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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对日开放问题与《马关条约》 ∗

赵正超

内容提要　 《马关条约》所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岸中，重庆在 １８９１ 年已向欧

美列强开放，日本为同享商权曾与总理衙门谈判，但因两国条约关系中没有最惠国条款被

拒绝。 及至马关谈判，小村寿太郎建议开放叙州等五个口岸，而陆奥宗光则将叙州改为重

庆，这一改动是重庆被载入条约的关键环节。 日本要求开放重庆，是为谋取四川乃至长江

上游地区商利，扩张在华内河航运。 这一布局暴露了日本欲经营整个长江流域的野心。
关键词　 重庆开埠　 《马关条约》 　 最惠国待遇　 小村寿太郎　 陆奥宗光

１８９５ 年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第一项载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其中重

庆早在 ４ 年前就已向欧美列强开放，因此，研究重庆开埠史，须分别考察其对欧美和对日本开放两

条线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隗瀛涛、周勇所著《重庆开埠史》着重研究了 １８９１ 年重庆对欧美列强

开埠问题，进而对《马关条约》对日开放重庆缘由作了初步探讨，指出此前日本因不享有在华片面

最惠国待遇而无法获取重庆开埠权，故于马关谈判期间将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载入条约。 但囿于缺

乏日方资料，有关 １８９１ 年重庆开埠前后日本的动向，以及马关谈判期间重庆成为通商口岸的经纬，
该著并未充分展开。① 学界针对马关谈判及《马关条约》形成过程有不少专论，如崔丕《中日〈马关

条约〉形成问题研究》一文考察了马关谈判期间日本讲和条约案的演变顺序②，吉辰所著《昂贵的

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对马关议和的前后经过进行了史实重建。③ 日本学者中塚明所著《日
清战争研究》在“日清讲和条约”一章论述了马关谈判的发端、日本讲和条约案的准备过程以及谈

判结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④ 此外，堀口修《关于马关谈判中日本的通商

要求———以原敬通商局长意见书为中心》一文以《原敬意见书》为中心考察了讲和条约案中通商条

款与通商航海条约案的起草过程。 堀口的另两篇文章《关于日清讲和条约案的起草过程（Ⅰ）》《关
于日清讲和条约案的起草过程（Ⅱ）》则考察了讲和条约案的整体起草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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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进行了探讨。① 然而以上论著对马关谈判期间重庆成为对日通商口岸的经纬未作专论，对
１８９１ 年重庆开埠前后日本的动向几无涉及。 本文以晚清日本驻华公使、领事与外务省高层的往来

信函、电报为核心材料，综合运用中外史料，追根溯源，尝试揭示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并阐明日本通

过《马关条约》开放重庆的经济动因。

一、 １８９１ 年重庆向欧美列强开放为通商口岸

早在 １８７６ 年《烟台条约》谈判之际，英国就曾逼迫清政府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这一要求遭到

中方坚决抵制，双方几经折冲，最终于该约内载入一项对中方存有隐患的条款：“四川重庆府可由

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 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 俟轮

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②言外之意，重庆暂不能作通商口岸，等将来轮船能够上驶川江时再行

磋商。
川江多急流险滩，鲜有人敢冒生命危险驾轮船前往。 直到 １８８７ 年，一个叫立德乐（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Ｊｏｈｎ Ｌｉｔｔｌｅ）的英国商人经过数年探索和准备，向清政府提出申请，计划驾驶自制的轮船试航川

江。③ 英国官方见良机到来，也开始公开推波助澜，英国二次强迫重庆开埠的活动随之展开。
立德乐自制的轮船组件在格拉斯哥港装船，约于 １８８７ 年 １０ 月运抵上海并随即进行组装。④

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不便直接拒绝其试航川江的请求，只得一面言语劝阻⑤，一面联络鄂省官员预先

防范。⑥ １８８８ 年 ２ 月上旬，轮船组装等相关准备工作就绪，急不可耐的立德乐尚未收到中方及英国

驻华公使华尔身（Ｊｏｈｎ Ｗａｌｓｈａｍ）的正式许可就单方面驾驶新船“固陵”号从上海离港，２ 月 １０ 日抵

达汉口，２ 月 ２３ 日驶抵宜昌。 然而，此时恰逢中英两国在西藏地区爆发冲突，事态不断升级，华尔

身已无暇顾及重庆通商问题，遂通过驻宜昌英国领事向立德乐发出电令，明确“禁止其向宜昌以西

航行”⑦，试航计划被紧急叫停。
１８８８ 年 １２ 月，西藏局势趋于缓和⑧，华尔身照会总理衙门为立德乐索取试航川江的准单，由

此，中英两国就重庆通商问题开启正式谈判。 双方在宜昌、北京、伦敦三地接连展开艰难交涉，至
１８８９ 年 １２ 月底达成共识。⑨ １８９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庆郡王奕劻、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华尔身签订《新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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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续增专条》①，该约规定：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川江不能行驶轮船而只能用木船往来运

货；川江行驶轮船的权利操于中国政府之手，只要中国不在川江行驶轮船，英国等诸国就不便再提

要求。② １８９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两国换约。③ 随后，川东道改关道、派遣税务司、选址建关与制订章程、
派驻领事等四项准备工作陆续完成，重庆海关于 １８９１ 年 ３ 月 １ 日开关，重庆遂正式成为通商

口岸。④

二、 立德乐谋求川江试航期间日本外务省的因应

１８８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日本驻上海领事代理太田升平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立德乐计划试航川江

的报道，他意识到重庆开放关系到上海的商业，认为“从我国进口之货，尤其是海产品等，多少会受

影响”，遂于当月 ３０ 日向外务次官青木周藏发出报告。⑤ 青木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回信，令其“向英国领

