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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黄祸”概念诞生之初就和龙密切相关
“黄祸”（Yellow Peril）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它起源于一幅时政绘画。
十三世纪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草原给欧洲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十九世纪，随着日本的崛起，
欧洲人再次开始担忧来自东方的威胁。1895 年，德国国王威廉二世（Wilhelm II）构思了图 3-19-1
这张画，他的宫廷画师 Hermann Knackfuß 把它画了出来。图中右侧描绘在遥远的东方，佛祖端坐
在火光之中，他的座椅旁遨游着一条龙，发出阵阵闪电。他们象征来自亚洲的威胁。他们经过的地
方大火冲天，表示他们带来了战乱。几个忧心忡忡的男女代表欧洲各国。天空中有一只巨大的十字
架放射出光辉，表示欧洲人和东方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威廉二世在画下面写了一句话：Völker
Europas 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欧洲人民，照看好你们最神圣的财产）。威廉二世下令大量印
刷并到处悬挂这幅画。

图 3-19-1，绘画：Völker Europas 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
（欧洲人民，照看好你们最神圣的财产）。
作者：Wilhelm II 和 Hermann Knackfuß，1895 年。
右图为局部放大。下图为彩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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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的威胁，欧洲人最初指的是蒙古或日本，但是随着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中国人被
视为最大的威胁。据说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898 年刊登该图时取名为 Yellow Peril [1]（黄祸）。
从此“黄祸”这个概念形成了。1900 年 7 月 2 日，在德国海军陆战队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八国联军时，
威廉二世说在中国爆发的事情被自己“不幸而言中”（unhappily to me not unexpected [2]），显然
是指自己五年前构思的那幅画。
西方人描写中国人的很多书籍使用了各种语言的“黄祸”或相关词组作为书名（图 3-19-2）。

3

The Yellow Danger
（黄色危险，1898 年）

China: Yellow Peril? Red Hope?
（中国：黄祸？红利？ 1968 年）

The Yellow Dragon and "the Yellow
Peril"（黄龙和“黄祸”，1901 年）

The Yellow Peril
（黄祸，1971 年，1976 年）

L'invasion jaune
（黄色入侵，1905 年）

杂志：Le Peril Jaune
（黄祸，1955 年）

Yellow Peril!
（黄祸！ 2013 年）

The Yellow Peril
（黄祸，2014 年）

图 3-19-2，以中国和“黄祸”等为主题的外国书籍

大量外国时政漫画也以“黄祸”等相近概念为题。图 3-19-3 中，中国人咬着弯刀，趴在长城
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欧洲，城墙外是日本和俄罗斯。画面上下分别写着 Le Péril Jeaune（黄祸）和
La Chine Menaçante（中国威胁）。
图 3-19-4 以“黄祸”为题，图中的坛子上写着 Chinese Immigration（中国移民）。政治家手里
的木塞上写着 Exclusion Act（排华法案），他告诉美国白人工人：如果不实行排华法案，中国移民
就会像阿拉伯神话中的恶魔那样从魔瓶里钻出来，抢走他们的工作。

1，http://en.wikipedia.org/wiki/Yellow_Peril
2，The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22, 1900, Image 21,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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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3，漫画：Le Péril Jeaune（黄祸）。
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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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4，漫画：The Yellow Peril（黄祸）。
作者：F. Opper，1901 年 12 月 6 日。

图 3-19-5 中的章鱼长着中国人的脑袋，后脑勺上飘着一条长辫子。章鱼的触手抓住了新西
兰（New Zealand）岛上的毛利人。章鱼的触手上写着 Greed（贪婪）、Licentiousness（放荡）、
Opium trafﬁc（鸦片非法交易）、Brutality（野蛮）和 Evil habits（恶习）。在西方文化中，章鱼也
是邪恶的象征。整幅作品想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
图 3-19-6 中一个疯狂凶残的中国人高举着余烟袅袅的手枪、叼着沾满鲜血的尖刀、举拿火把，
正跨过地上死去的西洋女子，背后是燃烧的房屋。整幅画面充满恐怖气氛。

图 3-19-5，漫画：The Yellow Peril（黄祸）。
作者不详，1907 年 2 月 16 日。

图 3-19-6，漫画：The yellow terror in all his glory
（黄色恐怖正盛）。作者不详，18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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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画家画出了中国人进占他国的情形。
图 3-19-7 描绘中国人在法国巴黎烧杀抢掠，地上尸横遍野，浓烟滚滚；一个中国兵骑在马上，
手举被砍下的外国人头，马鞍上还挂着几颗人头，长矛上也挑着一颗人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也已
经在战火中损坏了。
在图 3-19-8 中，中国军队穿过凯旋门，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外国将军做了俘虏，
衣衫褴褛，戴着中国式的木枷，士兵们用尖利的长矛抵着他们的颈脖；外国政治家则摔倒在地上，
狼狈不堪；很多中国民众在路边悠然自得地看着这一切。这两张图刊于法国杂志 Je sais tout（我知
道一切）上。

3

图 3-19-9 中，清王朝的三角旗迎风招展，背景是雄伟的克里姆林宫；清军军官得意洋洋地骑在
马上，俄罗斯人正在向他们俯首称臣。该图为法国每周连载小说 La Guerre Infernale（地狱之战）某
一期的封面。

