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福建遗民林上珍、何倩甫之海外播迁 

陈 波 

[摘 要]《华夷变态》卷3收有 《大明论》和 《清朝有国论》两篇论策， 

作者分别为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何倩甫和林上珍。但二文皆不署 日期，何、林二人 

亦未见诸中国史籍记载。本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华夷变态》所 

收风说书及相关史料记载，确定二人皆为福建人，托庇于台湾郑氏政权。二人在 

明清鼎革的大变局中中断儒业，随郑氏官商贩海为生，于康熙十 四年 (1675) 

东渡 日本，很可能是追随东宁船头蔡胜官等人，前来参与有关郑氏后裔长崎存银 

之争讼。其羁留长崎期间与日本儒者大高坂芝山颇多交游酬酢。二人对于清朝政 

权心怀怨望，对于明朝的兴复则充满期许。出自二人手笔的 《大明论》和 《清 

朝有国论》逃脱 了清初的严密文网，流播海外，对于观察明清鼎革期间普通明 

朝遗民的华夷观念以及正统意识，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及历史价值。 

[关键词]林上珍 何倩甫 华夷观念 

He Qianfu’S“Daminglun”(1iterally“On the Ming Dynasty”)and Lin Shang- 

zhen’S“Qingchao Youguo Lun”(1iterally“On the Qing-dynasty Country”)in Volume 

III of Kayi Hentai(in Japanese，known as Huayi Biantai in Chinese)were not dated． 

Both authors who cannot be traced in any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 were loyalists of the 

Ming Dynasty．Based on the studies by Japanese scholars and the related records in 

Kayi Hentai，this article conI~rms that both He Qianfu and Lin Shangzhen were Fujian 

scholars who sheltered under Zheng’S power in Taiwan．They had to give up their schol一 

本文是教 育部人 文社 科青年 项 目 “元 明时代 的滨 海民 众与 东亚海域 交流” (批 准号 ： 

12YJC77000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唐船风说 书译 注及研究”及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配套资 

助 (批准号：13CZS02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 中国南海研 究协 同创新 中心的 支持。本文为 

2013年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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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career during the change of dynasty，and earn a living on maritime bade with the 

businessmen of the Zheng government．They traveled to Japan in 1675，together with 

Cai Shengguan，head of Dongning Boat，perha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posit payment 

dispute in Nagasaki．During their detention in Nagasaki，they had a lot of contacts with 

the famous Japanese scholar Otakazaka Shibayama．They hated the Qing regime，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revival of the Ming Dynasty．“Daminglun’’and“Qingchao You- 

guo Lun”written by He Qianfu and Lin Shangzhen escaped from the literary censorship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were thus circulated overseas．The two essays are of hig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providing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generM Ming adher- 

ents’perception about Chinese and non—Chinese as well as oahodox consciousness． 

《华夷变态》是 日本江户时代以中 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 “风说 

书”的汇编。日语 “风说”有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所谓 “风说书”是唐通事对到 日 

(尤其是到长崎)商船进行问询后 ，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 

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其本质可以说是 日本政府特意搜 

集的海外情报，而尤以中国情报为主。江户幕府儒官世家出身的林春胜 (1618—1680) 

及其子林信笃 (1644—1732)利用职务之便，将所经眼的 “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 《华 

夷变态》和 《崎港商说》中。此书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东 

洋文库排版印行，1981年由东方书店再版，存世的 “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为学界的 

利用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国内学界也 日益关注，其中尤须提及的重要成果是孙文博士的著 

作，为目前大陆学界关于 《华夷变态》最为系统的研 1]。除风说书外，《华夷变态》 

也收有少量汉文文书，其中颇有一些在清初列入禁毁之列的史料，对于研究明清易代的历 

史和明遗民复杂的思想状态有重要价值。本文即试图探讨该书卷三所收的 《大明论》和 

《清朝有国论》等两篇策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

、 《大明论》、《清朝有国论》及其相关研究 

《华夷变态》卷3收有 《大明论》和 《清朝有国论》，作者分别为以明朝遗民自居的 

何倩甫和林上珍。兹将其全文引用如下： 

大 明 论 

盖闻上古帝王，自唐虞以来，择贤禅位者，臣弑其君者，恢复中兴者，布衣 

(堀)[崛]起者，皆天命授之，非可以一定而论之也。今试以明而论，洪武起 

于布衣，潜于草野，托身缁流，出则虑胡元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以伤命。祷 

(干)[于]伽蓝神，许倡义。虽为微卒，智谋非常。南游定远，义旅来归，亲 

[1] 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 (华夷变态)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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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采石，吴越湖湘东西平定，豪杰之士心悦诚服，拯生民 (干)[于]涂炭，复 

