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九世纪前半期是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隆

盛期，在文坛领袖嵯峨天皇的积极倡导下，相继出

现了三部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814）、《文华秀

丽集》（818）、《经国集》（827），史称“敕撰三集”，其

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于宫廷诗宴。帝王的好尚

以及君臣之间的吟咏唱和无异于风向指标，引领

着同时期宫廷诗坛的创作方向。《经国集》卷十四

所收《杂言、清凉殿画壁山水歌》和《杂言、青山歌》

（以下简称《山水歌》《青山歌》）便是以嵯峨天皇为

中心的两组君臣唱和诗群。

有关《山水歌》和《青山歌》的讨论为数不多，

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小岛宪之等人指出这两组

诗群是日本古代题画诗之嚆矢，其中《山水歌》受

到了唐代题画诗，尤其是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

山水歌》的影响；安藤太郎着重考察了以《山水歌》

为代表的平安初期题画诗与十世纪屏风和歌之间

的影响关系；后藤昭雄留意到《青山歌》中嵯峨天

皇与卑官惟良春道在隐逸志向上的一致性，进而

分析了春道被称为“逸人（山人）”的原因。总体上

看，研究者们目前为止的关心点主要集中在《山水

歌》《青山歌》的题画诗性质上。然而，两组诗群所

包含的大量山水描述显然也不容忽视。本文即拟

对《山水歌》《青山歌》等诗作加以考察，由此导向

对平安初期诗坛接受谢灵运问题的探讨。

1 唐绘与山水咏

《经国集》所收《山水歌》《青山歌》诗群创作于

以清凉殿山水壁画为主题的平安朝宫廷诗宴上。

《山水歌》由嵯峨御制与菅原清公、都腹赤、滋野贞

主的奉和诗（205-208）共四首组成；《青山歌》包含

“太上天皇”，即退位后的嵯峨天皇，与良岑安世、

滋野贞主、惟良春道、滋野善永的诗作（209-213）

共五首。作为唐绘题画诗，两组诗群中包含了大

量表现中国式意境山水的内容。这里以嵯峨天皇

的《山水歌》和《青山歌》为例，以窥一斑。

良画師 能図山水之幽奇 目前海起万里

闊 筆下山生千仞危 陰雲朦朦長不雨 軽煙

羃羃無散時 蓬莱方丈望悠哉 五湖三江情沿

洄 淼漫涛如随風忽 行船何事往復来 飛壁

论平安初期君臣唱和诗对谢灵运的接受
——以山水描述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蒋义乔

[摘 要] 目前的谢灵运研究主要在中国文学范围内展开，关于日本古代文学对谢灵运的接受鲜有

论及。而日本“敕撰三集”所收君臣唱和诗中的山水描述，就与平安初期诗坛对谢灵运的接受不无关

联。通过对相关诗语及文辞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到，《文选》与继承了六朝诗歌传统的唐诗群是平安初

期日本诗坛接受谢灵运的两大途径，其中孟浩然、李白、刘长卿等人的诗作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由此可以窥见中日古代文学间接受交流关系的动态图景。

[关键词] 君臣唱和 山水描述 谢灵运

NIHON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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㟞巘垂蘿薜 会岩盤屈衣苔莓 嶺上流泉聴無

