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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种魂”: 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

李孝迁

内容提要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 20 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

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

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

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

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 20 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

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

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

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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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十年，在数量种类繁多的国史教科书之中，被现今研究者时常论及的主要有三种: 曾鲲

化( 横阳翼天氏) ①、夏曾佑、刘师培之作②，皆未写完，以曾书出版最早。夏、刘二氏教科书一直在

研究者视野之内，而曾氏《中国历史》自民国初年之后渐被世人遗忘。直至 1982 年俞旦初最先发

现曾书，首次将其作为 20 世纪初年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加以论述，搜集了各种出书广告，对该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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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晚清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 15SG25) 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

划重大项目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曾鲲化( 1882—1925) ，字抟九，湖南新化人。1901 年获取官费生资格，留学日本东京，创办东新译社，入同盟会。初志陆

军，后改治铁路学，考入岩仓铁道学校。1906 年回国，在铁道部门任职。辛亥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交通

史编纂委员会总纂。1921 年在北京创办中华统计学会，担任会长。撰有《中国铁路现势通论》( 化华铁路学社 1908 年版) 、《统计

学教科书》( 上海群益书社 1913 年版) 、《中国铁路史》( 燕京印书局 1924 年版) ，编译《中国历史》( 东新译社 1903 年版) ，译《经济

统计》( 美国斯密史著) 。“横阳翼天氏”是曾鲲化的笔名。“横阳”是地名，是湖南省新化县下的一个区。“翼天”“鲲化”“抟九”，

皆典出《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曾氏或好《庄子》，“翼天”取

自“其翼若垂天之云”，《中国历史》有“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亦典出《庄子·逍遥游》。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三册，迄于隋朝，商务印书馆 1904—1906 年出版;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迄

于西周，国粹学报馆 1905—190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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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也有所讨论。① 此后研究者多依据俞旦初成果转相引用，使曾书的知名度大为提升。然而，曾

书存世稀少，一般研究者多无缘得见其面目，故对此书整体面貌的认识依旧不清晰、不准确。笔者

认为有必要在俞旦初的基础上对曾书作专题研究，但这并非表示它的学术价值比夏、刘二书高，而

在于它比后者更能说明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更具示范意义。因此，本文

利用明治时期出版的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以及近代中国出版的各种国史教科书，结合图像

史料( 包括徽章) 等，尝试全面论述曾书的史源、宗旨和影响，给它作出准确的定位。

一、史源

20 世纪初年，国史教科书不论体例还是内容，多取鉴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曾氏《中

国历史》是当时编译东籍潮流中的一种，正文署名“横阳翼天氏编译”，但它与一般国史教科书有所

不同，“博选东西洋名家所著支那历史、东洋历史，及有关于一部分之希腊、罗马、俄罗斯诸历史，或

一时代之实录、纪行等，中国《四库》所储之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
论、外史、考据、注释种种历史，及现今著名之杂志等，凡足供参考者，胥熔一炉而冶之，以增五光十

色之特彩”②，然后“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

拔之宗旨”。③ 曾书原计划出版上、中、下三卷，目前所见仅上卷，迄于战国秦统一中国，发行所是东

京东新译社，1903 年 1 月 1 日印刷，1903 年 3 月 24 日发行。中卷从秦一统写至五代之分裂，计划

于 1903 年 6 月出版④，据说已刊⑤，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中卷正式出版。
曾鲲化如何制作《中国历史》? 首先，体例仿日本支那史和东洋史教科书。晚清出版的很多国

史教科书篇首往往以论地理、人种始，这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日人教科书的惯常做法。曾氏在

“体裁之界说”说明叙事分为两线，“一叙社会大势之成行，一记社会开化之事迹”，即先写政治史后

写文明史( 文化史) ，而文明史又分为: 政治( 官制、法制、学制、选举、兵制、币制、税制) 、学术( 语言、
文字、数学、天文学、历法、地理、哲学、卜筮、礼仪、音乐、医药、典籍) 、宗教、美术( 印刷、绘画、建筑、
器物、军械) 、风俗( 食物、衣服、住居、婚姻、丧葬、祭祀) 、实业( 农业、工业、商业) ，每一细目都有详

略不等的叙述。这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特有的架构。曾书“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

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以项，项附以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

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⑥，正是机械模仿日人教科书的做法。曾书在太古纪和

上古纪末章安排“国势要览”，以科学发明表、大事一览表、帝王承统表形式呈现，尤其前二表，乃仿

山本赖辅《新体支那史》( 精英堂 1893 年版) 。此外，曾书以“国史氏曰”形式发表评论，就是他所说

的“叙述体例，一面为纪事本末的，一面为批评推断的，单刀赤手，出入古今”。⑦ 这种做法参照北村

三郎《支那帝国史》( 东京博文馆 1890 年版) 。北村即以“野史氏曰”，以落实他在“凡例”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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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续) 》，《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第 71、74—76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1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书后附页，《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
俞旦初认为曾氏《中国历史》中卷出版于 1904 年，有误。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续) 》，《史

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第 76 页。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黑风氏译补:《中国文明发达史》，“《中国历史》中卷已刊广告”，东京，东新译社 1903 年版，书后

附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5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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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面采用纪事本末体裁，一面采用批评的体裁，不为前贤旧说所拘泥，“单刀赤手，论断古今”。①

所谓“野史氏曰”或“国史氏曰”此种编史体例，在中国传统史学很常见，如“太史公曰”“臣光曰”，

对中国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日人显然是模仿中国旧史。但是，曾氏的做法不是承袭中国传统，他

直接模仿的对象是日人教科书，不仅体例，有些“国史氏曰”内容也编译自“野史氏曰”。
其次，就内容来说，“博选”众多日本支那史、东洋史著作，加以重新编排，以“发挥自己之理

想”。曾书虽谓取材“支那历史二十余种”②，但并无明示，若要一一坐实确定，难度极大。经笔者

考证，曾氏至少取材以下诸种日人书籍。下文将以文本比对的方式，每种日人书籍举证一二例，以

直观说明两者关系。
( 一)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 经济杂志社 1887 年版) 。田口严厉批判中国专制政治，对曾

氏有莫大的影响。曾氏在《中国历史》留下了《支那开化小史》的痕迹，如谓:“初禹之未即位也，尝

助舜翼赞其一统之业，其足迹遍于天下。及为天子……渐举中央集权之实，屡巡行四方，以镇压诸

侯。及于末年，天子势力始强盛。其结果也，禹照尧舜之例，不传位于其子而让于益，而诸侯不服，

朝觐讴歌者，不之益而之禹之子启，曰吾君之子也。自是以后，天子之位，永传于其子，成世袭政治

之基。”③此文摘译自《支那开化小史》第 18—20 页。
( 二)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 中央堂，第 1 册初版于 1888 年) 。在政治史方面，曾氏对那珂之书

取材颇多。曾氏说:“中国者，惯于革命之国也。创世以来数千年，屡经朝家之兴亡，国号随变，无

一定之称，其民间口号最古者曰中国。黄帝一统以来，已有此名。盖太古国民，以为位世界之中央，

故取世界主义之名词，表其目的。”④此脱胎于《支那通史》第 1 页“其地屡经朝家之兴亡，国号随

变，无一定之称，国人自称曰中国，盖以为居天下之中也”。曾氏谓: “中国诸侯，古称万国，其初不

过族长部酋也，历世相兼并，渐生大国。”⑤此句直接取自《支那通史》第 15 页，只是将“支那”改为

“中国”。曾书“阴阳五行之僻说”一节，除了首句“中国学术发达之所以迟缓者，阴阳五行之僻论，

亦为最大之原因”，其余文字包括“五行配当图”⑥，摘编自那珂《支那通史》第四章“阴阳五行之说”
第 42—44 页。

( 三) 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 东京博文馆 1890 年版) 。该书总叙第四章“歷代ノ興亡盛衰ヲ

論ズ”被曾书首编总叙第四章“历代兴亡盛衰通论”所编译，甚至“国史氏曰”文字也部分取自《支

那帝国史》。兹比对一组文字:

