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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张礼千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其中一位极力主张学术研究救国，积极

鼓吹南洋研究，并身体力行的学者，为马新乃至中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自

己应有的贡献。与他同时代在马新共同努力奋斗的友好，如陈育崧已经有

《椰荫馆文集》（1983）的出版，韩槐凖也有海南大学为之出版的《韩槐

凖文存》（2008），《许云樵全集》的出版目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为

了保全张礼千的学术成果，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研究和借鉴的文化

遗产，搜集整理并出版《张礼千文集》，此其时也。

张礼千，1900年出生于江苏南汇。早年自学，毕业于英国多利大学

函授算学专业。早在1930年代初南来，曾在马六甲培风中学任教务长，新

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务主任，大约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因支持学生运动

被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勒令出境。11939年又重返新加坡，在星洲日报社任 

《星洲十年》编纂工作并主编《南洋经济》副刊。1940年与姚楠、刘士

木、许云樵、关楚璞、韩槐凖、郁达夫创办南洋学会，历任理事、常务理

事多年，并在学报发表论文多篇。1941年，日军南侵前，他回返中国重

庆，任重庆政府侨务委员会，并为教育部筹备南洋研究所。为了避免南洋

学会被日人利用来进行“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他和姚楠将南洋学会迁

*	 本文之主体部分是在廖文辉〈张礼千、姚楠与马新南洋研究〉的基础上改写和补充，文载郑文

泉编《绝代英华——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加影：新纪元学院族群

研究中心，2007），页65-78。增补后以〈张礼千与南洋研究〉之题名，发表于2011年12月3-4
日，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和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联办之“马新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

1	 张礼千在马新教育界服务的情况由于文献不足证，无法详细论述。目前马六甲培风中学正在

整理校史，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张礼千在培风服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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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重庆，继续展开活动。为了使学会免于停顿，张礼千等人争取和商务印

书馆合作，这期间共出版了学会丛书共八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张

礼千认为南洋学会既然在新加坡成立，似乎应该迁回原地。就在同一年的

上半年，他乘公事之便，顺道同南洋学会一些老会员商量恢复学会活动事

宜，并办理交接手续。因此，从1946年开始，南洋学会又恢复在新加坡活

动，在往后的三年中，张礼千担任了学会驻南京的常务理事，并于1948年
被选为荣誉会员。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后转任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代

校长兼东南亚研究室主任。1949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直到1950
年，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成为东方语文系为止，张礼千也就顺理成章

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1950年代上半期，张礼千不幸在肃反运动时期被错

划为“右派”。由于他为人耿直，不阿谀奉迎，铁骨铮铮，加上个性刚

烈，最终于1955年，自沉未名湖，猝然辞世，终年55岁。

二

张礼千在马新的活动时间，其实相当短暂，主要是集中在1930年代，

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1930年代的初期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前后，其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马六甲培风中学任教职，并处理教务工作，

至于这时期他的学术活动或著述，因为文献不足证，有关资料仍有待进一

步收集整理，所以在此无法概述。第二期是1939年再次南来，直到1941年
秋季回返重庆，约莫两三年的光景。战后，他曾因公务短暂到访新加坡，

此后就不曾涉足马新。

张礼千第二次南来后，因为《星洲十年》的编印，促成他在南洋研

究领域和姚楠、许云樵的合作。事缘1939年《星洲日报》为了纪念创刊十

周年纪念，决定编印《星洲十年》一书，以介绍新加坡和马来亚十年来在

各方面的发展，并由总编辑关楚璞拟定编写计划，后经董事局批准，设立

了一个以关楚璞为首的编辑处。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经由刘士木的

介绍找来了姚楠进入编委会负责编撰工作。为了寻找能负起实际编务工作

的学者，姚楠就委托当时新加坡中华书局的经理徐采明替他物色人选，在

因缘际会之下，徐采明就介绍了张许二人给姚楠。张礼千和许云樵在与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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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数次面谈之后，随即由姚楠推荐给《星洲日报》报社，聘请他们二人在 

