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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历代正史中，对日本有专门记载的共有

16种，其中《旧唐书》之前对日本皆称“倭”（包括

“倭国”“倭人”），《旧唐书》中“倭国”“日本国”两者

并列，《新唐书》及其之后的正史，则称“日本”或

“日本国”。如《后汉书》（东夷列传第七十五）称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三国志》（魏

书三十）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

国邑”；《宋史》（列传二百五十）称“日本国者，本倭

奴国也”；《清史稿》（邦交六）称“日本久通中国”。

“倭”这一称呼原本并无贬义，只是到了明代，由于

“倭寇”的侵扰，“倭”称才逐渐具有强烈的贬斥

意味。

正史之外，对日本的别称还有“扶桑”“东瀛”

等。中国古代神话中称“扶桑”为“东方日出处之

巨树，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梢而升”。日本被

认为在东方日出之处，故后人称其为“扶桑”。此

外，《梁书》记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

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1]此处的

“扶桑”，通常也指日本。而“东瀛”原指东海，后人

以其所处方位，常用于指称日本。

清代中国人对日本或日本人的称呼，通常有

日本、东洋、倭、倭夷、岛夷、倭人、倭寇等。特定的

称谓能反映出人们的特殊情感和好恶判断，不同

的时期、场合、背景、称呼者身份及对日本的好恶，

均影响人们对日本的称呼，而这些称呼的变化则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中日关系以及清人对日本

的情感变化。

有关对日本国称名的研究，陆晓光论文《古代

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察》，根据中国历代

正史的记载着重对明代之前的日本称名的演变进

行了考察；覃启勋论文《日本国名研究》则着重对

古代日本称名“邪马台”“倭”“大和”的历史演变进

行考察，指出了相互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李玉论

文《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倭寇”的历史考察——以

《申报》为中心的分析》，通过对《申报》中所出现的

“倭寇”一词的统计和分析，认为其出现频率与日

清代中国人对日称呼演变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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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除“日本”“东洋”等几乎不含褒贬的中性词外，常见的还有“倭”

“倭夷”“岛夷”等贬称。“东洋”一词，于清代原本指代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地域，而当它以作为

特称日本的词汇出现时，当为“东洋日本”一词省略“日本”二字后所形成的称呼。清代中国人对日称

呼的变迁大致反映了清代中日关系及国人对日感情的变化：自清初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关系平

淡无事，大多中国人对日本并无太多的好恶之情，对日称呼也多不含褒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

战争结束，尤其是在日本悍然侵台、吞并琉球乃至对朝鲜和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国官民对

日本多用贬称；甲午战后，因日方正式向中国提出要求禁止对其使用贬称，加之国人的对日憎恨也因

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增进而被稀释淡化，中国人对日本使用贬称的情况明显减少。

[关键词] 清代 对日称呼 东洋 倭 对日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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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华历程相呼应。限于管见，有关清代中国人