事或其他可靠之人问询，弄清事实后再报”。⑥ 太田的报告同时引起了外务大臣伊藤博文的重视。
伊藤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给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梶山鼎介发出指示，命他就此事“向驻华英国公使或中国官

员问询，弄清事实”。⑦ １０ 月 ２６ 日，太田复信青木称消息属实，“轮船正在上海组装”。⑧ １１ 月 １０
日，梶山复信伊藤，同样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⑨ 由此，外务省早早获悉了立德乐欲试航川江，英国

谋求重庆开埠的消息。 现地领事则于此间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相继发回报告。
（一）驻汉口和上海领事派员赴长江上游地区实地考察

在此阶段，先后有数批日方人员溯江而上，对川江沿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１８８７ 年 ９ 月 ５ 日，
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从湖北省汉黄德道江汉关申请到游历护照，他从汉口启程，一路沿江西上，由
宜昌入川江，先后到达巫山县、长寿县、江北厅、巴县，在巴县停留了大约三天，继续上行到璧山县，
最后于 １２ 月上旬左右到达叙州。 随后，町田自叙州下行，历经南溪县、江安县、纳溪县、泸州、合江

县、巴县、理民府等地，折回宜昌、汉口。 从行程的轨迹来看，就是一次对宜昌至叙州段川江沿线

的踏查。 游历期间经过重庆地区，很多人向他打听“轮船几月份开始往来”，町田则乘机问询当地

官民对轮船通航的看法。 此外，町田此次踏查并非以重庆为终点，而是上行到上游重要河港叙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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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折回。 经实地考察，他惊喜地发现，重庆、叙州之间有水路约 １４０ 日里，与重庆、宜昌之间相比，
难行之处少且水流平稳，轮船往来当极为容易。①

町田实一自行外出游历前，还于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２７ 日先后给丰岛捨松和吉泽吉太郎两名日

本人申请到护照，此二人所到地区与町田的考察路线基本吻合。②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驻上海

领事馆也派人前往长江中上游地区游历考察。 １８８７ 年 ８ 月，领事河上谨一向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

兵备道给名为岛宏毅的日本人申请护照。 岛宏毅从上海沿江一路西进，９ 月中旬左右到达奉节县，
９ 月 １８ 日从奉节启程前往长寿县，１０ 月初到达江北厅，１０ 月 ５ 日乘船到达巴县，随后停止上行，
“于二十一日仍雇原船赴下河游历，又经备文护送至江北厅”，似沿江而下折回。③ 从其行程看，岛
宏毅同样是为考察川江沿线。

（二）驻汉口、上海领事的报告

立德乐于 １８８８ 年 ２ 月 １０ 日驾驶“固陵”号抵达汉口，此时，町田实一业已结束踏查返汉，多方

打探情况后，他于 ２ 月 ２０ 日向青木周藏详细通报了“固陵”号驶抵汉口的消息，并根据长达半年的

亲身游历，全面介绍了当地官民对川江通航的反应以及川江水文形势。 同时，町田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认为在川江行驶轮船对沿江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日本的经济贸易都是利好，不仅“会给四川、云
南、贵州等地全体人民带来莫大的幸福”，而且“会使日本的海产品以及陶器类的输入增加”。 在报

告最后，他郑重地提醒和呼吁：“从英国伦敦到重庆约有六千二十余日里，而从我国横滨到重庆约

有一千三百十余日里，且我国海产品输入四川地区数额之多，人所共知，然冒蜀水危险考察实地商

况的我国人不过区区数人，而遥远国度之英国人却率先有通航轮船之举，足证日本人对长江流域贸

易关注之少。 与日清贸易有关之人当有所发奋和关注。”可以看出，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积极扩张

令町田感触颇深。 这个意见引起青木重视，他专门批示：“应配上实地的略图刊登在报纸上。”④

不久，驻上海领事高平小五郎于 ３ 月 ８ 日也向青木发出一份报告，通报了立德乐被禁止向宜昌

以西航行的大致原委，乐观地认为“清政府终究会允诺重庆开放”，并介绍称“四川人民富庶，物产

饶多”，而“重庆实为其咽喉之地，是与长江沿岸各地互通商货之要地，外商欲开埠获取利源着实久

矣”。 他特别指出，日本海产品尤其是海带已进入当地人庖厨，轮船通航将使售价大为降低，销路

自会扩大，日本商业社会应予关注。⑤ 在重庆是否开放仍显扑朔迷离之际，高平的这番话流露出日

本对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兴趣。

三、 走向谈判：中英签约后日本欲通过外交协商同享重庆商权

中英两国历经艰难交涉，最终于 １８９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同年 ５ 月 ８
日，日本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向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起草报告，介绍了整个事件的缘起及经过，并重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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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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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通ヒ小蒸汽船入港報告」、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９、１０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

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１ 日里≈３ ９ 公里。
《重庆府札知巴县护送日本人丰岛松德国教士富有德进境文》（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清 ６—重庆

府巴县衙门档案—３２—０２９２１ 卷，第 １ 页。
《巴县接护日本人岛宏毅游历入境出境等情卷》（光绪十三年六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清 ６—重庆府巴县衙门档案—３２—

０２９２２ 卷，第 １—７ 页。
「重慶通ヒ小蒸汽船入港報告」、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９ 画像目から）、支那各地開港

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重慶府開市ノ事」、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１２ 画像目から）、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

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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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约在内容上与先前《烟台条约》大不相同，“轮船初航权由中国取得，中国轮船到达重庆府后，其他

