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世纪中期，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领舰队驶入东京湾，与日本政府签

定了《日美亲和条约》，迫使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

打开了门户，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随之涌入，推

动日本走向了明治维新的道路。与此同时，伴随

着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深入，传统的“华夷秩

序”逐步解体，中日关系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并最终爆发“甲午战争”。然而在这段历史中，

友好的旋律依然存在。

1871年 9月，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积极推动

下，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根

据“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

京师”一条，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第一任驻日公

使，携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随员沈文荧等一

行四十余人于1877年出使日本。此后，黎庶昌作

为第二任公使于 1881年赴日本履职。1884年任

满归国。此后于 1887年再次赴日任职第四任驻

日公使。滞留日本期间，这些驻日公使以及其随

从官员凭借自身出色的文学修养，与日本各界有

识之士展开了积极的笔谈。由此，这一时期的外

交特色又被称为“笔谈外交”[1]。

作为珍贵的外交史料，这些笔谈资料先后被

中日学者予以整理。作为本文的基础资料，以下，

对笔谈资料的整理情况进行简单介绍。较早的笔

谈资料集如：实藤惠秀『大河内文書—明治日中文

化人的交遊』（平凡社：1964）；实藤惠秀、郑子瑜

『黄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早稻田大学东洋

文学研究会：1968）。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些

笔谈资料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有

诸多成果相继问世。主要有：吴振清、徐勇、王家

祥《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陈

铮《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吴振清、

吴裕贤《何如璋集·卷四》之《在日本笔谈资料》（天

津人民出版社：2010）；刘雨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

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王

宝平《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其中，尤以王宝平主编

《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规模

最大，并最大程度保留了史料的原貌。另外，200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

日记汇编 1中日诗文交流集》载有大量诗文唱和

资料；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黎铎、龙先绪

点校《黎庶昌全集》第五册《黎星使集合编》为黎

庶昌在日举办的多次诗会唱和集的合编。

本文论及的依田学海也是笔谈参与者之一。

依田学海（1833-1909）名朝宗，字百川。为日本明

治时期著名汉学家之一，以小说闻名于世。其汉

文小说《谭海》与菊池三溪的《本朝虞初新志》并

依田学海与晚清中国外交官的交流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杨 爽

［摘 要］ 依田学海（1833-1909）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之一，以小说闻名于世。其日记《学海

日录》及《墨水别墅杂录》以出现人物之多为学者所关注，这其中也不乏当时的在日外交官。然观前人

之说鲜有细论者。本论将对笔谈以及日记资料进行梳理并还原学海与晚清驻日公使间的交往情况，

以期补前人论说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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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明治二十年前后的日本文坛上占据着十分

重要的地位，并于近年来逐渐受到了中日学者的

关注。其留世作品除小说以外，另有日记『学海日

録』（日文）、《墨水别墅杂录》（汉文）两种，日记涉

及人物数量庞大，记录详细，为学界研究日本明治

时期的文学、文化、历史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本文将以依田学海日记为基础资料，结合笔

谈及书信记录，厘清其与晚清驻日公使的交往史

实，尽力还原与中国人交往中的依田学海的形

象。笔者在硕士论文《明治时期日本汉文学家依

田学海与中国》中曾对此有所探讨，但材料不够充

实，分析不够充分。本文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参考

了公使馆的大量笔谈资料，对材料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分析。

1 与沈文荧的笔谈

沈文荧（1833-1886），字梅史，号春萍馆。浙

江余姚人，曾官至正五品陕西省候补直隶州知州，

并于1877年出任第一任公使随员。擅诗词书画，

精通音律，著书有《春萍馆外集》《春萍馆诗草》《学

乐录》等，译作《日本神字考》。

若要论及依田学海与沈文荧的相识，不可不

提大河内辉声。大河内辉声（1848-1882）又称源

辉声、源桂阁，本姓松平，幼名恭三郎，名辉声、辉

照，号桂阁，幕末高崎藩藩主。1878年 2月 25日，

在王治本及沈文荧的引荐下，大河内辉声首次拜

晤何如璋。此后频繁携友造访公使馆笔谈，并将

笔谈记录以及书信往来按年月日进行编号整理，

被后人统称为“大河内文书”。[2]

