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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和中國史學界的
互動及其影響
──劉正教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劉　正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

作者按：二○一九年十月十八日，筆者受

邀在哈佛大學舉行有關日本漢學京都學派

的專題學術演講，特地撰寫此文。本文通

過對內藤湖南從小學教師走向記者、再轉

而為大學教授的生平經歷，給予總結。通

過具體事實，揭示了內藤史學和中國歷史

學界的互動及其對後者在上古史、隋唐史

和清史研究的巨大影響。（此文文稿有

中、日、英三種版本）

很高興能來哈佛大學和大家交流。今

天，漢語依然是我的書寫語言，而日語則是

我最近幾十年的學術閱讀語言。在不遠的日

子裡，英語不只是我的生活語言，我希望它

還可以成為我的工作語言。

我今天想向大家彙報的題目是「內藤湖

南和中國史學界的互動及其影響」。

雖然我在日本留學和工作十幾年，但是

因為我的碩士時代的專業是《周易》和中國

哲學研究、博士時代的專業是日本漢學和東

西方漢學發展史的研究、博士後的專業是商

周金文研究。因此，對於京都學派、對於內

藤湖南，我的研究還非常膚淺。我在二○○

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十八萬字的《京都

學派》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開創時期的漢

學研究的總結。又在二○○九年，由學苑出

版社出版了三十萬字的《京都學派漢學史

稿》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第一代、第二

代、第三代學者們漢學研究的介紹和總結。

去年，我又撰寫了五十幾萬字的《日本京都

學派漢學研究史》，這是對京都學派誕生至

今整整一百一十年漢學研究歷史的總結。這

部新作預計在明年春節前後精裝出版。

劉正在哈佛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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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來有可能的話，我還想撰寫三卷

本、一百萬字篇幅、有各個漢學家照片的

《京都學派漢學通史》。

因此，結合今天這個題目，大家都知道

內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學派的創始人。如果我

們認真的討論他，我是指：假如我們有機會

每週討論一次，每次一小時的話，我相信至

少我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可以對內

藤湖南和整個京都學派有個大致的瞭解。比

如，我個人其實很喜歡研究的漢學家，並不

是內藤湖南，而是桑原騭藏。京都學派有兩

個創始人，一個是內藤湖南，另一個就是桑

原騭藏。實際上，京都學派真正取得世界性

聲譽和在學術界站住腳，是桑原先生的功

勞！只是，內藤先生是京都學派的最大代

表，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他更喜歡社交活

動、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而真正在大學的

講壇上，為京都學派的誕生作出巨大貢獻

的，卻是桑原先生。我個人傾向於認定內藤

是思想家，而桑原是考證學派的歷史學者。

好了，我開始向大家彙報我對內藤的一

點認識。

一   內藤湖南生平介紹

內藤湖南生於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

日，秋田縣人。屬虎，行二，故本名為虎次

郎。字炳卿，號湖南。是日本東洋史學京都

學派、又稱京都支那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

為什麼號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馬內

町的北面有個小湖泊，名叫景勝十和田湖。

而湖的南面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號湖南

的意思，就是景勝十和田湖南面出生之人。

內藤湖南五歲時，就開始讀《四書》，

九歲時，已經能寫淺顯的漢詩，十三歲時，

開始通讀《日本外史》。初中畢業後，他考

上秋田師範學校四年制高中部師範科學習。

在此四年間，他系統學習了中國儒家經典和

日本古代文史名著，這期間看得最多的是

《全唐詩》和《唐詩別裁集》等書。從這裡

畢業後，二十歲的他成了小學的教師。正是

在這裡，他開始接觸到了佛教。一八八七

年，辭去小學的工作，來到東京，在一家佛

教宣傳雜誌社《明教新誌》開始當記者。以

後，又先後在《東京電報》、《日本人》等

幾家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的報社當記者。因

為經常發表有關日俄戰爭的政論性評論而使

他名聲大振。於是，他視野逐漸轉到了對日

本有重大利益關係的大清和俄羅斯大帝國的

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一八九三年，內藤湖

南來到大阪，成為大阪《朝日新聞》的政論

記者，開始了他從關東（東京）走向關西

（京都）的重要的一步。

（一）記者時代的內藤

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間爆發的甲午戰爭，

為內藤湖南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關

注晚清時代的中國，提供了契機。

一八九七年，內藤湖南最早的有關中國

歷史方面的學術專著《諸葛武侯》一書正式

出版。這是內藤湖南發表的第一部漢學著

作。在大阪的十幾年記者生涯中，他去過臺

灣，到過中國東北……他的日本文化觀和歷

史觀、中國文化觀等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思

想，都是在這一階段中產生和逐漸定型的。

這使他的影響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新聞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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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內藤史學從一開始形成的過程中，就

