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天狗（下文若无特殊说明，“天狗”均指日

本天狗）虽与中国天狗同名，却是以鸟的形态出

现。可以说，日本天狗与中国天狗是同名异体。

除了外在形态不同外，日本天狗具有的性格特征

也与中国天狗的不同。

日本天狗在性格方面具有“粗野”“叛逆”的特

征，表现为反抗佛法与王权（森正人，1996；霍君，

2017a）。此外，正如日本的卷轴画《七天狗绘》所

描述的一般，天狗也是心中未有真正求道之心僧

人的象征，这些僧人去世后不能往生极乐，而是堕

入非“六道轮回”的“天狗道”中。《七天狗绘》所描

绘的天狗形象代表了日本当时对天狗的普遍认识

（若林晴子，1995；霍君，2017b）。

拥有如此性格的天狗也常常用来形容某一人

物的性格或形象，《平家物语》中的僧人文觉便是

典型的一位。文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之人物，活

跃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因复兴

京都神护寺而闻名。在《平家物语》中，文觉也

是重要角色。作品对他的描述比较集中，且他的

出场均在故事的关键之处。第一次出现，文觉是

使源赖朝下定决心起兵消灭平氏一族的关键性

人物，而他再出场时则将援手伸向平氏一门，此

时源氏已经掌握大权，文觉拼死“威胁”源赖朝，

保住了平氏唯一幸存男子——平清盛的重孙

“六代”。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的评价，从古至今都没有

与天狗脱离开关系。历史文献中对文觉的评价将

在后文详述。在此梳理当今学界对文觉研究中的

问题点。首先，松尾苇江（1986）与内山和彦

（1999）关注到《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的版本

之一）对文觉的描写。松尾苇江指出文觉在性格

方面与天狗有相似之处，进而推论出这是日本中

世民众对文觉的一种认识。在此基础上，内山和

彦指出《源平盛衰记》塑造了文觉新的形象，所谓

“新”就是文觉与天狗的结合，并且这也体现了文

觉身上的“两面性”，即他是观音菩萨与天狗的“结

合体”。其次，相对于单一版本，阿部泰郎（2013）

综合《平家物语》各版本中的描述，从文觉惯常高

声呐喊这一特征入手，指出了文觉与天狗在“粗

野”与“叛逆”性格方面的相似性。

“善天狗”的出现与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构建
——以《平家物语》对文觉的塑造为例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霍 君

[摘 要] 僧人文觉，历史上真实存在之人物，在《平家物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他的评价常

与日本天狗牵涉在一起。历来的研究着重强调文觉粗野的性格与天狗之间的关联。本文从“善天狗”

这一角度切入，不仅将文觉粗野的性格包含入内，还将《平家物语》中文觉既守护佛法又反抗王权的

“两面性”特征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并从“善天狗”出现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文觉“两面性”形象的意

义，深化作品对文觉形象塑造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中世时期慈惠大师去世后“转生”为天狗

的传说，揭示出日本中世时期民众的集体意识中存在的“魔佛一如”的认识。

[关键词] 天狗 平家物语 文觉 魔佛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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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部泰郎的研究可以看出，《平家物语》中

文觉形象与天狗的结合并不限于《源平盛衰记》这

一个版本。由此看来，内山和彦认为《源平盛衰

记》塑造了“新”的文觉形象，这一见解还有待商

榷。另外，关于《源平盛衰记》中文觉身上体现出

的“两面性”，内山和彦只是指出该特征的存在，并

未进一步分析这一特征产生的背景，以及如何理

解这一“两面性”在文觉身上的“融合”。

就这些问题，本文从天狗在日本中世时期展

现出的“善”的一面入手，解读《平家物语》中文觉

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形象塑造的意义，并探讨其

背后蕴含的日本中世时期民众的集体意识。本文

引文出自延庆本《平家物语》（以下称“延庆本”），

同时参考《源平盛衰记》中的内容。

1 “善天狗”的特征及其产生背景

上节已说到天狗具有反抗佛法和王权的特

征，而佛教界与统治者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其有效

的手段之一便是调伏天狗。可以说，天狗与正统

相背，象征着“恶”的一面。与此同时，在日本中世

时期，天狗又展示出“善”的一面。

1.1 “善天狗”的“两面性”

