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谈，又称笔语、笔话，是汉字文化圈文人之

间通过书写汉字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宋史·日

本传》载有著名一例：日本东大寺僧奝然来访，谒

见太宗，“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

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

七十卷，并得自中国。’”[1]奝然通过笔谈还介绍了

日本的农业、商业、物产以及国王等方面的信息，

为中国正史的日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迨及

16 世纪，史书又记录了一则生动的笔谈事例。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漂至日本种子岛，“船客百

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

幸好同船大明儒生名五峰者“以杖书于沙上”及时

进行了沟通，从而避免了误会，并最终把西方“铁

炮”传入岛中，引发了日本从一对一的骑兵战术

向近代步兵战术的变革。有感于这次笔谈，著者

在文中盛赞：“偶遇五峰，以文字通言语，五峰亦

以为知己之在异邦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者也。”[2]

笔谈资料是近年受到人文学界关注的一种特

殊文献[3]。本文以明治前期中日韩三国笔谈资料《大

河内文书》[4]为中心，对何谓笔谈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1 为何笔谈

关于笔谈，传统的文献学著作中未见记载，

《汉语大词典》载“谓书面谈话”。该定义言简意

赅，切中肯綮。但唯其简练，需作进一步分析。据

研究，笔谈多发生在以下场合：

1.1 被动笔谈

受限于生理或语言等客观因素，被迫开展笔

谈交流。如“声带开刀那几天，我只能用笔谈的方

式与人互动”[5]。作者声带开刀，不能发声，只能借

助笔谈沟通。又如，日本光文社2009年推出齐藤

里恵的『筆談ホステス』，书中以自传体的形式生

动描写了有听力障碍的“我”通过笔谈与客人交

流，最后成为东京银座酒吧第一女招待的历程，一

炮走红。此外，更多的笔谈是因不谙异国语言，又

在无译员的情况下开展的。如《在清中笔谈集》

（1869 年田结庄邦光在华之笔谈）、《琼浦笔谈》

（1871年養鸕徹定与金嘉穂之笔谈）、《邂逅笔语》

（1884年刊，土屋弘与陈鸿诰之笔谈）等，皆源于此。

1.2 文化笔谈

还有一种情形：可以借助译员交流，但特意选

择笔谈。如 1877年何如璋（1838-1891)率近代首

届公使团驻日后，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

其中，上野国高崎藩（现群马县高崎市）末代藩主

大河内辉声（1848-1882）经常赴使馆笔谈，“终日

不知倦，纸迭作丘，奇论成篇”[6]。他希望“自今以

何 谓 笔 谈
——以《大河内文书》为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王宝平

[摘 要] 笔谈资料是近年受到人文学界关注的一种特殊文献，本文以明治前期中日韩三国笔谈资

料《大河内文书》为中心，将笔谈分为被动笔谈、文化笔谈和情报笔谈，并认为笔谈具有口语交流和书

面交流双重特征，中日双方皆使用文言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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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访两公使（引者注：指何如璋公使和张斯桂

副使）,不宜待魏少年之陪侍，却为笔话之妨害，请

君衔之。单货一枝头毛锥[7]，尤为妙。”[8]他还吟道：

“不假辩官（通辩官魏梨门）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

毫。莫言东海几蛮语，叙谈通情何可劳。”[9]认为

“叙谈通情”，不用翻译，亦无需“东海蛮语”——日

语，挥毫笔谈即可。

大河内不喜欢翻译，和他具有良好的汉学修

养和崇敬中国文化密不可分[10]。前者使他具备笔

谈的能力，后者使他乐此不疲。他曾这样直白地

比较中西文化：

“庆应年间，余结交于西洋人，讲习其艺术，窥

其所为，无事不穷其精妙者，大喜其学之穷物理，

以能开人智。明治初，余解组挂冠，占栖墨江。自

是后，以无用于世，乃改辙结交清人。相识日深，

情谊月厚，而其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盖西

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

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漠

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

甚急也。”

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差异后，大河内得出结论：

“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

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11]他

认为与西方人追求“器”相比，中国人通过“诗赋文

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

以上笔谈，在甲午战争以前较为盛行，参加者

多具有较好的汉文交流能力，以及对儒学为中心

的东亚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本文将之

命名为文化笔谈，它们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值得指出的是，这类文化笔谈的盛行，与许多