帶有十分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質。

根據內藤湖南年譜的記載，他一生先後

十次造訪中國。他先後結識了老一代中國朝

野碩學之士，也同時和當時正值年輕的學者

保持來往，使他的中國朋友遍及晚清、滿洲

和民國時代的學界名流和政界要員。

一八九九年九月至十一月，作為記者的

內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國土，從

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國後寫成《燕山楚

水》一書，結集出版。這一次應當說是以一

個新聞記者的身分，開始了中國之旅，為他

日後走上專業的漢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在

他的《燕山楚水》一書中，記載他曾親自到

過我的家鄉北京市昌平縣南口鎮住了一夜，

並對「當地旅舍居然有水沖廁所」，表示

「驚訝」。對比一下他說當時的「北京城簡

直就像個大廁所」，臭氣薰天，我的家鄉居

然當時如此先進，讓我感到快意。

（二）文化間諜時代的內藤

一九○五年七月，他受日本外務省委

託，帶著軍事目的的調查活動，開始了對東

北的滿洲文獻和江浙的藏書樓的調查。也正

是從這次開始，他多次實地考察訪求罕見圖

書寫本和善本，大規模的，甚至是不擇手段

的，收集和盜取中國古代文獻活動，正式走

上前臺：《滿文老檔》、《蒙古源流》、

《清文鑑》、《滿蒙文大藏經》、《盛京全

圖》，乃至於著名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

殘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

珍貴文獻，包括剛剛運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

獻，或被照相，或被複製，或為收購，從此

正式流入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本來就具有

深湛的漢學造詣，當他開始掌握了滿語和蒙

語之後，自由地使用滿、蒙史料，使他的學

術研究視野異常開闊，他當時就已經被一致

公認是第一流的、備受關注和敬畏的日本東

洋史大家而蜚聲世界。

一九○六年，內藤湖南再次來到東北。

他在事先查閱了《大明一統志》、《大清一

統志》、《盛京通志》等古籍的基礎上，寫

出了詳細的調查報告。該報告中，對東北地

區保存的唐代的「鴻臚井刻石碑」的歷史價

值，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為該刻石具有

「匡正《大明一統志》及《大清一統志》的

疏謬」的學術價值，而且「與渤海國有

關」，進而可以考證日本古代史。他建議日

本軍部「要特別關注」，最終該刻石被日本

軍部派人秘密盜往日本。這件珍貴的唐代文

物，正是由於內藤的考察和報告，最後被日

軍在一九○八年盜走，並保存在日本皇宮。

這是他在文化間諜工作時期，對日本的「巨

大貢獻之一」。

而當年他親自拍攝的全套《滿文老檔》

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滿學界和國際滿學界最

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寶庫，更是日本滿學界人

才輩出的物質基礎。

（三）漢學家和史學大師時代的內藤

終於，到了一九○七年，他在狩野直喜

等人的推薦下，成了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

新設立的東洋史講座的第一任教師（講師職

稱）。

一九○九年九月，內藤湖南晉升為教

授。第二年，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經過當時的

京都帝國大學校長的特別推薦，被授予京都

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桑原先生參與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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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審查。從此以後，他開

