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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迈入大正时期（1912— 1926），日

本崇拜欧美之风益盛，不断加强欧美留学举措。

然而中国毕竟与日本有着莫大利害关系，大正

时期涵盖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局不稳以及 1914

年日本出兵青岛、翌年提出二十一条这些中日

关系极为险恶的阶段，培养通晓汉语的外交军

事人才迫在眉睫，故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增派

留学生。派遣的部门除陆军省、外务省、文部

省、海军省、大藏省和农商务省，还有银行机构、

各县和民间团体等。留学地点主要是日本驻华

公使馆、领事馆内，主要通过雇佣私人教师完

留学场域内的感情与逻辑

成汉语学习。就留学目的而言，大体可归结为

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调查。从 19 世纪 70 年代

到二战结束长达 80 年左右的时段内，日本赴

华留学生在不同阶段所从事的中国国情调查与

当时日本的扩张目的紧密关联，故中国方面往

往将这类从事国情调查和侦探的留学生目为间

谍，遭审查乃至逮捕者不在少数。

不过回溯历史，尽管留学生的知识生产与

日本扩张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我们仍然有必

要打破“日本在华留学生＝间谍”这一成见，

注意到日本在华留学生的知识生产并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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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侵略”所能简单概括，其留学行为仍然

是“过渡舟楫”，起到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和

互信的作用。其中尤以留学前即打下汉学功底

的学问留学生为著。学问留学生在其青少年时

代接受了程度不一的汉学教育，他们来到中国，

采取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养成

了各自的问学风格。进入中日战争时期，他们

的学问呈现出深度理解中国的特质，但同时又

难以摆脱帝国主义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作为

异质文化中间人，在留下大量有关中国研究著

作的同时，他们难免会遭遇与己方的、他者的

碰撞、冲突、伤害等情感体验，而这些情感体

验又包孕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中，因而他

们的情感、心灵史具有了历史化的价值。本文

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日冲突的大时

代为背景，探讨这批学问留学生的情感结构及

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以及他们的问学特点对

参与塑造当代中日关系的意义。

从明治到昭和：浪人留学生与
学问留学生

仔细检视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 ：近代

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一书中所述 20 世纪前后

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情感冲撞的场所，我们发

现，除了极富象征意义的靖国神社和博览会上

的人类馆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课堂、食堂、澡

堂、宿舍这类学习生活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部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精神史成了生活史的镜

像，物质的贫困和乡党意识制约了中国留学生

的活动半径和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让他们完全

没有余裕进行田野调查 ；同时也可看出，甲午

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歧视渗透到各个阶层，

日本人特别是跟中国留学生接触的日本底层百

姓在表达对留日群体的歧视时直接而无愧意，

“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人，也是十分特殊的”①。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人留学生群体主要是

应日清贸易研究所之招赴华，两国留学生的赞

助方、肩负使命、行为举止以及与当地人的相

处模式截然不同。脱去留学和学问色彩的日本

浪人在京沪等地走私、贩卖鸦片、殴打中国人，

以致他们长期活动的区域华人因之绝迹。而在

二战结束后七十多年的当下，中国影视剧中日

本浪人被严重类型化，表明了中国人情感上挥

之不去的阴影。内藤湖南对日本派遣这样的浪

人留学生亦表示不满，他认为 ：“派往中国的

留学生，应该选择国人中沉稳近于因循的人，

少派英气过锐的人。这样，让他们慢慢地从根

本上研究政治、经济等一切情况，以备他日临

机应变的实用。”②

大正以后，留华的日本学生则体现出如下

特点 ：规模小 ；赴华前已经学过汉语、接触过

中国学 ；留学场域内接触的是近代中国最好的

学问家 ；并不安分于课堂，将更多的精力花在

田野调查上，如访书、文献调查、地理和考古

考察，其中表现出的领先的学术视野和高超的

鉴赏力，让人心生敬畏。关于留华学生的访书，

内藤湖南曾道明原因 ：“至于学术调查，最近

文部省要派一两个留学生到中国，这如果说是

进步也未必不可。但是中国的学术，没有一个

像欧洲各大学那样的对一般的学生讲某学科的

全面的知识、介绍最新学说的组织。所以作为

留学生到那里的人，会苦于茫然不得研究的途

径……在中国，义理的发明尽于宋明，考证的

精致穷于乾隆。所以他们的学者除了这两条，

又开拓了以纬书、佛书为参考研究经义的学风，

另外还开拓了史学校勘之学这样的新途径来发

挥智慧。至于金石（不是矿物学）、小学（不

是《小学近思录》的‘小学’）之类，实在是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密”，但由于日本的汉学