依田在日记中评论大河内喜读小说，[3]对于其

人，依田则评价道：

公为华族，但为人风趣幽默，不似一般权

贵。且公能文善书，藏书丰富。藏书堆中可见与

石丈山朝鲜的权学士往来笔谈记录。（笔者译）

（学海日録研究会編第3巻，1992：282）

由此可见依田对于大河内的人品以及才识都

十分欣赏，依田还曾为大河内修改汉文，大河内受

到依田薰陶，也对戏剧颇为喜爱。依田兄长依田

柴浦与大河内交好，常往来其宅邸“桂林庄”与清

人笔谈。1878年5月6日，依田学海与依田柴浦均

前往“桂林庄”赏牡丹并同沈文荧笔谈，此次当是

依田兄弟二人与沈文荧的初次见面。

关于这次笔谈缘起，可依据 1878年 4月 26日

《戊寅笔话》记录。此日，大河内与沈文荧讨论作

词、唱词之法，沈文荧提到《学乐录》里面有详细记

录。此后笔谈内容如下。

桂阁 那柴浦翁固喜音律，及看尊著而恬然

解惑矣。此词等亦使柴浦氏转问君，则弟之惑

可解。

梅史 柴浦翁异日可一晤否？弟明日往横

滨，俟回时与君约期可也。

桂阁 弟料想君精吹弹，如柴浦氏谒见之

日，则君携数种乐器而试吹弹如何？

梅史 吹弹弟不甚善，但能解其理耳。

桂阁 经几个日而归来，预知其时而报他。

梅史 明日去，后日归。柴翁处约五月朔可也。

（刘雨珍，2010：96.）

由此可知5月6日笔谈之缘起为沈文荧希望与

精通音律的依田柴浦谋面，这也导致当日笔谈与音

律相关内容占了大部。大河内等人从正午十二时

苦等至下午四时半王治本等人才姗姗来迟，而沈文

荧抵达时已是下午五时许。笔谈不拘泥于写诗赏

花风雅事，兼有笑谈，气氛融洽。后王治本因诗社

事务提前告辞，一行人前去植半楼赏音乐品美食。

此日，依田因参加地方官职制的会议，未赶上

桂林庄笔谈而直接前往植半楼。大河内介绍依田

道，此人为修史馆官员，学问广博，深受朝廷信任，

并希望沈文荧能与之尽情笔谈。笔谈由沈文荧久

闻大名幸得相见的客套话起，论及小野湖山以及

芳野金陵事，进而过渡到音乐的讨论。后依田邀沈

文荧弹奏一曲，沈因居丧推辞，因而讲到《礼记》。

在笔谈过程中，依田表达自己对中国小说倾

慕的同时，也直言自己对中国名著虽通其意却不

领其旨的苦恼。且从其谈话可知，依田此时已熟

读《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桃花扇》《三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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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以及白话小说作品。虽说白话小说在日本文

士中的流传有赖于『小説字彙』等字典，由“大意可

通”仍可见其深厚的汉文功底；对书中不解之处的

苦恼也说明他读书并不满足于通大意。此外，依田

对曲亭马琴极为推崇，并在笔谈中向沈文荧推荐曲

亭马琴的《八犬传》《侠客传》，言其构造类似《水浒

传》《三国志》，也充分说明了依田读书之精。

论及依田对《金瓶梅》的喜爱，不可不提曾跟

随学海学习汉文的森鸥外。鸥外在其小说『ヰタ

・セクスアリス』中塑造了一位喜读《金瓶梅》的

文渊先生，其原型便是学海这点已广为学界所

知。学海早在 1870 年 3 月 18 日就已购入《金瓶

梅》。（学海日録研究会編第3巻，1992：16.）并且在

1889年 4月，受民友社之托推荐包括《金瓶梅》在

内的十余种著作，刊登在《国民之友》48号附录《书

目十种》。

沈文荧在本次笔谈中向依田推荐《红楼梦》，

并称其为小说类中翘楚。这并不是公使馆人员唯

一一次向前来笔谈的日本文人推荐《红楼梦》。据

1878年 7月 13日笔谈资料，何如璋告诉大河内要

了解北京话，最好读《红楼梦》。“大河内言，苦于无

句读本，深为难读。”[4]因北京禁卖，大河内于当年7

月从黄遵宪处借得《红楼梦》，并多次请王治本、黄

遵宪作圈点，以便阅读。随后，在1878年9月6日

笔谈（刘雨珍，2010：213）中，黄遵宪又向大河内以

及石川鴻斎推荐《红楼梦》，称其为“开天辟地、从

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辉，万古不磨

者”。王治本也随之评价道，“《红楼梦》写尽闺阁

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

以参禅。至性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

其极。”在此时，大河内已熟知《红楼梦》内容，并将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相比，称其“作意相似”。

