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

瓊浦曼陀羅──中國詩人在長崎
廖 肇 亨＊
摘 要
匯聚了語言、人種、貨幣、文學藝術、衣食住的雜多性（hybridity），
浪漫印象始終不退的港口城市長崎，是多層次象徵意涵的文學書寫題材。長
崎是江戶漢詩極為重要的主題。這些詩作一方面反映了一時代人的心情與印
象，其觸目所及，也留下一些時代紀錄。歡樂風月往往是港口生活不可或缺
的部分，長崎的遊里文化是近世文化一個重要的主題。
長崎也是中日之間接觸最重要的窗口。明清鼎革、太平天國、民國肇建
等時刻，長崎收容許多避禍的難民。清初東渡日本諸人，如朱舜水、黃檗宗
隱、木、非三祖師與隱元座下十二弟子、東皋心越、張斐等人皆從長崎登岸。
在他們的詩作中，長崎固然是海外樂園，彷彿卻也是故鄉的延伸。晚清諸人
標舉明遺民作為民族革命的精神系譜，長崎亦幾乎是渡日學生、士人共同的
生活經驗。從清初到清末，長崎提供了中國的政治異議者庇護與希望，也是
聯絡、活動的場所。
本文將從戀愛與革命兩層進路檢視相關詩作的文化意象，此二者又與長
崎作為當時東亞貿易網絡中的商業港口性格密不可分。不論是就「自我 / 他
者」相互觀看的視野，或東亞文化圈價值觀念的交融互攝、港町文化的生發
改寫、甚至國族主義的交流激撞、跨文化語言的傳譯演變、宗教信仰的普及
流衍等等，長崎提供各種觀看與反省的新視角。

關鍵詞：東亞文化圈、江戶時代、長崎、中日文化交流、明清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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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詩的港口與港口的詩
匯聚了語言、人種、貨幣、文學藝術、衣食住的雜多性（hybridity），
多種文明的發凡與終結，半隱半現的複合政治體制（例如琉球王國），血腥
暴烈的火炮戈矛、繽紛炫奇的琉璃珠貝、千里孤身的弘法高僧、爛漫旖旎的
異國戀情。香港、上海、紐約、威尼斯，橫濱、神戶、函館、博多，還有那
重要性與日俱減（起碼跟江戶時代比較起來），浪漫印象卻始終不退的長崎。
1

歡樂過眼，風月無邊。重逢與別離，都在港口。

都市興盛至少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中心（政治、經濟、交通等），一種
在邊境。中心都市壯闊持久，秩序井然，四方來朝，端肅而修飾的容光；邊
境則倏忽短暫，雜亂間錯，殘欠的法令，一攫千金的可能，金錢與慾望，瞬
間聚攏又消散。秋波迷離，耳語流轉。求證與偽善，價值軌範與思想體系的
衝撞、破解與轉譯。基因譜序的改寫，凝視或流睇，或雅或俗。魅惑與試煉，
想像與等待，都在港口。
在長崎開港以前，日本九州各處，例如平戶、薩摩（今鹿兒島縣）各處，
甚至毛利藩（今山口縣），都已經聚集大量的中國移民。晚明也已經有《籌
2

海圖編》、《日本一鑒》等深具質量的日本研究著作， 但作為多層次象徵意
涵的文學書寫題材，仍然必須等待港口城市長崎的來臨。
長崎天領（直屬江戶幕府）後，江戶幕府在長崎設置奉行所，成立唐通
事會所，興築唐館，限制管理唐人的居所。長崎提供所有城市生活的條件。
無論如何，有清一代中日交流的管道，長崎一地始終是中國與日本彼此相互
觀看最重要的窗口。長崎，同時也是江戶漢詩極為重要的主題。長崎，是東
3

亞漢文學的一大課題，未發之覆尚多。雖然前人已經網羅相當數目的詩作，
1 港市的研究，可參見安野真幸，《港市論：平戶、長崎、橫瀨浦》（東京：

出版部，1992）一書；個別港口的研究太多，無法一一列舉，以中國的港口為例，
筆者耳目所及，廣州、泉州、寧波、上海，北方的登州（蓬萊）都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

2 關於明代中國對於日本的研究，簡要的介紹可以參見武安隆、熊達雲著，《中國人 日本
研究史》（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 65-92。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79-92。

3 參見上野日出刀，《長崎 遊

漢詩人》（福岡：中國書店，1989）一書；福田忠昭著，

林源忠等編，《長崎市史地誌編名勝舊蹟部》（大阪：清文堂，1981），第五章〈詩
歌〉，頁 1007-1017 等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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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為數可觀的作品未能與之論列。這些詩作一方面反映了一時代人的心
情與印象，其觸目所及，也留下一些時代紀錄。天領之後，長崎同時具有中
央與邊境的雙重性。既是商業貿易的門戶，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長崎奉
4

行在政府組織中的地位十分特別。 長崎是江戶幕府對外交流最重要的窗口，
也是盈漾異國情調的魔都。
另一方面，長崎對於中國還有一重特別的意義，特別是在大陸面臨動亂
的時刻，長崎成為反映大陸動盪的窗口，收容避禍的難民，明清鼎革、太平
天國、民國肇建等時刻，長崎成為太平仙都的代稱。軍國主義高漲的大日本
帝國，從長崎駛出的戰艦汽笛，又是多重惡夜的夢魘，長崎始終與東亞的政
治、軍事、經濟情勢的發展息息相關。日本江戶幕府在長崎收集各種情報資
訊，整理成各式風說書，盡見於《華夷變態》一書，成為了解明清時期中日
5

交流的重要文獻。

關於長崎文化此一題材的闡發之功，前賢已日積有功。平久保章對於黃
檗宗研究文獻整理之功無人能出其右，二十世紀初荷蘭駐日大使，《中國古
代房內考》的著者高羅佩（Robert H. van Gulik）曾對東皋心越十分著迷，
曾刊刻東皋心越的文集，在日本開創曹洞宗壽昌派法脈的江戶琴學之祖，方
6

又再入世人眼目。 大庭脩對於相關文獻的闡發之功罕有其儔，由於大庭脩及
其門人松浦章的努力，清代中葉的方西園、童華等人的著作，特別是汪鵬的
7

《袖海篇》， 如今已成為研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必讀材料。王寶平、蔡毅對
於晚清時期中日詩人在長崎交流的景致有深入細緻的分析，黃遵憲那些關於
4 關於長崎奉行，鈴木康子有完整詳盡的研究，參見氏著，《長崎奉行 研究》（京都：思
文閣出版社，2007）一書。

5 《華夷變態》乃是江戶幕府令儒臣林春勝、林信篤就以長崎為中心的風說書編輯而成的檔
案資料集，對於當時東亞交流與海洋交通提供一個清晰認識的門徑，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
關於《華夷變態》的研究史與重要性至夥，較新的研究可以參見龐新平，〈《華夷變態》
見 清初 海禁 長崎貿易〉，《大阪經大論集》55.1(2004.5): 227-242。

6 高羅佩是最早注意到東皋心越的近代學者，日後杉村英治、陳智超先後就東皋心越的著作
加以整理，見陳智超編，《旅日高僧東皋心越詩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序言部分。