外国轮船方可尝试蜀峡航行，作为交换，无论轮船到达与否，先就该地开埠事宜进行妥善商议”。① 大

鸟的报告指出了新约的最关键内容，即中方在确保取得轮船初航权后，已同意开放重庆。 至 １８９１ 年 １
月上旬，中英换约已成定局，青木亦从《泰晤士报》看到重庆即将开放的报道，他于 ２ 月 １７ 日训令大鸟

充分调查中英两国缔约条件。② 外务次官冈部长职也在同一时间训令驻上海领事鹤原定吉弄清事

实。③ 鹤原于 ３ 月 ５ 日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面询内情并于当日复信冈部，称中英换约等情况属实。④

大鸟于 ３ 月 １３ 日复信青木，同样确认换约等情无误。⑤ 至此，日本外务省确认了重庆开埠的消息。 为

能与欧美列强同享重庆商权，大鸟与青木进行了慎重磋商，最终决定由大鸟本人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
（一）大鸟与青木商定对策：友好协商

在与总理衙门谈判之前，大鸟圭介先行与外国驻华公使会面以熟悉状况并寻求办法。 １８９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德国公使馆，德使问其对重庆开埠一事作何处理，大鸟坦言“日本缺少最惠国条

款，故对我国民赴彼地通商权利并无把握”，但又表示“会深思熟虑并取得我国大臣训令”。⑥ 同

时他还特别提到，前任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与清政府于 １８８８ 年针对日清《修好条规》进行修约

谈判期间，提出在原有开放口岸基础上，增加已向欧美国家开放的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被

拒一事。 总理衙门回应称，如欲添此四口，中国亦须添设西京、马关两口，但日方无意应允，加之

双方在诸多内容上均未达成一致，谈判只得终止。⑦ 考虑到盐田失败的先例，且日本不享受最惠

国待遇，大鸟遂判断：日本在取得重庆通商权利问题上“并无把握”，与英德等西方诸强相比，日本

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尽管如此，大鸟仍试图尽力争取。 德国公使于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以密信告知，美、意、西、俄、法等

国公使就同享重庆商权照会总理衙门。⑧ 获知消息后，大鸟迅即致电青木称“若您认为我国亦有必

要获得此一权利，请通过电报给我必要指示”。⑨ 而在随后给青木的密信中，他又犀利地指出，当下

日本商人气力尚弱，并无实力企及重庆，就连去往宜昌和汉口出差的人也少得可怜，问题的关键在于

“抓住这一时机掌握权利。 如重庆一事解决，宜昌等四口问题自除，未来新开口岸自然可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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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第十一号信·四川省重慶府を開き通商場となす儀ニ付探問之件」、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１６、１７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国四川省重慶府開口ノ件二付訓令」、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２６、２７ 画像目）、支那

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国四川省重慶府開通ノ件二付鶴原領事へ訓令」、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２８、２９ 画

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一号·四川省重慶府開通ノ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０ 画像目）、支那各

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十四号信·清国四川省重慶府開口ノ件二付訓令二對シ回答ノ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２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十七号信·重慶府開港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３、３４ 画像目）、支那各

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相关谈判发生于明治二十一年（１８８８），原文写作“明治二十二年间”应属误记。 详细经过参见「日清修好条規通商章程

改正二関スル件」（１８８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から）、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 ２１ 巻、日本国際連合協會、１９４９ 年、４６—１１２ 頁。
「機密第十七号信·重慶府開港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４ 画像目）、支那各地

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電受第一三八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１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十七号信·重慶府開港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６ 画像目）、支那各地

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赵正超 ／ 重庆对日开放问题与《马关条约》

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要害，长江中上游口岸对日本未必有现实商利，但若能抓住机会取得重庆通商

权利，则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改善日本对华商权的状况。
３ 月 ２１ 日，德国公使正式照会总理衙门后，大鸟再次向青木催索训令。①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 时 ５

分，青木终于通过电报训令大鸟：“你应当请求总理衙门允许日本人参与重庆府的贸易，但我们须

把它作为一种恩惠而非一项权利提出。”②训令很简短，但措辞颇值得玩味。 青木是在提醒大鸟以

柔和的方式处理此事，虽显保守，却是充分考量中日条约关系中缺少最惠国条款这一现实状况后的

务实之举。 大鸟本人将这个简短训令概括为“友好协商”。 ３ 月 ２８ 日，他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

亲赴总理衙门谈判。③

（二）中日两国针对重庆开埠问题的谈判

参与此次谈判的人物有五位，日本方面为驻华公使大鸟圭介、交际官试补郑永昌，中国方面为

总理衙门王大臣庆郡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廖寿恒。 奕劻和张荫桓自谈判伊始就开门见

山，始终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条约关系中没有最惠国条款予以驳斥，称“重庆府开埠是中英两国间基

于烟台条约而缔结的专约，各国须对照条约办理”。 言外之意，日本不能同享商权。 大鸟圭介起初

避实就虚，不谈条约关系，而是摆出弱者姿态称：“在长江沿岸各口岸，我国商民侨居者极少，在汉口

只有一家商店，故即使我国商民享有同样权利，也不大会有人急于赴该地试办通商，但还是希望我国

商民能预先获得与其他外国人同样权利。”但在接连被奕劻、张荫桓拒绝后，大鸟摊牌，提出最惠国条

款问题。 在谈判尾声，奕劻进一步明确指出中日两国间互相不享有最惠国待遇的现实状况，据此，中
方不予出让重庆商权实属“理所当然”。④ 日本初次谋求重庆通商权利的外交尝试以失败告终。

１８９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大鸟致信青木报告谈判经过，称“以庆郡王为首，包括其他大臣在内，全都是基

