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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日留学生史上，不仅有成千万的中国

青年负笈留日，也有大量日本人来华留学。这些被

称为日本“留华学生”的群体与近代中国拥有诸多

交集，如因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与文部省（现

称“文部科学省”）留华学生盐谷温撰写的《中国文

学概论讲话》相近，还引出一段“鲁迅剽窃盐谷温”

的学术公案[1]。于是，一位日本留华学生与另一位中

国留日学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了联系。中国

学界虽对盐谷温有所了解，但对其来华留学经纬及

这段经历对其学术发展之影响知之甚少，且仅有认

识也不无漏误。本文综合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

料馆、东京大学“东京大学史史料室”等处保存的原

始档案，以及相关回忆文章及研究成果，将盐谷温来

华留学置于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的历史框架

中，考订留学史实，进而揭示留华学生派遣的意义。

1 派遣经纬

盐谷温来华留学，要从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

留学生制度说起。文部省成立于 1871年 7月 18

日，以统一国民精神及培养人才为职责[2]，负责管

理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务，其中自然包括对外派

遣留学生事宜。面对幕府末期及明治初年留学生

派遣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文部省于 1872年 8月 3

日通过颁布《学制》制定了“海外留学”规范，整顿

原有制度；至1875年5月又颁布《文部省贷费留学

生规则》，并于同年7月18日首次派遣鸠山和夫等

11人前往美、法、德三国学习法学、化学、工学等[3]，

截至1899年向欧美派遣共178名留学生[4]。由于其

派遣目的定位于吸收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和培养

相关专业人才，留学目的国主要限定在欧美，并不

包括中国。不过，日本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改革，为

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契机。

一是“帝国大学”及其专科类院校（「分科大

学」）的诞生。1886年3月2日，文部省改组东京大

学为“帝国大学”，规定“帝国大学由分科大学和大

学院构成”，并将专科类院校确定为法、医、工、文、

理五科。[5]所谓专科类院校是与学部或学院相似

的教学单位，据此原有“文学部”升格“文科大学”

（至1919年又改称学部），学科设置也扩充为“哲学

科”“文学科”“汉文学科”及“博言学科”（后称“语言

学科”），从而为汉学等学科的发展打下基础。

二是教学基本单位由“讲座制”取代“学科

制”。1893年8月11日，文部省规定专科类院校设

置“讲座”，以之取代“学科”作为教育、科研的基层

组织单位和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由教授负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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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明治时期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教授，自1899年开

始派遣留学生来华留学，盐谷温便是其派遣的第七位留华学生。盐谷在来华前曾先赴德国留学，其间

曾表现出对来华留学的顾虑。但留华期间，他拜于叶德辉门下研习元曲，深得叶氏真传，回国后凭论

文《元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可谓学有所成。这段留学经历不仅对其个人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在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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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史编纂会，第3巻，1964：473-474）；至同年

9月7日又进一步明确各“讲座”的种类与数量。其

中，“文科大学”开设国语学、国文学、国史（“讲座”

数4个，以下括号内仅记数量），汉学、汉语学（3），

史学、地理学（2），哲学、哲学史（2）及其他“讲座”

（教育史编纂会，第3巻，1964：475-479）。可见，汉

学等相关“讲座”数量增加，教授职位也相应增多。

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一方面，为形成良

性的学术竞争环境，文部省于1897年计划创立京

都帝国大学，并建立法、医、文及理工四科专科类

院校。[6]另一方面，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于1899年7

月 5日向内阁提交《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其

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在未来八年里增加高校数

量，如在东京、京都两“帝大”的基础上，在九州及东

北增设“帝大”。同时，为填补新增师资缺口，文部省

计划增加留学生经费，增派留学生至每年150人。[7]

该提案虽未通过阁议，但后来大多得到实现（辻直

人，2010：72），对华派遣留学生由此应运而生。[8]

