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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明治漢詩選編

趙翼《題元遺山詩集》有句云：「國家不幸詩家幸，

賦到滄桑句便工」，信然。凡國家危亡之際，真國士者，

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歷盡艱辛而不改其志，其本色也。

而凡本色之人，風流能詩者眾。

戊戌變法，梁任公亡命橫濱，有飲冰室詩話、維新志

士之風流，滄桑在案。有史家考證，康南海、梁任公曾改

訂譚瀏陽之就死詩，造「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

崙」之疑案。或謂瀏陽原詩為「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

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似有訴

諸武力之意，為南海所忌而改之。此說未必真確。南海有

〈桂湖村以日本刀及張非文集見贈賦謝〉一詩，「日本尚

武俠，其俗愛寶刀，慷慨悲歌瞑目誓萬死，成就維新老。

誓覓荊卿入秦庭，亢圖窮處神光橫。老夫倚劍西北征，揮

割紫雲上青冥」，顯其撫劍長號，萌動起兵勤王的思緒。

為六君子做〈六哀詩〉，也有「橫刀說袁紹，慷慨氣填

膺，奇計仗義俠，惜哉皆不成」一句，知南海有效日本幕

末武力勤王之意。

甲午一戰，割地賠款，庚子事變，喪權辱國，日本

成功於明治維新，國勢日強，日俄一戰，西方列強刮目相

看，我中國志士痛心疾首。劉永福臺灣抗日，失敗返國，

有痛詩曰：「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對淚涓涓。師亡黃

海中原亂，約到馬關故土捐。四萬萬人供僕妾，六千里地

屬腥膻。今朝絕域環同哭，共弔沉淪甲午年。」1905 年 12

月 8 日，陳天華在橫濱灣投海，以喚起國人，鑒湖女俠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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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身許國，有詩題〈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

圖〉：「萬里乘雲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

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

才，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清末民初，真

可謂國士輩出，有挽狂瀾於既倒捨我其誰的丈夫氣概，其

人其詩，皆可以流傳千古。

反觀日本，幕末明初，其勢如清末，國家危亡。阪

本龍馬、吉田松陰、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勝海舟、伊

藤博文，種種人物起於匹夫，成就維新，名垂青史。日本

維新史，前有尊皇攘夷，後有脫亞入歐之說，故彼輩起於

草莽之時，多修習漢學儒學，尤以陽明學為旨歸，兼習禪

宗，視中國為上國，視西洋為夷狄，且多文武雙全。觀其

七律五言，頗具中華古風，又映出明治人物之風骨性情。

小強兄曾言，當今中國士風恐大劣於清末民初，所謂精英

者，多沉溺於權勢金錢酒色，能詩者寥寥。我以日本明治

人物多能漢詩，至今少有人知，而其今之政客則亦多鄙

瑣，反證其說。感嘆之餘，兄突發奇想，囑我略加編訂，

附以人物事蹟，在《香港傳真》印出，以教正於同好。禮

失而求諸野，或可言求諸史。日本，東海小國，千餘年崇

奉中華文明，雖近百餘年後已成經濟大國，仍可謂諸野之

一，則此編僅野史而已。

略考日本幕末明治之思想事業，雖歷經百有餘年，

尚有未完成之論。鴉片戰爭之後 1853 年，美國黑船來航

橫濱，以炮艦外交逼日本開國，此為美國西進戰略之一

步，且有意將日本作為向中國擴張之中轉站。日本之幕藩

體制，在此空前外壓之下根基動搖，於是有所謂志士者起

於草莽，倡導維新，橫議改革。其縱橫計不就，或身陷刑

獄，慷慨就死，或起兵造亂，誅殺異人，或突襲大老，力

行天誅，皆以儒家成仁取義為旨歸。薩長同盟，以尊皇攘

夷，倒幕維新號令天下，賊軍成官軍，維新政府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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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長幾乎獨佔權力，至今猶有「薩長史觀」之譏，謂近代

日本史之是非評價皆以薩長之倒幕戰爭之成敗論，爾後日

本走入歧途是否薩長主政也應負一定責任。

僅以成敗論，則明治時代成亦難論，敗亦難論。以明

治為界，日本脫中入歐，誠中日交惡之起點，且為日本帝國

主義之起源。此編非正史，僅以志士之生平與詩為限。志士

者，源於孔孟。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以天下國家為己

任者也。若在平時，彼輩讀書求道，心憂天下，一旦生逢變

故，則敢捨身取義，濟世救民。1853~1854 年，美國佩理

二次來航，幕藩政府與美國結不平等條約，將軍、大名則不

知如何應對，故廣開言路，求賢求策。幕府體制從來是上傳

下達，不允諸藩之間橫向溝通，更少有下級藩士參政機緣。

危急關頭，言路頓開，諸藩下士，如下級武士、鄉士、商人

之類，厚積厚發，人才輩出，且多以中國南宋義士自況，效

文天祥、陸放翁。日本幕府兩百餘年，儒教興隆，忠君報國

之荊軻、屈原、諸葛孔明、王陽明、謝安，乃至魏源、林則

徐，皆為明治志士精神之柱。故一時豪傑四起，主導國策話

語，成日本史上空前絕後一大奇觀。

識者有言曰世俗從來不知機，指世俗社會之保守性，

古來如此。幕末志士特立獨行，孤高和寡，世俗或稱之為

狂賊，彼輩遂以狂人自號。吉田松陰自號長門狂奴，木戶

孝允別號松菊狂夫，高杉晉作號東洋一狂生，伊藤博文嘗

號春畝老狂。魯迅之〈狂人日記〉，借反傳統狂人之名，

倡導革新，或亦起因於此。松陰有《草莽崛起論》，謂幕

府及各藩諸侯皆醉不可復起，救國唯有六尺微軀，草莽糾

合。其弟子久阪玄瑞亦言「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

完全否定藩幕體制，厲行尊皇攘夷。薩摩、長州、土佐、

肥後，諸大藩志士，如水滸英雄替天行道，以天下為公為

號，大是大非立，則賊人反成正統，狂生造就時勢。

薩英、馬關兩大戰事，攘夷顯然已成敗局，諸藩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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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渡海求知。佐久間象山開新西學之先河，頗得益於魏