于条约条款讲话，即以最惠国条款作为挡箭牌”。⑤ ４ 月 １４ 日，川督刘秉璋收到总理衙门来电“重庆通

商，各国皆请均沾，除日本不准外，现拟准令各国贸易”。⑥ 言辞凿凿，当与此次谈判不无关系。 ４ 月

２５ 日，总理衙门将重庆开办通商事宜照知各国，并嘱咐刘秉璋“凡洋商前往贸易纳税等事，均照英商

办理”。⑦ 随后，欧美列强在同享重庆商权方面陆续展开实际行动，美国公使田贝（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ｎｂｙ）
于 ４ 月 ２８ 日照会总理衙门“本国驻扎汉口领事官即系兼办重庆通商事务”⑧，比利时公使米师丽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ｃｈｅｌ）也于 ５ 月 ２７ 日照会总理衙门“博尔满（Ｃ Ｂｅｕｅｒｍａｎｎ）充中国汉口领事官并兼理

宜昌口岸及四川省重庆各口领事官事务”。⑨ 与欧美列强不同，日本暂时只能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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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第十八号信·重慶府開港二付再伸」、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３７、３９ 画像目）、支
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电报原件见第 ３１ 张图片。

「電送第九八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４０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

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电报发出的具体时间见第 ４３ 张图片。
「機密第二十号信·重慶府開港ノ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４１ 画像目）、支那各地

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二十号信·重慶府開港ノ件·別紙談判筆記」、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４４ 画

像目から）、支那各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機密第二十号信·重慶府開港ノ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４１、４２ 画像目）、支那各

地開港市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附译署寄川督刘》（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六日酉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３ 册，第 １６９ 页。
《寄川督刘》（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戌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３ 册，第 １７２ 页。
《重庆开关作通商口岸本国驻扎汉口领事官即系办理重庆商务希电达该关由》 （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各国使领、英国各口领事，０１ ／ １５ ／ ０１４ ／ ０１ ／ ０１４。
《本国现派范嘉士充厦门领事博尔满充汉口领事希转饬各该地方官遵照由》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台北，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各国使领、比国各口领事，０１ ／ １５ ／ ０４５ ／ １１ ／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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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午战前日本外务省对重庆商权问题的处置

重庆开埠以后，１８９２ 年重庆口岸贸易总额达到 ９２４５７３７ 海关两，１８９３ 年虽略有回落，也有

８７４１２３５ 海关两，与开埠前相比大为增长。① 进出口贸易的巨大发展使日本对重庆商权的渴望愈加

强烈，两任驻上海总领事均建议政府设法取得重庆商权。
（一）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林权助提出意见书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林权助起草意见书，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出两个

建议，一是希望政府“取得重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五个口岸通商权利”；二是希望政府“再次开

设汉口、福州两地领事馆”。② 他开篇即以重庆口岸作具体说明，详细列出 １８９２ 年度该口贸易总

额，称其为“四川全省乃至中国西部门户”，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进而请求政府尽快与清政

府谈判以取得此五口商权。 不仅如此，他还把重庆、宜昌等地通商问题上升到对华商业战略的高

度，强调此事既必要又困难。③
陆奥宗光于 ８ 月 ７ 日复信林权助，着重回答了重庆等五口商权问题。 陆奥以大鸟谈判未果说

起，阐明自己的观点：清政府不会轻易就范，重庆以外口岸通商亦无特别妨碍，重启谈判时机尚不成

熟，等待“良机”才是上策。④
（二）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再提意见书

林权助提出意见书刚满一年，１８９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向陆奥宗光建

言，指出“日清通商条约是在明治四年间缔结，因而其条款中有诸多对我国商民不利之处”，针对通

商口岸等问题，他提出“万一作为此番日清纠纷的成果来处理，或修改现条约，或有缔结新条约机

会，万望研究”。⑤ 大越提出意见书的当口，中日两国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几天前的 ７ 月 ６ 日，他刚

刚就日侨保护问题与陆奥通信。⑥ 所以，“此番日清纠纷”实际就是指即将爆发的战争。 大越深知

两国关系走到这个地步，不久的将来极可能会出现谈判机会，故希望政府把口岸开放问题作为议题

之一纳入到未来的谈判中，通过修改现条约或缔结新条约来彻底解决问题。
大越的意见书于 ７ 月 １９ 日送达外务省，就笔者所见，陆奥宗光并未回复，但该意见书被收录在

了《日清通商航海条约缔结一件（参考书）》里，是中日两国 １８９６ 年签订《日清通商航海条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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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重庆海关十年报告·１８９２—１９０１ 年》，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１８７６—１９４９）》，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清国重慶、宜昌、蕪湖、温州、北海ノ五港へ往商ノ権利ヲ得ル事並漢口福州ノ両所へ領事館ヲ再設スル件二関シ林総

領事代理ノ意見」、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５１００８０７７００（第 ２、６ 画像目）、領事館名誉領事館設置方在外大公使

領事ヨリ具申雑件　 第一巻（６ １ ２）（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本于 １８９１ 年以经费不足为由主动撤消了驻汉口和福州两地领事

馆。 参见「在清国漢口及福州ノ領事館事務ヲ当分ノ内在上海総領事館二於テ取扱フ」、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Ａ０１２００７５６４００、公文類聚·第十五編·明治二十四年·第十四巻（国立公文書館）。

「清国重慶、宜昌、蕪湖、温州、北海ノ五港へ往商ノ権利ヲ得ル事並漢口福州ノ両所へ領事館ヲ再設スル件二関シ林総

領事代理ノ意見」、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５１００８０７７００（第 ４、５ 画像目）、領事館名誉領事館設置方在外大公使