从现有资料看，依田对《红楼梦》的接触虽晚于

大河内，但其喜爱程度不亚于大河内，且常与《源氏

物语》对比。兹摘录《学海日录》中部分记录。

1885年 2月 19日 今日重拾《红楼梦》并从

头读起。该书为彼土近年所出小说，但对世态

人情的细致刻画堪比我《源氏》。我喜爱《源氏》

已久，昨日刚读至<乙女>卷。这大概是我第三

遍读《源氏》，而《红楼梦》也已是第二遍了。[5]

1885年 3月 5日 读《红楼梦》第 21回。史

湘云、林黛玉同寝至天明。（略）不得不说其文字

之妙又是《源氏》所不及之处。（笔者译）

（学海日録研究会編第6卷，1992：116）

依田在前一段引用文字中盛赞两书对世态人

情淋漓尽致的模写，这与前文王治本对《红楼梦》

的评价不谋而合。且从依田的评论可看出其有意

识将两书做对比。后一段材料中，依田从文章表

现角度称赞红楼更胜一筹。这是依田在第二次读

《红楼梦》，第三次读《源氏物语》之后，对作品有一

定认识基础上的心得体会。1889年 9月 29日，依

田再次翻开《红楼梦》，并从首卷开始读起。[6]在此

期间，依田也同时在读《源氏物语》。[7]由此可见其

虽多次研读，但热爱程度仍不见减。正因为多次

深入研读并领略了《红楼梦》的魅力，他对当时盛

行的“续作”嗤之以鼻。（学海日録研究会編第 11

卷，1991：300）

遗憾的是依田何时开始读《红楼梦》一书，因

缺乏资料无从考究。但其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读

《红楼梦》的记录是在1880年8月26日，而在此之

前的 1880年 8月 1日，他曾在不忍池淡淡社聚会

上见到岸田吟香带来的上海刊行《红楼梦图纂》。

结合1885年第二次读《红楼梦》，1889年第三次读

《红楼梦》的频率来看，他最初阅读《红楼梦》的下

限为1880年的可能性比较大。[8]

依田在数次通读《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后多

次撰文表达自己对两书的认识。如下文引用「與

紅葉山人書」中，他说道：

稍读《水浒》《西游》《金瓶》《三国》《红楼》诸

书，兼及我《源语》《竹取》《宇津保俊荫》等书，乃

知稗史小说亦文学之一途，不必止游戏也。而

所最喜在《水浒》《金瓶》《红楼》及《源语》，能尽

人情之隐微，事态之曲折；用笔周到，运思巧

妙。而源氏之能描性情，文雅而思深；金瓶之能

写人品，笔密而心细，盖千古无比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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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依田表达了稗史小说也可归为文学的看

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脱离了传统“补史”的

中国稗史小说观念的影响，并从江户时代戏作者

的小说观念（供作者寄托感怀，供妇女子消遣的工

具）中解放出来。并且注意到了稗史小说中作者

的技巧，将关注点放在“人情”“性情”上，从鉴赏的

角度进行作品评述。这种鉴赏的态度在随后发表

的以下两篇文章中更加清晰。

一篇题为『稗史上の女性』，刊登在博文馆发

行 1905年 4月『文芸倶樂部』上。文中依田对《源

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几位女性的性格作了分析

并指出，两书虽时代迥异，但在出现人物多为女性

方面有着相似性，且指出薛宝钗与桐壶均为真性

情之人。

1906年，杂志『古々路乃花』发表了依田的《源

氏物语和红楼梦》一文，文中写道，他自幼嗜读小

说，众多作品中最喜欢的是《红楼梦》和《源氏物

语》。且在日本诸国学家忙于为《源氏物语》研究

做注释时，惟独依田将其视为小说，并认为中国小

说中与之相类似的为《红楼梦》，在文中盛赞到《红

楼梦》中诗作之巧妙，并指出其最擅叙景，也指出

其人物描写以及表现人情的高明之处。并在文末

指出两书相去数百年，却有众多相似点的原因在

于，“所谓人情，日中相同。才子之笔着实为妙”。[10]

