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原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828-1905），自明治

9年（1876）10月至明治11年（1878）春长期旅居中

国江南一带，与众多文人密切交往。他将在中国

期间所作的约 100首诗整理编纂成诗集《诗草》，

并于归国后请驻日公使何如璋及前来东京的钱子

琴为其点评。

何如璋与钱子琴二人为《诗草》全篇做了详细

点评。虽然何如璋广为人知，但钱子琴这一人物

却鲜有人知。副岛称钱子琴“磊落襟懐”，在得知

其去世后哀悼“銭君遺業足長吁”[1]。本文欲对钱

子琴的事迹加以探究。

迄今为止，有许多研究都提到了钱子琴，如金

泽市教育委员会文化财课《金泽·常福寺历史资料

图录》、易惠莉《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冈千仞与

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梁永宣、真柳诚《冈田篁所

与清末的日中医学交流历史》、王宝平《明治前期

赴日中国文人》、陈捷《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中

国书画家的日本游历》、川边雄大《东本愿寺上海

别院的出版活动》、岛善高《副岛种臣与齐玉溪

——明治 10年、上海》（上）（下）、同上《副岛种臣

与中国江南文人》等，但这些研究并非针对钱子琴

本身，相关记述也不尽详细。

因此，本稿主要以钱子琴的人生经历为中心，

对其迄今为止已知的事迹展开分析，以期为今后

的相关研究抛砖引玉。

1 冈田篁所与钱子琴

钱子琴（名怿），江苏省东南部梁溪（今无锡）

金匮人。同治（1862-1874）初年，曾5次前往长崎，

并于明治 5 年（1872）回到上海。在长崎停留期

间，钱子琴与擅长诗文的冈田篁所医生来往密

切。面对前来上海游玩的冈田，他自称现居于上

海城内“虹橋頭。張宗衙内”[2]，还为冈田的《沪吴

日记》撰写了序文《送冈田篁所医生归日本序》。

钱子琴生于梁溪，自称是吴越王钱氏后代，其

本人也经常使用“吴越王孙”之印。由此可知，钱

子琴应当生于富贵殷实之家，但因太平天国之乱，

当时的江苏省梁溪（无锡）金匮已成一片废墟 [3]。

钱子琴为避战乱，迁居上海。

可以推测钱子琴靠卖书法作品及为他人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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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子琴（名怿，？-1881），江苏省梁溪（今无锡）金匮人，擅长书法，精通诗文。其书法偶有

人知晓，而其人其事至今语焉未详。同治（1862-1874）初年始，钱子琴在日本与日本文人酬唱诗文，

为他们的诗集点评作序，向他们教授书法入门等。除此之外，钱子琴还在上海与东本愿寺别院的僧侣

们密切交流，并于1879年在东本愿寺的资助下出版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钱子琴在晚年还加入了

曾根俊虎于东京成立的兴亚会。本论文欲从日本现存资料着手进行剔抉爬梳，就其交流活动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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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以此获得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仅凭这些

