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1918年 4月，《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则题

为《“国贼”辩护》的采访报道，讲述了1891年日本

国内一桩由国贼嫌疑引发的民事诉讼。事件中所

谓的“国贼”，正是明治时期日本赴华使团成员、曾

任代理驻清公使的原外务省官员郑永宁。

郑永宁出身长崎中文通译（「唐通事」），明治

维新后进入外务省，是最早参与近代中日外交的

日方翻译、外交官之一，其姓名见载于奏折、外交

文书、集会报告、日记等多种公私记录。在近代中

日关系史上，郑永宁并非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却也

进入了部分研究者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梁嘉

彬《近代中日关系探源及两国外交使才举例》率先

关注到郑永宁作为外交官参与日本对华交涉活动

的经历，并对该人物及其后代进行了评价。此后，

以六角恒广『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第一章和王宝

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第十章第四节相关

内容为代表，从外语教育者的角度对郑永宁进行

了研究。前者明确了郑永宁被任命为日本外务省

汉语学所负责人的史实，后者则利用清朝驻日公

使馆经费报告书，对他出任清朝驻日公使馆东文

学堂教习的史实进行了考证。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笔者已对郑永宁的

经历和他在近代日本对华交涉中的具体活动做过

一些考察，在接近人物本身的同时，也在尝试以新

的材料和视角来解读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不同侧

面。日本“国贼嫌疑事件”发生在郑永宁晚年，百

余年来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本文将从该事

件入手，通过整理史实、分析背景，重新探讨近代

中日关系史上郑永宁的特殊形象。

1 郑永宁生平

郑永宁，号东林，1829年9月8日（日本文政十

二年八月十一日）生于长崎。原姓吴，幼称卯四

郎，亦作牛郎，后过继郑家为子而改郑姓。吴家之

祖吴荣宗原籍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明清之际东

渡日本并定居长崎，1651年始任“唐年行司”。此

后吴家世代充任通译，传至永宁生父吴用藏已是

第八代。1831年，时任“小通事末席”的吴用藏去

世。所生六子，除长子吴鹰之助（后改名泰藏）承

继父职外，其余五人皆出继别家为嗣。其中，次子

论郑永宁与近代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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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郑永宁是19世纪7、80年代参与日本对华交涉的外交官之一。他出身于日本幕末时期的长

崎中文通译，因语言技能和外交经验深受明治政府倚重，又在对华交涉活动中充分利用自身的华裔身

份，施展交际手段。晚年受聘于清朝驻日公使馆，却因此引来怀疑，受到日本国内舆论的攻击。日本

“国贼嫌疑事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郑永宁形象的一次呈现。其华人移民后代身份和日本外交官立场

的交叠，造就了他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特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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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郎入继中文通译高尾家本家，第四子硕三郎

入继吴振浦系通译吴家。而永宁则被长兄的同僚

郑干辅选中，成为中文通译郑家的继承人。江户

时代，中文通译家族的过继多从通事家庭挑选养

子。一方面，由于中文通译多为明末清初华人移

民后代，作为“唐人”的同乡意识本就深厚，且各家

族经过数代的联姻、过继，早已形成了千丝万缕的

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中文通译最重要的职业技

能“唐话”，大都始于幼年的“父子口传”，因此通译

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具优势。而像吴家一门六子，

除长子外，另有三人入继别家也成为通译，且后来

职位、声望均超过父祖，这在长崎中文通译的历史

上也实不多见。

与吴家相同，郑家亦为通译世家，且定居日本

二百余年来一直未改变姓氏。郑家之祖郑宗明为

郑芝龙与肥前平户藩武士田川左卫门之女所生次

子，亦称二官，即郑成功之弟。但郑家在中文通译

中并非名门望族，直至第七代郑干辅于1844年升

任小通译，又于1857年晋升至大通译，位列“译司

九家”[1]，郑家声望才得以一举提升。在幕末时期

的中文通译中，郑干辅确实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

的领军式人物。其遗德碑碑文中写道：

嘉永末，俄国遣使北虾也。幕府备意，命唐

译司创译满洲语言，实先生启之也。安政丁巳，

清囯发匪之乱，采铜局坠业，崎地无复见唐船

来。戊午春，幕府议准外国开横滨港。先生请

于官，聘美国人玛高溫氏，倡率僚中子弟就学英

语。时言者以为异，先生愈激劝诸生。学未数

年，业骤进，多为时用。故际明治中兴，外交滋

盛，邑之译司前后辈出，得成名于朝野之间者，

多出于先生之賜也。[2]