7 清‧汪鵬，字翼蒼，一作翼昌，號竹里山人，錢塘人，以善畫，客遊日本，垂二十年。關
於汪鵬，參見大庭脩，《漂著船物語》（東京：岩波書局，2001），頁 137-174；松浦章，
〈浙江商人汪鵬（汪竹里） 日本刻《論語集解義疏》〉，《江戶時代唐船日中文化交流》
（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07），頁 2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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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作品曾經一時膾炙人口，梁啟超、狄葆賢的長崎印象又與那開始興揚
的民族主義革命呼聲息息相關。長崎作為東亞漢文學一個重要主題，在諸多
前賢的基礎之上，將之聯屬繫列，排比對照，其間，形象的嬗遞，義蘊的複
疊在前輩學者的鍥而不捨的努力逐漸打開。不論是就「自我 / 他者」相互觀
看的視野，或東亞文化圈價值觀念的交融互攝、港町文化的生發改寫、甚至
國族主義的交流激撞、跨文化語言的傳譯演變、宗教信仰的普及流衍等等，
長崎提供各種觀看與反省的新視角。
長崎既然是中日之間接觸最重要的窗口，政治之間的接觸，甚至許多細
膩的外交工作皆於此開展。從南明的日本乞師到晚清的國民革命，筆者耳目
所及，清初東渡日本諸人，如朱舜水、黃檗宗隱元、木庵、即非三祖師與隱
元座下十二弟子、東皋心越、張斐等人皆從長崎登岸，黃檗宗東渡日本雖然
不全為政治因素，但帶有相當程度的政治任務殆無可疑。在他們的詩作中，
長崎固然是海外樂園（相對於故國憔悴），彷彿卻也是故鄉的延伸，觀隱元
8

與大通事劉宣義之間便一目了然。 特別是對福建地區的人而言，東皋心越、
張斐都受到長崎地區福建僑民的排擠，但東皋心越在長崎的生活大體來說仍
然尚稱愉快。張斐赴日稍晚，已在康熙二十五年（1687）以後，時臺灣鄭氏
政權已經降清，因此張斐的日本乞師之說如果可信，其背後當是天地會一流
9

的會黨。 晚清諸人標舉明遺民，作為民族革命的精神系譜，東渡日本的朱舜
10

水於焉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 長崎幾乎是渡日學生、士人共同的生活經驗。
也就是說：從清初到清末，長崎提供了中國的政治異議者庇護與希望，也是
聯絡、活動的場所。意即：長崎代表著一種不同政治光譜的座標。同時，政
治認同（明、清）與地域認同（閩、浙、蘇、粵）也在大海的另一端持續交
鋒鬥爭。異鄉，是樂園，也是戰場，雖然未必刀鋒加頸。
8 清‧隱元禪師於 1654 年應日方招請，赴日弘法，劉宣義陪同隱元禪師赴江戶幕府之約請，
為隱元禪師與日方最重要的語言溝通橋樑。關於隱元禪師和劉宣義的關係，參見拙著，〈領
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一文（《域外漢籍研
究集刊》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1-224。

9 關於這點，歷來的學者似乎皆未提及，康熙二十二年（1684），鄭克塽降清，張斐雖然極
力自圓其說，但幕府對此事頗持謹慎不難想見。即令張斐所言屬實，亦未必出於個人之力，
當有組織為之圖謀，衡諸當時中國情勢，出於天地會之類組織的可能性極大，資料闕如，
姑存此說，以俟他日考之。

10 關於朱舜水的研究不勝枚舉，關於朱舜水歷史評價的再檢討，可以參見錢明，〈清末民初
的朱舜水熱〉，《浙江學刊》1996.5: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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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畢竟不是人生的全部，政權交替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作為
一個貿易港口，歡樂風月往往是港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長崎的遊里文化
是近世文化一個重要的主題，日本與中國的研究都已有相當程度的積累。不
過，港口的風月遊宴仍有些許特色，值得特別注意。依筆者管見，至少有：
（一）異國情調的相互觀看；（二）新舊事物與價值觀念的衝撞與融合；
（三）這些作品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商業或社會的實境；（四）從書寫特徵來
看，性別與國族主義的交互託喻等特殊的面向，值得繼續深入探究。古賀十
二郎、唐權對於長崎的青樓遊女與唐人、紅毛人之間的關係與相關的文獻作
11

過仔細的抉發。

以上兩端，並非截然平行，也有交錯。百煉鋼的英雄在繞指柔的浪漫情
境中如何淬勵心志。明清之際為例，大明政權覆亡以後，南明政權持續乞師
於日本，黃宗羲曾記述黃斌卿之弟黃孝卿乞師日本的經過云：
孝卿假商舶，留長崎，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
室。當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妓賽以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樂
之，忌其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發師之意益荒。12

黃宗羲對黃孝卿個人在溫柔鄉中放縱蝕骨的操守極不以為然，黃孝卿個人的
行為是否足以影響日本主政者發兵的意願先姑且不論。但從此段文字可以看
出：長崎既是浪漫銷魂的仙窟，也是各種反抗勢力集結的基地，長崎此一港
13

都兼具有革命與戀愛雙重性格於此歷歷可見。

本文將從革命與戀愛兩層進路檢視相關詩作的文化意象，此二者又與長
崎作為當時東亞貿易網絡中的商業港口性格密不可分。同時，長崎特殊的經
貿地位也造就其文化書寫的特色。本文除審視相關作品中所蘊含的港口文化
特質外，並嘗試探究中日雙方在不同的時空歷程中相互觀看視角與心態的轉
變，省思長崎在相關詩作中的文化意象，及其在不同時空歷程中的開展。
11 關於長崎遊女的研究，參見古賀十二郎著，永島正一校註，長崎學會編，《新訂丸山遊女
唐紅毛人》（長崎：長崎文獻社，1995）；唐權，《海 越
艷
──日中文化交
流秘史》（東京：新曜社，2005）等著作。
12 明‧黃宗羲，《行朝錄》，《黃宗羲全集》第 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182。

13 類似的說法，也見於清‧戴名世〈日本風土記〉一文，見收於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
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0，頁 2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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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土此民成此國：長崎與中國政治秩序的聯動關係
長崎開港（1570），時當東亞海上商業貿易（特別是私人貿易）的最盛
14

期。 另一方面，日本當時正處於戰國時代，西海的藩主大名，包括平戶藩松
15

浦家、 豐後藩大友家、薩摩藩島津家，都對中國的海客豪商十分歡迎。中國
16

方面視為盜渠魁首的王直、鄭芝龍事實上都受平戶藩松浦家的贊助保護， 後
來平戶港的商業機能逐漸轉移長崎，華人亦漸漸集中於長崎住居，長崎天領
之際，來自中國的人口已有數萬人之譜。早期移民日本的劉鳳岐（生卒年不
詳，約在明末清初）曰：「萬曆三十六（1608）年，至崎島，明商不上二十
17

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二、三萬人」、 萬曆四
十年（1612）兵部奏稱：「通倭之人皆閩人也，合福、興、漳、泉共數萬人
18
計。」 天啟年間的福建巡撫南居益（?-1644）則曰：「聞閩、越、三吳之
19

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

當時居住日本（特別是九州地區）的華人為數如是之眾，形成一個海外
20

華人移民社會亦在意料之中。 這個移民社會的居民以商業貿易為主要職業，
組成以閩、浙沿海地區的居民為大宗，仍然保存了許多原住居地的生活風俗，
21

甚至語言習慣。 西洋諸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各國亦在此競逐政
14 十七世紀海上貿易的研究，可以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1987）；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等著作。

15 雖然日本戰國時代，本州各地諸侯大名征戰無已，但九州各地藩主卻是相對安定的狀態，
平戶藩的松浦一族，其實也是個海上商盜集團，號稱松浦黨。一個簡明的介紹，參見外山
平戶貿易》（東京：國書刊行會，1987）一書。

