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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はしがき

1917年から1946年までの間、宣教・教育・取材活動・被災民救済などを通じて多方面から中国
と対峙した清水安三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既に多くの研究や評伝が世に問われている。それらの
熟読を経たうえで筆者は、清水と中国との関わり方、あるいは中国認識の動態をめぐる周作を発
1）

表した。その準備過程において各種史料や先行研究を蒐集して読み進めたが、本稿は一連の作業
にともなう副産物である。
すなわち先人による研究成果を読み解く過程で、中国側によって作成された記録については、
従来は必ずしも十分に把握されて居なかったことに気付いた。幸いなことに、2018年夏から在外
研究で滞在してい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において厖大な学術資源を利用する機会が与えられ、
未知の歴史的素材に接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また、1945年の敗戦乃至は1949年の中華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降に公刊された文献についても、多くを収集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したがってこれらの稀覯史料について、全文あるいは一部分を翻刻して、学界における議論の
素材として提供したいと思う。更に中国で公刊された研究文献目録について、論文を中心に整理
した結果を初稿として附した。但し、書籍については不十分な内容である事に留意されて利用さ
れたい。テクストは凡て手元に複写があるので、研究活動などのために必要な場合は、編者まで
2）

連絡があれば提供する。また、かかる作業にはどうしても見落としや誤記がともなう。この点に
ついても、読者諸賢からの批判・助言を仰ぎたい。尚、2015年以降については、魯迅が清水安三
に贈った直筆を謳う色紙が競売に出品されて、高額で落札さるというスキャンダラスな出来事に
関する記事群が非常に多く出現しているため、今回の収録対象からは除外した。いずれ、機会が
あれば別途紹介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清水安三という、戦前・戦後を通じて真摯に中国と格闘した異色の「支那通」に対する実証的
研究がよりいっそう深まる事を、心から期待している。
1） 拙稿「『支那通』クリスチャンと日中戦争―清水安三の働きをめぐって」（『キリスト教史学』第73集、
2019年７月）を参照されたい。
2） 筆者の連絡先は次の通り。525 ― 8577 草津市野路東1 ― 1 ― 1 立命館大学経済学部 気付（E-mail : kanemaru@
ec.ritsumei.ac.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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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戦前・戦時中の部

⑴ 「賑務處函陸軍部准日華實業協會代表中山龍次函稱太平倉已接收清楚不勝感謝等情函達査
照文」十年三月七日（『賑務通告』第12期、内務部賑務處、1921年４月15日）55頁。
徑啓者准日華實業協會代表中山龍次函開前請貴處借給朝陽門外太平倉空屋以爲敝會收養災童
之用當蒙函商陸軍部派徐君思誠趙君恩綬會同敝會所派清水安三田村治平兩君親赴該倉將空房兩座
接收清楚此皆由貴處及陸軍部格外通融故肯槪予撥借敝會實不勝感謝之至等情到處相應函達／貴部
査照可也此致／陸軍部
⑵ 「指令 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令京師勸學辦公處」（『京師學務局教育行政月刊』第20巻第20
号、1923年？）15頁。
令京師勸學辦公處／呈一件爲呈送調查崇貞平民女學校報告及備案表請備案由／呈悉核崇貞平
民學校備案表内開各項大致尚既經勸學員長會同勸學員前往接洽勸導教授設備均頗妥適應卽准予備
案仰即轉行知照此令
劉國定「寄人任君」（劉國定『國定文思』勵群學會、1924年５月）109〜121頁。

⑶

人任先生：／來信説：『我所説的越文明越野蠻』二語、你要替我加上『物質』『其地』四字、
即『地質越文明、其地越野蠻』。我覺得『文明』上、不必加上物質。因爲文明可文物質的與精神
的兩種。我所説的文明、是指物質的與精神的兩者而言。如中華、印度等國是精神的文明國。英、
美、德、法等國是物質的文明國。即是無論精神的文明與物質的文明的地方越文明越野蠻、請足下
毋誤會。
『青年』二字、界説很不易得。我就英文上看來、
『青年』爲 Youth 或 The Springtime of Life。
又如説『青年會』爲 Young Menʼs Christian Association。是『青年』只可説是少年時期的人。
來信説：『我覺着『青年』兩字不一定是指年齡少的人。即年齡較大的人、只要思想不古、亦可謂
之『青年』、若年齡少的人思想古舊、亦復可以説他是晩年人』。似乎不大正確。少年人思想固然有
朽的。老年人思想也有新的。只可説是某少年思想朽、某老人具有青年思想。你以爲對麼？
大著和民聲、大致我看過了、你要我負………責任。我告訴你、思想各有各的不同。你的思想、
我表同情的當然表同情、不表同情的、我是有良心的學生、不願籠統罵人攻人。大概你是個富平民
思想的人。大著中『貧民之號寒淚』、『説息爭』、『自由之眞義』、『課餘雜譚』、『一個中年的婦女自
述』、『去兵』等篇、我最佩服。至民聲我少研究、駁江亢虎君數篇、或有作用、且與江氏學説有點
不符。你現正在讀江氏著作、請格外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自救會湘支部在省教育會開會。楊主任伯雋以我爲自救會滬會會員敦邀參入、幷
請余略報告總會情形。在席間得救星

The Salvation Star” 第四十一四十二兩號、戴有日本清水
（ 213 ）

80

立命館経済学（第68巻

第２号）

安三所著之『江亢虎論』、經吾友高儒生君譯成華文。茲錄之、請詳細看看、方知江氏之爲人及其
學問道德。清水安三文説：／［中略］／完了。請你拿民聲批評他的來比較一下／你的學校生活如何
―愉快嗎？／一九二四、五、二二午後國定。

⑷ 「序言」（臺静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未明社出版部、1926年６月）１頁。
我在最近的期間、約有一月工夫、能將這幾年來一般人士對於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觀察、感想
和批評捜集起來、這在我是一件很能慰心的事、因爲我完成了我所願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雖然我
並不知道別人對于這事的意見如何。
有一兩篇文字、在我個人是覺得並非無意義的：還有國外的人、如法國羅曼羅蘭對於法文譯本
阿Ｑ正傳的評語、和這一篇的俄文譯者俄國王希禮君致宋靖華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
黎明運動中關於他的記載、以及最近美國巴特勒特去訪問他的時候的重要的談話、本來都擬加入、
後來却依了魯迅先生自己的意見、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陳源教授的信。／［中略］／静農。
一九二六、六、二十。
⑸ 「崇貞女学校」（徐珂編『増訂実用北京指南』 商務印書館、 第五編： 公共事業、1926年９
月）10頁。
崇貞女學校 朝陽門外神路街
王朝祐「回國以後之交際

⑹

清水安三君」（王朝祐『我之日本觀』私家版、1927年３月）140

頁。
君長於文學。熱心教育。乃東洋之志士也。創辦日文女學校。教育我國女生。圖中日兩國根本
上的聯絡。用心可謂周密。十年以後。必能收良好之效果。現在兼主北京週報筆政。在文學上頗有
價值。
⑺

兪康德「自序」（兪康德『増訂模範日語課本』北平郭紀雲圖書館、1935年12月）10頁。

［前略］／這本書之能出版、我必須先感謝京都同志社大學講師清水安三先生、和他的夫人東京
青山學院女子專門部的小泉郁子女士。他兩位不但自始至終將全書校閲了一遍、並且還都給作了一
篇序。其次、我願意對於題封面的北大教授周作人先生、寫序的齊大校長劉世傅先生、東魯中學前
校長豐田神尚先生、東京府立第一商業學校講師王玉泉先生、献上我誠摯的謝意。而在其他方面幫
忙我的高大可先生、朱經古先生、徐霞村先生、張我軍先生、也都是使我忘不了的。／［中略］／中
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兪康德識於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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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新出日文讀本 志恒書店經售」（『天津大公報』1936.1.16）11面。
齊魯大學講師俞康德先生、最近編著「模範日語讀本」經清水安三、小泉郁子兩先生之校閱、
周作人劉世傳諸先生之序與題字、由北平郭紀雲圖菁館出版、全書共八十課、分三大部：第一部假
名與發音、第二部語法、第三部模範文選，均有極詳細之解釋、與豐富之擧例；全書三百餘頁、實
價一元、刻由法租界二十九號路志恒書店經售云。
⑼ 「日軍無撤退準備 平發現漢奸潛伏活動 教界决定揭發其陰謀」（『上海大公報』1937.7.26）
３面。
從去年十月我軍退出豐台、日軍在當地建築營房、強佔民地、布置飛機場、重兵駐守該地以後、
事實上全北寗路以至北平市、早已入於日本軍事控制之下、以北平為中心的冀察當局、所賴以與中
央在一切交通運輸上取得自由聯絡者、僅只一平漢路而已、這回日軍在盧溝橋的行動、很顯然是以
刦取宛平城、切斷平漢路、斷絕冀察與中央間之交通、以遂行其侵略華北、使冀察無所逃而不得不
明朗化為目的的、但結果因為二十九軍在宛平城與盧溝橋的駐軍奉命抵抗、所以日軍雖然幾次違約
猛烈進攻、至今仍未能順利達到目的、在我軍為表示求和平誠現意、已實行將前線三十七師部隊撤
退、將宛平城與盧溝橋交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防、但日方前線兵士、並未撤退、且根本未作撤退打
算、會不會在一方面誠意眞撤兵、一方面武裝假講和的情形下、日軍忽而突如其來的大舉將城橋一
舉佔領、這一點、恐怕誰都不敢保證狡詐的日方無此打算、誰也不敢說日軍不再出此畢棄信背約的
行動、依照日方要求、我方將平西八寶山．衙門口一帶的三十七師駐軍撤退、改用保安隊接防的用
意推測、似乎切斷北平與門頭溝之間的交通、也在計劃與打算之列、過、北平目不前雖然已在敵兵
進行四面包圍中、成為一座危城、但它在人類文化歷史上、對内對外、都能成為目前中國在國防前
線上一個具有極頑强抵禦侵略性的重鎭、它向全世界宣示着它有不可侵犯的神聖尊嚴、它有向全世
界宣布大胆向它施行侵略者的罪惡、要求全世界對它加以維護並處罰侵略者的權利、它很高傲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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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出它自己雖已是被敵人計劃包圍吞併中的一座危城、但相信敵人决不敢輕易對它加以侵犯、
它眞十足的代表了被壓迫與正在憤發為雄的新興中華民族的艱難處境與不可侵犯的性格、這一點、
確實把目前的一位棄背信義的侵略者困難住了竟侵略者辦法很巧妙的、當盧溝橋炮戰正緊的時候、
平市商民、因鑒於情勢危迫、食糧運輸等事、在在緊急堪虞、奔因行集議商補救辦法、會議中忽有
某方特務機關長派來的前香河專變的漢奸首領武餘亭等三人闖入、聲稱某方决全國動員對華開戰、
北平異常危險、請向雙方請求將北平劃為非戰區域、庶可保持安全、眞意是說請你們設法將北平弄
成冀東察北的情形、中國方面不准駐兵、日本軍隊得自由出入、那樣便不會衝突打仗了、北平可以
平安了、日軍便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將北平佔領了、這冒昧狠毒的提議、因為沒有人贊同失敗了、走
時局一再赴津訪過宋哲元的李書華、李蒸、張貽惠三人、就在這幾天、有一位在北平住過二十多年
的一位基督徒牧師、崇文門外某日本小學校長日人清水安三、接連前往拜訪好多次、李李兩人、因
與素不相識、未予接見、張與有數面交誼、一度與之接談、彼首告張、謂自己如何對中國愛護、次
謂此次一部份少壯日本軍人、堅决主張攻毀北平城、彼以為北平為世界文化古蹟重心、不應聽其毀
滅、希望中日兩國人士一致主張將北平劃為安全地、言下似不勝對北平城表示無限愛惜嗟嘆之慨、
張對他的答復是「我們願與此城共存亡、這一顯明的狡詐計策、對稍有常識者、當然無所施其技、
幸北平市的報紙、這兩天居然出現所謂北平公益維持會負責人劉某擬建議將北平市改為平安城的消
息、當然這一主張之非出自劉某本人是可不問而知的、但自某方藉劉某之口將此項主張發表以後、
一般不明内容、不深計利害的人、確有若干受其矇蔽欺騙、平市教育界、認為此事的關係太重大了、
打算將其中的眞情内幕、盡量加以調查、向國人盡情揭發、（十四日）
代昌「朝陽門外芳草地／崇貞學園／清水安三先生一手創辦／現在已經有二十年歷史」（『民