郑干辅在事业上颇有作为，但膝下无子，于是

“举同僚吴氏泰藏弟牛郎为嗣子”。郑永宁由此进

入了中文通译的职业通道。据《译司统谱》记载，

“干辅子郑右十郎”于嘉永元年（1848）七月二十六

日初任“无给稽古通事”。嘉永四年（1851）十二月

二十八日，郑干辅升任“大通事助”，同日郑右十郎

的职位亦升至“小通事末席”。万延元年（1860）七

月二十日，郑干辅病故，郑右十郎于该年年末正式

承袭郑家俸禄，并升任“小通事过人”。另据日本

元治元年及庆应三年的《诸役人分限账》记录，

1864年郑右十郎位居“小通事过人”首位，1867年

已升任“小通事”。[3]

从上述通译名录和账册记录来看，郑永宁在

中文通译时期的通称为“郑右十郎”。“右十郎”显

然是个日本式的名字。江户时代，长崎唐通事改

用日式姓名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冯六后人改姓平

野，熊氏改姓神代，陈姓改为颍川等。郑家虽未变

更姓氏，却也早已使用日本化的名字，如茂左卫

门、文次郎、忠兵卫等。江户时代的中文通译同时

还备有一套中国姓名，专门用于各类中国相关事

务的处理。在日方发放给中国商人的“信牌”——

长崎通商照票上，中文通译自称“长崎译司”，当年

负责管理贸易事务的大小通译、“唐船请人”等联

署时皆用熊、叶、刘、樊等各家原来的中国姓氏。

又如，在1851-1855年由中文通译集体编纂而成的

《翻译满语纂编》[4]中，主编平野繁十郎（祐长）、郑

干辅（永昌）、颍川藤三郎（道恭）三人在汉文序言

后分别署名冯璞、郑昌、陈勋。郑右十郎也参与了

《翻译满语纂编》的编写，书中留有“郑永宁编译”

的字样。由此可知郑右十郎早在唐通事时期始有

“永宁”之名。

1868年，“长崎奉行”致书江南海关道，希望清

朝能颁给护照，准许日本人入华经商侨居或传习

学术。这封被称为《日本长崎奉行河津伊豆守来

书》的外交信函，末尾署有“通事吴益彰、郑永宁同

译”字样。[5]这是郑永宁的名字首次进入清朝官方

的视线。

明治维新后，郑永宁被任命为长崎府广运馆

翻译。1869年，年届不惑的郑永宁被调往外务省

的前身“外国官”，任一等译官，旋即升任“大译

官”，被派往桦太处理日本与俄国人的纠纷。1870

年，明治政府首次遣使赴华，意在与清政府协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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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事宜，郑永宁以外务大丞柳原前光随员的身份