源、林則徐，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繼之者有吉田松陰、

高杉晉作之輩，志士多從尊皇攘夷走向倒幕開國。幕府中

人如勝海舟，習西洋軍事，創設海軍，從之者有阪本龍馬

一輩，終與倒幕志士之代表人物西鄉南洲終結內戰，完成

維新大業。後輩志士功成名就，由志士而轉成官僚政客，

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陸奧宗光，彼輩創設日本所謂

文明國家自有其貢獻，然效法西方侵伐霸道，脫亞入歐，

引導日本成列強之一，終為中山先生所言中，成東亞各國

之寇仇而非幹城。

新世紀之全球化，回歸 19 世紀之味甚濃。天下興亡或

系於東亞，而中國與日本之和與戰則將決定未來之命運。惜

百餘年中華文化之衰落，似已非中國本土而已，日本政客亦

少見明治風骨，然漢學教養則依然教授於中小學校。今賢

或曰中日交好交惡，非只經濟金錢可度，而在文化興衰。

日本士人早自隋唐時代即修習漢學，傳襲至今，而明治人

物漢學教養之精，中國文化侵染之深，可由此編見之。近

代以來，日本輕視中國，國人以其背師忘祖而深厭之，究

其深層原因，則日本自習得中華文化，反視中國人不爭氣

也。觀此野史，我中國自認為士人者，得不驚懼自省乎？

西鄉隆盛（1827~1877 年）

亦名吉之助，號南洲。鹿兒島（薩摩藩）人，幕末明

初政治家，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稱「維新三傑」，明

治元勛，悲劇英雄。

下級武士出身，幼家貧，18 歲自立謀生，隨大久保一

藏、海江田信義讀朱子《近思錄》，亦習陽明學，隨無參

禪師習禪，後受知於薩摩藩主島津齊彬，赴江戶，與他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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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士往還，1853 年美國佩理黑船來襲時，奔走於京都與江

戶之間，擁立將軍繼嗣一橋（德川）慶喜，圖公武合體，

幕政改革。1858 年，井伊直弼任江戶幕府大老，與美國

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逮捕處決倡導幕府改革、尊

皇攘夷者流，史稱「安政大獄」。島津齊彬急死，南洲輔

尊皇攘夷名人僧月照逃脫，薩摩新藩主不容月照，南洲與

其投海自盡，月照死而南洲被救，改名流於孤島。三年歸

藩，不改其初心，再被流放，1864 年遇赦。

同年，激進攘夷派長洲藩士闖京都，企圖奪天皇而

行其勤王之志，遭彈壓，數百志士戰死，史稱「禁門之

變」。南洲得領薩摩軍參加第一次長州征伐，以軍功而得

復本名。1865 年幕府策劃第二次長州征伐，土佐藩志士

阪本龍馬兩方斡旋，南洲得與仇敵長州藩木戶孝允談判，

終於結盟，史稱「薩長同盟」。此同盟以王政復古號召全

國，朝敵成正統，南洲任政府軍總參謀，率兵臨江戶城

下，武力討幕，再與舊友，幕府人物勝海舟結城下之盟，

江戶無血開城，倒幕成功。明治二年以王政復古功臣受

勛，歸薩摩藩推行藩政改革。明治四年（1871 年）任政府

參事，行廢藩置縣，兼以陸軍大將統領陸軍。

明治六年（1873 年）主張征韓論，本意在結盟朝鮮、

中國，遭主張內治先行的大久保、木戶、岩倉具視諸人反

對而下野。明治七年（1874 年）回鄉，創辦私學，教育士

族子弟。其真意或在雌伏以備國難，惜同時下野江藤新平

輩組織憂國黨，舊藩士族叛亂蜂起，薩摩弟子概不例外，

被政府視為私學校黨。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爆發，南洲雖

未指揮戰事，但難辭其咎，9 月 24 日，薩軍兵敗，南洲自

刃，享年 50 歲。

明治二十二年赦罪恢復名譽，三十五年其子受侯爵。

有《西鄉詩文》一卷，《大西鄉全集》。其墓在今鹿兒島

市上龍尾町淨光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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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敬仰南洲為人，稱為庶民英雄。黃公度《人境盧

詩草》有〈西鄉星歌〉一詩，序曰「西鄉隆盛既滅，適有

慧星見於日本西南境，國人遂名之為西鄉星」。讚曰「英

雄萬事期一快，不復區區計成敗。長星勸汝飲一杯，一世

之雄曠世才」。周恩來早年留日，晚年不忘者有二，一為

上野之南洲與愛犬塑像，一為神田之書店街。其為人做

事，無私二字而已。

月照墓前作  �

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

回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偶感

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愧瓦全。�

吾家遺法人知否，� 不為兒孫買美田。

獄中所感  �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世浮沉似晦明。

縱不回光葵向日，若無開運意推誠。

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

生死何疑天賦與，願留魂魄護皇城。

垂釣

蘆花洲外繫輕舟，手絜魚藍坐短矼。

�   作於 1875 年，又題亡友月照 17 年忌辰，距月照死難 17 年，
作者已下野。月照名忍向，京都清水寺住僧。

� 《北齊書．元景安傳》：「大丈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   另一說為「一家遺事人知否」。

�   另題〈沖永良部島謫居中作〉。

�   洛陽者，指日本京都，為尊皇活動之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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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識高人別天地，一竿風月釣秋江。

山行

驅犬衡雲獨自攀，傲然長嘯斷峰間。

請看世上人心險，涉歷艱於山路難。

大久保利通（1830~1878 年）

別名正助、市藏、一藏，號甲東。薩摩藩士。明治新

政府之核心人物，明治三傑之一。

少年時代，文武兼修，尤以陽明學見長。受知遇於藩

主齊彬，與西鄉共同參劃維新大業。明治元年任參與，明

治二年，隨天皇入東京，籌劃新政。明治四年與岩倉具視

赴歐美考察，歸國任參議兼大藏卿，明治六年兼內務卿。

近代日本之殖產興業政策，官僚行政體系之建立，大久保

貢獻最大。

明治七年（1874 年）臺灣事件起，以全權大臣赴北

京，與清朝政府交涉，歸途會見李鴻章，再赴臺灣與都督

西鄉從道合議退兵事。以安內為政策中心，反對盟友西

鄉之征韓論，並指揮平定西南，西鄉自裁。明治十一年

（1878 年）被舊藩士島田一郎等六人所刺殺，享年 49 歲。

殺之者反對薩長獨裁，官吏肥私及排斥異己。

西鄉、大久保既死，薩摩藩閥勢力日衰。

大久保為人清正，好圍棋，對手有岩倉具視。死後幾

無資產，唯寄贈故鄉鹿兒島八千元，政府將其追回，倍增

之，供養家屬。曾任日本首相之麻生太郎為其玄外孫。

下通州偶成

奉敕單航向北京，黑煙堆裡蹴波行。

和成忽下通州水，閒臥蓬窗夢自平。



2696926868

木戶孝允（1833~1877 年）

又名桂小五郎，號松菊。長州尊皇攘夷中心人物，明

治初期政治家，明治三傑之一。

幼年父母雙亡，為桂孝古之養子。師事吉田松陰，涉

獵經史，有經世之志。到江戶遊學，從劍客齋藤彌九郎習

武，歸藩，以劍豪名。1854 年佩理二次來航，刺激極大。

習兵學、造船術、英文，後為藩政中心人物之一，主開國

攘夷。1863 年長州藩秘密派五人公費留學英國，中有伊藤

博文、井上馨，後皆為明治元勛。歷經下關之戰，幕府二

次征伐長州之戰，終由阪本龍馬斡旋，於京都會見西鄉隆

盛，結薩長同盟，討幕成功。

明治元年任太政官、總裁局顧問，參與朝政。明治三

年任參議，主持廢藩置縣，推行文明開化。明治四年隨岩

倉具視考察歐美，七年兼任文部卿。明治政府體制以合議

制為主，然權力鬥爭不絕，松菊深以為苦。西南戰爭時，

出差京都，突發腦疾，朦朧中仍不安於西鄉與新政府戰事

結局，年僅 43 歲。

松菊夫人原為京都藝妓，同志兼有救命之恩。有松菊

詩文，松菊遺稿。

偶成  �

才子恃才愚守愚，少年才子不如愚。

請看他日業成後，才子不才愚不愚。

勸學

駑馬雖遲積歲多，高山大澤盡堪過。

請看一掬泉岩水，流作汪洋萬里波。

�   詩意明瞭在儒家守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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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成

