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郑孝胥（1860-1938）

随钦差李经方（1855-1934）东渡日本，初任驻日使

馆秘书，次年升东京领事，又旋调神户、大阪总领

事，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后随钦使归

国。后人称其“居东三年，与其国士大夫游，时值

明治维新以后，考究富强之术及变法次第至为详

审。”[1]《郑孝胥日记》中与日本的交游记录大都集

中在辛卯五月初渡日本至是年年底。郑孝胥次年

岁首归国，6月再渡日本，1893年 4月赴任神户理

事后公务繁忙，日常所记大都与事务相关，与当地

文人交流的记载相对减少。本文主要以《郑孝胥

日记》“辛卯东行记”至“甲午日记”（1891年 5月-

1894年8月）为考察对象，着重梳理郑孝胥驻日期

间的文化体验、诗文交往与异国心态。

1 日本之行与文化观察

辛卯 5月 29日，郑孝胥乘坐横滨丸号自上海

东阳公司码头出发，31日至长崎。日记中记载了

郑孝胥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晨，登船面，东向乱

山，耸秀异常。……约逾数千家，亦有洋楼，皆不

甚高。林木蓊蔚，形势逼似马江船厂。小舟往来，

操舟间有妇人，白足，围布㡓，胸前袒露，亦颇白

晰。”[2]这是对长崎港口山水、建筑与人物的外部描

绘，而在同时期写的《杂诗》其五中可见郑孝胥此

时的内在心境：“螺髻瑶簪倒碧空，长崎山色似闽

中。出门十日忽至此，归梦可怜千万重。”[3]诗歌前

两句与日记的陈述相对应，郑氏在长崎仿佛看到

家乡马江船厂的影子，故曰“长崎山色似闽中”。

“辛卯东行记”始于5月21日，至长崎正好十天，但

这短短日子已让郑孝胥有归国之思。次月5日郑

氏抵横滨登岸，数日后即经历了第一次文化冲

击。其 9日陪同李经方、林右丞和萨克博参观东

京的油画院，当时语言不通又初至日本的郑孝胥

如此记录当日见闻：

有数大厅事，悉挂画镜，约百许面，大小不

一，山水、人物、花草悉备，皆望之如生。所为夕

阳村坞、断港林薄，颓唐深窈，各极其妙。有数

狮子踞伏，赫然可畏，其吻爪皆浴血，怒嚼未息

也。又有二妇，长与人等，裸身角力，左以颐抵

右之乳，俯蹂而入，右以肩压左之项，迫使下屈，

臂手撑拒，不敢小缓，而努力之状尤在两股踝间

也。旁拥视者数人，神皆注焉。又一美妇行昏

翳间，草莽丛杂，意殊惊惶，为迷路也。又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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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月上，其光倒射波间，荡漾不定，中裁一道，四

