烈不满: #既然我们并

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 我愿郑重声

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

那里去, 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在这个

意义层面上, 我们会发现第二段中开始处

那一句同样令人费解的表述#外国人不需
要中国人, 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 并非

如其字面所显现的那样, 是在鼓励极端的

民族主义, 相反它乃是以反讽的口吻指出

美国当局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荒谬逻辑。换

句话说,若排华法案具有合理性, 那么义和

团的反帝运动有何不妥呢? 更何况中国属

于被侵略方!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句话的译

文对原文做了一些改动, 原文直译是#中国

不需要外国人, 外国人也不需要中国佬∃。

而译文的措辞变化实际上破坏了隐含作者

的叙述立场: 后半句的叙述立场实际上属

于吐温所戏谑的美国当局, 而前半句的叙

述立场则属于隐含作者。而且, 这一英文

句式的隐含逻辑重心明显是落在前半句

上,后半句只是为前半句提供一种程度上

的类比而已。但遗憾的是, 即便是直译似

乎也难以完全表现出这层内涵。

第二,尽管 Chinamen这个字眼作为对

华人的称谓具有贬义, 因而通常译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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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 (吕浦等: 13)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

一位有影响的公众人物, 吐温要想在主流

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中完全表达自己的

真实意旨, 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美

国,排华浪潮此起彼伏, 吐温为中国发出正

义之声可谓孤军奋战,甚至为此背上了#叛

国∃的骂名。(吴钧陶: 29)那么他本人在演

说中使用 Chinamen 这一表述时,究竟是出

于自身既有的民族主义偏见, 还是故意借

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立场对帝国主义权

力话语加以戏谑式模仿? 显然, 演说中的

语境以及吐温在众多其他场合对中国人表

现出来的积极态度, 清楚地表明了后者的

合理性和逻辑性。事实上, 这段演说在指

涉#中国人∃时,不仅仅用过 Ch inamen 这一

表述, 还用了 the C hinese 这个中性措词。

仔细辨别其中的语气差异便可以发现, 吐

温在使用 Chinamen 之际,乃是在以美国当

局的叙述立场说话, 而在使用 the Chinese

之际,则明显是在以隐含作者的叙述立场,

表达对当局排华政策的不满以及对中国人

民反帝正义事业的支持。我们可以很容易

发现,每当# 我们∃和#外国人∃这两个字眼

出现的时候 (以当局的视角在说话) , 句子

里若提到中国人, 则往往用 Chinamen; 在

其他场合(以隐含作者的视角在说话) , 则

往往用 the Chinese 或 Ch ina。关于这一

点,我们在!私刑合众国∀ ( # The U nited

States o f Lyncherdom∃)当中亦可窥见一
斑:吐温在提到那些改信基督教、接受西方

文明的中国人时, 也有意使用了带有贬义

的 Chinamen,而在提到# 中国人是卓越的

民族∃之际则换成了 the Chinese。(吐温,

!合众国∀: 227)因此, 仅凭#中国佬∃这一字

面表述加以判断而忽略吐温在作品中采取

的隐性叙述立场和话语视角, 则很容易扭

曲吐温的真实意图。显然, 国内仅有的一

两个译本在将#中国佬∃转译为#中国人∃之

际,尽管有助于将吐温在支持义和团运动

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反逻辑性∃降到最

低限度, 但在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使得中

国读者失去了对隐含叙述视角加以甄别的

语言标记。

在上述演说的第二段中, 请注意原文

(笔者在讨论原文时, 一律采用直译)下划

线句子的主语和代词。前半句说: 义和团

(单数)主张将我们赶出他的国家。后半句

是:我也是义和团, 因为我也主张将他(译

文按照提喻修辞将其还原成#他们∃)赶出
我们的国家。在英语中, 用部分代指全体

的提喻修辞法是很常见的, 因此, 以第三人

称#他∃出现的#义和团∃单数自然不是指某

一个义和团成员, 而是表示整个义和团组

织。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绝不仅仅是一种

语言现象。莱考夫等在研究语言中的隐喻

认知时, 特别提到了提喻这一修辞现象。

在他看来,提喻乃是借喻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同隐喻一样, 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建构

框架,同时也在规约着# 我们的思想、态度

和行为∃。他以#尼克松炸了河内∃这个说
法为例,指出它不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而更是在暗示尼克松是罪魁祸首, 他要对

此负责。( Lako f f and Johnson: 39)现在,

如果我们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之中, 并参

考莱考夫等的上述见解去还原吐温演说中

的隐含价值取向, 便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

条重要信息:

第一, 单数的#他∃不只是用以代指整

个义和团组织的提喻修辞表述, 而更是为

了凸显义和团在反帝运动中的个体行为属

性,理应与其他中国人、尤其是身在美国的

华人加以区分。

第二, 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与单数

的#我∃存在本质的区分: 前者是作为帝国
主义侵略者的#外国人∃, 而后者则强调吐

温自身作为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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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

第三,吐温称自己也是#义和团∃, 并非

仅仅为了说明自己如#义和团∃一样拥有爱

国情怀, 而是为了站在#义和团∃的立场上
突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合理性和天经