⑽

衆畫報』第４期、1939.5.1）３〜４頁。
很早很早以前、就聽說北京朝陽門外有一個「崇貞學園」、許多女學生、天天由城裡城外到那
裡去走讀、她們都有優越的成績、比市立學校並不弱。上月二十六日、記者特意出朝陽門到「芳草
地」、訪問了一下「崇貞學園」、那天、飄著挺大的狂風。
崇貞學園由清水安三先生創辦、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清水先生是基督教徒、他到中国來、在民
國八年以前、那時候、北五省正鬧着旱災、他曾向本國募捐、救濟那些災民、當年的十二月、他便
在太平倉辦了一個「災童收容所」、由清苑繞陽轉收了七百九十九個災童、過年來、麥子收成了、
這個収容所便取消、可是、災童收容所也可以算是崇貞學園的老前身了。
後來、清水先生由太平倉移到朝外神路街、在那里花十幾元租了一處民房、又辦了一個簡單的
學校、叫做「工讀學校」、清水太太教些手工、當時、學生也很喜歡學手工、因爲、朝外一帶會做
手工的極少、清水先生把學校製的手工、賣到日本、賺回錢來建築房子。
移到現在的芳草地以後、才改名「崇貞學園」、不過、最初移過去、各國都不景氣、募捐頗不
容易、清水先生只好回國、在同志社大學當教授、毎星期二十幾個鐘頭、把薪水的二分之一寄到北
京來、才延續了崇貞學園的生命。
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是崇貞學園二十週年紀念日、他們將要舉行一個慶祝会、紀念清水先生、
和他的夫人清水郁子、預料到那天會有一番盛況。
我去訪問的那天、清水先生因爲忙、由李惠德先生引導着、參觀全校各處、給我一個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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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崇貞學校中學部、初中三班、以前有高中、後來因爲人太少、便先停辦、小學分六班、不過一
年級小學生、又爲了資質優劣、分成甲乙兩班；現在、中小學生一共有華人二百四十名、日人三十
名。
這個學校、原意只在救濟貧苦有志女子、所以、學費免收、中學僅僅每學期收雜費三元、小學
收雜費三角。
每天上午十一時、他們有一次朝會、讀聖經、像唱詩一樣念着勸勉人的詩句、記者參加那個朝
會的時候、正聽見他們唱：「趕快工作、夜來臨、趁着白晝光明、盡心靈盡力量、勉勵惜分陰、分
陰飛逝難留住、應當充實善行、趕快工作吧、夜來臨、夜臨工必停」、連六七歲的小孩都會唱。
那裡的學生、毎班都自己組有「自治班委員會」、也有主席、主席下分「交際」「衛生」「事務」
「風紀」「監察」「書記」「課業」「成績」「體育」幾個委員、他們把自己治理得秩序并然、這該是値
得欽佩的事情吧！
日本籍學生、都住在宿舍裡、記者曾到宿舍裡去參觀、全收拾得非常整潔、有幾張床上、還放
着一本「讚美歌」。宿舍裡一共二十二個人、四個人住三間房子的也有、三個人佔三間的房子也有、
大致分成兩組、一組叫「玫瑰寮」、一組叫做「丁香寮」、名字很美麗、很雅致。
近一個月之中、他們開始建造新校舍、八間大教室、一個體育舘、一間圖書舘、圖書舘用宮殿
式、不久落成後、必定非常壯觀。
清水先生書法很好、記者在崇貞學園宿舍門上、看見他所寫標語式的對聯：「微微笑笑教而學、
不損天賦是教育」、筆走龍蛇、功夫精深。
崇貞學園的校旗上、有三個 H 字、這是代表 Hand Head Heart（手腦心） 的意思、孔子說：
「學而時習之」、他們却主張「習而時學之」他們都會種花、栽樹、挑花、補花。
崇貞這二十年裡、畢業生一共六百餘名、若加上中途退學的學生、已經過了一千名。畢業的學
生裡、留學日本的有六名、到東京學工藝的有二十幾個人、入高級中學和大學的也不少。
清水先生華語很好、人是十分和藹、把記者送出大門的時候、還一邊做耕一邊說：「勞駕、勞
駕！」
冒着狂風、又走進朝陽門、想到這個快樂的學園、和那一羣幸福的女孩子、眞美慕他們的生
活！
⑾

Yasuzo Shimizu, Chinaʼs Rice Christiansʼ a Headache to Missionaries, Says Nippon
Writer.（

Jul 8, 1939.）pp. 173 ― 174.

Editorʼs Note :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book entitled “Shina no Hitobito”
（People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e Rinyu Sha Press, Tokyo. We reproduce it here because

of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hich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the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which are made between Christians in China and Japan.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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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清水安三」（日本問題研究會編『日本現代人物傳』中冊、商務印書館、1939年７月）221
頁。
清水安三（Shimizu Yasuzo）／―北平崇貞學園主、現年四十八歳、滋賀縣人。―／一九一
五年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卽來中國、初任雜誌「我等」之駐華通信員、後與其妻剏立崇貞學園於
北平朝陽門附近、專門招收貧苦子弟、與北方勞工界接觸甚多、時在報端發表文章、北京政府時代
曾頒給五等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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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 「天橋愛隣館」、「崇貞女學校中學部」、「崇貞女學校小學部」、「清水安三」（李文裿・武田熙
編『北京文化學術機關綜覧』新民印書館、1940年４月）46、140、202、343〜344頁。
天橋愛隣館／【館址】天橋大街甲十號／▲沿革及成立年月
組織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日成立。／

由日本基督教聯盟時局奉仕委員會婦人部及現地委員會共同組織、婦人部及委員會各設委員

長一人、委員若干。／▲現在會務槪況
及略歴

醫療部婦產部、教育及其他事業分別工作。／▲館長姓名

清水安三、前朝陽門外崇貞學園長。／▲職員人數

三人。／▲經費之來源數目及支配

内地委員會募金、經常費預算一年三百元。／▲基金 由日本基督教會供給。
崇貞女學校中學部／【校址】朝陽門外芳花地／（電話）東局二九六九／▲沿革及成立年月
國十九年六月成立。／▲校長姓名及略歴
學神學部卒業。／▲教職員人數

民

清水郁子、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美國オベリン大

未詳。／▲全年經費數

一萬元。／▲經費來源

日本人捐助。

／▲學生人數及班數 一八五人共六班。
崇貞女學校小學部／【校址】朝陽門外芳花地／（電話）東局二九六九／▲沿革及成立年月
國十九年六月成立。／▲校長姓名及略歴

民

清水郁子、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美國オベリン大

學神學部卒業。／▲教職員人數 ［空欄］／▲全年經費數

一〇〇〇〇元。／▲經費來源

日本人

寄附。／▲學生人數及班數 一八五人共六班。
清水安三 基督教牧師、崇貞學園長。著書有「支那的新人物」、「朝陽門外」、「姑娘的父母」。
⒁ 「支那之友」（『全国雑誌社一覧』中央宣伝部宣伝指導處徴審課、1941年３月）101頁。
支那之友｜清水安三｜
［刊行状態空欄］｜警字第四四二一號｜北平支那之友雜誌社｜30,1,13.
註銷
⒂ 「清水安三」（外交部亞洲司研究室編『日本時人辭典』中央電訊社、1942年６月）192頁。
清水安三（Shimizu Yasuzo）／北平崇貞學園主、一八九二年生、滋賀縣人。／一九一五年京都
同志社大學畢業、卽來中國、初任雜誌「我等」之駐華通信員、後與其妻剏立崇貞學園於北平朝陽
門附近、專招收貧苦子弟、與北方勞工界、接觸甚多、時在報端發表文章。北京政府時代、曾頒給
勛章。
⒃ 「日大使館表彰優良日僑」（『申報』1944年３月８日）１面。
▲南京七日中央社電