天狗之“善”的发现，对天狗形象的演变至关

重要。这一形象，在《七天狗绘》等多处文献中都

可见到，日本中世时期的僧人无住所撰的《沙石

集》将该形象概括为“善天狗”。本文借用“善天

狗”这一称呼，指代天狗展现出的“善”的一面的特

征。另外，《沙石集》还对“善、恶天狗”有详细阐

述。具体内容如下：

（1） 根据僧人在现世的心之所向、修行之德以

及所得智慧，天狗有种种不同。大致可分为两

类，为善天狗与恶天狗。恶天狗心中一向只怀

有骄慢与偏执，对佛法没有信仰。因此妨碍诸

善行。不知其出离之期。善天狗有志于佛道的

修行，虽拥有智慧与修行之德，却又不失偏执之

心，被有相之智行所妨碍，因此进入了此道，然

而又勤于修行佛道，不妨碍他人的修行，并且还

制止恶天狗的侵扰，守护佛法。[1]

上一节已提及，心中未怀有真正求道之心的

僧人被称为“天狗”。《沙石集》根据僧人的修为，将

他们分为了“善、恶天狗”。“恶天狗”，心怀偏执与

骄慢，对佛法没有信仰之心，侵扰他人的佛法修

行。对“恶天狗”的这一描述继承了日本院政时期

以来对天狗的认识，即天狗站在佛法的对立面，侵

扰他人的修行，是被调伏的对象，因此“恶天狗”没

有出离之日。

与“恶天狗”相对的是“善天狗”。“善天狗”的

“有相之智行”是指心怀骄慢与偏执的修行。虽然

它心中同样怀有偏执与骄慢，但是对佛法存有信

仰之心，非但不侵扰他人的修行，而且还制止“恶

天狗”的恶行，守护佛法。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了

解到，《沙石集》中的“善天狗”具有以下的特征：

<1> 心怀骄慢与偏执

<2> 对佛法有信仰之心，并勤修佛法

<3> 制衡“恶天狗”的恶行，并守护佛法

判别“善、恶天狗”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具有

对佛法的信仰之心，若心怀佛法信仰之心便成为

了“善天狗”。天狗原本是“反佛法”的象征，而“守

护佛法”的天狗的出现，似乎又要打破这一“规

则”。要理解这一“悖论”还需从产生它的文化背

景中探寻。

1.2 日本中世时期“魔佛一如”的认识

从“善天狗”的特征来看，它的出现是与当时

对天狗“骄慢我执”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有关。“骄

慢我执”原本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但在日本中世

时期得到“认可”，这与日本中世时期佛教界的状

况有关。当时，代表各宗派的大寺院被称为“权

门”，与公家、武家成为统治国家的一股势力，构成

了“权门体制”（黑田俊雄，1994）。处于“权门体

制”内的寺院以及所谓的“得道高僧”为了获取更

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声誉往往做出悖于出家人本怀

的事情。“善天狗”的“骄慢我执”是在这种状况下

被“认可”的。

而这一状况的出现又与当时盛行的“魔佛一

如”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魔佛一如”是对现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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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烦恼便是烦恼为好，草木本为草木为好，没

有修行与成佛的必要，现世原本的样子便是成佛

的世界，便是开悟的世界（中村元，1985；末木文美

士，2009）。《七天狗绘》中的天狗之所以能从“天狗

道”中出离，是因为对“天狗”这一词语进行了全新

的诠释，对“骄慢我执”也进行了重新定义，从“反

佛法”的天狗身上看到了佛性（若林晴子，2002;霍

君，2017b）。正所谓“虽说魔界种种，但不出十界，

十界具足方名圆佛，魔界岂非佛界一德？”[2]

对于“魔佛一如”的认识，田村芳朗（1973）列

举了《汉光类聚》中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汉光类

聚》为日本平安后期天台宗僧人忠寻所撰，卷一

有这样一段问答：有弟子问道“恶的本性若是止

观，那便是造恶无碍的恶见，如何？”对此，师父回

答道“到了后化导之时，迷妄之心也是止观”。所

谓“后化导”是与“初化导”相对，“化导”意为“教化

世人，引导进入开悟的境界”。“初化导”则意为“初

心下根的化导”。由此可知，“后化导”是指进入到

了领悟佛法真谛的境界。在“后化导”之前的“恶”