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

講座教授的學術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二十

年中，以他為核心領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

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作為京都帝國大學東

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

他被日本學術界稱為「京大の學寶」。

內藤湖南先後出版的主要漢學研究著作

有：《清朝衰亡論》、《支那繪史》、《支

那史學史》、《支那目錄學》、《支那上古

史》、《支那中古の文化》、《支那近世

史》、《燕山楚水》、《日本學人中國訪書

記》等，後來被結集成十四卷本的《內藤湖

南全集》出版。

一九二六年，他正式退休後，在京都府

瓶原村恭仁山莊每日以讀書和寫作為業，一

邊安度晚年，一邊繼續他的研究和政論生

涯。在內藤湖南退休後，他還抱病親自來到

當時的偽滿洲國，去出席那裡剛成立的日滿

文化協會，並擔任學術顧問。臨死前兩個

月，還在家中接見老友、偽滿洲國政府總理

鄭孝胥的私人拜訪。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因胃癌逝

世。內藤湖南死後，被命名為法然上人。遺

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區法然院內，而遺髮則

被葬在家鄉內藤家族歷代墓地。

我在一九九九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的

那一年，立刻來到這裡祭祀他。並且寫下了

一首七律〈祭祀內藤湖南太老師并序〉（作

於一九九九年冬）如下：

是年底，余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來到西

京法然院祭祀內藤太老師。回憶先生一代

學者鴻儒，貢獻卓著，卻積極投身日本軍

國主義，引起中日兩國正義學者之共討。

平心而論，先生是最知華、知史之人！是

大宗師！浮想連翩，潸然淚下。成詩一

首。

蓋棺花甲勢難休，一代東儒是史酋。

唐宋變遷增亮點，文心移動惱神州。

燕山楚水支那論，講學援軍日本羞。

毀譽浮塵如落葉，投胎轉世筆耕牛。

內藤湖南完全是按照中國傳統文人的要求來

培養自己。他擅長書法和寫古體詩詞。在他

寫的一首七律中，他希望自己是個中國的四

品官、最後當個窮書生。七律〈山莊除夕

（丙寅 一九二六）〉：

空羞薄宦半生謀，仍慕前賢四品休。

三世書香研乙部，一時縞紵遍西洲。

涴班翰苑嗟才短，築室山中愛境幽。

獨剔寒釭聽夜雨，卅年塵事到心頭。

這首詩歌是講：我為了一點殘羹剩飯和微小

的職位，努力拚命了大半生，卻一直很羡慕

前人的滿足於四品職官的境界追求。想我家

思想

文化

94 2020 年 3月號



三代都是讀書人，一直在研讀著史部著作，

真希望可以做個中國的江南人，去接受文人

墨客贈送的白絹腰帶。只可惜自己才疏學

淺，會玷污了那些真正在翰林苑的讀書人，

我就只好在幽靜的山林裡，建一處居室，靜

靜地度過餘生。每天夜晚聽著下雨聲，去剔

除煤油燈中正在燃燒的油撚子，三十幾年風

雨人生的往事全都一齊湧上了我的心頭。

我個人出版的研究京都學派的兩部專著

《京都學派》和《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之

外，還在另外兩部著作《圖說漢學史》（廣

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和《海外漢學研

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也有

專章涉及到了日本漢學和京都學派。

二   內藤史學和中國歷史學界的互動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就有「東大の白

鳥，京大の內藤」的說法。又有一種說法直

接道出他們各自的治學特點和學風區別：

「文獻學派の白鳥庫吉，實証學派の內藤湖

南」。所謂「實証學派の內藤湖南」乃是對

他一生治史風格的概括。

內藤湖南及其開創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的學術影響是世界性的，也將是跨時代性

的，我們在國際學術界中國史的每個方面，

幾乎都可以發現內藤史學和東洋史學京都學

派的影子。

內藤湖南的弟子、著名中國文學史家、

京都大學教授小川環樹曾把《支那上古

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

史》、《清朝史通論》四部書列為「內藤史

學四大名作」。這一說法是比較有代表性

的。但是，這是日本學者面對日本學術界的

觀點。對於國際上整個中國史學界來說，上

述四部書並不能概括內藤史學的精髓。以我

來看，我把內藤史學分為兩大系列，即：

《支那史學史》、《支那上古史》、《支那

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支那繪

畫史》，可以稱為「支那古代史系列五

書」。而《清朝史通論》、《清朝衰亡

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新

支那論》可以稱為「清朝史系列五書」。我

相信上述兩大系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內藤史

學的精華。

（一）內藤史學對中國商周歷史研究的

影響

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辭

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是在和內藤湖南

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見王國維

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

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

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

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

「胲」，〈帝繫篇〉之「核」，《楚辭‧

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

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

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

「垓」，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

內藤博士，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

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

博士亦採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

篇，載諸《文藝雜誌》。並謂「自契以降

諸先公之名，茍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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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余感博