进入使团，首次来华。此后，在 1871年伊达宗城

使团、1872年柳原前光使团、1873年副岛种臣使

团和1874年首任驻清公使柳原前光使团中，郑永

宁都作为主要成员随同出使。从打开局面的预备

交涉，到《中日修好条规》、通商章程及各海关税则

的签订及修订谈判，以及在两国换约、谒见同治帝

礼仪、日本出兵台湾等一系列重要的交涉中，郑永

宁承担了包括翻译、记录、收集信息、事前斡旋等

多项具体工作，亲历了近代中日建交之初两国交涉

的全过程。1874年11月，柳原前光在完成谈判和

日本公使馆设立等使命后回国，郑永宁就任临时代

理公使，负责使馆日常事务。后在大久保利通来华

谈判时担任翻译。1876年新任公使森有礼到任后，

郑永宁作为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继续留驻北京。

1879年7月，郑永宁升任“外务权大书记官”，

回到东京。1881年 6月，其主动提出辞去外务省

的职务。同年 12月，郑永宁以准奏任”外务省御

用挂”的身份兼任“司法省御用挂”，并于1882年1

月就任民法编纂委员。在司法省期间，郑永宁继

续发挥语言专长，完成了对西方法律著作的汉文

译本《法国律例》各卷的训点。

1885年 2月，郑永宁复职为外务省权大书记

官，随全权大使伊藤博文赴华。4月两国在天津进

行谈判，由郑担任日方翻译。很显然，当时明治政

府仍将郑永宁视为对华谈判翻译的不二人选，所

以外务省才会令他官复原职，并指派由他随同前

往天津，而不是任命其他翻译参与谈判。

翌年1月，郑永宁辞去在司法省的职务，5月，

在外务省的官职也被免去，从此引退。1897年 7

月29日病逝于东京，葬于上野谷中墓地。

2 日本“国贼嫌疑事件”始末

1886年郑永宁离职，此后不再参与国家外交

事务。但就在五年后，《日本新闻》撰文称郑永宁

献议李鸿章，说“日本军备未整，然支那武备强大

如斯，今时不讨日本，后日必留灾患”，鼓动清朝尽

快出兵与日本一战。报纸上不仅附有所谓郑永宁

上书的原文，更是连日对郑的“卖国贼”行径口诛

笔伐。

曾经长年从事对华交涉的外交官竟私自向清

朝献言献策，甚至鼓动对方打击日本的军事力

量。如此消息一出，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就连中文

通译时代与郑永宁同僚多年的东京制纸分社社长

阳其二都不禁心生怀疑。1891年 3月，阳其二致

书高岛嘉右卫门，请他占卦以辨日本“国贼嫌疑”

之真伪。高岛占得“雷水解”，称“初爻之阴为郑

氏，四爻之阳为清国公使，阴阳应其亲厚，然（郑）

知晓国家内外之义，非敢思不轨”[6]，从卦象上否定

了郑永宁里通外国的嫌疑，表明了对社会上偏信

新闻报道现象的批评态度。这充分说明《日本新

闻》的报道对当时舆论影响很大。

在郑永宁饱受社会舆论攻击之时，是秋山定

辅挺身而出，求助于知名律师守屋此助。于是由

守屋此助和前横滨地方法院长冈村辉彦二人作为

郑永宁的代理律师，以《日本新闻》刊文诽谤为由

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诉讼的经过与结局，《对支回顾录》中这

样写道：

（郑永宁）君将之起诉至法庭，揭发出匿名

举报人，并恢复名誉。由此君之忠诚志行益发

彰显于世。（笔者译）[7]

但据郑永宁代理律师守屋此助回忆，当时情

形却并非如此。

（前略）事件进展，诉讼从大审院发至仙台

控诉院，虽有仲裁，却终成和解，于非胜非败含

混之中了结。不久传闻甲午战端将开，世间骚

然，因此郑之事件被全然忘却。（笔者译）[8]

郑永宁诉《日本新闻》案最初由东京地方法院

受理，后由最高审判机构大审院下发至仙台，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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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控诉院进行裁定。几经辗转，却只是以和解

