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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宝平!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

参见%'明治时期赴日文人王治本之基础研究(!!$"$ 年 "" 月香港中文大学)从近现代日中文化交流看现代性及

身份认同的探索*国际会议发表论文,'明治时代6来日78文人张滋窻9基础的研究(!关西大学:;:文化交流研

究<=>

!

?:;:文化交流研究@第 / 号!!$$S 年 # 月$

"

吕顺长%'慈溪王氏兄弟与日本文人(!'浙江方志("SSS 年第 # 期$ 后收入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

籍出版社 !$$" 年版$

#

!$"$ 年 M 月 / 日!在与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对王治本&王惕斋故乡考察时!得到慈溪市社会科学院王清毅&

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会长诸焕灿&'古镇慈城(主编钱文华&王治本曾孙王勉善等先生的热情接待!谨表谢忱$

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斋之研究

王宝平

!浙江工商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杭州 #"$$"P#

摘%要!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人物的探究"学界多集中于著名人物这一维度$但拂去历

史的尘埃"我们会发现"一些乏人问津的商人也对社会的演进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当我

们的学术视线关注这些下层群体时"人物研究才能变得更接近历史$拙文研究了明治前期赴

日慈溪商人王惕斋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揭示了这一商人群体作用社会的特征$

关键词!王惕斋%浙商%明治时期%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R$(M%%文献标识码!V%%文章编号!"$$S "R$R"!$"!#$! $$RS $Q

明治时期!有众多中国人东渡日本!其中有三位都是明治初期赴日!晚年回国叶落归根!与明治时

代相始终!成为明治时期中日关系的见证人$他们是王治本&张滋窻和王惕斋$前两位是自备斧资赴日

的文人!后一位是浙江慈溪商人$关于张滋窻和王治本!笔者已撰文进行了研究!

!现拟对王惕斋做一

探讨$

管见所及!关于王惕斋的研究吕顺长教授着先鞭"

!迨至!"世纪!王惕斋踪迹所至之地日本新泻以

及王惕斋的桑梓
-".!.

!从地方史的角度为学界提供了新史料$拙文拟在时人先贤的基础上!结合在中日

两国新发现的史料#

!对王惕斋进行专题探讨$同时!通过这一个案来揭示这一商人群体作用社会的

特征$

一" 王惕斋之生平

王惕斋!宁波府慈溪县黄山村人!讳仁乾!字健君!号惕斋!晚号独臂翁$国学生!布政使司经历$清

道光十九年""P#S#九月出生!宣统三年""S""#三月卒于上海客次!寿Q#$父讳庸晟""P"R/"PM!#!名



蕖!字芙卿!改字辅卿!号秋生$廪贡生!

!即用儒学训导"

!以被难太平天国军!奉旨入省中忠义祠!并得

赐恤云骑尉#恩骑尉$

!世袭罔替
-!.

$可见王惕斋生长在文化氛围较浓的家庭!这为他日后在日本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王惕斋最早于同治九年"明治三年!"PQ$#赴日%

!动机未详!或为贸易$另据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

案!自明治九年"光绪二年!"PQM#三月至明治十年十月!王惕斋受雇于伊东伯也!寓居伊东东京大锯町

的家!主要从事中国文房四宝的销售!月薪#R日圆&

$此后搬至筑地入舟町
-#."M

!并于明治十一年在东京

浅草黑船町开设)凌云阁*店铺
-#.M!

$"PRP年!日美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根据该条约!翌年!横滨&

函馆和长崎相继开港$十年后!"PMS年"月"日"明治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东京亦对外开放!并在筑地专

设外国人居留地$明治十一年!明治政府将东京府改为"R个政区!王惕斋先后居住过的大锯町&新富町

和筑地都属于京桥区!三地毗邻!相距不远
-/.

$

)凌云阁*的经营范围似乎非常广泛$明治十六年""PP##十月!王惕斋赴新泻行商!时寓古町通六

番町会亦旅馆$十月十日!他在'新泻新闻(广告中开列的商品有%上等黑襦子带地&绢茧&纩&吴绢&袲&

法帖&笔墨&书籍&古道具&古砚&古钱&书画&广东人参&大枣&上等药种&珊瑚$并称%)以上商品特价销

售!拟在此逗留一周!亟候光临$*十月二十三日!他再次在'新泻新闻(广而告之%)近日余将返京!拟

对各种染色的纺织物&上等黑襦子带地及绢减价贱售$此外!余尚购买古书!多余的书籍亦可与余的商

品进行交易$恭候前来商谈
-".QP

$*

'从新泻行商活动中!可见其业务范围涉及文房四宝&书籍&布匹&中

药材等商品$

此外!据'申报("PPS年"月/日题为'创制洋燧(报道!王惕斋拟在家乡开设火柴厂$有无具体付诸

实施!待考$

明治二十五年"光绪十八年!"PS!#!王惕斋迎来了人生一大转折点$农历四月八日!王惕斋乘人力

车外出时!被东京米商滨野茂马车撞倒!碾伤左臂!延治不愈!失臂重残!时年R/岁$在日本友人高松保

郎)

