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為編輯這套精選集，把已經出版的一百多輯《老照片》又從頭瀏覽了一

遍。與這些一一經手，刊發於數年前、十幾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稿件驀然相

對，絲毫未覺其舊，反有歷久彌新之慨。進而更加篤信，溫故而知新，《老照

片》永遠不會“老”！隨著圖文一頁頁掀過，又彷彿是一次對《老照片》本身

的懷舊之旅。二十年來，與作者、讀者以及編輯同仁們交往切磋之種種，點

點滴滴，旋又歷歷在目……

作為一種陸續出版的叢書，《老照片》以“定格歷史、收藏記憶”為己任，

迄今已出版了一百一十五輯。《老照片》的稿源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

內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的館藏；二是老照片愛好者、研究者的收藏；

三是民眾個人的家藏。上述三個方面的來源，從不同角度建構了《老照片》

的面貌，也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留下了一部自發的、原生態

的文獻，並且隨著《老照片》的繼續出版，這部文獻還在不斷地豐富、拓展

之中。誠如著名文史學者傅國湧先生所言：“一百輯《老照片》放在那裡，時

間就在裡面沉澱，那裡埋葬著過去，許許多多真實的生命曾經活過、愛過、

痛苦過、奮鬥過……”而著名藝術家陳丹青先生在評論到《老照片》時則說：

“二十年來，它已成為全體國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會在其中找到既屬於親

屬，又屬於國家的記憶。這是一份持續遺失而遭貶值的記憶，《老照片》使之

不斷擴展、傳遞，默默增值。”

比起眾多的類似出版物來，《老照片》顯然是幸運的。甫一面世，即為讀

者所接受，並一度洛陽紙貴，風行天下。後雖經眾多仿製跟風者的衝擊，以



及書業的風雲流變，《老照片》歷二十年而猶存，庶幾成就了中國書業一個不

大不小的奇跡。在業內和讀書界組織的各種評選中，《老照片》這些年也多

榜上有名，其中入選“改革開放 30年最具影響力的 300本書”和“共和國 60

年 60本書”，幸得從汗牛充棟的出版物裡脫穎而出，其影響所及，實出吾輩

之意料。

《老照片》這樣一本並不起眼的小書，何以獲得讀者與社會的這般青睞？

2009年“共和國 60年 60本書”的入選評語，曾這樣說道：“十餘年來，不

斷出版的《老照片》以樸素而溫情的獨特方式記憶和見證歷史，使我們得以

在過去朦朧的霞光中，重新想像遙遠的過去，重新認識和反思切身的社會生

活。”這段評語，是否道出了個中原委，不好貿然結論，但其對《老照片》的

概括，身為編者的我們，聽來卻心有戚戚焉。

在《老照片》出版二十周年之際，推出這樣一套精選集，於老讀者而言

或為一次重溫，對新讀者來說，當不失為認識《老照片》、走進《老照片》的

一個契機和一條捷徑吧。

“《老照片》二十年精選”係從已經出版的《老照片》第一至第一百一十輯

中選編而成。選編時囿於敝帚自珍，這也想選，那也想收，以致最初的選篇

大大超出了預定的規模，於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忍痛割愛，弄成現在的模樣。

其遺珠之憾，實所難免。

此次選編，每本的篇目順序，大致按照片拍攝年代的先後編排。除對個

別篇章的文字和圖片稍事修訂、刪減外，餘皆一仍原貌。

馮克力
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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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遠”艦的命運

陳  悅

甲午戰爭中，中國北洋海軍不幸全軍覆滅，其殘存的一批軍艦被日軍作

為戰利品擄走，編入了日本海軍，成為中國海軍史上難以消弭的奇恥。由於

當時日本軍方對採集影像資料較為留意，這批軍艦相比同時代的其他中國

軍艦，留下的照片更多。這些特殊時期拍攝的照片，既是歷史研究的生動材

料，又是承載著太多苦痛的民族傷痕。本文介紹的“鎮遠”艦，就是這批軍

艦中的一例。

“鎮遠”艦

“鎮遠”艦是清末北洋海軍中和旗艦“定遠”同型、齊名的大型鐵甲艦，

1882年建成於德國伏爾鏗造船廠，排水量 7220噸，艦長 94.5米，寬 18米，

航速 15.4節，主炮和“定遠”一樣，也是四門 305毫米口徑的克虜伯巨炮。

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兩艘姊妹艦告別建造地，揚帆歸國（“定遠”“鎮遠”