響 潺湲触石落溪隈 空堂寂寞人言少 雑樹

朦朧暗昏暁 松下群居都仙 與不語意猶眇

度歳横琴誰奏曲 経年垂釣未得魚 駐眼看知

丹青妙 対此人情興有余 画勝真花笑冬春

四時常悦世間人

（経国集巻十四、雑詠四、205・嵯峨天皇「山水歌」[1]）

青山峻極兮摩蒼穹 造化神功兮勢転雄 飛

壁嶔崟兮帖屏峙 層巒廻立兮□気融 朝噴雲

兮暮吐月 風蕭蕭兮雨濛濛 乍暗乍晴一旦

変 凝烟積翠四時□ 神仙結閣 仁智棲託

或冥道而窅暎 或晦跡以寂寞 林壑花飛春色

斜 登臨逸興意亦賖 甚幽至険多詭獣 離俗

遠□絶絶囂譁 此地遨遊身自老 老来焭独宿

懐抱 夜深苔席松月眠 出洞孤雲到枕辺

（経国集巻十四、雑詠四、209・嵯峨上皇「青山歌」）

（経国集詩注，1998：4007）

两首诗分别为 24 句和 20 句的长篇山水咏。

《山水歌》除了在首尾两处直接赞画师、赞画技之

外，绝大部分笔墨都用于模山范水，描绘出一幅既

气势磅礴又意境飘渺的山水图景。《青山歌》则直

接写景，从描绘青山之险峻、山中光景的变幻，到

写山中游仙之行踪，再到将自己投身于画中世界，

彻底遨游、隐居在青山之中。如此这般，在两组诗

群中，嵯峨帝与其近臣或站在画外描写画中景物，

或置身画中登临爬涉，甚而以山人自比。总体看

来，不同的诗人在表现角度以及对隐逸的倾心程

度上有所差异，但两组诗群都同样致力于再现唐

绘山水世界中的景物。既然是“唐绘”，就意味着

不是日本固有的风景。在缺乏和中国相当的真实

山水体验的前提之下，平安初期汉诗人如何动用

想象进行创作？结论先行地说，研读《山水歌》与

《青山歌》，可以发现它们和六朝以来的山水文学

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山水诗人谢灵运

（385-433）恰恰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进一步讲，

唐绘印证了平安朝诗人通过中国文学作品获得的

“唐土”山水认知，反过来六朝以来形成的山水文

学表现传统又为平安朝诗人再现唐绘中的山水提

供了资源保证。

众所周知，谢灵运在中国诗歌史上确立了山

水题材的独立地位，对南朝以后的山水自然描写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伴随《文选》东传

日本，谢灵运的诗文也极早地进入了日本贵族文

士的视野。在奈良时代，《文选》业已成为官僚贵

族学习中国文化的必修教本，而无论从选录诗歌

的种类还是数量来看，谢灵运在《文选》中都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意味着，早期日本古代文学

对谢灵运的接受不仅可能，而且有路径可循。

关于谢灵运在诗歌表现艺术上的特点，中国

文学研究者已有论述。如葛晓音指出谢诗“大全

景式的构图”“抒情言志、（玄言）与山水观照相结

合”“极物写貌的表现技巧、繁富典丽、沉稳厚重的

雄深诗风”等特点[2]。林文月认为构成灵运山水诗

“富艳难踪”（钟嵘语）特色的基本因素在于其用字

遣词之凝炼、双声叠韵之善用、句眼之运用、对仗

工整之笔法、叙事—写景—情理之结构。此外，日

本学者林田慎之助则着眼于谢诗中大量使用对偶

句及其以玄言收尾的特点，由此出发阐释形成谢

灵运诗评价中正反分歧的原因。

以上述研究为参照，《经国集》所收《山水歌》

《青山歌》两组诗群在全景展示、章法布局、双声叠

韵字和难字的组合、对偶句的大量使用等多方面，

都显示出与谢诗相近的倾向。然而如前所述，谢灵

运的诗文对南朝以后的山水自然描写都产生过深

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所谓“雄伟幽深”之景、“典丽

凝重”之风等大谢体特点并非仅见于谢灵运一人的

诗作中，如六朝鲍照、谢眺、谢惠连诸家都踏袭模仿

过谢灵运的风格，唐代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张

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

也都有师法大谢体的明显痕迹。而在日本，初、盛

唐诗已然是平安初期汉诗人热衷效仿的对象。显

然，检证平安初期汉诗对谢灵运的接受，不仅需要

考察先秦诗、六朝诗的表现传统，同时还需要把唐

诗也纳入到视野当中。以下聚焦最能够直观反映

接受关系的诗语，并首先考察《山水歌》《青山歌》两

组诗群对谢灵运诗的接受情况。这里的“诗语”，是

指在悠久的诗歌表现传统中形成且固定下来的、能

够引发特定意象联想的经典诗歌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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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之诗语与谢灵运

《山水歌》《青山歌》既为山水咏，其中便包含

了大量表现山和水的诗语。“山”之诗语如嵯峨天

皇“笔下山生千仞危”之“千仞”“会岩盘屈衣苔莓”

之“苔莓”、惟良春道“悬岸兮绝壁”之“绝壁”“林壑

森森惟一身”之“林壑”、滋野贞主“攀石磴之㟪磊”

之“石磴”、菅原清公“下临不测兮峥嵘”之“峥嵘”；

“水”之诗语如嵯峨天皇“五湖三江情沿洄”之“沿

洄”潺湲触石落溪隈”之“潺湲”、良岑安世“一道飞

泉涧石凿”之“飞泉”，等等。它们的大量运用，构

成了一幅雄深幽奇的中国式山水图景。笔者注意

到，上面列举的这些诗语或者在谢灵运之前已有

先例，或者谢灵运之后广为使用，但它们无一不在

谢灵运的诗文中有见。当然，最能够反映出接受

关系的还属典型的谢灵运诗语。首先来看《山水

歌》《青山歌》中“山”之诗语与谢灵运诗文的具体

关联。（以下用例中，○表示谢灵运诗、△表示谢

灵运之前的先例、▽表示受到过谢灵运影响的中

国诗；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㟞巘蘿薜

飛壁㟞巘垂蘿薜 会岩盤屈衣苔莓

（嵯峨天皇「山水歌」第11句，『経国集』205）

（経国集詩注，1998：3935）

△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詩·大雅·公劉》）
[3]