《星洲十年》编撰处任专任编辑。2从此，开始了三人合作共同推动南洋研

究的努力。

1940年1月，在张礼千、姚楠和许云樵等人的努力之下，经过一年的

编辑，《星洲十年（1929-1939）》终于问世。这是本近百万言的年鉴性书

籍，卷帙浩繁，资料丰瞻，内容以新加坡为主，旁及马来亚，分政治、市

政、经济、文化和社会五篇，末附〈新加坡120年大事记〉及〈胡氏事业史

略〉。对马新重要学术机构，当地有贡献的华人事迹、名胜古迹及风俗习

惯辟有专章详述，是研究战前马新史不可多得的书籍。3

书即完成，《星洲十年》的编辑处就随着撤除，但在姚楠的脑海中 

《星洲日报》是提倡并促进南洋研究工作的，所以他向报社编辑部提出在

报章上出版南洋研究的副刊，刊登专文，以供同好发表研究成果的建议，

并得到同意，因此张许等编纂处的人员仍然可以留在报馆内继续服务，负

责有关南洋副刊的编务工作。《星洲日报》的两种副刊《南洋史地》和 

《南洋经济》在张礼千等三人的合作下终于诞生了。它们都是双日刊，轮

流出版，许云樵主持《南洋史地》，从1940年2月开始至5月，前后共出刊

了42期。张礼千主持《南洋经济》也是从1940年2月开始至5月，前后共出

刊了30期。由于稿源缺乏，大部分稿件皆由他们三人执笔。不久后，在姚

楠的争取下，星洲报社成立了出版部，把《南洋史地》和《南洋经济》合

并为一，日出一期，改名为《南洋文化》，从1940年6月1日开始至7月16
日，前后共出38期，仍然由他们三人负责。当时姚楠建议成立出版部，是

有起推动南洋研究的雄心壮志的，除了每日编印《南洋文化》副刊外，还

打算出版南洋丛书。但好景不长，由于报社是以新闻报道为主要任务，以

盈利为主要目的，张礼千等人继续留下是不为报社内之编辑部和经理部之

部分人所赞成的。4后来，随着姚张许等三人相继离开，在《星洲日报》昙

花一现的南洋研究景况，也随着消逝。

除了在星洲报社参与推动南洋研究，张礼千也参与了其他的学术活动。

2	 姚楠《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4），页12、17-18。
3	 许云樵〈南洋文献叙录长篇〉，载《南洋研究》，第1卷，1959，页13、40。
4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1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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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7日，槟城乃裕公司主人周国钧为纪念其尊人周满堂先生，

出资成立了一个纪念委员会，名为周满堂先生纪念委员会，刊行《南洋文

化丛书》，由刘士木负责组稿，张礼千也为该委员会编译了一本《新嘉坡

开辟伟人雷佛士传》。不久后，张礼千还向新加坡怡泰公司负责人郑天送

建议，仿效槟城周国钧的作法，为其父马六甲侨领郑成快先生设立一个纪

念委员会，组织出版南洋研究的专著。这个建议为郑天送接收，首先让张

礼千编写一本《马六甲史》，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代为印行。后来他又

根据新加坡植物园主任黎德利（H. N. Ridley）所编《马来半岛植物志》

（Flora of the Malay Peninsula）编译一本《马来亚农业大纲》，由于太平

洋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这些文稿，则陆续发表于《南洋学报》。

张礼千对马新南洋研究其中一个贡献为与许云樵等人创办南洋学会。

虽然星洲报社未能提供南洋研究的一个发展基地，但在姚楠的推动下，再

加上张礼千和许云樵二人亦有成立一学会来推动南洋研究的意图，因此在

他们几人短时期的磋商后，南洋学会终于在1940年3月17日假新加坡南天酒

楼召开发起人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简称“南洋学会”， 

同时通过学会章程，即席推举姚楠为常务理事，刘士木（槟城）、李长傅

（上海）、关楚璞、张礼千、郁达夫以及许云樵等六人为理事，许云樵兼

任《南洋学报》主编。此会组织的缘由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风云密

布，马新华社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

有鉴于南洋研究的紧迫性，有意发起组织文化团体，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群策群力，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以为中国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参

考。另外，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使他们联想到居留南洋的华侨

如此众多，却无一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团体，因此在征求了刘士木和李长

傅的意见后，决定与新加坡的同道共同发起组织一学术团体。5

不幸的是，在南洋学会成立不久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941年12
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蝗军长驱直入，并与第二年2月占领了马新。早在

日军入侵之前，张礼千已以1941年的秋季回返中国重庆，任重庆政府侨务

委员会，并为教育部筹备南洋研究所。同年10月，姚楠亦取道印度回返重

庆，任职于南洋研究所。为了避免南洋学会被日人利用来进行“大东亚共

荣圈”的宣传，姚张在与朱杰勤几经商量后，决定向重庆政府侨务委员会

登记，将南洋学会迁至重庆，继续展开活动。为了使学会免于停顿，张礼

5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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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等人争取和商务印书馆合作，这期间共出版了学会丛书共8种。同时也

在顾颉刚的邀约下主持编印《文史杂志》的《南洋研究专号》，共得文稿

十篇，七万余言。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张礼千就向姚楠建议南洋学会既然在新加

坡成立，似乎应该迁回原地。就在同一年的上半年，张礼千乘公事之便，

顺道同南洋学会一些老会员商量恢复学会活动事宜，并办理交接手续。因

此，从1946年开始，南洋学会又恢复在新加坡活动，在往后的三年中，张

礼千和姚楠分别担任了学会驻南京和上海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7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后，姚张二人即开始任职于东方语专，姚楠为

校长，张礼千担任教务主任，并兼教职。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设立于抗

日战争期间，成立之初，经费拮据，设备简陋，初设印度、越南、泰国、

缅甸四个专业，为两年制大学。后姚楠接任该校校长后，把原来两年制改

为三年制，原来的四个语文科增至六个专业，即多加马来语和朝鲜语，并

开设东南亚史地、经济、社会、政治等课程。81947年，姚楠因为至上海工

作，只得辞去校长之职，而张礼千仍然留校任教，并于不久后，开始代理

校长职务，直到1950年，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成为东方语文系为止，

张礼千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9

1946年，身为教务主任的张礼千为了联系东方语专毕业生工作问题，

并向侨界阐述该校的宗旨目的，再次莅临新加坡，同时也顺道处理南洋

学会的交接和移交事务，使南洋学会得以在战后的马新继续活动。101950
年，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成为东方语文系，张礼千请系主任季羡林

聘请许云樵前来任教，但许云樵另外介绍了一位泰文讲师秦德才前往就

职，自己反而没有应聘。至于姚楠则于1948年为了宣扬东方语专的办学宗

旨，介绍教学情况，联系安排毕业生工作，并为学校筹募奖学金而重游旧

地。11

6	 张礼千编《文史杂志（南洋研究专号）》，第2卷第11、12期，1943。
7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58-60；姚楠《南天余墨》（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页

37-38。
8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139-145。
9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72-73、144。
10	 姚楠《南天余墨》，页38；姚楠《星云椰雨集》，页60。
11	 姚楠《星云椰雨集》，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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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对外联系的困难，张礼千与马新的