一穗寒燈照眼明，沉思默坐無限情。

回頭知己人已遠，丈夫畢竟豈計名。�

世難多年萬骨枯，廟堂風色幾變更。

年如流水去不返，人似草木爭春榮。

邦家前路不容易，三千餘萬奈蒼生。�

山堂夜半夢難結，千嶽萬峰風雨聲。

過天王山有感

勤王唱義已多歲，欲向何人說杞憂。

此夜孤蓬無限恨，滿川風雨不勝秋。

吉田松陰（1830~1859 年）

長州藩士，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之精神領袖。

名距方，幼名虎之助，號松陰。五歲為長州兵學家吉

田氏養子。1851 年江戶遊學，師事佐久間象山，是年脫藩

遊歷，被剝奪士籍。

1853 年藩主默許其留學十年，乃再赴江戶，適逢佩

理黑船來，松陰親到浦賀觀察，痛感歐美之軍事進步與幕

府之無能。佩理再來時，擅自登艦欲赴海外學習洋學，

被拒，投案自首而繫獄。1857 年於禁所設松下村塾，木

戶、高杉、伊藤、久阪、山縣，長州維新志士功臣，皆

出其門下。安政大獄時被押往江戶，於傳馬町被刑死， 

年僅 30。

松陰之村塾，有聯語云，自非讀萬卷書寧得為千秋

�   松陰死前曾言，諸君為功名，我為忠義而已。松菊此句有不忘
師教之意。

�   明治初日本人口約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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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非輕一己勞寧得致兆民安，示其為純儒。梁任公最

敬松陰，嘗抄錄出版松陰文抄，其論松陰曰，「日本維新

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

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

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

也。吉田諸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勛收其果。無因則無

果，故吉田輩當為首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

者。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雲湧。卒傾慕府成維

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

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

事，為天下耳，非為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

我？比求自我成之，則是為身也，非為天下也」。

又松陰為日本擴土開疆的鼻祖，曾云「一旦軍艦大炮稍

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北海道古稱），曉喻琉球，使之會

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

呂宋，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誠乃一狂奴也。

磯原客舍

海樓把酒對長風，顏紅耳熱醉眠濃。

忽見雲濤萬里外，鉅鱉蔽海來艨艟。

我提吾軍來陣此，貔貅百萬髮上衝。

夢斷酒解燈亦滅，濤聲撼枕夜鼕鼕。

辭世詩

吾今為國死，死不背君親。

悠悠天地事，鑑照在明神。

高杉晉作（1838~1867 年）

長州藩士，討幕開國派政治家，市民革命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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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武士家庭出身，初入明倫館，習正統朱子儒

學，私淑吉田松陰，入松下村塾，與伊藤博文、山縣有

朋、久阪玄瑞同學，習陽明學而重實踐，精通劍術，善 

漢詩。

安政大獄，松陰被刑死，晉作從攘夷到討幕開國。文

久二年（1862 年），自長崎赴上海，親見西洋人在中國

跋扈揚威，危亡意識益強。知西洋船堅炮利，非習之而不

可。1863 年組織奇兵隊，任總督，與法國海軍戰。1864 年

禁門事變，被禁。

8 月英法荷美四國艦隊，攻擊長州下關，奇兵隊應戰，

傷亡數百。晉作解禁，與伊藤、井上馨登英國軍艦議和。

第一次長州征伐，兵敗，亡命九州，與西鄉隆盛議國事。

1866 年幕府以十萬軍再征長州，晉作任陸海軍參謀擊退

之。1867 年，病死於下關。

有感  �

從是學西方字初，誓心禁讀和漢書。

忘了先後畫吾作，將致上知與下知。

單身嘗到支那邦，火艦飛走大東洋。

交語漢韃與英法，欲捨我短學彼長。

憂國傷時獨嘆嗟，獨囚心緒亂如麻。

吾如誤死冥冥裡，忠鬼歸天護國家。

焦心錄  ⑩

內憂外患迫吾州，正是邦家存亡秋。

將立回天回運策，捨親捨子亦何悲。

�   1864 年長州攘夷志士，京都舉兵，禁門事變發生，晉作因病
出獄，軟禁家中作。

⑩   尊皇攘夷，遭迫害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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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中作

君不見死為忠魂菅相公，⑪

靈魂尚存天拜峰。⑫

又不見懷石投流楚屈平，

至今人悲汨羅江。⑬

自古讒間害忠節，

忠臣思君不懷躬。

我亦貶謫幽囚士，

思起二公淚沾胸。

休恨空為讒間死，

自有後世議論公。

購兵艦有作

一隊奇兵襲豐前，忽聽警報喜將顛。

見機得時兵家事，不待君裁購火船。

有感

魚警釣餌去，鳥見弓矢飛。

反復人情事，分明知此機。

讀西鄉戒功詩

不沽還不賣，唯欲思無邪。

可識昨來雨，桃櫻共落花。

⑪   菅相公者指菅原道真（845~903 年）江戶時代以前日本大儒，
漢文學家，詩人。其父清公，與最澄、空海同時留學大唐，歸
國，任文學博士。道真為天皇輔臣，為權臣藤原所謗，謫居，憂
國之情託於詩文，有日本白樂天之譽。

⑫   天拜峰，在大宰府，道真被流時曾登此山，遙拜京都。

⑬   顯見為屈原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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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本龍馬（1836~1867 年）

