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公元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开启了日

本古代文学史的新篇章。平安朝（794-1192）前后

历经四百年，从汉文学到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

“假名文学”（和文学），均取得了辉煌璀璨的成

果。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参照西方的文学概念

对“国文学”进行定义时，出于民族感情和日本本

位主义思想，提倡“假名文学”，而忽视汉文学的重

要性，这种思潮可以说一直绵延至今。然而，无论

被称为“国风暗黑时代”的平安朝初期，还是孕育

出《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假名文学”巅峰之作的

摄关政治全盛期，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平安朝廷

始终推崇汉文学，尤其汉诗是整个时代的文学

主流。

那么，平安时代的汉诗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

过程呢？近年来，日本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在描述

这段历史时，都进行如下的时代划分：

1、平安初期大力推行唐风，短短十来年间，《凌

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

三大敕选诗文集先后问世，汉文学达到空前繁荣；

2、仁明天皇执政的承和年间（834-848），白居

易《白氏文集》传播至日本，迅速改变了汉诗的创

作风格，在其影响下汉文学逐步转向“和风化”。

大曾根章介「王朝漢文学の諸問題―時代区

分に関する一考察―」（1963）首先提到了承和年

间汉诗新变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时期是平安朝文

学的分水岭。之后，小岛宪之「文学史上の承和

期」（1976）、后藤昭雄「承和への憧憬―文学史上

の仁明朝の位置」（1982）、藤原克己「王朝漢詩の

意義について」（1995）等，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

承和时期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

位。其中，后藤昭雄先生所提出的“憧憬承和”之

说，甚至影响到史学界。古代学协会还专门编写

了第一部仁明朝断代史著作——『仁明朝史の研

究―承和転換期とその周辺』（2011），以期考证

“承和期是日本古代由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的

最大转折点”这一学说。

然而，当今天我们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再

度审视这段文学史时，上述1-2所指的平安初期承

和年间，属我国由中唐过渡到晚唐期间，同时也是

日本遣唐使与留学生（僧）往来频繁、交流密切的

最后一个时期。平安朝的两次遣唐使分别于唐德

宗贞元二十年（804）、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到访

中国，前后仅间隔了30余年。同样是希冀汲取最

中唐视域下的平安朝汉诗流变考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李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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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平安朝汉诗分期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以仁明朝承和年间为汉文学分界线的“憧憬承和”学

说，通过中日文学交流史的视角对平安朝汉诗的流变提出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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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最新潮的唐文化前来朝贡，同样是一如既往

地崇尚唐风，为何后者会引发所谓的唐风转向国

风的“承和现象”？换而言之，是否承和期即是“国

风文化”的起点呢？本文拟从中唐文学的视域重

新梳理平安朝汉文学史，在分析“憧憬承和”成因

的基础上，对平安朝汉诗的流变提出新的思考与

解读。

1 大江匡房《诗境记》与唐诗分期

现存史料文献中，大江匡房（1041-1111）的

《诗境记》（《朝野群载》卷三）是最早对平安朝汉诗

的发展流变进行系统归纳的文章。文中，这位院

政期声望卓越的汉学硕儒对中国诗史评头论足一

番后，陡转笔锋，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平安汉诗发

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由于篇幅关系，以下仅引用

该文最后两节：[1]

唐太宗時掌其地。自今以後、王楊廬駱杜甫

陳子昂之属、□□其句。近世白楽天元微之、改

風易俗、新立政令。人大妙之、是為元和之体。

章孝標許渾杜荀鶴温庭筠等、皆相随之。□人

作瑠璃台、苟定人階品、世不用之。我朝、起於

弘仁承和、盛於貞観延喜、中興於承平天暦、再

昌於長保寛弘。広謂則三十余人、略其菁莫（英）、

不過六七許輩。

《诗境记》中，作者将“汉诗”畅想为一个“无水

土山川”“无人民户县”的虚幻国度（诗境），此处以

“花月”为租税，以“烟霞”代封禄，国风始于诗三

百，由汉魏晋南北朝经隋至唐，不断推陈出新。唐

太宗管掌诗境后诗人辈出，前有初唐四杰、陈子

昂、杜甫，近世白居易和元稹新创“元和体”，人皆

好之，其后章孝标等晚唐四人亦竞随其流。文末

转而品评平安朝汉诗的消长，其间留名诗史者三

十余人，出类拔萃之辈不过六七位云云。川口久

雄（1959）曾指出，《诗境记》是一篇平安朝文人书

写的中国文学略史。不仅如此，据笔者调查，这篇

422字的短文，同时也是古代日本最早论及唐诗分

期的文章。

有关唐诗的分期说，唐末司空图（837-908）是

第一个对唐诗的盛衰起伏做出总评之人，他在《与

王驾评诗书》一文中说到：[2]