联系基本上是靠书信往来。目前能掌握的书信并不多，有关的来鸿去雁共

六封12，都是写予许云樵的，并先后发表于《南洋学报》。最早的两通估

计写于1952年，并发表予1952年出刊的第8卷第2辑的《南洋学报》，内容

是有关名物的讨论，故题名为〈“煮食”“缅茄”质疑〉。另有四通写于

1955年，后发表于1952年出刊的第10卷第2辑的《南洋学报》，内容是有

关古史地名和人物的讨论，并题名为〈关于狼牙修之对音及其他〉和〈关

于程日炌及其他〉。

三

张礼千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辛勤浇锄，桃李满天下。他毕生精

研南洋史地数十年，笔耕不辍，著译宏富。其研究方向主要以东西交通

研究和东南亚史为主。生前共留下译著有七种，在战前居停马新期间，

经已出版的著述有如下数册：《英属马来亚地理》（编著，1939）、 

《雷佛士传：新加坡开辟大伟人》（译，1939）、《马来亚历史概要》 

（译著，1940）、《马六甲史》（著，1941）。当他再次回归中国，于抗

日时期在重庆完成了《倭寇侵略中之南洋》（著，1941）一书。战后他和

姚楠将有关槟榔屿研究的文章汇集出版为《槟榔屿志略》（1946），并完

成《东西洋考中之针路》（著，1947），同时与章渊若合编了《南洋丛

书》第一册《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1946）。

除了上述的著述，另外，他亦有不少的译著发表于战前马新的《星洲

日报》之《南洋文化》、《南洋经济》和《南洋史地》副刊，以及南洋学

会会刊《南洋学报》，并于抗日期间和战后，在《东方杂志》发表多篇论

文。战后，张礼千不只未与马新断绝联系，并且还为许云樵主编的《南洋

学报》和《南洋杂志》持续地供稿，尤其是《南洋学报》，可说是每期皆

有论著发表。

综观他的论著，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张礼

12 1948年，许云樵曾接到张礼千的一封短信，说：“发白、齿落、视衰，恐不久于世。”又

说：“奉抄《西洋番国志》一份，了一心愿。”，许云樵阅后颇为感伤，并回信一封，但却

音讯渺茫。由此可知张许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可惜的是这些来往书信不知何日方可重见天

日，或许已经烟消云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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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的著述主要以东南亚史和马来亚史研究为主，但其研究内容基本以中

外交通研究为切入点，甚至是以交通史的文章为主。他有关东南亚史和

马来亚史研究的文章共有26篇，其中14篇是属于古史地名考证的文章。

而他的五部专著中，《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是不折不扣的中外交通研究

的著述，《倭寇侵略中之南洋》是部介绍越南、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

挝各国的地理风俗和历史的论著，事实上仍是以交通史的角度来撰写，至

于《马六甲史》、《马来亚历史概要》和《英属马来亚地理》虽为历史和

地理的著述，但充斥不少交通史的内容。在这些论著中，《东西洋考中之

针路》是郑和下西洋航线研究的重要著述之一。有关《郑和航海图》的

研究，历来颇不乏人，《郑和航海图》最早是记载于明茅元仪的《武备

志》卷240中。1885年英国人菲立普斯（Phillips）首先据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书进行了研究，著有“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后来纪里尼

（Gerini）、布莱顿（Blagden）、密尔斯（J. V. Mills）、伯希和、戴闻达

克（Duyvendak）、藤田丰八等人也进行了研究。中国方面首推范文涛的

《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和张礼千的〈东西洋考中

之针路〉。范文涛对航海图中马来半岛等地区的地名进行考证，对若干针

路中的术语做了注释，但对图中其他地方的研究有限。张礼千的研究，东

自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西到印度等地，范围超过了范

文涛。两书综合起来基本上把郑和下西洋及《郑和航海图》中有关地方的

情形搞清楚了。13

在张礼千的东南亚史研究中不难发现他研究上的四个侧重点，首先是

有鉴于南洋地名的译转极为紊乱，故此他尝试替南洋地名正音，寻找一套

通则，解决南洋地名翻译复杂分歧的问题。这方面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章，

一为〈南洋的地名〉14，另一为〈东西洋考中之针路〉。在这两篇文章中

他整理出了一些地名翻译的通则或规律，他认为南洋移民虽有五种不同的

方言群，但在地名的翻译上主要以闽广二类为主，另有部分是新创和意 

译的，如Sibu译为新福州和Johore Baru译为新山等是。这些地名的翻译，看 

似复杂，事实上仍然可以整理出一些规则，为此他针对闽南方音的通转，

13	 时平〈近百年的郑和研究〉，网络资料：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FLQa8liAlHoJ: 
www.njkx.gov.cn/site/njkp/2007/zhxxy_mb_a3905052042062.htm+%E5%BC%A0%E7%A4%BC%E
5%8D%83&hl=en&ct=clnk&cd=10&gl=my，阅于2008年9月2日。

14	 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8号，1944年9月30日,页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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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了八种规律，15实在大大方便于不谙闽南方言之学者，这和冯承钧在