&驻日使馆的鼎力支持下!王惕斋与之对簿公堂!一讼败诉!二讼再战!终获胜诉$值得一提的是!王

惕斋受伤后!在)心神恍忽!形容枯槁*之时!重野安绎&冈千仞&岸田吟香等日本知名人士为之开展募

捐活动!并特意安排他赴海滨摄养*

!表现出浓厚的跨国情谊$同时!这也证明王惕斋在东瀛文化界具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王惕斋罹祸之事!也引起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事故发生的当月!农历四月二十五日"R月!"日#!

'申报(以'折臂堪怜(为题!报道了此事$#个月后!'申报( ""PS!年P月!M日#再次发表'文人仗义(文

章!对名流重野成斋&岸田吟香&冈千仞为王惕斋开展的募捐义举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并将日方的募捐

告示!全文?译予以转载$对于王惕斋罹祸之事!盛宣怀'东游日记( ""S$P年P月初五日#亦有详细记

载!日记高度评价该次诉讼的历史意义%)区区钱财不足言!惟讼胜贵族+,-

!差可自豪*$它一改华侨长期

$M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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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廪生的资格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者$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称廪生"又称廪膳生#!廪生中成绩或资格优异升

入京师国子监者!称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学官名!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

武散官名$明正六品!清为世爵名$

清爵名$正七品$凡阵亡者子孙!袭爵次数已尽!授以恩骑尉!令其世袭$

参见王惕斋%'无师自通东语录(自序$

参见"日#外交史料馆藏%'私雇入表自明治九年七月(!门#类S项#号""$

原文日语!笔者译$

对于高松保郎!王惕斋在'独臂翁闻见随录( "东京三协印刷株式会社!出版年不详#中记有 '高松保郎义士略

迹(条!对其义举表示感谢!第!$页$

参见王惕斋%'独臂翁闻见随录2断臂原委(!第"页$

肇事者滨野茂非贵族!为东京经营大米的富商$



受人欺负的历史!成为近代华侨在日维权获胜的重要案例$

迨至清末!王惕斋在日本的经营每况日下$"PSP年!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弟只手经营!远游海

外!缘日邦今年进税格外加重!生意愈艰!各帮几乎有立脚不住之势$*

-R./!

于是!"S"$年!王惕斋清理在

日业务!携带"R岁的大儿子和其他子女返国$为家庭计!仍想在沪开一纸店!结果被人卷走S$p现钞!

次年去世
-!."/

$

王惕斋遗有'独臂翁闻见随录(一书!不分卷!"册!P$页!铅印本!东京三协印刷株式会社出版!出

版年未详$审其装帧和印刷!似为!$世纪初付梓$该书首有目录!共载M$则!笔记体!内容大致可析为宁

波地方史和中国近代史$前者有'宁波盐案('四明公所事(!后者有'林文忠革职原因( '林文忠逸事(

等$此外!事涉日本的随笔更多$'战前之日本( '日人善于取法( '日人之善骗( '日本警察之文明( '日

人阴险可怕(!表现出著者对日本的认识,'华侨杂居之非易( '文人游历日本内地之开端( '兵船在长

崎闹事之原因(为近代中日关系的内容,'我国驻日公使琐事
"

记( '徐公使见重于人( '黎公使有断(

'随员之阴险('某领事无爱国心('译员杨砚池逸事(等!更是披露了清末中国驻日使馆鲜为人知的人

和事!弥足珍贵$

此外!王惕斋还著有'无师自通东语录($据钱文华先生提供的资料!该书外封墨书)东语录*!内

封刻有%无师自通东语录!首有王惕斋撰写的'自序($全书正文#S叶!分门别类介绍了天文&地理&时

令&工匠&器皿&身体&禽兽等#$门常用词汇和语句!用普通话和宁波话一一进行注音!在文后还附有日

常送收单据/份$该书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未详!但揆度'自序(中)今余将返国!匆匆付于手民*一语!当

为其回国定居前即"S"$年前后出版$据该书可知王惕斋精通日语$有资料表明!至少在明治十一年二

月!王惕斋已担任口译工作!用日语与日本友人交流$

-#.##!S"!"MQ

姚文栋光绪十年"明治十七年!"PP/#致

冈千仞函中亦云%)惕斋通日语!倘渠得闲!邀之北行!亦一妙事$*

-M.