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

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

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乃

為此考以復質諸博士及參事，並使世人知

殷契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請注意這裡的「博士亦採余說」和「余感博

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二句，已經說

得十分明白了。內藤湖南還撰寫了〈王亥〉

和〈續王亥〉二篇甲骨學考證論文，是在

「博士亦採余說」的基礎上才產生的。而毋

寧說是內藤湖南的上述論文啟迪了王國維，

而王國維在甲骨史料中「復於王亥之外，得

王恆一人」的精湛的考證論文，則是他「余

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而成的。

從內藤湖南首先「博士亦採余說」、利用甲

骨史料寫出並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續

王亥〉二篇來看，是內藤湖南在王國維的啟

發下寫成的，但是他卻立刻提出了「自契以

降諸先公之名，茍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

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的觀點，注

意到了這一重要的史學考證方法的潛在價

值，到了王國維史學思想中得到了徹底的運

用和成熟。這正是王國維的智慧和學識所

在！

正是這一發現，決定性的確定了甲骨文

史料的真實性，也證明了《史記‧殷本紀》

記載的真實性。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這是王

國維一個人的重大發現。實際上，我有理由

說，內藤參與了這一發現。

而內藤湖南在和羅振玉和王國維兩先生

的來往中，特別認識並肯定了他們利用出土

文獻解釋商周兩代歷史的學術方法：「金文

和其他文物的相繼出土，逐漸對此進行深入

研究，已經成了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研究的

一大傾向。」內藤湖南還特別指出：「今後

值得發展的方向已經很明顯就是從對先秦古

籍的研究、對金文和殷墟遺物研究的進展而

展開的。假如能以這樣的方法建構成的新的

研究方法的話，對於鼓吹支那古典學的人來

說，這才是我們要找的所謂科學的、進步的

結論。」

而且，羅振玉正是在內藤湖南那裡才獲

知了東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資料，一覽之

後，大為驚歎，居然發出了「為平生所未及

見」的歎息。辛亥革命後，羅振玉從日本返

回天津，作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內藤對他

的影響深刻展現出來。他立刻開始了《滿洲

金石志》的整編工作。他還在該書出版的序

中說：「滿洲古刻石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

並騰於世界學者之歎。」這裡的「世界學

者」當即指內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遺

書》則正是在狩野直喜贈送的抄本的基礎

上，參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正是因為內

藤的關注，才引起了羅振玉的積極回應。

（二）內藤史學的中古貴族制說對中國

隋唐史研究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學界，因為受史學大師陳寅

恪一生專治中古史的影響，內藤史學乃至於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研究專著和學

術觀點，一直倍受重視。早在上個世紀三十

年代，胡適就曾和陳垣一起探討當時國際漢

學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還是在京都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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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史學主張：在漢唐盛世時代，貴族