土佐藩鄉士出身，少年學劍，為一流劍客。1861 年起

參與土佐勤王黨，1862 年脫藩，放浪，與勝海舟結交。

1863~1864 年海舟創辦神戶海軍操練所，參與。

1865 年創辦海援隊，從事海上武器貿易，結交薩摩藩西

鄉、大久保。1866 年被刺受傷。

龍馬以一浪士身份斡旋國事，促西鄉與木戶在京都會

談，結成兩大雄藩同盟。1867 年說服土佐藩，實現大政 

奉還。

同年，於京都旅舍大江屋被暗殺，其黑幕至今未明，

其墓所在京都東山。

愛酒詩

酒者可吞酒可飲，人生只有酒開膽。

醉中快樂人無知，大地為蓐天為衣。

英雄生涯真乎夢，厭迄吞酒醉美姬。

伊藤博文（1841~1909 年）

長州百姓家出身，因其父之養父，得伊藤姓，下級武

士。名俊輔，號春畝、滄浪閣主人。明治憲法起草者。初

代、第五、七、十代內閣總理。初代樞密院議長，韓國統

監，貴族院議長，公爵。

師事松陰，參與倒幕，1862 年參與火燒英國公使館。

後遊學英國。1864 年隨高杉晉作奇兵隊起兵。維新後，任

參與，初代工部卿。大久保被殺，兼任內務卿。再赴歐洲考

察憲政。再以樞密院議長之職，主持日本帝國憲法制定。

1885 年內閣制實施，任初代內閣總理大臣。後曾任韓

國總監，1909 年被安重根刺殺於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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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

日出扶桑東海隈，長風忽拂嶽雲來。

凌霄一萬三千尺，八朵芙蓉當面開。

豪氣

豪氣堂堂橫大空，日東誰使帝威隆。

高樓傾盡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

京都作

老來豪氣易消磨，五十星霜夢裡過。

欲向東山尋往事，荒墳纍纍故人多。⑭

無題  ⑮

風雲一擲憶淵明，荒徑空留落後英。

隴畝秋高孤鶴舉，松林月上臥龍橫。

海村草色含霜白，山寺鐘聲警夢清。

顯默隨時哲人事，無端對酒發吟情。

無題  ⑯

萬機獻替廿餘年，典憲編成奉御前。

放眼泰西明得失，馳心上世極精研。

中興大業繩天祖，開國宏謨駕昔堅。

更始偕民至尊志，千秋謄仰帝威宜。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⑭   指京都東山，有尊攘志士墓。

⑮    明治二十五年（1893 年），再任內閣總理大臣，二十八
年 8 月受侯爵、獲大勛位菊花大綬章，正二位。二十九年 8 月辭
任。此詩為翌年冬所詠。功成名遂之伊藤，由顯官而野人，其心
境託與陶淵明。

⑯   署名「春畝老狂」。自號，明治志士號狂者眾。當為《馬關條
約》簽訂之後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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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美人多薄命，於君今和見其真。

藤田東湖（1806~1855 年）

幕府末年水戶藩士，名彪，字斌卿，號東湖。幼名虎

次郎、虎之介。

水戶儒學者，政治家。其父藤田幽谷為水戶儒學大

家，創水戶學藤田派，東湖繼之。與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共創

藩校弘道館。1853 年佩理來航時，助齊昭參與海防事務。

1855 年 11 月 11 日，安政大地震，為救母而亡，年

50 歲。

夜坐

金風颯颯釀群陰，玉露溥溥滴萬林。

獨坐三更天地靜，一輪明月照丹心。

回天詩史

三決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渡刀水。

五乞閒地不得閒，三十九年七處徙。

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

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髓。

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

苟明大義正人心，皇道奚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云斃而後已。

和文天祥正氣歌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

秀為不二嶽，巍巍聳千秋。

生當雪君冤，復見張四維。

死為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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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間象山（1811~1864 年）

幕末學者，開國論者，生於信州松代。姓平氏，名

啟，字子迪、子明，號象山。

16 歲從鐮田桐山、佐藤一齋學習儒學，尤重朱子學。

鴉片戰爭之後，始關注西學，窮究其理。開發玻璃，製造

地震預知儀，創立象山書院，又稱五柳精舍。1853 年佩理

來航，親到浦賀觀察。1854 年，門下吉田松陰圖密航，失

敗被俘，象山亦入獄，後蟄居松代。

1864 年象山應一橋慶喜所召，至京都，主公武合體

論、開國論，尊皇攘夷派深惡之。同年 7 月 11 日，於三條

木屋町被著名刺客河上彥齋所殺，年 54 歲。

象山性高傲自信，樹敵多。然其為西學，日本第一，

世所公認。幕末亂世，勝海舟、小林虎太郎、阪本龍馬、

加藤弘之，皆受其影響。刺客河上彥齋，後知象山之人格

學問，深自驚愕，不復殺人。

送吉田義卿松陰

之子有靈骨，久厭蹩躄群。⑰

振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

雖則未語人，忖度或有因。

送行出郭門，孤鶴橫秋旻。

環海何茫茫，五洲自成鄰。

周流究形勢，一見超百聞。

智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

不立非常功，身後誰能賓。

⑰   此詞見《莊子．外篇．馬蹄》，凡庸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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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述

謗者任汝謗，嗤者任汝嗤。

天公本知我，不覓他人知。

無題

已逼安危際，誰能固國基。

和親計非失，孱弱機屢錯。

固國自有道，馭戎自有略。

折沖存其人，啟在祿與爵。

勝海舟（1823~1899 年）

本名義邦，維新後改名安芳，號海舟，源於其師佐久

間象山之海舟書屋。青年時習劍術，幕末與山崗鐵舟、高

橋泥舟合稱三舟。

從象山習蘭學、西洋兵學，爾後自開私塾，教授蘭

學、兵學。1853 年美國佩理黑船來，幕府無策，海舟上

《海防意見書》，得改革鎖國舊制之幕府老中阿倍政弘賞

識，任長崎海軍傳習所教監。

1860 年，乘咸臨號，橫渡太平洋，達舊金山，同乘者

有福澤諭吉。1862 年任軍艦奉行，主神戶海軍操練所，與

薩摩、土佐藩士交遊，阪本龍馬任塾頭。海舟之舉，開日

本之一大海局，後神戶嘗為東亞最大港口，然而當其時，

開國派尚為少數，海舟被免職，閒居二年，1864 年與西鄉

見面，討論國家大計，西鄉函告大久保利通曰海舟之人格

見識不亞於其師象山。

1866 年復任軍艦奉行，德川慶喜第二次長州征伐時，

獨任幕府與長州停戰調停，被幕府出賣，辭職。1868 年，

戊辰戰爭，任幕府軍總裁，為防英法介入，百萬生靈塗

炭，與西鄉南洲合作，實現無血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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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之後，曾任參與、海軍卿，授伯爵，然對新政之

事，絕少參與，一言不發，尤反對甲午中日戰爭。視日本

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為後輩，清國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