另据日本明治二十年""PPQ年#资料记载%中东通语捷径!一册!王惕斋著!二十五仙$

-Q.

该书查访

有日!未果$揆之书名!)中东*当指中国和日本"东洋#!清末有'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由美国传教士林

乐知和中国人蔡尔康合编!是一部报道和评论甲午中日战争的书籍$因此!该书或为中日对照教科书$

待考$

二" 王惕斋之事迹

王惕斋在东瀛经商之余!留下一些可圈可点的事迹!兹分述如下$

首先!接待来访官员$王惕斋在东京定居较早!稔熟日本的情况!并拥有广泛的交际圈!加之精通

日语!古道心肠!接待了为数可观的清政府访日官员$如李筱圃 ""PP$#

-P.

&汪康年 ""PSP #&罗振玉

""S$"#&缪荃孙""S$##&张謇""S$##&胡景桂""S$##&吴荫培""S$M#等!在日期间均与王惕斋有过接

触!并得到他的照顾
-S.

!

$尤其是首届驻日公使团赴日后!王惕斋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

宪&随员沈文荧等过从甚密!除介绍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友人与中国外交官相识外!在选定使馆建在芝

增上寺山内月界院问题上!王惕斋与王治本等各处奔波!出力不少
-#."P!!/

$可以认为!何如璋一行赴日

后得以早日安定!王氏兄弟提供了不少实际的帮助$

其次!乐善好施$据查!"PS$年!王惕斋曾馈赠梓里通关散一百瓶$该药日本名医所制!专治痧胀昏

晕等症"

$此外!"S$!年他还向国内赠送王鸿年着 '国际公法总纲(一书#

$该书首有光绪二十八年

"M第 ! 期 王宝平%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斋之研究%

!

"

#

具体可参见%吕顺长%'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2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SSS年版!第!"P&R!#.R!/&

R#"&R##&RR$&RRM.RRS&M$S&QQ$&QQ/&QP!&QP/&QS"&QS#页$

参见%'申报(!"PS$年P月P日$

参见%'申报(!"S$!年"!月Q日$



""S$!#十月王鸿年自序!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留学$全书析为九章!明治三十五年""S$!#

"!月!R日发行$而'申报(上的报道为同年"!月Q日!可见王惕斋在该书出版后第一时间寄回了国内$

再次!资助出版$据考!王惕斋先后捐资出版了以下Q种图书!其中!!种古籍珍本!R种新学著作!

$

'缩刻铜版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著!光绪十四年""PPP#王惕斋东京刊$为晚明一部重要的历

史学术随笔集$该书有万历四十二年""M"/#刻本!但流播不广!明代'千顷堂书目(未见,清代以降!则

成为禁书!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更不见着录!几近湮没$张燧明末避乱赴日后!此书

在酒井藩重刊!未几毁于战火$三百年后!王惕斋在日本旧侯公家获得初印善本!铜版缩刊!使之又重

新盛行于学界!广为流播$

-"$.

"S$R年上海史学社铅印本&"SSR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

等!都据王氏刻本$有学者认为%晚期多史论&少史考作品!此书亦考亦论,明代考据之书!多偏重经部&

子部!显得博泛!而此书专论史部!且按时代顺序排列!比较专业化$就这两点而言!此书洵为晚明史学

的杰作$它的发现!可以大大改写明代史学的形象$

-"".