可见，依田对《源氏物语》的关注不同于传统

国学家的考据，而在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写作技

巧；也可以说依田对两部作品的关注点始终在于

作品对世态人情、人物的描写及表现力上，正是前

文笔谈中王治本所言“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

之能事尽矣。至性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

至于其极。”

在笔谈之终，大河内代依田向沈文荧表达了

前去公使馆拜访黄遵宪的意愿。关于此，将在下

节予以探讨。

2 与黄遵宪、张滋昉的笔谈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

等。1877年任初代公使参赞，五品官员。在何如

璋的建议下著《日本国志》，另有《日本杂事诗》《人

境庐诗草》等传世。在日期间，黄遵宪与宫岛诚一

郎交好，并同沈文荧等为宫岛《养浩堂诗集》作修

改评点；宫岛也曾为黄遵宪修改《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的成书受到日本汉学家的鼎力协

助，在出版后也为日本士人所追捧。[11]

前文依田在 1878年与沈文荧笔谈中便提出

拜谒黄遵宪，然两人初次会面是在两年后。1880

年7月14日，黄遵宪、张滋昉受邀前往川田甕江家

中笔谈，依田和三岛中洲等人也出席并参与笔

谈。这也是张滋昉[12]在学海日记中的首次登场。

依田在当天日记中对黄、张二人的评价仅限于“张

约四十岁。听说公度才华横溢。”[13]

但从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

虽是初次见面，但对于黄遵宪的才情，依田已如雷

贯耳，并心向往之。依田在当天日记中对当天与

黄、张二人的笔谈予以详细记录，也充分说明了对

这次笔谈印象之深刻。依笔者管见，这段笔谈未

被收录在现行笔谈资料中，且尚未有人论及。兹

在下文论述中予以部分摘录。

在笔谈中，依田先是表达了对黄遵宪《日本杂

事诗》的赞许，称其“文简事备。古事、近状，织悉

不遗。考证精确，弟辈魁死。若翻国语，示之国

人，亦使洛阳纸贵。”对此黄遵宪则谦虚道仅是为

了使国人稍知日本事，若行之日本则不免贻笑大

方。关于此书，石川鸿斋也曾在跋文中予以大力

称赞，强调其“网罗无遗”“字字征实”，与依田赞辞

大意相当。依田旧藏光绪五年刊《日本杂事诗》目

前保存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遗憾的是因为无批注，

不能更为详细探讨依田对此书的态度。

纵观现存依田藏书，除小说外，史书传记类作

品占据了大部。如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五代

史》《续资治通鉴》《南北史纂》《明史》等，以及成田

山依田文库所藏 1864 年和泉屋版《宋元通鉴》、

1813年前川六左衛門刻《五代史》、1862年須原屋

茂兵卫《二十二史箚记》等大量和刻本史书。石川

鸿斋曾称赞依田“博洽好古，尤长于史学”。[14]依田

本人也言，“余年十三四从塾师受《国史略》《十八

史略》，暗诵历世帝王年次及国号官名，略识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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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兴废。”[15]基于对史书的兴趣，在笔谈中，依田请