国史氏曰: 自晋至南北朝之间，我国黑暗之初期也。大地之上，种族与种族战，种族之中，

帝王与帝王战，坌涌峰起，演出杀人如麻之惨剧(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26 页)。
抑モ晋ヨリ南北朝ノ间、群雄割據ノ勢ヲ成シ人種ハ人種ト相競爭シ、帝王ハ帝王ト相競

爭シ、禍乱相踵キ、一波未タ平ガザルニ、一波隨テ起リ( 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第 53—54
页)。

曾书关于“秦穆之独立”小节之末“国史氏曰”:“秦穆公以西陲建独立大国，历史家皆称其收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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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三郎:《支那帝國史》，“凡例”，東京博文館 1890 年版，第 3—4 页。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中国文明发达史》，“《中国历史》( 上卷) 出书广告”，书后附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74—75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国号变迁纪实》，《中国历史》( 上) ，第 1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93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93—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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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为顾问官所致，然自其社会情形观之，皆陆军发达之结果也。读《秦风·无衣》之诗，其国民尚

武之精神，爱国之热肠，溢于眉宇，正与斯巴达爱国歌相埒，可知秦之崛兴，乃国民武士道之膨胀力，

非一穆公一百里奚等之脑筋所能制造也。”①这段评论综合了《支那帝国史》第 106 页正文“野史氏

曰”和天头小山正武( 号米峰) 文字。米峰曰:“《秦风·无衣》之诗，其人民尚武爱国之精神凛凛乎

溢于纸端，与马耳塞歌、独逸祖国谣正相伯仲，千载之下使读者听者奋起焉。秦国君臣之励精英迈、
坚忍远略，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两相比较，曾氏何以如此评论秦穆公便豁然开朗，他只是添加了

“陆军发达之结果”，以“斯巴达爱国歌”替换“马耳塞歌、独逸祖国谣”，将上述两段文字稍做加工，

便制作成他的“国史氏曰”评论。事实上，曾书带有史论性质的文字，大多取自《支那帝国史》，如墨

子为“今日虚无党之远祖”②，韩非“其说斩新奇拔，适于时势，文章亦极其精刻”③，均见《支那帝国

史》第 143、146 页。
( 四) 明石中和《新体支那历史》( 大仓保五郎 1891 年版) 。曾氏主要以此书为蓝本，参酌其他

史籍，编译成《中国历史》。曾氏说:“周室既衰，政府之实权坠地，天下之诸侯，益逞其势力，诸种之

外族，益恣其欲心，杀伐战斗，攘夺并吞，纷纷藉藉，而永久之间，无统一之局，是为春秋。”④此句译

自《新体支那历史》第 101—102 页“周室既に衰へ、政府の權地に墜ると俱に、天下の諸侯は、愈益

其勢力を逞ふし、諸種の蠻族は、愈益其慾心を恣にし、殺伐戰鬪、攘奪併吞、紛々藉々として、永久

の間、統一する所なかりしなり。”此书插图颇多，许多被曾氏所采用。
( 五) 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 吉川半七 1892 年版) 。曾书“上古人民之气质”

一节，综合了明石《新体支那历史》第 181 页“风俗”和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第

131—132 页“人民之气质”，仅增添《礼记》云云。如曾氏谓“楚人轻果，秦人劲武，齐人儇慧”⑤，即

译自《支那史》第 132 页“齊人の儇慧なる秦人の勁武なる楚人の輕果なる”。此外，曾氏还参考了

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 吉川半七 1895 年版) 。曾氏所列“晋所灭之国名”“楚所灭之国名”，不见

于《支那史》，却在《支那史要》第 17 页。
( 六) 山本赖辅《新体支那史》( 精英堂 1893 年版) 。此书也是曾氏制作文本的重要来源之一。

曾书“太古文明史”章讲“官制”一小节译自山本《新体支那史》第 17 页，包括官制组织图也被曾氏

采用。曾书“东西洋各国交涉之发端”一节译自《新体支那史》第 40—41 页“外国交通”一章。曾书

“社会之自由空气与学派之竞争风潮”一节编译自《新体支那史》》第 52—53 页第七章“戰國ノ氣

質”和第八章“學派ノ勃興”。
( 七) 桑原隲藏《初等东洋史》( 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 1899 年版) 和《中等东洋史》( 大日本图书

株式会社 1898 年版) 。曾书“贵族专横之原因及春秋之终局”一节云:

周自东迁以来，虽无复天子之实权，然春秋之初，犹有文武余烈，且距宣王中兴不远，故天

子尚存几分威严，受天下尊敬。凡诸侯图独立者，必藉言尊王，以收民心。及周室衰，无恢复维

持之望，天下大权，乃悉归于大诸侯，各抱统一天下之希望。由弱肉强食之结果，渐致膨胀，于

是搏搏神州，无一人唱尊王之说，全为大诸侯竞争之舞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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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07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82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84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93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202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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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源出桑原《初等东洋史》第 14 页:

周は東遷の後、天子の實權なかりしも、尚ほ幾分の威嚴を存して、天下の尊敬を受くる

に足りしかば、諸侯も亦必ず王命を請うて覇者となりしが、其後覇者輩出して、天下の大權

悉く大諸侯に歸せしより、彼等は其勢を負ひ、各王室を倒して、天下を統一せんこと望みけ

れば、春秋の末世より、戰國の初世にかけて、復一人の尊王を說く者なく、全く大諸侯競爭の

舞臺となれり。

此外，曾氏对《中等东洋史》亦有所取材，如曾书叙述土耳其种文字，不见于《初等东洋史》，却在《中

等东洋史》第 17 页。
( 八)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 东京博文馆 1900 年版) 。曾书“文化发源西方”

一节介绍拉克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 《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观点①，摘录自《支

那文明史》。《支那文明史》由东新译社 1903 年出版，题名《中国文明发达史》，曾氏为之作“叙

论”，所以他对此书当颇为了解。《支那文明史》谓“黄帝率其民人来支那土耳其斯坦，然后沿加悉

亚河，达于昆仑花国之东方。花国，即昆仑之名称。花，华也，取其地之丰饶华美，永为后世之邦土，

故其后自称曰‘华’”。② 这句话被曾氏引申为:“华字之起原，在未辟以前。中国开基祖东渐时，途

经昆仑山下，有雄大之邦曰花国，心醉其隆盛，因记于脑以传其子孙，花与华同，后人继始祖之志，遂

称为华。”③改动个别字后，曾氏这句话又被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④

( 九) 塚越芳太郎《支那历史に於ける地理的影响》。⑤ 《清议报》第 100 册( 1901 年 12 月 31
日) 发表《中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系》，署名“日本停春楼主人”，即是《支那历史に於ける地理的影

响》汉译文。此文影响颇大，被《中国新史学》( 镜今书局 1903 年版) 收录，改题《中国上古开化影响

于地理说》。《台湾日日新报》1902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6 日也转载，改题《清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

系》。曾书“太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和“上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两章内容基本取自《清议报》汉

译文，包括“春秋列强独立地域表”和“七雄峙立地域表”。
( 十) 坂本健一、高桑驹吉合著《新撰东洋史》( 富山房 1901 年版) 。曾氏对此书的取材主要在

插图，目前可以确定的插图有“夏禹治水之碑文”和“秦孝公之像”。
以上诸书( 文) 多次再版，曾氏所见未必是初版，如桑原《初等东洋史》，在曾氏编史之前有

1899 年、1900 年、1901 年三种版本，前两种皆无插图，1901 年版增加了许多插图，曾氏从中采用若

干人物图像，他所参考的是 1901 年版。与曾氏编史处于同时，诸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史要》《支

那史》《支那开化小史》《中等东洋史》皆出现中译本，而被曾氏倚重较多的明石《新体支那历史》和

山本《新体支那史》、北村《支那帝国史》，反而长期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除了日本教科书，曾

氏也取材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1901 年)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02 年) 。曾氏编史确

实博采众多书籍，取其所需，组合成相关论述，并不是编译单一著作。他处理国史有自己的原则，借

他人之材料，以“发挥自己之理想”。但是，全书的史实和观点，仍留存了浓厚的日人教科书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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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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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en de Lacouperie，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 London: Asher ＆ C.，1894) ．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中国文明发达史》，第 17 页; 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支那文明史》( 日文版) ，東京博文館 1900 年