翻译多桑《蒙古史》时整理出元史研究上词语或专有名词通转翻译的原

则，其嘉惠后学的作用是同等的。

其次是地志学的研究。在战前南洋研究学人的理念中，认为认识马

来亚地理是了解马来亚历史的方法之一。故此，不论张礼千或许云樵等人

皆著有与地理学相关的著述。16张礼千以为：“盖吾人南移之动机，纯由

经济，对于其他目的向不考虑。是以在马来亚侨居数世之华人，对于此地

之政治组织，生物状态，以及河流山脉之名称等等，仍有瞪目矫舌，不能

对答之苦。”为此，他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参考数种英文书籍，编撰有 

《英属马来亚地理》一书，以作为热心研究南洋事业者参考之用。17书中

有马来亚总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马来群岛共五篇，各

篇里面又详述各州的面积、境域、气候、人口、政府、市政、海口、教

育、宗教、公共建筑和地文概要等各项，提纲挈领，极为详备。实际上他

的另一本著述《中南半岛》（原名为《倭寇侵略中之南洋（上篇）》）也

是同一性质的作品，详述中南半岛诸国的地文、险要、景观、风土、历史

等。

其三是博物学的研究，这是当时侧重古史地名研究的中文学界较不

注意的领域。马来半岛的动植物学研究，最早是由英人开其端，并取得相

当的成果。新加坡开辟者莱佛士或许可以视为这领域的领头人。他从1805
年到1823年离职返回伦敦止，先后在槟榔屿任事，担任爪哇和名古连的总

督，并开辟新加坡。他在任内为东印度群岛奇异的动植物景观深深吸引，

沉迷其中，自掏腰包延聘动植物学家尽一切可能发掘这区域的动植物和

收集标本。18回英后，担任伦敦动物学会首任主席，积极推动动植物学研

究。他对动植物研究和标本收集，可谓痴狂，但大部分的珍藏品、笔记、

文章和图绘却在1824年回航英国途中焚毁。19在1821和1822年先后发表两

15	 详见张礼千《东西洋考中的针路》（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47）。
16	 许云樵相关的著述计有：〈东南亚气候垂直和地形破碎〉，载《行动周刊》，1959，第12

期，页27；〈马来亚新志总纲〉，载《马来亚新志》（吉隆坡：中国报有限公司，1957），

页1-23；〈马来亚史地篇〉，发表处不详，页12-18、30；〈马来亚的地形和地质〉，载《星

期六》，	 =第353期，1956，页3-5；〈沙峇新志〉，载《南洋文摘》，第9卷第3期，1969年3
月，页14-155；〈怎样研究地理〉载《星期六》，第372期，页码不详。

17	 〈序〉，张礼千《英属马来亚地理》（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39），页3-4。
18	 杨贵谊译《阿都拉传》（新加坡：热带出版社，1998），页43-46、138。
19	 曾铁忱《悲剧人物莱佛士》（新加坡：南洋出版有限公司，1963），页20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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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有分量的文章，描述了主要来自苏门答腊的34种鸟类和13种哺乳类，大

部分他命名的种类名称仍沿用至今，为了纪念他在博物学上的贡献，部 

分动植物名称是以他来命名的，其中以莱佛士花（Rafflesia Manillana）最

著。20

莱佛士之后，在马来群岛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当数华勒士，他用6年
时间往游马来群岛，前后旅行一万四千里左右，共航行六七十次，撰成 

《马来群岛游记》（The Malay Archipelago），于1869年出版。21

李德利，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有数的植物学家，自小喜爱大自然，

对生物表现了极大兴趣。1888年至新加坡，接替先前离世的植物园创办

人那特米尔•肯莱（Nathamial Cantley）的位置，至到1911年退休。这期

间，积极鼓吹种植橡胶，并研发出不伤树身的鱼鲱骨形割胶法22，对马新

橡胶种植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使橡胶成为马新主要经济作物。同时他

也是一位胡姬花专家，1888年，接管新加坡植物园时，即着手搞一个胡

姬花品种的收藏库。在他治理下的植物园成为园艺、农业和森林业的中

心。身为植物学家，他对半岛的动植物进行研究和标本采集，先后有约

三百篇文章和专著刊行。他的经典著述有二，一为1925年出版5册的Flora 
of the Malay Peninsula（《马来半岛之植物》）；其二为1930年出版的 

The Dispersal of Plants throughout the World（《世界植物的分布》）。他

在1890－1911年间担任学会的秘书（期间曾两次中断），负责《海峡分会

学报》的编辑，在他任内学报刊载了大量植物学研究的文章，带动了有关

领域的研究，他也以身作则，在学报上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此外， 

他也是Agricultural Bulletin（《农业学报》，后来成为Malayan Agricultural 
Journal《马来亚农业期刊》）的编辑，推动马新植物学研究贡献巨大。23

20	 有关莱佛士在博物学上的研究论文，详阅John Bastin, “Sir Stamford Raffles and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in Penang,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in JMBRAS, 63（2）:1-25, 1990。其他相关

的研究论著可参阅J. Bastin, “Lady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in Muhamad Abu Bakar, Amarjit Kaur, Abdullah Zakaria Ghazali, Histo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1984, pp210-222。当然，有关莱佛士生平、经历、学

术最完整的无疑是其夫人（Raffles, Sophia, Lady）在莱佛士身后完成的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London: John Murray, 1830。

21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12, USA,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pp466-467.
22	 也称李德利法或V字形割胶法。
23 “Obituaries Henry Nicholas Ridley, C.M.G., M.A., F.R.S.”, JMBRAS, 33（1）: 104-109, 1960; 网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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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德利，其他重要的植物学家有勃其尔（Issac Henry Burkill, 
1870-1965），霍敦（R. Eric Holttum，1895-1990）等。勃其尔两巨册的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24（《马来半岛经

济物产辞典》，书共两大卷，对各物之历史、异名、用途等叙述甚详，与

中国古代有关之物，亦详为征引），霍敦的The Orchid（《风兰》），都

是空前巨著。至于动物学方面有谦先（F. N. Chasen），克洛士（C. Boden 
Kloss）等。25

至于中文学界有关方面的研究，则极为匮乏，有志于此道者屈指可

数。从战前出版的《南洋学报》中，仅见泰国学者汤伯器、韩槐準和张礼

千曾发表相关文章。26战后，除了张礼千和韩槐準外，关崇仁、吴体仁和孙

洪范等人也加入了这领域的研究。除植物学研究，张礼千也旁及动物学和

矿物学，但相关的研究文章极少，但却散见于其他的论著内。27张礼千曾

经有意将南洋植物学研究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已定名为《南洋果品志》， 

但后来因为战事爆发而没有出版，目前，就收集整理所得有关植物学的

文章共有15篇。28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对这些涉及理科知识的学问深感兴

料：http://infopedia.nlb.gov.sg/articles/SIP_518_2004-12-28.html. 阅于2007年9月18日。
24 Issac Henry Burkill,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Kuala Lumpur: 

Pub.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
operatives, Kuala Lumpur, Malaysia, 1966.