图 3-19-7，绘画。
作者不详，
1905 年 3 月 15 日。

图 3-19-8，绘画。作者不详，
1905 年 3 月 15 日。

图 3-19-9，绘画：Les Chinois a Moscou!（中国人在莫斯科）。作者不详，1908 年（?）。右图为此图原载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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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了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因此有人重画
了威廉二世的“黄祸图”，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图 3-19-10 是荷兰画家的作品，图中央的主要人物
是孔子（Confucius），他模仿威廉二世的那句话，回身对其他亚洲人长相和服饰的人说：“亚洲
人，保护好你们自己最珍贵的财富！”
（Peuples
d'Asie, protégez vos biens sacrés!）。
从远处疾驶而来的炮舰象征西方国家。十
字架的位置改变了，移到了西洋炮舰上方；原
来的位置上画了一条象征中国的“龙”，但其
外形特征完全是西方的杜拉更。
“黄祸图”是一幅名画，因此有各种改画
版本，笔者收集到的就有近十种，表达了各种
不同的立场，但多半和中国无关。
另一位画家模仿中国人的口吻把西方人称
为“白祸”。在原始杂志上，图 3-19-11 下方

图 3-19-10，绘画。作者：Johann Braakensick，
1900 年 6 月 24 日。

写 有 文 字：“China has threatened to break off
relations with the German Government
on account of its barbarity.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the KAISER once
designed an allegorical picture entitled
‘The Yellow Peril.’”（ 因 为 德 国
政府的野蛮行为，中国威胁和它断
绝关系。德国人的暴行使人们想起
德国皇帝曾经设计过一幅讽喻画，
名为“黄祸”。）
图中的中国人画了一幅国画，
画中有一条“龙”，长着白种人的
头，上翘的胡子是典型的德国标志；
国画上写着 The White Peril（白祸）。
由于这幅漫画本身是外国人画的，
所以这张“中国画”实际上是外国
人画的“外国画”，这条“龙”实
际上是杜拉更，象征邪恶。背景上
一只狗正在驱赶另一只狗，路边的
牌子上写着 Way Out（出口），暗示
中国人想赶走外国人。
“黄祸”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

图 3-19-11，漫画：The Retort Celestial（天朝的回答）。
作者不详，1917 年 2 月 28 日。

流逝而销声匿迹，它一直是西方人得
心应手的工具，尤其是在中国于近年
崛起之后，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时。
图 3-19-12 由两格画面组成，表现了澳大利亚在两个不同时代对待亚洲和中国人的态度。左边
画格描绘的是过去。图中男子是 Robert Menzies，他从 1949 年到 1966 年任澳大利亚总理 [1]。他收
到电话后，指着远处地平线上的人大喊：“黄祸来了！”（The Yellow Peril are coming!）屋里的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enz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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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惊失色，惊恐万状。这是一段真实历
史的写照：他在竞选时借口中国革命成
功、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等事件，大
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从而击败了
竞争对手工党候选人 [1]。
右 边 画 格 描 绘 的 是 现 在。 公 司 总
经理模样的男子接到电话后惊声大喊：
“中国人不来了！”（The Chinese aren't
coming!）屋里的人仍然大惊失色，惊恐

3

万状。因为屋子里挂着牌子 Trade（贸易），
图 3-19-12，漫画：Yellow Peril are coming（黄祸来了）。
作者：Nicholson，2009 年 3 月 7 日。

他们正等着和中国人做生意呢。
这幅漫画的趣味在于揭露了一个事
实：在白人眼里，中国人是祸水还是财
神爷，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2015 年 1 月， 法 国 漫 画 杂 志 Fluide
Glacial（寒流）的封面画以 Péril Jaune（黄
祸，法文）为题（图 3-19-13）。图中描
绘巴黎街头中国游客四处游荡，当地商
店为了迎合中国人，招牌上使用了大量汉
语；中国男子搂着法国女人坐在黄包车上
调情，拉车的则是大鼻子法国人；一个法
国乞丐坐在路边，手里的牌子上写着中文
“我饿”；贫穷的法国老妇人则不解地看
着这一切。连路上的小狗都看不起法国人，
对着车夫在狂吠。
漫画暗示中国游客占领了巴黎，挥金
如土，而法国人则沦落为穷人，只能为中
国人服务，向中国人卖笑或乞讨。
法国及其它欧美国家的读者看了此
图对中国人会有什么想法是可想而知的。

图 3-19-13，杂志封面：Péril jaune（黄祸）。
作者：Pixel V.，Le Chien，Fluide Glacial，
2015 年 1 月 15 日。

2015 年 8 月 24 日，美国股指下跌一千多点，三天内股市蒸发两万亿美元。很多美国人将其归
咎于中国经济减速。分析这一事情的文章题为“China and the Return of the 'Yellow Peril'”[2]（中国
和“黄祸”归来）。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3）总是攻击中国抢走美国人的
工作机会，并操纵汇率，被媒介认为是在“yellow-peril fear-mongering”[4]（煽动对黄祸的恐惧）。

1，http://www.skwirk.com/p-c_s-56_u-490_t-1333_c-5124
2，http://original.antiwar.com/justin/2015/08/25/china-and-the-return-of-the-yellow-peril/
3，特朗普已经于 2016 年 11 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4，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8/29/commentary/trumps-yellow-peril-jibes-break-gop-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