版，第 32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国号变迁纪实》，《中国历史》( 上) ，第 1 页。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刘申叔遗书》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78 页。
塚越芳太郎:《支那历史に於ける地理的影响》，《国民之友》第 246—265 号，1895 年 3—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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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即使在“国史氏曰”部分，不少文字也是渊源于日人，而非曾氏原创，所以他署名“编译”，盖名实

相副也。
最后，就插图来说，多取自不同的日文书籍。日人所编历史教科书经常绘制插图，以增强叙述

的趣味性，曾氏应受此启发，谓“绘画肖像在西洋为最重要之科学，尝云累文字万言，不及一片图

画。盖其容易感觉，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今特博采旁搜，千金索购，以期放一异彩于史界”。① 曾书

插图共 44 幅，为该书一大特色。经对插图作史源的梳理，笔者形成三条判断: 其一，曾氏主要从明

石《新体支那历史》、山本《新体支那史》、桑原《初等东洋史》( 1901 年版) 以及坂本健一和高桑驹吉

合著《新撰东洋史》取用插图，而日人教科书所绘插图，主要依据明代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
( 1609 年) 和清代冯云鹏、冯云鹓合辑《金石索》( 1823 年) 等之类的中国古代像传图籍，有的则想象

造作。插图在不同教科书之间辗转翻版，通常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然传承关系仍有图可寻。其

二，插图是经曾氏一番筛选取舍，并不是随意取用。日人所绘插图若不合曾氏之意，他的惯常做法

是“张冠李戴”。关于黄帝肖像，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 年版第 2 页有黄帝像，复制于《金石索》，

但曾氏并没有采用，或因不合他对黄帝的想象。曾氏没有采用明石《新体支那历史》汉种像，因此

像以清人服饰装扮，而采用山本《新体支那史》孔子像代替。明石的尧帝像，据《三才图会》而来，但

制作粗劣，人物目光呆滞，相貌不佳，曾氏同样没有采用，而从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 年版第 50 页

取汉光武帝像代替。其三，为了填补插图之缺，曾氏挪用其他肖像充数。在曾书中较为重要的人

物，如商汤、勾践、墨子、秦孝公，他所参考的日人教科书皆无插图，为了弥补缺憾，则取其他人物肖

像顶替。曾氏取桑原《初等东洋史》1901 年版第 12 页管仲像充商汤像，取明石《新体支那历史》楚

庄王像代勾践、汉高祖像代墨子，取《新撰东洋史》第 42 页汉武帝像代秦孝公像。商鞅像或据《新

撰东洋史》元世祖肖像制作而成。曾氏选取一张常见孔子画像作为老子肖像，系手民之误或有意

为之，不得而知。

二、宗旨

曾书虽博采日人书籍，但其目的在于“发挥自己之理想”，即“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

在当时各种国史教科书中脱颖而出。该书何以反复致意种族、种魂、国魂，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 一

方面“转移灭亡风气”。彼时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需要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各振其

国民精神，脱外族奴隶之羁轭，恢复我汉种固有之国之权力，发挥我汉种固有之优等文化力，抹煞外

族一切界限而吞吐之，然后雄飞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与白皙人种竞争”。② 另一方面“改造文明社

会”。③ 曾氏用睡狮形容近代中国，“如沉疴如痼疾，力弱极骨脆极，沉沉二千载，黯黯廿四朝，气息

恭然，横卧长睡于亚细亚大陆，遂成不能运动之动物，而落于永静之苦海”④，他要用历代国民进步

史唤醒雄狮，进入“光明正大、完全优美之自由魂、独立魄之活历史”。⑤ 曾书正是从救亡和图强两

方面贯彻“结构民族主义之种魂”⑥的叙事宗旨，这也是该书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
为了落实“结构种魂”，曾氏对历史叙事做了独特的安排。首先，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曾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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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4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9—20 页。
“转移灭亡风气”“改造文明社会”，皆出自《中国文明发达史》书后附页“《中国历史》中卷已刊广告”。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 上) ，第 2 页。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 上) ，第 3 页。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中国文明发达史》，“《中国历史》中卷已刊广告”，书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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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明义说:“东西洋历史家尝曰: 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也。盖我国之所以有今日者，实汉种之

所赐。”①当时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几乎都会论述中国人种问题，“五种说”( 汉满蒙回藏) 和

“六种说”( 五族加苗族) 最流行。曾氏的人种分类与其所参考的诸种日人教科书皆有所不同，而与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一致，但他描述各族经过一番筛选，综合了各种教科书，与梁氏详略侧重有

别。以汉种为例，曾氏叙述文字及其史源见下表:

《中国历史》“汉种” 出处

其先自帕米耳高原东行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或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

著《支那文明史》

栖今西北地方，渐渐侵入江河中央要地，驱逐苗人种于南方，而

敷文化，遂蕃殖于中国内地全部，世握帝王之特权。其性质温

良，皮肤苍白而带黄色，体格端正，生活之度最高

明石中和:《新体支那历史》，第 27 页

且夙讲政理，重道德，脱野蛮之域甚早 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第 36 页

即今文化之度，智识之富，究非他人种所能望其项背 明石中和:《新体支那历史》，第 27—28 页

故不独于中国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也 北村三郎:《支那帝国史》，第 37 页

曾氏整合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或《支那文明史》) 、《新体支那历史》《支那帝国史》有关汉种

叙述，尽取美言，形塑汉种的光辉形象。为了给汉种配图，曾氏颇费心思，他所参考《新体支那历

史》和《支那史》汉种插图均为清人服饰装扮的形象，对排满革命者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

取山本《新体支那史》扉页孔子肖像充当汉种像，且放大并居中央，以示尊荣。汉种标“本族”，而其

他皆标“外族”，以达到“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

特质”。②

黄帝作为汉族想象的始祖，在曾氏的种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地位特别显著，《中国历史》扉页“中

国始祖黄帝肖像”( 图 1 ) ，浓眉怒目、长须、穿战袍、佩剑、执钺，俨然一幅武人形象，并有赞语曰:

“黄帝者，我现今四万万汉种之鼻祖也，距今四千年前，以巨刀阔斧开辟中国、制造文明，凡我后人

一草一木皆受其赐。谨描肖像于书端，令我国国民作一大纪念，以发达我伟大雄毅之种魂，扩张我

膨胀纵横之国界。”此处“中国始祖”仅指汉族始祖，中国等同于汉族，并不包括其他族群③，与中华

民国成立之后将黄帝由汉族始祖扩充为中华民族始祖有别。曾氏特列“黄帝创一统政治之基础”
一节，此节名取自桑原《初等东洋史》。他把黄帝打造成佩剑执钺的武人形象，契合其时国人对黄

帝率族东迁、征服四方外族的想象，且附“黄帝大战涿鹿枭蚩尤图”，以增强叙事可视化效果。黄帝

不仅在武功方面达到顶点，而且在文治方面也臻于极致。曾氏比日本教科书更详尽突出黄帝，以彰

显其独一无二之地位，且以“国史氏曰”方式向读者强化黄帝乃中国历史“开幕之第一伟人”。④

曾氏编史前后，在排满革命的刺激下，黄帝作为历史文化认同的符号，“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

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⑤ 或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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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4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3 页。
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说》( 1903 年) 中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 《刘申叔遗书》下册，第 1662 页) 。在《攘书》( 1904 年)

中则谓“盖炎黄之裔，厥惟汉族”( 《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32 页) 。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40 页。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 年第 6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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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① 曾氏积极参与黄帝神话的制作，利用黄帝故事，向读者传

递暗示: 我们的始祖是值得引以为傲的，他血统高贵，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族人东迁，以

武力征服苗人，建立一统大帝国，作为黄帝的子子孙孙，没有理由甘心屈服于外族。像曾氏那样如

此凸显黄帝，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应该说，曾氏对 20 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

具有先驱作用，但却被今人遗忘②，中外学者研究点燃“黄帝热”之火的事实起源，完全遗漏曾氏的

关键环节，导致历史脉络的错乱。
回答“我们是谁”之后，还需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若不明祖先发源之地，势必削弱民族认同

的基础，甚至有“解构种魂”的危险，所以但凡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总要编织民族发源圣地和英雄故