黄遵宪推荐若干史书书目，而黄遵宪也提醒他《明

臣传》中也有奸佞之人，应注意区分。

另外，依田在笔谈中言“著书是精神，书画是

糟粕”。意在指出著书立说是学问的正统，书画为

旁门左道。他对日本文人大量购入中国字画现象

持否定态度，更对文人以书画安身立命表示不

齿。对于依田的观点，黄遵宪持赞许的态度，并表

示书画只能作为消遣手段，不能靠书画流传后

世。当代文人之所以沉迷书画则是为了求取功

名，更以自身字如春蚓秋蛇否定了依田认为中国

士人皆擅长书画的认识。

从笔谈“贵国人王漆园者，自号何陋居，似指

敝邦为夷，己俨然以圣人自居者。不闻其人有学

问、德义，闻现寓在敝邦，仆未知其人。”一段内容

可知，依田当时尚未谋面王治本。王治本（1835-

1908）于 1877年赴日，次年作为大河内诗文顾问

经常出入“桂林庄”并参与笔谈，且与诸多日本文

士交好。由此可知，在上文 1878年 5月与沈文荧

笔谈时与王治本失之交臂后，直到 1880年 7月的

两年间，依田与清人交往并不多。

同时还应注意到，学海在与张滋昉笔谈中所

言“仆读贵邦稗史，多载仙人。或飞腾云雾，或点

石成金，变化多端。世果有此?”一段中表达出的

对中国稗史小说的关注，以及对其中多言怪力乱

神现象的质疑。这直接关系到其小说观，诸如《谭

海》多取材于日本江户明治时期人物传记，风俗

志，新闻报纸等，强调据实结撰。[16]其内容以人物

事迹为主，内容构成模仿《聊斋志异》，但文章叙事

模仿《史记》体例，且以叙事为主，鲜有神仙鬼怪。

其《话园》一书更是多以古书所载历史人物为叙述

对象，另外，在《太阳》等杂志的投稿也多数为历史

人物传记。足见其对“史”“实”的重视。他认为文贵

有用，[17]稗史小说虽出于游戏，也应有益世道人

心。[18]

依田所强调的“实”除了亲身经历之外，更多

指的是书纪实录，野史杂记。与以往稗史的编纂

方法如出一辙。《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

盖出稗官，街谈巷说，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此种

小说概念也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创作，如『前々太

平記』（1715）序言“采实于书纪实录。摘遗于野史

杂记”，川田瓮江在《谭海・叙》中更是言依田作品

“谈艺苑盛衰，闾巷风俗，旁及院本杂剧、妇女妆

饰、衣履钿钗、玩好之细，由俗入雅，溯委讨源，凿

凿可听。”正是强调依田的创作观念之据实，也进

一步印证了中国稗史小说观念对依田等汉文学家

的影响。

3 与黎庶昌的诗会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自署黔南子。

颇富才学，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

弟子”。1876年以三等参赞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并

将考察结果集成《西洋杂志》。黎庶昌曾在 1881

年和1887年两次任驻日公使，任期均为三年。黎

庶昌任驻日公使期间，积极推行文化外交，以礼相

交，多次举办诗文唱和集会促进双方交流。除此

之外，黎庶昌重视书籍搜辑，提议杨守敬搜集流入

日本的古籍善本，集成《古逸丛书》。[19]

黎庶昌首次出使日本时定期举办重阳诗会，

作品后被辑为《癸未重九集编》。再次赴日时更

是加大了文化交流的力度，除每年重阳诗会之外

增加了农历三月初三的修禊会。且编写诗文集

《戊子重九集编》《乙丑集续编》《庚寅集三

编》收录与会文人作品。1890年，较之往年增加了

《题襟集》，以收录日本友人赠别黎庶昌诗文。另

有孙点个人辑唱和诗集《嘤鸣馆春风叠唱集》《嘤

鸣馆叠唱余剩声集》《嘤鸣馆百叠集》等数册。并

且，针对黎庶昌主办的集会，重野成斎等人也举办

了大规模答谢宴会，并集成《乙丑集续编・枕流

馆集》《樱云台集编》。[20]翻阅各诗集及所附出席

人员名单（载于序文、姓氏录或编辑者所做前记），

留有依田出席记录的仅《庚寅集三编》卷中之

〈登高集〉。

从《墨水别墅杂录》可看出依田与黎庶昌的交

往主要在黎再使日本的三年期间，因此，下文中，

笔者试以学海日记中关于二人记录为线索，对其

间的交流状况进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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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 6月 3日，黎庶昌以及随员孙点、徐致

远、傅云龙等人前往榎本梁川别墅参加宴会，住所

邻近的依田也在列席人员中。对于会上诗文，学

海则认为“不足录”。[21]次日，孙点前去依田位于

小川坊的本宅拜访并赠送画报两卷。[22]由此可推

测当日宴会气氛应十分融洽。

同年10月4日，为祝贺黎庶昌再次来日，重野

成斋等二十四人于枕流馆设宴[23]。因痼疾所绊，

依田受邀未至。 [24]但在当日日记中记录了与河

尻、小川等至千岁座观剧事宜，对于聚会的事情只

字未提。

同样，在同月 13日黎庶昌举办重阳登高诗文

会时，依田依然以抱病为由未接受邀请。但当天，

他出席了在玉川亭举办的文学会，并记录于日

记。关于黎庶昌的诗会，学海并未在日记中有所

提及。[25]