駐華日大使館當局、前於本年日本紀元節對於盡瘁於中日親善之在中國

日僑民八名、分別予以表彰、現更嚴格選定下列日僑民十一名、及二團體、以其致力於兩國友好提
携、可資嘉獎、特分別授與表彰狀、㊀上海星野秀樹敎授中國人日語、貢獻於作育日語人材、㊁上
海頓宮寬盡力於治療及衛生防疫、扶助中國醫界向上進步貢獻於醫療執善、㊂廈門神田末清、常時
期盡力中國佛敎之發展與興陸、盡力於中國民衆之福利至鉅、㊃上海內山完造經營出版業、貢獻於
兩國思想文化之溝通與互相理解、㊄上海山田純三郎、援助國父孫總理、盡瘁於第一革命，其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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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溝通中日兩國人之思想、貢獻於兩國提携至鉅、㊅北京山室光、對於作育中國人子女、寶踐善
鄰精神、功續至鉅、㊆上海山岸多嘉子救恤扶助一般中國人、盡瘁於中國女子敎育至距、㊇張家口
松井絕岩、敎化保育中國人貧苦民衆、協助開懇水田等甚力、且創設辦日語學校、敎育中國人日語、
頗具成績、㊈張家口是永章子、專心於敎育中國人日語、□□宣撫民衆、㊉南通江北興業公司、努
力振興華北之經濟、並經營各項營業、貢獻於實踐善鄰友好之功頗鉅、㊉㊀北京天橋優鄰館實施救
濟事業、精勵全體職員、從事於善鄰友好、㊉㊁北京三澤旦貫、創立北京厚生醫藥整、貢獻於普及
農村醫療、㊉㊂北京淸水女士經營私立崇貞女學校、協力淸水安三氐、從事中日親善敎育之功績極
鉅。
⒄ 「日僑民廿一人／國府予以褒揚／對中日親善貢獻至鉅」（『申報』1944年４月１日）１面。
▲南京三十日中央社電

行政院以中日兩國訂立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共同宣言之際、兩國國民、

允宜相互提携、造成風氣、查有友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或以教育造就我人才、或以醫術嘉
惠我黎庶或從事於振濟、教養我寡婦孤兒、或盡瘁於實業、助長我農村生產。凡茲諸人、不惟裨益
邦交、抑且有功政府、特呈准國府、從優嘉獎、計盟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各予頒給嘉許狀
一紙、獎金合計國幣一千五百二十萬元、由外交部函送日本大使館、酌量分配。此事已由宣傳部、
於昨（廿九）日下午三時、發表如下：
宣傳部發表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 日前盟邦駐華谷大使閣下、對該國僑居我國盟邦僑民中、對中日親善

友好獻身努力之優良者、及其事業、經二次予以褒揚令後、仍隨時予以褒揚。國民政府汪主席、對
於谷大使所褒揚之盟邦僑民、及其事業、特於還都紀念日、給予褒揚狀、及賜予褒獎金。國民政府
就該褒獎金中、對於受獎個人及團體之努力、與特殊行為、一律贈予褒獎金一封、並對該事業認為
有資金援助之必要者、就其事業上之需要、贈予相當金額。所餘獎金予則預備作谷大使將來給受褒
獎者之褒獎金。此次受褒獎狀及獎金名單如左：一・救恤事業、松井絕嚴（大同）、天橋愛隣館（北
京）
、山岸多嘉子（上海）、楠木安子（上海）、神田末淸（厦門）。二・教育事業、星野芳樹（上海）、

山下默應（溜川）、三澤元貫（北京）、是永章子（張家口）、淸水亻力（北京）、山室光（北京）、吉利
平次郞（靑島）、豐田神尚（濟南）、藤江眞文（天津）、松尾豐德（漢口）。三・醫療事業、崛井利文
（宣化）、頓宮寬（上海）。四・其他事業、內山完造（上海）、山田純三郞（上海）、滿蒙毛織北支本部
（北京）、江北興業公司（南通）。

國民政府令
（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據行政院呈、以中日兩國自訂立同盟條約、曁大東亞共同宣言以來、邦

交日固、親善益□。兩國國民間、以相互提携之事實、造成風氣、允宜嘉導。茲查得友邦僑民崛井
利文等二十一、或以教育造就我人才、或以醫術嘉惠我黎庶、或從事振濟、教養我寡婦孤兒、或盡
瘁實業、助長我農村生產、凡茲所為、不惟裨益邦交、抑且有功政府、似非從優褒獎、不足以示報
酬。現屆還都四週年紀念之期、謹將各該有功於中日親善之友邦僑民、崛井利文等二十一人、開具
姓名及事實表、呈請鑒核、准予明令褒揚、幷頒發嘉許狀、優給獎金、以昭激勸、而勵來茲等情。
友邦僑民崛井利文、豐田神尚、吉利本次郞、楠本安子、山下默應、松尾豐德、滿蒙毛織株式公司
華北本部藤江眞文、星野芳樹、頓宮寬、神田末淸、內山完造、山田純三郞、山寶光子、山岸多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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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松井絕嚴、是永章子、江北興業公司、天橋愛鄰館三澤允賞、清水亻之等、與我國教育文化、
慈善實業各要務均致力有年、熱誠宏效、殊途同歸。贊助親善、詢屬有功、除分別頒給嘉許狀各一
紙、並頒獎金一千五百二十萬元、由行政院轉飭外交部、送請日本國大使館、酌量分配、以示補助
外、特予褒揚、此令。主席汪兆銘、兼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應褒獎友邦僑民姓名事實㊀掘井利文
自民國三十年在宣化縣開設醫院、免費治療、中國民衆受惠者、達四千五百餘人。㊁豐田神尚

自

民國前五年、任山東省立曹州師範學堂教諭以來、於今三十七年、中國學生受其薰陶者達三千人。
㊂吉利木次郞

自民國五年四月、設立中日兩國子弟同校之靑島學院以來、由國學往受其薰陶者、

不下二千餘人。㊃楠本安子

自国三十年、在江蘇崑山縣設立小兒園、致力幼堆教育、復於民國三

十二年、轉任上海濟良所、從事收容孤兒棄兒、及無家可歸之婦女。㊄山下默應

自民國十年、在

山東淄川縣設立曹洞之布教所、其後改為風井學校、教化兒童、迄今二十餘年、盡瘁於中國子弟之
教育、受益者達一千八百餘名。㊅松尾豐德

自民國十年、任職於漢口同文書院、前後二十餘年、

盡瘁於中國子弟之教育。㊆滿蒙毛織株式公司華北本部

自民國二十六年以淸河鎮為中心、經營農

園、專授專門技術、增進農村生產、功效卓著。㊇藤江眞文
對於中日兩國之提携融和、貢獻至鉅。㊈星野芳樹
普及日語貢獻至大。㊉須宮寬

自民國十年以來、經營東亞同文會、

自民國三十一年、在滬設立容海語學校、對於

自民國九年、在滬開設福民醫院、並任工部局醫師二十餘年、以醫

學知識貢獻中日親善。㊉㊀神田末淸
流、貢獻甚大。㊉㊁內山完造

自民國十三年來華從事宗教事業、對於兩國佛教之發展與交

自民國二年來華，努力出版工作，對於中日文化之交流、與中日兩

國之相互理解，貢獻至大。㊉㊂山田純三郞
運動、厥功甚鉅。㊉㊃山寶光子

自前淸先緒三十二年來華，追隨國父，盡瘁中國革命

自民國二十七年、來華設立中國子弟教育機關之東京自由學園、

對於善隣友好精神之表現、頗著功績。㊉㊄山岸多嘉子

自民國二十八年、在上海浦東南匯組織中

國婦女協進會以、盡力提高中國婦女之修養、與社會地位之向上、卓著成功。㊉㊅松井絕嚴

官民

國二十八年、在大同城內開設曹洞宗教所、醫治中國貧民、並於民國三十二年、組織水利組合、計
劃開墾水田、有功農民甚鉅。㊉㊆是永章子

自民國二十八年、來華在張家口成立回教女塾、教導

當地回教女子、頗著成効。㊉㊇江北興業公司

該公司在江北地區、研究各項經濟事項、並創設農

事試騐塲、加强農村生產、厥功甚鉅。㊉㊈天橋愛隣館

該館於民國二十七年、設於北平貧民街天

橋地區、致力與救濟厚生事業、對善隣友好、貢獻甚大。㊁㊉三澤元貫

自民國二十七年、在北平

設立厚生藥藝、教授中日靑年醫藥知識、並於各鄉區發生傳染病時、派遣學生協助防疫工作。㊁㊉
㊀淸水不力

自民國二十四年、任北平私立崇貞女學校教務主任迄今從事中國女子教育、功績頗著。

貳、戦後（1945〜1999年）の部

⒅ 「北平敵校校產 移交市教育局 用以擴充地方教育」（『大公晩報』1945年12月24日）１面。
【北平孟十二日發專電】敎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决定以一列敵產移交市敎育局爲擴充地方敎之用、
其中具已先請准行營准予動用，故今冬市立十七個中學及八十六個小學均係借用其中之煤爐以供取
暖之用。茲將此項敵下：日本城校（北新華街三十五號）、日本航空青年學校（西郊南村）、日本城北
國民學校（白米倉）、私立崇貞女學校（朝陽門外芳草地）、北京日本中學校（崇元萬）、日本外城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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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先農壇西壇）、日本西城第一國民學校（西直門大街三十六號）、日本第二高等女學校（光明殿二號）、
日本東城第一國民學校（帥府園）、日本商業學校（校尉營）、日本東城第二國民學校（貢院西大街四
條）
、金光語學院（崇外消北寺七號）、培達幼園（正陽們大街八十七號）、北京幼稚園（崇文外門街七十
五號）。

