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在近代中日关系中，清浦奎吾（1850-1942）是

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清浦奎吾从小热爱汉学和中

国文化，在汉文诗词和书法方面都很有造诣。在

1886年中日长崎事件时，他作为日本警保局长，是

当时中日谈判日方的主要人物；在此后的政治生

涯中，他担任过日本的法相、农相、内相、枢密院长

和首相，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者之一。他前后四

次访华，其中三次在清末，一次在民国，[1]大量地接

触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和他们唱和交友，同

时细致观察中国并试图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清

浦奎吾的所有行动，无疑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

但其中也不乏历史的复杂之处。目前国内对清浦

奎吾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分析中日史料，勾勒清浦

的访华情形，解读这位日本政法元老及中国通，通

过对近代中国的观察来纠正日本人对华印象和日

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努力。因资料所限，本文只涉

及他在1898年、1908年和1926年的三次访华。

1 清浦其人——司法官员出身的日本重臣

1850年，清浦奎吾生于日本熊本县的一个僧

人家庭。他自幼学习汉学。1870年进丰后国日田

郡的咸宜园学习。咸宜园是在江户后期著名儒学

家广濑淡窗（1782-1856）建立的“汉学塾”，深受朱

熹的白鹿洞书院影响，是日本近代规模大、影响深

远的私塾，与吉田松阴办的“松下村塾”齐名。[2]

明治维新后，清浦于 1876年进司法省任职，

从事刑事诉讼法典治罪法的制定。1886年他担任

内务省警保局长，此后官运亨通，于 1891年当选

贵族院议员，任司法省次官，1896年升任司法大

臣，1901年他在桂太郎内阁兼任司法大臣、内务大

臣与农商务大臣。他先后被授男爵（1902）、子爵

（1907）、伯爵（1928）之位。期间他于 1922年任枢

密院议长，并于 1924年成为第 23任总理大臣，不

过半年之后就下台了。[3]

清浦奎吾的职业生涯很早就与中国发生了密

切的关系。1886年中日长崎事件时，他是日本主

持对华交涉的主要官员。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之

后屡受西方欺凌，但直到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

在日本拥有领事裁判权。1886年 8月，北洋水师

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访问日本长崎时，

水师士兵在市区与日本警察冲突，互有死伤，遂成

为外交事件。时任内务省警保局长的清浦奎吾很

快介入此事，和外务省调查局长鸠山和夫一起与

中方交涉。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北洋舰队

凭借坚船利炮给日本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致使

协议中包含了“自即日起，日本全国警察，一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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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配刀”这样的条款。

但是，如果说 1886年清浦参与处理的长崎事

件是中日大规模冲突的前奏，那么同一年清浦奎

吾欣然招入麾下的小河滋次郎将在未来促进中日

合作。这一年，日本现代法律的开拓者穗积陈重

将小河推荐给清浦奎吾，清浦“闻而大悦，引之内

务省，使专掌监狱之事”。[4]在清浦的领导下，小河

滋次郎历任各地监狱之典狱，最后升任内务省监

狱局狱务科长、司法省监狱事务官等职，此后悉心

指导中国留学生学习监狱学，并被清政府延请成

为清末监狱改良中重要的人物之一。

除了支持小河滋次郎的工作之外，清浦奎吾本

人的法学著作《明治法制史》在1901年便已译介到

中国，分期刊登在林琴南、林长民等担任主编的《译

林》杂志。译者对清浦著作的评价是：“是书备载日

本维新以来法制之沿革，详今略古，古钜细毕，具阅

之，可审其国实情，于讲政治学者不无小益。”[5]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官绅大量赴日考察，清浦