幹夫，《松浦黨

16 鄭成功即出生於平戶，在赴閩依親以前，都受到平戶藩的保護（或監視？）。由此或許也
可以看出鄭芝龍與平戶藩的特殊關係。

17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0〈倭官倭島〉，頁 715。
18 明‧顧秉謙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 498「萬
曆四十年八月丁卯」，頁 9398。

19 明‧溫體仁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 58「天
啟 5 年 4 月戊寅」，頁 2661。

20 當時不只日本長崎，據說呂宋島的閩浙移民也有數萬人之譜。
21 關於長崎的華僑社會，可以參見李獻璋，《長崎唐人 研究》（佐世保：親和銀行振興基
金會，1990）一書；及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華僑社會〉，《人文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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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商業利益，從開港到天領這段期間，日本西海地區事實上近乎半獨立狀
態，在十七世紀騷動不安的東亞國際秩序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雖然從晚明萬曆開始，已有大量中國移民進入日本居住，但長崎成為文
22
人題詠的主題則顯在入清以後。 1654 年，隱元禪師應日本方面之邀東渡日
本，隨行的黃檗僧團諸人亦多能詩。東渡諸人照例皆先限制住居於長崎唐館
之中。然而隱元隆琦及其弟子木菴、即非等人在長崎時與唐通事等登高酬唱，
頗得山水之趣，例如木菴〈寒食前一天，監院然公請看垂絲櫻桃其一〉一詩
曰：
禁煙風不冷，白映綠芬芳。此樹猶清秀，千枝噴錦章。祖機全顯露，法相
密敷揚。豈待無花後，方知色是空。23

此詩前半白描，後半寓意，以繁華絢爛反襯空寂。監院然公，即逸然性融
24
（1601-1668）。 此詩若徒就詩藝觀之，本非佳作。而垂櫻實為日本風土特
色之一，就中國詩人觀之，黃檗宗僧人之前之題詠恐不多見。即非如一亦有
詩詠垂絲櫻桃，〈詠垂絲櫻桃贈劉耀哲英士〉一詩曰：
千條花間錯，通身掛瓔珞。不與眾芳同，孤光何其卓。25

賞櫻乃日本風俗，借物詠人乃詠物詩最常見的手法之一，無足深論。值得注
意的是反而是面對這樣十足異國情調的景物與詩題時，他們創作的方式與手
法，由於典故知識的匱乏，除了客觀的景物描寫之外，也常轉接中土桃花的
26

27

故實於櫻花之上， 即非如一〈戊戌三月望前一日觀千葉櫻桃花〉 一詩便全
集刊》11.3(1999): 435-473；中村質，〈近世 日本華僑──鎖國 華僑社會 變容〉，收
在箭內健次監修，福岡
協會編，《外來文化 九州》（福岡：平凡社，1973），
頁 133-275。

22 明亡以前東渡日本的人士當中，最為人所熟知者或當推陳元贇，然觀其文集中傳世之作（乃
後人收集所成，非陳氏手編）未及長崎，說明長崎成為文人廣泛關注的焦點尚在其後。

23 清‧木庵性 ，〈寒食前一天，監院然公請看垂絲櫻桃〉，《木菴全集》第 2 卷（京都：
思文閣出版社，1992），卷 9，頁 621。

24 逸然性融，俗姓李，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先至長崎，依興福寺默子如定出家，後渡海招
請隱元隆琦來日。善繪事，號稱長崎唐畫之祖。

25 清‧即非如一，〈詠垂絲櫻桃贈劉耀哲英士〉，《即非如一禪師全錄》（《嘉興藏》第 3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卷 18，頁 705。

26 雖然從唐詩以來，關於櫻桃花的篇什不計其數，但仍然未如桃花一般，具有千變萬化的各
種姿態。

27 清‧即非如一，〈戊戌三月望前一日觀千葉櫻桃花〉，《即非如一禪師全錄》，卷 18，頁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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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土桃花典故。
其詩藝良窳姑且不說，更重要的是：此等詩作流露出來的閒適心情，與
明清之際斯時中土詩歌當中的鋒刃交錯之聲或殘山剩水之嘆的情調迥不相侔。
隱元初適日本正值中土滿清與南明諸政權殺伐殷盛之際，日本安定裕樂的社
28

29

會秩序常讓隱元等人有「逍遙瓊島老沙門」 的感懷。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江戶幕府與長崎奉行、唐通事等人對於早期黃檗宗
僧至為禮遇，以即非如一為例，從集中〈謝崎主愍問〉、〈福唐林尚質居士
惠荔枝〉、〈雪夜崎主送供〉、〈雪晴林大堂居士獻木鍋供〉等詩題觀之，
黃檗僧團頗受日本政府與社會人士優禮，故而得以優游林泉。無怪乎隱元隆
琦感嘆日本「可尊可貴，忠信之風；能決能行，簡易之教。處處村歌有道，
30

家家人樂無為。」

綜觀黃檗宗僧人詠崎陽諸作，除宣論佛理、賞櫻觀楓、遊山登高之外，
對於長崎當地的風俗人情似乎著墨不多，試思其往來人物除僧家外，多屬最
上層的武士階層，其詩作仍然帶有強烈的「疏筍氣」亦屬理之必然。隱元東
渡日本的動機儘管以弘揚佛法為主，同時帶有強烈的政治動機亦屬昭然。一
31

方面，這是江戶幕府「寺請」制度的延伸， 另一方面，黃檗宗僧團也與南明
政權牽涉至深，依筆者管見，在南明日本乞師的軍事行動中，唐通事與黃檗
32

宗僧團扮演了居中聯繫的重要作用。

鄭氏降清之後，乞師日本的行動則漸趨沈寂，但號稱最後一次乞師的人
物張斐（生卒年不詳）於康熙二十五年抵達日本，雖然百方設法，仍然無法

28 清‧隱元隆琦，〈八旬誕日答示諸子〉，《耆齡答響》（《隱元全集》，東京：開明書院，
1979），第 10 卷，頁 4874。

29 不只隱元，同時的朱舜水也有類似的心情。
30 清‧隱元隆琦說，性 編，〈住攝州慈雲山普門福元禪寺語錄〉，《黃檗和尚扶桑語錄》
（《隱元全集》），第 4 卷，頁 1766-1767。