综上可见，正是在“帝国大学”设置专科类院

校并引入“讲座制”，以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

背景下，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教授，

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至 1901 年 4 月 8 日制定

《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补助额度条款时，

文部省首次将中国作为与“欧美各国”并列的留学

对象国（教育史编纂会，第 4巻，1964：465），将对

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化。自 1899年起文部省先后

派遣服部宇之吉（1899年）、狩野直喜（1900年）、

伊东忠太（1902年）、冈本正文（1903年）、宇野哲

人（1906年）及桑原骘藏（1907年）六位东京、京都

大学“文科大学”（冈本正文为东京外国语学校）助

教授来华留学。盐谷温便是第七位留华学生。

盐谷温（号节山）1878年生于汉学世家，其叔

祖盐谷甲藏（号宕阴）曾将魏源的《海国图志》添加

训点翻刻出版[9]，祖父盐谷诚（号篑山）、父亲盐谷

时敏（号青山）亦为著名汉学家，所以盐谷自幼对

汉学耳濡目染。[10]其学习经历较为清晰：自 1887

年 3月入学习院普通科十载，1896年 9月 11日升

入一高，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东大”）

“文科大学”中的“汉学科”，1902年 7月 11日毕业

时获“优等奖”，同年9月11日考取研究生，专攻中

国文学史。随后，他自翌年3月10日起兼任第一临

时教员“养成所国语汉文科”讲师，1905年6月22日

任学习院教授，1906年9月15日升任“东大文科大

学”的“助教授”（东方学会，2000：159）。可见，盐谷

温是沿着“一高—东大文科大学（及大学院）—其他

大学任教—东大文科大学助教授”的路线成长起

来，而这正是成为“文科大学”教授的正统路径。此

时盐谷距教授一职仅一步之遥，只欠出国留学了。

据外务省档案显示，1906年10月2日，文部大

臣牧野伸显照会外务大臣林董，就派遣五名留学

生赴德、美、清、英四国留学问题请求外务省颁发

护照，其中便包括派遣“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

教授盐谷温，赴德、清两国留学四年”。外务省随

后向其颁发了“第 46883号海外旅劵”（护照），批

准其出国申请。[11]结合盐谷温在成为东大“助教

授”后的半月内，文部省便决定将其派赴国外留学

一事，可以想见这是东大为培养“文科大学”汉学

教授而向文部省提出的申请。盐谷旋即启程，

1906年末抵达德国慕尼黑，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

一年德语，后转学到莱比锡大学。[12]

2 来华前的顾虑

盐谷温在来华前先赴德国留学是文部省留华

学生的常态。在1899年5月派遣首位留华学生服

部宇之吉时，文部省规定其“为研究汉学留学中国

四年，但其间为攻究教学法及研究方法转赴德国留

学两年”。[13]这一命令清晰表明文部省对汉学教授

的要求，即不仅精通传统汉学，更要掌握西方的汉

学研究方法及教学方法。不过，这一“兼容中西”的

要求，未免过于理想化。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

汉学研究毕竟有别，两者得兼绝非易事。如狩野直

喜在上海留学期间阅读西方汉学著作及与艾约瑟

（Joseph Edkins）等西方汉学家接触后，反而不赞同

其研究路数，坚定了坚持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治学方

法的决心。[14]事实证明，学者在东西治学观上的抉

择是充满艰辛的。对此盐谷也概莫能外。

对于盐谷来华前的思想波动及其对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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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学界以往知之甚少。不过，笔者在东京大

