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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无以置之。和攻（ 功） 度事，见（ 视） 土刚楘（ 柔） ，黑白赤黄，蓁厉（ 莱） 津如（ 洳） ，立 （ 粒 ） 石之地，各
有所宜，非数无以智（ 知） 之。”①手工业生产各种用品，土木工程修建城墙城楼、城外园林、农田规划
都离不开数学，例如冶炼锻造需要计算控制铁、铜的硬度、成色、用炭量、损耗等； 织染需要计算染料
的调配比率； 工程中，木材加工、开挖土方、筑修城墙都需测量和计算； 城外园林建设及农田土质检测
也都用到数学知识。② 岳麓秦简《数》里，手工业方面有关于纺织、锻铁、制玉等算题，土木工程方面
有徭役征发和计算仓、城、堤、亭、积堆、除（ 羡除，可看作楔形体的体积计算） 的土方量的算题。
《陈起》篇说：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除了上面所述几大类事务，还有其他种种，例如《数 》里
的“营军之术”算题记述了军营的建制。③ 秦人重视数学，普及实用算法，广泛运用这种“实用算法式
数学”管理田地租税、仓储物资、劳役工程、军战事务等，形成了高效率的管理，这可能是秦人能够统
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数学与明治维新
李文明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丘成桐教授 2010 年在清华大学做过一个题为“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培养之比
较”的演讲。演讲中，丘教授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中日两国数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特别
是提到两名日本数学家，一位是菊池大麓，另一位是藤泽利喜太郎。 丘教授指出，菊池大麓等人不只
是把西方的数学理论带回了日本，西方的学者风气及学术传统也被一同引入日本。 丘教授还指出，
日本近代数学之所以长足发展，与明治新政府对数学学科及数学人才的重视也是密切相关的。④ 不
仅明治新政府重视数学，如果再向前追溯一段历史，还可以发现德川幕府缓和书禁、在官方机构逐步
引入欧洲学术也与数学有着很大关联 。
一、“数学”与日本西学的发端
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里有一句话： “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⑤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
就读的仙台医学高等专门学校是后来的东北帝国大学的前身，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曾在此学习研究
数学。鲁迅讲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与本文讨论的“数学与明治维新”这个主题也并非矛盾。
1600 年前后，葡萄牙人以及一些天主教传教团已经将一些西方的学术
从日本西学的脉络来说，
与技术带进日本，这其中就有当时欧洲的传统医学。 几乎同时，中国翻译或编辑的西方数学书籍也
陆续传入日本，比如《几何原本》等。⑥ 这一时期《职方外纪》等地理类的中国西书也传入日本。但 17
世纪的日本西学因德川幕府的“锁国”而发生中断。“锁国 ”之下的日本，西方书籍难以传入，即使偶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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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巍： 《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肖灿： 《读〈陈起〉篇札记》，《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对“营军之术”的解析，参见孙思旺： 《岳麓书院藏秦简“营军之术”史证图解》，《军事历史》2012 年第 3 期。
丘成桐：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培养之比较》，《科技导报》2010 年第 4 期。
鲁迅： 《呐喊》，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安大玉： 《明末西洋科学东传史： 天学初函器篇研究》，知泉书馆 2007 年版，第 9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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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入也多被查抄没收。①
18 世纪末，以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 》为标志，“兰学 ”在学者间产生。② 从学术史角度而
言，日本学习西方的确是从医学开始的。 然而从官方层面而言，西方数学和天文学是德川幕府最先
学习和研究的西方学术领域。
日本的典礼仪轨深受中国影响。周礼之下，“历法”是天子和朝廷的特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③
天子朝廷颁行历法，诸侯奉历于天子，即所谓“奉正朔”。④ 改朝换代时，“颁历书”与“修前朝史”是新
朝建立的标志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奉谁的历法约等于承认藩附于谁。 日本自隋唐以来，自立的意
识已很强。862 年，日本引进唐朝的“宣明历”，虽然日本对“宣明历 ”丝毫未加改动，直接施行，但颁
布的名义却是日本的君主。“宣明历”在日本一直使用到德川幕府建立后的 1684 年。⑤
德川幕府建政后，日本得到了空前的和平局面，农业也有较快发展。 而此时，经过千年的气候变
迁及天文误差，“宣明历”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产生较大背离，日月食的预测也偏差显著。 在幕臣
的支持下，京都朝廷准备效法“宣明历”，以日本君主名义发布并使用明朝的“大统历 ”。⑥ 学者涉川
春梅向廷臣建言，日本已具备编制历法的能力。 在廷臣的支持下，涉川春梅根据元朝郭守敬“授时
历”原理，以日本京都经纬度为参数，编制了日本第一部历法“大和历”。“大和历 ”于 1685 年颁布，
因处于日本贞享年间，也称“贞享历”。⑦ 廷臣之所以支持涉川春梅，应与当时“以日本为华夏 ”及不
“奉清正朔”的思想在廷臣中较为流行有关。
此时，“授时历”系统的历法在中国已被“时宪历”取代。⑧ “授时历 ”在明代出现较大误差，经修
改后的“大统历”仍不能校正。 因此，明末在融合西方天文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的基础上编制了“时
宪历”。
“授时历”系统的日本“贞享历”也同样出现较大的误差。幕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决定重新订历。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汇集西洋数学天文知识的书籍开始被幕府司天台的
学者学习研究； 荷兰数学与航海书如《航海宝函》等也传入日本。⑨ 编制历法的需要使幕府打开了一
扇官方学习西方学术的窗户。
与个别民间学者的“兰学”研究不同，编制历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所有相关的天文与数学
理论整体学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第一批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的群体就是数学和天文学者 ；
而首先被日本系统学习和研究的西方科学正是数学与天文学 。 幕府官方机构中最早成体系地引入
的西方学术，也是数学及以数学为基础的近代天文学 。
①