不是止观，是迷妄之心。进入到“后化导”后的

“恶”才是止观。牧野和夫（2005a）也举出了《汉光

类聚》中的内容，卷二中有一僧人问道“止观行者

可无所畏惧任意作为杀生偷盗等恶业吗？”对此提

问的回答为“任运无作而行恶业，更应不相违。观

音现渔夫身而杀鱼虫，如是也”。按照牧野和夫与

田村芳朗（1973）的解释，“任运无作”与“无执自

然”一样，是开悟后的一种境界。在此境界下的

“行恶”是被肯定的。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对“行恶”的认可是建

立在所谓的“开悟”之后。然而，如何判定僧人是否

达到“开悟”的程度，则可谓“见仁见智”，而且判定

的权力掌握在“权门体制”内的寺院手中。所以田

村芳朗（1973）指出这种认识存在极大的危险性。

本节分析了“善天狗”具有的特征：它一方面

心怀骄慢与偏执，这与佛法本怀相违背；而另一方

面却又有信仰之心。这一“两面性”的出现是与当

时盛行的“魔佛一如”认识关系密切。而这一认识

又是随着处于“权门体制”内的各大宗派为应对当

时佛教界的状况而产生。

2 《平家物语》中文觉形象的“两面性”

本节将从《平家物语》中文觉具有的“两面性”

入手，探讨其形象的塑造。为明确作品中文觉形

象的特征，将参照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展开

论述。

2.1 历史文献对文觉的评价

记载文觉事迹的文献较多，如平安末期的上

层贵族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僧人慈圆所著《愚

管抄》及史书《吾妻镜》等，其中《玉叶》与《愚管抄》

涉及到对文觉的评价。此外，还有被认为是文觉

亲自起草的文书《文觉上人四十五条起请文》（『文

覚上人四十五箇条起請文』，或称『神護寺旧記』。

以下称《起请文》）也是经常被引用的文献，从该文

书可以了解到文觉行动的思想来源。本小节主要

围绕《玉叶》《愚管抄》与《起请文》展开分析，以明

确《平家物语》之外对文觉的评价。

九条兼实在《玉叶》的引文中记述了以下事情。

（2） 听闻高雄山山僧文觉来到后白河法皇御

所，在法皇面前索要千石之庄园，因没有得到允

许，而口吐种种恶言，多为对朝廷不敬之词。之

后又听说警备武士受法皇之命将其抓捕，双方

起了冲突，最后将他交予了检非违使。此乃天

魔所为也。[3]

引文（2）记录的是文觉擅闯后白河法皇御所

的情景。他为复兴神护寺而前往御所，欲得法皇

支持，然而遭到拒绝，于是便在法皇御所“胡作非

为”起来，最终却被押入大牢。《玉叶》一书中对这

起事件的发生归为“天魔所为”。在日本中世时

期，“天魔”与“天狗”常常互换互通（阿部泰郎，

1999），此处也可认为是“天狗所为”。字面虽为文

觉受天狗操控之意，但实际上是将文觉视为了天

狗。文觉口吐对朝廷不敬之词，对于重视传统等

级秩序的上层贵族而言，文觉粗野的行为是对王

权的挑衅，故而九条兼实在《玉叶》中将文觉视为

天狗。此处，主要体现了天狗与文觉在粗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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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相似性。

关于文觉与天狗的结合，僧人慈圆在《愚管

抄》中记述了文觉祭祀天狗的传闻。

（3） 文觉虽有道行，却无学问。人们说他骂人

凶狠又常爆粗口，也有人说他祭祀天狗。然而，

或许是心怀诚心之故，在他掌管播磨国寺院的

七年中，东寺香火如此旺盛。[4]

《愚管抄》中也看到了与《玉叶》同样的情形，

即文觉“骂人爆粗口”。此外，还有传闻说他祭祀

天狗。所谓“僧人祭祀天狗”一般是将祭祀天狗的

僧人视为异端，被当时的正统宗派所揶揄（森正

人，1986）。当如何理解《愚管抄》中文觉祭祀天狗

的含义，这还有必要回溯到原文的文脉之中。该

引文出自《愚管抄》第六卷“后鸟羽天皇”的部分。

后白河法皇去世后，后鸟羽天皇为法皇祈祷冥福，

特命文觉与俊乘二位僧人分别重建东寺与东大

寺，为此将原属于法皇所有的播磨国与备前国分

别赐予了二人，资以财力兴隆两寺。由此可知，

《愚管抄》并没有将文觉视为异端，反而是重建东

寺的有功之僧。从引文的叙述可以了解到慈圆对

文觉有两点评价。第一点，文觉是“有道行却无学

问”之僧。值得注意的是，“骂人凶狠又爆粗口”与

“祭祀天狗”是位于评价文觉为“有道行却无学问”