'汉译诊病奇?(!"日#多纪元坚撰!"日#松井操译!光绪十四年""PPP#王惕斋东京刊!系日本古

来腹诊学说集大成之作$原书大部分用日语写成!江户时代天保十四年""P/##成书后!一直以写本形

式流传$沈文荧&傅云龙&孙点等人获知后!认为中国无腹诊之说!可补中医问诊之缺!冀望介绍到中

国$元坚哲嗣云从的弟子松井操费时十年!克服种种困难!译成汉语!王惕斋予以出版$该书后于"S#"

年改名'诊断学讲义(在大陆出版!"S#R年题为'诊腹学讲义(在台湾出版!促进了中日医学的交流$

除古籍外!王惕斋还为王鸿年出版'日本陆军军制提要( "不分卷!"S$"#&'宪法法理要义( "二卷

附日本宪法一卷!"S$!#&'日本语言文字指南( "二卷!"S$!#等!为李宗棠和王宰善出版了'日本小学

校新令("不分卷!"S$!#&'学校管理法问答("不分卷!"S$!#等著作!皆为介绍日本新政的图书$

据'日本陆军军制提要(等以上R种图书版权页!知发行者地址为%日本东京京桥区西绀屋町七番

地王惕斋$印刷所地址为%日本东京市京桥区弓町二十四番地三协合资会社$而'独臂翁闻见随录(也

为同一家出版社!可证三协合资会社或为王惕斋经营的出版公司$

王鸿年""PQ$/"S/M#!字世!号鲁!浙江永嘉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光绪二十五年""PSS#东

渡拟学陆军!有志未逮!因改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习政治$

-"!.

长年从事外交工作!官至驻日公

使馆参事官&代理驻日全权公使等!是一名精通日语和法律的外交专家$

李宗棠""PQ$/"S!##!字荫柏!一字隐伯!别号江南吏隐!千仓旧主$出身清代官僚地主家庭!!$岁

从戎!因有军功被举任候补道!在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办理政事!尤以教育&留学两方面任事为

多!历时较长$清光绪二十六年""S$$#!他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曾先后九去日本!后将赴日旅程中日

记整理付刊!名为'东游纪念(!共十卷$民国元年""S"!#!在上海设馆教书!为国人教日语!为日侨教

中文$

王宰善!字荃士!上海南洋中学创办人王柳生之子$南洋中学前身松江学塾及育材书塾首批学生$

"PSS年赴日留学$据'学校管理法问答(版权页!时居东京市神田区锦町三丁目五番地$"S$R年日本高

等商业学校毕业后!被清政府授以商科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民国时历任长春交通银行副经理&哈尔

滨戊通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汉口造币厂厂长等!还著有 '普通经济学教科书( ""S$#年#!译有

'爱国精神谈(""S$!年#$

由此可见!在王鸿年&李宗棠和王宰善成名之前!王惕斋予以了可贵的帮助$

最后!关注国事$王惕斋曾对汪康年表示%)弟本海外一残废商人!本不要预闻国事$*

-R./Q

但是!环

顾危机四伏的中国!爱国心切的他不能熟视无睹!置之度外$于是!对抱有救亡图强之志的热血青年汪

康年""PM$/"S""#!他)将素所闷郁所见闻之实事详告!以备贵报择登之$*当时!汪康年热心于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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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图书的版本信息!可参见笔者!$"$年"$月在日本关西大学)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

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清季寓日中国人刻书考述(一文$



'时务报(""PSM(P(S/"PSP(Q(!M#&'昌言报( ""PSP(P("Q/""("S# '时务日报( ""PSP(R(R/P#&'中

外日报(""PSP(P("Q/"S$P(/#

!

!王惕斋为之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S

通王惕斋致汪康年的信札!短者数百字!长者!千余字!或抨击时弊!或提供信息$如第"通介绍了伊藤

博文访华的目的,第#通通报了陶榘林"森甲#访日深受好评的信息!批评访日官员靡费情形,第/通详

细告知湖北留学生监督张听帆"首届驻日副使张斯桂的异母之弟#等在日情况!对骄吝自大的满族官

员表示不满,第R通提供了张之洞长孙张厚琨等人留学日本的情形!以及日本善邻印书馆译书近况,第

M通提供了日俄两国海陆军数据,第P通介绍善邻印书馆吾妻兵治等赴沪销售'大日本维新史(等书信

息!等等!不一而足$

上书建言!是王惕斋关注国事的重要体现$"S$M年!吴荫培在他的日本游记中写道%)惕斋遨游东

国已数十年!熟悉商情!洞达时务!入都会有建白!为当轴所知!其言可采用也*$

-"#.