学“东京大学史史料室”找到了盐谷在德留学时向

文部省发回的留学期限变更申请，从中可一窥其

当时心境。据记载1908年6月3日文部省专门学

务局局长福原镣二郎照会东大总长滨尾新，指出

收到盐谷延长在德留学申请，希望征求东大意

见。[15]文后附上了盐谷亲笔撰写的申请。其中记

载盐谷「本年十ニ月廿三日ヲ以テ獨國ヲ發シ清

國ヘ轉学ノ途ニ上ルベキ筈ノ處、修学上ノ必要

ニヨリ清國留学ノ年限ヲ短縮シ獨國留学ノ年限

延期ノ儀、御許下成被下度。別紙理由書差添エ

此段奉願候也」。[16]落款时间为1908年4月30日，

收件人为文部大臣男爵牧野伸显。

据《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表》（统计截止 1908年

3月31日）显示，盐谷1906年12月23日抵达德国，

研究科目为“中国文学”。[17]结合盐谷在申请中所

述应于 1908年 12月 23日由德来华，可以推断文

部省原计划安排其在德、中两国各留学两年，起始

时间以抵达德国的具体日期计算。不过随着在德

学习的深入，盐谷对在两国的时间分配有了新的

想法，希望延长在德时间，相应缩短在华年限。就

其理由，盐谷在随后提交的《德国留学延期理由

书》[18]中分五点详细陈述。

第一，为“德语之修养”。将学习德语作为文科

研究的必要基础。他开篇指出「今日ニ在リテ苟ク

モ學問技藝ノ蘊奥ヲ究メント欲スルモノハ、少ク

トモ英仏独ノ三ヶ國語ニ通ヤサルへカラサルハ論

ナリ。就中文科ニ在リテハ、独逸語ヲ必要ナリト

ス。語學ハ之ヲ武器ニ譬フルヲ得ベシ。精巧ノ武

器ヲ有セサレバ、戦ノ利ヲ収ムベカラザル如ク、學

者苟クモ独逸語ヲ自由ニ操縦シテ万巻ヲ讀破スル

ニ非レバ、到底學界ニ角逐シテ中原ノ鹿ヲ争フ能

ハサルナリ」。接着提及他于一高始学德语，大学期

间亦坚持学习，但实际水平仅限读懂教材，不足以熟

练运用。而来华或归国后定将影响德语学习。最后

指出「故ニ今日ニ當リテ一日早ク清國ニ赴キテ専

攻學科ノ研究ニ従事スルヨリモ、一日長ク独逸國

ニ留リテ独逸語ヲ學ブニ若カザルナリ」。

第二，为“巩固中国文学研究之基础”。他认

为，学术研究不应仅将视野囿于某一专业，「苟ク

モ一科ノ學藝ヲ専攻ヤントスルモノハ、先ツ一

般普通學ニ根底ヲ定メ、廣ク之ニ関係セル學科

ヲ参考スルニ非レバ、固陋偏僻ヲ免レズ。故ニ

一國ノ文學ヲ研究スルニ當リテハ、哲學・心理

學・美學・神話・傳説・言語・文字・文明史・

美術史・文學論等ニ一般ノ基礎ヲ置キ、更ニ外

國文學ノ特性沿革ニ参ヘ稽へザルへカラズ。殊

ニ支那文學ノ如キ、未多ク開拓セラレザル地ヲ

墾カントスレバ、外國文學研究ノ方法ニヨリテ、

之ヲ研究セザルベカラズ。是余ガ独逸國ヲ先ニ

シ、文學研究ノ素ヲ養ヒテ、然後清國ニ入リ、支

那文學ヲ専攻セント志セシ所以ナリ」。

第三，为“中国文学之研究”。他指出晚近欧洲

学界研究视野十分广博，已由埃及、巴比伦，越过印

度，拓至中国。或研究翻译经史、编纂辞典，或研究

历史、地理、哲学、语言、文学，且研究良著频出。而

「独逸ノ大學中、支那學ノ講座ヲ置クモノ二所ニ

及ベリ。其講義スル所固ヨリ独逸學生ノ為ナレ

バ、吾人ニ取リテハ如何ニモ物足ラヌ感アリト雖

モ、之ニ由テ欧洲支那學ノ一般ヲ知ルヲ得バ、以

テ他山ノ石トナスニ足ルノミナラズ」。随后谈及

在华留学的不利因素，「清國學界ノ振ハザル久シ、

耆宿凋落シテ、後継ノ才ナク、新學勃興シテ、古學

ヲ講習スルモノナシ。故ニ北京ニ大學堂アリト

雖モ、是新學ノ講習所タリ、吾人ノ遊ブベキ學堂

ナク従フベキ師ナシ。是清國ヘ留學スルモノノ

最モ苦シム所ナリ」。最后指出「故ニ支那文學ヲ

専攻スルノ士ト雖モ、豫メ欧洲ニ在リテ支那學者

ノ説ヲ聴キ、其著ヲ讀ミ、自家研究ノ方針ヲ定メ

テ、然後清國ニ入ルヲ上策トナス」。

第四，为“现代汉语学之研究”。他指出「支那

文學ヲ學バントスルモノ宜シク基礎ヲ語學ニ置カ

サルベカラザルハ論ナシ、而シテ我國ノ漢學者ニシ

テ現代ノ清語ニ通セザルハ通弊ナリ。殊ニ古文ト

今文トノ差異甚シキ支那文學ニ在リテハ、単ニ古文

ノミヲ以テ支那文學ヲ蔽フベカラズ、今文ノ沿革ヲ

モ合セ學バサルベカラズ。是現代支那語ノ研究ヲ

必要トスル所以ナリ」。盐谷同意学习外语，最好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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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游历，修习其国俗，接触其国人，在实践中学习。