汉官之威仪，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深悯民瘼，数年免赋，天下响应，无往而不 

克，所以胡元无百年之运，天厌而弃之之时也。定鼎之策， 卜都金陵，延及三 

年，犹尊宋主年号。则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 

之史而栽之，此洪武之所以兴也，不可谓智力求也，岂非天哉?传之苗裔二百余 

年，虽有边寇，安然无事。迨至崇祯受命以来，夙夜祗惧，恪遵谟训，允恭克 

让，光被四表，柔远能迩，野无贵贤。股肱元首喜起明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反复思之，崇祯非比暴厉昏淫之君，可谓溶哲文明之帝乎?然而国坏者何也，北 

方州郡，荒旱水灾相继而作，百姓困苦，啼饥号寒，流离缁尾，不可胜数。当此 

之时 臣无直奏其事，君不闻民之苦，而民不思为逆者寡矣。天祸李闯，机谋百 

出，散柴结党，渐入几内，诈投大臣为奴者，伪充大将为兵者，大臣付之不问。 

君虽有至圣之聪明，焉得而知之乎?突然内外合攻，顷刻破城，百官从虏者有 

之，死难者有之。嗟乎!崇祯之所以亡也，实谓大臣之误也，岂非天哉?而后， 

弘光都于金陵，隆武都于福建，二年未几，埋名逃匿。赐姓国藩，矢志恢复，辅 

佐永历，称帝统师，直抵金陵，虏兵惊战，城门闭守，事势不然，退归观望。虏 

君屡书开陈，愿割三省为王国藩，置之不闻，思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君父之雠 

指 日可报，此国藩之志，非人所能知也，明之君臣莫不引领而望也。至于兵强马 

壮，将欲奋发，倏尔即世 ，不遂其愿，嗟乎!国藩之所以死也，则后未必有其人 

也，岂非天哉?盖生于三百年以前者，及见其事之得失，生于三百年以后者，未 

见其事，多得之书记与传闻也，合而论之，洪武创业于前，崇祯缵述于后，所以 

然之兴亡得失者，皆天命也。倩生也晚，幼时读书，壮来弃业，知者无不言，言 

者未必备。迩来奉命，谨陈大略，祈台鉴不宣。 

明遗民何倩甫百拜呈 

清朝有国论 

伪朝之得天下，岂若唐虞之揖让、汤武之征诛乎?岂吾君之为桀纣、彼德之 

入明深，而天与而人归之也?抑能东荡西除，勘平祸乱 (与) [欤]?抑知金汤 

之失守，乘我空虚，遽尔而袭之 (与) [欤]?余 日：非也。彼盖胡元丑类，铜 

桥驾海，未殄之余孽，衣皮处士，而臣事西戎者也。夫既非天之肖子，吾君亦非 

亡国之君，乃不费一矢，而窃取神器若此。其易历改朔，正位承统又若此。其悠 

久者其改何哉?此其罪在庸臣，庸臣有罪，而亦未始非天也。盖向者眇贼猖狂， 

惟知掳掠。胡兵未至，为我帝之灵，恐而自窜，彼狡多贪，矜其 (人)[入]卫 

之勤，冒为逐寇之功，强行僭窃，遂至于此。祖宗三百年之大业，社稷生灵之所 

系，弃若敝 。君死未寒，北面臣虏，食禄之家，夫亦奚忍而甘心也哉?假于寇 

去之 日，多以金帛赠之，速返其师，然后立主，以埃勤王，国本 已固，徐行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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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谁日不宜?然而无有能之者，盖臣之忠义，死予君而死予国，未 1]智鲜 