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

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左丞苏州，

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

次焉。元白力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

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

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原文为繁体字，《全唐文》卷八〇七）

比较《诗境记》和《与王驾评诗书》，可发现二

者的立场与观点有很大出入。例如，前者提到杜

甫，却只字未言李白，盖因杜诗在平安后期开始受

到关注，而整个平安朝文学却很难看到李白诗的

痕迹。除了李白的缺席之外，二者对元白诗歌的

评价也存在分歧。《与王驾评诗书》按唐朝习惯称

“元白”，而《诗境记》则根据平安朝人对白居易诗

歌的痴迷喜爱，自然白乐天在前，元微之居后。不

仅如此，匡房还以两人为界，将唐诗一分为二，称

白元以后为“近世”，并对“元和体”大加褒誉。而

司空图认为大历诗人之后方才数得上元白，且批

判他们虽用力强劲，但缺乏气韵，宛如城市的富商

般流于俗气。《与王驾评诗书》是否在平安朝时期

传入日本，现已无从考证，但从二者的差异来看，

大江匡房接触到它的可能性较小。

继司空图之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宋祁（998-

1061）也关注到了唐诗的发展变化，他在《新唐

书・文艺传论》中将唐诗的演变分为了三个阶段：

初唐→开元间→杜甫，并认为杜诗“浑涵汪茫，千

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董浩等，1975：5738）。《新

唐书》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完成，日本与北宋

之间无官方往来，且像《新唐书》如此重要的国家

典籍，一般很难经宋商之手传到日本。有关唐诗

分期说，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与宋祁《新唐书・

文艺传论》在中国都尚属发端。《诗境记》仅比《新

唐书》晚三、四十年，它对唐诗分期的论述，凸显了

匡房博古通今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纵观日本

古代文学史，类似《诗境记》这样的文艺史评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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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篇[3]。永长二年（1097），大江匡房出任太宰权

