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正初期的涩泽荣一与中国  
 

涩泽荣一与中国的交往，从明治初开始经大正年代至昭和初年长达半

个世纪之久。早在 1877 年 1 月，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的涩泽荣一作为

日本政府的代表，赴上海与清政府进行借款谈判。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打

交道。1931 年 7 月，91 岁高龄的涩泽躺在病床上，为他亲手创立并一直

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所编撰的《支那近代的政治经济》一书写下长达

千字的序言，为他终生关心的中国留下了 后的文字。在 19 世纪 80 年代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 50 多年里，作为领军人物，涩泽积极促进日本财

界与中国的联系，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本文考察大正初期涩泽荣一与中国的关系，探讨他在日本财界对华扩

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浅析其中国观的形成及其变化。  

 

一、 日本财界对中国的扩张与涩泽荣一的作用  

 

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大正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里包含着很多明

治时期日本财界对华战略的内容。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财界的中国扩张

面临两个严峻的课题。一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围饶中国市场上的争夺日益尖

锐化，二是中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反日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涩泽荣一积极

展开对美和对华的民间经济外交，以摆脱财界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探讨

1909 年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12 年有关中华民国中央银行

设立的构想和 1913 年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过程的三个案例，分析三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梳理明治末年到大正初期日本财界与中国的关系和涩泽

荣一的作用。  

1、明治晚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明治晚期，如何加强与中国实业界的联系已成为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

主要课题之一。1909 年 6 月，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将近两个月

的访问，就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举措。迄今为止的有关研究从辛亥

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角度，从日本民间经济外交的视角，以及访华代表团的

组成与访华过程为考察重点。 1 这些研究注意到日本实业界在中日关系中

                                                        
1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木村昌人《涩泽荣一—民间经济外交的创始者》中公新书，1991 年。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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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为理解多重结构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视角。本文使用新

发现的史料揭示代表团于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的秘密协议，披露明治晚期

日本财界计划成立日清实业家联络组织的新事实。从财界对华政策的角

度，阐明涩泽荣一同赴清实业家代表团的关系，探讨日本实业家代表团在

财界对华政策上的意义。  

日本实业家代表团是由日本财界领袖涩泽荣一向政府提议而组建成

行的。 2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事实。以

往的研究未能注意到代表团的组建与涩泽荣一的关系，因此不能把日本实

业家代表团访华一事同财界的对中国政策相联系。1908 年，中国南部地区

抵制日贷的浪潮汹涌澎湃。在中国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面前，日本财界内

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涩泽荣一则认为“实业的发达取

决于国与国之间在生意上互通信息。还要清除彼此的各种障碍，同时要致

力于相互往来，而且这种往来不应仅仅限于个人之间，还需要组织一种团

体，以求疏通思想，或者合作某种事业，这是 20 世纪的时代要求。 3 基于

这种思考，他提出首先要开展与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按照涩泽 初的想

法，先访问中国再去美国。 4 但是由于同中国的联系不顺，只得改变计划，

先去美国再访问中国。1909 年 9 月 1 日到 11 月 30 日，涩泽荣一率大型日

本实业家代表团赴美国视察。1910 年 6 月，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博览

会的名目，日本实业家代表团踏上了历时近两个月的访华旅途。原计划由

涩泽荣一为团长，可是由于在访美期间过度疲劳，医生希望涩泽休息，

后请日本邮船社长近藤廉平代替了涩泽荣一出任团长。 5

                                                                                                                                                               
义《关于赴清实业团》早稻田大学亚州太平洋中心《社会科学讨究》126 第 43 卷第 2 号，1997

年等。  
2  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 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中国访问》。129

页。 

3
 《东京商业会议所日报》第 3 卷第 7 号，1910 年 7 月 19 日。 

4
  木村昌人前引书，175 页。 

5 代表团由商业会议的干部组成，其成员如下：团长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团员大阪商

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横滨商业会议所会头大谷嘉兵卫，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东京

商业会议所付会头大桥新太郎，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龙川办三，各古屋商业会议所付会头铃木

总兵卫，横滨商业会议所特别议员永井久一郎，三井物产会社理事福井菊三郎，日清汽船会社

取缔役白岩龙平，京都商业会议所议团员岛津源藏，东京商业会议所书记长白石重太郎，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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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日清实业家的联系和邀请中国主要实业家来日访问以及筹划日