及而谋不藏，加以诱虏之徒，忍心悖理，怙宠贪荣，相率而胥与为夷，为可惜 

耳。苟使忠义之臣未尽 ，智谋之士而或在，则生灵未必左稚，社稷未必蚯墟， 

祖宗大业，断不为逆胡之所有也。吾故以为罪在庸 臣误吾君，而不能复立吾君， 

诱虏来而不能谢，虏去忠良不憋，遗夷狄主中国，则谓为天心之有在，可乎否 

耶?虽然，吾有疑焉者，天心无久乱之理，虏无百年之运，惟其来也本于天，故 

更以其在，天之不可易者，神而明之。夫夷狄之为中国患，历代所不无，如猃 

狁、犬戎、单于、匈奴、吐蕃、突厥、契丹、女直之属，甚而至于五胡之乱，虽 

时惊北鄙，贼我疆场，然亦未尝统有四海也。即统有四海而悔祸，常萌宫中夜祝 

知天者也，以圣宋而赎世宗之位，皇明之扫灭妖氛，中国圣人屡屡应运而生，不 

欲夷狄之久有吾土者明矣。况今天之下 (今之天下)虽属伪朝，少有智亦审其 

徒窃名器，难享厚福，速祸败而取丧亡耳。中国之大，吾固莫穷而知之，然闻之 

人日：川陕云贵巴蜀肴函之险，已为吴平西 自霸之一隅矣。沔阳汉水荆襄楚地， 

自古为富强之国，十年以前，尚辖于孙家可望矣。繇岭以南，义帜遮天；青兖之 

区，王帝几何?是则伪朝之所有，不过金陵吴会蕞尔居间耳。然金陵吴会飞航可 

达，初窘于定西，再靡于赐姓之藩，况皆先朝赤子，久待中兴，诚难逆其不溃， 

而保其必全也。且自古之君天下者，远方无不庭之臣，玉帛贡于京师，故 (日) 

[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焉。今见其赋于仅蕞尔之土地，征收者微，而岁币西 

戎以百万计 ，边海穷兵，馈饷之需靡耗无稽，用不足而横征 ，而民怨，民怨而盗 

起，干戈四出，亡不旋踵。必至于此，然后知天心之不可易，而信予言之不谬 

矣。然而犹未也，政事不兴，黩乱宫廷，主后其姑，母溺其臣，以此而治，自古 

未之有也。昔大理少卿康澄，疏上唐明宗日： “国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 

贤士藏匿，为可畏，四民迁业，为可畏，上下相狗，为可畏，廉耻道消，为可 

畏，毁誉失实，为可畏，直言不闻，为可畏，有一于此，国必灭亡。”若伪朝 

者，可谓兼而有之矣。珍前代为民，裤年而丁，革命兴废之事，诚有不忍言者， 

但恭承明问，质诸耳 目，多不得其详与确矣。伏为洪恕。 

明遗 民林上珍 百拜呈。【2] 

上引 《大明论》和 《清朝有国论》是反映明清鼎革期间明朝遗民华夷观念以及正统 

意识的珍贵文献，其中 《清朝有国论》根据孙文的研究，在民国初年为革命志士孙静庵 

改写，编人 《栖霞阁野乘》一书，宣传反清思想。[3]但是这两篇论策皆不署日期，而何 

倩甫及林上珍二人，似并非当时第一流的士人，是以目前尚未在中国文献里发现有关二人 

的记载。《华夷变态》将这两篇文字系于延宝三年 (1675)五月十六日 “二番东京船唐人 

[1] 划线部份，原文不曾断开，文意不通。 

[2]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卷3，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第 1l1—112页。 

[3] 孙文：《林上珍 (满清有国论>考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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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和五月二十六 日 “五番厦门船唐人口述”之间，大致可推知在康熙十四年 (1675) 

五月以前 ，二人已经搭乘赴日商船到达 日本，此亦可从日本文献之中得到印证。据 日本学 

者小松原涛研究，何倩甫曾自述 “予 自乙卯岁，客游 日东之崎阳”，何倩甫是福建福清 

人，而林上珍是霞浦人0【1]而据记载日本儒林轶事的 《先哲丛谈》，何、林二人与日本儒 

者大高坂芝山 (1647—1713)[2]为莫逆之交： 

明林珍、何倩、顾长卿来在长崎，芝山每致诗文乞是正，彼各极口褒赏，至 

为韩、柳、欧、苏无过，于是芝山自以为然。江郝北海日：“林何顾三人孟浪谀 

言，固不足信，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细工夫。余酷爱季明慷慨有气节， 

因深惜为三人所误。”非过论。【3] 