望阒黑，一船摇来，船中数人方饮，灯光自窗间

出，亦下映水皆红也。多绝异者不可悉记。出，

复驰里许，有高阁正圆，亦买票而入。数转深

黑，皆以灯照之。拾级登视，中为圆台，周以回

栏，四望约百余里，山川纡折，前为炮台，有数百

人自外来袭，又数百人拒战且败，烟迷火起，枪

弹横飞，死伤载路，日色方午，其状凶惨，历历可

指。盖亦大画，张于四壁，上引天光，使人骇怖

如入其境。钦差曰：“此南北花旗之战也。”悚然

而下，登车遂返。

此场合算是郑孝胥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西洋

文化的一次亲密接触，上文前半所记述场景为参

观浅草公园附近的透视画馆（ヂオラマ館），下文

中引起郑孝胥骇然震惊的是流行于明治中叶的全

景画馆（panorama，パノラマ館亦称㡧畫馆）。此

种画馆大都以圆形或多角形的建筑为主体，内设

360度环绕的大幅油画，主题几乎都是表现重大战

争的场面，诸如南北战争、戊辰战争、日俄战争等

均是当时流行于日本的全景画主题。同一主题在

展览多年后甚至会依时局绘图以供民众观览体验

（甲午后多更换成相关的战争场景，诸如朝鲜战

争、威海卫战役、台湾基隆战役等）。

自 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将江户改名东京并

大力推行西化运动以来，东京经历了一系列的现

代化改造，基本成为亚洲西方文化的窗口。相比

甲午以后留学、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怀着创伤心

理与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情绪所感受到的帝都经

验，战前的郑孝胥对东京的记录更类似早期西方

旅行者或是人类学家的观察笔记。其震惊体验并

非指向理解他者或是体察自身，而更多是产生出

充满困惑与异国风情的行为主义式的描述[4]。在

面对差异性的文化经验之时，郑孝胥往往首先提

供一系列外部样态的记述，有时会在陈述过后借

他人之口给予简要说明。除了当场的观感，其极

少展现出个人探求与理解的旨趣。这在上述引文

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如“二妇裸身角力”之类的描

绘在画面主题与意义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困惑。

“南北花旗之战”（南北战争）的壁画一段更是以描

绘铺陈为主，若不由他人点明主题，更不可能知道

所观何物。作者停止于悚然可怖的表面印象之

上，对其中文化内因也似乎毫无求知的兴趣。

观览全景油画的经验在当时中国赴日文人的

记录中时而可见，如黄庆澄（1863-1904）《东游日

记》中便有一则相似的记载[5]。此处可以比较一下

同时期驻日的黎汝谦（1852-1909）对全景画馆的

描绘。黎氏在《日本东京油画记》中所参观的上野

“油画亭”应该就是郑孝胥日记中提及之地：

日本东京上野之地有油画亭焉。其亭圆

式，上盖蔚蓝琉璃瓦，周围绕以砖墙，上与檐际

约二丈许。其画悬于墙壁，长短横阔与墙周匝

……其画为亚美利加人所绘壬申、癸酉间南北

和众国战事……盖西人油画绘影绘声，山水、草

木、人物之远近皆有尺度。观草木墙壁之影可

知日影之高低、冕刻之早晚。至于火光烟影罔

不惟妙惟肖、大小各殊，千军万马中毫厘不爽，

其神妙真不可得而思议矣。此画成于美国名

家，日本国家每年以六万元赁之，特造此亭为悬

挂之所，俾国人观览，开智慧而师法之。其尽收

数十里之境，摹写战状局势恢阔。其笔痕亦不

若尺寸小幅之细致也，然亦近代地球有名之作，

故述而记之。[6]

在黎汝谦的描述中，对全景画馆的建筑样式、

室内布置、画作形态均作了交待，结尾更对画家的

来历、展览的缘由与意义做出了一番议论。其间

叙述的口气与用词也基本符合描述的对象，并且

也显示作者拥有所处时代的科学常识。更为特别

之处，黎汝谦已经意识到这些代表近代文明的物

质成就除却感官的惊骇之外更有着“开智慧而师

法之”的社会意义与功用，这与郑孝胥只留下浮光

掠影的描述并不相同。

与此上野全景画馆相关的另一处更为特殊的

对照，是萩原朔太郎（1886-1942）在散文诗集《宿

命》中的描绘。[7]萩原在文中回忆儿时参观全景画

馆时受到的心灵震撼。作者以抒情性的语调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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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黑暗狭窄的楼梯到达展厅的场景，在战争千