帅，主掌古代东亚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重镇九州

太宰府。在任五年期间，他积极网罗收集北宋信

息，从宋商手上搜购了大量的宋版书籍和文物[4]。

该文很可能是他受到当时北宋最新文艺评论思潮

的影响而作，且风格与其晚年的谈话笔录《江谈

抄》颇为相近。《江谈抄》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于谈论

平安朝诗人与中国诗文的用典关系，其中的诗话

群撰写模式被认为仿自北宋笔记（李育娟，2012）。

在受到宋代文艺思潮启发的同时，从评价杜

甫到独尊“白元”，乃至偏爱章孝标，《诗境记》又彰

显了匡房的本色，其评价标准与中国本土可谓大

相庭径。究其原因，该文是立足于唐代传入平安

朝的书籍作品，同时以古代日本人的喜好兴趣为

尺度去衡量评估唐诗，它所折所射出的是一部平

安末期的中国文学受容史。其实，匡房本人也充

分意识到这种“中国观”的本土性，“□人作琉璃

台，苟定人阶品，世不用之”一文中缺字，笔者推测

似为“唐”或“后”，所引的应是“琉璃台诗人图”的

典故[5]。镰仓初期藤原孝范编撰的汉语名言典集

《明文抄》也提及此图，为唐末五代人所绘琉璃台

（堂）上的三十六位诗人肖像，分别以“诗仙”“诗天

子”“诗宰相”“诗舍人”“诗进士”“诗客”六种称号

封之。匡房应是看到或知晓这种诗图资料的存

在，但日本并未采纳其说，故称“世不用之”。

2 《诗境记》与平安汉诗分期

指点完中国诗歌的江山后，大江匡房最后把

目光转向了平安朝汉诗。事实上，《诗境记》通篇

重点并不是为了谈论中国，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

是旨在通过“中国之眼”观察日本，以中国诗史为

标尺去度量平安汉诗，借点评唐代诗人之笔，褒贬

本朝文人。尤其文末的一句，慨叹「略其菁英、不

過六七許輩」，难掩其睥睨文坛的狂傲心态。在文

章道早已式微的平安晚期，出身儒门却能跨越门

户天堑，名列公卿，匡房口出此言也算无可厚非。

《诗境记》中，他把平安朝汉诗大刀阔斧地划分为

了以下四个时期：

弘仁承和（810-847年）起步期

贞观延喜（859-921年）鼎盛期

承平天历（927-960年）复兴期

长保宽弘（999-1011年）再生期

儒林泰斗大江匡房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

时文坛的主流导向。遗憾的是，他没有列出如此

划分的依据，抑或在当朝的文化背景下，不必多佐

以文字旁白。然而到了中世，随着宋诗传入日本，

一味模仿唐风又偏好浮靡华艳词藻的平安汉诗逐

渐遭到摒弃，再加上战乱频发等原因，导致大量的

作品流失。待至江户时代，已残余不到一两成。

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客观地理解《诗境记》的意图

呢？除了现存为数不多的作品外，翻检平安朝史

料及文书，会发现其中记载了不少上述四个时期

编撰的诗集名称：

弘仁承和期：《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

集》（残卷）《菅家集》（佚）《性灵集》《野相公

集》（佚）

贞观延喜期：《都氏文集》（残卷）《橘氏文集》

（佚）《菅相公集》（佚）《田氏家集》《菅家文草》《菅

家后集》《纪家集》（残卷）

承平天历期：《日观集》（序）《源顺集》

长保宽弘期：《扶桑集》（残卷）《本朝丽藻》（残

卷）《江吏部集》

首先，从下划线部分可以看出，大江匡房所列

举的四个时期中，三个都出现了诗歌总集。九世

纪初叶，三大敕撰诗文集问世后，受唐诗的编撰形

式由唐初的“总集”（唐人撰唐诗集等）转向诗人

“别集”（尤其是白居易《白氏文集》）潮流的影响，

日本朝廷再未编撰过敕选诗文集，取而代之的则

是敕选和歌集。与此同时，平安文人纷纷将自己

的作品结集成书。目前，史料所载最早的别集《菅

家集》，作者菅原清公（770-842）为菅原道真的祖

父，《菅家文草・献家集状》中记录了它的存在。

此后，如小野篁《野相公集》、橘广相《橘氏文集》、

菅原是善《菅相公集》、都良香《都氏文集》等，著名

文人都拥有自己的别集。而大江匡房所言「盛於

貞観延喜」，正是文人别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如果说平安初期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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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行为通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大义名

分，至上而下地去致力推行汉文学，那么经过数十

年的沉淀积累，文治理念已深深地印刻在文人们

的血脉中。同时这一时期，如菅原道真、岛田忠臣

等人，对诗词格律的把握，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其后汉文学开始步入下坡，到了菅原道真的孙