25	 至于他们各自发表在学报的著述，可以参阅Lim Huck Tee, D. E. K. Wijasuriya, Index Malaysian, 
1878-1963, Kuala Lumpu: MBRAS, 1970，页120-23（李德利）、17-18（勃其尔）、55（霍

敦）、22-23（谦先）、66-68（克洛士），这里不一一详列。
26	 汤伯器〈泰国的两栖动物〉（1:1, 1940年6月）、〈泰国蛇类及毒蛇的研究〉（2:1, 1941年3

月）；张礼千〈波罗蜜（婆那裟）〉（1:1, 1940年6月）、山竹（2:1, 1941年3月）、〈木瓜〉

（2:2, 1941年6月）、〈硬柹〉（2:3, 1941年9月）；韩槐準〈龙脑香考〉（2:1, 1941年3月）。
27	 矿物研究方面的文章是〈马来亚之金矿〉,载《星洲日报•南洋经济》，1940年4月15、17、19、 

22、24日；动物研究方面的文章是一篇译作，题名为〈马来亚养猪论〉，载《星洲日报•南洋

经济》，1940年3月22、25、27、29日、4月1、3、5、8、10、12日。类似的论述在张礼千其

他的著述随处可见，如《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页9-11、51-52）和《马六甲史》（新加坡：

商务印书馆，1941）等是，这里不一一举例。
28	 植物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是〈芒果〉，《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1940年6月，页28-40； 

〈茭蔁考〉，《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1956年12月，页34-45；〈波罗蜜（婆那娑）〉， 

《南洋学报》，第1卷第2辑，1940年12月，页49-53；〈山竹〉，《南洋学报》，第2卷第1
辑，1941年3月，页3-17；〈木瓜〉，《南洋学报》，第2卷第2辑，1941年6月，页74-81； 

〈硬柹〉,《南洋学报》，第2卷第3辑，1941年9月，页67-69；〈凤梨（黄梨、王莱、波罗）〉, 

《南洋学报》，第3卷第1辑，1946年9月，页47-53；〈郎萨（郎扱）〉,《南洋学报》，第4
卷第1辑，1947年3月，页21-24；〈面包果〉,《南洋学报》，第4卷第2辑，1947年12月，页

21-23；〈红毛榴莲〉,《南洋学报》，第5卷第1辑，1948年6月，页27-29；〈罗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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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这与他毕业于英国多利大学函授算学专业的理科背景不无关系。他在

马六甲培风任教职时专门讲授数学，并且在中国编著算数课本，有教育

部审定的侨校算数课本24册，后来因为日本侵华，原稿存放重庆侨务委员

会。此外，也编有实用游戏数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也曾经在新

加坡的中华书局的催促下，将历届中小学会考数学试题之演算题解刊行为

《马来亚华校会考算学试题详解》，以便教师参考和有益学生之自习。29

故此，他极为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常常将之与南洋研究相结合，他曾

谓：

吾国古代有关南洋之书籍，其记载之翔实，已为西方汉学专家所
公认。即生于今日之吾人，读15世纪以前之南洋古籍，如能详细
注意，每觉处处吻合，其可贵之点在此。至于物名方面之每多泛
称，实为其时之科学知识所限，即十六七世纪时东航之西人，对
于物名之记载，亦一如吾国之先贤，盖自然科学之渐臻完善，乃
18世纪以后之事也。是以吾人如能根据现在之科学知识，以考证
昔日南洋古籍中之物名，当亦为一富有兴味之事也。30

张礼千著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处处透现的爱国意识，

特别是其地志学的著述有其学术救国的作用。他写《中南半岛》显然

有仿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目

的，将南洋的地理方位，山川险要，加以记录论述，以为抗日救国，

光复中国之用，同时也有与日人详尽搜罗南洋资料一较高下的意味。

他在书中谓南洋“多产奇珍，吾国典籍，载之详焉，后起西人，据为

己有，方今日寇，复进侵略，是诚南洋之不幸，亦吾国之漠视也”，

可谓了然矣。 31他在书中常不忘在各个形胜险阻出点拨其军事作用，

似乎更明白展现其意图，如“综观缅中山水，其山为吾国之余脉，

其水为吾国之支流，虽有疆界区分，实如血脉贯通，故自汉而降，为

南洋学报》，第5卷第2辑，1948年12月，页52-53；〈牛心梨〉，《南洋学报》，第6卷第1
辑，1950年8月，页90-92；〈番荔枝〉,《南洋学报》，第6卷第2辑，1950年12月，页53-58；
〈榴莲〉,《南洋学报》，第7卷第1辑，1951年6月，页35-40；〈读南洋经济植物学名商榷〉， 

1938年12月1日，《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1期，页10；〈谈树胶〉，《星洲日报•南洋经

济》，1940年3月18、20日。
29	 张礼千〈华校会考数学试题之研究〉，《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2期，1938年12月15日，页