清共同合作的事业是代表团访华的三个主要内容。 6 在访华 后一站的上

海，日方代表近藤团长一行同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等人讨论了设立日

清实业家联络组织《同方会》的计划，并达成秘密协议。为防止泄密，在

访华结束后编辑出版的访华团记录中故意把这一天的日程改为自由活动。

7 这或许也是该计划封尘至今的缘故吧？然而，设立《同方会》计划是代

表团访华的 重要成果，也是涩泽荣一长期以来设想的日中实业界提携合

作的 重要的一步。 8

该计划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一计划是由日本向中方提议，得到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全面协助。9 其次是该组织《同方会》的会名。“同方”

为同居东亚之意，也是日中实业家交流的原点。“志同合法”（《礼，儒行》），

儒学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说法。第三，会则中明确写入排斥第三国的条

文。第四，这个组织将来还要在实业方面合作。 10 总之，《同方会》的目

的第一要牵制美中实业界的接触，同时也要为拓展中日两国实业界合作的

内容和领域建立基础。7 月 19 日，涩泽荣一在迎接代表团归来的仪式上致

词，他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同方会》计划，但是高度赞赏代表团访华

的成果，反复提示团员们应该考虑“如何要把画饼变为实物，只有东西进

                                                                                                                                                               
随员日本邮船会社西乡午次郎，随员川村景敏。赴清实业团志编篆委员会《赴清实业团志》1914

年，2 一 4 页。” 
6
 日本外交史料馆档NO3-1312，《日清实业家访问交换》外，野泽论文，120 页。6 月 16 日，驻

南京日本井原领事在致小村外务大臣〈实业团度清的结果，两国商人之间有希望成立联络团体

组织的计划〉的电报中指出“将来以举办日清博览会为契机，考虑成立日清商人间的联络团体

组织，该计划有成功可能”。《日本外交文书》第 43 卷第 2 册，417 页。 
7
 这一天，代表团的日程为自由活动，近滕团长等赴苏州观光，前引《赴清实业团志》177 页。 

8  6 月 17 日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举办了欢迎代表团宴会，并在致问中说“日中两国有必要考

虑加强两国商业上的关系和联络的方法。”6 月 20 日，近藤廉平团长，松方幸次郎和白岩龙平抵

义昌成商会干部叶子衡宅，与上海商务长总会总理周金、李平书、王一亭进行了秘密的协商。

1912 年 7 月，白岩龙平访问上海时，再次与中方代表协议，决定日中双方共同成立中华五星有

限实业公司，日本代表为日本实业团代表近藤廉平，中国代表为中国实业团代表周金箴。契约

书共十二条，分中日两种文字。  
9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小林外务大臣电报，1910 年 6 月 21 日，外交史料馆<日清两国实

业家联络机关设立文件》。  
10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小村外务大臣电报，1910 年 6 月 28 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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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胃中方能成为滋养体力的营养品。” 11 显然，涩泽示意代表团成员要尽

快把计划落实在行动上。  

其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该计划一度中断。1912 年 7 月，在白

岩龙平的努力下，以该计划为蓝本制定了“同方会则草案”，以日中合办

的形式决定设立“中华五星有限实业公司”。这一日中实业家联络机组织

的构想，在日中实业家之间建立交流团体的原初意义上，无论从其名称、

组织形态还是具体内容细则等方面都如实地反映了财界的对华思考。另

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内田外务大臣报告，同一时期三井财团也

在策划同类计划。这一事实说明，在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

如何取到中国实业界的协助，建立一个不同于欧美的，具有东洋特色的中

日实业界之间的联谊实务团体乃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当务之急。12 这些计

划代表了涩泽等日本财界领导对开辟中国市场的基本思路。  

明治时期，以涩泽荣一为领导的日本财界在向中国扩张的过程中，战

略上采取经济参谋本部的思考，战术上利用合办企业方式，同时在理念上

宣传经济亚洲主义，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部署。但是，从甲午战争

到辛亥革命前夕，财界的对华政策和扩张，主要以战争为媒介，政治上依

存政府由财阀打头挺进，并不具备实现涩泽荣一上述对华构想的前提和基

本条件。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给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新

的课题，也为涩泽荣一推行他的对华政策带来很大的可能性。  

 

