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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一场突变吗？
———兼谈洋务运动的失败

□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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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作为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

重要事件，对两国近代化走向以及世界格局产生了

重大影响，然而一个失败，一个成功，自然引起了众

多学者的关注。 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

与人物等各方面的解释众多。 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

时间的流逝出现淡化的迹象，不断反思这个问题自

然有益于当今的改革，而近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多

集中于思想领域，如贾根良教授认为明治维新的成

功在于日本领导集团深谙李斯特主义的精髓，对外

采取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对内则采取

自由竞争的策略促进产业发展。 中国的洋务运动则

是对外采取了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任由国内幼稚

产业与国外产业竞争，但是对内则又限制国内产业

的充分竞争，导致民族产业不能发展。 以上解释切

中了两者成败的根本，但是无法解释两者思想上选

择的来由。 郝秉镰则论述了江户时代日本思想发生

的巨大变化，初步完成了能够指导现代化的“意识

形态配置”，为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解

释梳理了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变化，但是对其与明

治维新的思想联系阐述不多。

一、江户时代兰学的发展与繁荣

　 　 所谓兰学，指的是经由荷兰、通过荷兰语传播到

日本的西方思想与知识的总称。 兰学之前曾有南蛮

学，是日本初次接触到西方知识的总称，因葡萄牙等

国自南而来，故有此称。 日本与葡萄牙的初次接触

是在 １６ 世纪中期。 随着贸易的发展，葡萄牙在日本

传教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在 １６０５ 年最盛的时候曾经

有 ７５ 万人信仰天主教，主要集中在西南沿海一带。
随着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逐渐统一日本，基督教思

想中“上帝高于一切”以及“人类平等”的观念与幕

府提倡的忠诚观念产生了很大冲突，对幕府的统治

构成了极大威胁，因而幕府多次下达禁教令。 １６３９
年，德川家康下达了“锁国令”，永久驱逐了葡萄牙

人，并且禁止国内信仰基督教。 １６８５ 年，为了禁止

接触到西方思想，还下达了禁书令，不允许输入西方

的书籍。 南蛮学随着葡萄牙的被驱逐以及禁书令的

颁布基本结束。
南蛮学在日本的发展式微，日本接触西方思想

与知识的途径大为缩减，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
１６０９ 年，与葡萄牙竞争的荷兰获得了与日本贸易的

特许。 荷兰采取完全遵守幕府命令的策略，并且毫

无传教的企图，因此驱逐葡萄牙人后仍然被允许继

续与日本贸易，只是他们的自由活动受到了约束，荷
兰商馆从平户迁移到了一座封闭的人工小岛—出岛

上。 从 １６０９ 年建立贸易关系开始，日本就确定了荷

兰商人的拜谒制度，每年荷兰商人到来之后，以一名

大班为首，带领一名医生、一名秘书以及一大伙脚夫

前往江户拜谒幕府将军。 这是荷兰人获得短暂自由

的时刻，在路上他们可以接触日本人，与那些怀着好

奇心的日本人交谈，在江户受到一个相当于普通大

名的待遇，与幕府将军做详细的谈话。 这项活动在

幕府存续期间一直进行着，２４０ 年的时间里，荷兰人

曾经 １１６ 次拜谒幕府将军。 不论最初的目的是什

么，这项制度使幕府可以知道西方所发生的大事件，
以及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进步。 美国独立战争、法
国大革命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通过这项制度被

幕府获悉。 这项制度的结果就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

幕府很早就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强大，所以才有兰学

的发展以及在得知中国鸦片战争战败后所采取的一

系列改革措施。

二、对西方冲击的反应

　 　 由幕府资助的兰学研究以及荷兰商人定期的觐

见使幕府、各藩以及知识阶层均保持了对西方科技、
文化以及其强大的间接认识，而中国西学的断绝导

致在最高统治阶层中对西方能够有粗略了解的官员

几乎完全没有。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与日本两国

最高统治阶层中对西方了解的重大差异导致了在被

迫打开国门后两国的行为与绩效出现了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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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井上清所言，中国洋务运动类似幕府所做