收入钱子琴根本无法在同治初年 5次前往长崎。

上海东本愿寺别院僧侣冈崎正纯所著的《支那在

勤杂志》[4]1878年 2月 11日条有以下记载：东本愿

寺学生感染风寒，忙请钱子琴来诊治。由此可知，

钱子琴曾是医生。在明治 3年，以贸易商为主的

462名福建人、江浙人及广东人侨居长崎馆内町[5]，

因而钱子琴赴长崎期间可能还曾为中国人进行过

诊治。其在长崎交往最为密切的冈田篁所既是医

生，也是文人。二人乃同业同好之谊。

钱子琴回到上海后仍与日本文人保持书信往

来。神奈川汉诗人平塚梅花（名真宝，1809-1890）

的《秋锦山房诗钞》中卷[6]收录诗两首，此二诗为钱

子琴从上海寄送书画后，平塚回赠的诗作。平塚

梅花是浅草净土宗长圆寺主持，自幕末起便与侨

居横滨的中国人进行交流，明治元年移居横滨。

《秋锦山房诗钞》中也出现了李星、叶松石、谭禹

（崖甫）、支离子、半樵、梦梅、品梅、游水、区斋观

（元少）、龚慎夫、劳荻裳（梅石）、梁秋甫等中国人

的名字。

2 神田信醇与钱子琴

明治 6年（1873），在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

努力下，实现了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交换，日本

于上海设立总领事馆。侨居上海的日本人逐渐增

多，明治6年达50人左右，其中包括在长崎与钱子

琴交往密切的城岛谦藏[7]。

明治9年（1876）8月20日，东本愿寺于上海建

立别院，“儒者銭子琴”也与众多日本人士共同出

席了此次开院典礼[8]。

明治9年（1876）冬，钱子琴前往京都并下榻晓

翠楼，期间为神田信醇的《夕阳红半楼小稿》作序题

跋，并为全篇仔细点评。神田信醇（名久信，号香

严，1854-1918）是个商人，在京都经营钱庄。他通

晓诗文，曾致力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收集与保存[9]。

钱子琴撰写序文的时间为明治 9年（1876）11

月 7日，当时正住在晓翠楼。晓翠楼乃原田隆造

（号西畴）书斋之名。原田隆造供职于工部省电信

局，后参与创立博爱社[10]。钱子琴挚友陈曼寿其

后也下榻晓翠楼[11]。神田吟咏钱子琴的诗作《赠

清客钱子琴》也收录于《夕阳红半楼小稿》。

虽无史料直接表明二人关系，但从神田新醇

是虔诚的真宗信徒这一点来看[12]，二人可能是经

东本愿寺别院人士介绍相识。若进一步大胆推

测，此引见人应是菊池三溪（名纯），其与钱子琴一

样，曾为《夕阳红半楼小稿》加评并撰写一文。因

为菊池三溪也与长崎的冈田篁所熟识，且其曾为

冈田《沪吴日记》撰写过序文。由此推测，钱子琴

经冈田介绍认识菊池，而后在菊池的引见下认识

了神田。

不过，钱子琴旅居京都期间，曾数次到访近江

八幡（今滋贺县）。据称，明治9年（1876）5月经讨

论，决议于近江八幡建立八幡东学校，同年 10月

学校动工，次年4月竣工并正式开学[13]。钱子琴曾

为该校题写“德门”牌匾，并写下“丙子冬日适八幡

东学校经始书此 子琴钱怿”。“经始”有“开始建

造”“开始经营”两种意思，从该校明治 10 年

（1877）4月开学这一点来看，此处的“经始”应指学

校动工之意。

3 上海东本愿寺别院与钱子琴

明治 9年（1876）7月 13日，为了到中国传教，

净土真宗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与谷了然、

哲僧、顺照、贤超等僧侣抵达上海。他们向上海领

事品川忠道提交申请后，租借了北京路的一处房

屋，并设立了净土真宗上海别院，于8月20日举行

了开院仪式。

明治 10年（1877）1月 16日，小栗栖因病返回

长崎疗养，曾一起出席此次开院典礼的钱子琴于3

月 5 日至 3 月 12 日前往长崎探望（草森伸一，

2000：308）。虽说钱子琴对长崎倍感亲切，但前一

年冬天刚去过京都和近江八幡的他又特意前往长

崎探病，可见其与小栗栖交往甚密。

冈田篁所在长崎为小栗栖检查后，确诊其患

有中风。冈田本人与钱子琴也交往密切且曾到访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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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岳崎）正纯（1836-1886）自1877年8月4