2、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带来了新的转机。很多日本财

界人士关心政治变动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关注革命后中国与日本

的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变化对日本的影响。1911 年 10 月 25 日《东洋经济新

报》发表了“清国革命与日本的态度”“深刻骚乱的经济影响”，社论，指

出“今般革命的经济影响，利弊相共受之 大者乃我日本” 13 ，这种观点

                                                        
11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 56 卷 13 页。  
12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报《关于日支两国人合办事业机构》。在支那方

面的关系者中，三井一派已经以上述同样目的设立了朝日商会，为此考虑到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希望与非三井该派外结合。  
13  社论指出“没有比战争更消耗物资的，换言之，战争就是增加物资的需要。在此场合， 处

有利地位的就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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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财界主流对中国时局的理解。涩泽荣一也认为中国革命时期乃日本

财界对华扩张的“千载难逢之良机”，呼吁“日下之大商战，支那是战场”。 

中国国内新旧体制的更替与变化，使日本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对华关

系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中华民国诞生前后，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直

接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保持中立观望的情况

下，日本政府的态度显得格外重要，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提供援助的国家。

清政府与革命军方面为了克服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与财政危机，都对日本

寄予很大的希望。1911 年 12 月底，孙中山专派代表访问了涩泽荣一、阪

谷芳郎、松方正幸、井上馨等日本政界财界要人，急切期待日本政府和财

界能在财政方面给与援助。  

原日本大藏大臣阪谷芳郎是涩泽荣一的女婿，也是日本财界重镇之

一，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阪谷和涩泽两人对孙中

山的要求，提出日中共同设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方案。孙中山接受日方

的提案，希望通过建立银行得到日方的巨额援助。该计划关系到孙中山南

京临时政府的生死存亡，是该时期中日关系上 大的事件。此计划的酿成、

完成过程中涩泽与孙中山建立起联系的意义首先是使日本财界走上中日

外交的正面舞台。另外，涩泽荣一能够直接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

中山打交道，使日本财界领袖首次与中国 高领导人建立起联系和信任。

对于涩泽来说，孙中山的信任成为他日后开展对华外交的重要政治资源。

事实表明，涩泽荣一与孙中山的个人友谊，促成了 1914 年中国实业会社

的成立，也为大正初期以后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民国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进入了新的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日

中之间的几个重要的交涉，如中央银行设立构想，铜管山和招商局以及汉

冶萍等几项大的借款谈判，其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孙中山同日本之间关于

“租借满州”的谈判，也是毫无结果。虽然这些谈判都失败了，但是中日

双方建立的联系为日本财界的中国扩张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政治保障，使其

在与列强诸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同时，1912 年以来中国经

济的发展，也为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14 。  

1914 年中日之间成立的中国实业会社是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对华扩
                                                        
14  参见拙著《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御茶水书房，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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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 大成果。这个会社是 1913 年孙中山访日前后由日方提议，孙中山

与涩泽荣一分别代表中日双方成立的中日合资合办企业。中国实业会社的

构想，设立及其改组反映了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变化。 15

中国实业会社的筹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面支持。涩泽荣一按照他

与大藏次官胜田主计事前的商议，与孙中山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判。胜田

在交给涩泽的书函中明确了对此计划“日本政府表面上不参与，但在幕后

大力支持”的原则，并表示“本计划由涩泽全权负责”。然而，孙中山对

日本政府和涩泽荣一之间的秘密联系和对中国实业会社的定位全然不知，

被蒙在鼓里。为了防止孙中山觉察日本政府的幕后操纵，新会社的方案依

照胜田的意见几经修改。  

1913 年孙中山对日本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访问。访日期间，孙中山得到

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与接待，其中财界表现得格外殷勤。涩泽不辞辛苦

参加了接待孙中山的所有集会，阪谷芳郎以东京市长的身份设盛宴招待。

在辞了大总统后，仍然得到日本各界如此隆重的接待，孙中山感动非常。

涩泽鼓吹日中实业界合作与中日友好，引起了孙中山的共鸣。中国实业会

社组建期间，中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于涩泽

荣一与孙中山之间建立的信任，中日间 大的合资合办企业才能几经挫折

而成立。  

如果对公司的章程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实业会社继承了 1907

年的“东亚兴业公司”和 1910 年的同方会的宗旨。从组织形式，经营内

容和业务范围来看，后者都是前者的翻版。新会社囊括了日本对华经济活

动的主要业务，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重要窗口。  

上述三个事例表明，在大正初期日本财界的对华扩张中，涩泽荣一的

地位极其特殊和重要。在对华问题上，涩泽荣一始终立足全局，注重长远

利益，其特点是既有理念又有政策。辛亥革命前后十年是涩泽荣一与中国

交往极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日本财界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时