子菅原文时（899-981）的年代，索性来了个日本式

简易版作诗法创新——“句题诗”。如佐藤道生

（2016）所言，熟读典故佳句后按部就班，人人便皆

可言诗，活生生将志之所至而咏的汉诗演绎成了

专业文人的一项技术活，平安汉文学的没落也就

为期不远了。

汉诗创作水准的大幅度滑坡，与当时的历史

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昌泰四年（901）文臣之

首菅原道真突被贬黜，两年后，含冤病逝于太宰府

谪所。文章道遭大创，摄关政治之风也愈演愈

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大江维时受时任

皇太子的村上天皇之命，编撰了《日观集》（约于

944-946成书，二十卷）。此时距上一部总集《经国

集》（二十卷）的问世，已经整整过去一个多世纪。

尽管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敕选，但它的出现无疑暗

示了宫廷诗坛意欲重振旗鼓的决心，也给当时的

贵族文人们带来一缕曙光。时隔已久的总集编撰

成为了汉诗中兴的标杆，故大江匡房将之视为了

复兴期。

继“承平天历”之后，匡房提到的是王朝汉诗

最后一片灿烂的余晖——「再昌於長保寛弘」。长

保和宽弘均为一条天皇的年号，短短12年间出现

了《扶桑集》（纪齐名撰，10世纪末成书）和《本朝丽

藻》（高阶积善撰，约 1009年成书）两部总集。这

也是平安朝史上最后一个宫廷文学绽放异彩的年

代。一条天皇、执掌朝政的藤原道长乃至朝野上

下都雅好诗文，这种风尚还影响了后宫的嫔妃们，

出自宫廷女官之手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多

处取材自中国文学。

以上，通过史料文献所载，对照《诗境记》所提

出的四期说整理后发现，大江匡房是在综合了平

安朝各时期汉诗创作特点和消长的基础上提出

的。身为院政时期的汉学硕儒，他所神往的是君

唱臣和、诗歌繁荣的盛世，是那些文人能以文才经

国立身、文章道出身者备受器重的朝代，而一条天

皇执政的长保宽弘期，正是日本文学史上最后一

个诗道昌盛期，匡房对本朝汉诗的言论也终结于

此。因此，《诗境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江匡房

对王朝诗坛昔日盛况的一种缅怀，同时也印证了

平安朝汉诗与唐诗最大的本质不同：其自始至终

都没有走出宫廷文学的高墙壁垒。

3 何为“憧憬承和”

在江户时代，随着儒学的勃兴，平安朝汉诗重

新受到关注。然而在断代问题上，后世的汉学家们

则持有与大江匡房《诗境记》不同的见解。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江户后期的学者诗人市河宽斋（1749-

1820），他在《日本诗纪》[6]中提出了“新四期说”。

我詩亦有自然疆界、故起滋賀朝至延暦、為甲

集。大同至天長、為乙集。承和至寛弘、為丙集。

長和至平治、為丁集。

市河宽斋参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

唐诗分期，把上代到平安末期的汉诗（420 家诗

3204首、句527条）也分为了四个时期。唐诗四期

说肇始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到明代高棅《唐诗

品汇》方乃成形，时期上要大大晚于大江匡房。那

么，为何市河宽斋没有依照自己本国的学说呢？

其中有个原因上文已经谈到，平安朝汉诗在中世

大量失传，逮至江户时代已所剩无几。以大江维

时《日观集》为例，序中提到“十人入选，廿卷成

功”，但这十位诗人现存作品的数量如下：

小野篁 诗 10 首（《经国集》2、《扶桑集》4、

《掷金抄》1等）、句15

惟良春道 诗13首（《经国集》8、《扶桑集》4、

《弘法大師行化记》1）、句6

菅原是善 诗1首（《类聚古题》1）、句１（《梅

城録》1）

大江音人 诗1首（《江谈抄》1）

橘广相 诗2首（《香药字抄》1、《小野僧正祈

雨之间贺雨赠答诗》1）、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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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良香 诗7首（《扶桑集》6、《掷金抄》1）、句9

菅原道真 诗519首（《菅家文草》《菅家后集》）

三善清行 诗 6 首（《扶桑集》3、《水石亭诗

卷》1、《类聚古题》2）、句12

纪长谷雄 诗 27首（《朝野群载》6、《类聚句

题抄》8、《扶桑集》4等）、句24

大江千古 诗3首（《水石亭诗卷》2、《类聚古

题》1）、句3

除了“学问之神”菅原道真这个特例外，其余

九人都寥寥可数。由此可见，市河宽斋所能目睹

到的作品数量与出身平安朝书香世家的大江匡房

有着天壤之别。所接触对象不同，自然也就产生

不同的观感与结论。在时代划分上，大江匡房主

张“我朝起于弘仁承和”，认为弘仁到承和自成一

体；而市河宽斋则把“天长”归为乙集，“承和”之后

纳入丙集，在二者之间划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天长十年（833）淳和退位后，仁明即位，翌年改年

号为“承和”，两个朝代前后接踵。大曾根章介

（1963）在梳理平安朝汉诗史时，关注到市河宽斋

的分期法，并结合白居易诗歌于承和年间传入日

本、《日观集》《扶桑集》《和汉朗咏集》《本朝文粹》

等未收录平安初期汉诗、文章院东西曹的设立等

现象，推论承和期汉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

后，后藤昭雄（1982）又归纳整理了这一时期文学

体裁、和歌史、汉文学史、宫廷礼仪、文物传承等所

呈现的新貌，再佐以从史料文书到文学作品往往

景仰“承和”为“圣代”之动向，提出了“憧憬承和”