他也曾在读研究生期间利用暑假赴北京游历。不

过，来华后他发现中国尚缺专门面向外国人教授汉

语的基础设施，以致无师可从。所以，「故ニ他日伯

林ノ東洋語學校に遊ビ、支那語研究ノ歩ヲ進メ、然

ル後清國ニ入リテ、之ヲ實習セント欲ス」。

第五，为“文字之研究”。即盐谷在研究中国文

学之余，也欲从事汉字研究，将之与古代埃及象形

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等相互参照。而德国具备这

一研究条件，故希望延长在德留学时间。

综合以上五点，盐谷最后总结道：「抑温、独逸

國ノ留学ヲ先ニセシハ、先ヅ（ママ）独逸語ニ精

通シ、文學研究ノ基礎ヲ固メ、欧洲支那學者ノ研

究法ヲ取リ、且支那語學研究ノ緒ヲ外國ニ修メ、

充分ノ準備ヲ整ヘテ、清國ニ入リ、實際ニ就キテ

研究シ、以テ生涯ノ大成ヲ期セシ所以ナリ。清

國ニ在リテ研究スルコトノ困難ナルダケニ、多

大ノ日月ヲ要スルハ論ナシ。故ニ四年ノ留学年

限中三年ヲ独逸國ニ送リ、僅ニ一年ヲ清國ニ暮

ラスハ、一見不利ニ似タレトモ、今日ニ在リテ最

モ急務トスル所ハ独逸語ノ研究ナリ、文學研究

ノ基礎ヲ固クスルコトナリ、支那文學研究法ノ

研究ナリ、支那文學ソノモノノ研究ニ至リテハ

畢生ノ事業ナリ」。并指出他曾于1903及1905年

来华分别赴北京及东北游历，对中国有一定了解，

所以缩短在华时间也无大碍。故此，他提议将在

德留学期限延长至来年夏季学期结束的1909年8

月15日，随后再赴中国留学。

以上五点理由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将西方汉

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中国文学之基础，因而期望延

长在德留学时间；第二，认为中国当时缺乏良好的

语言学习及专业研究环境，因而计划缩短在华留学

时限。就后一点而言，盐谷确曾于1903年赴北京

游历，回国后撰写了《燕京见闻录》，连载于1904年

的《史学杂志》第一至六号上。他从气候、地形、都

城沿革、城中杂观、观剧、教育概况、衣食住及货币

制度、汉语研究八方面详细介绍北京，特别是在论

及北京教育概况时，还加注「因にいふ、北京に完全

なる語学校あるなし。故に支那語を修めんとせ

ば師を聘せさるべからず、毎日一時間にして一ヶ

月五元乃至十元を要し二時間なれば之に倍す、し

かも広き北京城中教師として資格あるもの十人

を出でず、殆処々より引張凧の有様なり、支那語

学習の高価にして困難なるは実に想像の外に在

り」。[19]可见其所述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在华学习汉

语的实际状况有一定了解也非虚言。

不过，前一点更为紧要，即盐谷赞同“欧洲中

国学之研究方法”，认为若要在中国文学研究上有

所作为，需以研究哲学、心理学、美学等西方近代

学科为基础，并参照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这表明

盐谷虽出身传统汉学世家，但此时治学方法上倾

向西方。当然，从以上五点理由中也不难看出其

在东西治学方法决择时的内在紧张。