风气守旧，且对中国百年来的学术风气不够了

解，故“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诧异于今天难

得调查的途径呢？……对中国学术的调查应该

以搜集资料为主”。③可以说，近代日本学问留

学生的中国访书史，就是一部中国古籍外流日

本史，其中琉璃厂是书籍外流的一个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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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国古籍多随海舶远去，国内失传者反

而能在日本觅得。

民国以来中日关系险恶，排日、抗日运动

不断。中国的排日运动为日本提供了武力入侵

的口实，也让前来留学的日本人内心充满恐

惧。不过真正到了排日现场，日本留学生却并

没有感受到针对个人的不友好。20 世纪 20 年

代末先后到北京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就

深有体会，尤其是吉川幸次郎，他深情地回忆 ：

“这一留学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对我的

人格形成最有影响的时代。铭刻在心的，主要

是从中国学者那儿感受到的学术氛围。”④北

京留学时期被视为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虽然

受九·一八事变后时局的影响，北京的日本留

学生一时感到与中国人往来及自由学习受到限

制，但是到 1933 年中国方面对日情绪已得到

缓和，而且个体留学生在情感上并无受伤体验。

两位北平国学院的日本留学生在与日本警察的

谈话中说 ：“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报

纸多报道中国排日甚盛，日本人深感不安，但

我等在支居住者并未感到此种不安。学生中虽

有参与排日运动者，但一般人的排日思想并不

多。……报纸等关于支那问题的记述不免过于

夸大，但这也是政策上不得已之举。实际在支

居住者感受不到不了解情况的人所想象的那样

危险。”⑤用周作人的话说，中国的排日运动“只

是排斥侵略的日本 ：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

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

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

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

被排，也不必留意”⑥。周氏的这番阶级论反

映了中国人普遍的对日观，一直延续至今，影

响着中国对日政策的制订。

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等民

国留华学生继承京都学派开创者内藤湖南、狩

野直喜一代经验实证之风，认为必须到中国现

场，行往坐卧间必须中国化，并且以与中国人

相同的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这就

是京都学派的特色，它也是对具有强烈民族主

义特色的江户汉学的反动。在中日战争年代，

他们的学术见解得以摆脱时流。以吉川幸次郎

为例。在亚洲主义话语“同文同种”之说甚嚣

尘上时，吉川多次撰文指责这一说法，强调“同

文”是谬见。要认识中国，必须突破“言”这

一关 ；要理解中国，不仅要在思维上靠近中国

人，在情感体验上也要努力靠近中国人 ；主张

打破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截然分裂观，整体把

握中国。⑦仓石武四郎在 1942 年的《燕京大

学落成式》一文中，也提醒日本人思考中国问

题和承担责任时，要进行诸多反省。⑧这一批

学问留学生后来成长为汉学家的中坚力量，在

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的 20 世纪 50— 70 年代，

通过学术外交发挥影响力。

从“支那”即“中日国交之癌”
谈实藤惠秀的转变

在中日留学场域内，不对等的双方在文化

接触地带碰撞冲突，给弱势方留下精神伤痕的

同时，构成了心灵史的重要一环。近代外交史

上，恐怕罕有一个词如“支那”般引发了长达

几十年的争讼，并被一方写到外交文书中向另

一方抗议。1930 年 5 月，中华民国政府决议 ：

今后与日本的往还公文中，若有使用“支那”

字样者，概不接收。一番热议之后，1930 年

10 月 31 日，日本内阁在其定例阁议中正式通

过，不再使用“支那”一词。然而九·一八事

变后不久，“中国”“中华民国”的称呼又从日

本报刊上消失了，从官报、最有影响力的报刊

到普通报刊，又是满篇“支那”，以至于日后“支

那”被称为“中日国交之癌”。1941 年 1 月 11 日，

有高层人士为会员的日本尚友会通过一个决议

案称 ：“自即日起，本会会员中，对中国及中

国人之称呼，应以‘中国’及‘中国人’为准 ；

而‘支那’及‘支那人’则在绝对禁止之列。”

不久大政翼赞会东亚局亦以此为依据，提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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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支那”主张，但其后仍有日本人持续使用，