之说，阐述古代日本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摆脱唐

风，进入本国王朝文化的创始期。后藤先生的这

个观点在日本学界基本形成定论，“承和”被定位

为日本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面标志“国

风文化”萌芽的鲜明旗帜，象征着平安朝从此与唐

风分道扬镳，和风日盛。

的确，承和五年（838）起，白居易作品传入日

本后，尚俗务尽的“元白体”诗歌备受朝野上下青

睐。通过不断地学习、消化、模仿白诗，平安文人

在宫廷的宴饮游乐之外的世界逐渐开辟出了创作

的新天地，他们学会在交友、酬唱、切磋中去寄托

情怀，学会具体、细致、真实地去描绘日常的生活

与情趣，对近体诗的创作技巧掌握得也越为娴

熟。毋庸置疑，这是古代日本文学史上一次华丽

耀眼的转身。汉诗东渐数百年后，平安朝文人终

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志述怀，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菅原道真谪居九州后所作的《菅家后集》。然

而，当我们从中唐诗歌的角度出发去反观这段演

变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承和之后以“白诗”

为典范的平安朝汉诗，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

是在更进一步的唐风化，而并非走向了本土化、国

风化。例如，《扶桑集》[7]所收小野篁（802-852）与

惟良春道（生没年不详）的应酬诗，据小岛宪之

（1973）考证咏于 849 年，是现存较早的模仿“白

诗”之作，其诗题如下：

小野篁『近以拙詩寄王十二、適見惟十四和之

之什、因以解答』

惟良春道『與野十一唱和往復之後、餘思未洩、

更勒二章以代憶』

诗友间以“惟十四”“王十二”“野十一”等排行

相称，采用如此冗长的诗题，无一不是来自《白氏

文集》。其次，还需注意的是白居易的作品之所以

在其生年就传入日本，是建立在中唐诗歌流行风

向的基础上。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编集

《白氏长庆集》[8]并做序，其中提到“然而二十年间，

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

童、马走之口无不道（中略）。自篇章已来，未有如

是流传之广者”。元稹所谓的二十年间，应是始于

贞和十九年（803）二人及第书判拔萃科、初入仕途

意气风发之季，这同时也是新乐府运动的起点。

一年后的贞元二十年（804），遣唐使节团抵达长

安，成员中有菅原清公、空海等人。开成三年（838）

遣唐使再次来访，也就在同一年，太宰府少贰藤原

岳守检阅唐商货物时发现了《元白诗草》，上呈朝

廷后，仁明天皇大喜，赐其五位上。该记载见于

《文德实录》仁寿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条[9]。翌年，归

国的遣唐使行李中也装载了白居易诗文。正是这

两次遣唐使到访中国期间，白居易声名鹊起。我

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承和遣唐使担负的使命中原

本就包含了引进《白氏文集》，而藤原岳守的偶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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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也就是说，平安朝廷在获

