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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古代中日“书籍之路”

清代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活动初探
吕顺长
（浙江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
［摘

要］有清一代，日本书籍西传中国的规模巨大，数量空前，参与其中者有商人、驻日使节、赴日

考察官绅、留学生、旅日文人墨客及政治活动家、来华日人等。而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是
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携归书籍数量巨大，而且所访求的书
籍不局限于从中国东渐的典籍及日人著述的和汉书籍等“旧书”，还包含了当时中国人所关心的有关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回归及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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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浙江大学王勇教授首倡的旨在阐明中日两国间书籍文化交流史之学说———书籍之
路，
正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学界围绕这一主题所作的研究，也可谓成果丰硕，举其大者就有：
《 江户
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 大庭修著，日本同朋舍，&)(% 年）、
《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
响》
（陆坚、王勇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
（严绍
&))" 年）、

著，江苏古籍出

版社，
《中日汉籍交流史论》
（王勇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
《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
&))! 年）、
书目》
（王宝平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
《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
（ 王勇、大庭修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
（严绍 编著，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
&))* 年）、
《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
（王宝平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
《 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
（ 严绍
编著，中华书局，
!""" 年）等。
有清一代，西传中国的日本书籍规模巨大，数量空前，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繁多。要对此进行系
统、全面的研究，并非指日可成之事。本文的考察范围仅限于清代中日书籍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清代赴日考察官绅的在日访书活动。而他们所访求的书籍，既包括从中国东渐的典籍
和日人著述的和汉书籍等“旧书”，也包含当时中国人所关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书”。

一、清代日本书籍西传的载体
中国典籍大约自秦汉时代就开始东传日本，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公元 )(#
年，日本僧人蠫然搭乘中国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的船舶入宋，作为重礼，向宋太宗献上了中国国内早
已散佚的郑玄所注的《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两种，同时还携来了本国的《职员令》和《年代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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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康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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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此为中国典籍流播日本后回传中国的最早记载。宋代文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的“徐福行时