对日本称呼的演变过程及其与清人对日感情之变

化的相互关系，尚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的

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系统

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日称呼，还是对日

感情，因官方和民间、知识阶层和下层民众、个人

与群体的不同，或因报刊媒体、所处立场等的不

同，或多或少会有所差异。本文虽力求兼顾各方

面的史料，但利用的主要资料为李鸿章等清代官

员奏折、《申报》等报刊以及部分相关书籍，所反映

的更多是清代官员以及知识阶层的对日看法和

感情。

1 “东洋”一词指称对象的演变

有明一代，由于俗称“倭寇”的日本海盗对中

国东南沿海的大肆侵掠，“倭”“倭人”“倭寇”等词

汇几乎固化成了具有强烈贬义的对日本国家及其

国民的代称。据笔者统计，《明史·日本传》中出现

“倭”或带倭字的词汇多达64次，而“日本”一词仅

出现22次，便是例证。

自清初至 19世纪 60年代，随着倭患的消除，

加之中日两国间除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贸易、日本

渔民漂流至中国东南沿海、南明士人前往日本“乞

师”等少数人员往来外，两国关系几乎未起大的波

澜。在此背景下，往日的“倭寇”记忆逐渐淡去，对日

本的称呼通常多用不含贬义的“日本”或“东洋”。

康熙十七年（1678），平南王尚之信（注：黄遵

宪《日本国志·邻交志》及《清史稿·邦交志·日本》

中，均称“尚可喜”，疑误。参见拙著《历代正史日

本传考注 清代卷》第 10-11页）和刘进忠致书“长

崎王”请通贸易，称：“宝国得日之本，山丽水秀，人

物清华，有礼乐文章之风。两王上莅治钧衡，四海

咸附，群商云集，宽弘雅度，翩翩神仙，唐夏所景慕

有载。”[2]尊称日本为“宝国”，可谓特例。康熙四十

年（1701），苏州织造李煦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

往东洋去”后，立即议定派杭州织造莫尔森假扮商

人前往“东洋”侦探，康熙帝谕以“千万不可露出行

迹方好”[3]，莫尔森回国后“极言其懦弱恭顺”[4]，康

熙帝嗣后对日本遂不予介意。雍正六年（1728），

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等

为由，数次上奏建议严防日本，奏折中虽日本、东

洋、倭、倭夷并称，但“倭夷”等蔑称多用于作为警

戒防范对象的日本，通常情况下多称“日本”或“东

洋”。（纪昀，1984：23-28）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

部奏请制定《江海关则例》，称日本为“东洋”。[5]嘉

庆元年（1796），日本商船漂流至赫哲地方，上谕称

其“殊为可悯”，命相关官员将漂流民送至浙江乍

浦，遇有赴“东洋”便船時，附带回国，以示体恤柔

远之意。[6] 1872年《申报》所载《东洋欲改服色》一

文称：“闻得东洋朝廷令其国中军民等皆改从外国

服色，以见东西辑睦之意。”[7]1879年王之春奉命赴

日考察，所著考察记录《谈瀛录》除《东行日记》外，

还包含介绍日本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物

产、教育、饮食、风俗等内容的《东洋琐记》，“东洋”

专指日本。此外，一些与日本有关的名词也常被冠

以“东洋”二字，如日本人铃木德次郎发明的人力车

传入中国后被称为“东洋车”，日本刀被称为“东洋

刀”，甚至日本人也被称为“东洋人”。

由此不难发现，时至清代，国人常称日本为

“东洋”。那么，“东洋”一词形成于何时？原指何

意？指称对象的演变过程又是如何？

通过考察和分析，可知“东洋”一词最早出现

于宋代，但最初的含义为“东面的海洋”。如宋真

德秀（1178-1235）所著《西山文集》“其地阚临大

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8]，宋廖行之

（1137-1189）《和张王臣登清斯亭韵三首》“拈来信

手皆佳句，浩叹东洋渺际涯”[9]，丘处机（1148-

1227）诗句“鳌山下枕东洋海，秀出山东人不知”[10]

等，这些用例中的“东洋”意指中国东面的海洋，仅

表示地理方位，并无指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含

义。至元代，“东洋”一词开始具有指称现在的南

海洋面各国之义，如元代陈大震等所撰的《大德南

海志》称：“东洋：沸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

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啰奴、文杜

陵；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罗沟、

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

都芦辛、啰韦、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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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琶没、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

文鲁古、盟崖、盘檀。”[11]此中管“小东洋”各地的沸

坭国即孛泥（今文莱），管“大东洋”各地的单重布

罗国当在今加里曼丹岛，“小东洋”大致指今加里

曼丹岛北岸和菲律宾一带，“大东洋”约指西起巽

他海峡，中经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

岛、帝汶岛，直至摩鹿加群岛一带。即“东洋”所包

含的范围约为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

及其以东至摩鹿加群岛的太平洋海域，日本远不

在此范围。直至明末，“东洋”一词仍多指称现菲

律宾一带的各国，无有日本之含义。如明姚旅（?-

1622）所著《露书》称：“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

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12]此处

“东洋”当指菲律宾一带的国家，著者将其与日本

一并列为窥伺台湾的国家。明张燮（1574-1640）

撰《东西洋考》载：“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

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明确指出东

洋的尽头是文莱，自此向西即为西洋。此外，该书

还记录了“东洋”诸国即吕宋、苏禄、猫里雾、沙瑶

呐哔啴、美洛居、文莱等六国的地理、历史、气候、

名胜、物产，而将日本列于卷六《外纪考》中。[13]