期。为了有效地推动财界的对华扩张，涩泽把同方会中关于日中合作部分

和日中实业家交流部分，分别纳入中国实业会社与后来成立的日华实业协

会中，使两个组织活动的内容和重点各有不同。此外，涩泽还十分注重开

拓日中之间的人际资源，注重加强与政治家，文化界人士的联系。从各种

                                                        
15  同上，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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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讲，大正初期日本财界在对华政策上的所有进展，都是同涩泽的领

导和努力分不开的。  

 

二、涩泽荣一与中国和他的中国观  

 

涩泽荣一是日本 著名的实业家，也是 著名的儒教传道士，这在近

代日本社会极为罕见。涩泽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生于富农之家，

年轻时做过德川庆喜幕臣，后来留学法国受自由民权思想之熏陶，明治维

新时任大藏大丞，以后又反“官尊民卑”之社会潮流，辞官为商。涩泽一

生亲自参与了 500 多家企业和 600 多家社会公共组织的建立与管理，是近

代日本的巨匠。 16 涩泽荣一是日本财界的第一代领袖，长期以来提倡中日

友好合作，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更是积极推动两国实业界的交流，在近代

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1、涩泽荣一与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涩泽荣一同孙中山建立起的友谊，对于他的一生具有

很大的冲击意义。早在幼年时代，6 岁的涩泽受精通汉学与日本俳句的父

亲的教育法之影响，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了《诗经》、《小学》、《中庸》与《论

语》。7 岁时，他不满足于家庭教育，每天到邻村堂兄处学习两个小时，通

读了四书、五经、《史纪》与《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 17 这些经历在涩

泽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常说自己是在儒教思想教育下长大

的。1877 年，38 岁的涩泽作为政府的特使赴上海同清国谈判，两年后又

邀请清国特命全权大使何如璋到家中做客。他积极交接在东京的中国外交

官，经常接待到日本访问的中国要人，一有时间就积极出席关于中国的各

种集会，是热心促进中日交流的实业家领袖。但是，他结识孙中山却是在

年过古稀的 1911 年 10 月之后。  

1911 年底，何天炯拜访涩泽荣一，成为连接涩泽与孙中山友谊的纽带。

191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面临 严峻的危机之时，孙中山

致电涩泽，希望他能在设立银行和提供武器方面给予援助，并邀请他访问

中国。涩泽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穿棱于财界政界之

间。虽然努力没有成功，但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与孙中山之间友情的基础。 

                                                        
16  土屋乔雄：《涩泽荣—》吉川弘文馆，1989 年。  
17   同上，12-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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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十分尊重涩泽，孙中山直到 1925 年逝世时，一直十分信任