15。
30	 张礼千〈茭蔁考〉，《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1956年12月，页34-45。
31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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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藩属者几二千年。近顷日寇南侵，仰光告急，英缅鉴于唇亡齿寒之

理，邀吾义师入缅，以阻强敌，则他日缅甸之因吾而兴，岂偶然哉！

是天命与地势使之然也” 32、“此次日寇侵缅，即由暹入此。就军事

言之，马都八与毛淡棉实为他日伐暹之重要据点，不可不知也” 33、 

“据云腊戍土司颇爱中国，清代龙旗至今保存，自吾军入缅后，当易青天

百日旗矣”34。从严格意义上言，他的《倭寇侵略中之南洋》并非历史著

述，而是地理方志学的著述。事实上，除了这本著述，他的著述计划中应

当还有一册。他将南洋分成两个部分，即中南半岛和马来细亚（含马来

半岛和马来群岛），《中南半岛》为上篇，下篇的内容无疑就是论述“马

来细亚”的部分，但可惜不见此书。他曾在《中南半岛》一书透露这种

编撰意图，在论述暹罗的土著时曾有如斯的说明：“关于此类民族之详细

情形，当于马来亚篇中述之，今之所言，以关于暹罗者为限。”35惟其如

此，张礼千另编著有《英属马来亚地理》，其性质与此相类，只是不及此

书详备，若将之视为下篇，也无不可。

他积极鼓吹学术研究以救国，在他的文章中多处可以见及。在〈华

侨与文化〉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民族无学术之陶冶，则行为思想处处发

生矛盾，民族无文化之涵养，则志气不坚，常见利而忘义。”故此，他进

一步引申：“设侨胞一如往昔，不从学术方面努力注意，一任其自消自长

自生自灭，则将不免永居人下，终为次等之角色耳。吾人须知有独立之学

32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页44。
33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页96。
34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页92。其他有关的论述还有：“然余希望抗战胜利以后，

据此事实，与暹人清算，以恢复吾侨之元气也”（页127）；“设吾人日后攻暹，则有数要

点，可作一简括之叙述，由车里及缅之景栋南下，可趣景迈。由缅之三塔，东趣干富里，可

薄大城与曼谷。昔缅六次征暹，屡亡大城均取斯道。养西岭亦一大据点，如能占领，可攻董

里。由此有铁道与大干道线。在暹罗湾内则宋卡、斜仔、尊篷及尖竹汶等，皆军事要邑也”

（页148-149）；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有类似的论述，在〈七洲洋〉一文中他谓“此一岛群，

就经济言，尚无多大价值，就国防言，则相当重要，尤其在航空事业突飞猛进时代，我国海

疆，东北起旅顺、大连，西南止广东东兴，沿岸岛屿，便是卫星。今台湾已复，而香港、澳

门仍是漏洞（并指经济政治），设西沙再成问题，则海疆残缺，殷忧必多，据理力争，自属

要图。”（页8），诸如此类的论所在多有，此不一一赘举。此外，在其他文章中也显露出

他的这种意识，如“凡物之至精至美者，其遭祸往往亦烈。此殆成万物之定理，历试而不爽

者也。中国地大物博，艳称于世，于是遂备受樱花国恶棍之屠毒，可为明证”，文载张礼千 

〈芒果〉,《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1940年6月，页28-40。
35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页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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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始有独立之精神，吾切望侨胞之能三复斯言也。”36他也在〈南洋研

究的重要〉一文中强调：“在时人看来，研究南洋学术，或许无补时艰，

且费力甚大，速效难期，然我终愿提出，以促国人注意者，因为发扬祖国

文化，提高侨胞地位。那末南洋研究实为今后重要课题之一”37在〈读南

洋经济植物学名商榷后之感想〉一文，讲得最具体： 

一国之盛衰兴废，非全恃兵精器利与否以为断也。必有国有精纯
之文化，其民有优美之德性，始可绵延久远，与天地永垂不朽。
吾国此次遭遇空前未有之大灾大难，人民忽由散沙而结成铁石，
忽由消极而变为积极，事非偶然，实由吾民族经四千余年文化之
陶冶、德性之涵养有以致成。兹就马来亚言之，英人之统治此土
也，不凭藉武力，举世皆知，既得之后，即从事于文化之研讨，
即以最近数十年来而论，英人之对于马来亚文化之贡献，已极
可观。举其要者：如斯开脱Skeat，布拉丁Blagden，伊文思Evans
等之对于人种习俗；卫金荪Wilkinson，温士德Winstedt，密尔斯
Mills等之对于语言历史；李德雷Ridley，罗滨孙Robinson等之对
生物，均各有宏博精深之杰作，嘉惠后学，增高民族地位，其功
诚不可没焉。38

在其他文章中他也不惮其烦，举例论说日本欧西之强大在于对海外国家的

深入调查研究和了解。他说：

国内研究南洋学术，似仍在冷谈之中，若与欧美日本相较，诚瞠
乎其后。日本因欲明了暹罗，遂于东京设‘暹罗室’以研究之；
英之得印度也，在伦敦有Indian House；英人即得马来亚矣，在伦 
敦亦设Malaya House。前新加坡总督金文泰，五年任满，卸载回
国，以马来通自居，欲入Malaya House，卒被该室拒绝，以金氏
所知有限，尚无入室之资格故也。而吾人则不然，凡有南洋之译
著者，即誉之曰南洋专家，凡有南洋之论文发表于报章杂志者，
即称之曰南洋通，设此风不改，则南洋学术恐少进步之望；盖以