18 世纪日本锁国的实际情形可参见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序言”。新井白石是当时幕府将军的重臣，曾主管对外事务。“序

②

本文关于 18 世纪后期日本的“兰学”论述参考了宫永孝： 《日本洋学史》，三修社 2004 年版； 另参见三谷博： 《佩里来航》，吉川弘
文馆 2003 年版。

言”中对日本当时的对外关系有最原始的描述。

《汉书》“天文志”等皆有类
③ 《尚书》“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齐七政”。《孔传》解为： 察天文定历法以治天下。《史记》“天官书”、
④
⑤
⑥

似论述。
山田庆儿： 《授时历之道》，美玲书房 1980 年版，第 3— 6 页。
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编写组： 《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0 年版，第 68— 69 页。
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编写组： 《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第 261 页。

渡边敏夫： 《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恒星社厚生阁 1986 年版，第 52—53 页。
《清史稿
》“天文志”。
⑧
1800
《日本数学史》（ 远藤利贞著，山上义夫、平山缔补定，恒星社厚生阁 1981 年
年前后西方数学传入日本的相关叙述参考了
⑨
版） 及《明治前日本数学史》（ 日本学士院编，岩波书店 1960 年版） 。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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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习数学的维新思想家：本多利明
在最早学习西方数学的学者里产生了一位明治维新的“思想鼻祖 ”： 本多利明。 以“明治维新
史”为主题的通史性书籍中也多会论述他的思想 。本多利明 （ 1743—1820） ①是一位充满欧化思想及
殖民思想的历史人物。 在日本思想史学界，本多利明常被称为“日本欧化思想鼻祖”、“经世思想
家”。他的著作内容主要分为三类： 科学技术、“经世论”及海外“拓殖”思想。②
本多利明的学术生涯是从数学开始的 。18 岁时，他来到江户师从今井兼庭学习和算，学统上是
日本和算鼻祖关孝和的五传弟子。 本多利明学习数学之时，正值幕府改历之际，他本人虽未能入仕
幕府，但其同门里很多人进入了幕府的司天台。 通过同门，本多利明接触到了西方的数学。 于是他
由传统和算又转习西洋数学及历算，又由数学历算而研究航海、通商及地理，由航海通商进而又思考
经济问题。他还直接对日本北部及更北的岛屿进行地理勘测 ，从而又引发了他的“拓殖”思想。③ 本
多利明的第一部书是《四约术》，之后数学天文门类的主要有《精要算法解》、《补授时历》、《渡海破浪
方法书》、《西洋航海术》、《大测表》等。④
本多利明虽从数学开启学问之门，但使他驰名日本并影响后世维新的是其“经世 ”和“拓殖 ”类
的著作，其中最集中体现其思想的是《经世秘策》。在该书中，他认为日本面临着“四大急务 ”： 焰硝、
诸金、船舶、属岛。⑤ 所谓焰硝即火药，诸金为矿藏。 他认为日本当时第一要务是储备和开发战略资
源，此为立国之本。在“船舶”里，他主张航海通商，提高国力； “属岛 ”则是建议幕府要有效管控北方
岛屿，有浓厚的殖民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基本都被后来明治维新的“志士”所继承并付诸行动。 日本
学者田边元生把本多利明的这些著作评价为“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先驱之作”。⑥
本多利明还被认为是一名“重商主义者”。⑦ 他在《交易论》开篇中就说道“以交易绞取他国金银
铜，以厚我国国力”，并指斥日本当时的武士所持的“买卖乃与民争利之业，武家绝不为之 ”的观点十
分错误，指出“交易为守护国家之基本 ”。⑧ 《交易论 》中，本多利明还分析了西洋通过贸易壮大国力
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殖民的根源，在于算数与穷理学（ 基于数理逻辑的自然科学） 。但本多利明的贸易
论并不完全是公平、和平的贸易，在书的末尾他描绘出自己的理想： 以贸易扩大实力，进而以实力拓
展领土。
除此之外，本多利明还是一位激进的“全盘欧化主义者 ”。 他主张废除日本的汉字和假名，改用
拉丁文字，甚至还主张将日本的首都迁到与英国伦敦同维度的堪察加半岛 。 这些欧化思想集中体现
在其《西域物语》中。本多利明的“重商主义”、“实用主义”、“拓殖思想”、“欧化思想 ”基本都被后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此处本多利明的生卒年根据塚谷晃弘论文《江户后期经世家的两种类型》（ 收录于《日本思想大系》第 44 卷） 。但塚谷的另一篇