唐弢「清水安三会见记

⒆

日本纪行」（『人民日報』1979.11.28）６面。

到东京后的第三天是星期日，代表团日程表上没有活动。感谢日本朋友们的好意，特地为我安
排了一项个人节目：和樱美林大学校长清水安三先生会见。
去日本之前，我就记着周总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客随主便。意思是尽量听从主人的安排，少
提额外要求，免得使主人感到为难。所以，作为学术交流代表团的成员，虽然我有许多事情需要了
解，有许多问题希望向日本同行请教，只要看上去不大方便，总是竭力克制，除了增加访问仙台这
一项外，我没有提出另外的要求。
安排这次会见确实是友谊的体现。那还是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二天，在京都举行的一次宴会上，
和我同席的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最年轻的是鲁迅研究者片山行智先生，据主人介绍，他是增
田涉的学生。提起增田先生，我不禁憾慨于鲁迅在日本的朋友，这几年也一个个先后凋谢，失去了
见面的机会。于是谈到鲁迅其他几位日本朋友。我说几年之前，读过一篇清水安三回忆鲁迅的文章，
原来他还是鲁迅在北京时候的朋友，虽然以前在日记里见过这名字，我们对他却知道的很少。
坐在我右边的平冈武夫教授问： 先生愿意和他见见吗？
想必清水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了。如果他的健康许可的话，我是很愿意去拜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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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冈教授是老一辈的学者，白居易研究专家，著有《白氏文集校定》，在学术界熟人很多。他
离座到别的桌子转了一下，又回来坐下说： 清水安三近九十岁了，身体很健康，住在东京。他是
樱美林大学的创办人，现在仍然担任着校长。
同席的接待委员会委员、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从身边摸出小本，将这件事记下来，告诉我
回到家里，他将直接向东京接待委员会挂电话。
事情就这样从京都转到东京。我这里必须掉转笔头，对包括清水安三父子在内的东京朋友们表
示感谢。东京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我到达后就被告知：清水安三先生非常高兴接待来自中国的
客人，因为樱美林大学离我下榻的旅馆太远，他的腿又不便，决定在日曜日十二时，借座距离双方
差不多里程的八芳园，设宴招待我，顺便谈谈他在北京和鲁迅往来的经过。
六月十七日早晨十时，松井教授亲自驾车，和尾上教授一起来到旅馆。我匆匆收拾一下，带了
点小礼物，随着出发。路过神保町，那一带全是书铺，车内可以望见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岩波书
店的招牌。因为是星期日，书店没有开门，时间又过于迫促，来不及下车一游，便直奔目的地了。
原来八芳园是个很大的花园，极象阔人或者将军的府第。进门一片宽广的草坪，远处林木成荫，
杜鹃盛开，有岩冈、有曲径，亭台楼阁，布置幽雅而格局宏伟。八芳园的房屋分成三个独立的组
合：日本料理部、支那料理部、西餐部。松井教授把车一直开到日本料理部的楼前。清水安三的儿
子小清水先生和几个熟识的朋友，将我引入大门，脱去皮鞋，走过曲折的廊道，进入一个大约有二
十几席宽的屋子，中间用矮几连成长桌，人们隔桌相对，席地而坐。我被带到一边的中间，对面是
位穿西服的长者，我想，这大概是主人清水安三了吧。他右手按住席子，正想站起来，我连忙阻止。
坐在他身旁的小野忍先生和我握手，劝我坐下。小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写有《中国现代
文学》一书，翻译过古典小说《金瓶梅》和《西游记》，我们在东京大学一起座谈过。这时我才注
意：今天出席而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见过面的，还有伊藤虎丸、丸山升、尾上兼英、松井博光、德永
淳子……等各位，此外则是石川忠久、南云智、新村彻、小清水……等在樱美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
的专家。

①

清水安三先生虽然八十九岁了，看去却不过七十岁左右。肤色健康，肌肉结实，脸上略有几点
老年斑，颔下留着灰白的长髯。下颏微微抖动，开始准备说话。小清水先生在一旁照料他： 您先
吃吧，吃完了慢慢讲。

②

清水老人一面招呼客人，一面撕开纸袋里的竹筷，挟起一块剌身，细细地咀嚼着。他喝了几口
青酒，仿佛记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用筷子搅着酱汤，情不自禁地又讲了起来：
③

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
④

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不过，我们的主要交往在北京。我办崇贞学园，参加《北京周报》，都在
北京。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现在老了，还时常做梦，梦见北京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象发生在昨
天一样。
清水先生坠入回忆里。他说得很安详，很平静，一点不动感情。但是，这些平淡的语言又似乎
牵系着更为深远的思念。
《北京周报》是一份用日文刊行的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时当五四运动之后，周报译
载了文学研究会冰心、叶绍钧、庐隐、周作人等的作品；也译登过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
等的论文。在

支那和支那关系人物介绍

一栏里，笔名昏迷生的丸山幸一郎发表了《李大钊氏》、

《周树人氏》，清水也写过《陈独秀论》。此外还有胡适、钱玄同以至辜鸿铭的文章。鲁迅《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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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略》的一部分，小说《孔乙己》、《兔和猫》，都译载在上面。当清水准备接着开口的时候，我
觑空抢先问： 您最初去见鲁迅先生，就是为了替《北京周报》组稿吗？
我去组稿，但不是专为《北京周报》。 清水先生回答， 那时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
国内的报刊要我向爱罗先珂约稿，他刚被日本政府驱逐，但在日本还是很有名。我也向周氏兄弟组
稿。
老人喝了口酱汤，停下来想了想，继续说下去： 我第一次找的周作人，他是爱罗先珂的翻译。
作人有点贵族味道，摆架子，故意装作不在家。鲁迅先生从左厢房出来开门，邀我进去坐，这样便
认识了。鲁迅的日语讲得和爱罗先珂一样好。周作人虽然娶了日本人做妻子，日语却讲得不好，听
起来有一种奇怪的腔调。……
我不提什么问题，让老人自由自在地讲下去。
我常去看爱罗先珂。一向觉得周家是和睦的，兄弟怡怡，作人没有在我面前讲过鲁迅的坏话。
直到后来，我从文章里才读到。信子人也不坏，气量狭小，有点唠叨，鲁迅《鸭的喜剧》发表后，
我开玩笑叫她

鸭子 ，她不以为忤。……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

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我认识一个叫福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
他有汽车。第二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
您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吗？

有人问。当清水安三试图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小清水先生对

父亲说了很长一段话，我没有注意说什么。后来，清水老人解释说，据他的猜想，这件事和山本医
院有牵连。鲁迅和山本贤孝关系很好，还常常提起山本夫人田鹤子。每次上医院看病，为老太太取
药，都要带点糖果什么给山本的孩子。周作人的女儿若子死在山本医院。夫妻俩认为是医疗事故，
周作人曾在《顺天时报》登过启事，攻击山本医院。鲁迅没有理会这些，他照旧上山本医院看病，
给老太太取药，买糖果给山本的孩子吃。羽太信子大为不满。清水老人为了证实这两件事有关系，
他象背书一样背出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的日记。那一天，鲁迅上午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
到八道湾搬书，事情发生在同一天，清水很有把握地说： 结果是：打架了。 他又进一步说， 鲁
迅信任山本贤孝，从医道上信任他，也从政治上信任他。山本掩护过进步文化人。
文献上指这是张作霖时代的事情：进步文化人到山本医院避过难。 小野先生插了一句。 山
本也和李大钊熟识。 清水老人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故事里，他说， 当佐野学在国内住不下去的时，
到中国找李大钊。我使他们两个见了面。经过李大钊的帮助，他才从天津搭乘美国商团的船去了俄
国。
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绘声绘色地追述了自己去车站为佐野送行的情形。他说这种事情周作人是
不会理解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庐山会议以后，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吧，胡适从伦敦寄了一首
⑤

诗给周作人，敦促他离北京南下；清水也乘间劝告：日本是要失败的，希望周作人慎重考虑。周作
人不听，结果当了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据清水说曾在一次会上见到周作人。他穿着缎子袍褂，
象过节日似的， 神采奕奕， 坐在前排。 清水老人一面追述， 一面叹息说： 真是当了官， 增了光
了。
小清水先生多次劝他父亲歇一歇，慢慢讲，看来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自己也无法控制了。清水
安三继续告诉我：他有时仍往八道湾。武者小路实笃到中国，就由他陪着去见周作人。清水还说，
围绕着八道湾正房的变迁，可以看出周作人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老太太住在中院正屋，
前院西厢住鲁迅，东厢住周建人；后院一排九间，爱罗先珂借住东首三间，西首是周作人一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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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全家上下很和睦。第二阶段，老太太随着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占了中院，正屋变成书房，搭
起木架，摆满书籍，他就在里面抄古书，写小品文，与现实隔绝了。第三阶段，书籍搬到东西厢，
正屋放上沙发案几，成为豪华的客厅，专门接待贵宾，主人当上汉奸，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清水安
三说时不免有唏嘘惋惜之意。我决定把话题引回到鲁迅这边来。我问： 您知道爱罗先珂对周氏兄
弟的看法吗？
在北京大学一部分人的眼里，起先，周作人似乎更为重要些：他是教授，而鲁迅不过是讲师。
爱罗先珂也是讲师。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这位盲诗人是敏感的。他对我说， 日本还没有一个
象鲁迅这样的作家！

他从心底里赞扬鲁迅，佩服鲁迅。

您在《周三人》里介绍鲁迅和他的小说。听说当初还译过《孔乙己》，将译稿寄给鲁迅，请他
修正，结果改为鲁迅口译，由您笔录。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后来发表的《孔乙己》，又写着
译

仲密

呢？
我不记得有将译稿送请鲁迅修改的事。但的确有这么一回，我将诗稿送请鲁迅指正。他看了

说： 不要做诗了，你不能做诗。 ……
一听这话，在座的人全都哄笑起来。清水安三没有笑，他继续说下去： 许多人说《藤野先生》
是一首诗，这是不错的。但藤野先生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觉得，鲁迅自己就是藤野先生。讲到
《孔乙己》的翻译，可能和《兔和猫》一样，也由鲁迅本人译出，发表时一个用
一个用

鲁迅作，同人译 ，

鲁迅作，仲密译 ，多一点变化。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想。因为我还记得：《鸭的喜剧》是

先用日文写成的，然后再译成中文，那是怀念爱罗先珂的，也表达了鲁迅自己孩子似的纯洁的心地。
他生成一种不肯迁就的性格，对别人却非常和善，照顾得很好。
清水安三先生似乎又坠入沉思了。
我怕老人过于疲劳，便从布包里取出带来的一张织锦画幅，说明为了感谢清水先生盛情的款待，
为了纪念能在日本见到鲁迅先生一位早年的朋友，借这小小礼物，表示自己对长者的一点敬意。我
立起身，清水先生也以迅速的动作从席上站起，双手接过画幅，一面看，一面连连称赞： 真美！
真美！
他大概又将做关于中国的梦了。
在门外照了几张相，我们便在草坪上散步。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花园。我们沿着小径向林木深处
走去，一丛丛盛开的杜鹃含笑相迎。前面是架小桥，桥对面土阜上立着一个中国式的亭子，溪水流
入池塘。几只白鹅，三对鸳鸯，恬静地、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林间荡漾着仿佛是笙箫的悠徐的声
音。一起散步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今天是日曜日，日本的家庭喜欢挑选这一天，挑选在中国料理部
举办喜事，这大概是从那里传来的音乐。真的，这音乐听起来十分熟悉，便是入耳后那种悠远、舒
徐、安闲的情趣和声调，也是我凝神遐想时常有的感觉。我抬起头望天，故乡一样熟悉的景色呵：
天空碧澄澄地，象一个蓝色的海洋，上面飘着几朵棉絮似的柔软的白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写毕于庐山疗养院二分院
①我回国后，查日本出版的有关资料，记清水安三于一八九一年生于日本滋贺县，那么应是八
十八岁，可能介绍时按中国习惯计算。
②剌身，读如萨西米，即生鱼肉。
③据日本出版的有关材料，记清水安三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来到北京。
④崇贞学园，一说即现在的朝阳中学。
（ 225 ）

