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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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有这数千年的交往，在这数千年的相互交往中，人员的相互往来成为其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频繁的人员往来，双方都积累了大量关于对方的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对对方的
认识。进入近代以后，中韩两国先后被迫开港，围绕着中韩的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
韩关系也随之急剧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国民相互认知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
对方的认识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近代以来新闻媒体事业的发达，
中韩两国都出现了近代的新闻媒体，这些新闻媒体为中韩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提供了更多的
资讯，可以说近代以后中韩相互认知的手段、条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更有助于双方更
加客观、更加全面地认识对方。
近代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是两国或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对
两国或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韩也不例外。正因为中韩相互认知在中韩关系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韩两国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进行了不
少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1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了从古代到近代中韩两国间的相
互认知，既有从宏观上论述两国相互认知的，也有从微观的角度讨论对具体事件的认识的。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虽然不少成果涉及到了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但却没有对这一课题的专
门研究。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近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和近代中国人的相关著述的分析，阐述
近代中国媒体和相关著述对朝鲜半岛的称谓千差万别，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除引文和专有名词之外将
使用韩国指称整个朝鲜半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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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韩的相互认识这一课题，中韩两国学者都曾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研究成果也相当多。韩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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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及其变化的轨迹。
既然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研究，首先就需要对“国民性”这一术语有
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国民性呢？关于国民性，近代学者梁启超曾有过如下的解释：
“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
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
。2换句话说，国民性其实就是一国国民所具有的、区别于他
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或国民精神。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格或国
民精神的认识。