領事ヨリ具申雑件　 第一巻（６ １ ２）（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重慶其他四港へ往商ノ権利ヲ得ル事並二漢口福州ノ両所へ領事館再設二関スル意見具申ノ件二付回答」、ＪＡＣＡＲ（ア

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５１００８０７７００（第 ７、８ 画像目）、領事館名誉領事館設置方在外大公使領事ヨリ具申雑件　 第一巻

（６ １ ２）（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清通商条約二関シ在上海大越総領事具申」、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６１５１０４２８００（第 ２ 画像目か

ら）、日清通商航海条約締結一件（参考書）（２ ５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託ノ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７０９０５３６７００（第 １ 画像目か

ら）、日清戦役ノ際在清帝国公使館及領事館撤回並在留帝国臣民保護方米国政府二於テ担保一件（５ ２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赵正超 ／ 重庆对日开放问题与《马关条约》

要参考文件。 而此条约又是对《马关条约》通商条款的细化和扩充，所以，大越意见书是得到日本

外务省高度重视的。① ７ 月 ２５ 日，甲午战争爆发。 及至马关议和，林权助意见书和大越意见书提及

的“最惠国条款”与“口岸开放”问题，作为核心内容之一被正式推上前台。

五、 马关谈判针对最惠国条款、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的交涉经纬

１８９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广岛大本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陆奥宗光呈递讲和条约案并奏明内容要

点，他将条约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是“朝鲜独立”，第二段是“中国割让领土和赔款”，第三段是“为
确保日清两国交流中我国之利益及特权，将来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应和欧美各国与清国之关系相一

致，并进一步规定新设置数处开埠口岸，扩大江河通航权，以永久保证我国在清国的通商、航海的各

种权利”。② 陆奥所归纳的第三段内容，正是最惠国条款、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
由于 １８７１ 年两国签订的《修好条规》及附带的《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③，

直接导致日本在华不享有最惠国待遇，因而日本在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 日所提《讲和条约》通商款项的开篇

部分即声明“所有日本国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清国最为优待之国

礼遇互视一律无异”④，此种表述仅明确了日本在中国应获得优待却无视中国方面的对等权利，实属

片面最惠国待遇。 谈判期间，李鸿章三番五次向日方要求相互最惠国待遇，均遭无视。⑤ 最终，日本

取得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而关于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则有若干关键细节须引起我们注意。
（一）《小村意见书》的提出及陆奥宗光的修正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⑥，马关谈判即将开启，日本官方正紧锣密鼓地谋划讲和条件，身为政务局局长的

小村寿太郎认为“在讲和条约中迫使清国允诺我国扩张通商特权，实为必要”，遂草拟一份意见书

提交给陆奥宗光⑦，是为《小村意见书》。
小村就扩张通商特权提出四点具体意见，分别为取得最惠国条款、增设通商口岸、铺设铁路、扩

张轮船航路。 他建议增设北京、沙市、湘潭、叙州、梧州五个通商口岸，叙州即今天的四川宜宾。 小

村断定四川将来会成为日本的重要市场，而位于长江上游的叙州既是四川省的货物集散地，又与云

南、贵州两省享水运之便，故建议增设叙州为通商口岸。⑧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日清通商航海条約締結一件（参考書）」、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６１５１０４２６００、（２ ５ １）（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注，赵戈非、王宗瑜译：《蹇蹇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２３ 页。 另外，相关研

究认为陆奥宗光在本次御前会议上提交的讲和条约案中并无“新开港口以及扩大内河航行权”的内容，故怀疑陆奥于《蹇蹇录》中

的这段记述有误。 不过，陆奥记述是否存误与本文议题关系不大，因为相关记述所反映出的“意向”是真实的。 参见堀口修「日清

講和条約案の起草過程について（Ⅰ）」、『政治経済史学』第 ２３０ 号、１９８５ 年 ８ 月、４６—４７ 頁。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１ 册，第 ３１７—３３５ 页。
「講和条約」、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６１５００７１５００（第 ２０ 画像目）、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 ／ 講和条約一

（２ ２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國講和条約草案」（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５ 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 ２８ 巻第 ２ 冊、日本国際連合協會、１９５３

年、３３７ 頁；「清國全権我提案ニ対スル修正案提示ノ件」（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９ 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 ２８ 巻第 ２ 冊、
３５１ 頁；《复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３６ 册，第 ７６ 页。

关于《小村意见书》的提出时间，根据现有记载仅能判断是在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 参见外務省編纂『小村外交史』上、新聞月鑑社、
１９５３ 年、６１ 頁。 此外，《日本外交文书》亦收录有该意见书，但将其提出时间标为“明治廿七年三月”即 １８９４ 年 ３ 月，日本学者堀口修

已经指出这一错误。 参见「清國ニ於ケル通商特権ノ拡張」（１８９４ 年 ３ 月）、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 ２８ 巻第 １ 冊、日
本国際連合協會、１９５３ 年、１９３ 頁；「日清講和条約案の起草過程について（Ⅰ）」、『政治経済史学』第 ２３０ 号、１９８５ 年 ８ 月、５０ 頁。

『小村外交史』上、６１ 頁。
『小村外交史』上、６１—６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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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扩张方面，小村建议开辟三条内河航线，分别为：长江上游，自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及叙

州；自长江入洞庭湖，溯湘江至湘潭；西江下游，自广东至梧州。 他指出，轮船运输“可使运费大减，
危险亦可避免”，而为获取四川商利，应开通宜昌—重庆—叙州段轮船航线。①

《小村意见书》受到陆奥宗光的高度重视，陆奥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４ 日向外务次官林董发出一封加