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支那”才渐渐成为死语。

治中日文化关系和中国留学生史的实藤

惠秀针对“支那”写过一番词源考，发表在

1944 年北京《日本研究》杂志上。意味深长

的是，1979 年，实藤惠秀又写了一篇有关“支

那”词源考的论文，发表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

国的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上。二者的区

别在于 ：从材料的使用上看，前者更侧重从中

国文献来追溯“支那”的词源，意在说明该称

谓中国古已有之 ；后者更多追溯了日文资料里

的“支那”词源，除反映日本的中国观的变迁，

也呈现出近代以来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野心。

从态度上看，前者在考证的同时，时不时地夹

杂着作者立场鲜明的评论。如指出中国文献一

直在使用“支那”，“要求日本人不要称中国为

‘支那’，实在是完全不顾本国的历史，自己打

自己嘴巴，可谓荒唐之至”，“显然是中国不对，

所以使日本左右为难”，“我想日本正对新政府

加以莫大的援助，对于这个国号问题，也希望

示以雅量，而早日解消此亲善之癌”。实藤还

以警告的口吻说 ：“我想再说一遍 ：中国人被

呼为‘支那’，没有发怒的理由，日本人也不

要认为‘中国’是尊敬语。”⑨实藤在文末认

为，最终解决这个词所带来的纠葛，“要等到

双方深刻理解和东亚共荣圈确立以后才能实现

吧”。这里他不认为“支那”与“中国”有什

么差别，这篇论文的题目干脆就叫《支那＝中

国》。而在后一文中，实藤提及自己 1940 年的

专著《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题目中的“中国”

被出版社要求改成“支那”，以免销路受影响 ；

同时他说自己从那之后几次劝日本人改用“中

国”，不要再用“支那”，显然有事后向中国示

好之意。

实藤的两篇“支那”词源考论文至今都是

相关研究绕不过去的基石。不过实证研究再严

谨，也无法遮蔽“支那”一词在当时所形成的

一种具有高度目的论意义的意识形态环境及其

时代精神意向。在日华侨和留学生体会到 ：不

少日本人，尤其是下流阶级和儿童，他们在使

用“支那人”的时候，后面往往跟一句“马鹿

野狼”，而“马鹿野狼”是日本骂人语中最厉

害的，让他们感到无法忍受的侮辱。⑩而据一

位有良知的日本人描述，“除了在‘支那’、‘支

那人’等言辞中含有轻侮之感情外，有时更以

下列诸种使发生更重大不良印象之言辞呼之 ：

如‘南京’（南京虫，南京豆等），‘清国奴’‘清’

（此一字作拖有辫子之解，侮辱华人也），‘清、

清坊主’（清之意义如上述，坊主者沪谚贼秃

也）。此等言辞之中，更露骨表现其轻侮之态

度 ；……一般民众姑勿论，即连知识阶级，乃

至于官宪，亦有此倾向”，所以作者认为应该

理解在日中国留学生对此类称呼所产生的极端

厌恶之心理，而呼吁废止使用“支那”一词，“舍

弃过去所抱之优越感心，而以平等待中华民国

之人”。⑪

可见，有关“支那”的纠葛，“非为道理

之事，而为感情用事”⑫。追溯实藤惠秀的经

历，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1928 年，任教

于早稻田高等学院的实藤搬入中国留学生聚居

的目黑区大冈山，与中国留学生互教互学，即

所谓的“内地留学”。实藤描述战前“日本一

般人仇视‘支那’，在他们为每一次胜利而欣

喜若狂的时刻，我自己却仿佛身陷敌阵，像挨

了打似的感到痛苦和恐惧”。1937 年 12 月之后，

实藤在日记里把凡是写“我”的地方都改为

“他”，担心日记曝光、生命受到威胁。校园的

战时色彩愈发浓厚，他不敢在课堂上说“中国”

而必须说“支那”，否则学生就在黑板上写满

“中国中国中国……”来讽刺他这个老师。实

藤在痛苦和恐惧中逐渐开始认同并追随权威言

论，并且为自己的转变寻找合理化依据。1938

年 9 月实藤赴北京留学，足迹遍及天津、南京、

上海、厦门、广东、香港等地。他认为中国人

强行要求日本人称自己为“中国”的做法是“小

儿幼稚病”。在分析留日中国学生何以反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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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藤除轻描淡写地提及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不