告终，原告并未获得胜诉判决。并且在诉讼期间，

报社和民众不仅将郑永宁视作“卖国贼”，更将矛

头对准代理律师，仇恨情绪甚至波及到了律师的

家人。《日本新闻》着人前往守屋此助事务所，故意

在其门前叫卖报纸，高呼“国贼事件”。冈村辉彦

之弟经营诊所，亦被人指为“国贼之弟”，拒绝由其

看诊。当时日本国内对郑永宁”国贼行经“反感之

强烈可见一斑。

郑永宁的“国贼嫌疑”究竟从何而来？按《对

支回顾录》中的解释，当时郑受聘于驻日公使李经

方，日常出入公使馆，是招惹物议、引起嫌疑的直

接原因。

1891年，郑永宁接受李经方的聘请，任驻日公

使馆内东文学堂教习，负责教授中国人日语，出入

公使馆确有其事。驻日公使馆内东文学堂开设于

1882年，是清朝官方最早创办的日语人才培养机

构。据王宝平考证研究，该东文学堂的人才培养

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

至十四年（1888年）正月为第一次“公使馆教育时

代”，此后东文学堂关闭，张文成、唐家桢、冯国勋

三人转入日本的同人社和二松学舍学习。三年

后，驻日公使李经方对东文学堂予以恢复，从光绪

十七年（1891年）正月到中日甲午战前可称为第二

次“公使馆教育时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驻

日公使馆支出经费清单显示，郑永宁在第二次“公

使馆教育时代”先后两度被聘为东文教习，第一次

是在第五届驻日公使李经方任上，聘期从光绪十

七年（1891）正月十五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次

则是受聘于第六届公使汪凤藻，时间为光绪十九年

（1893）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年（1894）八月十九日。

据李经方第一次经费报告，郑永宁作为东文教

习的任期始于旧历年正月十五，即新年度之始。而

如上文所述，阳其二请高岛嘉右卫门占卦是在

1891年西历3月。从时间上来看，郑永宁开始日常

出入清朝驻日公使馆后不过月余国贼嫌疑就已闹

得沸沸扬扬。因此可知出任公使馆东文学堂教习

确实是郑永宁国贼嫌疑事件的直接诱因之一。

但事实上，从东文学堂创立之初到中日甲午战

争爆发，驻日公使馆共聘任过五名日本人教习，其

余四人并未蒙受“国贼”骂名，可见出任教习本身算

不上卖国通敌的罪状。《日本新闻》所指郑永宁的卖

国行径，是指其上书鼓动李鸿章出兵日本一事。

19世纪 90年代初，东北亚局势趋于动荡，日

本觊觎朝鲜半岛的野心日益膨胀。日本国内不少

人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除铁火相见之外无解

决之余地”（《国贼》辩护2）。而就在1891年，由李

鸿章安排并促成了北洋舰队的第二次受邀访日，

当时的北洋水师处于发展的巅峰阶段，实力远在

日本海军之上，因此对日本官民各界刺激不小。

《日本新闻》在北洋舰队来访前夕抛出所谓郑永宁

上书李鸿章原文，斥责郑通敌卖国，激起社会舆论

不足为奇。

此外，由于郑永宁长年从事对华外交事务，早

年便与李鸿章父子相识，无形中加深了他的“国贼

嫌疑”。从1870年起，郑永宁在随同伊达宗城、副

岛种臣、柳原前光使团出使和驻北京日本公使馆

时期就在各种交涉、谈判中与李鸿章及其僚属多

有接触和交锋。1885年郑永宁最后一次随伊藤博

文赴华，天津谈判的对象也是李鸿章。1891年聘

请郑永宁执教东文学堂的公使李经方乃李鸿章继

子，令新闻报道所指的郑永宁上书李鸿章事件更

添了几分可信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郑永宁“国贼嫌疑”