涩泽，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家都十分景仰涩泽荣一，

把他当作为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财界老前辈。戴季陶、李烈钧、蒋介石、

张群等访问日本时，时间再紧，也要拜访涩泽荣一，表示尊敬和友好。这

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据涩泽晚年的回忆，孙中山同意

成立中国实业会社，完全是涩泽荣一劝说的结果。涩泽向孙中山说，“政

治上争斗如同黄鼠狼捉迷藏，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投身于实业界好，无论

是矿山，还是铁道，只要搞文明的事业，一定会做起来，孙也赞成，俩个

人的想法越来越近了。” 18 当然，同孙中山的友谊是有前提的。他不能做

到毫无保留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为日本财界领袖，他首先考虑的

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的友谊。而且，作为日本财界领袖，涩

泽荣一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赞成革命的做法。在谈到中国的领袖时，他赞

许的是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有实力。在选择中国实业会社中方股

东时，他要求白岩龙平找与政治无关的实业家。考虑到中国政局的动荡，

涩泽认为与纯粹的企业家的合作更令人放心 19 。  

尽管如此，对于涩泽荣一而言，同孙中山的相遇，仍然具有难以估量

的意义，成为改变他晚年的重要事件。1916 年，从实业界引退后的涩泽荣

一组建了日华实业协会，直到 1931 年逝世，担任会长，大力推动中日两

国实业界之间的交流。  

2、涩泽的中国观  

涩泽的中国观经历了由“中国东洋盟主论”、“支那保全论”、到“日

本东洋盟主论”三个发展阶段。  

1880 年前后涩泽提出的“中国东洋盟主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一石激

起千层浪，反响强烈。引发了经济界的一场短暂但是波及广泛的争论。事

情的由来是，1880 年 2 月，涩泽代表日本经济学协会致函李鸿章，建议将

清朝货币本位与日本的圆银统一起来。涩泽在信中提到“贵国疆域广阔，

民众物博、主盟亚洲雄处中土，铸币生利，殖货以拓富源”。 20 这种以中

国为亚洲盟主的提法，立即遭到协会内反对的批判，报刊杂志沸沸扬扬，

                                                        
18  明石照男编：《青渊涩泽荣一—思想与言行》龙门出社版，1952 年，179 页。  
19  致白岩龙平书简 1913 年 9 月 5 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三，书简一，595 页—596
页。  
20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 27 卷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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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涩泽显得有些狼狈，难以招架。从而不得不由

阪谷若郎在第二个月的例会上出面替涩泽做了如下辩解：关于向支那李中

堂劝说改币一事，现细读其文本及译文，关于译文中的“盟主”等提法近

来有文章批判说这是关乎国体大事。其实，作者的本意决非要称支那为盟

主，而是如同盟兄吾弟之意，决非关乎国体的大事。一场风波过后，涩泽

对类似的提法极为谨慎。 21

涩泽是日本财界中主张中国保全论的代表。义和团事件时，他说“不

管北清事件的结局如何，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能保全支那国。不谈

瓜分之事，要推进商工业方面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所

有商工业者的愿望。” 22 他认为从经济利益考虑，瓜分中国后列强诸国会

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这将直接威胁日本的对中贸易。另外，从感情

和心理上而言，作为儒学家的涩泽，是难以接受中国被瓜分的。  

日俄战争后，涩泽也是一个日本东亚盟主论的响应者。涩泽认为要确

保日本在东亚的盟主地位首先要从扩大海外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设立海

外据点三个方面着手。  

涩泽主张日本作为东亚的盟主，首先要大力开发中国和朝鲜的丰富资

源，因此必须促进中国与朝鲜在文明方面的进步。同时决不应满足于现有

的京釜铁路、京义铁路和长江航线。尤其是在战后，欧洲各国都关注东亚，

在各地扩大商权，故日本应不满足于与他们争夺同等的权益，而应有更胜

一筹的准备。 23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涩泽主张必须重组东亚的贸易体系，

使日本成为东亚的中心。  

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社会轻视中国之风蔓延。随着同中国接触机会

的增多，涩泽荣一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社会道德的堕落。辛亥

革命后他说“昨天听到井上博士讲，与以往相比，支那的道德思想明显退

步，对此，我也有同感。” 24 1914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旅行的途中，涩泽

在从汉口给阪谷芳郎的信中坦率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进一步认识。“各地之

                                                        
21  同上，299 页。  
22  《涩泽荣—男爵《不均衡经济的登场》《银行通信》第 177 号、1900 年 8 月《涩泽荣—传记

资料》别卷第六，讲话二，1968 年，290 页。  
23 从 1895 年至 1911 年，涩泽创建并经营了 14 家与中国有关的企业与组织。1，东华纺织株式会

社，2，上海纺织会社，3、日清银行，4、东洋万国株式会社，5、清朝协会，6、湖南汽船株式

会社。7、南满州株式会社，8、东亚制粉株式会社，9、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10、日清汽船

株式会社。11、满州兴业株式会社。12、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3、日清企业调查会。14、东亚

兴业株会社。  
24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讲话二，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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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人情以及土地之肥沃贫脊、物质之丰富与短，一目了然。总之，是天

惠过厚而人功不足。此未加人力之现状则是我国人应注意和努力之处。”25

此后，涩泽荣一也开始主张日本应该帮助中国，同时强调古代中国与

日本的交流，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强调中日两国应重视历史上的

友好交流传统，进而建立新的中日合作关系。这是涩泽的中国观与大多数

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不同之处。  

 