之后。这两方面可以认为是文觉“无学问”的具体

体现。结合文觉生平来考虑，“有道行”也暗示出

文觉作为“修验者”的经历。第二点，文觉“心怀诚

心”。结合引文最后“掌管播磨国寺院的七年中，

东寺香火如此旺盛”一句可知，“诚心”具体指他兴

隆佛法之心。从此评价可知，“祭祀天狗”反映的

是文觉作为“修验者”的一面，用于形容他“无学

问”。另外，相对于对文觉评价的第一点，第二点

更值得关注。文觉接受天皇的命令，掌管播磨国

寺院，重振东寺佛法，为后白河法皇祈福。由此看

来，《愚管抄》并不认为文觉威胁到王权，反而是在

守护王权。这一事例反映出了文觉的行动是基于

“佛法王法相依”的认识。“佛法王法相依”是日本

平安末期出现的一种认识，它强调佛法与王权（王

法）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文觉的《起请文》中也能了解到他的行为基

于“佛法王法相依”这一认识。《起请文》开篇便写

道：“在此文觉深切思虑，佛法依王法而弘，王法依

佛法而保。寺院从古至今，离王法之力外，佛法无

有弘扬之义。尤其本寺，本为镇护国家之道场，故

所有之堂舍佛像为先帝之心愿，所有之封户庄园，

为国主之捐献。因此，今更不能以一己之力兴隆，

当以事由奏达吾君。”[5]提到神护寺自建寺之日起

就是“镇护国家之道场”，由此可看出神护寺的盛

衰是与王权的兴亡休戚与共的。

通过以上分析，历史当中的文觉具有以下两

点特征。第一，“粗野”是文觉留给人们共同的一

个印象，体现为他“骂人凶狠又爆粗口”。对于九

条兼实这样一位上层贵族而言，文觉粗野的行为

是对朝廷（王权）的一种不敬。第二，在僧人慈圆

眼中文觉比九条兼实更怀有兴隆佛法的诚心，为

后白河法皇祈福，守护王权。这也反映出文觉的

行为规范于“佛法王法相依”认识之内。

2.2 《平家物语》中文觉的“执着”与“守护佛法”

以上分析了历史文献对文觉的记载。以下两

小节分析《平家物语》中文觉的形象。

文觉一生都为神护寺而奔波。这种“执着”的

性格特征在《平家物语》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

讲述他出家因缘部分中，文觉误杀了自己心仪的

少妇，在为她诵经冥福三年后，受戒于高野山，并

经过残酷的深山苦修，获得了法力。对于得道后

的文觉，作品形容道：“直到文觉通晓佛法拥有法

力之后，他还念念不忘过去那位少妇，常常泪打衣

衫。心里想着‘这或可安慰吾心’，于是将那少妇模

样作于画上，与本尊一起挂于脖颈，寸不离身。”[6]

从“泪打衣衫”“这或可以安慰吾心”两处来看，文

觉对少妇的“执恋”与出家人应当了却世间一切俗

念的标准不相符。然而，作品在叙述了文觉对少

妇的“执恋”后，紧接着称赞他为“笃志于四方修

行，专心于利益众生，真是前代少见后世难得的

‘木圣’”。这一描述又表明文觉对佛法怀有信仰

之心。《平家物语》塑造了文觉怀有执着之心的同

时又勤修佛法，对佛法怀有信仰之心的形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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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还体现在文觉被流放到伊豆后，作品中对

