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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安生教授《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以

下简称《精神史》）的中文译本终于在中国大

陆出版了，这在中国学界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

的事情。严安生通过大量一手文献的运用，以

讲故事的方式，勾勒出一副从甲午中日战争后

到民国成立前晚清第一批留日学生的众生相。

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也颇中肯，1991 年

在日本出版以来，赢得学界好评。书中除主要

讨论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外，也提到了日本著

名文学家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所以对日本思想

史产生影响，就在于他们曾经留学欧洲。①显

然，“留学史”并不仅限于中国人留学外国的

历史。实际上，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留学已

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运动。从 1815

年到 1914 年的一百年间，约有一万名美国人

赴德国留学，他们将德国大学先进的思想和制

度移植到新大陆，为美国高等教育最终跻身于

世界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②从东亚赴欧美留

学的历史看，早在 1862 年日本幕府就派遣留

学生前往荷兰，而中国则到 1872 年才由容闳

组织了第一批留美幼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留学生，只

留学史研究范式的评价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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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留学运动中的一个个案而已。时代的进

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研究范式不相符的新学

说，从而使一种标准形态发生动摇，最终形成

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国留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是时代思想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本文

拟以《精神史》为出发点，对近一个世纪以来

的中国留学史研究进行梳理，从而揭示其研究

范式转换的过程及意义。

中国留学史研究的意义

1927 年教育学家舒新城出版了著名的《近

代中国留学史》一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有

关留学问题的专著，它奠定了中国留学史研究

的根基。书中叙述的时间跨度为从清同治九年

（1870）到民国十五年（1926），举凡这半个多

世纪有关中国留学种种，包括留学创议、制度

设计、章程规范，以及中国学生赴欧美日本等

国留学人数、所学科目、留学管理、留学思想

之变迁等方面，都有涉及。

晚清留学创议之后，有关留学运动的争论

始终不断。③进入民国，有关留学的讨论更是

如火如荼。胡适于 1912 年发表《非留学篇》，

指出了当时中国出洋留学的四大弊端 ：“留学

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

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④“留学

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原因，对于面对“数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胡适

一代青年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清末民

初出国留学的仁人志士大多选择军备、西政、

西艺、西学等科目。⑤但今天看来，留学是永

远也不会终止的，特别是世界已经逐渐一体化

的当代，各种文化间的同步性和相互依赖愈来

愈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更不会停止

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互动，因为每种文明体系

的进步总离不开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美

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甚

至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

动力”⑥。留学自始至终承担着促进各国、各

地区沟通与共同进步的使命，是人类文明传播

的重要依托。它通过教育帮助不同地域、不同

种族的人群实现了相互沟通。20 世纪 70 年代

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依

靠国外的各种奖学金和基金。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家资助的不断增加，由中国政府和民间

支持的奖学金留学生的比重不断上升。今天不

只是中国学子负笈国外，也有大量得到中国政

府支持的海外学生到中国来留学，逐渐形成真

正的互动。

留学生这一群体，在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中，

有过巨大的贡献，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中

坚力量。正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留学

运动，使得中国文化在近代改变了发展方向。

而舒新城也认为 ：“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

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

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工业上之机械制

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

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⑦在中国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留学生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

留学回来的人士，承担了传播新文化的媒介作

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毛泽东也指出 ：“那

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

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

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

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

方。”⑧直接接触异质文化使他们获得了现代

意识，并且成为西方文明的载体，带动了整个

知识阶层的转型。他们的存在使中国真正拥有

了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们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

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教育的师资力量，加速了

中国教育从私塾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从革命思

潮的传播到社会、自然科学的引进，乃至语

言文字的改革，都涵盖其中。英格尔斯（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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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eles）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

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

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

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⑨。并且，个人现代

化还构成了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追求经济发

展，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

放，因此个人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最有价值的

目标。作为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环，留学运动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中

国文化甚至也因此改变了行进的方向，变换了

形态和性质。实际上，留学生已经成为影响近

代中国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反映了中国

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

逐步深入。

留学史与跨文化研究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实践活动，留学是与异

域的相遇，是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相遇。

留学行为导致异质文化间在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交流碰撞，有时甚至

会产生极端的社会变迁。留学之所以重要，首

先在于它超越了本土的视野，用另外一种眼光

来看待世界。其次，对于留学生来讲，同样的

学科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他们对

于思想、人物、时间和方法有着与本土学生完

全不同的脉络。回到中国后，他们存在一个对

所学知识的“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过程。

留学同时又是一种时空过程。时间的维度

体现在，留学过程中常常会让人进入未来的场

景，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时间与所到处的当下

时间及其所预感到的未来交织在一起。而空间

的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更包含人文环

境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从一种空间向另外一

种空间的延伸，使留学生们的眼界得到了拓展。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特殊现象，也常常使得留