日至次年 5月供职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并于院内

开设的中文学校向日本留学僧教授真宗教义（川

边雄大，2010：186）。

由冈崎撰写的《支那在勤杂志》（冈崎正纯，

1975：417）可知，8月 22日其初见钱子琴，并评价

“該人者博学而善書且高行、異流俗之売字者

流”。而后，直至归国前 9个月期间，二人相见约

20次，可见其交流之频繁。文章内容大都是钱子

琴为冈崎诗文添加的点评，或钱子琴为其挥毫的

笔墨。

松本白华（号西塘，1838-1926）比冈崎正纯稍

晚来到上海。松本被任命为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主

持后，于明治10年（1877）9月4日抵达上海。他精

通诗文 [14]，来到上海读过毛祥麟（对山）的《墨余

录》、齐玉溪（学裘）的《劫余诗选》后，才知晓上海

有诗文大家。松本与钱子琴等人开始交流往来

后，欲请他们评阅所作诗文。他先邀请钱子琴、陈

曼寿、孙蔼人校阅，自己再进行缮写，而后将著成

的诗文集《西塘诗稿本》（松华堂半页 10行用笺、

全 32 页。苏州图书馆藏）赠与毛祥麟、齐玉溪。

该诗文集卷头提到“陈曼寿先生阅、蔼人孙先生

评、子琴钱先生评 朱字系钱先生评语”，卷末跋

文写有“近与钱子琴君往往谈及二先生。晔景慕是

极。即介人子琴君呈所作之诗二卷、就正于砚北”。

与松本同船来到上海的北方心泉（1877-

1905）[15]，也多次出现在《支那在勤杂志》中。1878

年 5月 8日条有以下记载：“我曾请求钱子琴数纸

挥毫、钱氏今挥得来、然瘦猿贼窃窃所藏二纸不

与”，此处将北方请钱子琴挥毫一事记为“瘦猿贼”

（此处指一有盗癖的僧侣）偷盗二纸。

由此可知，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僧侣们与钱

子琴交往密切，曾请其为诗文加评或求其墨宝。

北方亦求其翰墨，并于光绪 4年（1878）10月朔日

得其题写“常福精舍”牌匾，上有“吴越王孙”落款

印，另获其临孙过庭《书谱》之帖及写有“江干風紫

雁声愁”诗句的七言诗[16]。

但钱子琴与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最为重要的联

系是他曾为赖山阳《日本外史》加评，并于光绪 5

年（1879）在上海出版。复旦大学长期研究中日关

系史的赵建民对此评价道：“《日本外史》在中国的

翻刻，并由钱子琴评阅，无疑裨益于中国人对日本

认识的深化”[17]。

由钱子琴序文可知，他曾多次游历日本，在与

日本文人交流中发现，他们熟读中国书籍，谙熟中

国历史及风土人情，而与此相反中国人对日本知

之甚少。他认为，中国人即便意欲阅览日本书籍，

也终因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翻开书籍便昏昏欲

睡。他翻阅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后认为，该书有

关日本政治变迁及风土人情的描写简单明了，非

常具有参考价值。据说他将此书示以旧交齐玉溪

后，齐玉溪也认为，正如英国有英国史，美国有美

国史，日本也应有日本史，建议出版此书，而后由

钱子琴与曹叔培合作负责校阅。从钱子琴的序文

来看，出版《日本外史》似乎只是他个人的提案。

但据川边雄大《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出版活

动》[18]记载，石川县白山市立松任图书馆的白华文

库中藏有《外史翻刻计算》一书，其中记录了各卷

所需经费明细，如「預備、八百五十一円九十八銭

六厘四毛」「一、四拾五円。斉玉谿・毛対山・銭

子琴・曹叔培等へ依頼ニ付諸入費」「内訳、弐拾

円。斉玉谿序文。拾円、毛対山品物贈ル。拾五

円、宴会等費張鼎功へ貸ス」「一、五拾円。銭子琴・

曹叔培雇薪水費送ス」等。从《外史翻刻计算》可

知，《日本外史》的出版费用由东本愿寺支付，另外

钱子琴、齐玉溪、曹叔培等还收到礼金。当时东本

愿寺别院学师的月薪为 20圆，教师月薪 10圆，而

齐玉溪的一篇序文就可达20圆，这在当时来说是

相当高的价格。

冈崎正纯《支那在勤杂志》1877年 10月 17日

条记载“薄暮钱子琴到余前、城老因轮的之请莅其

席。盖别院有外史翻刻之举件也”，同年 12月 11

日条提到“钱子琴先生至（中略）外史评点及毛对

山序文成”，因而令人怀疑《日本外史》翻刻的当事

者是东本愿寺别院，但出版的《日本外史评》中并

未提及该院名称。此事缘由，笔者对此如下解释。

从川边雄大《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出版活动》

可知，根据《天津条约》第 8条、第 13条规定，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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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美各国传教人士享有在中国宣传基督教的权