他修行佛法有以下描述。

（4）（到达伊豆后）文觉去了那古耶这个地方，

请众人造了一宇草堂，里面安置了一尊毗沙门

天像，诅咒平氏一族。他发誓“只要我没有得到

赦免，便不会轻易出离此地”，自此便潜心修

炼。精进修行之功，大悲誓愿深切。白日整日

诵读千手观音经，夜晚整晚勤修密法。

人们见此心生怜悯，时常有送衣服等物品

来，但文觉鲜有收取之时。……，正因如此，伊

豆地方官以及当地民众，皆俯首于佛法之信仰，

随喜之踵相接而至，生皈依之心，送财施之积

蓄。然而，文觉并未迎合众人，去普度苦海之

身，仅仅收取了维系存命维持温饱之物外，其它

不留都还了回去。诚若文觉依此修行功力是为

了谢德报恩，恶业烦恼应当除尽，无始罪障也应

该断绝，若是为了现世安稳，则应远退三灾七

难，心中永得寿福。文觉修行作法时真是一副

祈祷与佛意相应、我身成就所愿的尊贵仪态。

因如此潜心修行，当地官吏等决定捐助约三十

公顷的免赋税田于草堂。此田至今尚存，真是

令人欣慰。 （“延庆本”上篇，1999：484）

以上引文所示的两个段落，第一段落是讲文

觉到达伊豆后，结了草庵，放置了毗沙门天像，他

潜心修炼的目的是为了诅咒平家。值得注意的是

“精进修行之功，大悲誓愿深切”的含义，该句中

“大悲誓愿”是指文觉重振神护寺的佛法。这与他

发配伊豆，离开京都之时高声所发誓愿相一致，

“无论如何都要将天下之主奉为施主，实现自己的

本愿”（“延庆本”上篇，1999：488）。他在草庵潜心

修法，诅咒得势的平氏一族，也是为实现自己振兴

神护寺的“誓愿”。

第二段落是描述伊豆当地人看到文觉如此修

行后的反应。人们心生怜惜，时常送来衣物等补

给之物，而文觉很少收受。人们心生皈依佛法之

心，可文觉并没有度化他们之意。对此，如划线部

分所示，作品用一种假设的语气评价文觉的这一

行为，文觉的修行若是“为了谢德报恩、为了现世

安稳”，则会“恶业烦恼应当除尽，无始罪障也应该

断绝；远退三灾七难，心中永得寿福”。换言之，文

觉的修行并不是如此。作品对文觉这样的修行产

生了怀疑。不过，他的潜心修行所产生的效果，又

使得众人得以皈依，使得佛法能够弘扬。这也反

映出作品对文觉复杂的心态。

从以上两处描述可以看出，文觉的出家就带

有一种对少妇的“执恋”，作品之后对此少有提及，

不过是将文觉的“执着”转移到了重振神护寺的佛

法上。在他心怀执着的同时又潜心修行，他的行

为又在守护佛法。值得注意的是，文觉所谓的“守

护佛法”是指他重振神护寺这一寺院的佛法，是为

了神护寺的利益。关于这点，后文将结合转生为

天狗的慈惠大师的故事，做进一步分析。

2.3 《平家物语》中文觉的“反抗王权”与“守护佛法”

《平家物语》对文觉“反抗王权”的描述，自然

会想到他大闹法皇御所那一幕。作品对此有如下

描述：

（5） 文觉在奔走四方劝请施主期间，来到了后

白河法皇的御所法住寺，并奏请法皇能给予布

施。恰巧御所正值宴会，因禀奏之人未上前奏

报，也没有传话之人。文觉也没有考虑到法皇

是否方便，只想到“肯定来了非常多的人”。他

是个天性粗野，且又狂放之人，一看到法皇后，

便提高嗓门高声喊道：“大慈大悲的君主在上，

请布施高雄神护寺！”宴乐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延庆本”上篇，1999：471）

因没有奏报法皇，文觉当场发怒，也不顾及法

皇当时的情况是否合适，径直闯入殿内。作品将

文觉描述为“天性粗野、狂放”之人。对于重视传

统秩序的皇族与贵族来说，文觉的这种行为无疑

是对他们的亵渎。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当时文觉

“提高嗓门”叫嚷与“宴乐一下子就被打乱了”的对

比描述上。正如阿部泰郎（2013）指出的一般，文

觉的高声诵读文书与当时宴会的丝竹之乐之间的

反差，反映出文觉“反抗王权”的形象特征。

在引文（5）呈现出的文觉“反抗王权”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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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以下描述体现出了作品中的文觉将佛法

