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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留下了很多关于历史人物形象书籍和著作，我们

往往通过当时的文字、诗歌等，来探究和想像当时人们的

衣着打扮，语言以及生活场景，由此来看历史的变化。但

是这样的探究，所研究的书籍文字都来自于中国，无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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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作者，还是表现的史实，都来自中国人自己的眼睛和

看法。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多少都有些主观。

而邻国韩国，却是一个在记录上面有着特殊天分的民

族。在历史上，又长期参与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两国的交

往也频繁而密切，而古代韩国的文人，也用他们的笔，记

录下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些文稿和书籍，都是

我们研究历史，探究史实的重要资料。

崔溥 1) 的《漂海录》2) 正是一个这样的重要文史资

料。在记录自己因故漂流到中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所有事

情之外，还用清晰而生动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

的明朝时期的各种人物形象。而从这些记录下的人物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当时社会百态图。

2. 《漂海录》的人物分类
在《明朝实录》当中，记载了明初高丽郑梦周等遇海

难被中国人救起，受到皇帝接见，赏赐后回国的事件。这

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对待韩国人是友好接纳的，这一点，崔

溥也在文中提到“中国是我父母之邦也”。但是崔溥到中国

后，其历史时期和郑梦周之时颇有差异，此时明朝社会较

之前更为复杂，由此，在崔溥的记录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新

的形象。

1) 作者崔溥（1454～1504），朝鲜李氏王朝官员，24岁时中进士第
三名，29岁时获中文科乙科第一名，1487年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
（五品官员），奉王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1488年闰正月初三，
因其父去世奔丧回家，不幸遭风暴袭击，而在海上漂流14天，在
生命危急关头，他们终于在“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今三
门县）登陆。后来，崔溥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
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自己的国
家。崔溥在中国“旅行”了4个半月。回国后，他用汉文写出了
《漂海录》一书，这部以日记体形式的著作，涉及明朝弘治初年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是
研究中国明朝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
要文献。

2)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
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
海上，历尽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
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
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回国后，
立即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七天后向成宗进呈。朝鲜弘
文馆副校理崔溥自济州岛返里奔父丧，途中遇风暴，与同船42人
漂流大海14昼夜，水尽粮绝时漂至中国宁海与临海之间的牛头洋
登陆 ，受到当地军民的及时资助。他们一行经宁波、杭州，沿京
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后过鸭绿江回国。在中国逗留135天，行程
4000多公里。回国后，崔溥用中文写成了《漂海录》。

2.1 贼人
当崔溥一行人漂流至中国之后，在登岸之初，便遇上

了了强盗。而对这些强盗，在《漂海录》也做了较为详细

的记录：

夜二更，所谓林大者率其党二十余人，或执枪或带斫

刀——而无弓箭——秉炬拥至闯入臣船。贼魁书曰：“我

是观音佛，洞见你心。你有金银便觅看！”……是贼魁即

叫其党穷搜臣及陪吏等包中衣装，舟人粮物，输载其

船……旋入船中。先脱程保衣裤，捆而杖之。次以斫刀截

臣衣纽，赤身剥脱，背手曲脚以绑之，以杖杖臣左臂七八

下……3)

经过漂流来到中国的崔溥一行人，本以为遇到的中国

人会是其救星，没想到遇到贼人，遭此劫难，必然对父母

之邦产生了失望之感。4) 而这样的描写，恰恰也暗含着当

时明朝社会存在矛盾，才会海贼群生，这在之后中国人押

解崔溥一行人送审之时，其记录之中多有“如于蔚岛等

处，水贼盛行”，“虽或被利心所使，为盗为劫者有之”等

记载。从南到北的旅途中，这种记载时有出现。而这些对

贼人形象的描写和记载，充分体现了当时明朝社会混乱。

2.2 平民
在《漂海录》的记录之中，对于中国平民也不在少

数，无论是一开始身份还未确认时中国平民对他们的警

惕，还是之后展现当地民俗，较为热情的接待，亦或是对

于外国人抱有好奇之心，前来探看。都在记录之中，有着

生动的描绘。

对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警惕，文中描写道：“舍舟登

陆……因问’人居远近’……其语端彼此有违，不可信也。

其人等相率闹挠……谓臣等曰：‘不同我去，我当作

怒。……”5) 这些描写，正反映了在倭寇频挠的时期，中

国平民对待漂流而来的外国人有着高度的警惕性。而这

些，在之后崔溥送审过程中，亦多有体现。

但是即便在当时还无法确认崔溥等身份，甚至在心中

3) 崔溥，《漂海录》批注 葛振家著， 2002年10月，第一版, 第
45-46页。 

4) 曹春茹，韩国崔溥《漂海录》中中国负面形象，当代韩国4，200
8，第95-99页。 

5) 崔溥，《漂海录》批注 葛振家著， 2002年10月，第一版, 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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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其等人或为倭寇，但是依然招待崔溥等人吃饭住宿，