亲切以外，认为“还有一种更深的原因，即为

中国留学生在未往日本之前，已有一种轻蔑日

本文化的观念”⑬。

民国时期，随着日本对中国歧视的加深，

日本人在使用“支那”一词时也毫不掩饰其蔑

视，因而超出了在日中国留学生所能接受的尺

度，对其造成了深重的精神伤害。实藤惠秀对

中国人留学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表现出

对史料的把握能力。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他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出现模糊、怀疑、动摇和

附会，经由事件和情绪的累积，在思想上发生

改变，最后类似枵腹从公的文人，开始不断淡

化自己因“支那”曾经受到的精神冲击，逐渐

脱离与中国的连带关系，故意遮盖“支那”一

词所包含的时代情绪，误读“支那”的词源流

变问题和中日矛盾的真正原因，对战时中国的

时代精神表现出无知与傲慢。

东亚连带感的分裂、夯实与启示

通过对留学场域内的情感与精神史的分

析，将其与时代症候、历史结构进行对照，也

可对未来东亚区域秩序的建立有所启示。北平

沦陷时期，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兴亚院

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武田熙（1900—

1996）。武田熙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回日

本担任国士馆专科学校教授，后来作为外务省

文化事业部派遣的研究员再次来到北平，任期

结束后保留国士馆教授身份进入北平的日本陆

军机关。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让北平免遭屠

城，武田熙通过各种方式极尽斡旋之力⑭，不

过在战后中国人的叙述中，有学者说他“为

日军侵占北平立了大功”⑮ ；魏建功描述，北

平沦陷后，“文化特务武田熙向北平各学校发

到怀仁堂开会的通函，做收编工作”⑯，周作

人 1938 年 2 月 9 日出席的“更生中国文化建

设座谈会”被学界认为是坐实他与日本合作的

事件，据木山英雄分析，出面邀请周氏的就是

武田熙。⑰而在罹经战乱的历史学者邓梅羹眼

中，担任治安维持会总顾问的武田熙模样很凶

狠。⑱武田熙司掌沦陷时期北平的文化教育和

宗教，故在收编文化人、“振兴”中国教育等

方面用力颇勤。武田帮助日本占领下的伪政权

制定“国歌”⑲，为“中国进行曲”《在五色旗

下》作词，并收入中国学校音乐教材 ；在教育

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秩序不良，国民思想分

歧万端，负治教之责者以荣显为目的，而要推

动中华民族脱离迷途，必须摒弃对英美之仿效，

走向自救自拔共存共荣之路，即日本主导的亚

细亚路线。⑳日本是成功回应西方挑战的东方

国家典范，却反对中国学习英美而要求其接受

日本的提携，这在逻辑上本来就不通。“自救

自拔”又要接受日本指导，更是互相矛盾。不

过两国交战时期，“东亚连带论”可以多少舒

缓日本与中国知识人之间的对峙关系。

桥川时雄（1894— 1982）则可以说是一

个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建立与中国的“东亚连

带”的汉学家。他“最先到中国的动机之一是

对亚洲主义的感情，而桥川这份情感始终都没

有改变”㉑。他于 1918 年 3 月下旬到北京，5

月成为北京大学的听讲生。1922— 1927 年间

任职《顺天时报》，1927 年 4 月创办中日双语

杂志《文字同盟》，同年 10 月进入东方事业文

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是日

本实施“对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主要利用

庚子赔款开展对华文化工作。从初衷和本质上

讲，说它是日本侵华的文化帮凶并不为过。嘴

上喊着要通过文化合作加强东亚连带感，现实

中日方却于 1928 年 5 月制造了济南惨案，这

导致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集体退出，此后以桥川

时雄为支柱的委员会就成了日方的独角戏。他

们大量搜购中国稀有典籍，编写中国文化界人

物年鉴，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并且负责为

留华日本学生提供帮助，同时也起着对后者的

监视作用。从 1928 年留学的仓石武四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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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留华学生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桥川时雄