置于王权之上的形象特征。

（6） 此时，因上西门院离世，朝廷大赦天下，文

觉立刻就被放了出来。本应有几日的禁闭思

过，但文觉并无悔改之心，一如既往地奔走劝请

布施。不仅如此，他一路上还口吐种种恶言，如

说道“如今世道混乱，君臣皆将灭亡”等，净是些

骇人之言。此外，他还作了“无常赞”，说“三界

皆火宅，王宫其难不可逃。虽夸十善之王位，一

旦踏上黄泉路，牛头马面杖前压。”文觉左边怒

视完法皇的御所，又到右边怒视。法皇一听，

“岂有此理！”命令道“抓起来流放远处！”于是文

觉被发配到了伊豆。 （“延庆本”上篇，1999：476）

（7） 虽然文觉被关进了西狱大牢，但仍然恶语

不止，还合掌捻动佛珠，说道“日月不落地上，怎

可舍弃三宝？神护寺的镇守护法，请显现利益

众生之相”。见此情景，狱中之人皆竖起了汗

毛。或许由此原因，上西门女院没有得什么大

病，安详如熟睡般离世了。[7]

引文（6）中，文觉大闹法住寺被抓之后，因上

西门女院去世，朝廷大赦天下，他也被释放出来。

然而，文觉却没有悔过之心，依旧四处口吐恶言攻

击朝廷，并且还作“无常赞”咒骂后白河法皇。他

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对王权的挑衅。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文觉“一如既往地奔走劝请布施”，可以说

文觉一心专注于振兴神护寺佛法一事上。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了文觉挑衅王权的原因是为了重振神

护寺的佛法。为了达成这一誓愿，文觉要与阻挠

他的人做抗争，即便是作为权力顶峰的法皇，文觉

也要“怒视”。这一方面表明了文觉对复兴神护寺

的“执着”，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文觉视佛法高于

王权。

“延庆本”说到文觉能够被释放是因为上西门

女院去世之故，《源平盛衰记》进而把女院的去世

归结为文觉的诅咒所致。如引文（7）所述，文觉被

释放之前，在大牢之中恶语不断，还向神护寺的护

法祈祷，请显现利益众生之相。或许是由于文觉

的祈祷，上西门女院去世了。需注意的是，文觉向

神护寺的护法所作的祈祷。首先，该祈祷是为表

现文觉“恶语不止”而出现的，其性质与诅咒他人

一致。其次，狱中之人听后“竖起了汗毛”，从此反

应也可看出文觉所下诅咒之毒。文觉借助神护寺

护法的威力致使上西门院去世，这与他复兴神护

寺的佛法有关。上西门院是皇族，代表着王权。

文觉的祈祷致使她去世，这也意味着文觉对王权

的反抗。这也是将振兴神护寺的佛法置于了王权

之上的体现。

文觉一生心系神护寺利益。作为作品的虚

构，文觉去世后变为怨魂向后鸟羽上皇复仇，这也

是因为神护寺的利益受到侵犯。文觉对当时在位

的后鸟羽天皇不满，并且预谋将其推翻，另立后鸟

羽之兄守贞亲王（后为后高仓院）为天皇。事败

后，文觉被流放到了佐渡。因镰仓幕府的人多次

请愿，文觉才被释放回到京都。返回后，文觉发现

原属于神护寺的两个庄园被没收，要求朝廷返还

时，朝廷称“今年先由受领之人管理，明年再归

还”。然而文觉却不肯，还蔑称后鸟羽上皇为“毬

杖小子”。文觉对朝廷如此不敬，最终招致他被发

配到了隐岐。流放后的文觉愤懑难平，不久就去

世了。在临终之际，文觉留下遗言：“将我的头颅

带回京都置于高雄，置于可以看到京都的高处，我

要一直看着京都灭亡。”[8]文觉心怀怨念离世。后

鸟羽上皇在“承久之乱”中的失败便是文觉的怨魂

所致。从对文觉怨魂的这一虚构描述，也反映出

作品中文觉将佛法置于王权之上形象特征。

以上分别从“执着”与“反抗王权”两个方面分

析了《平家物语》中文觉的形象特征。作品在对他

这两方面进行刻画时，都围绕着文觉“守护佛法”

这一点展开。与历史中的文觉不同，作品中的文

觉并没有贯彻“佛法王法相依”的宗旨，而是将佛

法凌驾于“王法”之上。这样的行为自然会想到

“反抗王权”的天狗形象，而将两者联系起来。

《平家物语》中文觉的“两面性”正与“善天狗”