崔溥亦说这些人“果介忠厚人也”.而平民老百姓，也皆以他

们为奇，所到之处，都有人前来探看，知道可用文笔相

通，也多有执笔与纸的闲人希望和崔溥交流。这体现了处

在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对于国门之外的地方，都有着强烈

的求知欲。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古代韩国更是极为重视

儒教的一个国家，在崔溥等人到了中国之后，几乎每到一

处，都有官员，亦或是读书人问询是否崇儒，有无科举，

是否尚佛等问题。更有科举有及第者，来炫耀自己博学。

崔溥学识甚博，自然在这方面显得不卑不亢，并在与中国

人交往的过程之中，时时都体现着自己作为博学儒士应有

的行为和气度。虽然就书中所记载，这个时期的中国社

会，因为社会动荡，外寇频挠，儒家思想的贯彻已经大不

如前，但是，依旧需要肯定的是，中国平民的形象，仍然

是建立在传统儒家思想之上。 

2.3 军吏
古代中国人似乎对军吏无甚好感，常以“兵痞”称之。多

是因为社会动荡之时军人逞武力之强随意欺压抢夺老百姓

之故。这一点在中国的古典书籍中亦能常常见到。而《漂

海录》同样也记录下了这一点，从一开始押解崔溥时，军

吏对他们或督或殴，如同驱赶牲畜，“甲胄、枪剑、彭排

之盛，唢呐、哱罗、喇叭、铮鼓、铳熥之声，卒然重匝，

拔剑使枪，以试击刺之状。” 6)甚至如同强盗一般，将崔

等人仅剩的马鞍，连同笠子、网巾等物都一同劫走。这些

作为，可理解为社会动荡所致，也可理解为当时社会风气

不佳，缺乏对这些军吏的约束，从而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社

会的腐败之状。而这之中所描绘出的军吏形象，或也可作

为当时社会的典型形象。

2.4 官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较为黑暗的一个时期，而政治

也尤为腐败。虽然在明朝前期，通过酷刑严律的手段治理

贪官污吏，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贪腐现象尤其明显，所

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竟一点都不夸张。尤其

明朝官吏之中有一个特点，便是太监当权。

以上所言，在《漂海录》当中亦有记载，虽是纪实，

6) 崔溥，《漂海录》批注葛振家著，2002年10月，第一版, 第57页。

却在言语之间将当时社会现象完整表述出来。例如在崔溥

等人前往京城面圣的途中，便有官员前来传达老爷的命

令，和这里的老爷，指的便是当地的驻留太监。而对于中

国当时宦官当权的现象，崔溥也是深知，所以书中有过这

样的对话：

臣曰：“朝臣贬秩者多何以不斥宦寺之徒使得意以行”荣

曰：“宦官见杀降贬者亦不可胜计。今在进京者皆先帝所

差回则亦难保。前日相见太监罗公、聂公皆因回迟贬作奉

御之职。”臣曰：“当今天下再得尧舜之君举元凯黜四凶朝

廷肃清四海妥帖不亦贺乎！”荣曰：“正是正是！我皇帝远

之者小人与宦官也。日亲经筵与阁老学士讲诗书论政事不

已。以今三月初九日躬幸国子监释奠先圣崇儒重道之意亦

至矣。”7)

虽然对话中傅荣以当今天子远小人来回答崔溥仪，但

是态度，难免有些奇怪，也似有改口圆话的感觉。而对于

当时朝政，崔溥作为外国人，本不宜评论，但是在关于祭

孔这件事上，崔溥向中国的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这

位回应的官员变现的态度也是相当暧昧：

臣戏之曰：“天子亦拜于列国之臣乎”荣曰：“孔子万世

之师岂以人臣之礼待之乎但天子当释奠时赞礼官曰：‘鞠

躬拜！’天子欲拜。旁又有一赞礼官曰：‘孔子曾为鲁司

寇。’赞礼官又唱曰：‘平身礼！’当拜而实不拜此尊先师、

尊天子之礼两不悖也。”臣曰：“孔子之道大于天地明于日

月信于四时达之天下万代而无穷。卿大大、士庶人学其道

以修其身；诸侯学其道以治其国；天子学其道以平治天

下。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事以先圣先师之礼又何举鲁

司寇之称当拜而不拜乎若举司寇以称孔子则孔子是一小国

陪臣又安可屈天子之尊以祀之乎”荣嘿然。8)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想像得到，当时皇帝所行政令或

是其他，在下面官员看来，也是多有不足，而这一点也体

现了，在当时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皇帝自己把握

7) 朴元熇,崔溥《漂海录》译注， 高丽大学出版社, 2006.1, 第
428-431页。

8) 朴元熇，崔溥《漂海录》译注， 高丽大学出版社, 2006.1, 第
413-418页。宋成有·崔昌源，从《漂海录》看崔溥的中国观，中
国语文论译丛刊第30辑，中国语文论译学会，2012.1, 第269-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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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不免有些武断，官员进言不顺，往往依靠太监，而