的影子。日方的“文化提携”因日本战败而结

束，委员会被中方接收之后，其设施为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利用，五十多万册文献

资料收藏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使文献

中心成为国内研究型专业图书馆中古籍藏量最

大者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971 年由台北商

务印书馆印行。日本帝国的学者以不同方式在

战后的东亚转化。回头来看当年的文化特务武

田熙，他所著的《支那文献解题与方法》《支

那学概论》《华北宗教年鉴》《华北古物综录》

《通背拳法》等，都成为了解日本侵华前后汉

学、华北宗教、考古和武术的重要文献，可

惜他的“特务”面目太过清晰，以至于后世

忽视其文化贡献。显然，我们无法把这些学

术成就也视作日本殖民侵略的负面遗产而全

部丢弃。

“大亚洲主义”“共存共荣”“联亚拒欧”“东

亚连带”等口号，是日本正当化殖民侵略的理

论依据，但是对于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以及

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日本人无意去消解。桥川

时雄和武田熙等人在配合国策构筑“东亚连带

论”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事业反而具有了超越

时代的价值。桥川时雄“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

堪称现代第一人”。就连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沈兼

士也在 1946 年 4 月 13 日的临别赠诗中，将他

们的情谊与唐时的晁衡与李白、摩诘之情谊相

提并论，说“晁衡归帆贱春日，太白摩诘同泪眷”，

期盼“只愿来年兵气消，吾侪无事长相见”。㉒

虽然东亚论因其在历史上臭名昭著而难以在中

国的思想空间中找到位置，但桥川时雄的生命

历程却给东亚论述的建构带来了某种启示 ：唯

有抛弃大国的指导意识，从事纯粹的思想文化

建设和文化学术交流，方可“无事长相见”。

留学场域内情感历史化的价值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其后近代化的迅

速完成，得益于对西学的汲取，而汲取西学的

途径之一就是派遣留学生。相较之下，随着在

东亚扩张的不断胜利，日本对中国的歧视和侵

略野心也在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派

遣留学生，其目的是迅速培养通晓中国政治军

事的人才为殖民扩张服务。早期赴上海的日清

贸易研究所留学生到处惹事生非，充当日本侵

略扩张的先锋角色。此后的大正时期、昭和早

期，日本派遣赴华留学生大体不脱其殖民扩张

的国策。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重构留学场域内的历史

事实，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将心灵或情感

进行历史化的脉络梳理。情感是否应该、又如

何镶嵌到历史叙述的框架中？不对等的双方在

文化接触地带相互碰撞、冲突，其中弱势的一

方屡遭伤害，不是偶发、瞬间，而是频频发生，

于是就留下了一次次精神伤痕。这时情感就历

史化了。实藤惠秀在日本多次见证了留日中国

学生的精神创伤，但他于战时考察“支那”一

词词源时，却剔除了其中的情绪、情感因素，

仅保留冰冷的“实证研究”，如此则无法完整

地呈现时代的症候与结构。他本人从战前到战

中的转变，是在言论和精神不自由的状况下发

生的，从最初对时代氛围的抗拒到不断内化，

最后完全被时代情绪的权力关系所规训。他对

中国人的情感、对中日关系的认知迅速向权力

一方靠拢却浑然不觉，以至于让我们感到其间

情感如此跳跃。从根本上说，如丸山真男所揭

示的，天皇制利用“忠孝”观念剥夺了个体的

自由，并且引导大众把不满转化成对特定的国

内外替罪羊的憎恶上。㉓实藤惠秀留下的大量

战时精神史叙述就是明证。他将战时精神史公

之于世，并且重写“支那”词源考，进行了

极为痛切的反省，让我们在充满欺瞒的“一

亿总忏悔”潮流中感受到了责任主体的具体

人格。

桥川时雄的官方身份则与他的事业出现了

分离现象，这种分离中所彰显的文化和学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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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提示了当下重构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仓石武

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在留学时期，从行为举止到

身份都以内化为中国人而自豪，其因此所受的

创伤，都内化为对时局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战

时超越民族意识提出洞见，成为具有独立精神

的汉学家。这批日本学问留学生的精神史历程

表明 ：若要在当下推动东亚论述，必须摆脱包

办者、代言人的立场，寻找帝国秩序的替代方

案，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能够引起东亚各区域

共感的认同性的论述。

本文大致梳理留学场域内的情感与精神

史，一方面将情感、情绪、心灵史与时代症候、

历史结构进行对照与审视，方可描绘出完整

的图谱 ；另一方面，凸显具有主体责任感的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对战后日本关于昭和

史争论中泛化国民感情并剥离历史讨论中个

体的、情感的倾向的反拨，它关系战后日本

对战争责任的认知，也关系到未来东亚区域

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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