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2015年笔者在拙稿《十九世纪中叶中日地方

文人交流秘史钩沉》[1]中指出，就十九世纪的中日

民间交流而言，长期以来的一般印象是，中日两国

人士的直接交流在日本江户时代仅限于长崎一

地，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

文人虽然开始了广泛的直接接触及交流，但基本

上也都是集中在东京等大城市。对此笔者略有不

同看法，窃以为至少下述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

是在江户时代后期，长崎以外的许多地区其实也

存在不少鲜为人知的交流；二是明治以后的中日

文人交流似乎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大都市。前稿主

要围绕第一点，以幕末日本播磨地区的文人河野

铁兜与浙江乍浦文人沈筠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若干

考察，关于第二点则未及展开。

因此，作为上述课题的后续研究之一，本文拟围

绕日本明治初年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播磨地

区姬路藩校“好古堂”教授龟山云平（1822-1899）与

旅居或游历播磨地区的中国文人的交流问题，即前

文提到的第二点，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地方文人交流

状况加以考察。

1 龟山云平的生涯及其先行研究

在幕末以及明治初年的播磨地区，即今天以

姬路市为中心的兵库县西南部，龟山云平曾被誉

为“播磨圣人”，可见他在这一地区曾经有过相当

的影响。然而，或许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介地方文

人，关于他的文献资料并不多。笔者查阅了迄今

为止日本编篡出版的有关近世汉学者的传记资

料，管见所及，只有一处资料涉及到了龟山云平，

而且只有两行内容，十分简略[2]。所幸除此之外还

有两件有关龟山云平的碑刻资料存世。

其一是在龟山云平去世三年以后，即日本明

治三十六年（1903）由幕末会津藩（今福岛县西部）

汉学者、明治以后历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高等师

范学校教授的南摩纲纪（1823-1909，号羽峯）撰写

的《节宇龟山先生墓碑铭》（该碑现存于姬路市端

松山景福寺内墓地）；其二则是大正三年（1914）由

同为播磨出身的汉学者、时任宫内省帝室博物馆

总长的股野琢（1838-1921，号蓝田）篆额，由备中

（今冈山县东部）出身的汉学者、明治以后创建了

著名汉学塾二松学舍并历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

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三岛毅（1831-1919，号中

洲）撰文，大阪出身的书法家汤川亨（1856-1924，

号梧窗）挥毫的“节宇龟山先生遗迹之碑”（该碑现

存于姬路市白浜町的松原八幡神社内）。1917年，

龟山云平的后人龟山茂里编辑出版龟山云平的三

卷本文稿《节宇遗稿》时，又将这两件碑文收入了

该书第一卷的卷首[3]。

其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姬路市的部分市

民自发成立了市民团体“龟山云平显彰会”，从

龟山云平与清末寓居日本中国文人的交往

姬路独协大学 人间社会学群 石晓军

[摘要] 本文作为笔者考察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地方文人交流系列论考之一，探讨了被誉为幕末明

治期“播磨圣人”的汉诗人龟山云平与清末寓居神姬地区的中国文人之间鲜为人知的交往，指出明治

初期盛行于日本的中日文人诗文唱酬等交流不仅限于大城市，也出现在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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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1996年发行会刊《青松白沙》七期，开始