得《元白诗草》之前，早已传闻白居易大名，如饥似

渴般地期盼“白诗”这股最新潮的唐风尽快东渐。

也正因为如此，大江匡房在《诗境记》中，并没

有把“白诗”传入日本的承和时期与平安初期彻底

划分开来，而是以一个同朝文人的眼光，认为「本

朝起于弘仁承和」。从推行“唐风一边倒”政策的

嵯峨天皇，到秉承弘仁衣钵、历尽千辛万苦实现最

后一次遣唐大业的其子仁明天皇，平安汉诗的发

展始终与唐文学的主潮亦步亦趋。换而言之，从

弘仁到承和，日本朝廷一路推进唐风，从未停滞间

断过。这一点从《续日本后纪》嘉祥三年三月二十

五日条[10]的仁明天皇崩传中亦能窥得一斑，文中

悼念道「帝睿哲聰明，苞綜衆藝，最耽經史，講誦不

倦，能練漢音，辨其清濁（下略）」。平安朝史上，喜

好汉文、熟读经史的天子大有其人，但若说通晓汉

音清浊、能用汉音讲诵经史的，史书记载只有这位

天皇。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何这么一位

崇尚唐风、热爱汉文的天皇执政期间，会出现后世

所认为的唐风转向和风（国风）的现象呢？所谓的

“憧憬承和”是怎样产生的？以下将从外因与内因

两方面加以剖析。

4 “憧憬承和”之缘起

首先外因方面，承和元年（834）元月十九日，

登基不久的仁明天皇就着手筹划遣唐使的派遣。

历经两年筹备，遣唐使船于承和三年（836）五月十

四日启程出发，不幸接连两次遭遇风暴被迫返还，

直到承和五年（838）第三次渡海方才成功，这也是

最后一次实际成行的遣唐使。因此，承和年间是

日本古代朝廷与中国保持官方往来、遣唐使（僧）、

留学生（僧）们能够以国宾身份到访的最后时期。

从接受唐天子的正式召见、参列新年朝贺、到带回

“大唐敕书”和回礼赐赉，乃至享受唐朝廷特许的

贸易等种种殊荣，都是后来的民间商贸与入宋僧

无法企及的。

平安朝共派出延历和承和两次遣唐使，史料

中有关他们带回文物典籍的相关记载很少，尤其

后者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缘故，被赋予

了浓郁的佛教色彩。因此，日本史学界一般认为，

平安朝遣唐使的贡献在于引进最新的佛教和音

乐、书法等艺术。然而据笔者考证，延历遣唐使肩

负了调查唐朝廷政治文化动向、学习引进最新宫

廷礼仪的重任，嵯峨朝将重阳诗宴与花宴定位为重

要的宫廷仪式，无一不是仿效了当时的德宗朝[11]。

古濑奈津子（2015）认为延历与承和的遣唐使不同

在于，前者的一行成员中包含了文章生身份的人，

例如文章生出身的菅原清公担任遣唐使判官、朝

野鹿取担任准录事、橘逸势被选为留学生等。事

实上，承和遣唐使也包含了同样的人员构成，引发

著名的争船事件的副使小野篁，就是出身文章道

的著名诗人。他虽因佯借生病不愿登船而被流

放，最终未能成行，但这样的人员安排充分体现了

仁明朝廷对唐文学的关注。不仅如此，据《续日本

后纪》承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条记载，归国后两名

判官——长岑高名与菅原善主（菅原清公之子）受

封。此二人分别于弘仁五年（814）和天长二年

（825）文章生及第。由此可见，平安朝两次遣唐使

的任务性质极为接近，都旨在考察学习宫廷礼仪、

文学、宗教、音乐等唐朝最新的文化模式。“承和”

作为日本古代史上最后一个能够获得唐朝第一手

信息与文物、接触到当时最先进文明的光辉年代，

深深地烙印在了平安朝人的记忆里，“憧憬承和”

史观产生的外部要因就在于此。

其次是内因，当笔者进一步观察“憧憬承和”

现象产生的背景后，发现其最早始于光孝天皇（在

位884-887）执政期间。光孝是平安朝史上以最高

龄（55岁）继位的天皇，登基后把29个儿女统统降

为臣籍，赐姓“源氏”。整个事件背后的操盘手是

摄政大臣藤原基经。由于阳成天皇心智失常杀死

了亲信，被迫退位，在物色新天皇人选时，藤原基经

采取了权宜之计，让年老的光孝暂时顶替过渡。光

孝与阳成的祖父文德天皇同辈，虽都是仁明天皇的

皇子，但他早已丧失问鼎皇位的可能性，因机缘巧

合才登上宝座。正因为如此，光孝短短三年在位期

间，其宫中诸般事宜皆推行承和时的做法，小至宫

中园林的布局，都一一依照了仁明朝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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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皇遷自東宮、御内裏仁寿殿。（中略）帝未遷

御之前、遣右大弁橘朝臣広相、諸陵助正六位

上林朝臣忠範、率所司行掃除之事、栽樹種竹、

布沙控水、効承和天子旧風。[12]