為知己。北洋艦隊被亡，丁汝昌自裁，海舟寫追悼詩文祭

奠。與李鴻章有交，曾言明治政府之淺見。

幕府體制崩潰之後，海舟將失業之舊氏族十萬眾，移

居橫濱，變漁村為大港，又移舊士族八萬於靜岡，創日本

之第一大茶鄉。

1899 年 1 月 19 日患腦溢血，21 日亡故，墓在今東京

大田區洗足池公園。編著有《吹塵錄》、《海軍歷史》、

《陸軍歷史》、《開國起源》。

弔南洲  ⑱

亡友南洲氏，風雲定大事。

拂衣故山去，胸襟淡如水。

悠然事躬耕，嗚呼一高士。

只道自居正，豈意紊國紀。

不圖遭世變，甘受賊名訾。

笑擲此殘骸，以附數弟子。

毀譽皆皮相，誰能察微旨。

唯有精靈在，千載存知己。

失題

多年蹤跡沒埃塵，揣摩心情思天真。

⑱   附海舟撰〈西鄉南洲碑文〉：慶應戊辰春。君率大兵而東
下。人心鼎沸。市民荷擔。我憂之。寄一書於屯營。君容之。更
下令戒兵士驕傲。不使府下百萬生靈陷塗炭。是何等襟懷。何等
信義。今君逝矣。偶見往時所書之詩。氣韻高爽。筆墨淋漓。恍
如視其平生。欽慕之情不能自止。刻石以為記念碑。嗚呼君能知
我。而知君亦莫若我。地下若有知。其將掀髯一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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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屋雖美是浮榮，富如泡沫名如煙。

笑看江山依然碧，行藏豈亦關於人。

風卷敗葉夜寂寂，嘯聲凜然一劍寒。

偶感

孤峰秀碧旻，觀之可養真。

擾擾成何事，時危思偉人。

龍馬沒後十五年作

日月如轉丸，追想豈漠然。

一龍蓋棺後，既過十五年。

偶感

無聲聲卻大，淵默勝多言。

雲霄一孤鶴，高舞向朝墩。

久阪玄瑞（1840~1864 年）

長州武士，幼名秀三郎，名通武，通稱誠、義助。其

妻為吉田松陰之妹。

幕府末年，長州尊皇攘夷之中心人物。其父為藩醫，

幼入藩校明倫館，習醫學與洋書。17 歲入松下村塾，師事

松陰，與高杉晉作、吉田稔呂齊名，稱村塾三秀。

1858 年，遊學江戶，值安政大獄，松陰刑死，自成尊

皇攘夷之首。1862 年，與高杉等結成禦盾組，12 月火燒江

戶品川之英國公使館。

1864 年，參與領導禁門之變，負傷後自裁，年僅 24 歲。

到瓊浦途上

路到長崎意氣豪，青山絕處是鯨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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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然放眼撫孤劍，壓海蠻船百丈高。

應天正氣歌  ⑲

春雪壓城鴟尾高，白旗驄馬振棨戟。

忽見暴風捲雪暗，雷霆落地聲霹靂。

青龍出沒紫丹迸，高呼雲際賊首獲。

嗚呼十四夜雪上巳雪，上帝暗助大義成。

千歲芳名何泯滅，男兒顏與櫻花明。

四十七士既已邈，海內豔說十七名。

君不見博浪鐵錐尚方劍，磋跌終難抑賊焰。

又不見瞿義敬業徒切齒，胡詮椒山空憤死。

九天九地渺茫際，日出處生此烈士。

陸奧宗光（1844~1897 年）

紀州（今和歌山縣）藩士，政治家，外交家。在其外

務大臣任內，完成對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之改正。

又名陽之助。其父為國學家，歷史家，紀州藩重臣。

宗光八歲時，父因政爭敗，家道中落。1858 年，遊學江

戶，與阪本龍馬、桂小五郎、伊藤博文定交。1863 年入勝

海舟之神戶海軍操練所，1867 年加入阪本龍馬之海援隊。

龍馬被殺，與同志 15 人追討黑幕人物。

維新之後，任兵庫縣知事（1869 年）、神奈川縣令

（1871 年）。因不滿薩長藩閥政府而辭官。1877 年西南

戰爭時，聯合土佐立志社，圖顛覆政府，入獄，禁錮五

年。1883 年特赦，依伊藤博文之言，留學歐洲。1886 年歸

國，1888 年任駐美公使。1890 年當選第一回眾議院議員。

⑲   寫櫻田門之事也，詳見後村山剛詩註。



附
錄  

明
治
漢
詩
選
編

2818128080

1892 年，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成立，任外務大臣。1894 年

與英國締結通商條約，廢除治外法權。

甲午中日戰爭（日清戰爭）時，說服英國、俄國中

立，1895 年，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

約》。俄國、法國、德國三國干涉，歸還中國遼東半島，

皆其所為。以日清戰爭之功授伯爵。

1897 年，因肺結核病逝，年 54 歲。其墓在今鐮倉。

獄中讀史

深夜偶對歐州史，興發輸贏似弈棋。

雨撲山窗燈影暗，讀來羅馬滅亡時。

井上馨（1836~1915 年）

長州藩士，政治家，實業家。

幼名勇吉，通稱聞多。初入藩校明倫館學習，後於江

戶習蘭學，1862 年與高杉晉作、久阪玄瑞火燒英國公使

館。

1863 年，與伊藤博文等密航英國，知國力之差，遂轉

為開國。長州下關有炮擊外國船隻事件，井上與伊藤力主

和平，交涉解決。第一次長州征伐時，重傷。

明治之後，主財政。歷任外務大臣、農商務大臣、

內務大臣、大藏大臣。與實業界、實業家人物，如澀澤榮

一、益田孝關係密切，曾任三井財閥最高顧問，對日本工

業化貢獻頗大。1915 年故去。

曉發函根途中作  ⑳

早起裝成客意輕，曉鐘聲裡又登程。

⑳   1881 年與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熱海會談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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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來笑對芙蓉面，天半拂雲送我行。

過函根

山深涼氣洗心胸，行入函關秋色濃。

獨立湖邊試晚望，水心清處浮芙蓉。

乃木希典（1849~1912 年）

號石樵，出身於長州藩士，明治職業軍人之代表。陸

軍大將，伯爵，學習院院長。

16 歲入藩學明倫館，18 歲入高杉晉作之奇兵隊。明治

四年（1871 年）任陸軍少佐，1877 年參加西南戰爭任步兵

14 連隊長，軍旗被薩摩軍奪取，為一生之恥。

1886 年留學德國，受普魯士軍人質樸剛健之氣質感

化，結束年輕時之放浪生活。1894 年任步兵第一旅團長、

少將，參加日清戰爭。1895 年任第二師團長、中將，征伐

臺灣。1896~1898 年任臺灣總督。

1904 年任第三軍司令官、大將，指揮旅順戰役。兩子

勝典、保典均陣亡。

1906~1912 年，任學習院院長，嚴格教育皇太子（昭

和天皇）。

1912 年 9 月 13 日，明治天皇喪禮之夜，與靜子夫人同

自殺殉死。譽之為武士道精神者有之，毀之為封建野蠻遺

風者亦有之。

其人其事，文學作品眾多。夏木漱石、森歐外、三島

由紀夫、司馬遼太郎、渡邊淳一皆有作品以他為題材。

金州城外作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

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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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靈山