○ 連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謝霊運《晩出西射堂》）[4]

○ 岝崿既險巘，触石輒千眠。（謝霊運《泰山吟》）
[5]

○ 平明発風穴，投宿憩雲巘。
（謝霊運《入竦渓》）（謝霊運集校注，1987：203）

▽ 浮雰晦崖巘，積素惑原畴。
（謝恵連《西陵遇風献康楽》）（文選，1972：371）

▽ 披榛上岩巘，絶壁正東面。

（丹丘《奉使過石門瀑布》）
[6]

○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謝霊運《従斤竹澗越嶺溪行》）（文選，1972：322－323）

▽ 陳蕃懸榻侍，謝客枉帆過。

相見耶溪路，逶迤入薜蘿。
（劉長卿《送李校書適越謁杜中丞》）[7]

（仅《谢灵运集校注》为简体，现统一为繁体，下同）

关于嵯峨天皇诗中的“（㟞）巘”，小岛宪之的

《经国集诗注》引《文选》谢灵运“连鄣叠巘崿”（《晩

出西射堂》）之李善注“巘崿 崖之别名。尔雅曰、

重巘□。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小岛宪之，1998：

3941）。据笔者考察，“巘”字入诗始于先秦，谢灵

运之前的用例仅见于《诗·大雅·公劉》中“陟则在

巘，复降在原”。而后，谢灵运喜用“巘”字，并使之

成为表现“山”的经典诗语。除上述谢诗中的“巘

崿”“険巘”“雲巘”等用例之外，这一点还可以从与

谢灵运同时期的诗人谢惠连“浮雰晦崖巘”（《西陵

遇风献康乐》）、盛中唐之交诗人丹丘“披榛上岩

巘”（《奉使过石门瀑布》）中得到证实。“康乐”是谢

灵运的别称，因此谢惠连诗与谢灵运的关系在诗

题“献康乐”中显而易见。丹丘则在诗序中明确写

道：“谢康乐，宋景平中为永嘉守，有宿石门岩上

诗。（略）小子大历中奉使，窃有继作。虽不足克绍

祖德，追踪昔贤，盖造奇怀感之志也”。显然，两诗

皆在向谢灵运予以致意。这意味着，嵯峨天皇的

“（㟞）巘”势必受到了上述表现手法的影响。不仅

如此，嵯峨天皇诗中的“㟞巘”既是双声叠韵又是

联边字，而使用双声叠韵字和联边字正是谢灵运

书写山水的技巧之一。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

诗运用“大量联边字（‘逶迤’‘隈隩’‘陉岘’‘蘋萍’

‘菰蒲’‘沉深’‘清浅’）和双声叠韵（‘逶迤’‘厉集’

‘蘋萍’‘菰蒲’‘沉深’‘清浅’），颇具‘质感’地摹写

溪谷的山重水复”[8]。又如《泰山吟》中包含“崔崒”

“岝崿”“嶮巘”等由“山”字旁组成的双声叠韵的难

字，“与大谢常用的其它生僻的难字一样，较适宜

于表现（略）层岭叠巘的佳境”（葛晓音，1993：

46）。因此，“㟞巘”一语在中国文献中虽然没有先

例，但从“巘”字在中国诗歌中的表现传统以及“㟞

崿”的构词特点上来看，嵯峨天皇《山水歌》中的

“㟞巘”是对谢灵运的自觉模拟。

“蘿薜”也是联边字。关于“蘿薜”，小岛注引

《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

眼”（《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之李善注“楚辞曰、若

有人兮山之阿、披荔兮带女蘿”（小岛宪之，1998：

3941）以及盛唐储光羲的用例。需要进一步指出

的是，“薜蘿”一语首见于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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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且在先唐诗中这是唯一用例。还需要注意