利，但1871年缔结的《中日修好条规》中并未规定

日本僧侣有传教权利，因此他们才在出版的《日本

外史》中将东本愿寺的名称全部隐去。

另外，据说毛对山已完成序文，但出版的《日

本外史》中并未收录其序文。此事究竟为何，尚且

不详。

4 曾根俊虎、副岛种臣等与钱子琴

海军中尉曾根俊虎（啸云，1847-1910）于明治

9年（1876）2月来到上海，寓居海军省于浦东地界

的地盘，从事间谍活动。明治 10年（1877）7月曾

根带着原米泽藩儒者中川英右（雪堂）的《雪堂诗

钞》稿本，前去拜访张滋昉及钱子琴，求二人评

点。钱子琴在序文中写道“丁丑七月、友人曾根君

持先生诗稿一册、以先生之命、嘱余点定”，其中他

称曾根为“友人”。

明治 18年（1885）3月《雪堂诗钞》（聚远楼藏

版）出版，卷首有三条实美、上杉齐宪题字，细川润

次郎、重野安绎、张滋昉、钱子琴所作的序，以及门

人柿崎德的题字，卷末有副岛种臣、宫岛诚一郎、

何如璋、黄遵宪等大家的跋文。

钱子琴与曾根关系渐密，明治 9年（1876）10

月原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到上海。其寓居日本

人经营的田代屋，期间会见了上海总领事品川忠

道、东本愿寺别院小栗栖香顶。他可能也曾与旧知

曾根俊虎相见，并游历天津、杭州、苏州等地。而

后副岛再次前往荆州、汉口等地，明治10年（1877）

3月左右返回并将旅途所作汉诗示以钱子琴[19]。

钱子琴读过副岛诗集后，写下书信赞其诗“格

气沉力厚，言近指远。较之粉饰为工，雕斫为巧，

有仙凡之别”，同时赠以《题日本副岛钦使诗稿后》

一诗（引自草森伸一旧藏照片）。为回应钱子琴诗

作，副岛亦吟《次韵答钱子琴》（岛善高，2004：27）。

钱子琴引据诗经及季札、子产之故事以阐述吟诗

宗旨，并对副岛的诗作加以点评。对此副岛称钱

子琴通晓古典，并赞“钱君博洽士”。

而后两人交往密切，副岛归国之际，钱子琴于

送别诗会中赠以新作。该诗虽未留存至今，但其

主要内容是钱子琴大为赞赏副岛的诗文才能，并

望其归国后有所成就。而对此副岛谦虚地表示自

己并无如此才能，并称钱子琴之情正如古诗“折杨

柳”般细腻真挚，令人难以忘怀（岛善高，2004：35）。

明治10年（1877）9月16日左右副岛归国。

5 吉嗣拜山与钱子琴

明治 11年（1878）2月左右，筑前太宰府吉嗣

拜山（1846-1915）来到上海。明治维新后吉嗣来

到东京，明治 4年（1871）在太政官记录编辑局供

职的同时，还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但同年7月，其

在上班途中遭遇大风雨，被压于房屋之下。后接

受截肢手术，失去右臂，时年 26岁。吉嗣将右臂

骨制作成笔并随身携带，同时还努力进行绘画尤

其是南画的创作。后吉嗣漫游上海、扬州、江苏等

地，明治11年（1878）与众多文人进行了交流[20]。对

吉嗣颇感兴趣的中国文人为一睹珍贵骨笔，纷纷

与其交流并各创诗文，后将诗文整理编纂为《骨笔

题咏》。钱子琴也曾为此诗文集撰文。

其后，吉嗣游历镇江、扬州、邗江等地并作成

诗文集《江南游草》，游历苏州、杭州等地之后作

《江南游草后》。钱子琴为此二集分别撰写了跋文

与读后文。

吉嗣将此三本诗集整理成《拜山奚囊》，于上

海出版 [21]，封面也有写作《骨笔题咏 江南游草

江南游草后》。其序虽为齐玉溪与北方心泉所作，

但北方序文乃钱子琴缮写。

《拜山奚囊》中《江南游草》、《江南游草后》的

书页上方均有点评，这无疑是钱子琴所添。因为

《明治诗文》第 30集（明治 12年 6月出版）中收录

有吉嗣《登虎阜》一诗及钱子琴点评，同样第34集

（明治12年10月出版）亦记载着吉嗣《去古吴舟中

作》一诗及钱子琴点评。这些与《江南游草后》中

的诗文及书页上方的点评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作序的北方心泉乃东本愿寺上海

别院僧侣，与钱子琴熟识。因此，钱子琴应是经北

方介绍认识吉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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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汉诗人的交流