学生个人的漂泊体验与国家的苦难遥相呼应，

有着与母体文化难以割舍的血脉关系。留学生

的留学所在国、学科等背景及其留学经历本身，

都会对其后来的政治和社会行为产生深刻的影

响。因此，这批人的身份认同必然要放在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

除了书本上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

研究方法之外，随着在异域遇到越来越多“匪

夷所思”的新事物，留学者会产生自我归属的

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

的身份认同及文化身份进行反思，因此往往会

引发一些深刻的洞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留学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

在国外生活、读书，向国内传播前沿的思想文

化与科学知识，很多学科也正是通过留学生的

引进才在中国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他们也向

所在国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并让更多人

了解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在这些领域发挥了

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崭新的知识结构以

及对现代文明的深入观察和切身感受所带来的

思想观念的改变，使他们身上呈现出传统与现

代的相互交织。留学生的本土意识也正是在融

入世界潮流的时刻得以凸显。

例如，对中国人来讲，《精神史》反映出

第一代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挣扎、反抗

以及对于中国前途的忧虑。而对日本人来讲，

该书同样富有意义。《精神史》获得了日本大

佛次郎奖——这是日本非小说文艺类作品的最

高成就奖，因为“该书阐述了中国留学生与日

本人接触的方式等问题，触发了日本人对自身

制度与文化的反思”⑩。《精神史》之所以在日

本多次再版并获奖，正如评委所指出的 ：“看

了严氏之书才明白，我们日本人的丑陋和傲慢，

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⑪因此，在很多

日本知识分子看来，《精神史》是他们反思日

本国民性的很重要的反面教材。

谈到国民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谈一下中

国第一代留日学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即他们

去日本留学实际上并不仅仅为学习日本文化。

我们来看实藤惠秀的说法 ：“读者诸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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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中国留学生来日本，是出于仰慕日本文化

的精粹。其实他们是为了学习西洋文化才来日

本的。……并且来了是要迅速掌握简单实用的

西洋学。所以为了钻研西洋文化，应该结束日

本留学之后，再去西洋留学，这在当时已成为

常识。”⑫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者，正如实藤

所指出的，他们所热衷的并非日本文化，而是

经过日本消化了的西洋文明。通过日本来间接

吸收西洋文明，这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著名法

学家沈家本指出 ：“日本之游学欧洲者，大多

学成始往，又先以通其文字，故能诵其书册，

穷其学说，辨其流派，会其渊源。迨至归国之

后，出其所得者，转相教授，研究之力，不少

懈怠。是以名流辈出，著述日富。”⑬沈家本的

观察是准确的，经过日本留学西方者之努力，

西洋文化的精华已被日本吸收，取法日本是中

国富强的便利渠道。可见，留学生所涉及的知

识与文化绝不仅仅局限于所在国，留日的学生

就在日本接触到了大量输入到那里的欧洲知识

以及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而近代世界的民族

国家观念，正是通过这一批留学生译介到中国

的。曾经在日本留学七年之久的鲁迅一生都致

力于“国民性”的分析与批判。顾彬（Wolfgang 

Kubin）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举例指出，

日本学者首先通过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的“Nationalgeist”（ 民 族 精

神）认识到民族性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把这

个词翻译成汉字“国民性”（kokuminsei）。⑭

这是后来鲁迅和其他第一批留日学生开始反

思中国人“国民性”的开端，在鲁迅将该词

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才逐渐形成了学界对中

国“国民性”的反思。其实在德文语境下，所

谓“Nationalgeist”（后普遍使用“Volksgeist”）

与“国民性”并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误译。

“Volksgeist”一词是与“Zeitgeist”（时代精神）

或“Weltgeist”（世界精神）相类似的概念，

意味着同一民族的人有着共同的情感。赫尔德

时代的“Nationalgeist”更强调的是“国家精

神”，而并非所谓“民族精神”。1800 年以后，

欧洲才开始真正有所谓的“Volk”（人民、民族）

思想的出现。但“Nationalgeist”到了日本之后，

成为“国民性”，并首先引发了日本知识分子

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之后又通过留日学生在中

文世界产生了空前反响。鲁迅一代的留日学生

涉及到多种文化，正体现所谓的“interkulture”