参与者主动保留历史的意识有关。笔谈书写在纸

上，只要妥善保存，就能超越时空，传之久远。如

寓日儒商王惕斋认为“舌战一时消灭，至笔话永世

不朽”[12]；宫岛诚一郎（后述）在整理完他与第二届

驻日公使黎庶昌笔谈记录后深情地写道：“右一缀

与黎庶昌莼斋临别之笔谈，藏之画斋，以贻子孙。”[13]

他不仅这样说，还把笔谈原件精心裱装，作为艺术

精品请第三届公使李经方等人欣赏作跋[14]。再如，

何如璋与明治汉学家龟谷省轩[15]、鷲津毅堂[16]等人

有过以下一段精彩的对话：

如璋：人生不百年，常怀千岁忧。 [17]若果活百

年，厥忧当万秋。此语可作注脚。

省轩：后来历史当大书：光绪何年何某出使日

本。敝土儒林传亦当特书：鹫津某与何公

使笔话，何公使评其文。然则此筵上人皆

系千古。自今百年后有人诧赏：此系何公

使与鹫津毅堂笔话之书。亦犹今之想象

高野山。

桂阁：我愿传此事于儿孙。待百年之后，渐渐卖

之而立一家产。

如璋：东波云：人生四十，始晓作家。观君此言，

真是晓作家之人。

毅堂：自信后五百年，必为五百金。

如璋：须令其加倍。

桂阁：五百年而五百金？！今日我独虽有五百

金，可买之人，决不卖！

如璋：即卖亦可，第不收今日纸币。[18]

笔谈诙谐幽默，藏之五百年，期待“后来历史

当大书”的强烈心愿，跃然纸上。

1.3 情报笔谈

近代以后，还出现一种以刺探政军信息为目

的的情报笔谈。宫岛诚一郎（1838-1911）为江户

末期、明治时期出羽国米泽（现山形县米泽市）藩

士，先后到修史局、宫内省、宫内省华族局、爵位局

等任职。作为汉诗人，其在文化上尊崇中国，多向

黄遵宪等人虚心请益。在众多赴日外交使节中，

宫岛最倾慕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不断请其

品评诗文，委托爱子大八赴华留学等。两人性情

契合，鱼雁不断，宫岛认为“黎君莼斋与余交七年，

情最亲密，诚为断金”。但另一方面，他利用黎庶

昌的高度信赖，有意刺探情报，成为政府的间谍。

如明治十八年（1885）一月六日，回国在即的黎庶

昌在与宫岛的笔谈交谈中，透露出中国放弃琉球，

日本不干涉朝鲜的设想。黎氏强调“此不过两人

私谈，幸勿与外人见则可”。翌日又特意去函叮

嘱，“昨日笔谭，此不过我两人至好之私言，千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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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心，不必示人为幸。”对此，宫岛迅即回函：“私