钧一发的动态与油画凝固静穆的气氛之间，萩原

体验到超越人类历史的静寂与孤独，以及经过遥

远回忆的距离所牵带出的不可思议的梦幻感。相

较于黎汝谦通过观览延伸的社会意义，萩原朔太

郎从战争风景中所获得的更多是柄谷行人所谓内

向度的自我[8]，此种心灵的现代性则要在五四一代

如鲁迅（1881-1936）、郁达夫（1896-1945）那里才产

生出来。对于晚清走向民国的知识精英而言，面

对近代社会的诸种沿革，他们有着特定一代回应

与整合历史危机的方法。相对而言，郑孝胥虽然

关心维新与变法，但这些内在关联的文化建制并

没有引起早年郑孝胥的足够关注。同年7月30日

参观上野动物园与标本博物院的经验也同样如

此。动物园、博物馆之类的机构均是日本明治维

新以后所发展的现代建制的一部分，郑孝胥对这些

文化成就本身也并未展现特别的思考，而是和普通

游客一样猎奇求异而已。其大致依旧停留在表层

差异意象的寻求中，如见“火鸡啖火，高三尺许，此

为异也”。而博物馆陈列标本古迹“目所未睹”“凡

大洋楼十许间，天下之物皆具焉”。这种体察方式

一直延续到驻日的最后一年，如1894年5月8日描

绘与友人观看英国歌舞剧的场景：“凡演三段，皆男

女狎嫟，杂以诙谐，与昆腔、杂剧相似，但有说白而

不唱曲耳。末又一女跳舞，二胡唱小曲，亦绝似昆

曲。”此处，以自身的文化资源来理解未见事物本不

足为奇，但这种“不求甚解”的体验与观察也一再

展现了晚清一代外交精英对待西方文化与风俗的

一种特有方式（深澤一幸，2006：36-37，48-49）。

2 诗文交流与评判

初至日本的郑孝胥担任李经方的书记官，帮

助处理一些日常文书，而很多时候李经方也会将

日本求字求文的琐事交由郑氏代笔。如1891年8

月12日“秋樵以蒲生重章所作《近世伟人传》稿本

来云：‘请代钦差作题词’”，是日即“代题蒲生子闇

《近世伟人传》第十编用黎公韵。”黎庶昌已为前集

题词，故此处称和韵。郑孝胥代李经方所题二诗

录于《近世伟人传》，题词页眉批云：“褧亭曰：辛卯

春，予赴李公使招饮于芝山红叶馆，始接凤眉酒间，

请赐拙著题词，公许之。至八月公遭母丧归国，乃

赠此诗而去，可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矣。”[9]可见

李经方 8月因母忧归国，故请郑孝胥代作。辛卯

年间代笔较多的记录是为日本人长冈护美（1842-

1906）。郑孝胥6月23日记作《长冈护美诗》二首，

25日和长冈护美诗一首，7月4日钦差以长冈护美

属题绫一幅代作诗，5日代作长冈护美诗，6日又

“书酬长冈诗”，8日“钦差属和长冈二律”。长冈护

美是兴亚会（1880年成立，1883年改名亚细亚协

会，1900年并入东亚同文会）的首任会长，郑孝胥

也曾是其中的会员。考查长冈护美《云海诗抄》未

见与郑孝胥唱和的诗歌，但多有记载赠送李经方、

黎庶昌（1837-1869）等人的作品。长冈有《送清国

李大臣还燕京》《陪清国李星使宴》《松浦伯宴清国

星使李大臣经方于私第余陪侍》等与李钦差互动

的诗作。[10]故而这段时间郑孝胥作长冈护美诗的

记录应该都是为李经方代笔，如 1891年 7月 5日

所载诗“木杏含仁包佶词，扶桑郁岛说王维。那知

光绪承平日，裙屐风流同赋诗。”即言明代作，亦未

收入《海藏楼诗集》（整理本《海藏楼诗集》按日记

收入附录轶诗，见郑孝胥，2014：441）。

在此之外，由于郑在诗文、书法上的特别才

华，也有诸多与其直接交往的日本文人（徐临江，

2003：46-75；樽本照雄，2004：124-131；李君，2018：

26）。不过日记中所记与日本的文化交往，大部分

都是郑孝胥单方面的指点。比如 1891年 8月 23

日有一名为神村玉园的女子前来拜访，神村欲从

郑孝胥学习篆隶，并求郑孝胥篆书《千字文》。郑

孝胥允诺，要求所携纸册当有画格。28日神村投

书“请为阅定诗稿”。次日答神村云：“闻欲以大稿

见示，极所乐读。仆治诗十余年，略有所得。见贵

国士人才气足用，欠讲究耳。因足下发其鄙论，或

可稍振风气。剑南诗曰：‘此邦句律当一新，凤阁

舍人今有样。’仆亦官舍人，可移咏矣。”当日神村

即送来前所求《千字文》的册子。9月 5日作册子

毕，即日“神村前以所作诗六首请改，为圈点改数

字”。8日神村来取册子，并记张袖海言：“昨于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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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见神村，问郑君甚殷。云惜不通言语，欲得一舌