（《三代实录》元庆八年〈884〉二月二十八日条）

2. 承和之代、清涼殿東二三歩、有一桜樹。樹老

代亦変、代変樹亦枯。先皇馭暦之初、事皆法

則承和。特詔知種樹者、移山木備庭実。移得

之後、十有余年、枝葉惟新，根如旧。我君每遇

春日，每及花時，惜紅艷以叡情，翫薰香以迴

恩盻。[13]
（《菅家文草》卷五・384）

以上两条记载，1为光孝移居宫中时，要求仿

效仁明朝的旧式改造大内庭院的布局；2是宽平七

年（895）春，菅原道真陪侍宇多天皇赏樱时所做的

诗序，提到了清凉殿前的樱花是光孝继位之初，依

从承和旧例重新移植栽种的。如此微小的细节，

从史书到宫廷诗会之作，都反复加以渲染颂扬，无

外乎是为了强调光孝与仁明的紧密联系，以彰显

其皇权的正统与合法。光孝临终之日，又破例恢

复儿子源定省的皇籍。因此，不论是暮年登基的

光孝，还是从源氏一跃上位的宇多，都面临同样的

命题：如何名正言顺地坐稳皇位，让众多皇子亲王

和子民臣服。光孝采取的办法就是凡事皆遵循

“承和例”，通过完美打造承和圣代观，印证自己与

其一脉相承，以树立自身的威信和尊严，这就是

“憧憬承和”史观形成的最大内因。

5 结 语

综上，本文以大江匡房的《诗境记》为切入点，

结合中唐文学的流行风向、承和遣唐使相关资料

和光孝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平安朝汉诗的流变

进行了一番简略的梳理和考察。《诗境记》所提出

的四个分期，是匡房透过博览中日历代诗歌的一

双慧眼得出的结论。因此，只有采用文史结合、中

日比较的手法，尽可能去还原一个平安朝汉诗具

体的演变过程，才能透彻地理解他的本意。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在平安朝汉文学的流变

问题上，更多关注承和期白居易诗歌东渐的现象，

把这一时期界定为平安朝汉文学的分水岭，认为

平易通俗的元白体彻底改变了汉诗的创作风格，

古代日本也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摆脱唐风，转向

和风（国风），进而引发了后世人们 去“憧憬承

和”。然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承和是日本古代

与中国保持官方关系、遣唐使和留学生们密切往

来的最后时期，通过他们带回的大量典籍文物，平

安朝迎来了一次大型的“唐风”洗礼。白居易文学

在席卷平安文坛之前，在中国国内早已风靡天下。

因此，承和之后以“白诗”为典范的平安朝汉诗，是

走向更深一步的唐风化的表现。平安朝人之所以

“憧憬承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最后一

个与唐风直接接壤的光辉岁月，蕴含了对一个美

好时代终结的无限怀念。

与此同时，“憧憬承和”现象产生的背后还隐

藏着平安朝复杂的历史背景，光孝、宇多父子意外

地继承皇位，导致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塑造“承和

圣代观”去证明自身的正统性，以维护皇权的威

望。尤其是宇多天皇，极力推崇汉文学，重用文臣

菅原道真，宽平六年（894）又欲重启遣唐使大业，

很大因素是为了效仿仁明朝。

综上所述，在研究平安朝汉诗流变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先摘下先入观这副有色的眼镜，耐心细

致地去探访中日两国的史料文献，不断比照探究，

方能够揭开文学史的真实面容。如何通过中日文

学交流史去重新诠释平安朝汉文学，本文仅仅是

个起点。承和期的汉文学与其前后相比较，除了

“白诗化”之外，与中唐文学又有哪些共通点和不

同点？平安朝汉文学的转折点不在承和期，那么

究竟在哪里？平安朝文学又是何时开始从“唐风”

走向“和风”？有关这些问题，今后笔者将从作品

文本分析的角度进一步加以探讨。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代

小说与日本古代物语文学比较研究》（17YJA752009）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主持人：李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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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文 学 领 域（近现代部分）
日 文

歴史小説

評論

イデー（イデア）

心理描写

ロマンチシズム（ロマン主義）

合理主義

悪魔主義

マゾヒズム

サディズム

芸術至上主義

虚構

デカダン

ユートピア

高踏派

モチーフ

通俗小説

教養小説

寓意小説

抒情詩

叙事詩

イメージ

模写

感傷主義

中 文
历史小说

评论

观念、理念

心理描写

浪漫主义

合理主义、唯理论、理性主义

恶魔主义

受虐狂、受虐淫

性虐待狂、残暴色情狂、施虐狂

艺术至上主义

虚构、艺术虚构

颓废主义、颓废派

乌托邦

高蹈派、巴那斯派

中心思想、主题

通俗小说

成长小说、教育小说

寓言、寓言小说

抒情诗

叙事诗

形象、印象、心象、意象、表象

模写

感伤主义

英 文
historical novel

criticism

idea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romanticism

rationalism

satanism

masochism

sadism

art for art’s sake

fabrication, fiction

decadence

utopia

Parnassian

motif

popular novel

bildungsroman

allegory

lyric

epic

image

copy

sentimentalism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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