言固不与公事关涉，笔谭深藏之于匣底，幸勿劳尊

虑。”但其实立即向伊藤博文等作了汇报。又如，

黎氏再度出使日本后，与宫岛推心置腹地进行了

一次时政笔谈。黎氏主张将球案与朝鲜问题一起

解决，并认为当务之急是防范俄国侵韩，中日两国

应真心联合，订立密约，互相扶助，以振兴亚洲大

局。宫岛两天后即向参议山县有朋递交了笔谈抄

本，并由山县当日上奏明治天皇[19]。

笔谈往往产生于口语无法交流之时。但宫岛

与黎氏的笔谈，就像现代的录音一样，有着不可告

人的第一手获取原汁原味情报的目的。

2 笔谈特征

笔谈为书面谈话，其文献具有口语交流和书

面交流两方面的特征。

2.1 口语交流特征

首先，在人数上，谈话人至少2人，多达数人，

且多采取问答形式，因此话题不易集中，问答的深

浅、长短不一。

其次，在内容上，谈话这一行为本身具有闲谈

的性质，上至天文，下及地理，身边琐事，男女之

私，具在射程之内。因此与出版物相比，内容更为

宽泛，甚至芜杂亦在所难免。

1968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经郑

子瑜、实藤惠秀不懈努力，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

硏究会出版。但里面未见黄遵宪的“思想上的变

化”，“仍是些风花雪月的身畔琐事”，“竟绝大部分

是生活琐事”，许多人深感失望。

“老实说，开始我对《遗稿》是很失望的，就像

我1944年和实藤谈话中提到的，黄遵宪是戊戌政

变参加者，其思想上的变化，是在他出使期间形成

的、定型的。担任日本使署参赞那段时间，更为重

要。我想应该在笔谈稿中见到一些端倪，因为我

曾在档案中见到过刘寿铿和当时兵库县知事周布

公平、马相伯、郑孝胥和日本人的笔谈稿，可是当

时我在10多册笔谈中却没有发现，实藤先生也感

到奇怪。不过当时我们见到的还少，所以把希望

放在后来的那些上。可是当我见到《大河内文书》

和《遗稿》中，仍是些风花雪月的身畔琐事时，就禁

不住向实藤先生提出了疑问。他也知道并见过神

户理事府的旧档，其中有不少理事和日本人的笔

谈稿，尽管纸张大小不一，但内容却不尽是风花雪

月，更没有男女之私。为什么在源桂阁这样大量

的笔谈稿中，竟绝大部分是生活琐事呢？”[20]

对笔谈记录中“绝大部分是生活琐事”，汪向

荣先生如此解释道：

事后一想这也完全是正常的，何如璋、黄遵

宪，当时都是代表国家的外交官，私人之间的往

来笔谈，自不可能涉及公事。源桂阁虽是华族，

但当时并无一官半职，完全以私人身份和清国

公使馆人员交往的，因此他们的笔谈，自不会涉

及时事。黄遵宪是不是和日本人之间，有另一

种性质的笔谈？肯定是有的，只是没有保存在

私人文牍中而已，可能就在东京使署档案馆中，

但现在已无存了。源桂阁和黄遵宪笔谈中，偶

尔也涉及时事，但真如凤毛麟角，太少了。

私人聚会，莫谈公事，汪先生所作的解释自有

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更多的是由笔谈的特点

所决定的。参加的人数越多，话题越容易分散，这

正是笔谈有别于出版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实，

它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食色性也，人之大欲，青年

男女谁个不谈，只是在旧礼教束缚下，掩耳盗铃而

已。黄遵宪他们以而立之年，长期离家，在和熟人

之间谈到这些事，也是情理之常；掩饰并不能说明

他们不谈，源桂阁把这些笔谈稿保存下来，已是了

不起的事。现在《遗稿》的两位编校者，特别是中

国血统的郑子瑜先生敢于冲破樊篱，一字不遗的

把这些笔谈稿整理出来，在《遗稿》中公布，实在是

件了不起的事，特别是在正确理解黄遵宪的为人

方面，提供了最真实的数据。”[21]

再次，口语特征明显。如语汇不大，句子比较

短，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有脱节，有补充，有

插说。[22]这类例句较多，省略。

最后，非语言交际法。人类在口语交际时常

使用其他非语言沟通法，如使用表情、手势等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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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伴随有省略、重复、停顿等特征，这些也同样