人难甚。”11日神村又登门求见并自陈家世。15日

复来示所作篆书，郑孝胥寄语鼓励曰：“作之需努

力耳。只须一年，可为日人师矣。”虽然与神村玉

园的交流似乎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却是郑

孝胥在日期间少有的悉心教授的例子。

郑孝胥所谓“日人遇宴会必索诗”（1891年 9

月 1 日），故而有时甚至在赴宴之前提前写好诗

稿。而平时日本所来更多是为求诗求字，或请为

润色文章，如 1891 年 8 月 9 日便“为伯爵胜安改

《上杉曦山碑文》”。因为对诗文的兴趣，郑孝胥每

次转任都颇为留意当地精通汉学的文士。其任神

户总领事后与桥本海关（1852-1935）之交往便是

如此。1893年 4月 27日日记载“于子明处晤谷清

泉，言此地汉文之善者，以桥本海观[关]为首，折田

五峰次之。”5月 1日桥本海关便来拜访，“笔谈颇

通”。9月 23日桥本海关来，“求为画师杉隐士题

其碑额”。10月 29日来“以所撰《纪平将门叛事》

请为改正”。次年7月8日又来求为折田诗稿作序

（柴田清継，2010：13-14）。这段友谊直到民国以

后仍然有所回响，二十多年后桥本的西游诗集《一

苇航吟》便是由郑孝胥作序。[11]

探究三年中郑孝胥与日本文人的交往因缘，

水野贯龙算是其赴日第一个有所互动的日本人。

1891年6月2日赴日的轮船晨抵马关，暮泊赤关，6

月 3日至神户。4日郑孝胥遇僧人水野贯龙：“客

来者多，有缁衣危冠蹑中国缎履者，来搭吾舱，取

笔问答，乃僧也。颇晓文理，写诗三章，多失韵。

傍晚，僧携笔登船面，倚舷问答，鼓掌以为乐。夜，

出其所著语录，名《教林一枝》，略翻阅之，谓‘甚似

龙舒净土文。’大喜，合掌称‘不敢’。比出枇杷、朝

鲜饴啖余，复出酒，辞之，僧乃自引满，余就寝焉，

其名水野贯龙。”此段记述的语气中颇有对水野贯

龙不以为然之意。水野为日本净土宗的僧人，《教

林一枝》出版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全书虽为日

文所写，但有石村贞一的汉文序言和汉文目录[12]。

书分前后两编，前编讲述纲要、义解与归信故事，

后编分述具体的修行准则与故事寓言，结构与《龙

舒净土文》并不一致，应该是郑孝胥翻阅目录，对

拜访者随意假以美言。这可以说是郑孝胥驻日期

间对待日本文士的一贯态度，即表面上略加赞许，

但实际上对日本的汉诗与汉文并无多少好感。此

后郑孝胥和水野贯龙之间亦有过多次诗文、书法

上的交往，同年6月12日载水野来访笔谈、互赠书

籍并索为书扇。14日至光照寺访贯龙，“以二扇还

之，笔谈良久”。此后两人虽殊少联络，但一年多

之后水野尚来寻觅旧友（1892年 12月 2日），次日

郑孝胥亦回访水野住所。

另一位赴日不久交往的特别人士是日本医师

高松保郎。高松保郎的义父得罪藩主，高松为救

义父断臂以表诚意，遂而化解误会。此事当时在

日本流传颇广。黎汝谦所言“自吾来日本，于时人

著述即习闻高松保郎之名”[13]。高松本人也周旋

于驻日使节之间，希望借由中国文人的影响力进

一步宣扬其事。日记载 1891年 6月 11“有高松保

郎者求文于钦差，遂命余代为之”。13日“午后，陶

幸南以黎公使所为《高松保郎断腕记》来，其文简

洁有法。因属思构稿为《书后》数百言，半时而就，

鸦鸣雨至。”20日“取《保郎断腕书后》文写于纸”。

7月4日“钦差来坐，示高松保郎来书，谢前所为文

也。”12 日高松保郎请听戏。17 日作《高松保郎

诗》（郑孝胥，2014：13-14），自诩“轻微古折，在退

之、子厚之间”。很多当时日本与中国在日的文士

都书写或评论了高松保郎的断臂故事。除了郑孝

胥代李经方写的《保郎断腕书后》（黄庆澄，1983：

257-260）、收于郑孝胥诗集的《高松保郎诗》（郑孝

胥，2014：13-14）与黎庶昌《题高松保郎断腕后》[14]