急电报，明确表示：“一、增开通商口岸；二、扩张轮船航路。”随后备注：“以上两条是对小村之意见

稍加修正。”②

陆奥称增开口岸和扩张航路两项是对小村意见“稍加修正”，那么，具体是如何修正的？ 只须把日

方于 ４ 月 １ 日向李鸿章提交的《讲和条约》与《小村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加以对比，便一目了然。

《小村意见书》建议增设口岸：北京、沙市、湘潭、叙州、梧州，计五口。
《讲和条约》所列口岸：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计七口。
《小村意见书》建议航线：宜昌—重庆—叙州；长江—洞庭湖—湘江—湘潭；广东—梧州。

计三线。
《讲和条约》所列航线：宜昌—重庆；长江—洞庭湖—湘江—湘潭；广州—梧州；上海—吴

淞江及运河———苏州与杭州。 计四线。③

通过对比发现，二者主要差异可归纳为两点：其一，《讲和条约》在《小村意见书》基础上增加了

苏州、杭州两个通商口岸，并相应地增加从上海经吴淞江、运河至苏州、杭州的内河航线；其二，《小
村意见书》所列口岸中的叙州被修改为重庆，与之相应，长江上游航线的终点也由叙州变为重庆。

（二）七次会谈中的有限折冲

如前所述，日方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正式向李鸿章提交了写明七个通商口岸、四条内河航

线等内容的《讲和条约》。 而在此前举行的四次会谈，均未涉及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此后的

三次会谈，双方就该问题的折冲也很有限。
４ 月 ５ 日，中方针对《讲和条约》的第一份复文由参赞伍廷芳递交日方。 李鸿章于当天电催总

理衙门：“其通商款内第一、第二两条添开口岸，现将说帖声明暂缓作复，彼必再四追求，可否以沙

市、重庆、杭州姑允，亦乞酌示。”④４ 月 ８ 日，总理衙门复电：“至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允，京
师、湘潭大有窒碍，苏、杭两处均系内河，亦多不便，驳则俱驳。”⑤李鸿章迅即回电：“添口仅先允重

庆一处，余俟会议时再酌。”⑥他此时已决定就此问题作最大限度争取，欲将日方所提七口中的六口

驳回，仅允重庆一口。⑦
当天下午，全权大臣李经方赴伊藤博文行馆递交中方的第二份复文，由于预先声明文中尚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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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小村外交史』上、６３—６４ 頁。
「通商上ノ利益ニ関シ我ヨリナセシ要求ハ大畧左ノ如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６１５００７１５００（第

６０ 画像目）、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 ／ 講和条約一（２ ２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講和条約」、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６１５００７１５００（第 ２０、２１ 画像目）、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 ／ 講和条

約一（２ ２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直隶省顺天府即北京。
《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巳刻自马关发），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９３ 页。
《附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巳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９６ 页。
《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９７ 页。
李鸿章在 ４ 月 ７ 日的一份复电中，甚至道出了“通商添口六处，梧州在内”这样一句话，直接把日方提出的添口七处视作

“添口六处”，充分显示他此时已完全无意驳回重庆一口。 参见《复广东李宫保》（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午刻自马关发），顾廷

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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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地、赔款两条作明确批示，直接遭伊藤拒收。① 恰恰是这份未派上用场的复文，对新开口岸等问

题作了最大限度的申述。 文内首先言明“出入行销物货只有此数，多开口岸，虽为分销起见，而
多设行栈，多雇人役，靡费转增，利益甚少”，意在提醒日方，多开口岸无益。 接下来便对日方所

提口岸逐一驳回：京城是辇毂重地，“外人杂处，诸多未便”；沙市与宜昌临近，“宜昌既为通商口

岸，又请沙市，未免重复”；湘潭和梧州属土民聚居，“向来最恨外人，万一开口，易滋事端，地方官

实难保护”；苏州和杭州二口，“生意皆汇于上海，约一日夜可到，即开口设栈，生意必稀，实不合

算”。 如此一来，六口皆驳，唯独针对重庆一口称“日商向不准到，现在援优待之例，应可准其前

往”。 此番申述与复电总理衙门时所称“添口仅先允重庆一处”完全吻合。 同时，就日方所提内

河航线要求亦相应驳回，“重庆既准日商前往贸易，日本轮船似可前往，其余各处既不能开口通

商，外国轮船亦未便行驶”。 鉴于该复文遭拒收，也就不必探讨此番驳论是否精当，重要的是，伊
藤的决绝态度令李鸿章倍感压力，在次日即 ４ 月 ９ 日递交给日方的修订复文中，这段话被完全

删除。②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会谈，伊藤博文向李鸿章出示针对中方 ９ 日所交修订复文的

修正案。 在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部分，日方作了让步，口岸减去北京、湘潭、梧州三口，内河航线减去

“长江—洞庭湖—湘江—湘潭”及“广州—梧州”两线，即要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

岸以及“宜昌—重庆”“上海—吴淞江及运河—苏州与杭州”两条内河航线。③ 李鸿章并未对此进行

反驳，他所关注的是最为要害的赔款、割地两条。 当晚，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通报最新情况：“东文

约条尚未细翻，大致于通商添口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已减三处。”④次日中午他又续电称“顷
细翻伊藤昨改订第六款通商，除删去顺天、湘潭、梧州添口外，余四处照旧”，并称“苏、杭生意久已归

沪，似无甚碍”，认为日本难以在苏杭二口取得商利。 联系前述对添口沙市“未免重复”的评价，加之从

一开始就无意驳回重庆一口，可见李鸿章本人对这一结果大抵满意，正如他在这封电报中所说，“现约

通商共只五条，可无甚驳改”。⑤ ４ 月 １３ 日，总理衙门复电认为“所争回者甚为有益”。⑥ 此后的第

六及第七次正式会谈也都没有对日方的这份修正案提出大的改动，马关谈判进行到第五次会谈时，
包括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在内的各款内容基本妥定。 后经换约生效，日本正式取得在华片面