（文化间、跨文化）。由此可见，留学史的研究

往往关乎两种以上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跨

文化研究。

“精神史”及其研究方法

实际上，东亚知识的生成、交流、互动的

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一

个影响另一个的单向过程。从唐代开始，东亚

知识的流动，基本上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史 ：

从 7 世纪开始，日本留学生便从海路负笈中国，

一直到镰仓时代（12— 14 世纪），来中国留学

的日本佛教僧侣络绎不绝。而日本近代以后加

强了对西方文化的摄取，从而促进日本成为了

一个近代国家。所以，近代中国留学生到日本

之后所接触到的是一个“一半是异域”的近代

社会形态。⑮也即当时日本与晚清中国的社会

形态是不一样的，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比较成功。

1896 年，清朝首次向日本派遣了 13 名留学生，

两年后，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帝国大

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上田万年撰文指出 ：“中

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

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

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

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

改革制度，登用人才，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

业。今日清朝派遣留学生来我国，最先虽或因

我公使领事劝诱所致、然实亦气运所使然……

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

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

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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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派遣留学生是千

疮百孔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捷径”。因此，

近代以后，日本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日本著

名诗人、评论家大町桂月（1869— 1925）指出 ：

“（中国）近年派遣学生来向昔日的弟子问道求

益”⑰，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从中国

的角度来看，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包含着“汉

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

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

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

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

变迁”⑱。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看，这不仅是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还涉及到西

方的历史和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留

学史是典型的“Entangled history”（相互纠缠

的历史）。

严安生的《精神史》这部专著 1991 年在

岩波书店出版时的日文书名是《日本留学精神

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这里有两个

重要的关键词 ：“留学”和“精神史”。我们先

来看看“留学”。尽管在《旧唐书·东夷传·日

本》中就出现了“留学生”一词 ：“贞元二十年，

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

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 ：‘前件学

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⑲ 

但近代以来中文语境下使用的“留学”、“留学

生”，是对日语的借词。日本江户时代产生的“兰

学”（蘭学 Rangaku，らんがく），是一种通过

与长崎出岛的荷兰人交流、由日本人发展而成

的学问。18 世纪中叶所谓的“留学”，就是指

去长崎学荷兰语。而到明治前后，去欧洲学习

开始被称作“留学”了。在中文语境下，“留学”

所指的则是晚清同治以来开始的中国人到欧美

和日本等国接受各类教育的活动。

第二个关键词是严安生的书名中所用到

的“ 精 神 史 ”。 日 文 中“ 精 神 史 ” 的 概 念，

当 然 是 从 德 文“Geistesgeschichte” 翻 译 而

来的，译作“精神史”或者“文化史”，有

时 也 翻 译 成“ 心 灵 史 ”。 如 果 我 们 要 理 解

“Geistesgeschichte” 一 词 的 确 切 含 义， 首 先

要知道“Geisteswissenschaft”（精神科学）是

什么。“精神科学”最早于 1787 年出现在一

本匿名的小册子《哪些人是启蒙思想家？》

（Wer sind die Aufklärer?）中，主要用来界定

精神学科与神学的区别。⑳后来一直作为“哲

学 ”（Philosophie） 或“ 道 德 哲 学 ”（moral 

philosophy）或“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

的代名词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科学”

的精确定义是通过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 1911）的《精神科学导论》实现的。㉑

狄尔泰认为，人文现象只能通过内在的体验和

同情来予以把握，而这已经超出自然科学方法

的范畴，进入了精神领域。㉒狄尔泰在这一观

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精神科

学”的概念。实际上，“精神科学”与今天的“社

会科学”大致相当（但意义上更偏重“人文科

学”/sciences humaines），囊括除“自然科学”

以外的所有学科——神学、法学、哲学、人文

各学科。而“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所

强调的更多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狄尔泰看来，

自然科学一般使用因果律，通常用特殊的概念

来解释世界，而精神科学却试图通过整体与局

部、内在印象与外在表达以及精神观念发展来

理解其意义。㉓因此，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也为

很多专门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

如果在中文网络“百度”检索“精神史”

这个词，得到的几乎全是有关“精神病”或

“精神病史”的内容。而在德文维基百科上，

“Geistesgeschichte”一词除了德文之外，还显

示有英文和日文的解释，其他语言的则没有。

但这并不代表这个词在其他语言中不重要，只

表明其他语言没有接受德文的这一概念。而

在日文网站上，有关“精神史”的图书比比皆

是。严安生曾专门提到，他在东京大学比较文

学研究所的时候，由于受到日本学者在比较文

化论方面的影响，特别关注鹤见俊辅（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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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所倡导的日本精神史。实际上“精神史”