至清代，“东洋”一词开始具有指称包括朝鲜、

日本、琉球等东亚国家的含义。如雍正八年

（1730），熟知海上形势的清水师提督陈伦炯以其

所见所闻著《海国闻见录》，该书分上下二卷，上卷

8篇，分别为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

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气，下卷

收地图 6幅。其中上卷第 2篇“东洋记”即为有关

朝鲜、日本、琉球的记录。又如清贺长龄编《清经

世文续编》卷一百二：“谈边防者，东西南三洋而

已。亚细亚东境为东洋，距中国最近；南海群岛为

南洋，西洋入中国孔道；欧罗巴为西洋。东洋以日

本为大国。”[14]明确指出“东洋”为亚洲东境，以日

本为大国。此外，也有仅将“东洋”限定于日本、琉

球二国而不包括朝鲜的记录，如清郑光祖（1776-

1866）撰《一斑录》：“中国东界高丽。东洋有琉球

（三十六岛），日本（七十二岛）。”[15]

如上所述，至清代出现了包含朝鲜、日本、琉

球等国的作为地域名称的“东洋”一词，日本仅作

为“东洋”的一部分。若将日本与“东洋”连在一起

称呼，则可称作“东洋之日本”或“东洋日本”，如

《清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近来西洋之意大利、

法国，东洋之日本，并皆出丝。”[16]又如《清经世文

编》卷八十三：“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啰吧、吕

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

其穴也。”[17]

既然日本仅为“东洋”之一部分，清人又为何

常以“东洋”指称日本呢？查清人之文章著作，有

时将“东洋”作为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地域

名称，有时将它直接指称日本，或在同一文章中既

称日本为“东洋”，又称其为“东洋日本”。如雍正

六年浙江总督李卫在建议严防日本的奏折中称：

“日本虽系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炮火攻击甚远、倭

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

寇。本朝威灵慑伏，屏迹多年，从无干犯中华。圣

祖仁皇帝俞允会议于东洋贸易止许内商往贩，禁

其自来，原有深意。”[18]此处“于东洋称一强寇”中

的“东洋”当为地域名称，而“于东洋贸易止许内商

往贩”中的“东洋”则特指日本。左宗棠《左文襄公

奏疏》所收《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

折》：“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

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

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19]既称日本为

“东洋日本”，也直接将其称作“东洋”。崔国因《出

使美日秘国日记》：“东洋日本国所产紫铜、海鲜、

樟脑，中国皆产。”“所售铜器磁器，均目所未见，异

而询之，则运自东洋者。夫东洋之全土，抵中国一大

省耳，其民尚不及中国十之一耳，所兴之利已如此。”[20]

虽然书名中的“日”指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作

者并未出使日本，但其中所述及的“东洋”和“东洋

日本”皆指日本。由此可以推断，“东洋”在用作特

称日本的词汇时，当为“东洋日本”一词省略“日

本”二字后所形成的称呼。但是，直至光绪年间，

仍有将“东洋”作为修饰日本地理方位的称呼，如

光绪二十八年《美国散鲁伊斯会总巴礼德递呈北

洋赛会节略》一文称“东洋日本已允出二百万银备

办赛物”[21]，将日本作为东洋的一部分，“东洋”一

词并未固化为特称“日本”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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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清代中国人为何有时将“东洋日本”省略

后直接称日本为“东洋”，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有可能是因为日本在东洋所包含的朝鲜、日本、琉

球各国中，不仅国家最大，而且由于长崎贸易和出

于对日本的防范的考虑，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较为

密切，用多了“东洋日本”这一称呼后，自然出现了

省略的称呼。但据翁广平《吾妻镜补》记载：“东

洋，古倭奴国，今名曰日本，商人讳言之，故曰东

洋。”[22]该书认为，当时赴日贸易的商人因忌讳称

“日本”，而改称“东洋”，至于为何讳称“日本”，则

无具体说明。或许是因为当时赴日贸易的商人多

集中在南方，而南方人“日本”二字的发音，与“蚀

本”“折本”谐音，故而避讳之。即可理解为贸易商

人因讳言“日本”二字，而省略称其为“东洋”。

“东洋”一词作为指称日本的较早用例，大约

出现在清康熙年间。如康熙四十年三月，苏州织

造李煦上《与曹寅等议得莫尔森可去东洋折》，称：

“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内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