因而与中国社会上层精英有了充分接触。吴汝

纶、文廷式、梁士诒、孙中山等都曾是清浦的座上

宾。[6]清浦还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很多中国朋友有

诗词、书画往来。

2 1898年访华

清浦的第一次访华发生在 1898年 4月 20日

到 7月 16日之间。他卸任法相职务之后，和内务

次官松平正直两人由上海经汉口、宜昌、杭州、苏

州、福州、上海、天津、北京、牛庄、营口，再赴朝鲜

京城，最后从仁川返日，历时80余天。

清浦和松平这次联袂访华，发生在甲午战争

之后中日互动频繁的一个时期。更具体地说，当

时日本尤其担心中俄结盟，竭力拉拢中国。王惕

斋在 1898年致汪康年的信中提到伊藤博文即将

访华，传闻他听到了李鸿章与俄国人接触的风声，

怕中国“坠其阴谋，特于傅相前陈其祸害”。[7]清浦

和松平来华，与此不无关联。与此相关，1898年上

海成立了加强中日交往的亚细亚协会，中国方面

有郑观应、郑孝胥、汪康年、张謇、江标、盛宣怀、唐

才常等，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代表

日本政府积极支持。[8]

清浦、松平两人于 1898年 4月 20日从东京出

发前往上海，到达后下榻邮船会社。[9]他们在上海

逗留许久，广泛结交。5月25日，小田切万寿之助

总领事在张园设宴。郑孝胥在 25日的日记中称

当日“谒张园，集者二十余人，客有松平、清浦、稻

垣、盛京卿四人。”日记中所说的盛京卿即盛宣

怀。当日在座的还有郑观应、姚赋秋、洪荫之等。

在此两周前，郑孝胥已经在日记中记载清浦和松

平托人持香扇来索书之事。（郑孝胥，1993）清浦、

松平还在上海与汪康年、文廷式、江标等人相识，

双方“把臂畅谈”，汪康年向客人讲述了自己的抱

负，清浦称其“用意周密，尤为钦佩”“彼此心之相

印，永矢不忘”。清浦回国后致信汪康年和文廷

式，欢迎文廷式东游日本：“文大人今秋东游之

约，望急促。弟与松平必为东道主人。”[10]

清浦尔后从上海赴南京，溯江而上，抵汉口。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长江上的一艘军舰中热情款待

了清浦，而驾艇前来迎接的是当时官阶不高的黎

元洪。清浦和张之洞纵论学问和政治，他对张之

洞十分钦佩，认为张之洞既有温良笃实的君子风

范，兼富工业文明思想。[11]

之后，他们游宜昌，接着从汉口返回上海，再

游杭州、苏州。苏杭两地是根据《马关条约》对日

本开埠的城市，但那里的日本商贸活动十分冷清，

日本领事馆也因陋就简，清浦因而感到十分不安

（笔者译）。[12]他们继续南下福州，再折回上海，旋即

前往华北，于5月30日由天津入北京，寓居东交民

巷西宾馆，为即将访华的伊藤博文打前站。6月6

日《国闻报》报道：“日本自甲午、乙未之后，举国上

下均以结好中国为泰东合邦、互相保卫之计，此次

特派大员二人至华游历，不知中国士大夫能否互

为联络，同心合力以徐图兴亚之举。”[13]他们本来

计划谒见慈禧太后，但因故未成。

离开北京后，他们经牛庄、营口，航行朝鲜，顺

道游仁川京城等。7月16日回到日本。

清浦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谈话，感叹

“弱清之弱甚于南宋之弱”。他毫不客气地认为，

中国的文官除了张之洞之外，绝大多数是贿弊之

流，如塚中枯骨，少有见识的人物。武将中，他印

象深刻的只有一位“通晓军政军务，深为内外所依

赖”的宋庆将军。但他认为中国南方的政治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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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远胜于北方。不过在商贸方面，他对中国评价