31 「寺請」制度，又稱「檀家」制度，即幕府強迫日本居民籍隸佛教的寺院宗派，簡單的說，
寺院同時管理居民的戶籍與信仰。江戶幕府的宗教政策，參見圭室文雄，《江戶幕府 宗
教統制》（東京：評論社，1971）。較新的研究參見 Nam-lin Nur, Death and Social Order
in Tokugawa Japan: Buddhism, Anti-Christianity, and the Danka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2 關於這點，詳參拙著〈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的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
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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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見到江戶幕府的高層， 嚴格來說，張斐之行近乎盲動，是時鄭氏既已覆滅，
能夠支持張斐的只有地下會黨勢力而已。江戶幕府如何可能濟助其事，暴虎
馮河之譏恐難或免。張斐〈長崎漫言三十六韻韻遵洪武〉一詩對於長崎的風俗
與自己異國乞師的心志做了詳細的剖析。詩云：
何年憑絕島，天險設長崎。東國此誠最，中原無以為。山樓通蜃氣，石壑
滿龍漦。積水人煙集，扶桑草樹迷。陽坡喜日近，陰谷訝秋遲。風俗猶存
古，人情好去疑。帶刀常示武，載筆亦摛詞。精舍饒吳俗，淫祠競楚湄。
女方持戶急，馬用代耕孳，瑣細遺《稗雅》，謳啞類竹枝。揮金藉豪估，
倚玉近花姬。百貨廛皆聚，三章法可施。薙鬚憐虎額，塗齒惜蛾眉。赤足
編芒曳，髡頭束楮垂。語音譯始曉，坐起習方宜。昔向川圖見，今從遊歷
知。殊方狂客態，故國異時悲。蹈海初言踐，乘桴志未衰。箕裘從父執，
弧失自孩提。黯黯寧傷別，詎堪同鳥散，且共逐波靡。兄弟仳離久，妻孥
割付誰。夢回鐘出寺，酒罷月臨墀。排悶詩久積，招遊興不辭。飄風曾膽
落，巨浪屢心危。耳目超千界，精神出四陲。鷗情覺世遠，鶴路欲身隨。
霽色虹收雨，林香柏繞籬。雲垂隱薜荔，峽斷鎖蛟螭。長嘯流餘響，清歌
激漫思。魂歸假寐候，心死坐忘時。入國知何禁，出關棄所持。阮生多哭
路，墨子自悲絲。漢業興難卜，胡塵運未移。只應逃空谷，不那隔蓬池。
吾道滄洲在，飄飄任所之。34

此詩較黃檗僧人對於長崎社會有更深入的觀察。言「馬用代耕」、「薙髮塗
齒」等風俗實有竹枝詞之風，此詩起首因景發起，對於長崎地勢之勝嗟賞不
已。對黃檗僧人而言，長崎彷彿是故鄉網絡延伸的另一端，但對張斐而言，
長崎截然是個陌生的異鄉，在此詩中，他也感嘆飄零的身世與無法預料的前
途，似乎可以聽見英雄暗夜獨自嘆息的悲戚。

33 張斐雖然受到水戶藩的禮遇，但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似乎近於文人之間的酬和，似乎無法
正面發揮任何政治作用，而現存的筆談紀錄也無法說明其政治活動的層級。其筆談紀錄參
見今關天彭，《近代支那 學藝》（東京：民友社，1931），頁 449-455。

34 清‧張斐，〈長崎漫言三十六韻韻遵洪武〉，劉玉才整理補遺，《莽蒼園詩稿餘》（《域外
漢籍研究集刊》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70-471。筆者按：題下小註「韻
遵洪武」，意謂擇用《洪武正韻》，而非當時習用的平水韻。而在明清之際，《洪武正韻》
往往意味著對於前朝政權的認同，關於這點，感謝日本京都大學平田昌司教授與日本南山
大學蔡毅教授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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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長崎的商業貿易金額龐大，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由於長崎處
於日本對華貿易的門戶，對於中國國內政治情勢往往也有所連動。中國雍乾
盛世，長崎也同樣繁盛昌隆，甚且近乎紙醉金迷（詳後）。而當大陸動盪不
安之際，長崎亦無法置身事外。例如太平天國戰爭時期，長崎也收容了部分
36

中國難民。 有清一代，長崎對中國江南士人而言，既是避難出航的仙山，是
37

耳目聲色的花都。同時，也是潛藏國家新生契機的革命之都。 清初如是，晚
38
清亦復如是。例如清末民初著名的報人狄葆賢（1875-1921，一說 1873-1939）
〈泊長崎有感〉一詩云：
腸斷如花彼美人，媚紅嬌綠為誰春？轉憐小妹深閨坐，珍重明珠不字身。
霧鬢風鬟空掩映，柳腰蓮步枉輕盈。淺山如黛波如鏡，小小眉彎自畫成。39

梁啟超曾評此作：「以美人喻中日兩國，不著一字，感愴甚深，令讀者心
40

酸。」 以詩論詩，難免相互標榜之譏。此詩不過截用故典拼貼，難見性情。
然而此詩仍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美人之喻，香草美人本即中國文學常見的
政治修辭傳統，然而此詩不同於傳統的君臣之喻，在此詩中，中日兩國已是
國民國家。詩中以美人作為國族寓意的擬稱仍不多見，前半深閨獨坐，珍重
35 南明諸將領不斷乞師日本，黃宗羲亦曾身預其事。關於這點，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
乞師 研究》（東京：富山房書店，1945），提供一個完整的視野與詳實的資料。江戶幕
府於安政二年（1855）為了培養海軍人才，於長崎設立長崎海軍傳習所。又於 1861 年設立
造船廠，為三菱長崎造船廠的前身，專事戰艦建造與修護，就此觀之，日本近代化軍港濫
觴實在長崎。

36 關於這點，參見王曉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北京：崑崙出版社，
2005），第二章〈太平天國與日本〉，頁 53-82。

37 關於長崎與孫文革命的關係，可以參見橫山宏章，《長崎 出

近代中國》（福岡：

海鳥社，2006）一書。

38 狄葆賢，江蘇溧陽人，字楚卿（時訛作楚青），又字平子，齋名平等閣。幼隨父學耕，生
長江西，後居滬。擅詩文、書、畫。家富收藏，精鑒別。曾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往，宣傳
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回國，參加唐才常組織的自
立軍，事敗復走日本。1904 年前後返回上海，集資從事新聞業，創辦《時報》，任經理，
宣傳保皇立憲。光緒三十四年任江蘇諮議局議員。宣統三年（1911）在北京發刊京津版《時
報》，又辦《民報》，並任有正書局經理。影印各種書、畫、碑、帖，於傳播藝術，貢獻
頗大。著有《平等閣筆記》、《平等閣詩話》等。

39 清‧狄葆賢，〈泊長崎有感〉，收入錢仲聯編，《清詩紀事》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6），頁 3735。

40 清‧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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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字之美人自是中國之擬，喻其不與外界接通，「腸斷如花」、「為誰春」
自是指領土的割裂與主權的失落；相形之下，後半的美人則充滿活潑生機（柳
腰蓮步）、風姿萬種。青山湛波，一方面是長崎的風景實寫，一方面也見其
自信自得之狀。前半深閨獨坐斷腸，對比後半青春雀躍，此詩文字極其蘊藉，
41

唯有放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之下，才能體會此詩何以「令讀者心酸」。

也因此，晚清旅日的詩人，其筆下之長崎往往生機蓬勃，清新宜人。例
如黃遵憲（1848-1905）〈由上海啟行至長崎〉一詩云：
浩浩天風快送迎，隨槎萬里賦東征。使星遠曜臨三島，帝澤旁流遍裨瀛。
大鳥扶搖摶水上，神龍首尾挾舟行。馮夷歌舞山靈喜，一路傳呼萬歲聲。
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肇基。竿木才平秦世亂，衣冠創見漢官儀。
中原舊族流傳遠，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近日倚闌思。42

此詩前半語調輕靈，雀躍之情可以想見。但長崎既有漢官威儀，復有中原舊
族，儼然陶潛桃花源的當世模寫。從「此土此民成此國」一句來看，日本已
然成為一個理想的範型，因此長崎不只是船帆航行的目的地，更是國家未來
發展的方向。黃遵憲隨初代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持節赴日，代表著
中國進入世界外交體系。長崎經驗往往也決定了外交使節對於日本的觀感。
43
另一名清廷的使臣楊芾（1855-1922） 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赴日考察
途中，就其於長崎的見聞如是說道：
（丁未年二月）二十五日，丙戌，（中略），五時，進長崎港，屬長崎
縣，停輪，有客棧夥上船接客，因夕陽將墜，未上岸，自滬至長崎。
二十六日，丁亥，晴，登舟一望，山水雄秀，圖畫天然，晨七時，坐小伐 44
登岸，每人船資十錢即中國一角，到四海樓小飲，係中國人開設，尚可
食。價比中國加倍，入街市，商務尚盛，貨物悉標價目，購取多數，或微
41 長崎縣平戶市由於是鄭成功的出生地，在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系譜運動中，也發揮一
定程度的作用。蘇曼殊〈過平戶延平誕生處〉一詩極為膾炙人口。詩云：「行人遙指鄭公
石，沙白松青夕照邊。極目神州餘子盡，袈裟和淚伏碑前」。至於鄭成功在晚清民族革命
運動中的形象建構，參見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
三民書局，2006），頁 32-41。