一
近代以前，尽管中韩两国近在咫尺，但除了少数奉命出使的使节之外，一般中国人很难
有机会踏上韩国的土地，近距离了解和观察韩国，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献资料
和奉命出使的使节所留下的记录，因此对韩国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不全面的，关于韩国国民
性的记述就少之更少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震醒了
沉睡中的国人，使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但这一时期国人关注的对象是那些将坚船利炮对准
中国的西方殖民者，韩国尚未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这时的韩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便是
与具有宗藩关系的中国，虽官方使节往来无阻，但民间交往却受到很大的限制，一般中国人
很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韩国。
1876 年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迫使当时的韩国政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又名《江华
条约》一笔者）
，打开了韩国的大门。从此之后日本商人大批涌入韩国，从事日朝贸易，使
得日韩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日本政府也趁机在韩国扩展势力。日本在韩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清
政府警惕，也促使其改变不干涉韩国内政外交的一贯政策，开始朝加强中韩宗藩关系的方向
转变，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签订的。
《章程》的签订一方面打开了两
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有机会前往韩国，近距离观察韩国，观察韩
国社会，为了解韩国、认识韩国获取感性的素材；另一方面，《章程》签订之后清政府即开
始加强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派遣官吏驻扎韩国，介入其内政外交。这些官吏及其幕僚在韩
国停留时间较长，对韩国的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和观察，并大多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些记录也
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他们对韩国和韩国国民性的认识。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驻在韩国时间较长的官僚也好，还是那些曾到韩国作短暂停留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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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也好，其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以感性认识为主，并为经过理性的思考，且负面的认识占
据了主流。1882 年 5 月受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派遣前往韩国考察商务的吴芳伯在韩国停留近
一个月，归来后先后在当时的《申报》、《益闻报》上发表了《东游记》、《游高丽王城记》、
《朝鲜风土略述》、
《高丽形势》等文章，后又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3其中的《游高
丽王城记》写道：
“国中士大夫及庶人皆好自修饰，被服洁整，罕有褴褛垢面者。惟性喜游惰，计一年
所入可敷食用，即不复他求，盖闻该国风气，非世碌之家而饶有财货者，则官必诘究，
故其民不欲聚敛，恐招怀璧之咎也。手持烟管三五成群，嬉游终日。……民俗刚直而无
文，俭啬而朴陋。”4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在吴芳伯看来，近代韩国人性格刚直，民俗朴素，但却“性喜
游惰”
，只要能满足衣食所需即不再有其他奢求，换句话说，近代的韩国人之满足于现实，
不思进取。
这种“游惰”的性格似乎是当时中国人对近代韩国国民性的普遍认知，这从当时国人所
著的韩国相关著述中也不难看出。
《高丽风俗记》在谈到近代韩国人时写道：
“高丽人士大率不喜破除旧习开创新规，自安固陋而不惜，且于尊崇己国，轻视外人
之意，尤齗齗特甚。人民大率懒惰，知有今日，不知明日，又不顾开垦土产，广启公
益等事，一碗之食，一杯之酒，曲肱而枕，以为极乐世界，羲皇上人也。”5
同一时期的《朝鲜风土记》在描述韩国士大夫时也写道：
“士大夫夏日无事，凌晨即起，携酒榼持烟筒，游于深山峻岭，择一树林茂密处
正襟危坐，逍遥自便，如羲皇上人。契友良朋聚而渐多。随举盏畅谈，娓娓不倦，凡
尘世间事，若有不能移其心者。迨日落西山，始结伴旋返，远望之纷纷然。如趁墟如
归市，早则不必偕往，晚则无不同归，嬉娱终日，其不务正业也可知矣。”6
由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懒惰”是近代韩国人的共同性格，无论是
一般贫民还是社会上层的士大夫，终日嬉娱，不务正业。这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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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韩国人的一种普遍认识。1894 年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学堂学生考察东三省边境
地区的聂士成在考察期间曾深入朝鲜内地，在 42 天的时间内先后考察了咸镜、平安、黄
海和京畿等道，在汉城时还获得国王高宗的接待。在其撰写的有关这次考察情况的《东游
纪程》中几次谈到了他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他在 2 月 28 日条写道：
“朝鲜民情太惰，种
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
；在 3 月 10 日条他又写道：韩国“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
忧也”
；3 月 27 日条还写道：
“因思朝鲜民间疾苦，妇女尤甚，举耕种至苦之事悉任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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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子则愚惰游散”。 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三次提到韩国国民“愚惰游散”
，由此可
见对韩国国民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人的脑中可谓根深蒂固。
除了“性喜游惰”这种认识之外，近代韩国人拘泥于祖宗之法、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积
极变革也是当时多数中国人对其的普遍认识。1882 年作为庆军分统黄仕林的幕僚来到韩
国的薛培榕曾在韩国停留较长时间，在韩期间，其“究询政事、风土，稽考地形、兵制，
征搜史乘、典籍”
，编著了《东藩纪要》、《朝鲜风俗记》、《朝鲜八道纪要》等。在《朝鲜
风俗记》中探讨近代韩国积弱的原因时，他写道：
“朝鲜之土壤非不饶沃也，物产非不丰
8

阜也，而其国势贫弱？焉不自振者，以泥古而不知变，为成法所拘，国孱财匮有以也”
。

也就是说，在薛培榕看来，近代韩国之所以积弱，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君民不能顺应时代
潮流积极变革。对于近代韩国人拘泥于古法、不求变革的性格，曾深入韩国内地考察的聂
士成似乎也有同感。他在自己的《东游纪程》中写道：
“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
9