的发酵，社会上甚至对其移民后代的身份和典型

的中国式姓名表现出了相当的厌恶情绪。代理律

师守屋此助在回忆中强调，郑永宁这个名字的中

国味，竟导致其孤立少援。

关于日本“国贼嫌疑事件”的结局，一方面诉

讼以和解收尾，另一方面，尽管郑永宁一度名誉受

损，但他也没有为避嫌而辞去驻日公使馆东文学

堂的任职，而是继续执教直至该年年底。汪凤藻

继任清朝驻日公使后，郑永宁于1893年再次受聘

于东文学堂，直至1894年公使馆撤回。因此郑永

36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2019年 第2期 总201号

宁也是中日甲午战前驻日公使馆的最后一位日本

人东文教习。

3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郑永宁

1891年的日本“国贼嫌疑事件”以特殊形式呈

现了郑永宁形象的一个侧面。那么近代中日关系

发展进程中郑永宁的形象又如何呢？

19世纪 7、80年代，郑永宁、平井希昌、吴硕、

蔡祐良、颍川重宽、颍川君平、钜鹿笃义、平野祐之

等外交官、译员、情报人员在日本对华外交的不同

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清朝官方并无日语人才

储备，不少外交事务必须依靠日方的翻译力量。

1873年 6月，清朝筹备各国使臣觐见同治帝事宜

之时，最初以有通英、法语学生可供御前翻译为由

拒绝了外国使臣自带译官的要求。后来却由于无

日语翻译，不得不准许郑永宁随副岛种臣一同觐

见，并进一步导致清朝在英、美、法、俄、荷兰五国

使臣的翻译问题上作出让步。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起用旧中文通译来处理

对华交涉中的具体事务，郑永宁的作用和地位尤

为突出。1883年4月外务省欲增派人员赴北京留

学，在公文《北京留学生增员建议》中称：“本省官

员中通晓汉语、吏牍文书者仅不过二三人，而此少

数人员又已派遣清、韩公署，目下在本省者唯郑永

宁与中田敬义二人而已”。[9]虽然1870年外务省就

已开设汉语学所着手对汉语人才的培养，但十几

年后仍需倚重郑永宁的能力。当 1885年日本将

就朝鲜“甲申政变”与清朝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事

涉重大，外务省特意将郑永宁官复原职，令其随全

权大臣伊藤博文一同赴华。

郑永宁从事两国交涉多年，经验丰富，对日本

的对华外交策略认识清晰、把握准确。1873年，副

岛种臣使团来华，郑永宁处理交涉事务之外，还将

外交过程的全记录编辑成册，题为《副岛大使适清

概略》。作为编者，郑永宁在篇末写道：“换约，名

也；谒帝，亦名也。惟策伐藩，故有此行。”[10]对副

岛使团交涉的目的直言不讳。

作为明治政府的外交官，郑永宁从未因华裔

身份改变自身的立场，谈判中凡涉及两国利益之

争，始终遵循明治政府的指令行动。1875年3月，

作为临时代理公使，郑永宁从英国驻清公使馆方

面得到琉球贡使入京的消息，在紧急确认事实后，

3月24日郑前往总理事务衙门与恭亲王、毛昶熙、

崇厚等人就琉球贡使入京一事展开谈判，在琉球

为日本藩属这一点上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其

有言论如下：

琉球既为我屏藩，此次虽为例贡而来，其藩

王应向我国请命。且我国派驻北京公使一事既

已颁知该藩，该藩来京使者对我公使馆不通问

候，是无此理。又经思量，恐是该藩未告知本国

便来。如真是擅自派使，则此事可谓同事二君，

甚为不妥也。我本国不见不知之时姑且不论，

现在本署居于此地，岂可默视？（笔者译）[11]

这次谈判，双方谈判未有结果，而后郑永宁按

照日本外务省的指示，一直避免就琉球所属问题

再与清朝方面正面交锋。从结果来看，郑永宁及

北京公使馆表面上的沉默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清

朝，为明治政府继续推进“琉球处分”延长了时间。

然而，在清朝方面看来，郑永宁与其他日本外

交官大有不同之处。首先，郑永宁自称华人后裔，

能直接用汉语、汉文表达，方便交流，使得一些清

朝官员和僚属在潜意识上对他抱有亲近感，也愿

意与他接触。

1870年旧历九月九日，吴汝纶一行前往天津

旗昌洋行会见了柳原前光使团的五名主要成员。

吴汝纶在日记中自述与柳原前光、名仓信敦、尾里

政道三人“皆未及谈”，唯觉“大约谦雅有礼可

爱”。与花房义质“笔谈良久”，但笔谈内容未见写

入日记，只是在花房“颇羡余书，强索书屏扇”时，

吴不得已“允迟日为之一书”。而对于五人中地位

不高的郑永宁，吴汝纶不仅特别提及其“能华言，

自称明末福王之臣避祸渡海，盖郑芝龙之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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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悉数记下与他之间的谈话内容：