从事有关龟山云平资料的蒐集、编篡以及纪念活

动；近年位于姬路市的播磨学研究所也正在进行

一些有关龟山云平的研究活动，但尚未见其成果

问世[4]。另外，最近围绕发现于姬路市饰磨区中岛

家仓库的上述两个碑文底稿等资料，有的研究者还

对照碑文底稿和石碑实物进行了仔细的比勘，指出

了底稿与碑文实物只有个别用字有异[5]，据此可以

知道，《节宇遗稿》卷头收录的碑文内容完全依据中

岛家仓库中发现的碑文底稿写成。因而我们今天要

了解龟山云平的生平事迹，主要依据上述两个碑文

的记载。

从上述两个碑文的记载来看，龟山云平于文

政五年（1822）一月二十日作为姬路藩藩士龟山百

之的次子，出生于现在的姬路市五轩邸。最早名

叫恭吉，其后改名美和，字由之，号曳庵、节宇，通

称敬佐、源五右卫门、云平，以云平行世。龟山云

平的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在姬路藩校“好古堂”、姬

路藩家老河合道臣（1767-1841，号寸翁）在姬路仁

寿山南麓创办的“仁寿山黉”（亦称“仁寿山校”）学

习汉学，其后又进一步到江户的“昌平黉”（“昌平

坂学问所”）修学。江户时代晚期即幕末作为儒学

者、汉诗人、姬路藩校“好古堂”教授而知名于世。

不仅如此，在进入汉学日渐式微的明治时代以

后，龟山云平于明治六年（1873）在自己担任祠官

的姬路松原八幡神社，取《论语》的“善与人交，久

而敬之”之意，创办了书院“久敬舍”；后因其面临

濑户内海，1884年又改名为“观海讲堂”。龟山云

平在此授业讲学，直至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十

八岁去世为止，数十年间为播磨地区培养了大量

的人才，因而被誉为“播磨圣人”。龟山云平的著

述除了前述《节宇遗稿》三卷之外，还有《新撰标注

纯正蒙求校本》三卷（1883）、《日本国体一斑》二卷

（1883）、《皇朝百家绝句》三卷（1885）等行世。

在此期间，龟山云平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

后旅居及游历神户、姬路的中国文人之间有过不

少的交往与诗文交流。然而，迄今为止所有相关

论著似乎均未注意到这一方面。是故，下面拟通

过几个事例来对此略作观察。

2 龟山云平与陈慕曾（陈雨农）的交游

在《节宇遗稿》下卷中，收录有龟山云平的一

首诗，其云：

和清人陈雨农所拟韵却寄并序

九月十六日余偶游神山，雨农陈君以一诗

来闻讯，未暇答。十八日，君访余于耕南家，始

获面晤。席间又赠句三章，时笔谈正畅，亦未暇

答也。次日，余匆匆返里，归程至须磨舞妓之

间，重检阅所赠诸什，沿途次第和之。至家后重

阅一过，即以答。三首节一。

斯人恰与古贤均，一见才情惬素闻。

钻则弥坚真实学，博而能约岂虚文。

醉吟半夜同红烛，别恨多年隔白云。

若遇乡朋先说道，神山高客是陈君。

（龟山云平著，龟山茂里编，1917：1-4）

显而易见，上面这首诗乃是龟山云平与陈雨

农唱和之作。从诗序来看，九月十六日陈雨农曾

寄给龟山云平一首诗，但因当天龟山云平外出去

神山（当指神户），所以未能及时作答。到了九月

十八日，陈雨农专程去家住神户的汉诗人水越耕南

（1849-1933，姬路出身，名成章，号耕南，龟山云平

的弟子）处拜访龟山云平，两人首次晤面。在水越

耕南家的酒宴之上，陈雨农再次赠给龟山云平三首

诗，又因当时忙于笔谈，龟山云平仍然未能抽出时

间唱和作答。直到次日龟山云平从神户返回姬路

途中，在须磨到舞妓（舞子）这一段路程上，龟山云

平才有机会逐一唱和。回到姬路的家中，又斟酌

推敲一番之后才交给了陈雨农。收入《节宇遗稿》

中的这首诗乃是三首唱和诗中的一首。

在这首诗中，龟山云平除了称赞陈雨农的诗

才及学问之外，还描述了两人“醉吟半夜同红烛”，

即饮酒吟诗至深夜的情景，抒发了“别恨多年隔白

云”即相见恨晚的心情。那么，这里提到的陈雨农

究竟是何许人呢？从诗题“和清人陈雨农所拟韵

却寄并序”来看，其无疑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文

人，但在中国方面的文献中却未见其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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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陈氏与当时不少日本文人都有交往，其