几成废物”
。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近代早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知中，负面的认识占据了主流。
之所以如此，有着各方面的因素，但近代中国人的姿态是造成这种认识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在中韩数千年的交往史中，朝贡关系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是
朝贡关系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也就必然带着有这种背景的影响。具体来说，作为天朝上
国的臣民，中国人一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韩国，其对韩认识也因而充满了政
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感。到了近代，随着两国先后开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
韩国，所能接触的韩国资讯也越来越多，影响其了解韩国、认识韩国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尽
管如此，近代中国人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来观察韩国、认识韩国，其优越感也丝毫未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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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式承认韩国的独立，
中韩之间维持两千余年的朝贡关系宣告终结，中韩两国从此成为国际法上两个平等的客体，
这样就为两国人民以平等的目光重新审视对方、重新认识对方提供了契机。
19 世纪中期开始，近代中国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体形式，这就是报纸和期刊。报纸和
期刊具有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特点，一经产生就成为国人了解时事和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体。
由于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加强与韩国的宗藩关系，韩国问题因而也成为中国朝野
关注的问题之一，反映在报刊上便是关于韩国报道的增多。甲午战争之后，虽然中韩之间传
统的朝贡关系宣告终结，但中国媒体对韩国事务的关注热情丝毫未减，这是因为中国媒体从
不断遭到帝国主义侵略并一步步走向殖民地深渊的韩国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影子，因而持续刊
载有关韩国的消息，使得中国知识人得以了解和掌握更多关于韩国的讯息。而中国知识人在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也开始惊醒，开始寻求拯救民族危机的方
略。在这一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沦为殖民地的韩国就成为他们唤醒国民的一面历史之镜，开
始对韩国为什么会沦为殖民地进行反思，并就此发表各种评论，探索韩国灭亡的原因，呼吁
国民引以为戒。在探索韩国灭亡原因的各种评论中，不乏对韩国国民性的论述。
韩国开港早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大多属感性认识，也就是说这些认识都是相关
人士在对韩国社会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的，缺乏理性的思考，甚至不乏偏见，因为这些人
士大多是清政府的官员，往往是以“天朝上国”臣民的姿态俯视韩国国民和韩国社会。与此
不同的是，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冲击，而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这促使中国有识之士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会
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怎样才能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等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韩国沦为殖民
地的过程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能通过对韩国王国原因的探讨来唤醒国
人，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开始探讨韩国国民在亡国过程中
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新的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讨论韩国国民性
的中国人大部分并没有直接观察韩国的经历，他们大多是研究、分析新闻媒体所载资料的基
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的，因此这种认识更具理性的思考。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是在探索韩国亡国原因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也不
乏一些感性认识，大部分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不仅如此，虽然也有从整体上认识韩国国民
性的，但是更多的是将韩国国民划分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来认识的。
在韩国亡国前夕就有中国人指出，韩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廷臣贪贿，国民虚矫，农工商务无一不废”。10与前一期一样，韩国国民“怠惰”、“喜欢
闲谈”的这种性格仍然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人最喜谈，三人相遇，辄喋喋终
日，而外人稍知朝鲜人性格者，谓其所言固一由衷也。
”不仅一般国民这样，甚至负责国家
政务的官僚也是如此。“见有巍巍广厦若干所耸立汉城中，大榜於门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
无一文牍，大臣会议则惟围坐一桌，菸气弥漫，游谈无根，无一语及政务也。”11这种终日
清谈、不务政事在中国人看来是导致韩国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人未来观念淡薄、缺乏长远眼光的性格同样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人
看来，
“朝鲜人对于将来之观念甚薄弱，小民但得一饱，则相与三三两两，煮茗憩树荫，清
谈终日，不复计明日从何得食，翛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达者亦然”。12韩国国民这种只顾
眼前不思长远的性格使得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狂潮中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潜在危险视而
不见，未能未雨绸缪，奋起自救，故“亡韩者韩也！非日本也，使韩之君臣能鉴於世界风潮
之恶，早图自存，则虽有百日本，亦畴得而侮之者”
。13
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对韩国国民的构成及其性格上来探索韩国亡国的原因，对于统治韩
国社会长达数百年的两班阶层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一文中就指
出：“所谓两班者，国中政治上社会上生计上之势力，咸为所垄断，非两班则不得为官吏，
非两班则不得从事学业，非两班则私有财产不能安固。质言之，则朝鲜国中有自由意志有独
立人格者，惟两班而已……，彼其两班之人，皆养尊处优，骄佚而不事事，以作官为唯一之
职业，故他国之设官，以治国务，朝鲜之设官，则以养无业之人。
”14可见，在梁启超看来，
韩国两班阶层垄断了韩国社会的所有财富和资源，但却并不为治理国家而着想。不仅如此，
两班阶层“虽穿衣吃饭，亦几于不能自了，其四肢五官，皆久已弃塞不用，失其本能。仅能
借他人之耳目手足，以为己视听言动之助”，15完全成了一个寄食阶层。他们非但不能治理
国家造福国民，甚至结党拉派，为一己之私而置国家百姓与不顾。
“故朝鲜最多朋党而好为
阴谋（我国何如），百年以前，即有所谓南宗、北宗、老论、少论诸派者，以依附排挤为事，
至晚近而益盛，而其所谓党派者又非有一共同目的也，各借党以营私利而已，故朝握手而夕
操戈，不以为怪”，16故“凡在政界上的人就知道分党派，争权利，一举一动，无非是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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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亡韩》
，
《大公报》
（天津）1910 年 7 月 23 日。
《朝鲜灭亡之原因（四）
》
《时报》
（上海）1910 年 9 月 3 日。
12
同上。
13
《殷鉴篇其一》
，
《桂林南报》第 2 期，1911 年 1 月。
14
梁启超：
《朝鲜灭亡之原因》
，赵中孚等编：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2 册，台北，1990，第 266
至 267 页。
15
梁启超：
《朝鲜贵族之将来》
，前引《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2 册，第 239 页。
16
《朝鲜灭亡之原因（三）
》，
《时报》
（上海）1910 年 9 月 1 日。
11