地义。

第四,吐温主张把#他∃ (即义和团)赶

出美国所包含的荒诞性旨在提出一种逻辑

悖论: 从历史的真实层面来看, #义和团∃不

可能成为美国本土的侵略者, 那么#我∃作

为一个爱国者何须将#义和团∃赶出#我们∃
的国家? 吐温在这里的逻辑重心显然不在

于说明#我们∃赶走美国华人的合法性, 而

是在于凸显前一句# 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

出他们的国家∃之必要性。
关于第一点, 吐温之所以通过第三人

称单数的运用以强调义和团运动的个体行

为属性, 可能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 这个

时期的#排华法案∃可谓愈修愈苛。他不希
望义和团运动过程中诸如杀害外国传教士

这样的负面消息影响到华人在美国所遭受

的潜在外交报复。其二, 他力图强调义和

团在反帝斗争中的独特作用,在这一点上,

他的言论向来与美国当局的主流取向存在

对峙。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 #欧洲

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地欺凌中国, 我

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 永远

不许他们再回去。∃另外他还在!北美评论∀

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

子明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

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 从贫困

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 因此

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

慢慢地饿死, 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

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

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

总的看来, 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

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 真是在这个时代或

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吐温, 2000)

在本文所讨论的这段演说文本中, 吐

温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复数#我们∃之间

的来回游离, 明显隐含了两种不同的叙述

立场。它一方面旨在强调#我∃与#我们∃之

间在价值取向上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也

说明吐温在面临#叛国∃罪名的压力下曲折

表达自己真实立场的动机。当他称自己

#也是义和团∃的时候, 他显然不是依据字

面上的意义, 而是将# 义和团∃当作一种强

烈爱国主义的隐喻。在此意义基础上, #义
和团∃便作为一种临时规约的意指符号而

等同于# 将外国侵略者赶出去∃。因此, 当

他接着说#我也主张把他[义和团]赶出我

们的国家∃之际, 这看似以美国当局利益为
出发点的# 积极∃措辞, 实则隐藏着令人啼

笑皆非的逻辑矛盾:事实是, 以美国为代表

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 而不是相反。

显然,吐温这表面上#一分为二∃的#公平∃,
实则要突出的是义和团赶走外国人的逻辑

性、正义性与合法性。

三

关于吐温的!我也是义和团∀的演说,

目前看来不仅知道的人很少, 而且即便知

道也往往会对演说里所展现出来的#自相

矛盾∃深表困惑。这不, 即便想#感谢∃吐温

的中国人民, 也只得像吴钧陶先生那样感

谢一半,而隐匿另一半了。2008年,笔者曾

有幸就吐温的这份演说稿当面向哈佛大学

教授劳伦斯 布尔请教,他在审读之后, 亦

掩卷沉思良久, 觉得这两段话的确是个令

人费解的问题。不久, 布尔教授在经过一

番调查之后给笔者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发

送时间为 2008 年 9 月 8日 ) , 做了他个人

的三点解释, 笔者在此仅摘录其中的相关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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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 吐温一向是反传教运动

( a nt i missionary)的,并且特别鄙视美国在

亚洲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认为那不过是在

模仿欧洲风格的帝国主义行为。

第二,至少有三篇大家更为熟悉的文

章可以进一步证实马克 吐温对帝国主义

行径和传教运动的憎恶: !致坐在黑暗中的

人∀、!答传教士对我的妄论∀( # Reply to My
M issionary Crit ics∃)以及!私刑合众国∀。

在第三篇文章中, 马克 吐温对美国黑人

所遭受的种族主义司法暴行进行了抨击,

其中的一些言论让我想起了那篇马克 吐

温的演说: [马克 吐温]建议邀请智慧的

中国人民来美国, 以帮助美国提升其 #文

明∃的水准, 同时应该让那些中国人民并不
需要的传教士回来提升本国的道德素养。

第三,马克 吐温演说中的那几句话

至今还是让我心存迷惑。不过, 我先说说

德宁( Patr ick Deneen)在!马克 吐温百科

全书∀( Ma rk Twa in Encyclopedia , 1993)中

的观点,或许有借鉴意义: #借助于呼吁美

国人对在美华人表现出敌对情绪    马
克 吐温本人或许也包括在这种情绪之

中    马克 吐温试图展示美国人和义和

团一样具有%爱国主义& 情怀, 进而利用这

一颠覆不破的逻辑去宣扬对义和团运动的

同情。∃(见 97页#义和团起义∃词条)有些评

论者更倾向于将#马克 吐温本人或许也

包括在这种情绪之中∃略去, 原因很明显:

即便在年轻时代, 马克 吐温业已强烈反

对美国当局对西海岸华人的残酷行径。而

且,他好像还帮助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生

在耶鲁大学接受深造。我本人倾向于认

为,马克 吐温演说中的那些句子绝非表

示要把中国人赶出美国。或许, 更为谨慎

的评判应该是, 在言论中借助美国民族中

心主义论调    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明智之

举 ( st rategic adv isability )    可以使马

克 吐温获得一种策略性的优势( st ra teg ic

advanta ge) ,藉以批判美国民族中心主义的

道德缺位和愚蠢行径。

布尔教授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旨在

通过一些历史背景说明, 吐温对义和团反

帝斗争的支持及其对华人的同情是毋庸置

疑的,其心态是#健康的∃, 绝非# 东方主义∃

阴霾下的混杂物。布尔教授直接针对# 我
也是义和团∃演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三

点上。显然,无论是他本人, 还是他所提到

的德宁, 其实均意识到文本中的逻辑重心

和隐含作者身份是理解这段话的关键所

在。但是,德宁的附加表述#马克 吐温本

人或许也包括在这种情绪之中∃十分晦涩,

稍不留神便会被误解为吐温对中国人可能

持有敌意。这种历史常识性的错误不仅与

德宁的专家身份不甚相符, 而且更为关键

的是,它与德宁本人在后半句中所设置的

逻辑重心    吐温力图宣扬对义和团反帝
斗争的同情    也会产生无法解释的悖

论。其实,观察德宁的整体逻辑便可发现,

他不过是在语言表层意义上附带说明吐温

所采取的姿态性取向, 这涉及到笔者在上

文就#我∃和# 我们∃这两个人称代词的游离

现象所进行的探讨。也就是说, 德宁的那

一附加语并非在真实意义上说明吐温对中

国人怀有敌意, 而仅仅是在语言学意义上

揣摩吐温本人在这段演说中所持有的修辞

意图,即他既在表面上通过以#外国人∃自
居的#我们∃和以民族主义者假想身份出现

的# 我∃来伪装出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

#认同∃,同时却在暗中用逻辑性的# 我∃去

表达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对帝国主义行径的

批判。从此意义上说, 德宁通过这一附加

表述所传达的意旨, 实际上与布尔教授所

提到的#策略性明智之举∃及#策略性优势∃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0年, 马克 吐温逝世整整一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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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美国本土相比, 中国学界的反应似

乎过于冷淡。这也多少折射出马克 吐温

研究在中国语境下长期遭受的尴尬待遇:

诗学阐释的缺位使得吐温沦为政治斗争和

意识形态批评的权宜性工具。今天, 伴随

#泛后殖民∃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些学者又

开始将吐温纳入到#东方主义∃的视阈之

中,却不顾及他在各种场合下所采取的逻

辑重心和隐性叙述立场, 以为凡是吐温嘴

里讲出的话语, 就是他本人的真实价值取

向。吐温在 20 世纪初进入中国人的视线,

到如今的 21世纪初, 刚好经历了一个世纪

的时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吐温

为中国讲话的时候, 中国人自己却处于失

聪的状态。而现在,当中国人走进历史, 试

图重新聆听吐温的时候, 吐温却陷入了失

语的境地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接近

而非偏离真正的马克 吐温? 鉴于此, 笔

者希望通过吐温这篇鲜为人知的演说文本

来说明,文学语义的真值评价在吐温的作

品中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要稍

微留意一下吐温对华人、黑人和印第安人

的不同态度, 便会发现那其中所包含的复

杂性绝非#后殖民主义∃或#种族观∃之类的

简易标签所能# 一言以蔽之∃。在这方面,

中国学者完全可以突破西方既有定论, 为

马克 吐温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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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sents a histo r 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star ting fr om its o r igin in the G reek philo sophy to the

varied developments in later ph ilosophers fr om Hegel to Der rida , and var ious applica tions of the concept

in po st modern lite rar y and cr itical theo ry . I t o ffe rs a com prehensive and all r ound intr oduction to po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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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 r ies of my tho lo gy and compara tiv e m ytho lo gy w hich to ok my th as r esea rch obje ct and enhanced

people s under standing of m yth. Ther e ar e a lot o f similar it ies and diff er ences be tween Chinese my th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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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er be lieves in driving us out o f his countr y. I am a Boxer t oo , f or I belie ve in dr iv ing him out of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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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in question as a nar r ative text, and fo cus on its lo gic par adox . By having r ecour se to nar ra tolo gic al

and linguistic co gnitiv e theor ies pr opo sed by Fludernik and Lako ff, it po ints out that Mark Tw ain s uppe r

curr ent expr ession concea ls an under curr ent m ovement o f narr ative st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log ic

centr e, and tha t Tw ain s sympathy tow ards the C hinese people and their ant i impe rialist campaign is sin

cer e, ra the r than a m ix tur e under the influence o f Or ienta lism. The ar ticle a lso pr o vides Law rence Bue ll s

per sona l opinion as r eg ards this speech so as to fur ther the inte rpr etation o f its te xtual pr oblematic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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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la ssic Shor t Sto ries , no t only ca rr ies out a f ur ther st udy o f the contra sting and complementar y

r ela tion be tween na rr ato lo gy and stylistics, but a lso clear s up the confusion am ong critics o ver some key

concepts o f nar ra tolog y. Taking # over all clo se r eading∃ as her crea tiv e approach, P ro fessor Shen e ff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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