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就是对这一历史的生动描绘。
时至清代，由于大批中国商人赴长崎贸易，并将书籍作为大宗货物之一源源不断地舶载日本，
中国文献典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东传日本。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促
进了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加之中国在甲午战后掀起了学习日本的高潮，清代日本书籍西传中国也达
到了规模空前的全盛期。清代日本书籍西传主要有以下载体：
一是商人。在江户时代（!"#$—!%"&），日本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进入长
崎一港，在严格管制下进行贸易。至明治时代，中国商人开始向横滨、神户、大阪等日本各地扩散。
这些贸易商人不仅将中国文献典籍舶载日本，以满足官府和民间的需求，同时也将日本书籍携归中
国，充当日籍西传的载体。!&$! 年，在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的亲自督促下，山井鼎撰、物观补遗的《七
经孟子考文补遗》梓行问世。翌年，德川命长崎奉行将此书通过华商传入中国［!］
（ ’( )&!）。钱塘人
汪鹏，以善书画客居长崎，兼营商业。在日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及梁皇
侃
《论语集解义疏》
《 论语集解义疏》!# 卷
!# 卷，这些典籍后均被知不足斋的鲍廷博所收藏。其中，
“曾为浙抚王亶望校刊，王伏法后，板归知不足斋”，
“王亶望校刊”之字样也被削去［)］
（ ’( *$*）。更值
得一提的是，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古文孝经孔氏传》这两种日人校订整理的典籍，后来均被收入
《四库全书》，这在中国官修书中尚属首次，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佳话。
二是驻日使节。!%&! 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两国间正式建立了外
交关系。此后，日本于 !%&) 年派遣了首任驻华公使，中国也于 !%&% 年向日本派遣了以何如璋为公
使的驻日使节团。同时还先后于横滨、神户、长崎、箱馆设立了领事馆。这些外交使节在处理纷繁
的外交事务之暇，还与日本各界人士诗歌唱和、宴会往还，给中日文化交流史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
话。此外，许多使节还把在日访书当作自己的一大乐趣，他们中广为人知者就有何如璋、黄遵宪、杨
守敬、黎庶昌、李盛铎、田吴炤等。杨守敬滞日四年，得书数万卷，并对其书名、题跋、序目、行款、刊
刻等作了详细考证和描述，最后整理成《日本访书志》公诸于世。他还以森立之摹写的古抄本书影
为基础，广搜博求，积书影达 )# 多册，最后收书 &$* 种，并以《留真谱》之名刊行于世，成为版本鉴别
的重要工具书。他还协助黎庶昌将中土未有之善本刻印成《古逸丛书》，共 )" 种，
)## 卷。
三是赴日考察人员，即本文将着重探讨的范围。
四是留日学生。自 !%+" 年驻日使馆招募首批 !$ 名学生赴日，至清朝覆灭的十余年间，中国留
日学生总数达两万人，留日高潮时期的 !+#* 年至 !+#" 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约八千人。如此庞
大的人群往还于中日两国之间，他们在日本书籍西传过程中的事迹虽尚待进一步发掘与整理，但所
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即便平均每人从日本携书 )# 册，简单累计就可达 ,# 万册！
五是旅日文人墨客及政治活动者。清代旅日者中，自费赴日的文人、书画家，受聘赴日从事科
技文化事业者，为宣传政见、主张而旅居日本者，也不在少数。大文人王滔 !%&+ 年遨游扶桑，以康
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人物长期旅居日本，可谓人人皆知。而更多的还是
那些鲜为人知者。如明治初，日本三井银行延聘中国技术人员四十余名，学习红茶制造法［$］；广东
南海人冯镜如最初因太平天国革命而东渡日本，后在横滨创立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
国文具和印刷事业［,］
号雪卿，以工书客居日本；江宁人王冶梅、嘉兴人陈
（ ’( $)）；浙江慈溪人冯澐，