事，以之作为维系民族凝聚的纽带。曾氏似谙此道，除了建构黄帝形象之外，他还为汉族想象种源

之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关于汉族发源地有两种观点: 其一，“西北说”。当时日人

所编支那史、东洋史大多持此说，少数则会具体说明为帕米尔高原或昆仑山。其二，“巴比伦说”。
主张此说者是拉克伯里，他的《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一书论证汉族乃衍自西亚，原居住在巴比伦

一带，酋长黄帝率领族人东迁，征服了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长江，并在此建国。中国读书人尤

其那些排满革命者最初对此说颇为欢迎，因为黄帝东迁的故事可比之摩西出埃及记③，具有神圣

感、壮烈感、使命感，给予国人所需之暗示，不仅提升汉族自信力，且为推翻满清政府提供一定的

理据。④

曾氏对种源地表述颇为暧昧，他大体接受日本教科书“西北说”，谓“汉人种自西北方面，次第

移住于黄河沿岸，随种族之蕃殖，蔓延四方”。⑤ 又说:“尝读《楚辞》，观其切望作昆仑山游，如出于

移住人民，慕其故乡之至情。又列子亦有道西方之美者。此我国先儒，以昆仑山为本土之想象

也。”⑥种源地具体在西方何处? 曾氏据《支那文明史》向读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汉人之祖先，大

凡在西历纪元前二千五百年顷，自里海南方之叶拉孟及苏西亚那等地，移住于支那。而其文化，特

自西方亚细亚加尔泰亚输入，如古文字之类似，两国民之宗教的、社会的并学术的之组织，及关于信

仰诸点，若出一辙。”最早向国人介绍拉氏“巴比伦说”的国史教科书是曾氏《中国历史》。他虽强调

“此说崭新而奇，似不可尽信，然悉推民族变迁之形势，社会发达之原则，亦确有所据，姑绍介之，以

俟考焉”⑦，但拉氏的黄帝故事太诱人，他写《中国历史出世辞》一文，情感冲破了理智，将“似不可

尽信”学说加以历史化，“以睡狮喻国体”⑧:

现今世界有惊天悸地、駥目詟魂之第一大动物，考古学者迹其远祖，距今四千五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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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师培:《黄帝纪年说》，《刘申叔遗书》下册，第 1662 页。
研究近代中国黄帝热的代表论文，如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 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

年第 28 期)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石川祯浩《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

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

述》( 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皆未论及曾鲲化《中国历史》的黄帝叙述。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58—259 页。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1882—194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5—117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36—37 页。按，此句取自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第 14—15 页:“此族は盖悠遠なる時

代に於て、西方より支那內地に移住し來りて、黃河の沿岸に棲息し、次第に四方に蕃殖せし者に似たり。”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38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38—39 页。
关于“睡狮”之喻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可参见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2006 年第 4 期; 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

象探源》，《中山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这些论著皆未论及曾鲲化《中国历史》在建构与传播“睡狮”形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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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由西南亚细亚东徂，盘踞黄河南北，生殖力最盛，膨胀力最富，竞强力最雄。不数十年顷，

一哮咆而战胜南方各獞猺，移植其种族于神州大地。①

他用文学笔调将拉克伯里学说作了史诗化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曾氏对种源地的多重想象，一为昆

仑山，一为西南亚细亚，其对“结构种魂”的作用，诚如陶成章所言:“国为民族之国，民族必有所由

起，则迁徙之说，夫亦安可以不详? 今夫迁徙之说，不特祖先披蓁棘，沐风雨，战胜他族，奠定疆里之

丰功伟绩，历历映影于子孙心目中，馨香顶礼而寤寐不忘者也，且种族观念油然而生。盖迁徙之说

所以明祖也，明祖所以尊祖，尊祖则敬祖心生，敬祖心生则自爱心生，自爱心生则保守之性质日益

固，而团结之力日益强，此近世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所以弥沦滂渤而充塞于大地也。迁徙之说，

顾不重乎哉! 顾不重乎哉!”②曾氏是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的中国人，随后响应者

众，最著名的要数蒋观云《中国人种考》。③

其次，“汉人种之历史”。曾氏作为排满革命者，与在东京的其他许多同志如宋教仁、陶成章、
刘师培一样④，坚信“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他在历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民族主义”，大多

数语境下实为狭义的“汉族主义”，并不包括其他族群。曾书“以汉人种为历史之大主干，其余五外

族皆骈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⑤，具有浓厚汉族中心论倾向，如外族进攻汉族用“寇”“侵”
“衅”，汉族进攻外族则用“征”“服”“伐”“攘”。曾氏处理汉族与外族关系，其叙事策略可概括为

两点:

其一，汉盛外衰，则壮我之声势。凡历史上汉族进攻外族之人和事，皆作正面宣扬，如周宣王

“征外族”，齐桓公“大举排斥外族”，晋文公“攘赤狄”，秦穆公“伐西戎”，赵武灵王“大破外族”，李

牧“大斥外族”，专节讲“外族跋扈之颠末”，强调种族优胜劣败，赞扬“强有力之诸侯，前后蜂起，纠

合诸侯，攘斥外族，犁其庭，空其穴，尽夺其殖民地，而长驱于边外矣”。⑥ 在曾氏看来，唯汉独尊，

“我国当上古之时，四邻皆蒙昧野蛮，殆与禽兽无异，独汉族暗夜放星辰之光，以文明照人耳目”。⑦

曾氏事无巨细地盘点汉人攻打外族之事迹，实有深意:“嗟夫! 古人之自爱其种，自尊其种，如此千

辛万苦，百折不挠。今食古人之赐，瓯脱古人之遗业，而全属于外族之轭下，吾不知有何面目见开创

我国、扩张我国之古人于地下矣。”⑧他之所以不厌其烦讲述汉族征战外族，是为了教训清季国人不

要忘记古人之遗业，挣脱“外族之扼”。今黄种与白种、汉族与满族竞争，犹昔汉族与外族竞争，当

时现实社会的满汉矛盾、排满革命风潮、列强瓜分中国，刺激作者调动汉族与外族之斗争与同化的

历史记忆，且自信预言: 汉种必胜。
其二，汉衰外盛，则引以为耻。培育种魂固然需要本族的光荣史，但失败史或耻辱史所发挥的

2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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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 上) ，第 1 页。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 228 页。
蒋观云:《中国人种考·中国人种西来之说》，《新民丛报》第 37 号，1903 年 9 月 5 日，第 49—50 页。
宋教仁言:“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 《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

版，第 6 页。陶成章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 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陶成章:《中国民族

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 212 页。刘师培称:“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 保汉族之人，

即为存中国之人。”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原载《苏报》，1903 年 6 月 22 日，参见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

2008 年版，第 47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8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16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3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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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并不亚于前者，故历代受外族欺凌之史实必书之，以不忘雪耻。例如，批评周平王“无帝王之

人格”，周幽王虽无道，然为犬戎所杀，“乃国之奇耻大仇，平王不卧薪尝胆，力图报复，反以戎狄逼

西都，欲避其势，东迁洛邑”，这是“昧复仇主义”。①《历代兴亡盛衰通论》一章历数外辱，如谓晋至

南北朝之间“我光华荣耀之汉种，屡受奇耻于外族，失幅员于外族，虽曰天命，未始非我国民气不昌

之所致也”。② 元代汉人被蒙古人统治，曾氏说:“今我汉族以历史上最有名誉之人种，不能吸收外

族，而反为蒙古膨胀政略所熔化，将数千年神圣相传一统之血脉一旦失之，举人间世之奇羞巨怨畴

过于是，愿我国民印之于脑，为我国历史上之一大纪念。”③汉族的屈辱史与光荣史交互配合叙述，

才能“悲愉交作，感情勃发”④，诚如宋教仁所言，这种叙事安排可令“听者张目切齿，疾首痛心，慨

然以奋，跃然以起”。⑤

最后，“国民缺少之原质”。曾氏编译此书是“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

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⑥，那么如何达成目标? 曾氏以为需要“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

大义”⑦，然后“添无数原质，造成一种新文明”。⑧ 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三端: 自由、革命、尚武。他