的是，唐以后，大历诗人刘长卿尤其爱用“薜蘿”，

且多与谢灵运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如“陳蕃懸榻

侍，謝客枉帆過。相見耶溪路，逶迤入薜蘿”（《送

李校书适越谒杜中丞》）直言“谢客”（谢灵运别

称），明显意识到“薜蘿”与谢灵运之间的源出关

系。由此可看出，此类受到过谢灵运影响的唐诗

或为平安初期日本汉诗接受谢灵运的另一路径。

这点将于后述。

隈隩

夐寰宇兮地隈隩 空鳥兮稀人跡

（惟良春道「青山歌」第７句、『経国集』212）

（経国集詩注，1998：3935）

○ 逶迤傍隈隩，迢逓陟陘峴。

（謝霊運《従斤竹澗越嶺溪行》）（文選，1972：322-323）

▽ 石潭傍隈隩，沙岸暁夤縁。（孟浩然《硯潭作》）
[9]

小岛注引《尔雅》（释丘）“隈隩。厓内为隩、外

为隈”（小岛宪之，1998：4060）。可以补充的是，将

“隈隩”作为诗语使用的例子首见于谢灵运“逶迤

傍隈隩”（《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这也是先唐诗中

唯一的用例。唐以后，“隈隩”作为表现“山”的诗

语逐步确立，在孟浩然、王维、皇甫冉、刘禹锡的诗

作中皆有用例。其中，孟浩然“石潭傍隈隩”明显

袭用了谢灵运“逶迤傍隈隩”，同样在提示平安初

期汉诗接受谢灵运的另一路径。

雲梯

三休古路雲梯危 一道飛泉澗石鑿

（良岑安世「青山歌」第11句、『経国集』210）

（経国集詩注，1998：4026）

△ 雲谿可潜盤，安事登雲梯。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文選，1972：313）

○ 惜無同懐客，共登青雲梯。

（謝霊運《登石門最高頂》）（文選，1972：322）

▽ 謝客常遊処，層巒枕碧渓。

経過殊俗境，登陟象雲梯。

（湯洙《登雲梯》）（全唐诗，1986：1923）

▽ 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10]

小岛注引《文选》中郭景純《游仙诗》“云溪可

潜盘，安事登云梯”及李善注“云溪溪名也。庾仲

雍荆州记曰、大城西九里有云溪水云梯。言仙人

升天、因云而上、故曰云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

梯必取宋。张湛列子注曰、班输为梯可以陵虚”

（小岛宪之，1998：4033），并认为李善注中“云梯”

亦可作固有名词解，而良岑安世诗句中的“云梯”

应指云霄中的山谷栈道。的确，郭璞《游仙诗》中

的“云梯”是传说中仙人登天之路，形容山岭高峻

入云的“云梯”应始自谢灵运“惜无同懐客，共登青

云梯”（《登石门最高顶》）。初唐以后，由谢灵运所

确立的“云梯”意象被广泛继承。并且，诗人们在

引用谢诗语汇的同时，还不忘记言及“云梯”与谢

灵运（“谢客”“谢公”）之间的渊源关系。以上列举

的汤洙《登云梯》诗、李白“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

梯”（《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便是此类典型用例。

3 “水”之诗语与谢灵运

再看《山水歌》《青山歌》中“水”之诗语及其相

关用例。

潺湲

嶺上流泉聴無響 潺湲触石落溪隈

（嵯峨天皇「山水歌」第14句、『経国集』205）

（経国集詩注，1998：3935）

○ 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

（謝霊運《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文選，1972：389）

○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謝霊運《七里瀨》）（文選，1972：386）

▽ 辰哉且未会，乘景弄清漪。

瑟汨瀉長淀，潺湲赴兩岐。

（謝朓《將遊湘水尋句将溪》）
[11]

▽ 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水蹙波潺湲。

（李白《当塗趙炎少府粉図山水歌》）（李太白全集，1972：504）

“潺湲”在先秦诗中已有使用，而谢灵运善用

此语，尤其佳句“乘月弄潺湲”的出现使得“潺湲”

一语与谢灵运其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谢朓

“辰哉且未会，乘景弄清漪。瑟汨瀉長淀，潺湲赴

兩岐”（《将遊湘水尋句将溪》）就是化用谢灵运“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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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弄潺湲”的典型例子。还需要注意的是，“潺湲”

本是形容词，多指“流貌”，如屈原《楚辞·九歌·湘

君》：“慌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12]。谢灵运“石

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七里濑》）、李白“横石蹙

水波潺湲”（《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也是同

类用例。但谢灵运“乘月弄潺湲”中的“潺湲”却被

作为名词来使用。据笔者考察，将“潺湲”作为流

水的美称来使用，谢诗为首例，而同样用法在谢诗

之后并不多见。事实上，以形容词替代名词正是

谢灵运爱用的表现技巧之一，萧驰便指出《富春

渚》中“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以“惊急”和“参

错”替代江流和悬崖；《登池上楼》中“举目眺岖嵚”