制度的昌盛成為制約皇權的一個有效的槓

桿。對貴族制度的研究，成為內藤史學乃至

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基本

立腳點。在貴族制度盛行的時代，皇帝只是

貴族制度下的公有財產，和近世中的具有獨

裁特徵的皇權有本質上的不一樣。晚唐以

後，隨著傳統的貴族制度的衰敗和沒落，政

權又重新回歸皇帝手中，獨裁的皇權出現

了。

這裡，有必要注意內藤的貴族制是皇家

貴族，還是官宦貴族？因為周朝的分封制度

到秦漢的封建制度，貴族的皇家貴族是典型

特徵。進入隋唐，官宦貴族成為替代。

內藤湖南考查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尤其

是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方面，從宋到清保

持著一致性，而從漢到唐則表現出相似性。

在這兩個時間段之間，則可以看成是下一階

段的過渡。於是，他鎖定宋代為中國歷史變

化的中樞，以唐宋變革而宋清一體的「近世

說」作為內藤史學的立足點，形成了國內外

中國歷史學界所熟知的「內藤假說」。

內藤湖南的直系弟子宮崎市定在其名作

《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書中，對宋代到清

代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制度、軍事

制度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和分析研究，調整了

以往舊說中的官僚制度和貴族制度之間的矛

盾，使「內藤假說」逐漸得到充實和實證。

尤其是他對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發現

在隋唐時代的選舉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

潛伏著中世時代所流行的貴族制的主線，而

從宋代開始則具有了全新的內涵，這樣一

來，他通過對科舉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

貴族制形式的變化和延續。從此，中世貴族

制度、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成為日本東洋

史學京都學派最為典型的學術標誌和研究整

個中國古代史的座標系。

另一位傑出的著名弟子是岡崎文夫，他

的《支那史概說》、《魏晉南北朝通史》和

《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三部專著，成了以

貴族制度為核心、貫徹和論證「內藤假說」

的傑出代表作。岡崎文夫在該書中，繼承了

內藤湖南所主張的貴族勢力和軍事勢力的結

合，成為這一時期的權力中樞的觀點。中央

皇權和地方豪族／貴族之間的對立，儘管他

們同屬於統治集團，但是他們的矛盾比一般

民眾與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在地

域特徵上，北方的皇權集中和南方的貴族勢

力形成不可調和的對立關係。但是，他把貴

族制度的存在推進到貴族制度國家化的程

度，並且經過考證，認為隋唐貴族制度起源

於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度，這使得他得到了他

的老師的格外贊許，內藤湖南甚至認為他自

己對中世貴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晉南北

朝通史》一書中，已經接近完成。

內藤湖南「隋唐貴族制」和「宋代近世

說」的出現，最大限度啟發了對隋唐政治制

度的研究。他考察了唐宋兩朝在政治制度、

經濟體制和文學藝術等方面表現出來的種種

差異和變異，特別著眼於隋唐貴族制度的崩

潰和宋代君主獨裁政治的出現，以及他所謂

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於貨幣制度的通

行、文藝風格的變遷等。內藤湖南的「唐宋

變革說」，使學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

後代的制度延續，特別使發生在唐宋之際的

制度變革，在古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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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擴大到了中原以外的邊遠地區，並且又

反過來影響到中原地區的主體制度。

大家一定記得陳寅恪曾經以「新宋學的

建立」或「宋代學術的復興」作為未來中國

文化的支點。在陳寅恪那裡，唐、宋明顯地

是被分開的，他的隋唐一體和對宋代學術的

寄託，他的以「種族文化論」來部分代替對

內藤史學中「貴族論」的主張，他在分析牛

李黨爭時的山東士族和新興階層的矛盾，本

質上和內藤的隋唐貴族制度的假說沒有太大

的區別。他說：「寅恪嘗於拙著《隋唐制度

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

詳論北朝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文化，而不在

種族。茲論南朝民族問題，猶斯旨也。」陳

寅恪重申「種族與文化」是「治吾國中古史

最要關鍵」——這裡的「文化」其實就是

「貴族文化」的簡稱，陳氏故意省略了「貴

族」二字。而內藤史學的核心也正是隋唐貴

族制度及其文化表現。

甚至陳氏主張未來中國文化是「新宋學

的建立」或「宋代學術的復興」，都可以看

出陳寅恪對內藤假說的贊同和發展。陳寅恪

的隋唐史研究則是發展和推進了內藤史學關

於中古史貴族制度的學說。而經過陳氏弟子

的深入傳播和研究，今天已經成了隋唐史研

究的基礎之一。

結合剛才我們的提醒：內藤的貴族制是

皇家貴族，還是官宦貴族？因為周朝的分封

制度到秦漢的封建制度，貴族制的皇家貴族

是典型特徵。進入隋唐，官宦貴族成為替

代。如果宋代開始，新興地主階層的出現，

到明清鄉紳勢力的大量普及，我們是否看作

是貴族制度的地方化和鄉村化？誠如是，內

藤假說應該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但是，如此高度肯定宋代的陳氏，卻沒

有想到：

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就等於把由

宋到清的歷史進程等同為一個早熟，而且高

度發達的封建王朝走向長期衰老的漫長歷史

過程。在他看來，固有的中國文化中心已經

是一個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

響之後，並獲得新興的日本文化，則是一個

健康生長的青年。這類觀點在內藤史學中，

表現得還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在《支那論》

和《新支那論》二書中，那裡面十分強烈的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和觀點，為日本的

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有意無意之間，卻直接

提供了文化注解，這成為內藤史學及其本人

遭人詬病的直接證據和原因。就連他的再傳

弟子也公開承認：「湖南在《支那論》和

《新支那論》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條件下中

國有國際管理的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與日

本經濟輸入意見，給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將侵

略中國正當化企圖的疑問。」一旦喪失了工

具理性，無論他是多麼優秀的史學大師，也

難免成為軍國主義政治的文化傳聲筒。博學

而不世出的內藤湖南將其傑出的史學理論，

拱手送給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今天，雖然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等領