所处的时代正呼唤这些价值，故他从过往历史中寻找“原质”，作为“制造爱国国民之神妙药

料”。⑨

其一，自由。曾氏认为中国政治“造成空间时间所未曾有之怪状，而其最混浊社会、污坏历史

者，即钳制自由精神，所谓愚民的专制政治”瑏瑠，所以《中国历史》遇自由则颂扬，遇专制则诅骂。例

如，尧帝“置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使国民得言论自由，以为政治之媒介，于是海内大治”，被曾氏

视为“言论自由之起点”。瑏瑡 相反，周厉王大施专制政治手段，暴虐不堪，殚国民之财，竭国民之力，

以极其奢侈，国民“一视一言不得自由，一举一动不得自由”，其结果为“国民革命军之出发”:

国民莫不裂目攒胸，冲冠发上指，相恐怖，相哀怨，相咨嗟，相激奋，相秘密团结，相墨迹会

议，遂于悲风惨雨、惊涛怒潮之中，突发出一种有大势力、有大名誉之新思想，曰逐王、逐王，即

今所谓革命、革命者是也。大喊一声，震撼天地，国民云集响应，斩木揭竿，挥革命之三色旗，直

捣王都，围王宫。瑏瑢

此段文字极具政治暗示性，所谓“革命之三色旗”“国民革命军”，以现代的革命意象，想象古时历史

场景，以今喻古，旨在引导国民崇尚自由，灌输革命观念。“自由”一词作为从西方引入的政治学概

念，在曾书中出现频率颇高，并用自由的尺度来评判历史。对于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曾氏强调

缘于“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得自伸其才力，自输其智识，以进化于文明，于是朝野社会养成一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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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为之风”。① 相反，儒家则为学界进步之大障碍。② 这些激昂的文字虽多数取自日人教科书，

但曾氏善为利用，确实达到了“发挥自己之理想”。
其二，革命。1903 年前后革命风潮蓄势待发，曾氏作为排满革命者，极端崇拜革命，在历史叙

述中对于革命、暴动、破坏、造反等一切推翻旧秩序的行为皆予积极宣扬。“古之所谓圣贤者无他，

能破坏旧社会，而改造新社会之谓也”③，中国也被他视为“惯于革命之国”。④ 革命在曾氏的历史

意识中具有暴力美学的特征，“欲造成一完全优美之社会，必破坏一切旧社会而后能奏效，欲破坏

一切旧社会，则非涌出震骇人间世之大反动力无所凭藉。故大反动力者，组织完全优美之社会之原

因也，而完全优美之社会，则为反动力之结果”。⑤ 商汤推翻夏桀，被视为“臣下革命之始祖”。⑥ 周

武王灭商同样视为革命，特别举伯夷、叔齐的故事，说明儒家君臣关系不足训。⑦ 尊商鞅为“政治界

革命之始祖”，他的改革“扫灭旧社会而改造新社会”，令社会“日日进步”。⑧

其三，尚武。近代中国的积弱，时人认为缺少尚武精神是原因之一，所以极力鼓吹尚武精神和

军国民主义。曾氏编史离不开时代语境的熏染，强调“军事为国民精神，勾践军国民而灭吴，宋弛

兵备而亡于蒙古，可知其不能等闲视矣”⑨，叙事中时时不忘引导读者发扬尚武精神。他比较商周

不同，“盖商尚质，其结果为富于武士道之气象，故际国步艰难，上多有为之君，下多志士仁人，常得

挽回颓势; 周反之，尚文，故上下自陷于文弱之弊，此其结果所以一蹶不振也”。瑏瑠 秦穆公之所以强

国，乃因“国民尚武之精神”发达故也。越王勾践的成功，在曾氏看来，就是尚武主义所致。历史上

的暗杀行为，也得到曾氏赞扬，称颂聂政、荆轲之义勇犹如俄国虚无党，“为国家造文明幸福”。瑏瑡

三、影响

曾氏《中国历史》上卷虽然只出版了先秦部分，但甫经问世，似有绝大的声势。对于时人来说，

体例新颖，别开生面，文笔明达畅亮，思想契合时代主题，“使读者悲愉交作，感情勃发”。尤其卷首

即现黄帝肖像，以睡狮喻国体的《中国历史出世辞》作为开篇，落款“独立国之自由阁”瑏瑢，皆具隐喻

效果，具有暗示作用。曾书在日本东京出版，通过上海《苏报》馆在中国内地销售，出版不久，上海

《中外日报》《苏报》《政艺通报》即见书籍广告或被转载。曾书受欢迎之程度，从当时报刊所刊登

的出书广告可见一斑。《游学译编》谓“其为历史界放绝大光彩，有变换脑质，慧豁眼球之价值

矣”。瑏瑣《湖北学生界》称“空前之伟著，而为历史界放绝大光彩”。瑏瑤 《中外日报》和《苏报》形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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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202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91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88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国号变迁纪实》，《中国历史》( 上) ，第 1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215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79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85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33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 上) ，第 3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81—82 页。
曾鲲化编译:《中国历史》( 上) ，第 153 页。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 上) ，第 4 页。
《〈中国历史〉上卷》，《游学译编》第 5 册，1903 年 2 月 15 日，附页。
《〈中国历史〉上卷出书广告》，《湖北学生界》第 4 期，1903 年 4 月，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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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界之太阳，而救我四万万同胞灵丹妙药”。① 《浙江潮》强调“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

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② 辛亥前十年，以拥有书籍广告之数计，曾书或能居

榜首。当然，广告词所谓“历史界之太阳”“空前之伟著”“历史界开创之大作”，不免夸大，实为吸

引读者，扩大销量而已。
20 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中，曾氏《中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研究，近

代中国黄帝崇拜兴起于 1903 年东京，那时出现两种黄帝肖像，一种为模拟武士立像画( 图 1) ，另一

种是头戴布冠的写实头像( 图 2) ，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两种风行一时的读本均附黄帝立像

画，“遗憾的是无论《警世钟》，抑或《猛回头》，我们都无法从这些当时风靡一时的原刊按图索骥，故

不能妄下定论”。他更认为 20 世纪初叶出现于东京的两类黄帝像的出典源于同一处，即秦毓鎏特

意准备了两种黄帝像，立像画用于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 图 3) ，写实头像用于杂志《江苏》第 3 期

( 1903 年 6 月) 卷首插图，“相继出现的各刊行物中对黄帝肖像及黄帝纪元的模仿———例如陈天华

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添附的线条画武士黄帝像———均说明秦毓鎏点燃的‘黄帝热’之火迅速蔓延，日

趋扩大”。③ 令人遗憾的是，石川精彩的史实考辨中却不知曾氏《中国历史》在彼时“黄帝热”兴起

中的关键一环，所以无法按“图”索骥。

“黄帝热”形成过程中肖像制作和流传不可或缺，20 世纪初在东京最早出现的近代黄帝肖像是

武士立像画，被陈天华、宋教仁分别采用。陈天华于 1903 年 4 月到达东京，同年夏刊行《猛回头》，

同年秋刊行《警世钟》。这两种革命宣传小册都添附黄帝立像画，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1905
年宋教仁从《警世钟》复制黄帝肖像，植入《二十世纪之支那》④，为“中国始祖黄帝肖像”题词曰:

“呜呼! 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

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⑤陈天华和宋教仁所用黄

帝肖像，被今人所津津乐道，但似无人回答他们的插图出自何处。事实上，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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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历史〉出版》，《中外日报》，1903 年 5 月 13 日，广告版。《〈中国历史〉出版》，《苏报》，1903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绍介新著:〈中国历史〉上卷》，《浙江潮》第 7 期，1903 年 7 月 20 日，第 175 页。
石川祯浩:《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54—

55 页。
宋教仁日记说:“见彼处有《警世钟》数册，余遂取一册，摘其开始所印之黄帝肖像，将为插入杂志之用。”陈旭麓主编:《宋

教仁集》下册，1905 年 1 月 26 日，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12 页。
原文载《二十世纪之支那》第 1 期，1905 年 6 月 3 日，参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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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已于 1903 年 3 月出版上卷，时在陈天华来日本之前，且曾氏和陈天华同为湖南新化人，共事于

东新译社，宋教仁与他们都是好友，陈书的黄帝肖像与曾书完全一致，自然复制于后者。
石川论文提及的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正面刻有篆体“轩辕氏之像”，中央则是黄帝肖像的