文中所谓 “林珍”及 “何倩”二人，无疑即是林上珍及何倩甫。且二人羁留长崎期间， 

对于大高坂芝山一生行止产生了不良影响。大高坂芝山为人心高气傲，好排斥同辈，当时 

日本儒林俊杰木下顺庵、伊藤仁斋、山崎暗斋乃至东渡 日本的明遗民陈元贽、朱舜水等皆 

遭其酷评，[ ]而独拜服林上珍、何倩甫二人，其诗文皆由二人为之作序。如林上珍 《芝 

山诗序》云： 

予自居停化国，江山是主，羁旅如归，数年之间，许我窃冒文字之知者，惟 

芝山大高季明文字一人耳。明公尝以其纪行诗集他诗三百余编，远辱赐教，其词 

雄丽典奥，正言不讳云云。机锋所致，便入三昧，瀚海奔流，几摇五岳，宜其驾 

唐御宋，驰骤今天之下，四灵才子几何不为彼 臣妾也哉?【5] 

用所谓 “瀚海奔流，几摇五岳，宜其驾唐御宋，驰骤今天之下”等语来夸赞一个非 

以母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的汉诗水准，无疑是夸大其辞。实际上，当时就 日本儒林整体的汉 

文学水准整体而言，尚相当稚嫩，直到亨保四年 (1719)，来 日的朝鲜通信使团制述官申 

维翰评价作为 “日本第一耆硕”的大学头林信笃 (1645—1732)，也径称其 “诗文则一无 

可观”，[6]这还是在大高坂芝山身后事，因此林上珍 《芝山诗序》阿谀之意昭彰，自不 

待言 

[1] 转见于小松原涛 《昧元赘 研究》，东京：雄山阁，1962年 ，第227页。但作者并没有注明史料 出 

处 。 

[2] 本名季明，字清介，号芝山，又号一峰、黄轩，土佐人。 

[3]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4《大高坂芝山》，圆了源、前田勉译注，东京：平凡社，1994年，第 

212页。 

[4] 如 《先哲丛谈》卷4所收 《谢何林二老书》(第210—211页)云：陈元赘在洛，而曩相会。朱舜 

水在此而迩面晤，潜察厥言行学术，疑弗端诚纯粹矣。多猥俚之 态，乏彦士之姿 ，词赋 亦似未英 

懿，故不欲就正焉。 

(5] 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 民出版社 ，2000年，第289—290页。据 《大高坂芝 

山》第三条页下注四，大高坂芝山 《芝山会稿》有 “明何倩甫”条。《芝山会稿》收有何倩 《芝 

山文序》以及林珍之 《芝山文后序》。惜 《芝山会稿》暂未能得见。 

[6] 参见申维翰著、姜在彦译注：《海游录 ·闻见别录》，《东洋文库》本，东京：平凡社，1974年， 

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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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上珍、何倩甫二人身份蠡测 

那么，为何林、何二人来到日本之后，对大高坂芝山曲意逢迎呢?先说林上珍，据贞 

享元年 (1684)“一号广南船唐人口述”云： 

前年 (1682)有自贵地出发至广东的蔡胜官船，如去年各船所呈，去年六 

月欲赴贵地，已备办相当之货物，然被大清兵船发现并被认为东宁船，遭到攻 

击，船中人亦与之战斗，然终被打败，死亡人数很多，唯独二十八人得以逃命， 

又皆被生擒。其中有船头蔡胜官，并数年来与唐通事发生争讼，遭到抑留的师匠 

林上珍。林上珍前年乘蔡胜官船归国，此人也为此次船组人员，亦在被生擒者之 

中。蔡胜官及前述二十八人一起在广东被羁押在监，广东守护及其他诸官，皆为 

仁德之人，没有上奏北京，究明系将暹罗船误作东宁船攻击后，将众人全部赦 

免 ，十二 月二十九 日出狱。 

据此可知林上珍于 1682年乘船返回中国，不知史料中所云 “与唐通事发生争讼”是 

何所指，但林上珍确系因此而在 日本滞留了数年。姑且假设其赴 日时间为 1675年，1682 

年方始归国，则其滞留日本长达七年之久。林上珍在 1683年再次赴 日时，遭到清军拘捕。 

但是，他很快就得以脱身，并于贞享年七月十七日便搭乘 “七番广东船”来到日本0[1] 