曼寿也以工书善画客游日本；浙江宁波人胡小蠿，名震，工书善医，诗也清逸，长年旅居日本［ *］
叶炜，字松石，浙江嘉兴人，擅诗文书画，明治 & 年被聘为东京外国语学校汉文教员，期满后归
（ ’( "）；
国，明治 !$ 年再度赴日，以作书画为生；罗雪谷，明治五年前后赴日，明治 % 年开始居住于筑地居留
地外，专门传习书画［"］
慈溪王氏家族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汝修、王琴仙自明治初期
（ ’( !))）；
始，也长期旅居日本，或经商，或专论诗文［&］
不胜枚举。他们在日籍西渐过程中所留
（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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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事迹有些也许琐碎点滴，但集腋成裘，作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予充分重视。如杭州人
顾云台，曾于 !""# 年游历日本，并购回大量书籍，后在杭州珠宝街开一书肆，
“满架图册，一半东书”
《 日本警
［"］；
!"$$ 年，旅居日本的王仁乾之友人松本正纯、吾妻兵治译成中文书籍《大日本维新史》、
察新法》、
《战法学》、
《国家学》诸书，王介绍他们携书前往上海销售，并请汪康年协助［$］
（ %& ’$）。
此外，各类来华日人，如游历或游说者、教习或留学考察者、使馆人员等，对日书的西渐也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限于篇幅，不作专门描述。

二、赴日考察者的日本访书记录
晚清中国人赴日考察，以浙海关李圭为嚆矢。!"() 年，李在奉命赴美国参加建国百年纪念博
览会途中，游历考察了日本，并著有《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 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
!# 名官员，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各国考察。其中，对日考察用功最深的要数兵
部郎中傅云龙，其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
*+ 卷，资料详实，内容全面，可谓日本问题的百科全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震撼作用，是历次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因此而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重要的是耗巨资历数十年致力
于洋务的“天朝上国”败给的不是“坚船利炮”的洋人，而是昔日的弟子“蕞尔小国”日本，国势之衰
弱、政府之无能，暴露无遗。败战的耻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促使中国在无奈之余掀起了学
习、研究日本的高潮。中国官绅对日全方位的考察，在此背景下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自 !"$" 年至 !$!! 年的十余年间，有据可稽的赴日考察者人数就达 !!$, 人 !。
其中虽有自费赴日者，但更多是公费派遣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吏、学校以及事业团体的负责人。他们
以积极的心态对日本的教育、政法、军事、农工商等进行细致考察，留下了一大批考察记录。这些记
录有些已经散佚，但还有不少散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仅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就庋藏了实藤
惠秀先生在战前收集的清代“东游日记”一百多种。笔者有幸利用了实藤文库所藏的这些资料，并
且近年还对国内的数家图书馆进行了调查，陆续发现了数种未见于实藤文库的考察笔记。
仔细阅读这些资料，不难发现，众多的考察者在考察期间均在访书购书上花费了专门时间。但
遗憾的是，由于他们赴日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因此，所记录的往往详于与考察目的相关的内容，对访
书购书大多一笔带过，有些甚至未留下任何记录。但也可发现一些记载较为详细者。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派遣，近代著名学者、文化名人缪荃孙（!"’’—
!$!$）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身份，与提调徐乃昌等赴日本考察教育。随行者有江南高等学堂分
教习六人及侍从三人，滞日约两个月。其间，除考察了东京的各类学校外，还专门请东京高等师范
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作了教育学专门讲座；会见了大隈重信、伊泽修二、长冈护美、竹添进一郎、内