是年岁末，依田拜访杉浦梅潭，并偶遇孙点，

得当年重阳登高诗集一卷。对于当日席间孙点

所作诗，他只做评价说，「例之彼国人腔調」（学海

日録研究会第 7卷，1990：307）由此可见，网吧并

不认为孙点所作诗有高明之处，且从其言语可见

依田对于中国人所作汉诗当有所研究。

两年后的 1890年 3月 3日，孙点再次拜访依

田，并附赠黎庶昌著书。这次拜访学海的目的在

于邀请其参加于红叶馆举办的聚会。聚会一年一

次，前一年依田并未参加。基于此，在当天日记

中，他表示若连续两年推辞，则显礼数不周，遂应

允孙点之邀。

对于参加 1890年这次文人集会的成员构成

以及会场状况，依田在日记中概述如下：

四时赴红叶馆。除黎氏、孙氏等一众清国

人外，重野、川田、冈本、宫本、岛田、南摩、向山、

森、永坂等一批都下文人悉数列席。今日红叶

馆得见久违的西尾鹿峰。（略）聚会餐食以日本

菜为主，间有两三种中国菜。聚会历来有舞蹈，

今日除盐汲外还有其他一两支。与会人士皆衣

华服，较往日更甚。[26]

通过这段引用，我们了解到，这次宴会聚集了

川田瓮江、向山黄村、森春涛等当时的一众汉诗文

名家。另外，引文中唯一以全名出现的西尾鹿峰

为书法家，贺茂派传人。此人常与依田同行至新

富场观剧，为志趣相投之友。久未谋面的两位友

人因黎庶昌主办宴会而相聚，也从侧面说明黎影

响力之大。从依田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出网吧

曾经参加过之前的例会，且聚会的场面较为豪

华。但从依田简略的记述中，并感受不到对这次

聚会的重视，因此也并未在本次宴会留下笔墨。

1890年时值黎庶昌离任在即之期，因此，这一

年的重阳宴也有饯别之意。据《学海日录》，此日，

依田病刚痊愈，虽是雨天，但因为黎庶昌的送别

会，便冒雨前去。（学海日録研究会第 8卷，1993：

125）学海所作『奉送欽差大臣蒓斎黎公序』，后被

孙点收录在《庚寅集三编》卷中之〈登高集〉。

依田的赠别序巧妙运用了诸如《廿二史箚记》

《北史·李谐传》《陈书》《三国志》等史书典籍中的

典故，借外交名人逸事突出对黎庶昌外交策略的

欣赏。他对黎庶昌以文会友的外交手段，以及唯

信唯忠，以礼至诚相待的外交准则十分欣赏，赞其

可“通两国之情，达彼我之意”；并指出“我学士大

夫，略涉文墨者，以不知黎公为耻。”道出了黎庶昌

在当时日本文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且在文中以隋

唐之友好交往言今日之国交，言语之间莫不显示

出对中日友好团结的期待。限于篇幅，在此对序

文不予摘录。而黎庶昌的亲笔回信被依田记录在

当月29日日记中。

昨始读赠行大序，于仆奖藉过甚，愧不敢

当。然计仆两度来此，与贵国人士往还，无论在

朝在野，一皆以至诚相与。此仆素性使然，亦实

见得今之天下各国通使互驻，知己知彼。若用

一种苏张诈伪之习，无益国事，徒为有识所嗤。

大序颇搔著痒处，手泐鸣谢，即送台祺。（标点笔

者自注）

（学海日録研究会第8卷，1993：134）

黎庶昌从国际局势出发，在外交中以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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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可谓深谋远虑。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赢得了