雖然是蒸汽動力軍艦，但同時保留了風帆索具，在回國的漫長航行中，為節

省燃煤，很多時候都是掛起風帆航行）。旋即成為當時中國海軍的中堅。在

北洋海軍多次北起海參崴，東抵長崎、大阪，南至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南

海諸島的巡弋活動中，都能看到“定遠”“鎮遠”威武的身影。

1894年夏季，日本藉朝鮮問題挑釁生事，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面對短

短幾年裡急速擴張成為亞洲第一的日本海軍，成軍後六年間未添一艦的北洋海

軍，在裝備技術上已經完全被對手超越，船慢、炮慢、彈藥效能差的北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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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軍攝影班在旅順拍攝到的“鎮遠”艦，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鎮遠”艦首的金龍。這一

清代中國軍艦的獨特標誌，始終深深地印在“鎮遠”身上，頗有一點“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

舊是中國心”的意味。



3

處於絕對的技術劣勢狀態。在當年 9月 17日的黃海大東溝海戰中，北洋海軍

苦戰告敗，儘管“定遠”“鎮遠”等艦拚死作戰，創造了重創多艘日艦的不易戰

果，但終究無法改變因為裝備技術落後、後勤補給缺乏所造成的頹勢。

大東溝海戰後，日軍兵鋒隨之很快指向北洋海軍的維修基地旅順。旅順

港海口狹窄，屬於絕地，北洋海軍被迫提前撤離旅順。11月 14日北洋海軍

艦隻返回威海灣時，用於標識礁石位置的浮標被先導艦“定遠”航經時的浪

湧推偏，後續跟進的“鎮遠”艦，仍機械地以被推偏的浮標為依據航行，不幸

觸礁，造成水下艦體多處嚴重損傷。由於威海沒有用於脫水修理船舶的乾船

塢，“鎮遠”艦只能由潛水員下水草草堵漏，隨著管帶林泰曾的愧疚自殺，北

洋海軍又損失了極為重要的一艘主力艦。直至甲午戰爭失敗，“鎮遠”只能

勉強在威海灣內航行作戰，根本無法出行遠海。

此後是慘烈的威海灣保衛戰，北洋海軍在彈盡援絕、外援無望的情況

下，於 1895年 2月 14日與日軍簽訂《威海降約》，宣告全軍覆沒。“鎮遠”

艦和當時殘存在港內的其他中國艦船一起，於 2月 17日被進入威海灣的日

本軍隊掛上太陽旗，變成了屈辱的“戰利艦”。

旅順船塢內的修理

甲午戰爭時，日本軍方曾派出專門的攝影人員，跟隨軍隊行進，用照相

機記錄戰場實況。其中，以近代日本著名攝影家小川一真率領的陸地測量部

攝影班拍攝的照片內容最為豐富，涉及的戰場領域最為廣泛。“鎮遠”艦落

入日軍手中後不久，陸地測量部攝影班就拍攝了大量的照片，這些照片真實

記錄了“鎮遠”被擄初期的景象。

經過一系列的公文彙報和指示，“鎮遠”在 1895年的 3月 16日正式編入

了日本海軍，仍然使用原艦名。有鑒於當時“鎮遠”帶有黃海海戰未經修復

的創傷，艦底又有因為觸礁造成的嚴重擦傷，為了盡快恢復其戰鬥力，擴充

日本海軍的實力， 3月 26日，“鎮遠”艦被日本海軍代用巡洋艦“西京丸”拖

拽到日軍佔領下的旅順，在旅順大船塢裡徹底修理艦上的傷痕，並對蒸汽機

等關鍵部位進行檢修維護。



4

圖 2  在旅順船塢正面拍攝的“鎮遠”艦。艦首下方的突出物叫作撞角，用於在

近距離交戰中撞擊敵艦，是 19 世紀中後期軍艦上的流行設計。

“鎮遠”艦存世最多的一批照片，即拍攝於這一時期。1895年 5月 6日，

“鎮遠”維修進入尾聲時，日軍陸地測量部攝影班來到旅順，對塢中的“鎮遠”