最惠国待遇，随后又取得了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口开埠权与川江、吴淞江及运河的内河航

行权。⑦

通过梳理史实，可得出两点基本认识：其一，口岸开放及内河航线问题相较割地、赔款两条来

说，居于次要地位，相关折冲十分有限；其二，再具体到这些十分有限的折冲来说，双方并未进行太

多实质性的正面交锋。 在此期间，中方对该问题所作的唯一一次正面驳论出现在 ４ 月 ８ 日下午提

交的第二份复文里，但该复文直接遭伊藤博文拒收。 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要么仅表示

“现请暂缓作覆”，要么只是在与总理衙门交换意见罢了。 尽管总理衙门在交涉尾声的复电中表示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科士达日记》（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８ 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６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６２４ 页。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２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６ 页。
「会見要録　 第五回」（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 ２８ 巻第 ２ 冊、１９５３ 年、４０９ 頁。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亥刻自马关发），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１０１ 页。
《附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２６ 册，第 １０４ 页。
日本取得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起始时间是换约完成当天即 １８９５ 年 ５ 月 ８ 日。 陆奥宗光于 １８９５ 年 ６ 月 １ 日向林董交

代注意事项时曾说“讲和条约第六款规定，通商上之让与应从本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生效”，据此，包括重庆在内的四个通商口岸开埠

权与两条内河航线航行权的取得应自 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开始。 参见「林董赴任二付陸奥宗光ノ注意要略」（１８９５ 年 ６ 月 １ 日）、伊
藤博文公編、金子堅太郎等校訂『秘書類纂·外交篇』下巻、秘書類纂刊行會、１９３５ 年、４０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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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争回者甚为有益”，但在日方自身看来，不过是“放弃几个次要的条件”①，“放弃若干非重要条

件”②而已，与其说是“争回”，倒不如说是对方主动放弃，是日方为了尽快换取中方在割地、赔款等

紧要条款上的妥协而主动抛出的“小恩小惠”，实属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

六、 陆奥宗光为何将《小村意见书》中的叙州改为重庆

陆奥宗光是出于何种考虑将小村寿太郎选定的口岸叙州修改为重庆？ 就笔者所见，陆奥并未就

此处修改向小村作复，不过，从其他相关史料和实际情形出发，我们仍可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小村选择开放叙州而非重庆，首先是因为重庆是已开口岸，条约内载入最惠国条款足以确保日

本均沾该口通商权利。 他在意见书内亦阐明，所列举的均为“过去对欧美各国已开诸港之外”的口

岸。③ 其次，从地理位置来说，重庆居于川东而叙州位于川南，后者更深入长江上游和西南内陆，占
据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带。 小村据此判断，开放叙州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最大限度获取

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商利。 最后，开放叙州在水路交通层面具备可操作性，轮船能够上驶该

地。④ 综合上述三点缘由，就不难理解小村为何主张开放叙州而非重庆。
关于陆奥宗光为何将叙州改为重庆，笔者试作以下几点分析：
其一，重庆地理位置和商业基础明显优于叙州。 自 １８８７ 年重庆通商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来，

日本驻华领事、公使不断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在他们笔下，重庆被描述为四川省乃至中国西部的

门户，其突出的贸易优势也被重点提及，这从前述 １８８８ 年 ３ 月高平小五郎、１８９３ 年 ７ 月林权助的报

告中可见一斑。 重庆作为四川盆地东缘、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更靠近长江中下游经济腹地，
加之自 １８９１ 年开埠通商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故在地理位置和商业基础方面均远胜叙州。

其二，日本自身实力不足以将触角延伸至更上游的叙州。 甲午战前，日本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实

力薄弱，尽管汉口早在 １８６１ 年就对日通商，却鲜有日商前往贸易。 正因如此，日本政府曾于 １８９１
年以经费不足为由主动关闭了 １８８５ 年设立的汉口领事馆。⑤ 可见，以日本当时在长江流域的经济

实力，连宜昌、汉口都难以企及，更遑论叙州。
其三，将重庆载入条约颇有“秋后算账”的政治意味。 此前日本未能获得重庆通商权，此次日

本挟战胜之威，一方面堂而皇之取得重庆开埠权，另一方面又强迫清政府交出英国人求而未得的长

江上游轮船行驶权，既应了陆奥宗光那句“等他日有良机，再使对方同意”⑥，又顺便博得了英国等

西方国家的好感和支持。 在英国商业部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递交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英
国经济学家吉芬（Ｇｉｆｆｅｎ）评价道：“长江和广州河域将对所有国家船只开放，这倒是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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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奥外务大臣致林外务次官电·训令将我再修正案之内容通告给驻各国公使》（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５ 时 １０ 分发），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１０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９６ 页。

《陆奥外务大臣致驻俄国西公使电·关于通知俄国政府我方同意削减赔款之训令》（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发），戚其章主编：
《中日战争》第 １０ 册，第 ９６、９７ 页。

『小村外交史』上、６２ 頁。
「重慶通ヒ小蒸汽船入港報告」、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００７３３８４７００（第 １０ 画像目）、支那各地開港市

関係雑纂　 第一巻（Ｂ ３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国漢口並新嘉坡両所二領事館ヲ創設ス」、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１５１１１００９４００、公文類聚·第九

編·明治十八年·第二巻（国立公文書館）；「在清国漢口及福州ノ領事館事務ヲ当分ノ内在上海総領事館二於テ取扱フ」、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０１２００７５６４００、公文類聚·第十五編·明治二十四年·第十四巻（国立公文書館）。