东洋去。钦此。钦遵。臣煦抵苏之日，已值岁

暮。今年正月传集江宁织造臣曹寅、杭州织造臣

敖福合公同会议得，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可以

去得，令他前往。但出洋例候风信，于五月内方可

开船，现在料理船只，以便至期起行。（硃批：知道

了。千万不可露出行迹方好。）”[23]据此可知，康熙

三十九年，康熙帝在降旨令苏州、江宁和杭州织造

会议一人往日本探听情报时用了“东洋”的称呼，

之后李煦在奏折中也同样采用了这一称呼。

虽然“东洋”一词自清代开始常作为对日本的

称呼，但与“日本”一词相比，用例并不占多数。如

清朱寿朋撰《东华续录》，粗略测算，此书中出现的

表示国家之意的“东洋”一词的数量，不及“日本”

一词的十分之一。但这一比例，因书籍不同有较

大的变化，如张之洞《劝学篇》中，出现表示国家之

意的“东洋”和“日本”分别为8次和9次，两者大致

相同。

此外，“东洋”一词在中国虽如以上所述常用

于指称日本，但在日本并无此用例。在日本，“东

洋”只作为与“西洋”相对应的地理概念，指称亚洲

诸国尤其是亚洲东部和南部各国。

2 被重新唤起的“倭寇”记忆

1870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

书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预筹通商。中方对

日本虽心存戒备，但考虑到日本自幕末至明治初

数十年来，与中国相安无事，现援例前来要求立

约，若推诚相待，纵使不能倚作外援，亦可稍事联

络。李鸿章等疏言“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

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建议

“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

縻”。奏折中李鸿章在叙述日本之历史时虽也称其

为“倭”“倭奴国”“倭人”“倭寇”，并认为“终明之世，

倭患甚长，东南各省屡遭蹂躏，史称‘倭性桀黠’”，

但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均称其国为“日本”或“东

洋”。[24] 1871年7月，日本派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

城前来中国，与中国交涉签订修好条约，同年9月

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签订了《大清国大日本国

修好条规》（通称《中日修好条规》，日文通称《日清

修好条规》）。然而，在签订条约后仅过一年的

1872年，日本便派使臣柳原前光前来与北洋大臣

李鸿章交涉，要求修改条约。李鸿章答以“去秋甫

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交

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李鸿章

虽内心不悦，但在文书中仍称柳原前光为“日

使”。（李鸿章，1997（2）：682）1873年，日本使臣副

岛种臣来京换约，事成后李鸿章上《日本换约毕事

折》等折，其中称副岛种臣为“日本使臣”“日使”，

其国为“日本”，并赞副岛“明达大体，毫无矫强，尚

属可嘉”（李鸿章，1997（2）：745），还赠送副岛横匾

一幅，书“奉赠副岛尊兄星使大人 忠勤亮时 同治

癸酉六月 友弟李鸿章题”[25]。清代中日友好关系

此时可谓达到顶点。但不可否认，李鸿章在给足

日本使节面子的同时，似乎已感到日本并不可信，

故不忘“谆嘱该使嗣后果皆如此公平，两国必无难

办之事”（李鸿章，1997（2）：745），表示出对日本是

否会信守条约的担心。

李鸿章之担心并非多余。1874年，日本果然

以琉球岛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事件为借口，置《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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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条规》于不顾，悍然发动侵台战争。台湾一