域，中國學術界早已經出現了唐、宋的分離

性研究局面，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唐宋一體

和唐宋分離卻是以一種微妙的連接存在著。

（三）內藤史學對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影響

敦煌學在中國歷史學界的出現和發展，

更是內藤史學的貢獻所在和對中國歷史學界

的巨大影響所在。在中國歷史學界一直有人

主張陳寅恪是敦煌學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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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真正的敦煌學的開創者應該是內

藤湖南。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東京和大阪

兩地的《朝日新聞》，內藤湖南以〈敦煌石

室的發見物〉為題，報導了敦煌文獻的發

現。接下來的幾天中，他撰寫的長篇報導

〈敦煌發見之古書〉陸續發表。一九一○年

八月，京都帝國大學立即派遣內藤湖南與狩

野直喜、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和富岡謙藏五

人來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書。然後

的幾年中，無論從敦煌史料的搜集、整理、

使用和規範，還是從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和

文獻對比考證等方面來說，內藤湖南奠定了

敦煌學的各個研究模式和研究基礎。

高田時雄在〈內藤湖南の敦煌學〉一文

中，特別肯定了在早期敦煌學研究各個方面

內藤湖南的巨大貢獻。內藤一直以「支那古

文書學」來指代敦煌學。內藤最早參與了對

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獻的收集和調查、親

自拍攝了上千張的敦煌文獻照片，並加以分

類和考證，至今留下了幾十本的研究筆記。

他將文字考證、版本考證和當時的歷史結合

起來，並對敦煌文獻給予精準分類，為敦煌

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至今也影響著中

國歷史學界和敦煌學界。隨著最近幾十年對

海外漢學研究的注重，有關內藤湖南的著作

和研究論著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國學術界，甚

至出現了以研究內藤湖南的思想為核心的博

士論文。把內藤湖南的貴族制理論和陳寅恪

先生的種族文化論，進行學術思想的對比性

研究，已經成為可能。

（四）內藤史學對中國歷史學界章學誠

研究、清史研究的影響

一九二○年，當內藤湖南的〈章實齋先

生年譜〉一文在《支那學》刊物上剛一發

表，胡適看到後，引起了極度的關注，立刻

致函內藤湖南，和他展開了學術交流。

內藤湖南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肯定

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一書

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貢獻，是特別值得讚許的

地方。因為作為日本學者的他，遠比中國學

者更早地、更全面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

內藤湖南在《支那史學史》一書中，對

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非常推崇，也肯定了胡適

等人對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該書〈章

學誠の史學〉一章中，他首先闡述了自己發

現章氏學說的過程：「自己第一次讀此人的

《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是在明治

三十三年，那時覺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

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讀之後，做了

這個人的年譜加以發表。」而據貝塚茂樹的

回憶：「內藤先生對我說，章學誠這個人，

在西方來說，像是社會學，他的帶有社會學

性質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會學啊。

是斯賓塞等那一類型的東西啊。」作為記者

出身的內藤，永遠關注的是社會學及其社會

表現形式！

內藤湖南最為賞識的是章氏的六經皆史

說、原道說和原學說等觀點，這些觀點深得

內藤湖南的贊賞。在《支那史學史》中，內

藤湖南還特別肯定了章學誠創建方志學的學

術史意義，在介紹這一新學說時，他不惜點

出了戴震對方志學的非難，這顯然已經暗含

著對戴震的批評。這本《支那史學史》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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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語譯本，一直是大陸和臺灣學術界和讀