"S$P年!盛宣怀在

他的'东游日记("农历P月R日#中亦记载%)渠言!到日本时!尚在明治初年!已阅四十载!维新一切情

形均其目睹$33惕斋虽久居海外!不忘祖国!曾有条陈当道改良时政书及时弊琐言$余赠以联句云%

君老游踪观变政!天留右手写新书$颇觉切合*$可见王惕斋熟悉商情!洞达时务!积极议政$根据王惕

斋致汪康年的信札
-R.R$

!知他曾上书刘坤一及陆天池$刘坤一!字岘庄!"PS"年再任两江总督!在甲午之

战中是坚定的主战派!被尊为)刘岘帅*$陆天池!"S$/年时在四川候补道任上
-"/!"R.

!余未详$但是!王

惕斋上书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连他本人的'独臂翁闻见随录(中亦未见记载$笔者有幸在'申报(中

找到了其中的上陆天池书!现介绍如次$

"S$!年"!月!S日&#$日&#"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王惕斋上舍上陆天池观察书(&'王惕斋上舍

上陆天池观察条陈(和'续录王惕斋上舍上陆天池观察条陈(!都是给陆天池观察的上书和条陈$'上

陆天池观察书(主要针砭中国在关政和邮政上存在的时弊!主张尽早收回主权$关于关政!他指出在薪

水&通关等问题上!严重地存在重洋轻华的现象$如)上海海关大小洋员频加薪水!而华人薪水不特不

加!反只发七折$至今春二月起!舍人薪水全数不给*$再如!)向来洋商行李概不开验!下等洋人每多贩

私偷漏!迩亦一例查验!知洋员亦未始不畏公议也$然其中充公一项!华商受苦有不堪言者$凡货物之

应报不报者!理宜加征$乃有微细货件!如鞋几双帽数顶!本无税则并非偷漏!一经查出!竟尔充公或托

人恳求间得给还$然必延迟三四天!在此三四天中!旅资饭资已耗费二三元!尽可抵作买价况未必能人

人给还乎$按日本关章!凡微细货估价作税$至欧美各国!皆有关税!其征取多少亦各不同$至客商随身

行李并无充公之例!充公为我国洋员所独创$*

王惕斋认为关政在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夫关为中国之关!自应中国人员办理$昔年创

立之初!因华人不通洋文&不谙洋例!不得已借才异域!今已数十年!仍未收回利权!以致一切洋务处处

受亏!实我华人之所痛恨也$*

关于邮政!王惕斋指出!我国邮局经常出现拖延&拒递&误递等现象!以致寄信者裹足不前!不敢投

递!造成邮政开设数年!国家在经济上无利$相反!)日本一岛国耳!而邮便项下每年所入不下千万金!

我国所收邮费反不及日本百分之一!岂我国信件少于日本乎+*王惕斋认为!其原因在于)我国以关政&

邮政重大利源委任税司!独断独行!权不可不谓不专!而其所办仍有弊无利$*由此他建议)关政&邮政

得一王公大臣秉公办理!于国家可收巨款!于商旅得免苛扰!其利益洵非浅鲜夫$*

'王惕斋上舍上陆天池观察条陈(具体陈述了S条王惕斋对改革时弊的意见$一关政简放王公大臣

以替洋员,二财政首在振兴商务!一切机器制造等厂!亟宜讲求兴办!归商办理,三时政之行宜自上始!

首要革除冗官!增加官俸,四官场接待亟宜汰除!建立近代出差制度,五广设邮船!允许民办,六改新党

较之守旧者危害更大!最宜深查,七办理邮政!宜在全国普及门牌制度,八京都及各行省大员出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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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宜先日本!后欧美,九制定华洋交涉钱债刑名法律!免致遇事任外人要索$

关于'王惕斋上舍上陆天池观察书(和'王惕斋上舍上陆天池观察条陈(!王惕斋致信汪康年中

云%)弟有上陆天池之书!有关时务!奉呈台阅!内有谈及税务司事!势不能登$倘其中有可采纳!摘一二

条斧政才酌之$*

-R./S

他认为论及税务司等敏感事宜!适宜摘要刊登$因此!对于'申报(的全文刊登!可

能也出乎王惕斋的预料吧$'申报(在首日刊登王惕斋的上书后!在文末加了些许说明$)此书由日本寄

来!所陈邮政诸弊!在创设时!章程未备!容或有之$自经历治玩法信差!近遂风清弊绝$惟上海地方既

广信件!又多递送稽迟或尚不免耳$至于海关规制!执笔人素未考核!不敢妄置一词!姑附报章!以质之

总司榷政者$本馆执笔人手跋$*

三" 结%语

以上我们对王惕斋的生平事迹作了探讨$他身在异乡!心系祖国!乐善好施!关心国事!是一位清

末的著名商人!他的言行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日本因素浓厚$王惕斋久居东瀛!目睹了明治维新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常借鉴日本

提出改革建议$如!在论及收回关政时!他写道%)日本维新!初其情形与我国相似!以后事事留心学习!