浮雕，反面镌铭四句:“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①据说徽章制定于 1903 年 6 月

14 日，冯自由《革命逸史》回忆徽章黄帝像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铭文出秦毓鎏之手。② 石川

认为冯自由回忆有若干混乱，具体取于哪个图版，至今未能究明。如果将此徽章与曾书黄帝肖像作

一对比，石川的问题便可解。曾书非常受欢迎，所绘黄帝肖像尤引人瞩目。在黄帝写实头像问世之

前，在东京流传的黄帝肖像，除了《三才图会》和《金石索》的黄帝形象，仅有曾书的武士立像画。对

于革命党人而言，传统古圣先贤的黄帝形象难以契合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黄帝东迁故事，所以曾氏

才另造新图，将黄帝打造成征服异族的汉族始祖。陈天华、宋教仁应读懂了黄帝立像画的深意，所

以转相复制，借助《猛回头》《警世钟》《二十世纪之支那》的传布，让此肖像更广为人知。当具有排

满革命倾向的军国民教育会制定黄帝徽章，加之陈天华也参与该组织，取用曾氏图版那是顺理成章

的事。秦毓鎏与曾鲲化、陈天华、宋教仁一样，徽章采用黄帝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而所谓“宗

旨”即指反满的民族主义。③ 只有到《江苏》第 3 期刊出黄帝写实头像之后，革命党人的黄帝肖像才

有二选一的余地。《民报》1905 年第 1 号卷首发表黄帝和墨子两幅插图，墨子肖像源于曾书，而“世

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肖像没有延用该刊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所用武士立像画，而采

用《江苏》写实头像。诚如石川所言，这显然是刻意的安排，“这说明《民报》的编辑们，即中国同盟

会的领袖们，比起勇猛威武的线条画武士像，更钟爱于仪表端正的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对写实风

格黄帝像的偏爱，反映了革命人士在把近代的英雄风貌寄附于远古人物时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

审美观”。但是，石川说两类黄帝肖像几乎同时出现于 1903 年的东京以及出典源于一处，这是不准

确的。黄帝立像画诞生比写实头像早约半年，两者出典完全不同，前者版权在曾鲲化和东新译社。
如果说陈天华、宋教仁对推动“黄帝热”有功，那么曾氏《中国历史》才是真正的源头，其余人只

是他的追随者、模仿者而已。曾书的插图大多取自日人教科书，唯独黄帝肖像在日人教科书中找不

到出处。笔者推测此图很可能是曾氏规定黄帝肖像的图意，使绘画人据意作图，如曾氏谓“巨刀阔

斧开辟中国”，肖像则有佩剑执钺的配件。曾氏的黄帝形象具有浓重的中国本土风格，与明清时期

武将图接近。石川之所以谓秦毓鎏点燃了“黄帝热”之火，是因他不明黄帝立像画的诞生史。若恢

复历史脉络，曾氏才是真正点燃“黄帝热”火苗的人，而他的黄帝肖像被接受之程度，似被今人低

估了。
比曾氏的黄帝立像画略晚的写实头像最早出现于《江苏》第 3 期，后被《黄帝魂》( 1904 年 1

月) 、《国粹学报》第 3 期( 1905 年 4 月) 、《民报》第 1 号( 1905 年 11 月) 采用，石川认为黄帝写实画

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新旧象征的黄帝写实画及线条画并存的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作为清末革命家心目中的共同形象，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④ 但是，实

际情形恐未必如此，辛亥前十年，历史教科书( 包括各种徽章) 作为流行最广的文本之一，黄帝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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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所附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图，取自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拍卖品“轩辕氏之像军国民教育

会会员徽章”照片，而石川祯浩论文中的插图取自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大写真》( 下卷，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

版，第 602 页) ，图像正面严重磨损，几不能辨识。
冯自由:《革命逸史》，《逸经》第 20 期，1936 年 12 月 20 日，第 26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逸经》第 20 期，1936 年 12 月 20 日，第 26 页。
石川祯浩:《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 年第4 期，第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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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似比写实头像更受欢迎。① 1905 年杭州彪蒙书室出版《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蒙学中国历史实

在易》的黄帝插图( 图 4) ，其武人形象是曾书的“翻版”。赵钲铎《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中国图书公

司 1907 年版) 黄帝插图( 图 6) ，明显源于曾书。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教育画》1908 年第 1 期发

表一幅黄帝战蚩尤彩图( 图 5) ，黄帝双手执钺的形象，若比较曾书黄帝肖像，尤其面部构图、头冠，

前者创作显然凭借后者。颇为反讽的是，黄帝立像画制作背后其实蕴含着反清革命意识，但一般接

受者未必明白领会制作者的意图，不然官方不会采用这张“叛逆”的图画。1909 年南洋大臣、两江

总督张人骏为物产会颁发的奖牌( 图 7) ，正面为双龙戏珠，中圈镌刻篆体“南洋大臣颁发，宣统元年

物产会奖牌”铭文，背面则是手执斧钺的武人，立于地球上，东面太阳光芒四射。此武人构图当模

仿曾氏的黄帝图版。以上诸例证，说明革命精英的审美取向未必能激发一般民众的共鸣，黄帝写实

头像被普罗大众接受有限，反而更具“土味”的曾氏黄帝肖像( 包括翻改版) 被许多文本所采用，成

为民众对黄帝想象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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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苏》写实黄帝头像在晚清似不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中华民国初年发行各种兑换券的黄帝像，源自《三才图会》帝王形

象，与《江苏》写实头像无关。反而到 1920 年代，尚存写实黄帝头像的踪迹，如广东洋服同研工会 1922 年正月一日开幕纪念章正

面浮雕“轩辕圣像”、《小学适用白话注释中国历史教科书》( 会文堂书局 1923 年版) 黄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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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书的墨子插图也被转相复制，广为传播。曾氏的墨子肖像( 图 8) 复制于明石中和《新

体支那历史》汉高祖像( 图 9) ，而后者则根据《三才图会》汉高祖像( 图 10) 制作。曾书的墨子像可

谓冒“图”顶替者，但透过曾氏《中国历史》的流传，却被广泛接受，几乎成了墨子标准像。稍后，《国

粹学报》1905 年第 2 号卷首墨子像( 图 11) 、《民报》1905 年第 1 号卷首“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

大家墨翟”插图( 图 12) ，显然复制或脱胎于曾书( 图 8) 。图 12 略有改造，将手持的扇子改为某种

仪器，以符合墨子科学家身份的想象。《民声》1910 年第 2 号墨子插图与《民报》完全一致。署名

“冰壶主人”《小学适用白话注释中国历史教科书》( 会文堂书局 1923 年版) 的墨子像( 图 13) 应翻

版于《民报》( 图 12) 。通过追索曾书墨子肖像制作过程及其流传履迹，或可说明近代国人制造历

史知识，日本明治以来的思想资源是凭借之一，两者关系除了直接移植，时常还存在错置。被误读

的历史知识经多重翻版，植入教科书的知识空间，进而成为人们的“公共常识”。

中国读书人对曾氏《中国历史》颇为推崇，称道此书深得新史学之真谛。许之衡非常欣赏曾

书，认为编史“其体当必祖机仲、君卿一派”，列传不能合于历史，“近人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深

明此义，续而赓之，后必有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者，余为之祷祀以求焉”。① 1903 年上海镜今书局

81

①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 年第 6 期，第 5 页。按，“机仲”是《通鉴纪事本末》作者袁枢的字，“君

卿”是《通典》编修者杜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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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国新史学》，“于中国史界上别开生面，网罗渊博，光耀动人，其中地理、学术、交通数项，尤

能敲精吸髓，得其真际”。① 编者认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

而已，故非于史界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所以“于近今名著凡有关于史学之革新者，无不详悉网

罗”，除了收录梁启超诸篇新史学文字，还选录曾氏《中国历史》中《历代兴亡盛衰通论》( 附历朝

兴亡禅代图) 、《历代方舆沿革论略》《人种略说》诸篇。② 曾氏最具个人色彩的文字是篇首《中国

历史出世辞》一文，最初被《政艺通报》转载③，后来又被《顺天时报》( 1903 年 7 月 5 日) 转录，流

传颇广。
作为较早的国史教科书，不论体例、内容或插图，曾书对后来者起到示范作用。陈懋治《高等

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文明书局 1904 年版) 一书，历代方舆之扩张分为七期，“历朝兴亡盛衰之概