之外，黎汝谦亦作有《日本断臂生记》（黎汝谦，

2002：583），王惕斋（1839-1911）则记有一则《高松

保郎义士略迹》[15]。另外明治时代编写的《近世伟

人传》中也有《高松保郎传》一文，为岩谷诚口述记

录并附中日诸人的评论（蒲生重章，1895）。可以

说，为高松保郎作传评论一事集中展现了当时日

本汉学文化圈与中国驻日官员之间的文化互动。

甲午以前驻日的官员因为其特殊的文化身份

与教养，往往成为日本研习汉学人士攀附交往的

对象，而清国驻日的文人也常因此对日本汉学怀

有轻蔑的态度。郑孝胥有时也不满日本文人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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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节之间求诗索文以自抬身价的行为。此处

可以以与宫岛诚一郎（1838-1911）的交往为例。

1891年 7月 4日李经方嘱咐其给宫岛与黎庶昌的

笔谈卷题写跋文；15日秋樵拿来宫岛的诗集，郑氏

“翻一过即还之”。8月26日秋樵传钦差语嘱其代

李鸿章为宫岛诗集作序，并持一卷曰：“此宫岛上

阙书，是其生平大节，将以献中堂也。”11月 13日

“作宫岛诚一郎诗集序，代合肥相公笔也”。16日

“宫岛诚一郎来取中堂文，赠余诗集及上书长卷，

唤宝森来。宫岛状甚倨，顷之，张袖海至，乃大踧

踖，小坐即去。盖宫岛者素交华人以耸国中，图为

中国公使所为，诗亦黄公度、沈梅史等伪为之。袖

海悉知其事，故宫岛见之则嗒然若丧也。”按照郑

孝胥的记述，其颇为不屑宫岛诚一郎的行为，不仅

诗画多由中国公使代笔，还希望通过李经方的关

系得到李鸿章（1823-1901）的诗序（深澤一幸，

2008：69-70）。宫岛诚一郎后来出版的《养浩堂诗

集》前有总理大臣三条实美（1837-1891）、胜安芳

（1823-1899）、黎庶昌、李鸿章、张裕钊（1823-1894）

的序言，可谓汇集当时中日政治文化界的精英。

其中郑孝胥代笔的诗序转录如下：

日本宫岛栗香曾上书脱藩主之厄，拯二州

之危。老夫得览其书，爱其陈情指事宛转周挚，

曰：有辞若此，诚可以解结释纷矣已！又丐经方

来乞序其诗，余则曰：诗固有异术耶，若取其陈

情指事宛转周挚者即优为之耳。难状之情与难

处之事孰难？笔刀足以白难事，犹尚患情之难

状哉！故老夫读其书而知其诗矣。老夫行年七

十，词章之业久置不省，独闻忠义之士则意气奋

发不输少时，不以异邦而有间也。日来气象颇

好，遂书此遗之。光绪十七年九月合肥老人李

鸿章。[16]