藤虎次郎等日本知名人士。所作《日游汇编》游记中，专门记载了在日期间的访书经过。
据记载，缪曾与徐乃昌二次前往位于东京下谷区仲之池町专门出售古旧书籍的琳琅阁书店，得
旧抄本《续资治通鉴》、明弘治本《黄山谷全集》、洪武本《理学类传》、活字本《五百家注昌黎集》。徐
乃昌购得《千家诗选》，为宋本。“又有高丽本《草堂诗笺》，字迹极雅，惜有缺佚，议价未成。”在浅草
区浅仓文渊堂，缪购得明万历本《翰墨大全》二十六册，旧抄医书十余种，
“ 皆小田氏一家所藏，抄校
皆精。”位于本乡区的文求堂，缪曾三次到访，购得元至大本《中州集》，旧抄本《杨诚斋集》一百三十
三卷，
“每卷后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长孺编次端平元年夏五月门人罗端良校正’，与杨星吾同年访
书记合，诗文俱完，并非仅刻诗集也。
”又得活字本《左传杜注》，明刻本《古今游名山记》、梅鼎祚《乐
《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附录，汲古书院 !$$" 年 !# 月版。
! 详见汪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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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在京都，缪造访了位于寺町通的文求堂（与东京文求堂一家）和竹苞楼，在文求堂得日本古金
石五册，砖瓦拓本一册。在竹苞楼得《尚书》，
“宋刻本，首尾完善，装潢精致，古香扑人，洵非易觏。”
缪还了解到京都其他书铺尚多，
“大阪之斋心桥亦多古籍，惜为日无几，归期促迫，未能徧访也。”
缪在与竹添进一郎的接触中，竹添曾出示多种自己珍藏的典籍。包括卷子本《汉书扬子云传》
（不全），宋刻本《毛诗正义》
《草书礼部韵宝》、
《大学衍义》!$ 卷、
《 成元英注庄子》%
!" 卷（缺前 # 卷）、
卷、
《广韵》
《御览》
《元氏长广集》
《玉篇》$ 卷、
《 郭注庄
% 卷、
%&’ 卷、
$" 卷，元刻本《南村辍耕录》$" 卷、
子》《
、唐诗鼓吹》
《事文类聚》
《翰墨全书》&" 集、
《 韵会举要》$" 卷、
《 左传句解》(" 卷、
《黄
&" 卷、
# 集、
山谷集》。此外，还有庆长本《文选》、
《毛诗》、
《左传》、
《孟子》及唐人写经五六卷。以上所记书籍中，
据缪记载，宋刻本《毛诗正义》!" 卷和《草书礼部韵宝》二书，
“ 皆我国所无”。此外，东京古城贞吉、
大阪内藤虎次郎也曾邀缪赴其宅邸观览古钱和藏书，缪均因病未能往观，成为一大憾事。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受张之洞和刘坤一委托，罗振玉以江楚编译局襄办的身份，偕湖
北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胡钧、田吴炤、左全孝、陈问咸等人赴日考察。自
十一月四日上海起航至翌年元月十二日回上海，滞日约两个月。其间，除考察了东京、京都等地的
各类学校外，还多次与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等长谈，听取中国教育改革方面的意
见。所接触的知名人物还有近卫笃衧、长冈护美、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等，并收
集购买了日本的各种教科书、教育法规资料、理科实验设备、动植物标本等。在日期间，每日将考察
所得一一记录，回国后由山阳旧交张绍文将笔记清缮后，题为《扶桑两月记》，于光绪 二 十 八 年
（&)"’）三月由教育世界社石印出版。据此记录，我们可以知道罗振玉此次东行期间的访书经过：
“十一月初十日，午前至神田区购书。十一日，购书过芝区。十三日，至神田区购书。十五日，购中
小学用教科书，兼购日本古泉币数十枚。十六日，书林送各种教育书来，选留百余种。二十二日，为
阳历元旦，整理所购教育书籍。二十三日，至神田区购《青渊先生六十年史》而归。二十六日，至下
谷区池之端仲町琳琅阁书肆看书。该书店售古书籍，然中土古书籍不甚多。非若昔者，往往有秘籍
矣。购得梁李暹注《千字文》一册，灯下观之，实系伪书……又购得《史记·河渠书》卷子本半卷，
《欧
阳文忠集》一部，欧集为三十六卷本，前有苏文忠序，熙宁五年七月公之子发所编定，中土所无也。
二十七日，选教育书中切要者五册，送陈君士可等分译之。十二月十七日，至琳琅阁购得梵唐《千字
文》、僧义净撰景宋本《三因方》、
《祖庭事院》、
《食医心镜》、唐昝殷撰景元本《儒门事亲》、景宋本《本
事方后集》《
、济生续方》、
《唐六典》数种，并为中国难得之书。二十一日，日下部东作出示所藏宋拓
书谱序，刻本极精，后有元祐二年河东薛氏模刻十字，校之停云馆安氏诸刻，迥不相侔，洵至宝也。
君之友三井氏，擬刻之木，以广其传，又出示所藏唐人写经，及神代古器、金

、石镞等，并言其内府，

藏宋拓东坡宸奎阁碑一，后附高宗御碑一，参宸碑一，范石湖诗碑一，乃圣一国师至宋赍来者，亦宇
内有数之名迹也。日下部君又言，日本收藏汉籍处，以足利文库为最，劝往观，且言该地去东京不
远，由上野趁汽车，二三时可达。以事冗不果往。二十三日，于书肆中购得宋闻人耆年《备急灸法》。
!