中关系最为密切者就是前面提到的汉诗人水越耕

南。水越耕南曾将中国文人往来尺牍及唱酬诗文

辑为一书，名曰《翰墨因缘》，其中下卷中收录有陈

雨农的尺牍 6篇、文 4篇、诗 25首，并对陈氏有简

单的介绍。根据水越耕南的介绍，陈雨农本名陈

慕曾，字雨农（雨浓），号红莲馆主人。原籍属浙江

省嘉兴府嘉兴县，客籍则是广东省广州府[6]。

除了水越耕南的上述简略介绍之外，未见其

他史料涉及陈雨农生平事迹。因而我们对于陈雨

农的生卒年代、经历以及何时来到日本等情况均

不太清楚。但从《翰墨因缘》中收录的陈雨农写给

水越耕南的尺牍诗作的内容以及年代作“癸未”来

看，陈雨农应当是明治前期赴日的一位中国文人，

而且在“癸未”年即1883年前后曾客居于神户、大

阪一带[7]。上引龟山云平诗序虽然提到与陈雨农

初次会面是九月十八日在水越耕南家，却没有说

明年代，但从上述情况来看，两人初次见面的具体

年份当为1883年。

其后，1885年龟山云平与弟子水越耕南合编

的《皇朝百家绝句》刊行，陈雨农特意应邀为其作

序。其云：

偶游神山，吾友播磨水越耕南君出此编示

余，乃君与其尊师龟山节宇先生所合选《皇朝百

家絶句》也。……大清光绪甲申上巳红莲馆主

人陈雨农序于神山旅次。 （龟山云平，1885：上卷）

此外，在《节宇遗稿》下卷里还收录有龟山云

平写给陈雨农的另外一组唱和诗《以韵陈雨农哭

胡少苹五首并序》，其诗序云：

雨农陈君有哭胡少苹七律五首，见邮寄，诵

读数过。乃悼胡翁之一逝难再起，又感陈君吊哭

之恳至也。因不自揣，各次其韵，更述哭翁之怀[8]。

也就是说，龟山云平和陈雨农俩人共同的友

人胡少苹去世以后，陈雨农写了《哭胡少苹》七律五

首悼念胡氏，并将诗邮寄给了龟山云平。龟山云平

读后，旋即按照陈氏原韵做凭吊诗五首回赠陈雨

农。如后文所述，综合各种记载来看，胡少苹去世

的年代似乎当在1885年以后，由此可知，俩人的交

往应该至少保持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总之，通过上述零星资料反映出来的片段，我

们似乎不难看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

龟山云平与旅居日本关西地区的中国文人陈雨农

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游关系。

3 龟山云平与胡震（胡少苹）的交游

前文已经提到，在与龟山云平有交往的旅居

日本的中国文人之中，还有一位名叫胡少苹的人

物。实际上，这位胡少苹与前述水越耕南也有着

密切的交往，因而在水越耕南的《翰墨因缘》中也

收录了胡氏的诗文尺牍（诗 13首、文 2篇、尺牍 2

篇），并且也有一个简略的介绍。根据水越耕南的

介绍来看，胡少苹的本名叫胡震，字少苹或小苹、

小萍，号笑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人[9]。另据蒋海

波先生的研究，胡震（胡少苹）乃是作为宁波商号

晋记号的号主，于 1871年来到日本神户，次年曾

以宁波商人领袖“浙宁商号总管”的身份，向当时

的兵库县政府提交过《宁帮各号人数籍贯姓名单》[10]。

由此可知，胡震（胡少苹）是一位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初从浙江宁波赴日的儒商。

胡震不仅在神户与水越耕南保持着密切的诗

文交流关系，从相关记载来看，其也曾经来到姬路

小住，与播磨地区的汉诗人们也有着种种交流，其

中最主要的就是与龟山云平的交游。明治十六年

（1883）春，胡震来到姬路游历数月，借宿姬路的书

肆栽培堂。在此期间，胡震在阅读栽培堂的藏书

时，全面点评了出身于高槻藩的汉诗人藤井竹外

（1807-1866，本名藤井启）的诗集《竹外廿八字

诗》，并于同年十月以《竹外廿八字诗评本》为题，

由栽培堂主人（播磨国饰东郡姬路米田町的本庄

千代平）刊行[11]。龟山云平为此专门撰写了序文，

推荐此书并介绍了成书的经过。其云：

……余未接藤井竹外翁之风貌，又未诵其

一家诗集也。然尝得近世名家绝句者读之，观

翁二绝以知其志既已久矣。……今兹癸未三

月，清人少苹胡先生来吾姬路，寓书肆栽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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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翁此集，廼手作且诵且批，主人付之剞劂，