役，使中国人看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使李鸿章

切身领受了日人“外貌呴呴恭谨”却“狙诈深险”之

本性。同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在所上《筹办铁

甲兼请遣使片》中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

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

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

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

隙，恐仍狡焉思逞。”（李鸿章，1997（2）：833）李鸿

章对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表述，足以反映

李鸿章对日本之警戒心的变化。日本言而无信、

见利忘义的行径，使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开

始急剧恶化。在有关日本侵台的众多奏折、饬令、

禀稿中，“倭”字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倭国、倭

人、倭兵、倭语、倭妇、倭奴、倭将、倭族、倭夷、倭

酋、倭官、倭使、倭情、倭事、倭谋、倭船、倭轮、倭

营、倭旗等等。甚至同治帝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

的上谕中也称日本为倭，认为“倭人习惯食言，难

保不再生枝节”。（李鸿章，1997（2）：833）

琉球国本为中国之属国。明治五年九月十四

日（1872年9月4日），日本明治政府擅自强行将琉

球王国改称“琉球藩”，废琉球国王称号，改称尚泰

为“琉球藩王”。1875年7月10日，受政府派遣，日

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率吏员及兵士抵琉球那霸，

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朝贡，断绝与清朝往来，

并要求使用日本年号。琉球王尚泰不服，密派官

员前来中国，请求援助。1879年3月，日本政府派

内务官僚“琉球处分官”松田道之和大批警察、军

队至琉球，用武力强行将其编入鹿儿岛县，并将琉

球国王挟持至东京。同年4月4日，日本太政大臣

三条实美发布所谓“废琉球藩置冲绳县”之政府第

十四号布告，翌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令，吞并

琉球。日本将上述 1872年和 1879年对琉球的侵

吞行动，分别称为“第一次琉球处分”和“第二次琉

球处分”。中国虽多次抗议并反复交涉，但终未能

阻止日本对琉球的吞并。琉球吞并事件，使中国

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由武力侵台时的“习惯食

言”“倭性狡黠，好勇斗狠”，进一步恶化成“倭人性

贪狡”“背盟而趋利”。[26]

除官员奏折外，日本侵台和吞并琉球时，一般

报刊中对日本的称呼也有一定的变化。以《申报》

为例，根据“爱如生”全文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日

本侵台的 1874 年和吞并琉球的 1879 年，这两年

“倭”和“倭寇”的用例均比其前后年份有所增加，

如“倭寇”一词，1872年和1873年的出现频次分别

为1和0，但到1874年增加到了9。报刊中的“倭”

和“倭寇”出现的频次虽然不及官员奏折中出现的

频次高，但也有增加的趋势。

从19世纪70年代的《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等一系列事件的交涉及

国人对日本的称呼可以看出，日本侵台前的19世

纪 70年代初，国人对日本虽心存警戒，但并无太

多的贬斥之意，人们通常情况下多称其国为“日

本”或“东洋”。而此后数年间日本的背信弃义行

为，使国人重新唤起了明代的“倭寇”记忆，“倭”

“倭寇”作为具有强烈贬斥意味的指称日本的用

语，再次多为人们所使用。

3 甲午战争前后对日本的贬称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发动

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清政府最终被迫签订丧权

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标志着清朝政府

历时三十余年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

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帝国主义列强由此掀起瓜分

中国的狂潮。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一场不义

之战，日本的忘恩负义，使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之

形象极度恶化，战争期间中国人对日本使用“倭”

等贬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空前频繁。

1894年 8月 1日，光绪帝颁布对日宣战诏书，

称“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

贡。……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

余。……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

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

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

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

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遇有倭人轮

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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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缩，致干罪戾。”短短数百字内，“倭”字出现 4

次，而“日本”仅出现 2次。[27]八月二十三日，李鸿

章奏《平壤败退自请严议折》，其中对日本一概称

“倭”，如“倭寇”“倭奸”“倭人”“倭兵”等，“倭”字一

连出现了十八次；[28]同年十二月，张荫桓称自己奉

旨赴日议和为“奉命赴倭”；[29]翌年二月，李鸿章至

日本马关议和，抵达后即密电称“倭派全权伊藤、陆

奥约期会晤”；[30]四月，张之洞致电总署力陈和约之

害，电稿中凡与日本关联者无不使用“倭”字（共出

现17次），且称“倭约各条，处处包藏祸心，而字句

巧黠，意图含混”。[31]对日本之憎恨跃然纸上。

对照 1874年日本侵台时的相关奏折和上谕，

虽然众多奏折中也频繁使用“倭”称，同治帝在日

军侵台后期的上谕中也偶称日本为“倭”，但在日

本侵台至六月的数月间，同治帝在上谕中对日本

均未用贬称。如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九日

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兵船现泊厦门，

请派大员查看一折。日本国使臣上年在京换约

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之事。……据英

国使臣函报，日本系有事生番，并据南北洋通商大

臣咨覆情形相同。……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

岂容日本窥伺？……日本兵船到闽后，作何动静，

著文煜、李鹤年、沈葆桢据实具奏。”[32]其中虽 5次

出现“日本”，但未见一个“倭”字。若将上述光绪

帝颁布的对日宣战诏书与此进行比较，不难发现

同治帝谕旨对日本侵台的指责尚比较从容理性，

而光绪帝诏书则表达了国人对“倭人渝盟肇衅”已

到忍无可忍的程度。

不仅上谕、奏折等官方文书如此，各类民间商

业报刊杂志在甲午战争期间对日本也多使用“倭”