42 清‧黃遵憲，〈由上海啟行至長崎〉，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9），頁 199-201。

43 楊芾當時係受兩江總督端方委派，赴日考察教育、實業，並參觀考察東京勸業博覽會。
44 疑當作「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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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減拆，然市價大半不貳矣。赴勸商樓，樓上下曲折通行，百貨陳列，持
籌握筆，多係婦人，教育普及，於此可見。場分出口入口，秩然不紊。45

長崎風景如畫常令中國遊客讚嘆不已，政治立場接近革命黨人的南社詩
46
人高旭（1877-1925） 的長崎經驗也相去不遠。高旭詠長崎一詩曰：「民性
47

勤勞號樸誠，補將風物絕清明。青山兩岸成都市，半日閒從畫裡行」。 風景
秀麗、民風樸誠與楊芾的看法也相互呼應。
四海樓至今仍是長崎著名的餐廳。從楊芾的長崎經驗看來，其對長崎印
象至深者約有數端：（一）商品價格的穩定性；（二）商場秩序井然；（三）
婦人投入勞動市場與女子教育的普及。特別是教育一事，是楊芾此行考察的
重點。
晚清以來，旅日官員赴日考察不絕於途，明治維新也是中國知識社群樂
於談論的話題。另一方面，旅居日本橫濱、神戶與長崎的華僑也對奧援孫文
48

革命不遺餘力。 滿清政權從勃興到衰亡，都牽動了長崎神經的起伏。長崎，
中日雙方目光交集的場域。曾經激越的呼喊，也有低首獨行的抑鬱；堅定無
悔的航行，打造新生國家的理想與奮發，或許還有間諜勾心鬥智的機巧權詐，
歷史如是曲折蜿蜒，宛若長崎灣中爍閃的晨光。

三、一曲陽春幾樹花：瓊浦風月紀譚
前已言之，對身處戰亂之際的中土人士而言，長崎常帶有海外仙山或世
外桃源的特質。此等心情，黃遵憲言之甚詳，其詩云：
九州地脈阻崑崙，裨海環瀛水作門。圓嶠方壺雖妄語，分明世外此桃源。49
45 清‧楊芾，《扶桑十旬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0 輯第 12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7），頁 493。

46 高旭，近代詩人。字天梅，號劍公，別字慧雲、鈍劍。江蘇金山人。南社創始人之一。1912
年以後，高旭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23 年因捲入曹錕賄選事件，後鬱鬱而終。

47 清‧高旭，〈長崎泊舟〉，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頁 47。

48 關於長崎與中國近代歷史的交涉，橫山宏章提供一個大致的圖景，參見氏著《長崎 出合
近代中國》（福岡：海鳥社，2006）一書。

49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整理，《黃遵憲集》（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200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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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首詩，黃遵憲的自註說：「（長崎）四面環海，自德川氏主持鎖港，
益與諸國相隔絕。然承平無事，閉戶高臥二百餘年。有客長崎者，為言：商
賈交易以誠信；婦姑無勃谿聲；道有拾遺者，必詢所主歸之；商人所傭客作，
50

令司筦鑰，他出，歸無失者。盛哉此風！所謂人崇禮讓，民不盜淫者邪。」

從黃遵憲的說法來看，長崎不只是神仙意味的仙山、桃源，同時也是儒
家理想國度的大同世界，散發出人性道德的光輝，在清代詩人對於長崎孔廟
的題詠中，往往也流露出類似的讚嘆。彷彿儒家道德觀念的價值系統在長崎
一地獲得了充分的體現與實踐。
然而長崎真正令人流連忘返的原因果真在於其齊整的倫理觀念與完美實
踐？從前述黃孝卿之例得知，長崎除了與中國有清一代的政治情勢相互連動
以外，也是風情萬千的溫柔鄉。郁永河（1645-？）曾經說道：
其（日本）與諸國通貿易處，曰長崎島，男女肉色最白，中國人至彼，暴
露風日中，猶能轉黑為白，雖使桓宣武黑王相公往，亦當改觀。婦人妍
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多有流連不返者，今長崎有大唐街，皆中國人所
居也。51

貨財之殷與聲色之誘恐怕才是長崎的魔力所在，玉人竟於長崎得之，風流浪
漫，不禁引人遐思。雍正時期，因採辦洋銅業務，自海商得聞長崎之事的童
52

華， 記曰：
女閭七八百名，名曰花街。居樓上者，以奉唐商，樓下以待水手。妓至商
館，終年不去，從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鮮衣美食，取給於商，商船瀕
行，司計者籌其日用，並夜合之資。一妓動需五六百金，又索贈一二百
金，求商本無虧，不可得矣。53

對此，童華評之曰：「商人冒風濤，棄家室，以競錐刀之利，乃日與此輩為
54

伍，言語不通，瘡毒易染，貲財性命，委之異域，豈不可惜。」 對此風大不
50 同前註，頁 14-15。
51 清‧郁永河，《稗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9），頁 63。

52 關於童華，松浦章有詳細的考證。參見松浦章，《江戶時代唐船
都：思文閣出版社，2007），第三章〈清代雍正期官吏

日中文化交流》（京

日本觀〉，頁 122-138。
53 清‧童華，《長崎記聞》，《童氏雜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9 冊，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799-800。

5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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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然。作為地方大員，對於商人在長崎放浪不羈的生活提出諄諄告誡。不
過，類似童華般治身嚴謹者實不多見，花街風月是承平無事的歲月中，長崎
相關的文藝作品中一個極為醒目的文學主題。例如陳文述（1771-1843）云：
一角長崎島，東溟國上游。碧簫嬴女至，銅鼓漢槎留。海市魚龍夜，家書
雁鶩秋。遙知唐館月，望遠獨登樓。55

邱璋（生卒年不詳，清中葉人）詩云：
……歡來開宴斟香醪，美人乘醉鳴檀槽。黑齒 56 乍啟鶯語嬌，參差妙麗垂
雲霄。溫柔鄉里忘酕醄，客居景況非蕭條。57

沙起雲（生卒年不詳，清中葉人）詩云：
花街夜靜月明時，處處三弦動所思。拍手門前輕細間，可堪踐我昨宵期。58

此等詩作無非歌詠迷醉風月。長崎丸山，與江戶吉原、京都島原並稱江戶時
期日本三大遊廓。真正令人一擲千金、停駐忘懷的力量正在於感官聲色的放
蕩。長崎丸山風月之盛與其他兩地最大的不同在於：華商大有功焉。上述詩
作一再強調華人在長崎花街流連忘返的景致，其魅力之所在，汪鵬敘之甚詳。
其曰：
花街，妓女所居。曼聲善歌，弓腰善舞。杜牧詩云：「百寶妝腰帶，真珠
絡臂勾。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蓋謂是也，本國（中國）富商大
賈，恆為傾動。59
60