余与永宁对谈，询知该国有东西二京，国主

都于西京。国有五口，近京都者曰横滨，曰神

户，二口最为繁富。次曰箱馆，次曰新潟，又次

曰长崎。长崎者，昔为都会，今乃衰落。其国往

年有将军执政，境内分建各国，仕者世禄。今王

即位，去将军，改封建为郡县，官由选择，不以世

禄。盖丙寅、丁卯之间，其将军谋叛，至是讨平

之，庶政一新，国人以为王政复古。今王即位之

年，岁次丁卯，同治之七年也。其国世家华族曰

藤原、曰源、曰平、曰橘，皆大姓。其执政为左、

右大臣，今惟右大臣，名曰实美，姓曰藤原氏，曰

三条。其与邻国交则有外务省，省之长曰卿，今

为外务卿者名曰宣嘉，姓曰泽氏，曰清原。五人

者，皆外务省之属官，其上下通称皆曰殿，如实

美氏则称三条殿，宣嘉则称清原殿，属官于长官

则“殿”字以楷法写之，国主于其臣则以行书，平

交相称亦然，呼皂隶则字形益简，皆“殿”字也。

近年西洋通商，买轮数十只，用本国之民驾驶，

不善测水深浅，坏者无数，今仅存二只耳，合各

府所购尚有十余只现存。此其大略也。[12]

也许是郑永宁的华裔身份使吴汝纶对其产生

了某种信任感，又或者郑“能华言”使得二人交流

畅通无阻，吴汝纶将郑永宁谈及的日本地理、历

史、社会、行政等作为会见中最具价值的信息，一

一记入日记。不仅如此，郑永宁所赠送的《和汉年

契及官位相当表》，吴汝纶读后还写下了心得。

其次，郑永宁擅于与人交际，公务之外也曾以

私人身份结交过一些清朝官员。光绪二年（1876）

十二月，总理衙门收到郑永宁致礼部右侍郎潘祖

荫的书信一封，并《尚古图录》两本。信中称：

夏间因求鉴明古钟图说，承赐跋言，持回本

国与福羽学士捧诵。兹收来信，托将尚古图录

二本赠大人，以博哂玩，用伸谢忱。[13]

潘祖荫不仅官居高位，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

金石学家。且不论郑永宁结交潘祖荫有何目的，

以金石、古籍与之交流，正可谓投其所好，又显得

文雅得体，在拉近与清朝官员、文人的距离上此类

交往模式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涉及两国交涉的公务处理上，郑永宁承担

着协调双方关系的职责，因此与清朝方面接触频

繁，行事也相对灵活。而这种看似“亲中”的态度

也常令清朝方面对郑永宁产生过度期待，甚至存

在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他在谈判席上为清朝积极

发声。在 1876年 1月 24日李鸿章与森有礼的会

谈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森使云，条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

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依旧条约。

答云，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使云，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答云，叛約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许容。因

指桌上酒杯告郑署使云，和是和气，约是约束，

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这酒不教泛溢。

森使云，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

子如何拦得住。

答云，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郑署使

是我们立约时的人，须要详细告他。[14]

在《译署函稿》所收录的这份谈判记录上，李

鸿章称郑永宁为“郑署使”，一直希望借其之口劝

服态度强硬的森有礼。与森有礼相比郑永宁显得

言辞缓和，但这也仅仅是作为翻译来缓解谈判双

方对立情绪的一种手段，李鸿章的期望最终只能

落空。

应该注意到的是，郑永宁虽未忘却其家族的

华人血统，在对华交涉活动中还巧妙利用了这层

身份，但这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因素无法从根本上

撼动他作为日本国民、明治政府外交官的立场。

这一点在1881年6月郑永宁向外务省请辞时的文

字中就有充分体现。

臣生于西鄙，家以汉译为业。以祖先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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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臣，来而为氓，其后奕世未仕，无列版者。及