92

立命館経済学（第68巻

第２号）

⑤胡适这首白话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共八句。第一句为
……

末二句是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劝周作人南行。因为那时胡适

已去华盛顿，周作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写了一首答诗寄至美国，诗里表示自己有

老小 ，不能离京。

戈宝权「鲁迅研究新成果的汇集 ―介绍1979年号《鲁迅研究年刊》」（『人民日報』1981年

⒇

１月17日）８面。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早在艰苦斗争的
1941年，革命根据地延安就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并出版了《鲁迅研究丛刊》。
全国解放后，有人写信给许广平同志，建议编辑鲁迅研究年刊，但一直未能实现。近年来，我
国各地的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以及不少高等院校，都先后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并出版了鲁迅研究
丛刊。这不仅是全国鲁迅研究者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热爱鲁迅的广大读者都感到高兴的事！
《鲁迅研究年刊》是由西北大学郭琦和宇新担任主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我不久前
接到这本年刊的样本时，心里有着说不尽的喜悦。首先是王光艺设计的封面就吸引住我。在乳黄色
的封面上，以鲁迅写的《拿来主义》的手稿为背景，上面加印着张松鹤制作的鲁迅浮雕像和周建人
写的

鲁迅研究年刊

几个刚劲有力的题字。

当你打开这本十六开的将近六百页的《年刊》时，从《编者的话》和目录中，你就会发现全书
文图并茂， 尤其是木刻画家彦涵为《年刊》 所制的鲁迅像和为《孔乙己》、《明天》、《白光》、《祝
福》等小说所作的插图，还有黄新波的遗作《怒向刀丛觅小诗》（版画） 和裘沙画的鲁迅像素描等，
都使得《年刊》更为生色。
在

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

栏目里，我们首先读到了鲁迅生前的老友茅盾、曹靖华等人

的良好祝愿与希望。如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中说： 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
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
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李何林则提出，在研究鲁迅领域中，
要勇于贯彻

百家争鸣

方针 。这些话可说是语重心长，值得鲁迅研究者的重视与深思。

在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到周建人的文章《鲁迅为何弃医学文艺》和《回
忆鲁迅片断》、楼适夷的《鲁迅二次见陈赓》等。这些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鲁迅的佚文，近年来不断有所发现。《年刊》发表了不少佚文，这是极为重要的文献。
在《年刊》中还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其中有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还有些是注释
鲁迅的书简的，如《鲁迅致徐懋庸七封信的注释》，《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它》等文，都很有参考
价值。
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的伟大作家，因此《年刊》专辟
有

鲁迅研究在国外

的栏目。如《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一文介绍了外国作家对鲁迅的评

价，以及外国翻译出版和研究鲁迅著作的总的情况。由于日本是翻译鲁迅作品最早也是出版鲁迅研
究论著最多的国家。这里选择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写的《谨忆周树人》，以及清
水安三、内山完造、增田涉等人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了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学者
所写的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
整本1979年号《鲁迅研究年刊》，其中所刊登的文章，大部分都是1979年新发表的。在国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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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方面，包括有我国老、中、青三代的鲁迅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港澳地区的研究者和国外的一些研
究者，因此，这本《年刊》可说是国内外鲁迅研究方面的新成果的汇集。我高兴地把它介绍给我们
广大的读者，同时也预祝1980年和1981年的《年刊》早日出版，在汇集和促进鲁迅研究工作中作出
更新的贡献！
胡京春・禹善「李大钊赠给日本友人的北大二十周年纪念册今归故里」（『光明日報』1985年
８月28日）２面。
本报讯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野泽丰先生最近将李大钊当年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赠给清水先生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略］
李大钊在题字中所称

清水先生 ，即清水安三先生。他是近代来华之日本友人和进步人士，

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救国事业，写过许多研究和宣传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著作和文章，同李大钊
和鲁迅有过友好交往。一九二四年，他通过《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这一代表性著作最早向日本社
会介绍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据野泽丰先生介绍，北大廿周年纪念册是他从东京神保町的山本旧书店买回的，至今已收藏了
二十多年。（胡京春 禹善）
袁良骏「难得的大家风度」（『人民日報』1985年12月25日）８面。
1926年顷，鲁迅已经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他的名作《阿 Q 正传》等已先后译成了日、
俄、法等国文字。这时，鲁迅的学生、朋友、青年小说家台静农（现在台北大学任教）编集了我国第
一本研究鲁迅的论文集，题名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除收入周作人、茅盾等评论鲁迅、访问鲁
迅的十二篇文字外，还收入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阿 Q 正传》的赞语以及俄、日、美一些作者
论及鲁迅的有关文字。书编成后，台静农特请鲁迅过目、指正。鲁迅提了这样三条意见：一、删去
周作人的《阿 Q 正传》评论；二、删去所有外国人的文字；三、添上陈源的《致志摩》。
出于对鲁迅的敬意，台一一照办了。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有一两篇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于法文译
本《阿 Q 正传》的评语，和这一篇的俄文译者俄国王希礼君致曹靖华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
那的新人及黎明运动》中关于他的记载，以及最近美国巴特勒特去访问他的时候的重要的谈话，本
来都拟加入，后来却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外国人的文字，都是赞扬鲁迅的小说创作的；而陈源教授的《致志摩》却
是对鲁迅大搞人身攻击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某些奴性十足的人们，往往以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鲁
迅偏偏要把外国人的赞词删去，恐怕是针对了这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鲁迅并非不感激那些对
他的创作提出了中肯批评的外国朋友，但基于当时不幸的社会现实，他宁肯将这些可贵的意见统统
删去。
至于劝编者将《致志摩》收入，则尤为表现了鲁迅的大家风度。陈源的这封信，发表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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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30日的《晨报副刊》，而台静农的《序言》则写于６月20日，相距仅有数月。即使不管内容和
文风，仅仅从时限考虑，台也完全有理由将这封信排除在编集范围之外。但鲁迅却执意编入，这就
说明他是有意要容纳正确、错误、攻击等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不愿仅仅听到肯定和颂歌。后来，这
变成了鲁迅的一种突出风格，在一些论战文字中，他有意要尽量收录论敌的文章，而不是一见否定、
攻击便火冒三丈。
俗话说：泰山不拒土壤，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拒细流，方能就其深。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伟大
人物都是有这种吐纳宇宙的大家风度的。这一点，似乎很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某些少年得志的青年作
家戒。即使鲁迅主张删掉他弟弟周作人肯定《阿 Q 正传》的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种一般人不易做
到的大家风度呢？

參、2000年以降の部

「Shimizu, Yasuzo」（黃光域編『近代中囯专名翻译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635頁。
Shimizu, Yasuzo（1891― ）清水安三 日本天主教教育家，1915年来华。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北京市朝阳区志（初审稿）』北京市朝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1年12月）513頁、520頁、523頁。
［前略］1912年京师学务局取缔私塾，撤并后改为简易小学或识字班。私塾名亡实存。1915年
建万子营小学。1917年建楼梓庄、北马坊、金盏、长店４所小学。1918年建豆各庄、驹子房、奶子
房、清河营、马泉营、崔各庄、大屯、北甸、辛堡、北皋、孙河、来广营12所小学。1920年建常营
小学。1921年在朝外碑楼胡同建崇贞平民女子学园，属私立教会学校。经费由基督教日本牧师清水
安三募捐所得。同年建大鲁店驼房营２所小学。［後略］
1936年朝阳门外私立崇贞女子学园增设中学部。校名为私立崇贞女子初级中学。1946年私立崇
贞女子初中改名北平市第四女子中学。
陈经纶中学

位于朝阳门外东大桥，是一所面向全市招收高中学生的完全中学。前身为崇贞平

民女子学园、崇贞女子学园、崇贞女子初级中学。1945年定名北平市第四女子中学，1947年增设高
中班。1949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1956年为北京市重点中学。1967年学校改名为朝阳中学，
男女学生合校。1989年，香港同胞陈经纶捐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在朝阳中学和东大桥中学校址上
建校。1991年落成并启用，改名陈经纶中学。
张玉梅「建成个性化的首都名校―陈经纶中学全面建设北京市首批高中示范校侧记」（『光明
日報』2003年４月13日）Ａ２面。
陈经纶中学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名校。漫长的历史为她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也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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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办学传统。她曾有着令人骄傲的育人业绩，近几年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学校也一度
出现了教育改革滞后，教职工积极性不高、学生高考成绩滑坡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朝阳区教委
大胆启用了第一位竞争上岗的校长张德庆，这位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曾获得过北京市模范
班主任和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他带领全体师生争办了朝阳区第一所市级示范高中，几年来，他推
动教改、注重科研、完善管理，抓住建设示范校的机遇，使陈经纶中学整体办学水平又跨上了新的
平台，80年老校又焕发了新的青春。
优雅的环境让学校亮起来
陈经纶中学1921年由日本友人清水安三先生创建，并于1991年由香港爱国人士陈经纶先生捐资
改建。学校的西班牙式风格建筑别具特色，校园环境优雅宁静。建校80年之际，学校将镌刻着安三
先生教育名言的石碑矗立在美丽的校园之中，将陈经纶亲笔题字的汉白玉雕刻的楼名镶嵌在楼壁上，
新建了带喷泉和彩灯的校园文化广场。典雅的建筑与壮观的操场相映衬，铺在地上的劝学篇，立体
的校徽雕塑，科技画廊、艺术雕像和壁画，以及学生的活动剪影、书画作品和绿化的点缀，多方位
立体地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校的现代化设备也一应俱全。学校装备了朝阳区目前最先进的校园网，八条光缆连接了学校
十栋楼房，教师实现一人一机办公备课。为使学生享受满意的教育服务，学校将原来的阅览室分割
为七个区域，即电子阅览区、期刊阅览区、独立学习区、互助学习区、交谈区、会议区、办公区，
为42％的学生提供了同时阅览的机会，既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又大大提高了设备和设施的
使用率。学校的图书馆全天开架借书、实验室对学生开放实验、体育组对学生开放全部器材、校园
网对学生开放所有教育信息、体育场馆对学生开放、教师办公室和校长室对学生开放。开放的举措
必然促进新的教学关系和教学模式在学校的诞生。［以下略］
「北京市朝阳区普通教育志」（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中国书店2006年３月）370〜371
頁。
［前略］／朝阳区位于北京城外东部，明清属京师顺天府，为大兴县辖，是落后的农业地区，教
育非常落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师督学局在朝阳门外开办京师第二初等小学堂，招收满旗
子女入学，是本区办学之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学堂改为学校，招收五族学童入学。1921年
日本侨民清水安三夫妇在朝阳门外碑楼胡同开办崇贞女子学园。1933年。当局推行义务教育，东郊
的教育稍有发展。1939年，崇贞女子学园设初中部，是本区办中学之始。1942年，东郊区有公立、
私立小学21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教育局接收中小学，崇贞女子学园更名为