最终，经与东大总长滨尾新商议，福原镣二郎

于 1908年 6月 25日批准了盐谷的申请。[20]不过，

据《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表》（统计截止 1909年 3月

31日）显示，盐谷“延期半年（德国两年半，中国两

年）”[21]，这说明文部省不但同意其延长留德时间，

且并未缩短留华年限。正是这一决定为其在华学

有所成提供了保障。

3 在华留学实态

1909年8月盐谷结束留德启程来华。关于其

在华留学实态，虽已有研究论及，但不无漏误。如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提及「明治四十二年（1909）の

秋、塩谷はドイツから中国に渡った。北京滞在

の一年間は主に中国語の習得に専念している。

（中略）明治四十三年（1910）冬、塩谷は布教僧水

野梅暁の紹介により湖南省の長沙へと向かった。

（中略）同治十八年の進士葉徳輝（ようとくき、

1864-1927）に師事して詞曲を学んだ。」（江上波

夫，1994：99-100）这虽大体属实，但时间等细节尚

需修正。

关于盐谷来华经过，可从 1927年他为留华期

间的业师叶德辉所作悼文中一窥端倪。据述“己

酉秋，余由陕西旅行归途，随梅师东道入湘，直赴

丽廔晋谒。先师一见如故，开口论学，议论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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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甚为倾倒，决受业之志。一时返回北京，是岁末

再度南征，下榻梅师之云鹤轩，日夜钻研词曲，时

伺暇赴丽廔，质疑请教”。[22]

其中，“先师”即指叶德辉，“梅师”则为日本人

水野梅晓。关于叶德辉其人，盐谷在悼文中有详细

描述。据述，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

湖南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其读书处称丽

廔，又作观古堂。先世居江苏，自宋代起多饱学闻

人，以藏书著述闻名于明、清两代。太平天国战乱

中，祖辈避乱移居湖南湘潭，父辈以商贾成巨富，身

为乡绅，常寓省城。叶氏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

举，光绪十八年（1892年，非藤井所述“同治十八

年”）壬辰科进士及第，授吏部主事，不到一年辞官

归隐长沙，以潜心读书著述为乐。他学识过人，在

经学上深究清代考证之学，于《说文》最精，同时对

戏曲亦有所长，是时与湖南另两位知名学者王闿

运、王先谦齐名，并称“二王一叶”，颇具盛名（盐谷

温，1927：1）。加之叶氏藏书金石字画亦颇丰，时有

日本学者前来求教，如竹添进一郎、永井久一郎、白

岩龙平、内藤湖南、宇野哲人、高濑武次郎、铃木虎

雄、诸桥辙次、后藤朝太郎，乃至盐谷父亲青山等都

曾登门拜访。而叶氏来者不拒，对登门求学的日本

学生更收留教诲，如松崎鹤雄就是其及门弟子。[23]