翌年明治 12 年（1879）5 月，钱子琴前往长

崎。同年3月15日至6月20日日本在长崎举办了

博览会，历时 80天，因而此次钱子琴是前去参观

博览会的 [22]。1879年（明治 12年）5月 3日的《申

报》中有一篇《长崎博览会近状》，其中写道，“前次

礼拜日又请中国画家胡二梅・王冶梅・钱子琴・

王鹤园诸君、到场成画山水、或画花卉翎毛”，钱子

琴之名亦在其中。

其姓名出现在《申报》中说明钱子琴在当时也

颇有名气。明治 13年（1880）编纂的《长崎古今学

术学艺书画博览》中有14位“近时留寓清国诸家”

的名字，而钱子琴与王冶梅也在其列。

钱子琴在长崎与文人交流之际，亦教授日本

人诗文书法。爱知县知多郡东浦町的中川南严便

是众多向他学习书法的其中一人。据说，中川南

严（1855-1917）游学长崎期间向钱子琴学习书法，

还与冈田篁所等交流频繁，回乡后以书法家身份

进行活动，培养了众多弟子。中川手里有钱子琴

光绪 5年（1879）夏所作的《岁寒堂》。“岁寒堂”是

中川书斋的名字。

钱子琴参观长崎博览会后，前往东京。明治

12年（1879）7月 29日的《读卖新闻》中提到，钱子

琴“励志游遍日本名山胜水”而来京，目前寓居“竹

川町越前屋”，早年副岛在上海时“常邀同氏，关照

有加”等。

来到东京的钱子琴于 8月上旬拜访副岛。副

岛将本稿开头记述的清国漫游诗集示以钱子琴，

并请其加以点评。

随后，明治 12年 12月 26日，钱子琴为长崎的

“振远队战士遗发碑”撰写碑文。振远队是指明治

元年（1868）4月戊辰战争之际，政府军为追讨旧幕

府军而在长崎集结的军队，当时共有 318名士兵

赶赴奥羽地区。政府为集结该军队把副岛种臣派

到了长崎。

在约 5个月的战斗中，振远队有 13人战死，4

人病死。明治 2年（1867）12月，振远队战死和病

死者的招魂场选定在大楠神社旁，12月27日举行

遗发下葬仪式。

明治12年（1879）12月26日，原振远队军曹吉

村元善与队长石田荣吉等商议决定，在招魂场西

北隅设立振远队战士遗发碑，碑文由谷口蓝田（中

秋）执笔，钱子琴题写。谷口蓝田虽出身佐贺，但

幕末寓居长崎，开设汉诗文私塾，吉村元善便是谷

口门生[23]。

可能是由于钱子琴与谷口蓝田相识，他才负

责题写碑文。因为谷口蓝田是冈田篁所的好友，

曾为冈田的《沪吴日记》作序，而钱子琴在长崎与

冈田也一直交往密切。

7 晚年的钱子琴

钱子琴在日本的停留时间尚且不明。《明治诗

文》第 25集（明治 12年 1月）、第 9集（明治 12年 5

月）、第 44集（明治 13年 4月）中收录了成富清风

（1839-1880，穆斋）的诗作，其中写有钱子琴的点

评。成富曾任科尔萨科夫（旧名桦太）领事，曾一

度返回东京[24]，明治 12年 6月 4日自愿免职（东亚

同文会，1968：86）。《明治诗文》中的诗是他回到东

京后所作。

此外，明治 13年（1880）3月成立了以曾根俊

虎为领导中心的兴亚会（东亚同文会，1968：86）。

设立此会是为对抗欧美势力东渐，促进中日合

作。《兴亚会设立绪言》称，日本人虽通晓欧美语

言，但基本不识中文，因此首先要开设中文学校实

现语言通达[25]。兴亚会报告第4集发行后[26]，钱子琴

亦入会。《兴亚会报告第4集》于明治13年（1880）5

月14日发行。

另外明治15年（1882，光绪8年）孟夏，钱子琴

通过长崎的冈田篁所，将临摹孙过庭《书谱》的临

帖赠予中川南严（爱知县知多郡东浦町乡土资料

馆所藏）。钱子琴的跋文充分展现了其与中川南

严的关系，且当时他在日本的状况也可从中窥见

一斑，因此引用如下：

南巌賢友閣下。憶昔長崎握手別。睠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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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至今縈念。在東京欲招同住、揄揚於縉紳先