北平市立第

四女子中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了公立中学１所，小学20所。［後略］
「清水安三（1891 ― 1988）」（《鲁迅大辞典》编委会编『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12月）1013頁。
日本神学家，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1915年在同志社大学神学部毕业。1919年作为神甫派到
中国，先后在北京创立崇贞学园、爱邻馆，从事天主教宣传和宗教教育。1921年结识鲁迅。1922年
撰写《中国当代新人物》，在日本《读卖新闻》上载了一个月，其中《周三人》一章评介鲁迅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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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是日本最早介绍鲁迅的篇章之一。1923年１月20日，鲁迅与清水等五人赴爱罗先珂和周作人设
的晚宴。同年８月１日和翌年５月７日的日记中也有他们交往的记载。其间鲁迅曾用明信片题诗一
首寄给清水安三：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佛教， 立地杀人。 （《集外集拾遗补编・题寄清水安
三》）1927年鲁迅移居上海后，他曾向鲁迅介绍过内山完造。1945年被遣返回国。归国后创立樱美

林大学，任校长兼文学教授。1967年５月，写过回忆鲁迅的文章《值得爱戴的老人》，谈到鲁迅曾
帮助他修改孔乙己的译文之事。著有《中国新人和黎明运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的心》等。
刘伟「1909年，鲁迅第一次在日本媒体上出现，迄今已过一百年。回顾日本的百年鲁迅研究，
可从一个角度见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行程―一百年，鲁迅研究在日本」（『人民日報』2010年
３月２日）24面。
在日本，鲁迅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早在1909年，当鲁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时，
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五零八号

文艺杂事

栏，便报道了当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

翻译、出版的消息。当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给予了最初的介
绍，称鲁迅

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 ，他的《狂人日记》 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

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 。之后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战前相继出现了丸山昏迷、清
水安三、山上正义（林守仁）、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等人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
介绍。《鲁迅选集》《大鲁迅全集》等书籍的相继出版使鲁迅的作品在战前的日本就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战时的1944年年末，竹内好的《鲁迅》作为一部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它深刻而久远地影响
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以

竹内鲁迅

为根基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传统。从五六十年代

到70年代，经过尾崎秀树、丸山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以及近30年的丸尾
常喜、藤井省三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日本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如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最初的文学活动的注意算起，迄今，鲁迅在日本已被言说了整整一百年。
这百年间，中国的鲁迅研究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
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现在则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相对而言，日本鲁迅研究虽然时有起伏，而
且到20世纪末热情也有所减弱，但是总体上看，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的态势，即使是当鲁迅被政治
图解和被某些中国人百般诋毁的时候，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然严守坚定的学术立场和严谨
的科学态度介绍和研究鲁迅。为什么同一个鲁迅在不同的国度中，却有着如此相异的历史命运？在
当下鲁迅研究处于困境的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这是回顾百年日本
鲁迅研究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地方。
日本的鲁迅研究从来都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学术活动，因此，科学、严谨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与
追求。像竹内好，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情势下，依然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独立和超越于战时政
治需要之上，用生命和心灵感悟和解读鲁迅。《鲁迅》是竹内好在即将被派往中国战场之前写下的，
深层的写作动机包含着对日本战时下文学为战争服务的文学现状的殊死抵抗。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
他沉潜入鲁迅的精神内面，以对鲁迅思想中的悖论的发现和解明，写下了被称之为
《鲁迅》，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
的政治性

文学与政治 ，鲁迅的

近似遗书

的

回心之轴 、 挣扎 、 抵抗 、 拒绝政治

等众多命题，至今深远地影响着日本的鲁迅研究。

当然，日本历史上也有过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对鲁迅的误解。在中国，曾经很长时期里出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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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政治需要，鲁迅常常被绝对政治化、工具化和简单化，而鲁迅作为文化巨匠的文化内涵与品
格和作为文学家的文学色彩与内蕴却往往被淡化和忽略了，使鲁迅研究陷入于单纯政治化的范畴之
中。但是，在日本，不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自身的政治运动与思潮，都为日本鲁迅研究提供了
促其成熟和获得独立自觉的外部刺激和反面借鉴，使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文人始终坚守研究的独立
性、纯洁性和学术性。像丸山昇从不盲从于任何权威、教条和政治形势，惟一认定的只是事实本身，
主张以鲁迅史实为基础，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中研究鲁迅，开辟了实证研究
的先河，对鲁迅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后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突破。显然，坚持和捍卫鲁迅研
究的独立性，既是日本鲁迅研究不受外界干扰，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秘诀之一，也是给予我们的一
个重要启示。
学术的独立并不等于与政治绝缘，更不意味着逃避现实，日本鲁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
是一方面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支配，
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密相连，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
性与现实性。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动机之一，就是站在对日本

疑似近代

的反省的立场上，通过

真正的近代 。竹内好写于1948年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就是借助鲁迅

鲁迅看待

和中国作为反省和批判日本近代的内在力量。他将日本与中国加以对比，把中国和日本在接受西方
近代文化的方式区分为

回心型文化

奴隶

为一种失去主体性的

与

转向型文化 ，批判了近代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把它视

文化。他肯定了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

抵抗 ，也就是

抗拒为奴

的精神，而最能代表这一精神的，在他看来，就是鲁迅。正是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对日本的
主体性进行审视和反思的一面镜子，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并由此展开对亚洲
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生成。丸山昇和伊藤虎丸等人继承了竹内好的强烈的现
实感和反省意识为核心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他们从鲁迅身上，也从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当中意识到只
有通过

回心

式抵抗才有自我变革和发展，才能实现主体性真正的确立。鲁迅构成了借以反省和

批判日本的近代和

战后民主主义

在当下鲁迅研究日益趋于

的重要媒介和重建亚洲主体性的思想资源。

古典化

和边缘化，不再与当代生活构成对话关系时，竹内好等人

的方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历史并将文学与现实连通的路径，它所启示的就是在对当代思想与
文化的观照和批判中，将鲁迅研究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重返当代思想与文化的前沿，
构建一种与时代充满弹性与张力的鲁迅研究的生存机制与功能体系。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日本鲁迅研究的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和超越自我的
历史。正是在对小田岳夫和增田涉及战前日本鲁迅研究肤浅理解的批判与挑战的基础上，竹内好建
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方法，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被有效地注入到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但是，日
本学者在继承的同时，并没有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奉为终极性的完成，而是不断发起新的挑战与批
判。比如丸山昇就是试图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
的一面，用 革命人

革命人

把

文学者

与

竹内鲁迅
启蒙者

强烈的

玄学

品格，还原了鲁迅

统一起来，以克服竹内好的二元论，

相对于竹内好直觉式的哲学性研究，采取严密的逻辑实证分析，拓展和深化了认识鲁迅的思维空间。
伊藤虎丸比较注重鲁迅思想与文学生成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在吸收竹内好思想成果的同时，以
末论
文学

来深化竹内好的 回心
和

启蒙

和

文学的自觉 ，并用 欧洲近代的 个

的思想

终

观念来统一

的矛盾关系，在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

之关系的探讨中，提出了

原鲁迅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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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日本鲁迅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愈来愈趋于向外转的倾向，并开始从政治研究向
文化研究过渡，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而这一切，同样深蕴着竹内好的巨大影响和超越竹内
好影响的不懈努力，也是竹内好所主张的

在发展中来把握鲁迅 ，通过自我否定鲁迅这一象征来

从鲁迅身上无限地生发新的自我，发现新的来自于鲁迅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能源。这就是时隔一个世
纪，日本鲁迅研究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刘柠「日本友人眼中的李大钊」（『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7日）Ｂ13面。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
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 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１月写的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

经济决定论

尚

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
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２月版，18页）

所谓与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 ，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

堺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

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
京的日本人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 ― 1924， 笔名丸山昏迷、 昏迷生）， 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
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 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
就是这位丸山。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页）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其本人的名字，也曾在
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
安三（1891 ― 1988） 回忆说： 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
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
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页）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
―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

离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四十坪（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一坪约
等于三点三平方米），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便在

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
歌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 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

大物 ，在周日学校里弹奏

赞美歌，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社会主义者。 笔者从未见过对早
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
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的、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
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 海龟 ，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
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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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 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
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 李大钊家位于在《鲁迅日
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中等
人家的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先端系
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

叮铃铃

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
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十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六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
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 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
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
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 （《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见《复活之丘》1982年３月１日号）
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保祐辅和
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菓子（一种日本甜点）
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
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
《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他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
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 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
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安三：《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的面向日本
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
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国内订阅过堺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
共委员长佐野学从国内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
忙，李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
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
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
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
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入手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
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
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成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
为了友情，竟

僭越

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
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３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
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 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
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
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

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５月８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

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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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
守常迷信共产 ，哭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夫人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
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

支那通 ，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

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
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

村长

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李

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
李是毛泽东的老师（指北大时代，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时，毛为图书管理员），因弟子的 伟大

而

伟

大 。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 是很难
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
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 。 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
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悭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
的话，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 （《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
新京报记者・朱桂英「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贫民教育家」（『新京報』2012年６月30日）Ｃ
６面。
如果一个人内心明亮，坚执善念践行一生，那么他身上就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关乎人性的力
量与善的界域内，独自生辉。清水安三的一生，正属于这样的故事，年轻时，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
从日本来到中国，带着