水野梅晓为日本僧人，曾由根津一介绍来华

就读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1904年毕业

后，他经人介绍来到长沙开福寺开创僧学堂，讲授

曹洞宗教义，同时传授日语，借此机会结交多位湖

南名儒，其中便有叶氏。在其传教遭当地政府制

止时，叶氏还曾出言庇护（盐谷温，1927：2）。可

见，水野确与叶氏相识且有一定交情。

据前述悼文可知，1909年盐谷来华后应先到

北京（所以后由长沙前往北京才言“返回”），在向

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报到后，便于同年秋（“己酉

秋”）前往陕西旅行，途中遇到水野梅晓，经其介绍

前往湖南长沙拜见叶德辉。他为叶氏学识倾倒，

故一时返京，随后于同年底（“是岁末”）返回长沙，

正式拜在叶氏门下。可见，藤井所述盐谷温滞留

北京一年学习汉语，至1910年冬才前往长沙师事

叶氏一事，与事实不符。盐谷平时居住在水野梅

晓的云鹤轩，有问题时便赴叶氏书斋丽廔请教，开

始了在华留学生活。

关于盐谷在华研究方向，其在德时仅笼统定为

中国文学，并未细分，但在悼文中提及在华“日夜钻

研词曲”，所谓“词曲”应指元曲。其实，这一方向早

在其离开日本前就已确定。据日本学者宇野精一

从其父宇野哲人处获知，盐谷在来华留学前曾前往

京都拜见狩野直喜问学，狩野建议其研究元曲（东

方学会，2000：158-159）。宇野哲人与盐谷东大同

僚多年，所述较为可信。就盐谷个人对元曲的兴趣

而言，在其撰写的《燕京见闻录》中尤以在京观剧部

分所占篇幅最长[24]，可知其对中国戏剧颇有兴趣；

加之狩野建议，最终将研究方向定为元曲研究。结

合叶氏深通词曲，且盐谷其父对叶氏学问有所了解，

可以推断盐谷师事叶氏并非仅因水野梅晓介绍，很

可能是专程慕名来访，水野仅出引荐之力而已。

关于盐谷跟随叶氏学习的具体情形，据其所

述，面对其就元曲之提问，“先师执笔一一作答。解

字分句，举出典、辨故事，源泉滚滚，一泻千里，毫无

凝滞。由朝至午，由午至晚，善教善诱，至会心处鼓

舌三叹，下笔生风，以毛发般细楷正书之，一二十行

直下，乐而不知时移”。不过，词曲学习也并非一帆

风顺。“词曲之事固难于言说，加之风俗习惯不通，

声音乐律不明，且俗语俚句不解，向异国学生讲明，

实属至难之事。大抵二三次难以为继，几近万事休

矣。”（盐谷温，1927：3）对此，叶氏后来也有记述。

“日本文学博士盐谷温君光宣间在长沙从余问学，

先后五六年（此处亦包括盐谷回国后通信求教——

引者注），于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购诵，一一穷其要

领，而尤喜治元明戏曲、南北九宫之辨。虽限于方

音殊俗，不尽能悟，而心知其意”。[25]可见，盐谷与

叶氏都意识到向日本学生讲授元曲的难度。

然而，盐谷在元曲研究上毅力可嘉，颇为用

心。面对困难“余亦苦心异常，事先充分思考，仅

请教难解之字句，且候先师闲事，伺其颜色，有客

旋即告辞，留意不去妨碍。且不避风雨寒暑，几度

为阍人（门卫——引者注）所拦，仍不厌劳足。”而

“先师感余之诚，亦认可余之学力，遂教之。夏日

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厌指冻不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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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开秘笈、倾底蕴以授余。”（盐谷温，1927：3）可