相契合。作品中文觉的“执着”与“反抗王法”和天

狗的“偏执”与“叛逆”相对应，而“对佛法的信仰之

心”是与“善天狗”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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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善天狗”看《平家物语》中文觉形象的意义

在本文第一节已提到“善天狗”得以被承认，

是与当时佛教界所处状况分不开的。处于“权门

体制”内的寺院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起着“镇

护国家”的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权力、名

望与利益的追逐。这与讲求“四大皆空”的佛教教

义相背道而驰。在“贪嗔痴”的现世面前，佛教寺

院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性”，“炮制”出了诸如“魔

佛一如”这般的“理论”，确保自身的权威不受动

摇。而“魔佛一如”这样的认识也慢慢地渗透到民

间，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心理。

在分析“魔佛一如”认识出现的文化背景时，

《汉光类聚》提及到了僧人“可行恶”的先决条件。

这一先决条件便是要求僧人达到“开悟”的境界。

参照这样的认识，本节对《平家物语》中文觉形象

的意义做进一步探讨。

文觉在《平家物语》中表现出的“两面性”，即

对他“执着”与“反抗王权”的“认可”是建立在文觉

“开悟”的基础之上。作品有一处描写了文觉经过

严酷深山修行后回到京都，落脚在破败神护寺的

情景，其中便有一句写道：“文觉自从有了求道之

心后，性情大变，已不似常人。”（“延庆本”上篇，

1999：470）“有了求道之心”意味着文觉经过深山

修炼后进入了领悟佛法真谛的境界。“开悟”之后

的文觉“性情大变”，这就意味着作品对他“执着”

与“反抗王法”的认可，是达到“开悟”境界之人的

“可行恶”。

《平家物语》中的文觉直接促成源赖朝的起

兵，也最终使平氏血脉延续。与史实相比，作品夸

大了文觉所起的作用（山田昭全，2010），而这样创

作的意图或许正是看到了文觉身上展现出的天狗

的特征。天狗有一种对抗强权的特质。源赖朝决

意起兵是在平家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六代”得以

活命是在源氏复归高位之后。在源平势力彼此消

长之际，文觉均站在“弱势”一方，对抗“强权”。文

觉均在源平两氏面临存亡之际出现，并使局势得

以扭转，也使故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作品对文

觉如此设定，其背后总能看到“善天狗”的踪影。

从“善天狗”这一角度分析《平家物语》中文觉

的形象，可以准确把握人物“两面性”的特征，并从

“善天狗”出现的文化背景出发，揭示作品中文觉

形象所具有的意义。内山和彦指出的《源平盛衰

记》中文觉是观音菩萨与天狗的“结合体”，这样的

描述也是在“魔佛一如”认识下产生的。“观音菩

萨”是在暗示文觉与生俱来的佛性，从根本上为他

日后的行为做好铺垫，找到“理论依据”。同样是

关于文觉的出生，在日本中世末期讲述文觉的故

事中，他还被认为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像这样具有“两面性”的人物，不单是文觉一

人，还有直到今天，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慈惠大师。

4 去世后转生成天狗的慈惠大师

慈惠大师是僧人良源的谥号。良源为日本平

安中期天台宗僧人，第十八代“天台座主”，因在正

月初三去世，又被称为“元三大师”。比叡山天台

宗在僧人安然之后，其势力曾一度衰退，且又经历

过几场致命的山火，全山变得几近荒废。慈惠大

师上任后，励精图治，整备扩大寺院规模，复兴了

天台宗的佛学。由此功绩，他也成为继日本奈良

朝的僧人行基后，第二位被赐封为“大僧正”之人，

被尊为比叡山“中兴之祖”。

就是这样一位高僧，去世后却被认为转生成

了天狗。《七天狗绘》说他“为守护佛法而成为魔界

栋梁”[9]。《宝物集》也提到道行高深的慈惠大师，因

对比叡山延历寺存有留恋而转生成了“金色天

狗”。慈惠大师成为天狗的原因是他对比叡山心

存留恋，为守护此山才不得往生极乐。同文觉一

样，这体现了慈惠大师对维护宗派利益的“执

念”。《发心集》中的“多武峰增贺上人遁世往生”故

事便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

增贺上人原为慈惠大师的弟子，为了追求真正

的求道之心，隐遁于多武峰。一日，在慈惠大师进

宫叩谢赐封他为大僧正的途中，增贺上人上前胡乱

闯入行进的仪仗队伍中，唱道“为了名闻实在苦，唯

有乞讨乐逍遥”，并感叹道“悲哉，吾师将入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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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大师听闻后回答道“这亦是为利益众生”[10]。