为中国做点什么

的简单信念，投身贫民启蒙教育，最后因日本战败被迫

离开，近三十年的耕耘，留下一座崇贞学园（即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学校几易其名，多年之后
终究鲜为人知。
清水安三（1891 ― 1988）
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大学时代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对中国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
学的前身）
。2006年在崇贞学园建校85周年之际，陈经纶中学内竖立清水安三的塑像。

小石子的启悟
清水安三生于1891年，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长兄主事不力，且因一场激烈缠绵的情事，累及
全家的物质生活，以致安三的少年时代充满压抑与不安。1904年，他出门远行参加中学入学考试，
母亲在他随身携带的柳条筐里准备了两套衣服，和服与学徒服，告诉他考上就穿前者，考不上穿后
者。所幸，和服得选。
安三的中学英语老师沃利慈，是来日传教的美国基督徒，二十几岁的年轻传道士，在异国他乡
以理想为马，温柔乐观，安三被他深深吸引。沃利慈不久因热心传道，忤于当局，失去教职，仍挫
而不馁。一次，安三与沃利慈同游郊区，身无分文的沃利慈手指一片空山谷，计划将其买下建疗养
院，安三内心大动。
中学时代的安三，成绩不佳，自卑之心甚重。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后，他受启于圣经故事中
小石子的形象，即便最卑微的东西，有信有爱，就有奇异荣光，于是将自己当做是一颗小石子，相
信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以此褪去自卑。之后他认真帮助那些与自己一样学习成绩不佳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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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虽学不及人，但教有所长，很受激励。
1917年６月，安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沈阳。虽是信靠神爱，他依然不够聪明，在沈阳的第一场
演讲中，他说要把中国建成美利坚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认为日本人应该担负美国建国时代的清教徒
所担任的责任，如有必要不惜与日本一战，如此等等，极具社会想象力，政治判断极乱，倒也有语
惊四座的效果。
之后他的政治判断力似乎未见提高，二战乱世，他也没搞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立场与利益所在，
唯信和平同兴。不过，省下思考政治时局的心力，用来专心做教育，也不失为好事。
在沈阳两年，安三完成自己的婚事，成功开办了一个免费儿童馆，内设秋千滑梯等游乐玩具，
他每天在口袋里装上梳子、卫生纸，随时准备给孩子们梳头擦鼻涕，心里想着游乐园可能发展成幼
稚园、学校……这些，他最终都实现了。
朝阳门外的彩虹
1919年安三被教会派遣到北京，身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近距离感受中国现代转变的
时代脉动，照理该是别有一种阔大与入情。但安三自己文章里却是说，因为日本同道都拼命学习，
自己汉语功底很差，不得不也拼命学习，所以读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
大量作品，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踏入对中国思潮的研究。很朴实有趣的逻辑，在安三那里
就是真实，从真实本分出发，不涉玄理大义。
关于1919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记忆，停留在五四运动，但其实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
就出现了旱情，到1920年春秋两季，旱情更加酷烈，最终引起华北五省特大灾荒。1920年９月初，
《申报》、《大公报》有专题报道，以哀鸿遍野描述灾情，报道说有举家无法图存而阖门自尽者。
安三在灾情还没有加剧时，就着手准备救援工作，他以书信面谈，说服日本权势人物出资支持
自己救灾，及时开设灾童收容所，驾着驴车一个个村寻找，把濒临饿死边缘的农民孩子集中起来收
养，到麦子收期再让他们返家。1921年春天风调雨顺灾情减除，但部分孩子无家可归，安三为此创
立了一个孤儿院，之后在此基础上开设了学校。
五四前后，也是世界妇女运动的高潮之时。但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女性，若无一技之
长安身立命，仍是无法获得权利与尊严。安三对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充满期待，但在北京的朝阳门外，
他却发现了夜幕掩盖下的性交易，10日元的贞操价格，让他震惊，他想到了办工读学校，女生可以
在学校里既可工作赚钱也能学习，阻止贞操买卖。
学校建立之后，取名崇贞，以老实、宜强为训，办学宗旨为

学而事人 ，落址朝阳门外。作

为校长的安三，既要负责各处募捐筹集资金，也负责将学生们做的刺绣工件推销出去，四处奔波，
苦心经营，亦乐在其中。彼时朝阳门外为贫民聚集地，工读学校免费学习还能赚工资，对很多家庭
来说，将女儿送去崇贞，是为上好选择。即便在抗战爆发排日情绪浓烈时，崇贞学园对于底层家庭
的魅力并未消退。
安三为学校所作的校歌中，有
上，刻有

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

一句，学校宿舍入口的门

微笑微笑教而学，不损天赋是教育 。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一批中国妇女节

的领袖人物来。
但1945年因日本战败，崇贞学园收归中方，相关资料尽毁，其学生最后的流向尚未有人整理，
桃李之绩不曾清晰呈现。根据学校设置，学生在崇贞毕业之后送往日本的教会大学留学，学成之后，
所为即是 事人 ，落于平民阶层，如水濡沙，尽一己之力，若作推测，该是很少以高大光辉形象
（ 235 ）

102

立命館経済学（第68巻

第２号）

显影历史舞台。
单纯的中国通
作为基督徒的安三，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平具有绝对的价值，超越利益与权力，中日开战的阴云
渐浓，他和妻子开始行动，希望说服有影响力的人行动起来阻止战事。
1936年１月３日，胡适在日记里写到： 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 来
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 。之后转笔叙述其他事情，对于清水安三为何人，
未做任何说明。
两国交战，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非单纯美好意愿可左右。清水安三的游说，除了让他自己觉得
内心无愧之外，别无他效。从胡适日记的口气来看，安三的行为已招致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意
识到。抗战暴发后，安三回忆这次会面，为自己口才不佳未能说服胡适而痛心，仿佛他对这场战争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安三文中回忆，当时胡适还为他写了一幅字

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想起梦中一笑。 这是胡适于1924年写的小诗《烦闷》，胡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此诗与胡适爱而
不得的情事有关，很难猜测胡适写这首诗给安三，意在何处，安三自然也是稀里糊涂，而胡适对此
只字未提。
抗战爆发后，安三并未听从日本驻华使馆的撤离之令，仍在学校主事，并热心和平游说。他在
炮声中立愿，万一被流弹击中身亡，希望在崇贞学园立墓碑，他为自己想好的碑文是： 跨越国境
涓流之真清水，手捧黄土献给芳草之园 。幸好北京未成为战场，学校正常运营至1945年。
在中国期间，清水三安与当时中国名流诸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过交往，也曾与
蒋介石会面，他把相关见闻叙于文字刊发在日本境内的报纸，被日本国内人士当做是中国通，安三
的稿费收入则用于学校。
离开中国后，清水安三在日本继续办学，白手起家筑成樱美林大学。中日恢复正常交往之初，
安三受邀访问中国，但他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拒绝了。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都怀有信心而死去，虽然没有得到 所应许的，
但却都远远看见―这些是清水安三最爱的圣句。
彭定安「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光明日報』2013年９月30日）５面。
［前略］／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我且先从
读者接受方面来加以证实，以为直接论证的准备。
在中国的鲁迅接受史中，一代代读者从鲁迅作品中期盼也确实获得的是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对
人民自由解放的追求、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的爱。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感知、对于中国
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切肤感受。与这一切紧密联系的，还有培育了中华民族在救亡
图存中最需要的爱憎分明、坚贞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格。几代中国人，在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
以及鲁迅品格的哺育下成长；鲁迅的深刻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众多事实，
成为鲁迅作品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的最有力而切实的证明。
国外的鲁迅接受也是如此。国外的读者和研究者，读鲁迅，就是读中国；研究鲁迅，就是了解
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他们很早就提出了鲁迅文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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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意义，以及为此而具有的社会批判的品性。从1921年第一个向日本推介鲁迅的清水安三赞扬
鲁迅痛苦地

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

一股脑地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 。后来，山上正

义又指出： （鲁迅）以阿 Q 这个农民形象为中心，描写了中国农村、农民、传统、土豪和劣绅。特
别是描写了他们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它深刻地描写了这次革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这些评论，把鲁迅文本同现实的中国、中国社会和它的

国民革命

的实质联系起来，指出了鲁迅

文本深刻的民族性和革命意义。更具深刻意义的是，第一本《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把鲁迅与
孙中山相提并论，指出鲁迅是
解脱出来 ，鲁迅是

可以和孙文匹敌的重要人物 。鲁迅着意于

人民从心灵的迟钝中

绝望的，愤怒的，不屈的和忧郁的 ，他的痛苦 远胜于孙文 。小田岳夫进

一步深化到鲁迅文本作为民族文本的思想文化和心灵改革的层面。／［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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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袁荻涌「國外魯迅研究一瞥」、『宜春師專學報』1996年第６期、1996年12月。
048．孫郁「 被近代化

的文化互證」、『讀書』1996年第11期、1996年11月。

049．李思樂「魯迅寄給清水安三的一張明信片」、『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1996年11月。
050．泉彪之助「回憶魯迅和上海內山書店―內山正雄、兒島亨、內山芳枝采訪記」、『上海魯迅研
究』９、1998年９月。
051．映泉「唯大英雄能本色―我讀辜鴻銘」、『長江文藝』1999年第５期、1999年５月。
052．唐政「魯迅與日本作家友人三題」、『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５期、1999年５月。
053．韓一德「李大釗留學日本時期的史實考察」、『李大釗研究論文集』、1999年６月。
054． 言恂「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瞥」
、
『常德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５期、
1999年10月。
⑶

2000年代

055．野澤豐「懷念劉大年先生―相識日本與重逢中國及其他的追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６
期、2000年11月。
056．丸山升「日本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2000年11月。
057． 楊念群「 辜鴻銘現象

的起源與闡釋 : 虛擬的想象抑或歷史的真實？」、『浙江社會科學』

2001年第２期、2001年４月。
058．徐靜波「松枝茂夫的中國文學緣」、『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４期、2001年10月。
059．靳叢林「冷漠的觀照 : 五四新文學到日本」、『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2001年10月。
060．于耀洲「日本社會對五四運動的態度簡析」、『史學集刊』2001年第４期、2001年11月。
061．陳漱渝「盛世修書―對于修訂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幾點意見」、『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
第２期、2002年４月。
062．張耀杰「北大講義風潮與魯迅的不稱職」、『粵海風』2002年第３期、2002年６月。
063．鐘兆云「解讀辜鴻銘」、『書屋』2002年第10期、2002年10月。
064．泉彪之助「山本忠孝―魯迅在北京時的主治醫」、『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2003年10
月。
065．郎紹君「豆村梁樹年和他的藝術」、『榮寶齋』2004年第２期、2004年３月。
066．王中忱「上帝兒女的國籍―讀山崎朋子《朝陽門外的彩虹》」、『書城』2004年第９期、2004年
９月。
067．黃喬生「魯迅、周作人比較研究片論」、『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 S1 期、2005年４月。
068．顧農「魯研叢札（下）」、『『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第１期、2005年５月。
069．顧農「最早的魯迅研究資料集―《關于魯迅及其著作》」、『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１期、2006
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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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石岡陶子「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之中日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４月。
071．吳俊峰「藤樹的儒學受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４月。
072．周朗生「尋求秩序」、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４月。
073．穆潔「做一名勇于踐行的校長―訪北京陳經綸中學校長張德慶」、『中小學管理』2006年第11
期、2006年11月。
074．楊早「魯迅對于日本的意義―以