「百寶妝腰帶」一詩典出老杜， 汪鵬誤記為小杜。汪鵬又說：
妓多聰明慧辯，捷於應對，工於修飾。螓眉蛾眉，銖衣彩袖，最重玳瑁
55 清‧陳文述，〈查樂園舅氏歸日本聽話長崎島之勝〉，收入伊藤松輯、王寶平、郭萬平等
編，《鄰交徵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3 篇卷之 2，頁 309。

56 譯者按，當時的長崎妓女例塗黑齒。
57 清‧邱璋，〈送舅氏海士先生之日本長崎島〉，收入伊藤松輯、王寶平、郭萬平等編，《鄰
交徵書》，3 篇卷之 2，頁 308。

58 清‧沙起雲，〈日本雜詠〉，收入伊藤松輯、王寶平、郭萬平等編，《鄰交徵書》，2 篇
卷之 2，頁 219。

59 清‧汪鵬，《袖海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2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
頁 463。

60 唐‧杜甫，〈即事〉，《全唐詩》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26，頁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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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一梳有值至百餘金。……大抵居客館。儼然伉儷，與客親善者，率無
輕視之。贈遺多厚。章臺里巷，名曰花街。……又恆遣侍婢出館，覓名
花、佳果、珍食以媚客，客之惑也滋甚，故圍朱擁翠，無吝揮金。遺珥醉
簪，差堪倚醉，人非河漢，鄉號溫柔。昔人詩云：「誰道五絲能續命，卻
令今日死君家。」雖有智者，恐未能超然欲海，脫此樊籠也。61
62

「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典出唐代萬楚〈五日觀妓〉一詩， 汪
鵬這些關於長崎花街妓女的描述極為靈巧活潑，時而入詩，時而四六，頗類
余懷《板橋雜記》之風，與《袖海編》中他處描寫錢糧的文字不同，汪鵬在
模寫浪漫風月的同時，文字風格也力求多變，修飾雕琢之工歷歷可見，企圖
營造多變夢幻的文字面貌。在汪鵬的筆下：長崎妓女美麗大方、聰慧敏捷、
溫柔體貼、善於歌舞，令人目眩神迷豈徒狐惑媚術而已。長崎在某種意義上
63

成為金陵秦淮浪漫情調的複衍， 不過才子佳人傳說當中文彩煥然的男主角如
今多是「富商巨賈」。關於長崎唐館內海商與妓女飲宴交歡、杯觥籌錯的場
景，汪鵬也有極生動的描述。其曰：
館中宴會極繁，交相酹答。有上辦、下辦酒，有通辦酒，有飲福酒，有春
酒，有宴妓酒，有清庫出貨酒，尋常醵飲尤多。珍錯雜陳，燈明燭燦，殆
無虛日。宴妓酒名曰撒羹，凡客納妓，必盛筵。並遍集他妓以歡之，厭厭
夜飲，不醉無歸。真揮霍之仙都，狹邪之壇玷也。游長崎者，每沈緬於聲
色貨利，蓋由狐媚惑人。……昔閩中諸葛白巖有詠妓館詩，云：「咫尺章
臺勝若耶，競批寶鈔鬥豪華。三分月色千枝柳，一曲陽春幾樹花。含笑有
人憐碧玉，駐顏何處覓丹砂，修堂晏坐閒評論，謾遣冰壺罩絳紗。」此詩
真道其實。64

長崎妓女儼然成為男性幻想追求的典型，「揮霍之仙都，狹邪之壇玷」顯係
效余懷「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的句式。在擬仿金陵秦淮的過程中，許
多景物情事也在長崎花街出現，例如花榜、花案，以及文人品評賞鑒之風，

61 同註 59，頁 458。
62 唐‧萬楚，〈五日觀妓〉，《全唐詩》，第 4 冊，卷 145，頁 1468-1469。
63 關於南京秦淮，可以參見大木康，《中國遊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 世界》（東京：青
土社，2002）。

64 汪鵬，《袖海編》，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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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文人，例如江芸閣（1779-1863？）。 也就是說：秦淮想
像與異國情調相互交織，成為華商戀戀不去的溫柔陷阱。
根據古賀十二郎的研究，長崎的妓女與唐人之間的關係歷經不同的發展
階段，與江戶幕府的政策息息相關，而長崎遊女也是江戶幕府用以優遇籠絡
66

華商的手段之一。 那聰慧的表情、曼妙的歌舞，當然也是，具有特色的商
品，是交換貨幣的重要手段。長崎妓女的身體，也是東亞政治經濟相互扣連
的網絡。儘管各種情迷虛幻的浪漫傳說一再上演、流傳。
風 月 浪 漫 是 港 口 經 濟 的 一 端，在 中 國 也 不 例 外，晚 明 的 湯 顯 祖
（1550-1616）曾描寫澳門的異國歌姬曰：
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67

徐渭（1521-1593）也曾描寫廣州的歌女：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68

長崎於 1570 年開港，明清時期也有許多新興的海港（例如澳門）。而清末以
來，上海等地的發展更是瞬息萬變，對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者而言，上海也
充滿了狎邪風月。也就是說，東亞諸地的港市也有各自的文化與歡樂。長崎
於此絕對不遑多讓。若就其與長崎相關的作品並而觀之，衡吁異同，對於認
識港口文化的又當別有啟發。從唐代開始，胡姬當罏就一直是文人題詠的重
要題材。從陸地到海港，關於此一主題，泉州、廣州、寧波都有豐富的記錄。
65 江芸閣係著名的赴日清客，與日本文人多有唱和之作，其詩作又多詠長崎遊女。翁廣平敘
江芸閣事云：「江芸閣詠岐嶴名妓色藝兼全者，作〈竹枝詞〉十餘章。譯監陳煥章手錄以
示余。吟諷之間，覺麗情艷態，宛然溢於紙表。」見清‧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印，《吾妻
鏡補》（京都：朋友書店，1997），頁 490。江芸閣與日本文人的交往，德田武先生有詳
細的考證，參見德田武，〈江芸閣 日本文人交流年表〉，《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 研究》
（東京：研文出版，2004），頁 262-325。至於江芸閣與長崎遊女的交往，參見蔡毅，〈長
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日本漢詩論稿》（北京：
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2-254。

66 關於這點，參見古賀十二郎，《長崎遊女 唐紅毛人》；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東
京：謙光社，1983），頁 334-367 等相關著作。

67 明‧湯顯祖，〈聽香山譯者〉，《湯顯祖集》（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11，頁
427。

68 明‧徐渭，〈南海曲〉，《徐文長三集》（《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1，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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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海外貿易，長崎具有不容或缺的重要地位。長崎，是中日相互接
觸的窗口，甚至刻意營造海外小中華的情境。從住居習慣到秦淮風月，都有
刻意擬仿的痕跡。雙方密切而頻繁的互動，中土人士也對日本文化發生興趣，
長崎妓女成為日本文化輸出的重要媒介。也就是說：風月情場也是文化交流
的場域。異文化的接點，往往是新思想的起源，在知識傳播與文化形象建構
的過程中，江戶時代的長崎，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四、人人喜問上清書：長崎的文化輝光
江戶時代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使得長崎成為江戶時代的日本輸入新知
最重要的源頭。長崎輸入漢籍的質量並精，連朝鮮通信使都讚嘆不已。例如
1764 年赴日的通信使一行，正使趙曮（1719-1777）曰：「蓋聞長崎島通船以
69