進行了全方位拍攝，留下了不少於八幅的珍貴照片。

這些照片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鎮遠”艦上的戰傷。當時船塢的普

遍做法，是將因彈傷等造成的船體破損處的船殼板切除，重新鉚接上新船

板，類似打補丁。實際施工中，工程人員習慣在需要切除的破損位置用白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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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正在船塢中維修的“鎮遠”

框出，標明維修範圍，防止遺漏。通過這種標識，“鎮遠”艦上的傷痕一目了

然，水線上密佈大大小小的白框，基本都是黃海海戰時的舊傷，根據日本軍

方的統計，各種彈傷竟然超過了 220多處，海戰的慘烈程度可想而知。而“鎮

遠”的這些戰傷，直到其被日軍俘虜後才能得到徹底修理，也反映了甲午海

戰時期，中方維修效率的低下。多艘主力艦隻戰沉，殘存軍艦得不到及時有

效的維修，彈藥嚴重匱乏，這些都是北洋海軍自黃海海戰後，再也無力角逐

大洋的原因。

日本海軍時期

1895年 6月 1日，“鎮遠”結束了在旅順的維修，7月 4日駛抵日本本

土，準備進行下一階段的改造。甲午戰爭前，日本社會在侵略思潮的影響

下，對中國的北洋海軍充滿了羨慕、妒忌、恐懼、憎恨等種種複雜情緒。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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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從後方拍攝的“鎮遠”艦，艦尾和艦首一樣，也裝

飾著金龍，龍身上方還有“鎮遠”銘牌。

爭中，曾發生過日本民眾焚燒紙紮的中國“定遠”“致遠”等軍艦的歇斯底里

舉動。當被俘的中國軍艦到達日本時，日本社會更是處於一片狂喜癲狂之

中，日本政府也在“鎮遠”到達日本後，舉行了幾次公眾開放日，炫耀日本海

軍的“戰功”。

剛剛到達日本的“鎮遠”，立刻被一位攝影師攝入鏡頭。從照片看，日軍

對“鎮遠”艦的外部塗裝做了極大調整。北洋海軍時代，中國軍艦都是水線

以下紅色、艦體黑色、主甲板以上建築為白色、煙囪桅桿是黃色的“維多利

亞式”塗裝。在旅順船塢維修時的“鎮遠”，仍然如此，但待到達日本時，“鎮

遠”已經變成全艦灰色塗裝。

1896年 11月 25日，日本聯合艦隊在橫須賀舉行海上閱艦式，明治天皇

親自到場檢閱，經過改裝的“鎮遠”被作為明治天皇的檢閱座艦。通過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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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密密麻麻的白框標示著海戰的創傷，多集中在“鎮遠”艦體中部、煙囪、

桅桿等要害部位。

圖 6  1903 年 4 月 10 日，聯合艦隊神戶閱艦式時的照片。此時“鎮遠”（右側

的軍艦）的地位已經降格，被左側擔任檢閱艦的“淺間”等新一代軍艦取代。比

較特殊的是，這時正值日本海軍將軍艦塗裝改成“維多利亞式”。黑色塗裝的“鎮

遠”照片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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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896 年 11 月 25 日，聯合艦隊海上閱艦式上拍攝到的“鎮遠”艦。

圖 8  剛剛抵達日本的“鎮遠”艦，艦體已經全部塗成了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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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拍攝的一系列老照片，可以看出日本人對“鎮遠”進行了怎樣的改造。