而诸名家又有题词。……

……

明治十六年七月 节宇龟山云平拜撰于姬

路城南白浜村寓楼南轩下

（藤井启著，胡震评注，1883：1-2）

由上述序文可知，龟山云平与胡震之间显然

有着密切的交游关系。虽然不清楚二者的交谊究

竟始于何时，但通过后来龟山云平悼念胡震的诗

中所说的“梦魂仿佛神山夕，醉与先生话旧游”等

表现来看，俩人很可能在胡震来姬路以前，即1883

年之前就已经通过水越耕南在“神山”相识了。因

而在胡震滞留姬路期间，龟山氏与胡氏俩人想必

也一定有密切的往来。这一点通过龟山云平在姬

路好古堂担任教授时的同事松平惇典（1825-

1888）之口也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明。松平惇

典也给上述《竹外廿八字诗评本》撰写了序文，其

中说道：

……今兹春清国胡小苹先生来寓于播之姬

城，与余诗文讨论无虚日。不可遇而遇，不亦奇

乎？先生闲批竹外两集，且评且批，书诸鳌头。

于是竹外之诗其倍价几何也。……

明治十六年岁在癸未肇秋 乾坤一腐儒棣

山松平惇撰 （藤井启著，胡震评注，1883：3-4）

既然胡震在姬路期间与松平惇典之间都是

“诗文讨论无虚日”，想必与龟山云平的来往亦是

大同小异。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虽然缺乏直接的

史料证明，但通过前文提及的龟山云平在胡震死

后写的《以韵陈雨农哭胡少苹七律五首并序》，亦

可窥见其一斑。龟山云平凭吊胡震的五首七律诗

全文如下：

满腹文章元绝尘，东瀛几度托羇身。

致刍今日黄泉客，问字当年青眼人。

未趁烟霞同谢屐，才将诗酒共陶巾。

花如含泪鸟如哭，谁使小雷离大陈。

云惨风悲西海头，斯人一去笔应休。

多年客迹留新稿，一片乡心首故邱。

挂壁墨痕香可掬，藏筐诗句泪难收。

梦魂仿佛神山夕，醉与先生话旧游。

遗篇几帙有精神，何事仙游乘白云。

坐上春风能诱我，门前冬雪未陪君。

倾河愁泪无由拭，埋玉凶音不忍闻。

一首祭文毫又涩，强呼樽酒假微醺。

先生行义我邦谙，闻讣人人欲说骖。

官路英名天不假，艺园美迹众皆谈。

文章总本经书六，交谊尤宜益友三。

安定后嗣今厌世，德于祖考合无惭。

曾移吟榻请君凭，屈指春风两度经。

今日悲场本娱境，当时会馆即离亭。

窗梅花好坟前荐，林鸟声应地下听。

玉碎瓦全皆命数，松资柳质竟同零。

（龟山云平，1917：40）

上述七律五首可以说是龟山云平对自己与胡

震交往关系的一个全面总结。譬如第一首诗的前

四句“满腹文章元绝尘，东瀛几度託羇身。致刍今

日黄泉客，问字当年青眼人”除了抒发龟山云平对

胡震的赞誉之外，其中“问字当年青眼人”的“青眼

人”即意气相投好友之意，显然是在说当年两人诗

文唱酬切磋的情况。第二首诗的后四句“挂壁墨

痕香可掬，藏筐诗句泪难收。梦魂仿佛神山夕，醉

与先生话旧游”则具体涉及到了俩人的交往状况，

即看着胡震的“挂壁墨痕”以及“藏筐诗句”，不由

热泪盈眶。仿佛再次回到了当年在神山畅怀饮酒

作诗之时。而第五首诗的前两句“曾移吟榻请君

凭，屈指春风两度经”则形象地描述了俩人诗文切

磋交流的情景，并指出屈指一算竟然已经历了两

度春风，即过去了两年的岁月。简而言之，上述这

些诗句实际上是龟山云平与胡震交往的一个真实

写照。

4 龟山云平与卫寿金（卫铸生）以及廖锡恩、黎汝谦

除了上述陈慕曾和胡震之外，龟山云平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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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他一些客居神户及姬路地区的中国文人也有