们自己一身的功名富贵罢了。”17甚至有中国人称韩国亡国归根结底是韩国统治阶层“内部
党政之结果”。18
这一时期中国人借用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提出的“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一名句，指出“亡韩者韩也，非日本也”
，从韩国内部探索韩
国灭亡的原因。在分析韩国国民结构之后，对作为统治阶层的两班贵族进行了无情地批判，
同时对作为被统治阶层的一般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也进行了批判，称“那作人民的，也是不
能脱奴隶的性质，也不知道什么爱国，什么灭亡，……，全国如同在梦里一样”
。19在中国
人看来，正是由于统治阶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整日为了一己之私党争不断，一般国民终
日碌碌无为，精神麻木，才最终导致了韩国亡国。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仍以负面性的内容占主流，但与前一时
期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探索韩国灭亡的原因
来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在指出韩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也在反问中国是否也存在着同样或
类似的问题。
《时报》所载《朝鲜灭亡之原因（三）》一文在分析韩国灭亡原因时，每列出一
个韩国存在的问题就会以 “我国何如？”进行反身自问。20同时中国人原有的那种“俯视”
韩国和韩国国民的优越感也逐渐减少，因为毕竟中韩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已经结束，两国成
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内两个平等的客体。

三
随着韩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促使这
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显现出来的
爱国和争取自主独立活动的理解。
虽然近代中国人曾认为韩国国民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但韩国国民在《已巳保护条约》签
订后的种种表现令中国人惊讶不已，也开始重新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当时上海《东方杂志》
在《韩国灭亡史》一文中对《已巳保护条约》签订当天汉城21民众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当日京城内外官民男女老少，始闻该约调印，痛哭流涕者，不知其数，在野元老大
臣赵秉世，亦闻报入京，率百官庭请弹劾调印之诸大臣，通牒各国公使，破裂新约，日
17