诗序颇为简洁，外人也看得出是偏应酬之作，

其中宫岛的“生平大节”也仅是一笔带过，“陈情指

事宛转周挚”亦是没有细节特指的抽象之言，参照

郑孝胥日记中对宫岛的描述，其间态度也显而易

见了。郑孝胥对日本人汉学的态度大抵是批评大

于称颂。有时候甚至会为日本文人对中国诗歌的

轻蔑态度提笔反击。其1893年1月7日记：

日人森大来题《鸡林诗选》绝句八首，颇清

晰，中一首曰：“乾嘉诗格已颓残，降及咸同不耐

观。如此中原无愧否，辽东属国旧衣冠。”意轻

中原之无作者，使人笑怒。乃作书与之曰：“阅

新闻纸，见足下绝句八首。虽未相识，意在贵国

人中必自命翘楚者。其诗句诚颇清颖，似可以

从事于此道。惜口角佻达，甚然上海申报馆习

气，此为病痛亦颇不浅耳。……足下自今以往，

如能立身于敦厚，益为有体有用之学，勿徒以一

得自矜，则贵国之汉学或可振于既绝，一洗时俗

之诟病，固大善矣；不然，一知半解，沾沾自鸣，

徒博下愚无知者一日之称誉，于足下平生学术

德业恐皆无益而有损也。吾所云根本之论，近

人盖鲜可语者；今不惜以语足下，度足下真积日

久，将有所得，或能秘奉吾言以为心法乎。平心

静气，试三复于此，吾所以贶足下者，亦将以观

足下之深浅焉。吾诚爱才而乐其成就，足下聪

慧，当解此意。光绪壬辰十一月二十日书遗森

大来足下。”末又细书云：“顷询之于人，知足下

专学作诗，不为他文。此书文义浅显，当可通

晓。如有未达，宜就素为汉学如重野成斋之流

看之，令细为解说，勿但卤莽一读为要。”书毕持

示秋樵、子贞共看，笑噱久之。

此处提到的《鸡林诗选》是佐佐木松菊庵所编

写的一部朝鲜汉诗选集，卷首即森槐南（1863-

1911，名公泰，字大来）的《题辞》八首，上述日记所

引为第六首（深澤一幸，2008：65）[17]。其间对清诗

的态度也间接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文

化的自信，如选集中佐佐木《自序》开首便言：“今

也，我帝国圭运之盛，灿若太阳方升，可称千古无

比、东西希有矣。”（佐佐木松菊庵，1892：自序 1）。

虽然学习汉诗的行为在西学突进的时代属于守旧

的一支，但无论新旧派别都共享了时代的气氛，均

以一己的方式转换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形象与地

位。此种语境下，日本虽然学习汉诗，却也不再对

同时代的清诗与诗人亦步亦趋、奉为圭臬。另外

诗集因编写目的，不免在与中、日、朝对比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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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朝鲜汉诗的意义多有看重，以为朝诗正名。

森槐南《题辞》其五云：“澹云微雨小姑祠，漫道高

丽绝妙词。定替渔洋翻旧案，集中半是性灵诗。”