不低。他发现中国人“重视信用，以信用为商业之

资本。故一片红唐纸所记文字，恰如通货币，相互

间很容易进行几十万元的交易”。而日本的在华商

人虽然上千，知名商号仅仅两三家，而且有以次充

好、“品位日下之弊”。（朝日新聞，1898-7-19）

清浦受过的汉文化熏陶极深，因此他的首次

中国之行，与当时许多访华并留下游记的日本文

化人一样，难免怀着某种故园情结，连旅行的路线

也是相仿的。除了完成他的政治任务之外，他也

观看各种历史遗迹和风景，西湖烟雨、枫桥夜泊、

金陵访古，在烟雨中眺望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遗迹，

沉醉于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趣味”中；[14]同时，在

亲眼目睹清政府的没落后，也发出“禹域茫茫，四

百余州山河寂寥”的幻灭叹息。[15]不过，与当时日

本游记中普遍存在的藐视中国的情绪相比，清浦

虽然如上所述有所贬抑，但也有所褒扬，显得更为

沉稳、冷静。

3 1908年访华

十年后清浦再次访华时，其主要目的是考察

发展迅猛的东亚同文书院。

清浦第一次访华的时候，日本成立了有鲜明

政治背景的东亚同文会，其首任会长是近卫笃

麿。在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日本出于自

己的野心，意图拉拢中国、研究中国。东亚同文会

制订了四项建会纲领：“保全中国”；扶助中国及朝

鲜的改善；研究中国及朝鲜时事，以期行动；唤起

日本国内社会舆论。该会的主张在当时赢得了中

国政界的好感。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会晤了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东亚同文会

的代表，正式成立南京同文书院，不久即迁上海。

书院的学生从日本各地选拔，在华学习中文，并名

正言顺地在中国各地旅行、调查。书院成立后，发

展迅猛。其毕业生和通讯员遍布中国各地。[16]

1908年，清浦作为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随同会

长锅岛直大侯爵以及东京同文书院长细川侯爵等

一起访华。

他们10月15日从东京出发，由门司渡海到达

大连，北上沈阳，又南下津、京、汉、沪，一路受到同

文书院的毕业生的欢迎，“多则三四十名，少则四

五名。彼等或在中国学堂做教习，或在官衙，或在

银行会社，或个人开创实业”。[17]

他们先在大连、旅顺参观了三年前日俄战争

的战场。10月25日赴沈阳拜访了徐世昌总督；10

月27日赴天津，拜访了直隶总督杨士骧。（朝日新

聞，1908-10-27）

11月 1日，他们由天津乘专列前往北京。由

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生病，最终未能谒见，只能

前往汉口。《朝日新闻》说光绪皇帝“坐骨神经痛，

尤其近几日不适”，又称两宫及各王族大臣惠赠颇

多；清浦在回国后的访谈中透露，他得到了光绪亲

笔的“福寿”二字和慈禧太后的山水画。回头想

来，他认为那可能是光绪和慈禧的绝笔了；（朝日

新闻，1908-11-12）而清浦则“进献慈宫真珠金锁首

饰并刺绣桌布……进献皇上刺绣桌布并《中国经

济全书》二函”。（申报，1908-11-13）

作为法学家，清浦本次来华所做的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也许是在刑部侍郎沈家本和法律学堂

提调董康陪同下考察了新办的京师法律学堂并发

表了演讲。

这所学校是当时的中日合作项目，学堂的师

资主要是来自日本的法学博士，如小河滋次郎、冈

田朝太郎等，所以清浦特别重视。他在演讲中首

先谈了法律学堂的重要意义：“中国预备立宪已奉

明诏于九年后实行。而改良之始，不可不采用各

国良法，而设立学堂尤为改良之基础。”然后，他强

调中国在新旧过渡之时，从事法律者尤其需要重

视“融合而调和”，否则冲突必起。他指出：“盖法

律家之大弊，在偏于理论一方面。欲免此弊，须具

有消化之力。质言之，即应用之谓也。融洽而消

化之以应用于实际，卽孟子所谓左右逢源者是

也。”（申报，1908-11-14）

此次访问的时间，正值小河滋次郎到法律学

堂任教不久，因此他应该也在陪同人员之列。

清浦一行在北京倍感亲切，因为在北京逗留

期间，他们受到不少曾经留学日本的中方高级官

员款待，有“官至右丞者”。（朝日新聞，1908-12-2）

他们也设宴答谢，彼此都说日语，“如同回到日本

的感觉，愉快至极”。[18]