《说朝鲜》
，
《大公报》
（天津）1912 年 6 月 13 日。
《对于日韩合邦论之批判》
，
《大公报》
（天津）1910 年 7 月 23 日。
19
《说朝鲜》
，
《大公报》
（天津）1912 年 6 月 13 日。
20
参见：
《朝鲜灭亡之原因》
，
《时报》
（上海）1910 年 9 月 1 日。
21
本文仍使用当时韩国首都的旧名“汉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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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宪兵拘之去，赵因自致命。闵泳焕继续庭请，亦被日兵所迫以致殒命。闵泳焕母徐氏，
年八十，忽闻报，气塞自尽。侍郎洪晚植痛哭而死．各省儒生数千名，请以调印诸大臣，
亟正邦刑，破裂新约事，叩阍上陈，经日宪兵捕缚四十馀人。其他学校生徒八百馀名，
极力反对新约，演说於次道，亦被日兵捕缚。耶稣教徒中青年会员数十名，初次陈疏，
力抗日本之无理行为，又被日宪兵巡查所捕，宫门之前，流血满地。其翌日青年会员四
百馀名，会集京城大道，大呼大韩帝国独立万岁，并哭责日本之妄状……。
”22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已巳保护条约》签订这一天，韩国国民从朝廷大臣到一
般百姓，从学校学生到宗教教徒都对此表示反对，还呼出了“大韩独立万岁”的口号，这绝
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人所始料未及的。对于这种情形，梁启超曾评价道：
“此区区敌忾
之心，其终必无救于亡韩，又稍达时局者所能预断也。”23也就是说，
《已巳保护条约》签订
之后韩国国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虽然未必能拯救国家于未亡，但还是彰显了
韩国国民的自主独立精神。
1910 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合邦条约》后韩国国民的种种爱国行动更是令中国人惊
讶不已。
《韩日合邦条约》签订之后，“全罗北道金山郡守洪范植，前晚缢死，盖愤日韩合并事
也”，24“地方农氓，侨外商工，亦复有毁家献身谋光复者”。25总部设在旧金山的高丽爱国
会总事务所“今闻日韩合并，开会议决，不肯弃让主权，并拟用强暴手段，以去日法，末言
我等之韩国子民，决不肯甘心苟安，而不争自由独立”
。26甚至就连“留日韩学生悲愤自杀
者约五、十人，有以刀割腹而死者，有以手枪自击死者，有饮毒药而死者，惨不忍闻”
。27日
本吞并韩国之后，韩国国民或以身殉国，或奋起反抗，这给近代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
们不由发出惊呼：
“噫！韩国人尚知有自由独立四字耶！自并合後，只闻悬灯升旗以相庆贺，
未闻鸣钟倡议反正者”
，28作为中国人对此不禁“哀其志而悲其遇”
，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随
之改变。
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的 1909 年 12 月 26 日，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这
22

《朝鲜灭亡史》
，
《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3 期，1906 年 3 月 25 日。
梁启超：
《朝鲜亡国史略》
，前引《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2 册，第 257 页
24
《朝鲜亡国之尾声》
，
《桂林南报》第 2 期，1911 年 1 月。
25
梁启超：
《朝鲜灭亡惨史》
，醒社，出版年月不详，第 52 页。
26
前引《朝鲜亡国之尾声》
。
27
《可怜亡国之学生》
，
《申报》
（上海）1910 年 9 月 1 日。
28
前引《朝鲜亡国之尾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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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媒体也纷纷报道和评论。虽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在近代中国社
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最初的评论多时将此视作安重根个人的行动，并没有将其与韩国国民
或韩民族联系起来，这由当时中国人对此评论中就不难看出。1910 年 9 月上海《时报》刊
载的《朝鲜灭亡之原因（四）》就此评论道：29
“夫以朝鲜一千万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无一二，吾岂敢一律蔑视，虽然，
此种人固亿万中不得一二，即有一二焉，而亦不见重於社会，匪惟不见重，且不能以自
生存，盖朝鲜社会，阴险无耻者常居优胜之数，而贞洁自爱者常居劣败之数，其人之为
恶，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强半由社会现象迫之使然也”。
可以看出，韩国社会不但没有众多的“安重根”，“亿万中不得一二”
，而且在韩国社会
像安重根这种人是很难立足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把安重根的英雄事迹过多
地与韩国国民或韩民族联系起来，真正促使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转变的契机还是
《已巳保护条约》和《韩日合邦条约》后众多韩国一般国民为求光复而不惜“献身毁家”的
惨烈壮举。
促使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彻底改变的是 1919 年三一运动及其之后为求
独立自主而展开的独立运动。
1919 年 3 月 1 日，韩国爆发了全民族的反日独立运动。三一运动爆发后，中国媒体对三
一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韩国民众在三一运动中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展开
的斗争。中国各界人士在通过媒体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也纷纷发表评论，对韩国民众在运动中
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给予很高评价。
首先，通过三一运动韩国民众的爱国精神得到了近代中国人的肯定。在近代早期，中国
人认为韩国人“不知爱国为何物”
，但是在经历了亡国的苦痛之后，面对强大的敌人，韩国
民众也深知“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很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没有的”。30尽
管如此，韩国人民仍然奋勇而起，
“知其不可而为之”，重现显示出了韩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
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
其次，韩国民众在三一运动中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也为近代国人敬佩不已。“凡
自动的革命，必是那个民族有建国的能力，独立的精神，为爱自由而流血，因争自治而牺牲。