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二十

九：“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

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18]评论的即是当时

朝鲜使臣金尚宪。前两句是金尚宪《登州次吴秀

才韵》中的句子[19]。“渔洋旧案”应指袁枚对王士禛

的批评，如称：“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

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诗文

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所谓佞佛者愚，辟佛者

迂”。[20]由于王士禛对朝鲜诗歌的重视，加上朝鲜

此后的汉诗也深受王渔洋诗论的影响，故而也是

在袁枚“尊之者诗文必弱”的批评范围之内。森槐

南即为此翻案而肯定朝诗。其诗所谓“乾嘉诗格

已颓残”似乎认为康熙一朝的诗歌尚未在衰落之

列，仍有可观之处，大概也是因为顺着王士禛与朝

鲜汉诗的关系而说的。

郑孝胥自然不满诗中所显露的日本文士的傲

慢。其信皮里阳秋，讽刺森大来不立足温柔敦厚，

诗虽看似清颖实则轻躁浮薄。文末又暗讽其汉学

基础不过尔尔。其所谓文法未通之处可请教重野

成斋（重野安绎）的话更是嘲讽之言。郑孝胥对重

野之文本就看不上，日记中亦有数处批评。如

1891年 7月 19日载：“日人重野安绎著《高松保郎

断腕记题后》一首，丐钦差评览者，其文殊无法意，

固此都之名宿也。”言下之意，即森大来的汉学修

养大概也和重野差不多，甚至更为不如。

3 学习新知与上国心态

在这些意见背后，可以说间接透露着郑孝胥

对待近代日本的态度。传统日本推崇汉学，而明

治以后西学日进的背景之下，汉学的地位与价值

已经日益边缘化。对郑孝胥而言，日本的诗文创

作，间或尚有佳处，也更多是出于“多有可造”的感

叹，并非真心觉得有何学习之处，而于西学其虽有

学习之心，但传统圣教观念已深入价值与知识结

构之中，所以也不可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故而

身在西化的日本，其生命的文化情境却一直立足

传统中国。此处可以 1891年 8月 26日所作之诗

来一窥其身处异邦的心境：

雨余满院虫如雨，唤起灯前海外身。

已负壮年需放浪，久谙孤客漫悲辛。

宵凉旋觉弦初急，地胜翻怜酒未醇。

怪底参军倦乘兴，乍闻蛮语却逡巡。

“海外身”之语显露郑孝胥仍是以远游为憾，

这是其一贯的态度。在同年9月23日的日记中针

对一琴服膺西学以远游为乐的观念，郑孝胥则认

为少壮之年“正宜于此时极骨肉天伦之欢聚，岂可

掷光阴于别离中乎！某穷年奔走，恒以此为恨，谓

此时岁月，万金不易，今不得已以数百金贱卖，可

谓酷虐。君奈何尚以远游为乐乎？”所以比之其他

人周游东西乐于学习新知的心态，郑孝胥无疑是

更缺乏投身新时代的动力与热情的。诗歌自注

云：“比夜夜闻山下弦索声，而土酒极不可饮，故云

尔。”“土酒未醇”又是身处无法通解的“蛮语”国

度，郑孝胥无法融入的心态也可见一斑。

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改变，郑孝胥事实上颇

有保留。如 1891年 10月 11日重阳节作诗，有“蛮

菊那知佳节重，霜林也傍醉颜酡”之句，其自注：

“日本向用中历，明治以来改用西历矣。”西历的采

用不仅是记录方式发生了变化，更造成背后价值

意识的转置与部分传统的断裂。在郑孝胥看来，

维新后的日本也仅仅是从一种蛮夷转化成另一种

蛮夷的状态。故而植根于中华传统的历史观念，

在中日关系的看法上郑孝胥中国文化的本位思想

极为明显。其 1892年 7月 17日代李经方题神户

中华会馆匾联曾云：“赤县统皇图，天下为家，到此

更征中国盛；东邻占乐土，太平无事，从今长保亚

洲亲。”在郑孝胥的观念中，所谓“天下为家”“太平

无事”“亚洲亲和”均是要以显明中国繁盛为最后

的指归（陳来幸，1996：154、158）。

郑孝胥初至日本后数日友人即以《外交余势

断肠记》《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见赠，郑孝胥

更托其购买日本图史（1891年6月20日）。两日后

友人即为买日本舆图，东京图书肆又送若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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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文，6 月 25 日书肆又送赖襄等所著日本书

籍。但从驻日其间的日记来看，郑孝胥虽然每日

读书，但都是中国典籍，全无研读日本文史之记

录。相对学习日本的维新经验，早年的郑孝胥似

乎更愿意追本溯源了解西方，早在赴任当月郑氏

便应允学习英文（1891年6月20日）。其在日本三

年只有一处学习日语的记载，为 1891年 12月 22

日记“从宝森受日本字母”，不过承诺学习英文之事

却是一以贯之。郑孝胥学习英文的最早记录是 6

月28日所记“午后，登楼从一琴受字母”，此后间或

都有从一琴“受合音”若干字的记载。7月19日“午

后，受英语八句”。22日“始学作英国字，每日四字，

各二体，凡八字也”。10月3日“受英语，一琴谓余

语音甚正，学成当与西人言语无异”。可见其赴日

初年已开始从英文字母、语音到书写的综合学习。

1892年郑孝胥上半年归国，回日本不久后又

开始着手学英文事宜，并购《华英字典》（8 月 31

日）。之后的郑孝胥有意从零散的学习过度到定

时的上课，故向钦差请假专门午后一时段学英语

（10月25日），当日即与一琴至筑地新荣桥下欧文

正鹄学馆报名，从英国人沙漠士一家学习英文，每

周五日，每日一小时，间或停课。11月2日“三点，

坐车诣学馆，沙莫士之次女授文十数句，又自诵使

余听而写之。”此后日记多有“赴筑地”一句，即为

学习英文之记载。不过当时郑孝胥在学馆学习英

语可能并无固定教科书，故有数则另寻合适教材

的记录。如11月17日“同一琴至丸善书肆买英文

书数种”。1893年 1月 21日“示一琴沙莫士字，彼

言，有自编学语书欲以授余。一琴遗《公余琐谈》

一册，乃英人学华语者，悉有华文。”23日“携《公余

琐谈》示沙莫士素士，素士以为难，乃止。”4月1日

一琴又赠《英文捷诀》。《英文捷诀》是一本面向中

国学习者的初级英文教材，相比之前《公余琐谈》

以西人为对象的教学为易。[21]