他们于11月12日从北京乘专列赴汉口，一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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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到光绪和慈禧驾崩的消息。虽然湖广总督陈夔

龙还是准备宴请他们，但他们谢绝邀请并很快离开

了汉口。他们于11月20日抵达上海，一周后启程回

国。期间，清浦三次参观同文书院并作演讲。

清浦在11月21日的演讲中，只是概述了这次

中国之行，但在 11 月 27 日第三次访问同文书院

时，作了较长的演讲，主要是告诫学生不要轻视中

国。他从在华访问的学校情况看，中国学生“风气

温和，不傲慢，仔细听讲，认真记录，非常勤勉。而

且背诵力非同寻常。”他听到不少日本“教习”评价

中国学生缺乏应用能力、组织能力、数理能力，他

却说自己“一概不相信，因为在日本也有这样的说

法，认为九州佐贺、熊本的人缺乏数理能力，而加

贺、石川、东京的人则有数理能力”，他认为这只是

教育的地域差异问题。在他看来，清政府的事情

虽然很困难，但将来必定得到改良，“因此决不可

蔑视中国”。他看到当时的日本商业人士中“轻侮

中国的弊风时时可见”，但“侮人之人，必为人所

侮”，事实上，他发现中国学校已经有了以海外归来

的留学生替代日本“教习”的思想。所以他称自己“苦

口婆心”，要学生们“将来从事对清实务时，竭力去除此

陋习”，多一点“柔顺之德”。（清浦奎吾，1909：21-22）

清浦在此次演讲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中国

的“预备立宪”。他对中国能否像日本当年那样

“首尾善终”，持观望态度。他指出，中国地广人

多、民族多样，利益关系复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

统帅，立宪之事难以为继。他认为保守的中国居

然决意立宪，日俄战争是一大推动力，因为“小日

本居然战胜大俄国，中国便相信是立宪国战胜了

非立宪国。”总体上，他持乐观态度，并以此次两宫

驾崩后清政府居然能迅速确定世嗣使政局得以稳

定为极好的证据。他认为中国无论如何必定会发

展，而大量留日学生必定会得大用，因此他鼓励东亚

同文书院的学生日后在中国工作时，与这些人“互相

提携，效果一定显著”。（清浦奎吾，1909：21、23、24）

11月28日，清浦一行从上海乘“伊豫丸”回国。

4 1926年访华

1924年，清浦奎吾73岁时出任日本第23任首

相，但很快就下台了。不久他就开始规划第四次

中国之行。1926年 9月 16日至 11月 9日，他和贵

族院议员藤村义朗男爵、池田长康男爵、金子武

麿、大森医学博士和西野等一行九人游历了中

国。9月16日上午，他们从东京站出发去下关，21

日傍晚乘船前往釜山，途经朝鲜京城，停留一二晚

后，前往沈阳，尔后经哈尔滨，去齐齐哈尔，再由铁

路“视察”蒙古巴彦塔拉、郑家屯，经四平街南下大

连、旅顺，渡海前往天津，到达北京，再前往山东济

南，顺便访曲阜、登泰山后，由青岛走海路往上海，

11月9日从上海回到东京，途中约两个月时间。

关于这次旅行，他在回忆录《奎堂夜话》中有

较具体的说明。就旅行的目的，他澄清说：“世人

都认为我的中国之行有某种特殊含义，报纸上也

刊登了一些类似报道，然而并非如此”。他说自己

再度去中国，主要是想去看看民国之后的中国；又

因为当时中国东北开通了一条新铁路，可以很方

便地去齐齐哈尔与哈尔滨；最重要的是，他想去各

处会会老朋友。因此，虽然他说自己没有特殊使

命，但也承认此行“并不是闲云野鹤的闲逛，而是

为了了解中国的现状”。（清浦奎吾，1939：277-279）

事实上，从他临行前和在华的活动都看得出，

他有很现实的目的。临行前，他会见了若槻首相

及政友会田中总裁，并在送别会上与外务省要员

围绕最近中国局势进行深入会谈。可见，日本政

府对他此行是有所期待的。另外，他自己说，随行

的西野是财政专家，目的是在东北各处拜访时，能

从相关谈论中分析沈阳股票暴跌是否会对张作霖

的失利造成影响。（朝日新聞，1926-8-25）

9月25日清浦一行到达沈阳，宴请中国官绅；

然后去了长春，又于 10月 4日回到沈阳。（申报，

1926-9-28；1926-10-5）清浦在沈阳期间拜会了张

作霖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系军阀参谋长

杨宇霆。10月25日，时任吴佩孚的外国事务顾问

的董显光给在孙传芳政府中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

署总办的丁文江的密函中，告诉他了一个关于清

浦与张作霖会谈内容的可靠消息。即，清浦奎吾

认为：“中国今日所处局面要比辛亥革命时所处的

有利。武汉为南军所有，他们到处都受到民众热

情接待及主动帮助。”清浦建议张作霖立即前往天

津，必要时留在北京，抓住个人一生中不常来临的

机会。清浦还建议张作霖运用政治手段和外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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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达到目的。董函说张作霖受清浦影响很大。[19]