皇帝也因为生长环境的原因过于依赖喝信任太监，从而导

致太监当权。文中提到一路河道上看见来往官员不断，崔

溥问随行官员，得到的确是这些官员都是遭到贬官回乡：

又过联芳、应奎、司谏等门至泊长芦递运所前。臣问

诸傅荣曰：“自过淮河以后若兵部、刑部、吏部等各司之

官之船络绎不绝何也”荣曰：“今天子圣明朝臣以旧日所为

或致小过者皆降贬之。河路中带锡牌而归者皆见贬下乡朝

士也。前日在绍兴府问你所从来之总兵官黄宗亦贬罢

归。” 9)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有识之士进言无路，社会黑暗，

官员只知自己中饱私囊，以求加官晋爵。而由此，也不难

理解当时社会为何会动荡不安，而百姓为何甘愿沦为盗

贼，军人为何从保卫海鲜的卫士，沦为欺压百姓的兵痞了。

3. 从《漂海录》的人物描写看明朝社会现象
通过对旅途和所见人物的描写，将社会现象通过对现

实的描写来体现，漂海录也是用这种方式向我们传递信息。

3.1 对外
明朝中后期，主要的外患来自于日本的倭寇，故而从

朝廷到地方，再到百姓，都对外来的东洋面孔和不同的语

言极具警惕之心。10) 这也是在上文谈到过的，当崔溥等

人再登陆之后，边海之民对他们态度的解释了。下至百

姓，上至官员，无不对此层层盘问，无数次的确认他们的

身份，务必不能放过一个来自海外的贼盗。

在历史上，这段时间的明朝社会颇有黑暗腐败之像，

但是在对待倭寇，亦或是说对待不明外国人的时候，从下

至上都是严谨的。可是同时也可以看到，朝廷对待处理海

盗倭寇之事，必然是赏罚并进，所以一开始，便有在报告

崔溥等人登陆的事情之时，污蔑他们是海盗的事情。虽然

之后通过调查还他们以清白，这种做法似乎还是让人玩

9) 朴元熇，崔溥《漂海录》译注， 高丽大学出版社, 2006.1, 第
382-384页。

10)崔昌源，由《漂海录》看中国文化传承的分析，产业振兴院，
2016年第一卷第二号，第122-123页。

味。放在现在，也是能理解为为了政绩或是赏赐，而将语

言不通的外国人污为倭寇。在书中尚且这样描写，可见这

样情况不在少数，竟不知有多少漂海而至的外国人折在这

上面了。

3.2 国内的社会动荡
皇权的高度集中，在明朝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太监

当权，这一点上文亦有提到，而太监当权带来的社会动

荡，则成为了明朝中后期一直存在的问题。

漂海录之中并没有直接记录这种情况，只是在言语之

间有提到驻地方太监的问话。但是直接记录的情况也能从

侧面来看社会动荡的原因，或者与明朝的这一特点不无关

系。11)

社会的动荡导致的社会矛盾在漂海录的记录中有着具

体的体现，除了上文提到的甘为强盗铤而走险，文中还有

提到崔溥在返回朝鲜的路上，遇到的僧人：这僧人父辈从

朝鲜半岛来到中国，因为皇帝崇佛，而兴修寺庙，使得僧

人激增，新任皇帝登基，则这些僧人，这些寺庙便成累

赘。高度的中央集权，便会产生这样的变化，皇帝的更

替，就会影响很多百姓的生活状态，而这一点，也不能不

认为是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4. 结论
古代韩国和古代中国一直交往密切，作为近邻，古代

韩国也使用中国的汉字，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从而

也留下了大量能与中国语言文法想通的书籍文献，而这些

书籍文献，对于我们客观的认识史实具有重要的作用。这

些书籍在当时，可以加进互相的了解，也能够帮助古代韩

国的政府了解中国的各种动向，从而能够随时调整与中国

的交往方式。而在今天，这些帮助古代韩国国王帮助判断

时事的书籍，以及帮助古代韩国认识中国的文稿，都成为

我们正确认识当时环境的直接材料。

《漂海录》的作者崔溥，也是这样记录下了他的旅

程，而带来了明朝弘治年间的百态图。这个百态图之中，

将在中国文稿中表达模糊，抑或是过于主观的内容，特别

是明朝社会动荡之时的各个层次的百姓乃至天子，都有一

11) 崔昌源，由《漂海录》看明代中国人的社会思想，产业振兴院，
2016年第一卷第一号, 第152-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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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较为客观的表述。学者葛振家亦有说过：“历史上外国

人写中国的书有好几部，崔溥的漂海录可以说是记述中国

最好的一部。” 崔溥的漂海录是提供给朝鲜国王参阅，奉

旨写下的作品，其想要表露的思想，是为了能让当时的古

代韩国正确而深入的了解中国。所以，漂海录中的中国形

象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不仅仅是对中华文化

多样性和古代中韩两国文化差异的感受，也是我们正确对

待史实的客观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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