《发心集》将慈惠大师与其弟子增贺对比着进

行叙述。故事中慈惠大师，与追求真正求道之心

的增贺上人相比，是为了追逐现世的名誉声望而

堕入“天狗道”。值得注意的是慈惠大师回应的内

容。当听到增贺说他会堕入恶道后，他回应道“这

亦是为利益众生”。回应中的“这”，具体指的是他

接受了朝廷的任命成为了大僧正。同时“这”也是

增贺所批判的阻碍僧人求道的“名誉声望”。然

而，回应中又说到“这”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对

于此回应的理解，三木纪人（1988）在校注该故事

时，结合《三国传记》中的描述，就指出它表明了慈

惠大师与世俗的妥协。在成书于日本室町时代中

期的《三国传记》中记录了增贺上人往生极乐的故

事，其中慈惠大师的回应内容为“接受敕命，身不

由己，这也是为利益众生”。此处明显地体现出了

慈惠大师的无奈。若结合《三国传记》中的表述，

回应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慈惠大师是与世俗的一种

妥协。而单独从《发心集》描述的回应，特别是从

“亦”这个字眼的使用效果来解读的话，从中也能

感受到慈惠大师复兴天台宗坚定的决心。不过，

无论是“妥协”还是“坚定”，最终可以确定的是，

《发心集》对慈惠大师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这也

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慈惠大师的一种认识。

这样的认识也体现在供奉他的画像上。在日

本中世初期就出现了供奉他画像的事例。如在

《山门堂舍记》元久元年（1204）以及《天台座主记》

建历元年（1211）中就有供奉他的相关记录。当

时，比叡山内部的学僧与杂役僧人（「堂衆」）发生

对抗。在对抗之中，学僧就供奉了万尊慈惠大师

像，进行降魔的祈祷 。在祈祷过程中，学僧是将

与之对抗的杂役僧人看作为“魔”，通过供奉慈惠

大师像来镇压他们。从该记录可以看出，离世之

后的慈惠大师被尊为了如神明一般的存在，以此

来制止天魔的恶行。

此外，牧野和夫（2005b）就指出，在与以上两

条记录同时期的《承久三年（1221）十二月三日九

条道家愿文》中有一愿为“愿造慈惠大师像”，其中

写道“慈惠大师摄领魔旬，护持人间，纵有怨灵邪

鬼之伺机，何不降伏之，纵有厌魅咒之成祟，何不

除却之”。“魔旬”即为“天魔波旬”之略称，常扰乱

僧人的修行。而慈惠大师“摄领魔旬，护持人间”，

从此表述推测可知，慈惠大师在当时已经被看作

是天魔的统领。这与他死后转生成为天狗的认识

相一致。由此愿文的内容也可推知，当时天台山

的学僧请出慈惠大师之像，制衡杂役僧人，该事件

中的慈惠大师已经被视为了“魔道统领”。堕入魔

道的慈惠大师“护持人间”。民众的这种举动也是

基于“魔佛一如”的认识。

5 结 语

《平家物语》中文觉的形象“在日本平安朝的

文学传统中是不可想象的”[11]。但这一形象也是

应时代潮流而生。文觉展现的“两面性”形象与天

狗之“善”的发现相契合，孕育它们的文化背景是

一致的，均是“魔佛一如”认识的产物。“魔佛一如”

反映的是日本中世时期民众普遍的心理特征，对

去世后转生成为天狗的慈惠大师的崇拜也形象地

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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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earance of Zenteng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Japanese Spiritual
World: Focus on the Character of Mongaku in Heike Monogatari

Abstract: Mongaku, a real person in history,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legendary teng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ike Mo-

nogatari. Previous research often focu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ngaku's rude character and tengu. From the angle of

Zentengu (good Tengu), and considering Mongaku's rude character, this paper addresses Mongaku's double-character in Heike

Monogatari as a whole, which protects Buddhism while rebelling against the Emperor. From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Zenten-

gu's appeara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Mongaku's double-character and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e-

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Mongaku.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legend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Master Tzu Hui becoming

a Tengu after his death,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Mabutuitinyo is an aspect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Japan in the m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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