10月 11日，清浦一行乘“长平丸”抵津，寓常

盘饭店。据《申报》报道，随行者九人，其中有“土

肥原中佐”，计划拜会黎元洪、段祺瑞等前北洋政

府首脑，还有溥仪。（申报，1926-10-13）

溥仪在 1924年被冯玉祥国民军驱出紫禁城

后，翌年在日本人护送下潜往天津。清浦在《奎堂

夜话》中说，当时中国的名流大多聚集在天津租

界，“宣统帝也住在日本租界的名叫张园的地

方”。他称废帝溥仪为“宣统帝”，显然还承认溥仪

的帝位。（清浦奎吾，1939：282）他在天津和溥仪及

其身边的人接触频繁。据《郑孝胥日记》，10月11

日到16日，见了清浦四次，其中溥仪两次在场，另

一次清浦专门拜访郑孝胥“以诗集求为批评”。（郑

孝胥，1993：2118-2119）但《申报》只报道了段祺

瑞、黎元洪分别为清浦接风的消息，在黎元洪的陪

客中有曹汝霖、陆宗舆、章士钊等百余人。（申报，

1926-10-16；1926-10-17）

10月18日，清浦由津抵京。第二天由日本芳

泽公使在日本使馆邀请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顾维

均及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等政界元老以及重要

的日本侨民，一起参加欢迎清浦的宴会（申报，

1926-10-18）清浦在宴会上赋诗一首：“燕都风月接

名流，座有红颜或白头，警世论锋锐于剑，叹时诗

气凛横秋，前朝元老多凋落，今代人才半退休，探

讨唱和留七日，明朝又向鲁齐游。”[20]10月20日晚，

顾维钧在外交大楼宴请清浦一行，并邀芳泽公使

作陪。顾维钧在欢迎辞中称：“中国今日方在力争

修改不平等条约，清浦子爵昔亦曾参与日本维新，

努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故为清浦子爵之莅临格

外欢欣”。清浦回答称：“日本条约之得修正，乃官

民合一之效果”，意为希望中国官民能趋一致，早

息内争。据《申报》记者观察，清浦言谈如此直白，

“在座之日使馆要人深恐清浦为露骨之言，皆先揑

一把汗”，好在顾维钧“颇能即景生情，不失为机巧

也”。（申报，1926-10-25）

清浦在《奎堂夜话》中回忆这次中国之行时，

又提到中国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他说：

“根据我们日本所经历的痛苦经验，这是十分值得

同情的事情。因此，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

问题。”但他认为，为了撤销治外法权，需要提供法

律保证，这就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

等的修订和执行，这是“群雄割据，战乱不断，民生

涂炭，内忧外患”的中国难以做到的。（清浦奎吾，

1939：312-313）

如他在宴会上的赋诗中所说，“明朝又向鲁齐

游”，离开北京后，他们前往济南。山东督军张宗

昌在珍珠泉设晚宴招待，并特意从北京请来梅兰

芳、杨小楼演出京剧。（申报，1926-10-25）10月 23

日，他由济南赴曲阜拜祭孔子，并登泰山观日出，

尔后返回济南，又于27日由日本驻济南总领事等

陪同赴青岛，下榻于日本领事馆。11月 1日他由

青岛乘“榊丸”抵达上海，11月 6日乘“高丽丸”返

日。行前，因为清浦“于书画鉴赏独具只眼”，由矢

田总领事和三井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土屋在六三

花园举行午餐会，请清浦与中日两国的“文人墨

客”交流，中国客人中包括吴昌硕和王一亭。（申

报，1926-11-6）

清浦在离沪归国之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

对中国时局的感想。他断定北方军阀“蔑视民意，

争夺权势，其招怨之结果，舍早晚自归破坏外无他

途。”而反观正在北伐的广州国民政府，至少从表

面上看，其统一中国的理想是深得民心的。因此，

清浦批评了日本此前的对华政策，“从来事实上以

北方军阀组织之北京政府为对象，有轻视南方势

力之意”，他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中国当下的南

北之争中，要对于南方势力应予以相当之考虑。[21]

回忆起此次访华旅途中与许多从日本归国的

留学生的深入交谈，他再次呼吁日本人消除对华

歧视：“从前，连出租房的主妇、仆人等都看不起中

国留学生，这一点，今后必须要注意”，因为“当时

蜗居在日本出租房的留学生们，如今已经占据了

重要的地位”。（清浦奎吾，1939：297-298）

5 结 语

清浦奎吾这三次访华，身份和历史背景都有

所不同。1898年，怀着联华防俄的意图，清浦以热