爾靈山險豈難攀，男子功名期克艱。

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

詠富嶽

崚曾富嶽聳千秋，赫灼朝輝照八州。

休說區區風物美，地靈人傑是神州。

中井弘（1838~1894 年）

號櫻洲，生於薩摩藩士家族。幼聰慧，入造士館習經

典。幕末亂時，脫藩赴江戶遊學，被執歸藩，在赴京都，

遁走土佐，與阪本龍馬合謀，留學英國。

明治元年任職外務，接待各國公使，曾與刺客搏鬥，

救護英國公使。後任神奈川、東京府判事，明治二年辭官，

三年歸鹿兒島，四年從西鄉軍斷行廢藩立縣。五年任四等議

官，渡美。七年任駐英國公使館書記官，視察法、德、意、

俄各國。明治九年歸國，有漫遊記程詩集。十七年任滋賀縣

知事，發展工商教育，在職七年。二十二年任元老院議官，

閒吟遊賞。二十六年任京都府知事，二十七年沒，享年 57。

櫻洲為人淡泊瀟灑，特立獨行，學貫東西。廣交友，

與伊藤博文、井上馨、後藤象二郎為 30 年諍友。尤以詩

名，或曰明治人物中其詩才僅次於副島滄海。

西紅海舟中作

煙鎖亞羅比亞海，雲迷亞佛利加州。

客身遙在青天外，九萬鵬程一葉舟。

西都雜詠

奉公英雄半黃土，識面美人皆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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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麗山河仍若昔，巋然恆武帝王州。

發長崎赴上海

遙指扶桑以外天，三山五嶽在何邊。

火船驀忽如飛鳥，截破鯨濤萬疊煙。

永井龍雄（1844~1870 年）

號枕月，湖海俠徒。

生於米澤藩士之家，幼習武，習陽明學，參與倒幕維

新，然不滿薩長專權，以反亂罪被殺。

題集議院壁

天門之窄窄於瓮，不容射鉤一管仲。

蹭蹬無恙舊麒麟，生還江湖真一夢。

自笑豪氣猶未摧，每經一艱一倍來。

睥睨蜻蜓州首尾，將向何處試我才。

溝壑平生決此志，道窮命乖何足異。

唯須痛飲醉自寬，埋骨之處到處翠。

前原一誠（1834~1876 年）

字子明，通稱八十郎，號梅窗。父為長州藩士，事製

陶業。

1857 年入松陰村塾，與玄瑞、晉作同學。松陰刑死，

從尊皇攘夷轉為倒幕。明治之後任兵部大輔，與大久保利

通、木戶孝允意見不合，明治三年辭職歸鄉。次年領導叛

亂，兵敗處刑。年僅 43 歲。後世稱之為不運氣之革命家。

逸題

汗馬鐵衣過一春，歸來欲脫卻風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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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殘醉曲肱睡，不夢周公夢美人。㉑

奧平謙輔（1840~1876 年）

字居正，號弘毅齋，明治二年，任越後參事，與前原

一誠友善。明治九年叛亂，處刑死，年 37。反對一味西

化，放棄漢學。

寄友人

人間機巧逐年開，文物典章何在哉。

都鄙既無修漢學，詩書不必待秦灰。

世丁厄運吾當默，天有定時君莫哀。

請見籬邊梅一朵，卻從雪裡挽春回。

長熒三洲（1833~1895 年）

字世章，一字秋史，幼名富太郎，號三洲。豐後今大

分縣人。遠族為華族，後為僧人。祖父輩還俗，為醫者，

學儒術，父號梅外，亦醫亦儒。三洲九歲習儒經，11 歲即

能詩，以才子聞名，與江戶、大阪名流周旋。1864 入奇

兵隊，參加尊皇攘夷戰事，負傷。明治後參與廢藩置縣改

革。明治四年，隨大使柳原前光，參與清國外交，後主教

育。明治二十七年任東宮侍書。能書畫，放浪山水之間。

明治二十七年沒，年 63 歲。

燕山雜句  ㉒

渚宮水殿帶殘荷，秋柳蕭疏太液波。

㉑   孔子不復夢見周公，指其日衰。美人云云，源自《楚辭．九
歌》，後人註指君王，非是。

㉒   明治四年（1872 年）赴北京，為景山懷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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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金鰲橋上望，景山滿目夕陽多。

副島種臣（1828~1905 年）

號滄海，幕末佐賀藩士。父兄皆國學家，受影響而加

入尊皇攘夷。1852 年遊學京都，習漢學。1864 年赴長崎，

任洋學校致遠館英國學生之監督，通英文。1867 年，與大

隈重信一同脫藩，被執，送佐賀軟禁。

明治後任新政府參與，二年任參事，1871 年任外務

卿。1873 年臺灣事件時，以特命全權大使身份來華，主清

日修好條約換文，呈國書賀光緒皇帝成婚，與清國文士詩

友相交。同年 10 月，因征韓論爭下野，與板垣退助提出設

立民選議院建議。

1878 年任宮內省一等侍講，1887 年任宮中顧問官，

1888 年樞密顧問官，1891 年樞密院議長，1892 年松方正

義內閣時任內務大臣。受伯爵，能詩，善書法。其為人深

得李鴻章讚賞，遠勝於伊藤博文。1898 年，副島滄海以中

國肴款康南海，並出示文集，以扶助中國自任，南海有感

贈二首，序曰「副島伯號滄海、為明治元功，曾使中國，

情意彌親」。

偶吟

戰勝餘威震朔河，秋高群燕亂行過。

天兵所向捲枯葉，韃靼胡王奈汝何。

觀岳飛書

我今獲見岳飛書，雄筆昂昂慷慨餘。

有宋朝廷公死後，赤心報國一人無。

謁岳武穆之廟

嗚呼岳公何早死，若不早死國之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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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可復敵可殲，王室何蒂救如毀。

小人誤國古來同，忠而得死不獨公。

唯公之死尤慘淡，唯公之死尤大忠。

帝鑒孔章靈在天，墓木南向非偶然。

鼓勵天下忠義氣，後賢尤須則前賢。

宮島誠一郎（1838~1911 年）

外交家，史家。米澤中級藩士宮島吉利之長男。幼

好學，四歲可詠唐詩，11 歲入藩學校興讓館讀四書五

經， 30 歲繼承父業，時值幕末亂期，得藩主信賴，與江戶

他藩往還，1869 年由海舟介紹，得識大久保利通，參與維

新大政。

明治四年，任左院議官，九年入修史局。1879 年創興

亞會、興亞學校。與黃遵憲交厚，遵憲作日本國誌，宮島

貢獻資料頗多。

其子名大八，又名詠士（1867~1943 年），五歲赴東

京，受教於勝海舟、清國公使館書記官黃遵憲。

17 歲，清國公使黎庶昌贈誠一郎曾國藩弟子張廉卿

（名裕釗，1823~1894 年）之書幅，甚愛之。1887 年來

華，入保定蓮池書院，拜張氏為師，從學八年，成日本書

法大家，今有啟功題師生紀念碑在。1894 年 2 月，張廉卿

病逝，7 月甲午戰爭爆發，歸國。1895 年設詠歸舍，教授

中文，1898 年改稱善鄰書院，至今猶存。

宮島一家三代，開中日善鄰之先聲，有《宮島誠一郎

文書》，存早稻田大學。其家墓在東京青山。

王昭君

莫道丹青誤我身，摒將玉貌鎮胡塵。

如何廊廟無良策，社稷安危付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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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發白河城