朝野上下的尊重更是被日本天皇授予“旭日大绶

章”。也正是基于这种坦诚的外交风格，黎庶昌

得以结交中村敬宇，重野成斋等一众朝野文士，

并在这些文士得拥护下得以成功多次举办中日

文人聚会。另外，这种建立在信任友好基础之上

的交往，也为黎庶昌搜集外交情报以及寻访散逸

书籍，最终编成《古逸丛书》提供了不少便利，更

使一种睦邻友好的外交愿望成为当时的主流认

识，成就了甲午战争之前外交官主导的诗文往来

交往之高潮。

4 结 论

由以上可知，依田与当时公使馆馆员的来往

并不频繁，态度也并不积极。除却对黄遵宪，黎庶

昌表现出尊敬，对孙点以及其他人员的诗文并未

表现出欣赏之意。与初代公使何如璋的交流也极

少，《学海日录》中仅有一次与何的见面简略记

录。这次见面是在1879年3月15日，依田参加汤

岛孔子圣庙祭拜活动时，通过木原元礼而结识何

如璋。这次活动规模较大，日方以古贺茶溪

（1816-1884）为魁，清使馆人员除何如璋外，另有

张斯桂，黄遵宪以及沈文荧三人。[27]宫岛诚一郎

在当日与何如璋笔谈记录前引言记道，对于这次

祭拜，“清使大喜曰：‘昨年东来以后大快事，亦两

国交际之一大关门。’”[28]

对于当时在日本拥有广泛交友圈的寓日文人

王治本，叶松石等人，依田在日记中也甚少记录，

甚至对于当时中日文人中均负盛名的俞樾予以批

判。[29]这当然与依田个人性格不无关系。诸如其

在《依田百川自传》[30]中所讲“为人傲岸，不修边

幅”，其友川田瓮江也曾作文诫其负才傲物。依田

清高又自负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在与人交

往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他的日记为学者所重视的

原因之一就在于出现庞大的人物群体，然纵观学

海日记，鲜有主动拜访求论诗文之事，这或许也印

证了他所言不喜宴会的特质，也说明其“负才”、

“恃才”集于一身。

作为明治时期中日友好交流的一个侧面，虽

然依田在这场中日文人盛宴中所留笔墨不多，从

这些有限的笔谈，日记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取

其读书偏好，文学观，对中国的认识等重要信息。

从他只言片语的记录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当时

中日有识之士觥筹交错话诗文的祥和气氛，但远

离政治 [31]的恶果直接导致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评

判，以及对事情本质的把握。诸如与清人交好的

宫岛诚一郎、岸田吟香兼为搜集情报事情也都掩

盖在了这一派祥和下。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友好交流活动戛

然而止。包括依田在内的诸多曾同清人积极交

流，表达过友好愿望的汉学家纷纷倒向主战派。

《征清诗集》[32]《大蠹馀光》等一系列援战诗文集

应运而生。他丝毫不落于后，写《援韩雄略》

（1894），认为日本出兵朝鲜为大国担当，为义

战。又作《征清录》（1894）并附《奏凯馀唱》鼓舞

士气；同年出版《国姓爷讨清记》，表明郑成功之

父身上充满着中国的劣根性，其英雄之处完全得

益于继承了其母的日本精神；又表达台湾本为日

本领土，要收复台湾以发扬日本优秀的国民性。

随后又在1895年《征清诗集》发行之际，在序文中

言，虽汉文传自于中国，然日本汉文“一言一句，

莫不具雄阔宏壮之气象”，中国则“多嚣浮哀怨之

辞”。这些作品、言论无不显示着其优越感以及

对中国的弱国认识。

依田的这种认识，在一片对中华的质疑中无

疑是迎合时局的。对中国古典的喜爱以及对战争

的声援构成了他双重的中国观。清政府的战败使

得日本汉文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但他在援战的

同时，仍不忘强调日本汉文有别于中国汉文。作

为具备的深厚汉文素养的汉（文）学家，在失去其

文化基盘的载体的情况下，顺应时流或许也是一

种生存之道。但强国认知下的日本西化进程愈演

愈烈，依田在文坛也逐渐销声匿迹。如果说作为

幕府遗臣，并曾任最后一任江户留守居役的学海

是明治维新中的“败者”[33]，用自身从中国古典中

汲取的汉文化底蕴去声援对中战争又何尝不为一

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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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文

音節核

音消失

音省略

音素

音素配列（論）

音素表記

音脱落

音調句

音便

音便形

音律

音律音韻論

音律階層

中 文

音节核

省音

省音

音位

音位组配法

音位标音

省音

语调短语

音变

音变形式

韵律

韵律音系学

韵律层级

英 文

nucleus
elision
elision
phoneme
phonotactics
phonemic transcription
elision
intonational phrase
onbin, euphony, euphonic sound change
onbin form, euphonic form, euphonized form
prosody
prosodic phonology
prosodic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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