爱中国文化的前法相身份访华，以联络情感，考察

形势；1908年，在晚清开始实施新政的时候，他作

为东亚同文会副会长，考察同文会在中国的发展

情况和机遇，并关注日本参与的中国司法改良情

况；1926年，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作为下台的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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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前来考察中国的复杂政局，为日本政府提供咨

询。无疑，作为日本政法元老，他所有的访华活动

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以文化开道，联络情感，

是为了日本势力更容易进入中国；对中国形势作出

实地的准确判断，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提供重要

咨询。尤其是最后一次访华，间谍土肥原中佐始终

随行，而他也直接对张作霖施加影响并一再与之后

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接触。

这三次访华跨越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看得出

清浦的对华认识和情感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

从 1898年初访时对衰败的中国发出“禹域茫茫，

山河寂寥”的感慨，到再访时到处受到东亚同文会

毕业生的欢迎时的满足感，再到第三次来华，强调

自己在中国到处感受到“对日本深深的敬意”，（清

浦奎吾，1939）可见中国在他的心目中逐渐降低份

量，成为可以屈尊俯视的对象。

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到，清浦奎吾本人对中

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比如，他在后两次考察中都

为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感到痛心疾首；再如，他访华

时数次谈到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强烈愿望，并

抱有一定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当时无法实现这个

愿望，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而无法改良、实施与此

相关的法律，因此他与日本主流政治家不同，转而

关注同情怀着统一中国理想的广州国民政府，认

为北伐是民心所向。历史证明，他是有眼光的。

同时，作为有经验的日本司法改良者，他提醒中国

司法同行在新旧过渡时代一定要“融洽而消化理

论以应用于实际，即孟子所谓的左右逢源也”，是

相当诚恳的劝告。

对清浦三次访华的简单梳理和分析，并不能

充分展示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全貌，但至少可以

掀起历史的一角，扩大我们观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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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youra Keigo's Three Visits to China

Abstract: Kiyoura Keigo was a key figure of both the Japanese political and judicial circle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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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 comments on the judicial reforms in China and his efforts to repeal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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