36	 张礼千〈华侨与文化〉，刘士木编《华侨与文化》（新加坡：南洋编译社，1940），页4、7。
37	 载《南洋杂志》, 第1卷第1期，1946年10月15日，页5。
38	 〈读南洋经济植物学名商榷后之感想〉，《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1期，1938年12月1日，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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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事情之错综复杂，世断无‘专’与‘通’南洋之人者。39

除此而外，他的研究相当侧重于采用统计数字，并与地理学相结合，这也

是他东南亚史研究上的另一特点。至于在方法上明显以传统考史方法来写

史，是乾嘉考据学的路迳，大量征引史料来考证一事一物或一地一名，与

许云樵的东南亚史和马来亚史研究如出一辙。40

除了以上所论述之外，张礼千对南洋研究学界还有一项较不为人知的

贡献，就是他的译作，实有必要加以论述。战前南洋研究学界，为了借鉴

西方的研究成果，转译西文著述是当时学人极力鼓吹的研究方法之一。41

只是当时英文著述的译介为姚楠独占鳌头，张礼千的努力往往为人所忽

略，其实张礼千在战前的译作绝不亚于姚楠，只是张礼千的译文不若姚楠

之雅驯流畅。他们俩对南洋研究不论在理念上或方法上皆有共同的想法，

当时他们俩联名出书，也是同事，甚至在翻译工作上也分工合作。他们曾

经合作翻译米尔斯的著述《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 1824-1867）， 

此书初版共14章，两人各翻译了四章，姚楠翻译第2、3、4和14章，张礼

千翻译第4、5、7和8章。42余下没有翻译的篇章，可能是战事爆发而停

辍。

他的翻译重点有二，其一为译介原始文献，尤其是各种条约和法

令。他所以重视条约，是因为这些条文对马来亚的历史发展起着关键性

作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重要的条约内容他都加以翻译，并进行分

39	 张礼千〈论南洋研究〉，《文史杂志》，第2卷第11、12期，1943年3月，页1-8。
40	 有关许云樵的中外交通研究，可以参见廖文辉〈试论许云樵的交通史研究〉，2010年12月11

日，新加坡南洋学会主办的“南洋学会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呈的论文。
41	 详阅廖文辉〈战前马新南洋研究的中译现象概述（1930-1941）〉，伍燕翎编《西方图像——

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文史论述》（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2011）， 

页3-16。
42	 张礼千翻译的四章分别是第4章〈1824年之英荷条约〉（“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第5章〈海峡殖民地的吏治观〉（“The Civil Servic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786-1867”）、 

第7章〈南宁战记（1831-32）〉（“The Naning War”，与李养止合译）和第8章〈英暹在马来

半岛之关系〉（“Anglo-Siamese Relations, 1824-1867”）。姚南翻译的四章分别是第2章〈槟

榔屿史〉（“Penang, 1786-1830”）、第3章〈星洲开辟史〉（“Singapore, 1819-1826”）、 

第4章〈马来亚历史留分界线：1824年英荷订约之前因与后果〉（“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第14章〈海峡殖民地政权转移始末〉（“The Transfer”），其中第4章两者皆有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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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英荷条约》43、《英暹条约》44。其他的还有英国和南宁订立的

条约（中卷，页156-157）；英国和林茂订立的条约（页160-161）；土地

法，包括马六甲马来法令之土地法、马六甲发给之地契、富勒敦（Robert 
Fullerton）关于土地问题之议事录一则（页165-169）；莱佛士报告的部

分内容等是。

其次是译介西人的研究成果，完成了伊格登（Hugh Edward Egerton）
的《雷佛士传：新加坡开辟大伟人》（Sir Stamford Raffles, England in the 
Far East）全书的翻译。45除了一部专书的翻译，另外也有11篇文章的

译介，内容皆是东南亚史研究的文章。

最后，有必要特别介绍的是他的《马六甲史》。在马来亚史研究方

面，《马六甲史》一书较能具体显示出张礼千对马来亚史的研究成果，此

书也可以视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传世著述。《马六甲史》，1941年由上海印

书馆发行，全书共五章，即第1章马六甲王国、第2章葡萄牙统治时代、第

3章荷兰统治时代、第4章英国统治时代和第5章华侨。其论述范围从马六

甲王朝始建以前满者伯夷入侵开始，直到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最为

特殊的是特辟华侨一章，专论马六甲的华侨历史。

1930年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州别史研究的黄金十年，46此书恰

好赶上这个年代，是州别史的代表著述之一。此书不论在中英文学界皆是

马六甲史著述中最早的一本，至今虽然产生不少马六甲史的著述，但主要

是专题式的论著或论文集47，这些著述不论在研究视角、课题的细致性、

43	 《英荷条约》全文共17条，译文载张礼千《马六甲史》（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41），页

288-291。
44	 〈英暹条约辑录〉，《中原月刊》，第1卷第2辑，1941年2月28日，页19-22；〈1909英暹条

约〉，《中原月刊》，第1卷第3辑，1941年3月30日，页17-20。
45	 另有一部《马来亚农业大纲》的译著，于战前由槟城周满堂纪念委员会出版，在〈凤梨〉 

（载《南洋学报》,第3卷第1辑，1946年9月,页47-53）一文中有提及，但迄今未见其书。
46	 详见廖文辉《马新的中英文源流东南亚研究及其比较（1800-1965）》，厦门大学博士论

文，2009，页106。
47	 类似的著述有：Yusoff Iskandar, The Malay Sultanate of Malacca: A Study of Various Aspects of 

Malacc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in Malaysian History,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1992; Marcus Scott-Ross, A Short History of Malacca, Chopmen Enterprises, 
1971; Kernial Singh Sandhu, Paul Wheatley,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 1400-
1980（Volume 2）,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余不赘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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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的引用，自然非《马六甲史》所能企及，由于著述性质不同，无法