後，中 國 書 籍 多 有 流 入 者，其 中 有 志 者 漸 趨 文 翰。」 隨 行 的 柳 得 恭
（1749-1807）曰：「比聞長碕海舶往來杭浙，國人稍解藏書，學為書畫，庶
70

幾彬彬焉。」、 「倭子慧竅日開，非復舊時之倭，蓋緣長崎海舶委輸江南書
71
籍故也。」 李德懋（1741-1793）說道：「近者江南書籍，輻湊於長碕，家
72

家讀書，人人操觚，夷風漸變。」、 「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書畫、
書籍、藥材，輻湊於長碕，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肅，藏秘書三萬卷，且多交
73

中國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國之可比。」

74
蒹葭堂主人木世肅，即大阪商人藏書家木村蒹葭堂（1736-1802）。 朝

鮮通信使此行並未經過長崎，因此此處所言並非親證，而是道聽塗說的「印
69 趙曮，《海槎日記》，《海行摠載》（《朝鮮群書大系續續第六輯》，首爾：朝鮮古書刊
行會，1914），卷 4，頁 329。

70 柳得恭，〈日東詩選序〉，《冷齋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6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
進會，2000），卷 7，頁 111-112。

71 柳得恭，《古藝堂筆記》，《雪岫外史》（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頁 7。
72 李德懋，《蜻蛉國志‧藝文》，《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8 冊），卷
64，頁 162。

73 李德懋，《天涯知交書‧筆談》，《青莊館全書》（《韓國文史叢刊》第 258 冊），卷
63，頁 131。

74 關於木村蒹葭堂，參見《木村蒹葭堂──水 中央
著作。

》（東京：岩波書局，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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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歸納他們的說法，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一）長崎成為江南書籍重
要的集散地；（二）長崎與江南具有溝通暢快的管道；（三）由於長崎大量
輸入書籍，大幅提升了當地的知識水準。
75

關於長崎輸入漢籍的歷史，大庭脩曾有精詳的研究， 松浦章也曾就長崎
76

輸入《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籍與汪鵬之生平事蹟詳加討論。 書籍，既是文化
77

商品，也是身分表徵，當然更是思想行為價值系統的源泉。 長崎對於漢籍的
熱切渴望，晚清的黃遵憲依然感受深刻。其名篇《日本雜事詩》有一詩專詠
長崎輸入漢籍事，詩曰：
鯉魚風緊舶來初，唐館豪商比屋居。棉雪唐霜爭購外，人人喜問上清書。78
黃遵憲註曰：「長崎與我通商，既三百餘年，每歲舶以八九月至。舊有唐
館，多以糖、棉花入口，皆日用必需物也。書畫紙墨，尤所欣慕。近世文
集，朝始上木，夕既渡海。東、西兩京文學之士，每得奇書，則珍篋衍，
誇耀於人。而贗鼎紛來，麻沙爭購，亦所不免。修好之後，得之較易矣。
各國流寓商民，今有三千餘人。」79

明治時期是日本漢詩漢文學創作的高峰之一，何如璋、黃遵憲赴使日本，
與當時日本漢詩人酬唱甚盛，是時漢文漢籍仍是東亞知識社群共通的文化修
80

養與溝通方式，同時也是日本逼近現代化的重要依據。

長崎，奮力與中國同步呼吸，並肩前行。江戶時代，長崎成為中華文化
登岸日本的灘頭堡，兩者共同分享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窗櫺，在不經意間，兩
者也統一了步伐。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契機與沙勿略在長崎的經驗有關，係眾
所周知的故實。早在十五世紀後期，利瑪竇針對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在日本的經歷如是寫道：
75 關於漢籍傳入江戶日本此一課題，大庭脩的研究最為詳實，參見氏著《漢籍輸入 文化史》
（東京：研文出版，1997）。

76 參見松浦章，〈乾隆時代 長崎來航中國商人──汪繩武、汪竹里、程赤城 中心 〉，
《江戶時代唐船

日中文化交流》，頁 174-218。

77 長崎作為日本近代化的象徵，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本文以長崎與中國的交涉
為主要處理對象，不欲別出枝葉蔓衍，西洋的部分且俟來日。

78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黃遵憲集》，頁 52。
79 同前註。
80 例如魏源《海國圖志》初出時，在中土罕值知音，卻在日本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參見王曉
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頁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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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
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這很符合以下的事實，即在
涉及宗教崇拜的問題以及關係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
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
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於是沙勿略決心必需盡
早地訪問中國，使中國人能從迷信中皈依。做到了這一點，他就更容易爭
取到日本人，並把福音從中國帶給他們了。81

當然沙勿略在日本並非一無所獲，例如九州地方的大名諸侯大友宗麟便受洗
82

成為著名西國基督教大名的其中一員。 從沙勿略的經驗不難得知：對當時的
日本而言，中國代表了知識權衡的基準，以及智慧的源泉。沙勿略的九州經
驗卻成為耶穌會士中國傳教的原動力。江戶幕府為了刻意抵制天主教，實施
「寺請」制度，乃是黃檗宗得以在江戶社會生根開花的重要社會基礎。黃檗
宗寺院至今仍是長崎最具象徵意義的地景。黃檗宗開祖隱元隆琦禪師在 7 月 6
日在長崎登岸，當時參與盛會的僧人了翁道覺追憶道：
隱老定於近日來朝，四方群口日日喧動。……今茲秋七月六日著岸，肥之
前後兩州男女老幼路旁羅拜，僧俗貴賤迎之堂上，直安座於東明山興福禪
院。83

在此之後隱元禪師於 18 日首度開堂說法「僧俗環聽，無慮數千」，於 10 月
15 日首度結制，「四方衲子，雲集盈室，所慮處所狹窄，弗能廣容」。84
黃檗宗對江戶文化影響甚深，黃檗宗與日本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仍
85

然有待學界的分疏釐清。在接受與傳播之間，仍然有抗拒與抵抗的聲音。 黃
檗宗在傳法過程中，省視黃檗宗如何在日本社會脈絡中維持某種程度的異國
情調（exoticism），復能迅速地在日本當地現地化（localization），成為日
本文化遺產燦爛光輝的一頁，相對於身處全球化（globalization）情境的現代
81 利瑪竇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
2005），頁 127-128。

82 參吉永正春，《九州
大名》（福岡：海鳥社，2004），頁 81-86。
83 了翁道覺，〈了翁祖休行業記〉，原文為日文，筆者為之中譯。原文筆者未見，轉引自平
久保章，《隱元》（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頁 92。

84 能仁晃道編著，《隱元禪師年譜》（京都：禪文化研究所，2000），頁 252。
85 參見平久保章，《隱元》，頁 13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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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或許能提供另外一種啟發。
從日本方面來看，黃檗宗幾乎是溝通明日文化社群彼此品味最重要的文
化媒介。黃檗宗僧團的文藝性格極為濃厚，書法、繪畫無不兼擅。黃檗僧團
渡日同時，也帶入了許多當時重要的文化成果，佛典（例如《黃檗版一切大
藏經》）、文人別集、繪畫等，黃檗樣式成為江戶文化一種特殊的風格，或
時尚。
從早期的隱元隆琦、朱舜水開始，乃至於沈南蘋、汪鵬、江芸閣到晚清
86