甲午戰爭時，“鎮遠”和姊妹艦“定遠”雖然噸位大、裝甲厚，但存在艦型老

舊、缺乏中口徑速射炮等弱點。主炮威力雖強，但發射速度慢，加上火炮數

量少，整體火力有限。日方的改造圍繞這一弱點展開，將“鎮遠”船首船尾

的舊式副炮，換成了新式速射炮；在軍艦中後部兩舷各加裝了一門速射炮。

在當時的日本海軍中，經過改裝的“鎮遠”仍然頗具實力，被編為一等戰艦。

直到日本購買的先進戰列艦回國前，“鎮遠”一度為日本海軍的主力艦之一。

利用甲午戰爭獲得的巨額賠款，日本海軍實力在戰後迅速膨脹。隨著新

型軍艦的不斷到來，“鎮遠”的位置也被日益挪後，重要性不斷降低。 1898

年 3月，“鎮遠”從一等戰艦被降到了二等戰艦；1905年，進一步降格為一

圖 9 “鎮遠”參加日俄戰爭時，從“扶桑”艦上拍攝的

航行中的“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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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海防艦。 1911年 4月 1日，因為艦齡過老，“鎮遠”被正式從日本海軍中

除籍，淪為日本海軍試驗新軍艦火炮的靶子。1912年 4月 6日，“鎮遠”被

拆解消亡。

“鎮遠”被拆解後，一些重要部件被日軍保留下來。雖然它曾在日軍中長

期服役，還參加過日俄戰爭，但終究脫不去戰俘的烙印。“鎮遠”艦的部件，

被當作甲午戰爭的戰利品，陳列在東京上野公園等地向公眾炫耀。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海軍參謀鍾漢波少校，根據海軍司令桂

永清的特別囑咐，幾經交涉，將包括主錨、錨鏈、炮彈等在內的部分“鎮遠”

遺物索回，歷經坎坷的“鎮遠”終於魂歸祖國。

（原刊《老照片》第 66輯，2009年 8月出版）

圖 10  1898 年，剛剛降格為二等戰艦的“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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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的馬關議和

吉  辰

1895年的中日馬關議和，是近代史上眾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然而，關於

議和的人物與場景一直少有照片流傳，各種書籍使用的一般都是日方繪製的

幾幅圖畫，可謂一件憾事。我的碩士論文內容正是馬關議和，是以對此倍加

關心。在網上檢索資料時，意外發現東京的東洋文庫藏有一本題為《日清媾

和紀念寫真》的相冊，大喜過望。2011年 10月，我去東京查閱資料，窺得

此書真容，得償所願。

相冊的開本很大，28cm×35cm，正文共十四頁，貼有十三張照片，於

1895年 12月 28日出版。前言講述了拍攝照片與出版相冊的由來：李鴻章

在馬關被日本青年小山豐太郎槍擊之後，明治天皇希望為他拍攝遭難後的容

貌，被正在火頭上的李鴻章以“余之肖像必遭侮辱”為由一口拒絕。由於是

天皇的意願，為李治傷的陸軍軍醫總監佐藤進一再勸說。最終，李鴻章勉強

答應下來。4月 14日在李鴻章的住所，當地攝影師長尾實為他拍攝了一張

肖像照。兩天後，《馬關條約》簽訂，李鴻章登船歸國。翌日，參與談判的外

務省書記官井上勝之助又私下讓長尾拍攝了十一張談判會場內外及中日談判

代表住所的照片，以供天皇瀏覽。拍照之後，一套照片被宮內省送呈天皇，

而照片原版則被天皇下令交給馬關的“下之關媾和談判場保存會”保管。該

會為了讓這些照片“與名譽之戰史一共永傳後世”，將其加洗若干份，出版相

冊。這本相冊的發行量應該不大，目前除了東洋文庫藏本，據我所知只有馬

關的“日清講和紀念館”藏有一本（被拆散成單頁展覽）。

相冊的第一頁便是李鴻章的肖像照。李頭戴瓜皮小帽，身著便服，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