“倭寇”等贬称。据李玉所作的统计，1889-1893年

间，《申报》中“倭寇”这一贬称出现的频次为 0，而

1894年和1895年这一词的出现频次骤升至104和

111。[33]据笔者统计，这两年《申报》中“倭”字的出

现频次更是分别多达3738次和3467次，除去少量

诸如人名“倭仁布”“倭什布”等与日本无关者，至

少也在三千次以上。如 1894年 8月 25日《申报》

刊载的介绍甲午战争朝鲜境内战况传闻的《倭语》

一文，作者（佚名）以与不速之客之谈话的方式，介

绍了所听闻的战况后，认为“倭人自以为步武西法

较中国为专且精，而不知其所得者亦不过皮毛，而

居然沾沾自喜，大有尽羿之道于是杀羿之意。近

年以来，于欧西之人颇多狎侮，而于中国先为小试

之端，若一得志于中国，则必将盛气以向欧洲，西

人早已微窥其志，故助倭者少，而倭人狡而愚，尚

自不知其力之不足，而专以虚声铺张，以自欺其国

中之人，何识见之浅隘一至于此？”[34]文章内容虽

有小觑日本军事实力之嫌，但若仅观其文字，短短

1300余字的文章，使用“倭”字多达26次，而称“日

本”仅一次。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公使林董假甲

午战胜之威，认为京师报刊称日本为“岛夷”等乃

蔑视日本，再三与总署交涉“请饬禁阻”。光绪二

十一年（1895）六月初一日，迫于日方的压力，总署

不得不上奏，称：“我国既与日本重订和约，应与中

国最为优待之国一体礼遇。嗣后各省奏折自不应

指日本为岛夷，方为合礼。”[35]请旨饬下京内外各

衙门，嗣后一切公文不得指称日本为“岛夷”。当

日奉硃批：“依议”。

鸦片战争后，中国相继给予英国等欧美列强

以片面最惠国待遇，且相互间可“一体均沾”，甲午

战争后，日本也通过《马关条约》获得此特权。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

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

‘夷’字。”[36]此为中国最早以条约的形式规定对英

国官民不得称“夷”，包括日本在内从中国获得最

惠国待遇且享受“一体均沾”的各国均可享有此权

利。总理衙门此次上奏中称“我国既与日本重订

和约，应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一体礼遇”，一切公

文中不得称日本为“夷”，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款。

对日本所提出的禁止称其为“夷”的要求，中

国国内舆论虽有抵触，但也对按照成约处理此事

表示理解。如《申报》所载《求免称夷》一文认为：

“日本北海道所属夷港及虾夷，日人咸以夷目之，

并不有所讳饰，彼即不以夷自讳，何必欲我国代为

讳之？”然而，“我国咸丰八年钦命桂花二大臣与英

国额大臣在上海重订和约中，有‘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臣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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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则兹之于日本亦不妨援以为例，何必径指为

夷？皇上之饬咨行各衙门，殆深得睦邻之道乎。”[37]

此后，中国各类公文书乃至民间报刊杂志中

指称日本为“倭”“夷”者虽未完全消失，但明显减

少，“日本”逐渐成为普遍称呼。

4 对日称呼所反映的清代中日关系及对日感情

明代中后期，为应对倭寇侵扰等现实问题，中

国官绅对日本尚比较关注，在日本研究方面出现

了诸如《日本考略》（薛俊）、《日本一鉴》（郑舜功）

等不少较有影响的著作。而在清代，直至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长达二百余年间，中国人对日本并不