書界的熱門著作。

在內藤湖南和胡適的往來書信中，特別

多的內容涉及到了對章學誠的研究。可以

說，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就是在內藤

湖南的〈章實齋年譜〉基礎上的登峰之作。

而內藤湖南在讀了胡適所寫的年譜之後，立

刻發表了〈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一

文，並訂正了胡適文中的十五處錯誤和不準

確之處。胡適則虛心接受，並來信表示感

謝。

另外，內藤對清代美術史、清代思想史

和政治史的研究，是大陸和臺灣清史研究的

開路先鋒。他的《清朝史通論》、《清朝衰

亡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

《新支那論》重要觀點和寫作模式、關懷核

心，幾乎一直就是大陸和臺灣兩地清史學者

的研究和模仿的核心！從蕭一山先生《清代

通史》到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新清史」

系列，都可以找到內藤史學的影響。最近，

在中國和日本的博士生、碩士生中，已經有

專人進行這一比較研究。

（五）特殊影響：內藤史學的文化中心

移動說成了中國歷史學界的禁區

內藤湖南認為：古代的中國文化在其特

定的時代和地域內，形成了所謂的「文化中

心」。而具體到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都

會因為地理環境和時間的關係的不同，產生

一個凝聚當時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這

個文化中心形成之後，就開始了它的不停地

發展變化和向前移動的歷史過程。即以中國

古代王朝發展的歷史而言，從洛陽到長安，

再到燕京，最後形成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

文化中心。由此而來就形成了宋代以後中國

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現實

問題和政治勢力圈。

其實，到此為止，內藤湖南的觀點還是

比較正常而且理性的。這一觀點的異常是從

下面開始的，即：他主張，中國文化的發

展，有時還會越出漢民族、中原，甚至中國

本土的範圍，形成一個他所謂的「東洋文化

圈」。換而言之，他主張：中國文化的中心

下一步將要移動至日本，由日本來振興中國

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天職」。在《支那

論》一書的〈所謂日本國の天职〉一文中，

他則公開地主張：「日本的天職，不是介紹

西洋文明，把它傳給中國，使它在東亞弘揚

的天職。也不是保護中國的舊物賣給西洋，

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風尚風靡天下、

光被坤輿的天職。」這是最早出現的日本

「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來源。

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主張：中國文

化由內向外不斷地擴大發展的總趨勢，使周

邊地區的落後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區先進文

化的影響後，繼續向四周擴散一樣、並且和

當地固有的文化傳統完成整合。他提出了

「中日文化同一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

國文化中心的延長點和未來中心所在地。在

闡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時，他又提出

了中國文化的「鹽鹵比喻」和「波動比

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漿，而中

國文化則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鹽鹵。而中國

文化的發展是波動性質的，從內向外的發展

就像波紋一樣，而遇到任何阻礙都會自動反

射回去，然後再以新的波紋向外發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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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而越到後來，波動的中心就越衰老和

虛弱。

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

源上，則是和清代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

尤其是和趙翼的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趙翼

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和氣運地氣說，在內

藤史學中被發揮到了極至。不了解這一點，

也就無法把握內藤史學，乃至於解釋內藤湖

南的以學論政的一生。趙翼在〈長安地氣〉

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中國古代都城自西向東

遷移的原因，是「氣運」演化的結果。而這

一點則深深地打動了內藤湖南，並引以為知

音。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出的「讀史

以觀世變」的思想，幾乎就是內藤湖南「唐

宋變革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的立論依

據。從此以後，精通趙翼的史學思想成了他

的弟子們的看家法寶之一。內藤湖南由趙翼

的「氣運」的移動說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社會

中多次出現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東西的移動

現象，由此而來，終於創建了他自己獨特的

「文化中心移動說」。

這一理論至今是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禁

區之一，以至於對趙翼思想的研究，也受到

了制約。

內藤湖南在當記者時代，曾經對中國的

現實進行過很準確的預言和很精細的觀察。

比如他對清朝滅亡的預言，比如他對滿清腐

敗和舊北京大小生活細節的觀察等等，這反

映了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敏銳的觀察力和政

治預見能力。但是，當他成為京都帝國大學

教授以後，他對現實的預言逐漸被學術史的

考證和嚴謹的治學風氣所代替。顯然，作為

學者的他，已經日益占據了他對現實的關

心。但是，很快，隨著日本占領東北和滿洲

國的成立，他對政治的關心又重新得到了發

揮。他可以說一直在履行著經世致用的趙翼

史學思想。

儘管在戰後，內藤湖南所建構的內藤史

學，因為其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遭到了野原

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

龍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學理論家們的尖銳批

評，但是，在遠離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後，

內藤史學作為京都學派的核心組成，還是得

到了國內外的中國歷史學界的高度肯定和深

入研究。

最後，我希望大家多關注一下桑原先生

及其桑原史學。

感謝哈佛大學給我這一機會。哈佛大學

不但收藏了我個人的八部學術著作，還收藏

了我高祖的四部學術著作！這讓我倍感親切

和感激！感謝今天各位教授和學生、學者們

的積極參與和指教。如有任何指教，請來信

給我：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校對：黃玉雯／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

　　　江歆茹／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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