29
30

前引《朝鲜灭亡之原因（四）
》。
孟真：
《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
，
《晨报》1919 年 3 月 20 日。

这回朝鲜革命，就含有这种精神，所以令人佩服”。31傅斯年在评论中称韩国民众的这种精
神“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
，并说“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
。
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只要“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种精神自必继续下去”
，32“有这种独立
精神的民族，必不会永久仰他人鼻息的。朝鲜脱离日本的羁绊，直指故间事，我们拭目以观
其成就是了”。33
由此可见，三一运动之后，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改观，韩国民众爱
国、热爱独立与自由、为达目的不屈不挠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人
对韩国国民性的主流认识，这从 1932 年曾游历韩国的马毅在《朝鲜纪游》一文中的评论中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文中写道：34
“我觉得朝鲜是伟大的。倒不只是因为有安重根，尹奉吉。他们亡了三十年，一切生
存的权利自由幸福都被剥夺净尽，在整个的压迫之下，国际间也毫无援助，他们没有革
命的机会与武器，他们整个是被统治者，可是他们依然奋斗，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
‘朝鲜没办法了’！
”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改变对中国形成同情和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社会舆论、中韩
两民族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结成联合战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语
近代以来，随着中韩两国先后开港和中韩之间宗藩关系的加强，前往韩国的中国人士特
别是民间人士越来越多，对韩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而报纸和杂志等近代媒体的产生进一步
促进了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随着对韩国了解的加深，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发
生了变化，从以上国臣民的姿态俯视韩国国民到痛批韩国统治阶层的种种病态再到对韩国国
民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表达由衷的敬佩，完成了从鄙视到否定、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近代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这种认识的转变有着多种多样的因素。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中韩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韩开港之后，面
对西方殖民者和日本的侵略，中韩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出现了加强的趋势。尽管如此，中韩
之间的传统关系最终还是被打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了韩国的独立，1899
31
32
33
34

若愚：
《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
《晨报》1919 年 3 月 27 日。
前引孟真：
《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
。
穗庭：
《朝鲜独立运动感言》
，《新潮》第 1 卷第 4 号，1919 年 4 月。
马毅：
《朝鲜纪游》
，
《东北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2 年 6 月。

年与韩国签订了《清韩通商条约》
，从此中韩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制内的两个平等的客体。
随着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的侵略，韩国一步步沦落为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韩
国这种地位的变化也使中韩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双方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面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两国同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一员相互联合的意识增强，并最终形成了中韩抗日
联合战线。伴随着近代中韩关系的这种演变，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
国不断面临外来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人开始思考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而在这一过程中，曾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韩国
无疑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鉴的例子，他们通过对韩国亡国原因的探悉来进行自身的反省。随着
中国反日革命运动的开展，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同样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韩国再次成为中国
人关注的对象，对韩国国民性的了解和认识也随之加深。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韩国国内局势和韩国民众反日独立运动也有着紧密
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韩国不断遭到日本的殖民侵略。面对日本的侵略，韩国各阶层也曾
试图通过实现自强来抵御这种侵略，但却没有形成一种合力。直到日本将韩国变为自己的保
护国才开始唤醒了韩国民众，从此韩国民众开始了广泛了反日独立运动，无论是《已巳条约》
和《韩日合邦条约》签订前后韩国民众不惜“献身毁家”的惨烈壮举还是三一运动中表现出
的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中国人逐步改变了对
韩国国民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