的黃遵憲與眾多文人， 無一不在長崎受到當地士人熱烈的歡迎。就此觀之，
長崎既是新知識的發凡，也引導文化潮流時尚的走向。中華，是長崎最醒目
的文化表徵。在長崎，中華文化轉折進入日本；同樣，日本，也在長崎，曲
87
折進入中國。例如沈南蘋（1682-1760？）。
江戶中期，著名的畫家沈南蘋抵達長崎，對日本美術史留下重大的影響，
黃遵憲也在《日本雜事詩》中對沈南蘋畫風在日本的流行深致感慨。袁枚贈
沈南蘋詩云：
東陽隱侯畫筆好，聲名太大九州小。片紙能開異國春，鶴書遠賁東夷島。
東夷之國日本強，晉唐書畫多收藏。倭人字乞蕭夫子，行賈詩歌白侍郎。
將軍重幣聘高賢，高士乘舟去若仙。眼驚紅日初生處，畫到中華以外天。
天風吹下三千里，行盡魚頭見魚尾。砍取扶桑作管城，揮毫更進羊皮紙。
紫貝千雙國主恩，鮫珠十斛門生禮。蠅點屏風墨未乾，方諸拾淚寫牛欄。
奇 花 增 入《宣 和 譜》，怪 石 常 橫 粉 本 看。三 年 重 作 還 鄉 夢，侏  僸
歌相送。金壓蕭雲行李遲，船因陸賈歸裝重。同舟人欠水衡錢，羽化銀
杯意灑然。元振萬金揮手盡，長康廚內空雲煙。還家身世兩蕭條，流落江
湖酒一瓢。遊子青衫餘兩袖，畫師白髮老三朝。人生意境何偪仄，盛名坎
壈如一轍。但使文傳黑水碑，奚須家住黃金穴？春來日日鳥船通，猶道夷
王遣問恭。七十二島依然在，只隔人間海一重。88
86 晚清的中日文化交流，晚近成為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相關的研究不勝枚舉，參見王寶平，
《清代中日學術交流 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陳捷，《明治前期日中
究 : 清 駐日公使館 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等相關著作。
流

術交

87 清‧沈銓，字南蘋。湖州人，畫家。於享保十六年（1731）東渡日本，在日本停留三年，
對當時日本畫壇的影響極大，一個簡要的介紹，可以參見成瀨不二雄，〈沈南蘋江戶寫實
繪畫〉，收入中野三敏編，《日本
社，1993），頁 453-488。

近世（十二）文學

美術

成熟》（東京：中央公論

88 清‧袁枚，〈贈沈南蘋畫師〉，《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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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原有一小序，其曰：「吳興沈南蘋畫名藉甚。雍正間，日本國王持倭牌
聘往，居其國三年，授弟若干，老病辭歸，國王況施累萬。同舟人受簿錄之
89

累，南蘋傾所有以償，至家竟不名一錢。」 此詩除讚譽沈南蘋精於繪事之
外，也對沈南蘋作品當中因受日本影響所呈現出來的異國情調（「中華以外
天」、「奇花增入」）印象深刻。從詩意來看，袁枚把沈南蘋晚年的蕭索歸
結於性格灑然所致。但沈南蘋在日本的聲名與長崎當地商品經濟的繁盛、人
民知識的水準、中華文化在日本知識社群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莫不息息相關。
袁枚在此詩中感嘆日本「晉唐書畫多收藏」，對於社會的文化風氣與品味時
尚大加揄揚。正是由於社會與經濟場域的失落，使得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
間的轉換發生了困難，沈南蘋晚年的失意亦是意料中事。再換一個角度說，
由於長崎經濟、社會、文化地位的特殊，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與發現。是機
會、是挑戰，更是靈感與啟發無窮盡的應許之地。

五、結 語
綜上所述，長崎既是中華文化在江戶日本的發信地，也在政治、文化、
社會各種不同的範疇中展現豐富的義蘊與價值，同時也提升了江戶日本在東
亞漢文化圈的地位。長崎同時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學術思想與書畫形式。江
戶時代著名的儒者荻生徂徠也從長崎獲得啟發。其曰：
予嘗為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為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
俚語。絕不作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為句後，使讀成書者。
崎陽之學既成，乃使得為中華人，而後稍稍讀經子史集四部，勢如破竹是
最上乘也。90

雖然學界對荻生徂徠所謂「崎陽之學」仍有不同的看法，然就此段文字觀之，
大抵指以唐通事以華音取代日文訓讀的方式。此文主要用意在於如何適切掌
握中國經典的意旨，逼近聖人之道。荻生徂徠從唐通事岡島冠山習唐話，從
而譯解大明律；唐通事經由白話小說習學唐話，並從而促成江戶讀本小說的
興起。由此得知：長崎特殊的文化姿態始終吸引著江戶文人欣羨的目光，當
89 同前註。
90 荻生徂徠，〈題言十則〉，《譯文筌蹄》（《徂徠全集》，東京：
頁 9。

書房，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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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上所述，也向大陸發聲折射。
江戶幕府開府以後，長崎成為江戶幕府面對東亞最重要的門戶（在此之
前，薩摩島津藩、平戶松浦藩是各自為政的局面），閩浙一帶的中國人也於
其間頻繁往來。晚明開始，中國詩人留下了許多關於長崎的作品。從海商、
乞師義士、孤忠遺民、弘法高僧、以至於漂流民乃至於晚清的外交使節、文
人清客，構成複式和聲多元交響。其與日本漢詩人之間又迭有唱和，長崎成
為彼此相互觀看的窗口。另一方面，作為當時日本（幾乎是世界上）最興盛
的海上貿易重鎮，那迷人的異國景致與聲色風月，也鼓動了詩人的耳目感官。
那鯨波橫渡的豪勇氣概與長笛倚樓的綺旎纏綿，種種生離死別，莫不令人動
容良久。當然，道德典範與知識體系，甚至於新的價值典範更是眾多志士豪
傑追求的目標。長崎，既是中國詩人域外書寫的重要主題，中日雙方相互借
光交流的門戶，也是東亞各種價值體系相互激撞的場域。
長崎，不僅是東亞貿易史、航海史、交通史的大題目，也是東亞文學藝
術研究的寶山。日本漢詩人也在長崎留下為數眾多的題詠，作為港口文化的
薈萃之地，長崎豐富的題材與義蘊，等待無盡的閱讀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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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oets in Nagasaki
Liao Chao-Heng＊
Abstract
The romantic seaport Nagasaki, where the hybridity of language, race,
currency, literature and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came together, was a theme of
literary writing which was full of gradations. It also was a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the Edo Chinese poetry. On the one hand, these poems reflected the mood and
impression of one generation of people. The pleasure among women was often
part of the life in a seaport, and the red-light district in Nagasaki was an
important theme in modern culture.
Nagasaki was a key link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time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gasaki housed many refuge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people like Zhu Shunshui 朱舜水, Yinyuan Longqi 隱元隆琦, Muan Xingtao 木
庵性, Jifei Ruyi 即非如一, the twelve chelas of Yinyuan Longqi, Donggao
Xinyue 東皋心越 and Zhang Fei 張斐 landed in Nagasaki from China. The city
felt like paradise in their poems, for no doubt, it was as if it was also an extension
part of the homeland. In the late Qing, literati took the late Ming people to be
idols of revolution, while Nagasaki was the mutual experience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and Chinese literati. From the early Qing to the late Qing,
Nagasaki provid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dissidents shelter and h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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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will view the cultural images of the poems with two approaches,
love and revolution, which were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Nagasaki as a commercial port in the East Asian trade network. Whether it be
self / other’s mutual perspective on each other, or the blending of the values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the rewriting of port culture,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nationalisms, th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or the popularity
of religious beliefs, Nagasaki provides various perspectives.
Keywords: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Edo period, Nagasaki,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terature in Ming & 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