「重慶其他四港へ往商ノ権利ヲ得ル事並二漢口福州ノ両所へ領事館再設二関スル意見具申ノ件二付回答」、ＪＡＣＡＲ（ア
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５１００８０７７００（第 ８ 画像目）、領事館名誉領事館設置方在外大公使領事ヨリ具申雑件 　 第一巻

（６ １ ２）（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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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条约的所有余款中，这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按最惠国条款得到好处。”①当然，此
处的“广州河域”是指日本最初要求开放的广州—梧州航线，日方在谈判后期将此航线删去，实际

并未开放。
其四，重庆相较叙州更适合作为日本布局长江上游的战略支点。 《马关条约》所开四口在长江

沿线呈均匀分布状，具体说来，苏州、杭州二口位于长江下游、沙市居于长江中游、重庆则处在长江

上游，此种安排明显暴露出日本布局长江流域的战略企图。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林权助在给陆奥宗

光的意见书里言明：“宜昌、芜湖位于长江沿岸，有必要与重庆、汉口等往来，而且芜湖现已有我国

商民侨居。 此外，温州、北海二口，虽与我国商利没有多大关系，但预先一并获得前往通商权利亦为

无害之事。”②而在马关谈判期间，日方于《讲和条约》中起初所列口岸为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
州、苏州、杭州七口，最后减掉了北京、湘潭、梧州三口，此番取舍亦可证明长江流域对于日本更加重

要。 布局长江流域，重庆自然是上游区域的最佳选择。
透过以上分析，大致能厘清将叙州改为重庆这一改动背后的缘由和动机。 当然，无论是选择叙

州还是选择重庆，根本出发点都是为谋取四川乃至长江上游地区商利并扩张内河航运。 就这一目

的，小村寿太郎和陆奥宗光的选择大同小异。 正因如此，陆奥才会备注“稍加修正”。

余　 论

通过梳理史实可知，１８８７ 年英国谋求重庆开埠之际，日本已经开始预谋获取重庆商权，但在此

后的谈判中因缺少最惠国条款被拒绝。 及至 １８９５ 年马关谈判，陆奥宗光将小村寿太郎建议的叙州

改为重庆，重庆遂对日开放。
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年，日本在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都没有太多势力，因而迫切想

要改变这一局面。 １８９３ 年，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林权助明确指出长江流域对日本商利关系重大，
１８９５ 年马关谈判时，陆奥宗光以《小村意见书》为基础，最终将全部通商口岸选定在长江沿线。 这

些事实表明，至马关谈判时期，日本政府内部基本达成了战后经营整个长江流域的共识，重庆自然

被视为长江上游战略支点。 这与后续的实际情形亦完全吻合。 以甲午战胜签订新约为契机，日本

马不停蹄地在全盘经营长江流域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在重庆、沙市、汉口、苏州、杭州等地遍设租

界以攫取商利，并逐步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足以与英国相抗衡的势力。③

〔作者赵正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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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芬（Ｇｉｆｆｅｎ）关于中日条约商业条款的备忘录（机密）》（伦敦，商业部，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１１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７７３ 页。
「清国重慶、宜昌、蕪湖、温州、北海ノ五港へ往商ノ権利ヲ得ル事並漢口福州ノ両所へ領事館ヲ再設スル件二関シ林総

領事代理ノ意見」、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１５１００８０７７００（第 ４、５ 画像目）、領事館名誉領事館設置方在外大公使

領事ヨリ具申雑件　 第一巻（６ １ ２）（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李少军：《近代长江流域与日本关系研究的思考》，《江汉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第 １１２—１１８ 页。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ｒ Ｆｉｆｔｈ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Ｍａｔｕｎｏ Ｓｅｉｙａ（４）…………………………………………………………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ｍａ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８ ｔｏ １９３９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ｒ Ｆｉｆｔｈ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ｓｅｎｔ ｂｙ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９４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
ｍｏｒｔａｒｓ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ｂｏｍｂ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ｍ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３８ ａｎｄ Ｍａｙ １９３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ｕｓｅ ｒｅｄ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ｍｂ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ｕｓｅ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ｓｉｃａｎｔ ａｇ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Ｊｕｌｙ １９３８，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ｋａｎｏ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ｒｅｄ ｂｏｍｂ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ｍ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 ｕｎｔｉｌ ｉｎ Ｊｕ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ｖｅｓｉｃａｎｔ ａｇ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ｙ
１９３９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ｏｏ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ｍｂ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ｍｂ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ｍｂａ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ｂｕｒｎ ａｌｌ，
ｋｉｌｌ ａｌｌ， ａｎｄ ｌｏｏｔ ａｌｌ” ａｆ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０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ｇａｓ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ｍｂｓ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ｎ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ｎ Ｄｏｎｇｙｕ（２８）……………………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ｎ Ｅｄｉｔｏｒ
Ｗｕ Ｚｈｉｊｕｎ（３１）………………………………………………………………………………………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Ｄｉ（３６）…………………………………………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ａｎｇ Ｂｉｎｇ（４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ａｎｇ Ｘ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Ｌｉｙａｎ（５１）…………………………………………………………………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Ａｒ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ｒｕ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ｈｅｒｏｉｃ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ｈｅ “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Ｎｉｎｇ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ｌｓｏ ｄｕｅ ｔｏ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ｈａｖｅ ｌｅｄ ｔｏ ａ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ｗｏ Ｄｕａｎ Ｒｕｉｃｏｎｇ（５８）……………………………………………………………………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Ｓｈｉｍｏｎｏｓｅｋｉ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ｇｃｈａｏ（６８）……………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Ｈａｉｙｉ（８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９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