在 4月赴神户任理事后，郑孝胥又马上在报

纸上聘请英文老师（4月18日）。5月8日“访密式

他样所荐密色士里差逊（按或是 Miss. Richard-

son），问之，对：‘愿来教’。”此后日记中凡记“里差

逊来”即修习英文记录。6月5日“里差逊来，始读

文法书加拉麻（按或即grammar）”。6月20日将从

原来五点开始的课程移自四点半。8月 17日“风

甚大，里差逊曰，是谓 typhoon，即华音台风也”。9

月 5日又改学习时间从五点至六点。8日开始阅

读《英文捷诀》。10月31日“瀚生为余买奎根步士

所编文法书一册”。11月17日瀚生又为其购买英

文版《地理志》及《地球略史》。12月22日“里查逊

来，以是日停读”。1894年2月5日为阴历年末，郑

孝胥总结一年所得中有“学英文虽不肯废，亦未有

进”之语。在里查逊停读以后，郑孝胥又马上请人

寻找新的英文老师。4月 2日瀚生为郑氏聘请到

名为 Story的英语教士，约定二十九日到馆，每日

四点至五点学习。4日式佗黎来，“其教法以耳听

为主”。不过从此以后郑孝胥学习英文的节奏减

慢，日记中载式佗黎因妻子生病请假月余，数月之

后中日局势日紧，郑孝胥也不可能如往常一样有

时间定时学习英文。

这些记载给予读者一个努力学习以图了解西

方文化的人物形象，而事实上，身处三千年未有之

变革的时代，郑孝胥常常是处在既学习又保留的

复杂心态之中。其面对时代议题心态的矛盾之处

可以说是当时一代士人共同经历的心灵求索。一

方面是在帝国衰落的现状之下不得不面对洋务与

学习西方的问题，其1891年6月14日曾与李一琴

言：“中国风气，懒而无恒，所以不振。君在欧洲久，

但学欧人之勤与信与知大体，则为得其大矣。”但另

一方面郑孝胥也不时观察并记录有关明治维新与

西化的负面消息。1892年 1月 3日与人谈及日本

明治维新以来的政府危机，论曰：“天败之，以为学

西法者之戒，未可知也。”8月10日张袖海谈及日本

反对维新运动的报刊《日本新闻》，并引张言：“故此

《新闻》之论，谓日本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

坏，颇讥刺伊藤，盖伊藤始终主学西法者也。”又 9

月 1日记《申报》《上高丽王策强书》，颇赏识其中

观点：“其所论略皆中务，于开化之中存守旧之意，

是能不堕日本变法之弊者。”“开化之中存守旧”大

概是郑孝胥后来的行事准则，开化是不得已的改

变，而传统中的守旧却同时也是必要的坚持。这

特别表现在郑氏对民主与君主制的态度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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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 11月 28日与友瀚生谈论中国能否改为民

主制度，对曰：“君臣上下乃数千年相承之礼。中

国以亿兆人而奉一人，皇帝之贵，不亦宜乎。”

4 结 语

有关郑孝胥的这段出使经历的评论，多认为

有支持维新、讲究西学的倾向。黄庆澄所言郑孝

胥：“根气清峭，胸次广博，尤长孟子之学。……现

延一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黄庆澄，

1983：263）郑孝胥的确不时留心时事、关心国运，

加上当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面对明治维新后的

日本，郑孝胥既有根植圣教信念的上国心态，也开

始逐渐学习相关的知识。但所谓“从事洋学”无非

就是指郑孝胥驻日其间学习英文之事。黄庆澄

1893年5月至7月出游日本，此处之“泰西女师”即

应指郑孝胥当年所聘英文教师里差逊。从以《英

文捷诀》作为教材看来，大致仍处在入门阶段。倒

是擅长“孟子之学”在后世看来尤为意味深长，郑

氏晚年投身伪满洲国宣扬所谓“王道乐土”应该也

是以此为基础。正如三年的出使日记所呈现的，

郑孝胥虽身在维新后的日本，购买并接受友人赠

送的日本书籍，却几乎无阅读评论的记录，对日本

与西方更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其虽学习英

文、研习新知，但日记中每日开篇所列阅读书籍无

非仍是《说文解字》《日知录》《资治通鉴》之类修身

齐家的传统典籍，又不时大段摘录诗话笔记，可见

传统士大夫的生命情境仍然是彼时郑孝胥最重要

的文化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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