着不同程度的交集。例如在《节宇遗稿》卷下还收

载了下面这样一首七律诗：

赠清客卫铸生 次其原韵

姬城到处总尘寰，唯恐名宾促驾还。

投辖吾情深似海，诱人君德峻如山。

风流翰墨迎元白，史传文章得马班。

播岭春光登览日，奉将几杖共跻拳。

（龟山云平，1917：42）

诗题中提到的“清客卫铸生”也是十九世纪后

期赴日的中国文人之一。水越耕南编辑的《翰墨

因缘》中除了收录了卫氏的诗 3首及尺牍 3篇以

外，对其也有一个简略的介绍：

卫寿金，字铸生，号顽铁道人，江苏省苏州

府常熟县人。 （水越耕南，1884，下卷：15）

也就是说，卫铸生本名卫寿金，铸生乃其字。

来自于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另据王宝平先生和

蒋海波先生的研究，卫寿金（卫铸生）除了作为书

法家而知名之外，也长于诗文。其于 1878年（明

治11年）前后赴日，曾先后在日本关西各地以及四

国岛的高松等地游历，1886年（明治19年）春也曾

到过姬路[12]。从上引诗中的“姬城到处总尘寰，唯

恐名宾促驾还”一句以及“赠清客卫铸生 次其原

韵”来看，这首诗无疑当是卫寿金在姬路游历期间，

龟山云平赠给卫氏的唱和诗。尽管未见到卫寿金

赠给龟山云平的原诗，但通过龟山云平的这首诗，

我们已经可以略窥两者交游之一鳞半爪。

上述陈氏、胡氏、卫氏几人都属于这一时期赴

日本的中国民间文人。除此之外，龟山云平与当

时中国驻日使领馆的外交官等官僚文人也有某种

程度的交集。例如其与清朝驻神户理事府（领事

馆）的理事官（领事）廖锡恩（1839-1887，字枢仙，

号子曰亭主人，广东省博罗县人。1879年 2月至

1882年5月任神户理事府第二代理事官）、黎汝谦

（1852-1909，字受生、寿生，号劳溪生，贵州省遵义

人。1882年10月至1885年1月任第四代理事官）

的文字交往就是其中的显例。

当时赞岐（今香川县一带）出身的汉诗人赤松

渡（1840-1915，号椋园）曾编辑了一本西日本同仁

的汉诗选集《萍水相逢》，收录了龟山云平、水越耕

南、赤松渡本人以及片山冲堂（1816-1888）、藤泽

南岳（1842-1920）五人的诗作。《萍水相逢》成书

后，廖锡恩为之作序，而廖锡恩的序文则由龟山云

平加以评注 [13]。此外，龟山云平的《日本国体一

斑》刊行（五车堂刊，1883年）时，黎汝谦亦应其请

题写了卷首，其云：

文献足征

节宇先生撰日本国体一斑，刻成介水越耕

南属余题卷首，书之报命。

癸未七月 遵义黎汝谦 （龟山云平，1883：卷首）

不仅如此，其后龟山云平与水越耕南合编的

《皇朝百家绝句》的书名也是由黎汝谦题写的书

名。上述这些都反映出龟山云平与当时的中国外

交官员也有着若干通过文字交往而建立起来的间

接交流。

5 结 语

以上，我们通过几个事例，具体考察了十九世

纪后期播磨地区的汉诗人龟山云平与旅居这一地

区的中国文人的交往。龟山云平活跃于幕末以及

明治时代前半期的播磨地区，曾任姬路藩校“好古

堂”教授并开设书院久敬舍、观海讲堂授业讲学，

培养人才，因而被誉为“播磨圣人”。但在当时来

说，以姬路为中心的播磨地区并非文化中心区域，

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京阪神文化圈的西部边缘区域

而已。若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上述考

察的意义遂凸显了出来。本文通过对以上鲜为人

知的史实的发掘，至少证明了一个以前或多或少

被我们所忽视的方面：即日本明治时代以后盛行

的日本文人与寓居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的诗文唱

酬等直接的交流，其实并不仅仅限于东京以及京

阪神等大城市，而且也扩展到了播磨地区的姬路

这样的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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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ameyama Unpei and Chinese Literati Residing in the
Kobe-Himeji Area at the En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paper is one of a series of studies about the interchange of poetry between the literati of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19th. It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poet Kameyama Unpei (1822-1899), who was known as the "Saint

of Harima (Harima Seijin)", and Chinese poets residing in the Kobe-Himeji are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indi-

cates that the interchange of the poetry was booming not only in the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but also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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