二十六日，至书肆购书，得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
（此书中土甚少）等数种，森氏立之藏书也。”

罗振玉的此次日本之行，除去路途奔波，可利用的时间仅一月余。而在这一月余的时间内，罗
到过书店的时间竟达十多天，有时甚至连日访书购书，对书籍的关注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盛宣怀为考察日本制铁所等厂矿，并医治多年来在国内未能治愈的肺病，
偕家族及随行人员共十余人东渡。自初七日出发，至十二月初二回抵上海，往返近四月，先后到达
了长崎、横滨、东京、神户、马关、若松、门司、大阪、尼崎、京都等城市，并受到了在日华人和日本相关
各界的热情接待。著考察记《愚斋东游日记》，并由思补楼刊刻出版。
系笔者根据其游记摘录而成。
! 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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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期间，盛宣怀的访书活动可谓硕果累累。盛第一次上书肆是在九月十二日。来日之前，他
就了解到日本神田各书肆“颇有旧书”，遂先前往购求，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专人向导，加之当时日
本已“讲究新学者多，旧书寥若晨星”，过十数家书店，竟然“不得一部”，而只选购了数十种理财方面
的日人著作。留日学生但焘得知此事后，告知东京文求堂旧书最多，并在十四日专门带引前往。在
文求堂，据盛所见，
“中国书籍不少，而精本标价极昂。内有抄本《钦定西清砚谱》一部，计二十五卷，
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凡陶之属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砚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
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傍制澄泥诸品，共砚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砚正背二图，亦间及侧面，凡御
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绝伦。称系内府藏本，问其价，二千元。”翌日，文求堂主人专门送书
到盛宣怀寓所，以供选择。这些书以经史子集之典籍为主，盛“选购得数百种，内以钱牧斋选刻之
《杜诗》、
《列朝诗集》，及明刻之《管子》，仿宋本之《李白全集》等数种为最”。盛的这一举动，立即引
起了东京各书肆的注意，他们得知盛宣怀嗜书如命，便也纷纷络绎不绝地送书上他的寓所，盛也是
“随阅随购，统计新旧不下千余种”。到了神户，盛又听说西京旧书较多，便托专人前往物色，并约相
关书肆送书前来。十月十六日，京都若林、竹苞楼、佐佐木等书肆如约送书而至，遗憾的是好书不
多。“有宋板《容斋随笔》
（正续）六册，为最佳，索价三千余元，惜改订时上下两头均已切短，且有日
人丹铅涂抹，亦非完璧。又有怀素草书《千字文》墨迹一部，后附苏东坡、黄山谷、赵松雪、徐天池、毛
古衪、文衡山诸名家题跋，悬价万五千元，再三展观，殊不得其妙处，题跋也有可疑。总之，处千载之
下而欲辨别千载以上之人之字，决其真伪，不綦难乎！
”似未购成。二十日，京都书肆重新送书上门，
盛终于又选购新旧各类书籍四百余种。此外，在神户期间，中国驻神户领事馆张鸿领事还赠送给盛
宣怀“常熟顾子雍明经（镛）纂录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八册，刻板极好”。由是观之，盛在日本短
短三月余，累计购得各类书籍近二千册!。他购书之所以不局限于古代中国典籍，据称是准备将来
开办图书馆，以公诸同好，故不同于收藏家，而是所购之书“和汉新旧，不拘一格”。
从日本回上海后的第二年（宣统元年），盛宣怀便开始在自己住宅东面建造愚斋图书馆。宣统
二年（!"!#）十月，愚斋图书馆落成，朝廷赏赐“惠周多士”的匾额。!"$% 年，愚斋图书馆藏书除一部
分捐给了山西铭贤学校外，其余主要捐给了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 年，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
学的这批藏书分别调拨给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安徽大学，成为两校图书馆的特藏。这些藏书中不仅
日本刊本较多，而且有关洋务的著作和史料也极其丰富，现多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广为利用的珍贵资
料，真正实现了盛宣怀当年“公诸同好”的愿望。