同为 1684年到达的四番东京船，也带来了何倩甫的消息，据云：“因争讼被抑留的师 

匠唐人何倩甫，前年搭便乘我船往赴东京，此次又乘我船来 日。”( ]两位明朝遗民的生平 

事迹虽不得其详，但是他们都被称为 “师匠”，且结合其所著论策来看，当是有相当文化 

素养并对时事颇具识见的人物。又何倩甫在 《大明论》中自述 “倩生也晚，幼时读书， 

壮来弃业”，而林上珍也在 《清朝有国论》中提到 “珍前代为民，樨年而丁”，似乎皆因 

明清鼎革的大变故中断了儒业，迫于生计贩海为业。二人作为明朝遗民流落异国，寄人篱 

下，当身为日本儒林俊杰的大高坂季明主动与之酬酢，受宠若惊也是容易理解的。 

尤其值得关注者，林上珍所乘之一号广南船船主蔡胜官，实际上是郑经麾下的官商。 

延平户官郑泰手下龚二娘、黄熊官领取留置长崎的存银时，曾向长崎奉行呈递 《列位老 

爷书》 (上呈 日期是延宝三年，1675)，而蔡胜官作为 “知证人”签名，身份是 “东宁船 

主”[3]。此事牵扯到郑氏政权内部纷争的一段公案。在郑成功驾鹤之前，曾因嗣子郑经在 

澎湖与乳母私通，而欲遣户官郑泰杀之清理门户，郑泰没有执行郑成功之命令。不料郑经 

即位后反疑郑泰有异图，并囚禁郑泰迫使其自杀身亡。郑泰死后，其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 

绪迫于形势，领所部将士投降清朝。而郑泰生前作为户官掌管郑氏海外贸易，在长崎经营 

多年，曾将大量白银寄存日本长崎以备不虞之需。围绕这笔白银之归属，郑经与投降清朝 

[1] 《华夷变态》卷8，《八番厦门船之唐人口述》，第428页。 

[2] 《华夷变态》卷8，《四番东京船之唐人 口述》，第421页。 

(3】 《华夷变态》卷5(第二种)，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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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泰后裔在态度暧昧的长崎唐通事办事处操弄之下，展开了经年未决的争讼。康熙十四 