略”等，明显取材曾书。1906 年祝震《最新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深受曾书影响，如中古史自秦统一

至成吉思汗即位分三期: 百姓族优势时代、百姓族与外族均势时代、百姓族全盛及外族复炽时代，则

仿曾氏的历史分期。④ 梁鸿卓《国史讲义录》大量引用《中国国号变迁纪实》，并注明:“右录我国名

称之沿革，盖窃取横阳翼天氏之说，简略而组织之，非必欲盗其说，特其说于国史之命名，有切紧不

可缺少之关系，更以其说博雅精当，以钦佩艳羡之诚，为之附录。”⑤1908 年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
采用正史、通鉴纪事本末各官书之外，“于近今发行如夏清贻氏之《本国史教科书》、夏曾佑氏之《中

国历史教科书》、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日本久保天随氏之《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通史》等

多所裨益，鄙人不胜感谢”。⑥ 徐氏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曾书有所借鉴，如第一编总论凡两章: 地理概

要、人种概要，大体取自曾书。徐书第三编计划写历代文明史概要，关系历代政教、典礼、风俗、实
业，受曾书架构的影响。京华书局 1910 年 3 月代印《陆军贵胄学堂中国历史教科书》( 作者不详)

一书，其宗旨在于“结团体，合群力，以御外侮”，拥护清政府，“国朝联合诸族，深仁厚泽，畛域无

分”⑦，与曾书主张排满革命有别，但前者对后者在体例、史实和史论方面皆有所袭用，如该书第 58
页“反动力者，组织完全优美社会之原因”云云，摘录自曾书第 215—216 页。甚至民国初年，曾书

仍有受众，如罗武功称“横阳翼天氏所著之《中国历史》，于社会事业极力发挥，别具卓识，惜其书只

辑至战国时止，以下未见赓续，且文字颇深，于蒙小学未宜。今拟仿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体制，

编蒙小学历史”。⑧

钱玄同早年读过曾氏《中国历史》。1906 年 5 月 4 日，他读刘师培《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感而

发，“昔尝谓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恨无人循

其体例而改其内容之组织”。⑨ 1910 年钱玄同自撰年谱，忆 1903 年读书经验:

其时初见曾氏《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矣! 盖俭腹

人未餍梁肉，乃以糠秕为佳矣! 在今日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书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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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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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新史学〉出版》，《中外日报》，1903 年 8 月 17 日，广告版。
《中国新史学》，“例言”，上海镜今书局 1903 年版，第 1 页。
《中国历史出世辞》，《政艺通报》第 2 卷第 9 号，1903 年 6 月。
祝震:《最新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2 册，南洋官书局 1906 年版，第 1 页。
梁鸿卓:《国史讲义录卷甲》，《宁波小说七日报》1908 年第 12 期，第 37 页。
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例言”，上海宏文馆 1908 年版，第 2 页。
《陆军贵胄学堂中国历史教科书》，京华书局 1910 年版，第 8 页。
罗功武:《上广东教育司钟荣光请开局编蒙小教科书书》，广东省高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罗功武文选》，《高

明文史》1996 年第 10 辑，第 78 页。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1906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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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 特首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主义之语。较

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矣! ①

钱氏批评曾氏涉及民族主义、用新词、造图像三方面。至于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教科书，致力于发挥

此义，并非曾氏所独有，几乎是所有历史教科书的通则。用新词和造图像两项，则是曾氏颇为自得

之处。广告词强调该书之价值一方面“变换脑质”，是针对新词而言，另一方面“慧豁眼球”，则指丰

富的插图。由曾氏所带动的新词入史和图像入史两种编史取径，对辛亥前十年国史教材编写产生

颇大影响，成为非常有力量的潮流。
第一，新词入史。通过对曾氏《中国历史》文本构成分析，他在叙事中大量直接采用日语汉字，

如种族、民族、国民、人群、自由、平等、革命、科学、主义、进化、社会、宗教、贵族政治、国民革命、共和

政治等，是受了东瀛文风的影响，不见得刻意为之，但他所带动的这股史风却不可小觑。当时读书

人包括曾氏的惯常做法，便是直接取用日文本，编译成史，客观上更换了国史之“原质”。这种状况

引起少数读书人的担忧，历史教科书编纂者吴曾祺总结当时编史之法约有数蔽，其中论及:

数十年来，风会各殊，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譬如一日之间，自为朝莫，一年之内，自为寒暑，

此只宜胪列故实，使人自得于心。今必画为界限，某时至某时为上古，某时至某时为近古，某为

开化时代，某为竞争时代，区别太严反滋窒碍。……其体殆如呼名之吏，手捧文册，详其籍贯，

载其年貌，而他不问也。……缀词之体，因时而异，其两不相涉者，古之不可施之今，犹今之不

可施之古。世之通人，好矜赅洽，每以新译名词，用之史籍之内，虽其随事比附，非不甚工，然读

者骇之，竟不辨此语从何而起。②

编史区分时代和新词入史的做法，始作俑者虽不是曾氏，但他却是先行者之一，对这股史风的形成

有推波助澜之力。
第二，图像入史。历史教科书是否应该采用图像，时人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以曾氏为代表

的提倡派，强调“文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能唤起不可思议之兴味，增史界之智识，助脑筋之记

忆”。③ 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界多肯定图画的正面作用，“历史者，不可见之物也。故其兴味全出于想

象力。然儿童脑力薄弱，仅凭想象，或转失其兴味”，故用沿革地图、风景图、器物图、名人画像，“以

助生徒之想象，且便教师之讲授”，尤其名人画像“足以发生崇拜圣贤豪杰之思想”。④ 钱玄同讥讽

曾书首揭黄帝肖像“实极可笑”，但他可能不清楚这张图画曾经发挥了民族主义“图腾”效应，在“黄

帝热”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或许也是曾氏始料未及的事。以夏曾佑为代表的否定派，认

为:“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⑤姚

祖义最初主张与夏氏同，“我国历史，无论人物事实及诸大战迹，向无图画足资考证，今若以意绘

之，凭虚悬揣，转恐失真，故是编除舆地外，余概从略”。⑥ 但稍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是书原不附

印图画，近自第四版起，据冯云鹏《金石索》、顾沅《古圣贤像传略》《吴郡名贤像》、杨文会《释迦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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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第 5 页。
吴曾祺:《初等小学用中国历史读本》，“叙”，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第 2—3 页。
《〈中国历史〉上卷》，《游学译编》第 5 册，1903 年 2 月 15 日，附页。
赵钲铎:《高等小学历史课本编辑大意》，《高等小学历史课本教授本》，中国图书公司 1907 年版。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 1 册，“凡例”，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第 2 页。
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 初版) ，第 1 页。



李孝迁 /“结构种魂”: 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像》《南陵无双谱》、英国裕尔《马克波罗游记》、日本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东洋史》等书，摘绘数

幅，藉助儿童兴味，似与凭空臆造者稍有区别”。① 若以“真”作为衡量标准，曾氏所用插图多数不

合要求。然而，历史教科书作为国民教育的文本之一，其所承载的使命，不全在“真”，还有“善”和

“美”。若从接受角度看，将教科书所传达的抽象思想加以图视化，以便理解和传播，未尝没有意

义。曾氏仿日人教科书做法，编史大量采用插图，可谓近代中国“图像入史”之滥觞。

余论

曾氏《中国历史》虽取材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都留下了浓

厚的日人教科书的印痕。但是，它不同于当时一般国史教科书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
的做法②，如 1902 年柳诒徵《历代史略》改编自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903 年陈庆年《中国历史教

科书》以桑原隲藏《东洋史要》为蓝本，1907 年吕瑞廷、赵澂璧据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

那史》，编译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编译东籍之风，至 1908 年或尚不衰，不然李