光绪三十四年（!"#’）冬，贺纶夔“请于大府，东行观政”，自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由成都
出发，翌年闰二月初三自沪上起航赴日，五月初六返回上海，滞日约三个月。在日期间，贺苦于滞日
时间的短促，
“日观夜书”，终成《钝斋东游日记》。据日记所载，三月初六日，正在日本留学的表弟但
焘来其寓所，
“并言一书肆列古帖十数本”，贺当即与其前往该书店。发现其中有一《庙堂碑》，系五
代王彦超翻刻本，
“古色古香，神气完足”，当即购得，并认为唐刻本已经不可得见，获得此宝已大可
满足。十三日，午后偕友人游书画肆，虽多伪托，但其中有《草露贯珠》一部，乃元禄时代侯邸梅里延
中村义竹搜辑中华自汉迄明碑版，草法而钩摹之，为一书，计二十三册，都四万余字，较草韵《草字
汇》更为详备，刊印也甚精，以十八元购之。四月十七日，至审美书院，观摹印书画，购吾华南宗名人
山水二册。返回上海后，贺纶夔还南下杭州，或访亲会友，或闲居寓所，或观赏名胜，滞留杭州近两
个月。自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整整十余日中，他均“在寓所习帖，阅日本购回新政各书”。在前
《戊申九月于日购送各书籍》整理的《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
! 据王宏根据盛宣怀
献》第 & 辑，第 $$" 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年 ’ 月版），盛在日本采购和受赠之书为 %)) 部，并分别著录了书名、册
书、价格及书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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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日记中，虽未见其有购买日本新政各书的记载，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日本除致力搜求汉
文典籍外，还购买了不少当时国内急需的有关新政的各类书籍。
以上所举的均是考察者在日本考察期间顺便进行的访书活动。除此之外，也有专门赴日对日
本各图书馆的规则及所藏状况作系统调查者。如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黄嗣艾奉湖南巡抚端
方之命赴日本考察官私各类图书馆。主要考察了东京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
馆、枥木县足利郡图书馆等东京、枥木、镰仓、大阪的各类官立和私立以及各学校附属图书馆，并将
考察所得整理成《日本图书馆调查丛记》，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由湖南学务处刊行。
据载，在枥木县足利郡图书馆，即足利学校附属的足利文库，黄嗣艾得以观览了数十种“珍异图
书。
”分别是：
《毛诗郑注》
（古写本，不全）、
《泰轩周易传》
（古写本）、
《六韬三略》
（朝鲜古写本）、
《孔子
家语》
（王广谋句解，古写本）、
《圣迹图》
（古板）、
《论语正义》
（何晏集解，字大如指，刻画甚工）、
《圣学
心法》
（朝鲜本）、
《性理大全》
（朝鲜本）、
《大史略》
（朝鲜本）、
《续通鉴纲目》
（不全）、
《大学衍义》
（宋端
平元年板）、
《周易注疏》
（宋本）、
《自警编》
（朝鲜本）、
《史记》
（小字袖珍板，宋本）、
《周诗》
（古写本，护
面钤晦翁小印）、
《周易启蒙》
（古写本）、
《尺度权衡》
（即《论语》，何晏集解，古写本）、
《文选》
（宋本，不
全）《
、春秋左氏传》
（南宋本）、
《尚书》
（宋绍熙刻本）、
《礼记正义》
（宋绍熙刻本）、
《洗心易》
（古写本）、
《周礼》
（宋板巾箱本）、
《人国记》
（古写本）、
《柳文》
（明本）、
《庚申外史》
（古写本，涂改甚多，底稿甚俚
俗，盖葛溪先生手泽也）。众所周知，足利学校是日本镰仓初期创建的一所“汉学学校”，位于今枥木
县，
初时并不有名，至 !$ 世纪，日本武将、关东管领上杉（藤原）宪实（!%!!—!%&&）聘请镰仓圆觉寺
僧人快元为学校庠主，拨田赐书，重建足利学校。据称极盛时，来自各地的学子多达三千余人。学
校藏书的第一个来源是上杉宪实本人的捐赠。上杉极好书籍，广收古本，他的藏书几乎全部捐赠给
了足利学校，如上述黄氏所见宋刊本《周易注疏》等即是。而且，根据他的遗嘱，上杉氏三代皆向足
利学校捐赠图书。足利学校藏书的第二个来源，则是室町时代僧人们的捐赠，如上述黄氏所见宋板
巾箱本《周礼》等即是。第三个来源是历代庠主的私人藏书。此外，尚有德川家康所捐赠的本子等。
另外，据严绍

先生考证，上述宋本《周易注疏》原系宋代大文学家陆游家所藏。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此本《周易注疏》何时从陆氏家中传出，但此书传入日本后，先为上杉宪忠所得，后上杉宪忠遵其父