这个词在日文里使用非常多。日文的“精神史”

概念涉及诸如思想变迁、理念转变等观念，此

外也与“知性史”“概念史”等相关。因此，

它是与人类精神发展、思想变迁有关的历史。

但在中文里，如果我们依然称其为“精神史”

是不妥的，因为这个“词化”了的现象并不构

成一个中文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中文世界讲

这本书，一定要从“精神史”这个关键词入手。

中国留学史研究面临的
问题与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史的研究得到了蓬勃

发展，包括南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在内的国

内几家高校都相继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珠

海也即将建立中国留学博物馆。但几十年来的

学术成果往往是关于国家留学政策、留学生们

留学前的生平以及从海外归来后的贡献和影

响，而对留学群体影响重大的在异质文化中知

识生成的情况，则常常付诸阙如或一笔带过。

留学绝非仅仅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特

有的现象，也不仅仅是所谓落后国家到先进国

家的“镀金”活动，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它

是全球化以来知识迁移的必然结果。全球史研

究强调去中心主义、强调互动，使我们获得另

外一种看待留学史的方式。1886— 1887 学年

在德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数为 1749 人，其

中 306 人来自新大陆的美国，超过当时德国的

邻国瑞士（293 人）、奥地利（288 人），以及

俄国（287 人）和英国（119 人），占所有外国

留学生的比例最高。㉔在留学史的研究中，应

当充分重视这种全球性的互动史。

同时，留学史研究是跨学科的，需要不同

专业、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参与。留学史涉及到

近现代以来的大部分学科，并且正是由于留学

生的努力，才使很多现代学科在中国得以建立。

即便我们仅仅从事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也需

要各个学科学者们的支持才可能深入。

从各个方面来讲，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留学

运动，基本上没有去除掉“病灶”心态，因

此，这是一种将西学新知与救国自强相结合的

“政治留学”。留学生们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促进传统社会进行政治和文化的近代转型。因

此，对这样一个人群的研究，也无法仅仅局

限在知识迁移的范围之中。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在谈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 1834） 的 名 言“ 我 们

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时

认为 ：“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活动看成对某个创

造所进行的重构（den rekonstruktiven Vollzug 

einer Produktion）。这种重构必然使许多原作

者尚未能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㉕对历史的

重构当然意味着超越原来的历史，对于很多历

史文本的解读，都是当时的作者所没能想到的。

对待历史的言说方式，首先应当尽可能地还原

一个历史语境，置身其中接近与理解历史中的

人物和思想。这样一个历史语境的营造需要从

具体的文献和时代背景出发，如此方能理解和

体会这些曾经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留

学生们的精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

知识的理论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后殖民主

义、后结构主义一直到知识史的社会学和文

化学的转向。知识并非真理的反映，权力关

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几十年来，在理论

方面的建构，使得我们对于知识在政治、社

会以及文化上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

们不断用怀疑和质疑的眼光来审视知识和权

力的关系。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建构的所谓

现代知识体系，亦即现代与传统知识、外来

与本土知识的对立，这种“二元对立”越来

越多地为当代学者所超越。研究者需要超越

对于知识本身的研究，甄别不同政治、社会

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究竟是如何参与知识

的产生及传播的。



思　　想   二 O 一九年  第四期

139Apr.   2019

知识的迁移并非一个国家主动传播、另

一个国家完全被动接受的过程。知识的传播

从来都不是以一种静态方式进行的，而是文

化间不断碰撞、融合和调试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知识传播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

对知识的接纳或排斥深深根植于接受者的社

会和文化背景，接受方需要采取更适当的方

式去重新理解和建构知识形成的模式，正是

他们构成了知识的传播网络。19 世纪末以来

的中国留学生全面参与了知识迁移与转变的

工作，这绝非以往所认为的仅仅将“西方”

或“欧洲”的知识转移到中国或东亚那么简单。

我们理应在一个动态的知识迁移与互动的网

络中考察中国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以

互动者互为主体的方式考察留学生的历史价

值。中国留学史的研究本身应当放在一个全

球互动的场域中予以展开，同时这一研究也

是全球性的，应当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就。

而在全球知识迁移的大框架下所进行的中国

留学史研究，势必大大丰富全球史的学科内

涵。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作为全球史

一部分的留学史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

文献资料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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