悲歌一曲夜看刀，風雨燈前雞亂號。

宿酒才醒驅馬去，白河秋色曉雲高。

重野安繹（1827~1910 年）

字子德，號成齋。幕末明治初之漢學家，實證史學泰

斗。

薩摩鄉士出身，幼入藩學造士館，16 歲為造士館助

手，23 歲遊學江戶，以詩文聞名。1854 年得藩主齊彬提拔

為造士館訓導，與西鄉友善，以出身卑賤被貶，流放大島。

適西鄉亦被貶大島，成齋為其講解詩文。在島七年遇赦，薩

英戰爭時親赴橫濱英國使館與英人辨論，名聞天下。

明治後在大阪設塾授徒，四年文部省出仕，八年任修

史局副長，十年任修史館一等編修官。十二年（1879 年）

東京學士院會員，同年與洋務派王韜交友，創興亞會。

1889 年創史學會，任初代會長。

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卒，享年 84。

西伯利亞車中作  ㉓

無邊風草飽羊牛，日沒平原餘景修。

說是蘇卿牧羝處，燕聲獨帶漢時秋。

武田正生（1803~1865 年）

號耕雲齋，水戶藩士。與藤田東湖同佐齊昭，主藩

㉓   明治四十年，81 歲成齋赴維也納參加萬國學士院聯合會總會
途中作，懷蘇武牧羊事，詩意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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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反對幕府，主張攘夷，獲罪被幽禁。1864 年隨一橋慶

喜，赴京都，謁見天皇，主施海防之策。後終被佐幕派所

執，1866 年與攘夷志士 328 名同時被處斬，年 63 歲。

明治維新後，以忠誠之士被追授勛位。

題崖山樓  ㉔

崖山妖血污乘輿，禮樂衣冠掃地虛。

卻怪文章經術士，年來畢竟讀何書。㉕

竹添光鴻（1842~1917 年）

號井井，肥後（熊本）出身，四歲能詠孝經，五歲習

論語，七歲讀通鑒，有神童之稱。從父學詩。1865 年入藩

學，1868 年以修理熊本藩大船之便，遊上海，有「是聾是

啞愧儒官，吳鉤今日虎狼窟」之句。薩長討幕時，入江戶

見勝海舟，共商禦外侮而安內之策。亦有「不向海上屠鯨

鯢，兄弟相爭中原鹿」之句，其詩在薩長軍中廣為傳詠。

明治八年任修史局編修，同年隨森有禮公使赴天津、

北京，與中國名儒交，遊四川、三峽、洞庭湖，有《棧雲

峽雨日記》。十年，任職上海，與俞樾交厚。歸國，值北

京饑饉，受命大久保，單身赴京，見李鴻章，贈米賑災。

明治十三年，為硫球所屬事，在任天津總領事，與李鴻

章、張之洞論爭。甲午之後，一度任職朝鮮，歸辭官，任

東京大學教授，於小田原築讀書樓，劉師培名之獨抱樓，

專事著述，有《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

箋》三書。1914 年，受文學博士，1917 年辭世。

㉔   日本下喜多有崖山樓。耕雲齋題詩，意在感懷宋文天祥之忠
烈。崖山在廣東新會南，陸秀夫負帝投海，宋亡。

㉕   意似在以空談性理之理學為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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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墓

灑淚幾回過湊河，定軍山下又滂沱。㉖

人生勿作讀書子，到處不勝感慨多。

送人歸長崎  ㉗

懶雲如夢雨如塵，柏路花飛欲暮春。

折盡春申江上柳，他鄉又送故鄉人。

德富蘇峰（1863~1957 年）

名正敏，通稱豬一郎，號蘇峰。肥後（熊本縣）人。

四歲詠唐詩，五歲讀《大學》，專修漢學。明治六年入熊

本洋學校，九年入東京英語學校，再入京都同志社大學。

歸鄉編報紙，辦私塾。二十年創民友社，辦《國民之友》

雜誌，批判藩閥政治，以平民主義社會評論得名。

甲午中日戰爭中，從軍記者，戰後訪中國東北。三

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蘇峰轉向，倡導軍備擴充論。明治

二十九年任內務省參事官，《國民之友》廢刊。日俄戰

爭時，主筆國民新聞，支持政府立場。明治四十四年任貴

族院議員。1913 年脫離政界，1918 年著《近世日本國民

史》。1929 年退出國民新聞，專事寫作。9.18 時宣傳皇室

中心主義。1942 年任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1945 年戰

敗，為戰犯之一，後蟄居熱海。1957 年死去，95 歲。

蘇峰著述極多，為日本文豪，思想家，著作達三百

冊。國民史近百冊，詩集兩冊。讀其著述大約可知近代日

本之歷程與矛盾。

㉖   湊河，在神戶站前有湊河神社，日本忠臣楠木正成自刃之所。

㉗   1876~1877 年住上海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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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東山

三十六峰雲漠漠，洛中洛外雨紛紛。㉘

破簦短褐來揮淚，秋冷殉難烈士墳。

我孫子贈友  ㉙

薰風掠面水紋斜，雨足湖塘長葦芽。

孤棹何須尋去路，綠蔭深處是君家。

時事感懷

進駐胡兵颯爽過，滿都齊唱太平歌。㉚

隨波逐流非吾事，滄海橫流竟奈何。

村上剛（1810~1879 年）

字大有，號佛山，豐前（今福岡）人。武田信玄後裔。

1823 年師原古處，後與名家碩儒交遊學習。26 歲歸鄉設

塾，從者逾千人，以詩文名世。平生最好白樂天、蘇東坡。

明治後曾為督學，生涯在野。有《佛山堂遺稿》一卷，《佛

山堂詩抄》九卷，俞樾讚其詩氣韻沉厚，語句清爽。

晚望

晚雲濕不飛，村火遠依微。

多少插秧女，青蓑帶雨歸。

過壇浦

魚莊蟹舍魚為煙，蓑笠獨過壇浦邊。

㉘   三十六峰，京都東山別稱。洛中洛外源自洛陽，指京都。

㉙   我孫子，地名，在千葉縣葛飾郡，有湖，風景絕佳。

㉚   蓋指戰後美軍佔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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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載帝魂呼不返，春風腸斷禦裳川。