解说文《本多利明》中又认为关于本多利明的生卒年有很多不明之处，并不能断定。从其著作出版年来看，本多利明活跃于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
塚谷晃弘： 《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44 卷，岩波书店 1970 年版，第 449 页。
塚谷晃弘： 《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447 页。
塚谷晃弘： 《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450 页。
本多利明： 《经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13 页。
塚谷晃弘： 《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453 页。
塚谷晃弘： 《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467—469 页。
本多利明： 《交易论》，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166—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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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治功臣”们所继承。
从他个人的学问脉络来看，是由和算而接触西方数学，再由西方数学了解到西方的航海贸易与
地理测绘，进而发展出“重商”和“拓殖”的思想。他不仅认识到“重商”与“拓殖”的重要性，在《西域
物语》里，他还指出“是（ 数学） 则兴国家之大端也”，因为“交易在涉渡海洋，涉渡海洋在明天文地理，
天文地理蕴乎算数”。①
日本的数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关孝和以前； 第二阶段为日本数学的“关孝
和时代”； 第三阶段为西方数学传入之后。而这三个阶段又恰好对应着日本文明的三大发展阶段 ，即
江户以前，江户时期及明治维新之后。 关孝和是江户初期日本数学家，他和他的弟子共同将传统的
数学发展成熟，甚至其计算中还出现了微分的方法。 相较之前的时代，江户时期的数学有着本质上
的飞跃。然而，到后来“和算”却沦为文人们猜谜竞智的游戏，江户时代的日本并没有因数学的发展
而带来建立在数理之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关孝和的数学在计算逻辑和计算形式上与近代西方数
学是不同的。
因改订历法的需要，幕府御用学者得以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近代数学 。数学“偶然”地成为德川
幕府在官方层面学习西方的契机。而在最早学习欧洲数学的学者中又出现了萌发“维新思想 ”的本
多利明。无论是西学的发端还是维新的思想渊源，数学都很“巧合 ”地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 责任编辑： 张文涛）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会议通告
第 19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 2016 年 11 月 5—6 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的主题为“机
遇与挑战： 新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史学研究”。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 1. 马克思主义史学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 2. 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 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辑部和上海大学
历史系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 有意参会的学者可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的董欣洁或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吴浩联系
参会事宜。联系方式： dongxj@ cass. org. cn 或 shixuelilun2016@ 126. com。
第十九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







①

本多利明： 《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编委会： 《日本思想大系》，第 16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