生之前、為閣下登進之階矣。如天不従人、恝然

帰国、惟有引領東望、翹首神馳耳。滬城間住問

主人則知在貴国塗鴉售銭、殊深慚愧。記得先君

有言、作書不宗晋唐、猶築室而無柱礎。孫虔礼

去古未遠、用筆一準二王。乃取其書譜而臨摹

之、先後共成十本。倶為友人索。夫余始臨之本

意、欲附於岡田先生札中托転致吾友、因用筆窒

滞、未能円熟、故留而不寄。爾時際炎敲、稍多俗

事、只可以此塞責、倘他日重到崎陽、必刻意臨摹

一本、奉贈也。閣下詩書均皆進境見之。不勝忭

喜、再若加工、不難一日千里、臨低神馳。不尽。

欲言順候。（禿筆作書。望閲後即棄之。）

署安 友人銭懌 印 印 頓首 印

明治 12 年钱子琴在长崎与中川南严分别。

之后钱子琴欲邀请中川前往东京，并望其在自己

的指导下有所成就。但由于当时他自己即将回

国，所以只临摹了《书谱》并嘱咐中川，若能照此帖

进行练习，书法定能更加精进。“孟夏”是农历4月

（公历 5 月）的别称，由此可以认为钱子琴直到

1879年5月还身在日本。

冈鹿门《航沪日记》明治17年（1884）6月8日[27]

条中记述了岸田吟香的话，“子琴三年前死。其妻

無可食。屢來乞憐”。明治 17年（1884）的 3年前

是明治14年，因而此处应该是岸田或冈鹿门的记

忆有误。

其妻爱月前来告知副岛钱子琴去世的消息。

因爱月送来押韵诗作，副岛便吟咏了《次韵 酬爱

月女史钱氏》。诗云：

説聞行踪長緑蕪。素娥凴弔為誰吁。昔吾

立馬呉山頂。東望江潮西望湖。

随后副岛又依韵奉和《哀钱氏之讣》一诗（岛

善高，2004：275）：

有美堂中蘭蕙蕪。銭君遺業足長吁。美人

昨夜驚吾夢。星大青燐落碧湖。

爱月在带来钱子琴讣闻的同时，也告知副岛，

在上海与副岛交往密切的毛对山和齐玉溪也于同

年去世。副岛哀其好友，作诗《清夜吊对山毛先

生 玉溪齐先生 钱君子琴 皆以昨年长逝 子

琴有妻 为告讣》吟道（岛善高，2004：276）：

清夜懐人故鬼多。対山文采玉谿歌。一生

磊落銭君子。独有臨園月裡娥。

8 结 语

如上所述，钱子琴于1860年前后至1882年间

共赴日8次，并在日本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以

当时而言，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钱子琴认识到，在无名的东海孤岛——日本

也有精通汉诗与书法之人，且日本先于中国开国，

极力吸收西方文明。他想通过实际见闻来了解

日本。

钱子琴游历长崎、京都、东京等地，所至之处

必与文人酬唱诗文，并教授日本人诗文书法。另

外，他还出版了赖山阳所著的《日本外史》的评阅

本，对于加深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起到了一定推

动作用。

然而，钱子琴所交往之人并不仅仅是汉诗学

者、书法家，还包括了政治家、官僚、军人。由于他

定居上海，充分见识到了西方人入侵东方的骇人

气势。他认为中日应当联手抵抗西方人的入侵，

也因此他才加入了旨在在日本普及中文的兴

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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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an Ziqin and the Japanese Literati of the Meiji Period

Abstract: Qian Ziqin, born in Liang Xi, Jiangsu Province, had a good command of calligraphy and was very good a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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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His calligraphy is a little famous while his personal anecdotes have been less well-known until recently. During 1862-

1874, Qian Ziqin went to Japan an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literati by commenting on their poems and tutoring

them in calligraphy. In addition, during his stay in Shanghai, he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the monks of the Higashi Honganji

Shanghai Betsuin, which, in 1879, sponsored Rai Sanyo's publication of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Japan. In his twilight years,

Qian Ziqin joined Asian Revitalization Association launched by Sone Toshitora in Toky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his communi-

cation activities using extan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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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Translation

E-mail: xuhandongsunny@163.com



































 电子辞典使用技巧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李广悦 韩 辉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朱 宁 张天舒

11))接听电话接听电话 –利用–利用《《しごとのしごとの日本語 電話応対編日本語 電話応対編》（》（续续））

内容分为4个部分。我们尝试ロールプレイ（角色扮演）吧。(图106 图107)

 

 

 

 
其他内容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吧！

图106

图107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