嘱，将家藏之书赠送给了足利学校［!#］。黄嗣艾所见到过的这些“珍异图书”，有许多在后来被日本
政府列为“国宝”。另外，在帝国图书馆，黄还观览了该馆所藏的各种古板本、写本和刻本，其中古板
本
《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宋黄坚撰，元版）等古板类 !’ 种，写本类《历代臣鉴三十七卷》
（ 明宣宗撰，
明人所写）等六种，刻本类《汇苑详注》等 !() 种。限于篇幅，不一一录出。

三、清代赴日考察者日本访书之特点
清代中国官绅赴日考察，以“新政”后的 !"#% 年至 !"#* 年最为集中。由于考察目的主要在于
吸收借鉴日本维新以来的成功经验，使得考察者对有关日本新政的各类书籍备加关注。教育考察
者、政法考察者、农工商考察者、军事考察者等，无不携归大量相关书籍以备国内采用。这与驻日使
节如杨守敬等大多专事访求古书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清末赴日考察官绅中，儒学正统出身的士
大夫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购求大量“新书”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典籍也会情有独钟。每
当他们发现一种“秘籍”、
“孤本”，往往会不惜重金加以购买。因此，新旧各书同时访求，可以说是清
末赴日考察官绅访书活动的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求得古书变得越来越困难。明治初期，日本社会急剧西化，汉学开始为人所废
弃，
“举国士大夫弃古书如敝屣”，这无疑给杨守敬等较早来到日本的寻访者提供了天赐良机。杨守
敬在日访书，
“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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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蠫然未献之书。
”
随着中国访书客的增加，市上
［!!］当时市上汉学旧藏典籍之多不难想像。但是，
古书旧籍渐渐减少，加之许多民间人士以及国家图书馆也意识到应予以珍惜而加入搜罗行列，使得
售价大涨，甚至伪书赝本也屡见不鲜。清末赴日考察官绅访求古书，其时间愈降，难度也愈大。罗
振玉“购得梁李暹注《千字文》一册，灯下观之，实系伪书”；盛宣怀虽购得新旧各类书籍近两千册，但
也时时发出“旧书寥若晨星”、
“精本标价极昂”、坊间搜求善本已“百无一二”的感叹。
第三是访书活动规模巨大。如上所述，清末赴日考察者的人数，有记录在案者就达一千二百人
左右，他们出于考察目的的需要，对“新书”的购求始终充满热情。如罗振玉在书林送各种教育书来
时，一次就“选留百余种”，在获得好的教育书籍后，还及时令随行人员翻译，对日本教育的关注达到
了忘我的程度。对于“旧书”，考察者们也是“无论知与不知，必购数种，以压归装”。更何况还有一
些像盛宣怀、罗振玉那样，购书动辄成百上千册者。汇其总数，规模可观。
此外，在赴日考察官绅的访书过程中，留日学生所起的中介作用巨大。这也可视作考察官绅日
本访书的又一特点。因为大多数考察者初来日本，逗留日本的时间又短，加之语言不通，他们不可
能对日本的书肆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而留日学生则相反，他们往往为考察官员充任翻译，而且对日
本书肆也较为了解，利用这一优势，他们常常能为考察者的访书活动提供信息并充当向导。以本文
已多次出现的但焘为例，他于 !"#$ 年前后从湖北蒲圻县赴日留学，并于 !"!# 年前后毕业于日本东
京中央大学。在前述贺纶夔赴日时，是但焘第一次告知他“一书肆列古帖十数本”，并带领前往；盛
宣怀第一次访求古书一无所获时，又是他指点迷津，并亲自做向导。但焘不仅为考察者访书提供向
导，而且自己也是一个热情的访书者。在日留学期间，他曾购得“中土所佚者二册。一为后汉赵邠
卿先生岐《孟子章指》，按章阐明旨趣，体例如诗序，为日人藏原宪所刊，并从古本中搜得先生原序，
遂成完碧。又《韩文公论语笔解》一卷，乃日人得韩本刊以问世者。其出日人手者，有《深衣考》一
卷，绘图帖说考核详明，洵可宝贵”
他还通过书信将此事告知在国内的友人
［!$］。获得这些书籍后，
蒋艺圃，他对书籍的痴迷和获书时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
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不仅参与人数众多，
而且在古书旧籍日渐稀少的情况下求得大量珍贵典籍，
同时还新旧并举，
向国内输送
了大批的新学著作。这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回归，
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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