竹內魯迅

為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

第４期、2006年12月。
075．散木「讀書識小及獻疑一二」、『博覽群書』2007年第４期、2007年４月。
076．無記名「李大釗：盜來

天火

的人」、『青年與社會』2007年第Ｚ2期、2007年６月。

077．朱洪秋「構建校本德育亞文化」、『中小學校長』2007年第11期、2007年11月。
078．張德慶「加強學校文化建設 提升學校德育品位」、『北京教育（普教版）』2008年第２期、2008
年２月。
079．宋揚「論伊藤虎丸的魯迅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４月。
080．王華「從接受理論看辜鴻銘《中庸》英譯」、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５月。
081．李雪「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的譯介活動」、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５月。
082．王林紅「周作人的日本情結」、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６月。
083．朱洪秋「生活即教育，社會即課堂，人生即遠足―北京市陳經綸中學

人生遠足

教育活動

紀實」、『思想理論教育』2008年第12期、2008年６月。
084．劉磊「唯物史觀視野下的毛澤東與梁漱溟農民觀比較研究」、昆明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10月。
085．元青「北洋政府時期的留日學人與中國文化的對日傳播」、『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１期、
2009年１月。
086．徐炳三「日本基督教會戰爭責任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１期、2009年２月。
087．靳叢林「戰前日本魯迅研究概觀」、『外國問題研究』2009年第１期、2009年３月。
088．劉永生「五四時期社會文化思潮考察―以湖湘思潮為例」、『求索』2009年第３期、2009年３
月。
089．靳叢林「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４月。
090．李謙「五四時期的胡適與馬克思主義」、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５月。
091．方厚升「《西方的沒落》與辜鴻銘」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３期、2009
年６月。
092．衡朝陽「李大釗和中國早期社會主義的研究回顧」、『黑龍江史志』2009年第12期、2009年６
月。
⑷

2010年代

093． 無記名「讓經綸成為學生自主成長的人生舞臺―北京市陳經綸中學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
『教育科學研究』2010年第２期、2010年２月。
094．孟建煌「論離臺內渡臺灣進士施士潔與日本文人」、『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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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期、2010年３月。
095．章莉「後殖民視域下辜鴻銘的儒經英譯」、浙江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４月。
096．陳力君「師者與他者―魯迅筆下日本形象之鏡觀」、『學術月刊』2010年第７期、2010年７月。
097．靳叢林・李明暉「竹內好與他的時代」、『上海魯迅研究』2010年夏、2010年７月。
098．藤井省三「日本人對現代中國的解讀―20世紀中國文學閱讀史」、『揚子江評論』2010年第４
期、2010年８月。
099．廖濟忠「梁漱溟倫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12月。
100．林清峰「 中國近代最有趣的人物

―辜鴻銘」
、『文史月刊』2011年第１期、2011年１月。

101．徐靜波「金子光晴的上海游歷及與中國文壇的交往」、『中國比較文學』2011年第１期、2011
年１月。
102．同道「國學大師之死」、『時代文學（下半月）』2011年第１期、2011年１月。
103．江棘「魯迅外文藏書提要（二則）」、『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１期、2011年１月。
104．齊宏偉「論魯迅

幽暗意識

之表現及由來」、『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１期、

2011年１月。
105．劉偉「中國現代文學的日本傳播」、『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２期、2011年２月。
106．阿信「挖掘魯迅與基督教精神資源的關聯」、『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６號、2011年２月。
107．成然「魯迅研究在東亞文化交流中的資源價值」、『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11年第２期、2011
年３月。
108．李超「日本學者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思想的影響」、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４
月。
109．王升遠「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筆下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中） ―以魯迅為參照：冷靜、溫和的
愛國者

與文壇宿將」、『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３期、2011年４月。

110．經晶「互文性視角下的辜鴻銘之《中庸》英譯文本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５
月。
111． 趙牧「書信・日記・自述 : 魯迅與宮竹心（白羽） 交往考釋」、『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３期、2011年５月。
112．付蘭梅「凝眸

過渡人

的文化臉譜」、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６月。

113．岳金龍「王占元與乾義面粉公司研究」、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６月。
114．王升遠「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筆下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下） ―

親日派

周作人形象在日本

的生成機制及其與文學譯介之關聯」、『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５期、2011年６月。
115．劉偉「二十世紀日本魯迅研究的三次轉向」、『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２
期、2011年６月。
116．蔣金晶「魯迅的文化傳播實踐及其文學思想的當代價值」、湖北民族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６
月。
117． 徐靜波「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始末及與中國文壇的關聯」、『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３期、
2011年８月。
118．宋紹香「世界魯迅譯介與研究六十年」、『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５期、2011年９月。
『現代中文學刊』
119． 李麗君「郁達夫1936年訪日新史料 ― 近年日本外務省解密官方檔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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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５期、2011年10月。
120．杜光霞「待宰的圖騰與逃遁的自卑―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新探」、『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2
期、2011年12月。
121．徐炳三「侵華時期日本宗教團體的政治態度―以基督新教為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１期、2012年１月。

122．熱妮婭「魯迅和契訶夫短篇小說語言風格比較研究」、長春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３月。
123．孫江「橘樸與魯迅」、『讀書』2012年第３期、2012年３月。
124．清水安三著、清水畏三編、李恩民・張利利・邢麗荃譯『朝陽門外的清水安三：一個基督徒
教育家在中日兩國的傳奇經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４月。
125．祝力新「《滿洲評論》及其時代」、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５月。
126．崔慧姝「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及其爭議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５月。
127．濱田直也「孫文與賀川豐彥―以1920年在上海的會談為中心」、『近代史學刊』第９輯、2012
年５月。
128．李春林「關于

肉薄

竹內魯迅

的札記」、『文化學刊』2012年第５期、2012年９月。

的新畫卷―靳叢林先生《竹內好的魯迅研究》讀後」、『外國問題研究』

129．羅文香「 竹內魯迅

2012年第４期、2012年12月。
130． 韓星「辜鴻銘中國文化重建的思想理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103年第１期、
2013年１月。
131． 王 娟・董 海 巍「東 本 愿 寺 與 北 京 覺 生 女 子 中 學 校」、Proceedings of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ICESS 2013）Volume 14、2013年１月。
132．楊庚新「紀念一代宗師梁樹年先生」、『東方收藏』2013年第３期、2013年３月。
133．任春艷「魯迅與美術」、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４月。
134．王垠丹「抗戰時期

新民會

管控下的北平音樂生活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3年

４月。
135．林敏潔「冰心任教日本事跡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４期、2013年４月。
136．薩蘇「馮玉祥 手拿饅頭的

拿破侖 」、『環球人物』2013年第10期、2013年４月。

137．楊姿「基督宗教界的魯迅印象與魯迅資源利用」、『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３期、2013年４
月。
138．朱文通「李大釗與近代中國社團」、河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４月。
139．靳明全「竹內好與藤井省三的魯迅論」、『華文文學評論』2013年號、2013年４月。
140．王淼「華北淪陷區基督教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５月。
141．何明星「《中國哲學史略》的世界之旅」、『中國圖書評論』2013年第６期、2013年６月。
142．錢昕怡「 國亡生活在

―長谷川如是閑的中國游記及其中國觀」
、『日本問題研究』2013年第

２期、2013年６月。
143．吳光輝「竹內好筆下的魯迅形象―以《藤野先生》的譯文為媒介」、『學術月刊』2013年第７
期、2013年７月。
144．張明杰「今關天彭與魯迅關係考略」、『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８期、2013年９月。
『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４期、2013年11月。
145．趙京華「魯迅與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橘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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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朱文通「李大釗與基督教文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１期、
2014年１月。
147．王雨海「別樣的魯迅―日本人心目中的魯迅印象」、『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１期、2014年１月。
148．於曉丹「辜鴻銘的翻譯觀：英譯儒經中的會通思想」、『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１期、
2014年１月。
149．劉偉「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問題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３期、2014年３月。
150．楊慧「魯迅白俄敘事考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２期、2014年３月。
151． 彭定安「魯迅的經典意義與當代價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２期、
2014年３月。
152．李伊雯「關于魯迅在日本接受情況的考察研究」、電子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４月。
153．王升遠「 文明

的恥部―侵華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橋體驗」、『外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

２期、2014年５月。
154．樂融「清水安三為何推崇魯迅」、『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第１期、2014年５月。
155．王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近代中日關係」、『文化縱橫』2014年第３期、2014年６月。
156．李濤「民國時期國立大學招生研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10月。
157．于寧「1937年通州事件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10月。
158．朱成甲「李大釗研究 : 異域嚶鳴傳友聲―讀後藤延子《李大釗・留日學生群體與日本社會思
潮》書稿」、『北京黨史』2014年第６期、2014年11月。
159．李文卿「魯迅之後： 戰爭期 （1937 ― 1945） 的滿系文壇與文藝」、『南方文壇』2014年第６期、
2014年11月。
160．黃艷芬「朱湘與魯迅」、『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４期、2014年11月。
161．林衛國「梁延武 : 中日文化交流的架橋人」、『文史月刊』2015年第１期、2015年１月。
162． 王建明「抗戰爆發前留日學人對日傳播中國文化的特點」、『東北亞學刊』2015年第２期、
2015年３月。
「對韓國三一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中婦女參與的比較研究」、吉林
163．朴新春（PARK. SAE-BOM）
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４月。
164．王升遠「大正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
『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
３期、2015年５月。
165．王建濤「華世奎與近代京津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藝術品』2015年第５期、2015年５月。
166．秦悅「李大釗如何做人與讀書？」、『協商論壇』2015年第６期、2015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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