改革。 两者都是在尽量不触动原有体制的原则下希

望通过加强军事以及相关工业达到恢复国家强盛的

目的。 但是至少在两点上，两者显示出了明显的

差别。
首先在反应速度上。 日本被迫打开国门的

１８５３ 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即展开改革，１８５５ 年设

立长崎海军传习所培养海军人才，聘请荷兰人担任

教官。 １８５７ 年，日本购进了第一艘军舰咸临丸，并
在 １８６０ 年使用该船载使节团访问美国。 与此同时，
船舶修理厂在长崎开工建设，开始了日本近代机器

工业。 １８５６ 年，幕府在江户设立了讲武所，讲授西

洋兵法，进行洋枪队训练，开始了近代陆军的建设，
１８６２ 年正式按照西洋规范建设近代陆军。 １８５６ 年

将“蛮书和解御用所”扩充为“蕃书调所”（洋学翻译

机构），１８６２ 年再扩充为“洋书调所”，１８６３ 年又继

续扩充为开成所，成为东京大学前身，该机构培养了

大批洋学者。 在幕府迅速改革的同时，一些强藩也

不甘落后。 萨摩藩甚至在 １８５１ 年就已经建立起精

炼所，制造理化诸器，１８５４ 年又设立造船所，并建设

了一支日本最强大的海军。
在中国，事情的进展则要迟缓的多。 第一次鸦

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派去前往谈判的耆英了解到

西方的先进，但是在朝中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反而将

责任完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然后一切照旧，毫无改

革措施。 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

争以后，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以及与西方谈判的中央

与地方官员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认为继续拘泥于

旧有的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萌生了变

革以图富强的想法。 位于中央的恭亲王奕欣以及地

方实力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导了这场变革。 但是

这场变革距离开国已经二十余年，与幕府在开国后

立刻做出变革在时间上已经晚了很多。
其次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上也呈现极大差

别。 阿部与李鸿章一样，并不希望在这场变革中改

变旧有体制，所以基本上没有涉及政治与经济体制

的变革，但是不同在于幕府在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

力度更大。 仅以派遣使团与学生前往西方学习为

例，幕府开国后不久即向西方大规模派遣使团与留

学生。 在明治维新以前，幕府以及各藩一共向欧美

派遣了 １４０ 余名留学生。 到西方国家的游历与学习

使考察团成员以及留学生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认识均大为加深，成为日后维新

中的重要力量，如参加旅欧使团的福泽谕吉成为明

治时期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卓越思想家，前往欧美留

学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井上馨等更是明治维新的

直接领导力量。
相形之下，清政府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洋

务派，无论是对于派遣使团还是留学生均不积极。
１８６６ 年，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强烈建议下，清政府才

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礼仪

错误，这个使团只是一个非正式的使团，包括满人斌

椿和他的儿子、三名同文馆学生，以及两名总税务司

的外国工作人员充当翻译和旅行总管。 １８６８ 年，中
国才正式派出第一个使团出访欧美，但是代表团团

长为美国人蒲安臣，主要官员也为欧美人，所以对于

中国官员开阔眼界并无益处。 至 １８７６ 年，中国才正

式派出郭嵩焘任驻英国公使。 早就留意西洋之事的

郭嵩焘到英国后大开眼界，对清政府提出诸多建议，
但是不但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朝中人物攻击，卸任后

竟不敢回到北京。 其后继者曾纪泽、薛福成的向西

方学习观念亦不被政府采纳。 至于留学，虽然 １８４７
年即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人赴美留学，成为中国历

史上首批留学生，但那是在美国传教士资助之下的

留学，并非政府行为。 直到 １８７２ 年，清政府才在容

闳的极力倡导下派出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 虽然从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 年分三批共派遣 ９０ 名幼童，然而清政

府对于学生在美国所学言行极其反感，斥其“适异

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才，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于是在 １８８１ 年将所有学生撤回，有些学生的高中学

业甚至还没有完成。
１８５７ 年，阿部正弘去世，改革进入停滞期，执政

的井伊直弼加强了幕府独裁，以暴力镇压主张幕府

改革的大名和幕府官僚，将很多支持改革的藩士、学
者处以极刑。 从此时起，幕府改革的目标已经不是

“以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是专门为了反幕府势力保

卫幕府自身，甚至幕府与法国结盟，在幕末三、四年

间的改革已经在政治、经济、财政方面全面依赖法

国，以沦为法国附属国的风险镇压反对势力。 这反

而促使了改革派团结在了以萨摩、长州、土佐以及肥

前等藩周围，发动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建
立了新政权。 新政权中虽说也矛盾重重，但是总体

上来说掌权人物大都受到兰学（幕末已称洋学）影

响，在学习西方观点上基本一致，因而才有 １８７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８７３ 年 ９ 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参议

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为

副，包括各部开明官员、翻译以及随行人员共 ４８ 人

的庞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欧美历时一年十个月考

察。 几乎政府一半要员出访的事件是空前的，后来

者也不会很多，然而以日本开国后幕府即派出了庞

大规模的代表团而言，这件事情又是合乎逻辑的，绝
不是一时冲动之举。 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暴风骤雨式

的改革自然也是彻底学习西方的结果，但是这个结

果恰是此前不断输入、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与社会制

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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