3、作为儒家的涩泽荣一  

明治日本为了尽快实现近代化目标，很多人主张与落后的亚洲断绝关

系。对此，涩泽指出为了实现近代化就要脱离亚洲，否定东亚文明的观点

是错误的，认为《论语》是社会的货殖致富的方向。他批判当时的日本社

会中有很多人读《论语》之文而不懂《论语》之意。他主张从实业家的角

度重读《论语》，发掘其中关于经济的真知灼见。他阐述了仁义王道与货

殖福贵之间的关系，认为孔子的根本主张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

认为货殖之道是经济之本。在向欧美一边倒的当时的日本社会，涩泽想通

过宣传《论语》的思想树立东亚文明的地位。他认为孔子思想即不是时代

的遗物，也不是旧道德的残余，而是东亚文明的真髓。他主张作为实业家，

应把孔子思想作为行动准则。  

整个大正时期，他拿出很多精力投入到宣传儒家思想的活动中，组织

成立了很多宣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团体。  

 

       涩泽荣一成立的儒教组织以及相关活动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顺

序  

1 孔子祭奠会  1907 年  

2 阳明学会  1908 年  

3 孔子教会  1909 年  

4 圣堂保存会  1909 年  

5 孔子诞辰会  1912 年  

6 曲阜孔子庙参拜  1914 年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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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年谱编撰  1916 年  

8 财团法人斯文会  1918 年  

9 论语复制  1919 年  

10 论语  1922 年  

11 《论语》汇集  1922 年  

12 手写《孝经》  1922 年  

13 圣堂复兴成果会  1926 年  

14 手写《论语》  1926 年  

15 国译《论语》  1926 年  

16 信浓尊孔会  1926 年  

17 手写《大学》  1929 年  

18 宋版《论语注疏》复制  1930 年  

19 《论语》与算盘  1916 年  

20 涩泽子爵活《论语》  1922 年  

21 实践《论语》处世谈  1922 年  

22 《论语》讲义  1925 年  

23 处世的大道  1928 年  

 

 

结     语  

 

在思考大正时期涩泽荣一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应该忘记他对 21 条的

态度以及他为创立日华实业协会所做的努力。  

1915 年 5 月 3 日，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政府发出了 21 条要求的 后

通碟。第二天，《中外商业新报》刊登了涩泽荣一的谈话。  

“如果诉之干弋的话，日本与支那的实业关系会遭到空前破坏，中日

实业公司也将在事实上不得不中断其活动。” 26 涩泽非常担心由于两国政

府的对立使好不容易走上轨道的中日经济关系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仅隔

三天涩泽荣一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7 日大隈首相召集了涩泽荣一等主要

银行的代表，通告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要求实业家们协助征集军用物

                                                        
26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 55 卷、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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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并对战争情况下的财政状况做了说明。在征求与会者的态度时，涩泽

代表大家表示赞同政府的决定。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财界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同日本政府保持一致，在

21 条问题上也是同样。作为财界领袖的涩泽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但是此后

不久，在接受《时事新报》记者的采访中，涩泽多次指出日本应该通过这

次交涉反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27

这一事实表明当中日两国关系恶化，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时，作

为日本财界领袖的涩泽荣一所面临的困窘和苦闷。在大势已定之时，涩泽

的选择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个人的涩泽，还是尽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涩

泽之所以要创建日华实业协会正是为了尽量避免中日两国之间的误解与

冲突。  

涩泽的中国观中仍然有相当的部分与同时代日本人的对华认识相近。

但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儒教方面的深厚造诣使得涩泽的中国认识与理解

超越了国境与时空。半个世纪以来，涩泽领导日本财界向中国扩张，积极

发展同中国实业界的交流，致力于改善日趋恶化的中日两国关系，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在那个时代，涩泽能站出来宣传儒家思想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他呼吁中日两国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加强交流的良苦用心也是难能可贵

的。从坚持和平正义，加深相互理解，面向未来推进中日关系的意义上讲，

涩泽荣一是超越时代的伟人。他的活动与思想是我们今天思考中日关系的

宝贵财富。  

                                                        
27  出席大隈首相的紧急招待会的涩泽荣一以外，还有三井银行常务取缔役早川千吉郎，十五银

行总裁方严、三菱银行部长串田万截，第一百银行总裁池田谦三、安田银行安田善次郎、美津

岛日银总裁，志村劝告业银行总裁，志立兴银总裁等。《龙门杂志》第 324 号、第 61 页，19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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