有人勸仕贈鯉魚

不化為龍何足嗟，江湖必竟是吾家。

驅雷行雨徒辛苦，寧若晴潭吹落花。

無題  ㉛

落花紛紛雪紛紛，踏雪蹴花伏兵起。

白晝斬取大臣頭，噫嘻時事可知耳。

落花紛紛雪紛紛，或恐天下多事兆於此。

森魯直（1819~1889 年）

字希黃，號春濤。明治漢詩界代表人物。

尾張（今愛知縣一宮市）人。世代醫者。幼好詩文，

習漢學，不喜醫術。15 歲能詩，及長與名士詩酒相交。天

下騷亂之時，文人名士慷慨悲歌，春濤獨和雅溫籍。1872

年居岐阜，名其居所為三十六灣書樓，1873 年移居東京，

與同好大興詩社。明治十年刊清人張船山、陳碧城、郭頻

伽三家絕句，更選清二十四家詩刊行，其門下詩人輩出。

明治二十一年病沒，年 71 歲。有《春濤詩抄》20 卷。

岐阜竹枝

環郭皆山紫翠堆，夕陽人倚好樓臺。

香魚欲上桃花落，三十六灣春水來。

㉛   此時無疑是寫櫻田門事件，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興大獄，鎮壓勤
王志士，命水戶德川齊昭永久蜇居。水戶藩士 17 人，薩摩藩士一
人，於 1860 年 3 月 3 日（陰曆）在江戶櫻田門外襲擊井伊，斃殺
之。時在春季，罕見大雪，大老衛士 60 人有餘，未免於突擊，正
可謂天誅也。後志士四人受傷自裁，九人自首處斬，二人被捕刑
死，一人知同志死訊自殺，二人藏匿後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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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童牧牛圖

中興霸略說豐公，公亦微時是牧童。

煙雨滿村春靉靆，可無牛背出英雄。

聞杜鵑

水精花上月依微，著意聽時聞得稀。

但是空山人寢後，雪埋老樹一聲飛。

小野湖山（1814~1910 年）

名長願，字懷之，號湖山。父三河吉田藩醫者，初學

醫術，後學經史，18 歲赴江戶，從梁川星嚴習詩，成藩之

儒者。佩理來航後，與諸藩尊皇志士交，安政大獄時被禁

錮八年。明治後，辦優遊吟社，與名士詩酒交遊。

其為人坦蕩，詩風豪放淡雅。與大沼枕山、鱸松塘合

稱明治三詩宗。

朱舜水先生墓  ㉜

安危成敗亦唯天，絕海求援豈偶然。

一片丹心空白骨，兩行哀淚灑黃泉。

豐碑尚記明征士，優待曾逢國大賢。

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盡腥膻。

伊香保溫泉

樓臺高架白雲邊，不是村樵不是仙。

㉜   朱舜水（1600~1682），余姚人，明亡時亡命日本，1659 年
到長崎，初窮困潦倒。1665 年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聞其學德之名，
以師禮事之。鄭成功曾致書舜水，乞兵抗清，未果。舜水死於江
戶，享年 83 歲，光國謚之文恭，集其文集，卷首書「門人光國
集」，故詩人曰「優待曾逢國大賢」，大賢指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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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化工多妙用，皕家生計一條泉。

森槐南（1863~1911 年）

名公泰，字大來，號槐南。春濤之子。1881 年出仕，

任樞密院秘書、宮內大臣秘書、帝國大學講師。受知於伊

藤博文，各地隨行，伊藤於哈爾濱遇刺時，槐南亦受傷，

有〈歸舟一百韻〉弔伊藤。明治四十四年授文學博士，同

年 3 月病沒，年僅 49 歲。

著有《唐詩選評釋》三冊、《古詩平仄論》二冊、

《杜詩講義》三冊、《李詩講義》一冊、《韓詩講義》二

冊、《李義山詩講義》三冊、《槐南集》八冊。時有明治

前期漢詩為春濤天下，後期為槐南天下之說。其詩想像豐

富，大作極多。

湖上次韻

雨過池塘綠驟加，好移漁艇佔鷗沙。

更須櫂入荷花去，風有清香露有華。

蔡文姬歸漢圖

苟活終留失節名，甘從三姓若為情。

當時身葬黃河水，合聽胡雛喚母聲。

夏目漱石（1867~1916 年）

小說家，名金之助。東京帝大英文學畢業，留英，任東

大講師。後專事寫作。明治四十四年授文學博士，辭退。卒

於 1916 年，年 50 歲。

以文學名世，早年習漢學，能詩，晚年重作漢詩，禪

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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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興

出門多所思，春風吹吾衣。

芳草生車轍，廢道入霞微。

停筇而矚目，萬象帶晴輝。

聽黃鳥宛轉，觀落英紛霏。

行盡平蕪遠，題詩古寺扉。

孤愁高雲際，大空斷鴻歸。

寸心何窈窕，縹緲忘是非。

三十我欲老，韶光猶依依。

逍遙隨物化，悠然對芳菲。

無題

真蹤寂寞杳尋覓，欲抱虛懷步古今。

碧山碧水何有我，蓋天蓋地是無心。

依稀暮色月離草，錯落秋聲風在林。

眼耳雙忘身亦失，空中獨唱白雲吟。

無題

大愚難到志難成，五十春秋瞬息程。

觀道無言只入靜，拈詩有句獨求清。

迢迢天外去雲影，籟籟風中落葉聲。

忽見閒窗虛白上，東山月出半江明。

內藤虎次郎（1866~1934 年）

號湖南。漢學大家。生於秋田，1885 年，畢業於秋

田師範，任小學教師，1887 年赴東京，編佛教雜誌，習英

文，後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明治三十年，赴臺灣，

任臺灣日報記者，三十一年歸東京，成萬朝報社主筆，到

中國遊歷，開始中國研究。明治四十年任教於京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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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東洋史，參與敦煌文書調查。湖南著述極多，後世稱

之為內藤史學，有《內藤湖南全集》14 卷。

過江北古戰場  ㉝

玄黃龍血已依稀，成敗英雄兩見機。

日暮餘吾湖畔過，蕭蕭蘆荻水禽飛。

田邊華（1864~1931 年）

字秋谷，號碧堂。幼學漢學，多病廢學，詩畫自娛。

及壯入政界，當選國會議員，遊歷中國，主張以清韓日兄

弟之誼保全東亞。詩以絕句名，有《碧堂絕句》二冊。

晚年為大東文化學院教授，1931 年 68 歲病卒。

萬里長城

雄關北劃古幽州，浩浩風沙朔氣遒。

不上長城看落日，誰知天地有悲秋。

㉝   指豐臣秀吉與柴田勝家之決戰。勝家初勝，其部下將軍盛政因
小勝而驕，未及時撤兵，被秀吉反敗為勝，勝家自殺，盛政被俘
問斬，臨刑悔不聽勝家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