年 (1675)年郑经军队应耿精忠之邀进入泉州，控制了居住泉州的郑泰的部分子孙，迫 

使在北京的郑泰后裔屈服，就长崎存银一事达成和解，[1]因此在 1675年仍由已死的郑泰 

手下龚二娘、黄熊官领回留置日本的存银，而最后实则归入郑经所有。至于何倩甫，后为 

长期从事越南与 日本之间海上贸易的船头林于滕所收留，被任命为 “脐船头” (船副)， 

从事文字工作D【 ]林上珍、何倩甫二人在康熙十四年 (1675)来日，很可能是随东宁船 

头蔡胜官等人前来参与有关长崎预银的争讼。 

吴三桂起兵之前，曾经与耿精忠、郑经有过密约，达成 “复兴明室”的共识，这是 

构成三家联合反清同盟的政治基础。但是在这个政治军事同盟中，郑经与吴三桂、耿精忠 

的反清性质，毫无疑问有显著差别。吴耿二人即在朝鲜使者看来，也是 “中华乱贼，清 

虏叛臣”，[。]被视为立场不甚坚定的政治投机者。而郑氏在反清问题上则始终不渝，清史 

专家王钟翰甚至指出郑经 “出师有名，过于三藩”，[ ]可谓十分中肯的评价。实际上南明 

永历朝灭亡之后，明朝宗室遗臣的确有不少东渡台湾，在郑氏政权之下求得庇护，明太祖 

朱元璋八世孙宁靖王朱术桂也在台湾任监国，台湾郑氏政权上下颇以东宁为正闰所在为 

傲，例如郑经本人在给福建总督姚启圣的书信中就曾提到 “王侯之贵，固吾之所 自有。 

衣冠之盛 ，不输于中土。”[5]此外，对于奉明正朔的郑经而言，反清盟友吴三桂及耿精忠 

分别自建年号，实乃背信弃义、大逆不道的举动，故而声称 “吾家在海外数十年，奉称 

明号。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返旆。否则，尔两家皆 

吾敌国也。”[6]因此，效忠郑氏的林上珍所谓 “矜其 (人)[人]卫之勤，冒为逐寇之功 

⋯ ⋯ 君死未寒，北面臣虏，食禄之家，夫亦奚忍而甘心也哉”，矛头公然直指吴三桂引清 

兵入关的无耻行径。另外，《大明论》的 “国藩”一词，也是郑氏麾下的士人对于郑成功 

的习惯尊称。林、何为郑氏政权卵翼之下的士人 ，当无疑义。 

结 语 

《朝鲜王朝实录》记有郑经致清福建总督姚启圣的书信：“本岛风帆所指，南极高辽， 

北止东瀛，何处不可以开屯，何地不可以聚兵乎?自先王以至不伎 ，所争者只是削发二 

字。台湾远在海外⋯⋯岛中人民流通，商贾辐辏，衣冠之盛，不输于中土。虽未能遽比于 

(1] 此事始末见于 《华夷变态》卷5(第二种)，《郑祚爷伙计龚二娘之问询纪要》，第240—243页。 

参见浦廉一：《延平王户官郑泰长崎存银之研究》，赖永祥译，《台湾风物》，1961年，第l1卷， 

第3期。 

(2] 《华夷变态》卷 18，《八十五番温州船之唐人口述》，第1391页。 

[3]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29册，第218页。 

[4] 王钟翰 ：《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34页。 

[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16，《台湾复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6页。 

(6] (清)抱阳生编著：《甲申朝事小纪》，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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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王之迁邰，而生聚教训，亦可以树万世不磨之基业。此皆贵价所 目祝者，不伎何慕乎爵 

位，何贪乎疆土，而甘为此削发之举哉?”面对姚启圣的招谕，郑经强调台湾强大的海上 

实力以及衣冠之盛，足见这两点在郑经心目中，是台湾赖以抗衡中土图存海外的经济及政 

治基础，语气之中亦颇以台湾为正闰所在为傲。《朝鲜王朝实录》的编者对于该书信亦颇 

称赏，日：“此书出于遗臣随郑锦人岛者之手，往往书札彬彬可观云。”[1]而以林上珍、 

何倩甫二人在明清鼎革的大变局中中断儒业，随郑氏官商贩海为生，对于清朝政权怀有极 

大不满情绪，而在三藩之乱中对于明朝的兴复则充满期许。二人尽管并非当时的第一流士 

人，出自二人之手的 《大明论》和 《清朝有国论》亦无甚高论，但它逃脱了清初的严密 

文网，流播海外，对于观察明清鼎革期间普通明朝遗民的华夷观念以及正统意识，有极其 

珍贵的文献及历史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两篇策论在充斥日本特有华夷观念的 《华夷变 

态》一书中，乍见之下即有相当程度之违和感，尽管林、何二人显然具有程度不等的华 

夷观念，也肯定清楚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民族成分有满汉之别，但或许由于中国历史上并不 

乏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记忆，策论中依然不自觉地用习见的 “鼎革”或者 “革命”(如林 

上珍 《清朝有国论》)等概念，去描述这一政权更迭的历史过程，即强调明清易代乃出白 

天命的转移，非人力可以为之左右，这与 《华夷变态》序言中所述明清易代所谓 “华变 

于夷之态”[2]的历史叙述，显然判若霄壤云泥，此点或值得中国学者重视。惟因篇幅所 

限，在此就不再进一步展开。 

作者陈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210093) 

[1]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 l3，“肃宗八年三月庚戌”，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第38 

册，第583页。 

[2] 参见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东方书店，1981年重印版，卷首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