进行对等比较，但站在通史性质的著述来评比，《马六甲史》至今恐怕仍

没有其他类似的通论性著述可以取代。加上此书大量征引中国文献，是大

多数英巫文著述所无法企及的，更为凸显其弥足珍贵。书中除了展现作者

对史料真伪甄别的功夫，也多处显现作者能综合各家之说，将历史事件透

彻分析，提出一己之见的功力，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48与当时英文书写

的州别史著述不遑多让。

首先，张礼千在各种古代中西载籍，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排比征引史料，按照编年方式整理马六甲历史，全书明显采取让史料说话

的态度，透过史料进行马六甲史的构建，作者只在必要时候作简短的综合

分析，极少长篇大论的论述。其次，由于马六甲王朝本身历史真实可信的

文字记载相当匮乏，以致许多的专有名词，诸如人名和地名，以及事件本

身众说纷纭，甚至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本着信信疑疑的态度，在经过作

者一番史料甄别后，认为信实可信的部分以正文方式论述，有争议的部

分，或各家不同的说法则以脚注方式呈现，让读者自行裁断真伪。

《马六甲史》的注脚，其作用有如下三种，首先是考订书中出现的人

名、地名、物名等专有名词，网罗各种相关文献，旁征博引，极尽考订之

能事。如满剌加一名，即详举中国载籍和欧人所使用的不同译名，同时也

列出马来文、梵文和阿拉伯文的拼写（页7注5）；马六甲树一名，则列举

两种植物学名，并详细论列其异同，最后论断何者为正解（页4注3）；至

于锡币的演变发展虽无关本书宏旨，也不忘详加举例论述（页32注4）；

又于木剌由一名，列举各种译法，并说明其原委（页6注3）。其考订同时

附有详尽之介绍说明，可谓极尽考镜源流之功，非仅仅考订而已。其次是

有补充轶事的功用。马六甲史常涉及不少轶闻传说，这些传闻不无辅助正

史之用，如果弃置，似有不妥，如果混入正文，则有违正史书写原则，故

此放在注脚，以为附注。如阿鲁于马六甲言和时所发生的两件奇事（页96
注1）、奥霏山仙女的传说（页113注2）、虎变人的传说（113注2）、汉

丽宝的故事（页82-83注2）等是。其三是对正史的补充说明、学者的观点

48	 其他的州别史著述有许云樵的《北大年史》（新加坡：南洋书局，1946）、刘子政的《砂

朥越百年纪略》（古晋：中华日报社，1956）、颜清湟的《森美兰史》（新加坡：世界书

局，1962）和《雪兰莪史》（新加坡国家语文出版局，1963）、钟锡金的《吉打两千年》 

（吉打：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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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异的看法，但不宜潺入正文者。此外，附于正文中括弧内的附加说

明和解释的文字，其实也可以视为注释的一种，其作用与脚注等同。

此书大量参引中西文献，尤其是中文文献的使用，是大部分英巫文

马六甲史著述中无法做到的，而其征引翻译西方文献等重要史料，减省后

人的寻找翻译之问题。此书对马六甲相关事迹，尽量搜集有关中西和古今

文献，加以论述考证，可谓巨细靡遗。其病则在过于细碎，如大段征引有

关人口、人员薪给、布价（页138）等资料，虽为保存史料，但因征引过

度，有以紫夺朱之嫌。书中往往这对一事一物详细论证，虽偶有略为总

论，却没有总体历史发展脉络的总括，难脱见小不能见大，见树不能见林

之弊。

四

张礼千对马新南洋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应是无可质疑的。虽然他

在马新的时日不长，但与许云樵、姚楠等人无疑撑起了1930年代马新南洋

研究的场面，并且继往开来，开创了战后南洋研究的局面。很难想象如果

没有他们的辛勤浇耕，南洋研究是否能开花结果，并形成一股学术研究传

统。

《张礼千文集》收载了迄今所搜集到的张礼千的所有存世著述，这

些著述分别由新加坡和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新加坡的南洋书局出版，一部

分的论文和文章则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如新加坡的《星洲日报》、

《南洋学报》和《南洋杂志》；中国的《东方杂志》、《文史杂志》和 

《世界华侨月刊》。《张礼千文集》采行求全存真之原则，在能力范围内

尽可能进行整理、校订和编辑的工作。编辑过程中，除对排校中明显的错

误进行订正外，其余均保留原来书稿的风貌，并按统一体例重编、重排。

《张礼千文集》总计约百余万字，共收载专著七部（不含编写的教科

书）、散见的论文和文章共五十余篇，并序文、书信和诗作，由于时间及

其他一些客观条件的局限，可能仍有少部分文稿未及发现。再者，由于不

少文稿皆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著述，不论是现存的原件、微胶卷或数

据库的PDF文档，皆存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引文可稽查者皆以原文校阅，

行文无可对勘者，只能尽量认读，误读误解恐怕在所难免，还望识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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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最后，本集宥于编者的学识和能力，其中仍存有不少的问题和讹误，

这些或许只有待往后再版时给予补遗和修订了。

《张礼千文集》得以出版，新纪元学院的学生在文字输入上的辛勤劳

作，两位留校担任研究助理的中文系学生何国宏和卢芳瑞同学的协助，以

及友朋王付兵、石沧金、杜忠全的分册校阅，更重要的是研究助理朱锦芳

在付梓前劳神地为全书细校一过，都是本文集得以出版的重要元素，这里

谨致于万二分的谢意。

后学廖文辉谨识

201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