臣身幸逢圣代，初翔云路，得展雀翎。明治己巳

应征东上，谬以菲才为大译官。乃涉桦太，次又

适清，参赞一行缔交事宜，三度署理公使篆务。

前夏言旋，复奉今职。况臣两子，一学于米国，

一驻留北京，俱蒙录用，并驱外务，而未效尺

寸。父子受恩深重如此，世无多见，思之不胜惶

愧之至。若新谷既登，旧谷不没，恐为造物之所

憎，宜自辞官，以乞骸骨。但恩未报而敢图暇

逸，岂臣情哉，即居田园亦复如葵之向日而倾

耳。（笔者译）[15]

1881年郑永宁提出辞官，一说是因为他在对

华外交问题上与上司意见相左所致。但在这份辞

呈中郑永宁只字未提所谓对华外交意见产生矛盾

之事，而是对父子三人“并驱外务”忠诚国事引以

为傲，立场十分鲜明。

又如1894年10月，甲午战争爆发后郑永宁主

动将个人收藏朝鲜燕行使日记《燕槎日录》一册献

于陆军省。两国交战之际，将“精细”记述朝鲜燕

行使赴北京途中详情的日记提供给陆军省，显然

是为日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提供参考信息。有证

据证明，陆军省也确实计划将《燕槎日录》作为地

志编纂材料加以利用。郑永宁的献书之举，是他

向日本政府明确表达支持态度的证据之一，也符

合他一贯的立场。

4 结 语

郑永宁出身江户末期的长崎中文通译，明治

维新后进入日本外务省，成为19世纪7、80年代承

担日本对华交涉具体事务的外交官之一，他的人

生轨迹也因此与近代中日关系的进程交织在了一

起。他因汉语技能和外交事务处置能力深受明治政

府倚重，又在对华交涉活动中充分利用自身的华裔

身份、施展交际手段，晚年受聘为清朝驻日公使馆的

东文教习，却引发日本“国贼嫌疑事件”，因此可以说

郑永宁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郑永宁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其华裔身份和

日本外交官立场的交叠造成的。血统、家族、姓名

以及语言赋予了郑永宁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的华人

属性，在从事外交活动的过程中他需要借助这层

属性，却又必须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正如梁嘉彬先

生之评价，他“早有日本国籍，难免只知有尽忠日

本而不知兼爱祖国的事情”[16]。另一方面，在特定

的历史环境下，这种华人属性在日本国内也会被

放大、被扭曲，甚至进而成为舆论怀疑和攻击的对

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永宁的形象正是近代

中日关系进程投影的一个侧面。

[本论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东亚研究院2014年度基

地自设项目“东亚视域下的日本、琉球通事研究”（课题编号：

14ZDDYZS05YB）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许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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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Image of Tei Einei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Japan Relations

Abstract: Tei Einei, a former Toutsuuji in Nagasaki during the Bakumatsu period, acted as one of the Japanese diplomats re-

sponsible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 1870s to the 1880s. His language capabilities and diplomatic experience were

highly valu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 and his identity as a Chinese descendent was fully utilized in Sino-Japanese negotia-

tions, which enabled him to display the power of diplomacy. Employment in the Qing legation in Japan in his later years led to

public suspicion and opposition within Japan. The affair of Tei Einei's alleged treason served as an image under the circum-

stance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The dual identity of being a Chinese descendent and a Japanese diplomat formed a

unique image of Tei Einei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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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领 域（古代部分）
日 文

歌合せ

歌垣

絵解き

絵巻

縁語

掛詞

勧進

聞書

紀行文

キリシタン文学

句切れ

元国

元服

式目

中 文

歌赛

对歌

讲解画、讲解者

画卷

相关语

双关语

劝化

记录

游记

基督教文学

断句

元朝，元代

元服(男子成人仪式)

法典，规则汇编

英 文

a meeting of poetical composition

a dancing and singing party of young men and women
(in ancient Japan)

explanation of (by) a picture

a picture scroll

an associate (a kindred) word

a word or a set of syl-lables (within a poem) that has a double
mean-ing

fundrais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restoration) of a temple

write (put) down what the professor says

a travel note (sketch)

Christianity in feudal Japan Literature

mark off (by a comma)

The Yuan Dynasty

Gempuku
(a coming of age ritual for a boy)

a Shikimoku
(a compilation of regulations in the Kamakura and Muromachi
periods)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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