岳瑞不会仍批评彼时历史教材“取径东籍，乞灵翻译，取它人外国史学之资粮，为本国学子之模楷，

方枘圆凿，断弗适用”。③ 曾氏的历史叙事则与之不同，他精心整合丰富的日文本，再三致意种魂、
国魂，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主义，而他所凭借的那些日人教科书完全没有这种精神，他真正做到了

“发挥自己之理想”，克服了当时多数国史课本以“客观认作主位”，导致国民“不兴其历史之观念，

忘其祖国所自来”的弊端。④

为了更能说明曾鲲化《中国历史》的特点，可与夏曾佑、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作一比较。作为

20 世纪初年新史学理想的落实者，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具有某些共性: 首先，为国民写国民的历史。
新史学之所以“新”的表征之一，即是改变传统史学以帝王、朝廷为中心，兼顾国民、国家、社会，不

仅在内容上提倡写民史，而且预设的读者是一般国民。他们都有写国民历史、为国民写史的自觉意

识，但在实践层面能落实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问题。其次，编史架构皆受东籍的影响。不仅曾书，

其实夏、刘二书同样受日本教科书的影响，虽不及曾氏大规模编译东籍，但就编史体例乃至内容来

说，皆有参考东籍的痕迹。其三，新词入史。如果说曾书大量取用西学词汇书写历史，未必有充分

的自觉，那么夏、刘二书属于一家言，“每以新译名词，用之史籍之内”，则是主动为之。三人所编之

国史，取中国之史实，而多用西学的概念、词汇解释之，此种建构国史取向成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沛

然莫之能御的潮流，个中得失迄今未有定论，值得深入思考。
与夏、刘二氏作品相比，曾书的特别之处在于: 其一，编史架构代表了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主

流。曾、夏、刘三人教科书虽都受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影响，但曾书吸收最彻底，同时代人之所以

推崇曾书多在乎他的体例。当时编写国史教科书多仿曾书，而不是夏、刘二者，甚至刘氏也参考了

曾书。因为曾氏所提供的编史架构易于操作，后来者只要根据这个框架像用填空的方式将经史书

籍相关内容填补进去就能完成国史。其二，它是编译性质的文本。夏、刘二书是一家言的作品，而

曾书虽有编辑选材的成分，但就作品整体而言，编译成分占主要，不能说是原创。不过，正因为曾书

是编译作品，也就有了夏、刘二书所不具备的功能，即借助曾书在中国的传布，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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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第 6 版) ，第 1 页。
《新书介绍:〈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 期，1904 年 3 月 11 日，第 256 页。
李岳瑞:《国史读本》，“序”，上海广智书局 1908 年版，第 1 页。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文明书局 1903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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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知识，经过编译、改写，成为广泛流传的公共知识，构成了 20 世纪初年新史

学资源的组成部分。其三，图像入史。夏、刘二书皆未采用插图，而曾书仅上卷就用了 44 幅插图，

出版又早，不少被后来者转相复制，推动了辛亥前十年编史用图之风。
钱玄同曾经比较曾、夏、刘三书的优劣，首推夏氏，次则刘氏，曾氏则是他讥讽的对象。如果以

学术作为衡量标准，笔者以为钱氏评论颇为公允。与夏、刘二书相比，曾书的局限十分明显。一方

面，徒有光鲜的外表却无充实的内容。应该说，曾书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契合时代语境，加之笔端感

情充沛，一时博得众人喝彩。但是，时尚者易过时，曾氏对中国经史本无根底，尽以东瀛教科书为取

材对象，全无史实真伪的辨识能力，其书框架虽佳，然叙事多简陋讹误。作为中学教科书，曾书简略

浅显程度或比夏、刘二书更适合，但内容却远不如后者充实。夏、刘二氏均有深厚的经史修养，尤其

夏书不仅以二十四史为底本，取材广博，且史识卓越，进入民国史坛仍广受章太炎、顾颉刚、钱穆、缪
凤林等人的赞许，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教材。另一方面，曾书近乎革命宣传品，其时代性很强，

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但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

源。与其说是一部史学作品，毋宁说它是近乎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邹容《革命军》之类革命

宣传小册，它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或较之在史学领域更值得发掘。总之，曾鲲化《中国

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易暴露，也更易被后来者所覆盖，最终使之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 责任编辑: 薛刚)

《思变与应变: 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 ( 1895—1899) 》
张海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158 元

既往学界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张。本书着

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 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

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的“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

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 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

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

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物质基础。
本书主体部分包括七章。第一章回溯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第二章讲述甲午战后的朝野动向与

清政府的改革大讨论，第三章论述定武军、新建陆军、自强军、武卫军等的组建，第四章论述津芦路、芦
汉路的修建，第五章讲述开采矿务的活动，第六章论述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以及清朝邮政的发轫，第七

章论述各种以“实学”为主旨的新式教育改革，余论部分则从整体上检视了甲午战后清朝实政改革的

得失。
本书广泛利用了海峡两岸所藏的清代档案和已经出版的各类史料集、文集、书信集等。作者认为，

从实政角度讲，清政府始终是推行改革的主角，掌握绝对的权力，主导着改革的方向。改革的速度、深
度和广度超过甲午战前，在政治、制度和人事层面也取得一定突破。当然，实政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

但整体来看，它终未在短期内实现扭转国运的关键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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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 Study on Zeng Kunhua’s History of China
Li Xiaoqian( 4)………………………………………………………………………………………

History of China ( Zhongguo lishi)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Zeng Kunhua is a product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erms of style and contents，this book borrowed many materials from textbooks o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East Asian history in Meiji Japan． With a Han-centered nationalist theme，it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Ｒevolution，and became a role model for similar historical works
in the aspects such as new historiography，new terms used in history，and pictures used in history． Zeng Kunhua was the
first one who integrated Huangdi’s story of moving the East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drew Huangdi’s
portrait，so he was a pioneer of the Huangdi feve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Zeng’s book reflected the social，
political，and historical trends of its time; therefore，it was not only a historical work，but also a textbook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the book per se did not contribute much new knowledge; instead，it only shared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that era，so it ended up as an outdated work．

“Knowing the New”and“Ｒecovering the Ol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Dong Kang’s Later
Thoughts on the Legislation Ｒeform Liu Zhouqi( 23)…………………………………………
After the 1911 Ｒevolution，Dong Kang’s thoughts on legislation had changed． He reflected on the legislation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and gradually formed a more mature approach of“knowing the new”and“recovering the old”． With this
approach，he distinguished the speci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niversal trend of the world and brought out his own
opinion about the legislation reform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for Ｒepublican China in the 1920s—1940s． He
reckoned that the criminal law based on the universal trend of the world should also stress on the Chinese ritual tradition and
the real social needs，and the first three parts of the civil law could follow the global trend but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s on
relatives and inheritance should emphasize social identities and social customs． Dong expected this approach would redu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law and social reality． Dong thought that“recovering the old”was based on“knowing the new”，in
other words，the recovered rites，together with laws，were the means of governance． On the one hand，Dong Kang’s
approa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als’collective reflection．
On the other hand，among the many legal experts’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reform，Dong’s ideas such as recovering
the native r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reforming the laws to fi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ality were straightforward and
unambiguous in particular．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of Xinjiang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Governance of Xinjiang in the Late Qing Zhang Cheng( 38)………………………………
In the New Policy Ｒeform of the late Qing，Ili General Changgeng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position of Xinjiang

Governor-General and his proposal led to the controversy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about th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Changgeng had conflicts with the Grand Councilors and local officials when he promoted his agenda． Along with
the multiple rounds of discussions，their controversy gradually moved into more profound levels． The topics of their
discussions included the institution of personnel，the perception of the frontiers，and the mode of governance． Eventually，
the Qing court decided to continue the old system in Xinjiang but rearranged the power structure there，and these policies
resulted in the change of the Shaanxi-Gansu Governor-General． The controversy about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of the
Xinjiang Governor-General in the late years of the Guangxu Ｒeign also had impact on the Northwestern society in the
Xuantong Ｒeign and influenced the governance of Xinjiang continuously．

Merchants，Trade and the Frontier: Ｒesearch on Han Merchants in the Mongolian Kulun Ｒegion
in the Late Qing Liu Yuewu( 51)…………………………………………………………………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ivelihood of the Mongolian banners，the Qing court used to ban Han merchant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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