会出现在笔谈交际中。如宫岛诚一郎在整理明治

十六年（1883）七月二十一日与黎庶昌的笔谈记录

后写道：“黎氏发言实为至诚，书写‘敝邦明悉外邦

情事之人不多’‘主上幼弱，大权不能自持’时，愁

叹溢于色，句句流淌肺腑，感动我心。”[23]（笔者译）

黎庶昌忧国忧民之情，宛在目前。又如，1884年

春，江户幕府儒官林罗山第12代哲嗣林学斋为驻

日外交官黄吟梅举行家宴，日僧高冈殷勤作陪。

屋内半晌不见动静，仆人深感诧异，走近一看，惊

讶地发现三人宛如哑人，时而以手摹画，时而相视

而笑，不停地在纸上涂写”。[24]（笔者译）“以手摹

画”“相视而笑”，说明笔谈时并非只是无声的对

话，情之所至，常常伴随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只是

文献中较少记载罢了。

2.2 书面交流特征

首先，原汁原味。公开出版的著作，多在此前

作精心“美容”，而笔谈一般是在较小范围内进行

的私密行为，加上当事人大多未曾料想

公诸于世，故往往即兴书写，未作润色，

亦无暇润色，因此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

时的真实情形。它一方面保留了书写

时的原始内容，宛如今天的录音机，真

实地记录了交谈的内容，如果没有它，

我们无法了解当时交流的具体内容；同

时，它还原生态地保留了笔谈时的原

貌：纸张、字迹、墨色浓淡、字体变化、勾

划涂抹甚至污渍。因此，形式和内容的

原始性，或是笔谈文献的最大特征。

其次，书写自由。可横可竖，可左

可右，可以汉字，亦可以假名，还可以图

文并茂。如图1为大河内与广东画家罗

雪谷交流时的情景。大河内在“鶯”字

右旁标上了日语音读，在“杜鵑”字两

旁，分别注上了音读和训读，充分显示

了笔谈书写灵活多样的一面。图2为两

人交谈厕所时的记录。大河内向罗展

示了日本的厕所文化：“一个小便，一个

紧急，一个软便，一个下痢”，“数个之厕坑不同其

趣”，分式之细致，管理之周到，若非图示，难以

置信。

再次，唱和笔谈。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文人雅

聚经常以原韵律或原诗意写在纸上进行唱和交

流。这是因为汉字是形声义三位一体的文字，除

了“音”以外，有时还要从“形”来传达信息。作为

书面语的诗词更是如此，不借助书写，仅依赖口

语，信息的传递会发生障碍。因此，诗词交流经常

构成笔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笔谈和唱和原本

不同的两种行为被视为一体，出现了“唱和笔谈”这

一专有名词。如有些专著设有“唱和笔谈”条目[25]；

韩国延世大学将朝鲜通信使在日交流史料名之为

“笔谈唱和”影印出版[26]；《大河内文书》中不乏唱

和之作。这些佐证了唱和在笔谈中的重要地位。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沟通的两种主要方式，语言

的产生使交流更为便利，而文字的产生使交流可以

跨越时空。本文探讨的“笔谈”，并非是一种口语交

流方式的简单代替，而是两者结合，相互补充，互为

图1 《大河内文书·罗源帖》肆，37页

图2 《大河内文书·罗源帖》捌，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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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形成1加1等于2，甚至大于2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笔谈时使用的文体。文

言是有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白话是汉语书

面语的一种，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及宋元以

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

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在“五四”之前，

日本人无法习得白话（不排除从中国白话小说等

中吸收少量的白话词汇），笔谈时自然使用文言。

并且，日本人在笔谈时经常出现日式（和臭）文

言。请看下例[27]：

桂阁：择其可适口者徐徐下箸，决勿促之。

桼园：先下箸方知其适口。

桂阁：此羹叫何？其中以何物制之？

桼园：鱼翅。

桂阁：此酒叫何？以何物酿之？

梅史：绍兴酒。

桂阁：此物何的？

琴仙：鸡肫、杏仁、糯米。

（他们又对我说：“吃！吃！”）

桂阁：弟以徐徐下箸为好，意先试问其名与其

製，而为后学亦颇可。

桼园：炒鸡。

桂阁：此物为何？

琴仙：海蜇，海中物。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吃！吃！”）

桂阁：弟非饕餮之辈，徐徐下箸，决勿劳意。

这是大河内参加万寿筵贺宴时与民间文人王

治本（桼园）、王吟梅（琴仙）等人的笔谈记录。文

中多处出现日式文言，如“叫何”“何的”“为何”“决

勿劳意”（“一定不要劳您费神”之意）等。此外，大

河内使用的“后学”一语，与汉语“后进学者”无涉，

借用了日语中独特的语义：供自己将来作参考。

那么中国人使用什么文体呢？鉴于日方只会

文言，且白话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也与日本人一

样，主要使用文言。只是在遣词造句和书体上，考

虑日本人的接受水准，有时会有意识地降低难

度。如《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行书居多，草书少

见，或是源于此。

笔谈是汉字文化圈的产物，在近代，它与序

跋、唱和、书信一起，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

形式[28]。甲午战争后，伴随着中华文化圈的解体，

它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笔谈与唱和一样，作

为一种东亚群体的文化交流现象成为明日黄花，

只是在个体文人身上，还延续着这种交流模式。

但是，作为前近代遗留下来的庞大汉文资料的有

机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值得

今人作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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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Brush talk? Insights from Ōkōchi Bunsho

Abstract: Literary materials is a special kind of literature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centering on Ōkōchi Bunsho, the brush talk materials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di-

vides the brush talk materials into passive, cultural and informative typ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materials have dual character-

istics of oral and writing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and Japan shar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y communicate in classi-

c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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