重视，两国往来主要为长崎贸易，其间偶尔出现的

有关日本的介绍性著作也多以长崎为背景。如童

华所著的《长崎纪闻》（1735），仅根据其任苏州知

府期间从赴日贸易的商人处所获得的信息记录而

成；浙江钱塘出身的商人汪鹏所著的《袖海篇》（也

称《日本碎语》，1764），仅记录了其个人赴长崎贸

易时的见闻；陈伦炯虽在《海国闻见录》（1730年）

之《东洋记》中叙述了朝鲜、日本、琉球三国的概

况，但有关日本的内容仅短短千字左右。总之，在

清代中前期，尽管由于长崎贸易和出于对日本的

防范，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虽比较密切，但中国官民

对日本大多不甚关心，知之甚少，中日关系平淡无

事，中国人对日本也并无太多的好恶之情，对日本

的称呼，通常多用“日本”或“东洋”等不含褒贬的

中性词。

自 1871年日本开始要求与中国签署修好条

规至甲午战争，日本随着国力的增强，开始向中国

步步紧逼，而走向衰落的中国则节节败退。1872

年，日本派使节前来中国要求修改上年刚签订而

未交换批准书的《中日修好条规》，虽被李鸿章驳

回而改约未成，但日本此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

屡次提出改约要求；同年9月，日本政府擅自强行

将琉球王国改称“琉球藩”，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

王”；1874年，日本以琉球民为台湾土著杀害为借

口，公然扬言台湾土蕃部落乃“无主之地”，悍然武

力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政府用武力强行将琉球

编入鹿儿岛县，并将琉球国王挟持至东京，最终吞

并琉球；1876年，日本通过《江华条约》迫使中国属

国朝鲜开国，打开了朝鲜的大门；1885年，日本通

过《中日天津条约》获得随时可向朝鲜派兵的特

权；1894年，日本利用《中日天津条约》向朝鲜派

兵，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日

本大肆侵略中国时，作为贬称，中国人多称日本为

“倭”或“倭人”，这一贬称反映了国人对日本忘恩

负义接连侵略中国的憎恶感情。

甲午战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所

带来的震撼可谓巨大。“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

也”[38]，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在反思自国之不

足的同时，开始分析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并认为

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不遗余力地普及近代教育并

吸收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忍

辱负重，不再太多考虑中日两国间自古以来形成

的文化传承关系，以惊人的勇气展开了“以敌为

师”，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教育和文化的

自强运动，由此掀起了学习、研究日本的高潮，两

国间的文化交流以与隋唐时代截然相反的方向展

开，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继隋唐后的第二次

高潮。但尽管在这一时期，日本也未曾抛弃其扩

张在华权益的野心。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对日本之

蔑称的明显较少，固然与本文已述及的总署奏议

及光绪帝谕旨直接相关，但这与中国人的对日蔑

视和憎恨因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增进而被稀释淡

化，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日本虽多

有羡的情感，但也含有恨的成分。

5 结 语

以上，对清代中国人对日本称呼的演变过程

作了初步的考察。清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除

“日本”“东洋”等几乎不含褒贬的中性词外，常见

的还有“倭”“倭夷”“岛夷”等贬称。“东洋”一词，于

清代原本作为指代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地

域名称，而当它以作为特指日本的词汇出现时，当

为“东洋日本”一词省略“日本”二字后所形成的称

呼。而“东洋”一词在清代作为指称日本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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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一词相比，虽因时期、作者和文书内容的

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总体并不占多数。

特定的称谓能反映出人们的特殊情感和好恶

判断，不同的时期、场合、背景、称呼者身份及对日

本的好恶，均影响人们对日本的称呼，而这些称呼

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中日关系以及国

人对日本之情感的变化。自清初至十九世纪六十

年代，大多中国人对日本并无太多的好恶之情，对

日称呼也多不含褒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

战争结束，尤其是在日本悍然侵台、吞并琉球乃至

对朝鲜和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国人对

日本多用贬称；甲午战后，因日方正式向中国提出

要求禁止对其使用贬称，加之中国人的对日憎恨

也因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增进而被稀释淡化，国人

对日本使用贬称明显减少。

[本文为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点课题“近代

浙江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批准号：17WH20018ZD-9Z）的

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吕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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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Name in Chines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A wide variety of terms were us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me for Japa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Qing dy-

nasty. In addition to neutral words such as "Japan" and "Dongyang" which contain no positive or negative nuance, there were

also common derogatory terms such as "Wo", "Wo Yi" and "Dao Yi". The term "Dongyang"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geograph-

ical names of Korea, Japan, Ryukyu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when it appeared as a word specifically refer-

ring to Japan, it should be what was left after omitting "Japan" of the word "Dongyang Japan".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name

in Chinese in the Qing dynasty rough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and the feelings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s Japa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1860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ere simple and unevent-

ful. Most Chinese people did not have much love or hatred for Japan, nor did they address Japan with positive or negative com-

ments; from the 1870s to the end of the Sino- Japanese War, especially when Japan flagrantly invaded Taiwan, annexed

Ryukyu, and launched a large-scal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Chinese officials and people often used deroga-

tory terms to address Japan.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officially asked China to ban the use of derogatory

terms,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hatred towards Japan was dilut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the derogatory terms used by Chinese people for Japa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Japan's name in Chinese; Dongyang; Wo; feelings toward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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