未及十年!所用洋员悉皆退去$使政由我!出财不外输!所以日进于强也$我国反是!重用洋员!惟命是

听!至于熟悉洋务之人类投闲置散!何其重洋轻华若是耶+*再如!在主张实业应由民办时说!)日本各

厂多归民间自办设!或资本不敷亦许押借官项!即如印刷纸币局归政府主持!其中办法一照商章!绝无

官派$所以能事事从实!杜绝耗费也$*等等$

第二!务实可行$王惕斋在行动上!馈赠药品和图书!资助出版!兴办火柴厂!体现出务实的一面$

他的建言也没有一般文人的抽象内容!更无深不可测的高论!往往切合实际$如!振兴商务&革除冗官&

建立近代出差制度&全国建立门牌制度&完善法律制度等$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

办法$如!关于关政简放王公大臣以替洋员的建议!他认为)既思国家现以关税抵偿洋债!恐各国啧有

$

言!不如增设副总税务司!名虽曰副!其实如唐之观军容!足以监察洋员至以下托巡舞弊为洋员所不

及觉者!副总税务司皆可查究!凡有应改之处亦可改易!就此习练税务!日后即可任以关政*!提出了由

中国人担任副总税务司过渡!俟条件成熟后!取而代之洋人的方法$再如!关于官场接待亟宜汰除!建

立近代出差制度的建议!他主张!)凡上官奉公出巡!京师无论堂官部!外省无论督抚司道!皆由朝廷量

给旅费$大员每日或十元二十元!小者数元!其随从只准书记一人&随员一二人!旅费各由公给!仆从则

归本官自给$不准令当地州县办差!并不准收受分毫馈赠$各县城镇令民间设立上等客栈!以备官场

$$

$*

第三!独具匠心$如针对国内西风劲吹的现象!他明确主张应首先向地理相近!人种&习俗相亲的

日本学习$)京都及各行省如有王公大员欲出洋探访时政者!宜先至日本$盖日本地同洲&人同种!风俗

亦大略相同!取效尤易$此后再游欧美!兼收博采!择善而从!斯为万全之策$盖欧美之风!其中有可从

者!亦有必不可从者!或损或益!当自具权衡未容偏重也$*又如!面对)改革派*走红的现象!他认为%

)近年朝廷力图新政!百无一效!其故有二%一在守旧者之迂执,一在改新党之纷扰$吾谓守旧者固有可

原!以其目未
#

海外之风!足未历海外之地!不知时局之变迁!民情之趋向!若使之游历外国!必能幡然

思变$至改新党!不谙国体民俗!一以重洋轻华为主!割去辫
$

!习成几句洋话!披洋服&登洋靴!扬扬自

命为洋人$譬如宜稻之地!必令改食麦饼!瓦屋之家!必令改作洋房$国家或谬用此种人柄政!则紊乱朝

纲!贻害人民!其祸必有甚于守旧者矣$此为当今朝廷所最宜深查也$*明确提出有时)改革派*比保守

派危害更大!应予以警惕$王惕斋的此番肺腑之言!对百年来深受政局动荡之苦的国人来说!无疑感同

身受$

近世中国学习西方主要有二种途径%图书资料和实地考察$实地考察自然好!但所花人力&物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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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少!而且考察规模小了效果不明显!考察时间短了也未必有实效!大规模的西方考察又显然不现

实$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中!主要利用的是图书资料$而王惕斋长期寓居日本!亲眼目睹了明治日本

走过的道路!因此往往能理智&务实地提出颇中肯綮的建议!可弥补中国官员实地考察不足的缺陷$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人物的探究!基本上集中于知名度这一个维度!而对黄遵宪&

黎庶昌等著名外交官的研究!更是成果累累$但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会发现!除驻日外交官外!还有

自备斧资赴日的文人!以及在日商人!他们也作用于社会!并对社会的演进和变动产生了形式不一&程

度不等&领域相异的影响$其中以王惕斋为代表的商人!不似外交官和普通文人!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

务实的&不张扬的姿态促进中国的改良和进步$当我们的学术视线关注这些乏人问津的下层群体&边

缘群体时!近代中日关系史人物的研究!才能克服一维的&片面的缺陷!变得更全面!更接近历史!也更

丰满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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