见，叶氏亦为盐谷求学精神所动，在指导上不仅不

辞艰辛，而且倾囊相教，不予保留。

这段学习一直持续到 1912年夏。据悼文所

述“壬子之夏，余留学期满，及帷下辞行”（盐谷温，

1927：3）。而《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表》（统计截止

1913年 3月 31日）也证实盐谷于 1912年 8月 1日

留学期满归国。[26]前后算来，盐谷随叶氏求学长

达两年半有余，在华留学满三年。

面对即将留学期满归国的盐谷，“先师且悲且

喜，谓‘吾道东矣’，特设宴送行，并作二律以饯

行。”（盐谷温，1927：3）盐谷在编纂《叶郋园先生追

悼录》时也将这两首诗置于卷首，其一为：“三年聚

首日论文，两世交情纪与群。经苑儒林承旧德，词

山曲海拓新闻。载书且喜归装富，问字时将秘笈

分。欲向晚香窥典册，蓬莱相望隔重云。”[27]从中

不难一窥盐谷随叶氏求学的样貌。

此外，多年后叶氏仍对盐谷评价颇高。如

1923年叶氏为盐谷《元曲研究》一书作序时，记曰：

盐谷“十年前游学来湘，与松崎柔甫同居，从余问

业。柔甫从治小学，君治元曲。二者皆至难之

事。海东学者，性好古，尤好学。（中略）适节山来

湘，从问元曲，余书既不就，而以语言不通、风俗不

同之故，虽口讲指授，多方比喻，终觉情隔，不能深

入。盖以吴音不能移入湘人之口者，而欲以中原

之音移于海外，岂非不可信之事哉。幸余家藏曲

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

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

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知其成就之早，

必出及门诸人之右。尝以马融谓门人‘郑生今去，

吾道东矣’之语许君，君微哂不让也”。[28]可见，叶

氏将小学授予松崎鹤雄，而将元曲教给盐谷，且对

其期许有加，称之弟子中最早有成就者。一句“吾

道东矣”，不仅道尽老师的赞许与期待，也是对这

段求学经历最好的评价。

4 留学余论

盐谷回国后，于 1920年 3月 19日以论文《元

曲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 8月 27日升任“东

大”教授，主持“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二讲座”近二

十载（东方学会，2000：159）。同时，他还相继出

版、发表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元曲选》《中国戏

曲之沿革》等大量著作、论文。此处不再赘述其与

鲁迅的学术公案，但由此或可说明其对中国学界

亦有影响。可以说，盐谷藉由在华所学不仅获得

博士学位并顺利升任教授，而且将之作为一生志

业，进而研究拓展至文学、小说。显然，来华留学

经历对其一生影响深远。

不仅如此，以盐谷为代表的文部省留华学生

在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中亦占有重要位置。

近代日本政府对华派遣留学生始于 1871年。当

时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为培养汉语翻译人才以满足

日益增多的对华交涉的需要，在遣使来华缔结《中

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七人来华留

学。[29]1873年末，日本陆军省派遣八名军官来华

学习汉语，是为日本军方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

但陆军省同时为其布置了侦察任务，使其兼具间

谍身份。[30]至1879年11月28日，参谋本部又派遣

御幡雅文等16人为“清国语学生”，来华专门学习

汉语。[31]此外，外务省、大藏省及海军省也出于相

近目的对华派遣了留学生。这些“语言翻译型”留

华学生后来或成为外交官员参与日本对华外务交

涉，或从事对华侦察甚或直接参与日本对华侵略，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然而，文部省的留华学生派遣与之有明显差

别。有别于上述各部门单纯培养汉语翻译或从事

情报收集的工具性定位，文部省旨在通过在华留

学培养大学汉学教授。这一定位，显然立意更高，

且更符合留学生培养规律，使文部省留华学生可

将主要精力用于语言学习和学术研究，相应也取

得了更为人称道的成果。他们归国后大都在高等

学府执掌教席，成为日本近代汉学研究的奠基

者。同时，他们也开启了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

先河，标志着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演进，

并为逐渐沦为日本侵华战略附庸的留华学生派遣

留下些许纯净。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来华留学人物群体

研究（1871-1945）”（课题编号:17CZS030）阶段性研究成果。项

目主持人：谭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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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China Study Tour of On Shionoya Arranged by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xpanding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ent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in China since 1899 so as to cultivate qualified professors of Sinology and other related sub-

jects. On Shionoya was the 7th recipient of the program. He had studied abroad in Germany before being sent to China and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he showed concern for study-life in China. However, after a careful study of Yuan opera with Ye De-

hui in China, he found great success in research and took over the mantle of Ye. The experience of overseas study was not only

significant to his pers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overseas students officially

dispatched to China by moder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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