以“岖嵚”替代高山；《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中“逶迤

傍隈隩，迢递陟陉岘”以“逶迤”和“迢递”替代山

路，等等（萧驰，2018：109）。关于嵯峨天皇的“嶺

上流泉聴無響 潺湲触石落溪隈”，小岛认为该句

可能参考了李白“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蹙水波潺

湲”，然而从“潺湲触石落溪隈”中以“潺湲”指代流

水的方法来看，嵯峨天皇的诗同时还吸纳了谢灵

运的表现手法。

飛泉飛流

三休古路雲梯危 一道飛泉澗石鑿

（良岑安世「青山歌」第12句、『経国集』210）

（経国集詩注，1998：4026）

△ 放景陵宵外，嚼蘂挹飛泉。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文選，1972：313）

○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叶卷。

（謝霊運《従斤竹澗越嶺溪行》）（文選，1972：322-323）

○ 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謝霊運《初去郡》）（文選，1972：386）

○ 託身青雲上，棲岩挹飛泉。

（謝霊運《還旧園作、見顔范二中書》）（文選，1972：372）

○ 石室冠林陬，飛泉発山椒。

（謝霊運《石室山》）（謝霊運集校注，1987：72）

○ 積石竦両溪，飛泉倒三山。

（謝霊運《発帰瀬三瀑布望両溪》）（謝霊運集校注，1987：181）

▽ 路石挂飛泉，謝公応在眼。

（銭起《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二首》）[13]

关于“飛泉”，小岛注引《文选》郭璞《游仙诗七

首》“放景陵宵外，嚼蘂挹飛泉”及李善注“魏文帝

典論曰、飢飡瓊蘂、渇飲飛泉”（経国集詩注，1998：

4034）。郭璞诗意在书写山林隐逸之士的生命姿

势，这种将“飛泉”作为人身体活动背景的写法对

谢灵运产生过深刻影响。谢灵运“企石挹飛泉”

“棲岩挹飛泉”“憩石挹飛泉”是对前人的明显继承

与发展。然而，谢诗中的“飛泉”还具有另一种造

型：自山之高处奔泻而下的瀑布。《石室山》的“飛

泉発山椒”、《発帰瀬三瀑布望両溪》的“飛泉倒三

山”便是其例。因此，与良岑安世“一道飛泉澗石

鑿”真正相近的并非郭璞《游仙诗》，而是谢诗中自

高山来写瀑布的诗句。前人学者指出，瀑布是谢

灵运山水审美触角所向之一端，并且在谢诗中瀑

布均指称为“飛泉”（萧驰，2018：97-98）。此外，大

历诗人钱起曾写过“路石挂飛泉，謝公応在眼”。

“飛泉”作为谢灵运“水”之诗语的经典意义由此可

窥一斑。

巌陵瀬

潁川水曲巌陵瀬 不知漁叟釣潭竿

（滋野貞主「山水歌」第23句、『経国集』208）

（経国集詩注，1998：3991）

○ 目覩巌子瀨，想属任公釣。
（謝霊運《七里瀨》）（文選，1972：386）

▽ 復聞巌陵瀬，乃在茲湍路。

（孟浩然《経七里灘》）（孟浩然詩集校注，2018：73）

▽ 巌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

（李白《翰林読書言懐呈集賢諸学士》）（李太白全集，2015：1296）

▽ 潺湲子陵瀬，髣髴如在目。

（劉長卿《巌陵釣台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1996：66）

小岛注未能指出“巌陵濑”的相关用例。实际

上，“巌陵濑”的典故出自《后汉书》（卷八三）〈逸民

列传〉中的“严光传”，而这一典故经谢灵运之手得

以成为诗语。“巌陵濑”的典故入诗首见于谢灵运

“目覩巌子濑，想属任公钓”（《七里濑》）。该诗诗

序称“甘州記曰：桐廬県有七里瀨，瀨下数里至巌

陵瀬”（文選，1972：386），《文选》李善注曰“後漢書

曰：巌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

山。後人名其釣処為巌陵瀬”（文選,197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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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巌陵濑”一语被赋予了严光、隐逸、山水等

三个方面的要素。谢灵运以后，严陵钓台的故事

逐渐入诗，尤其在进入盛唐之后受到李白、刘长卿

等人的青睐，而在这些诗句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巌

陵濑”（“巌陵釣”“子陵濑”“巌光溪”）与谢灵运之

间的源流关系。

从以上用例来看，《经国集》所收《山水歌》《青

山歌》确实受到过谢灵运诗文的影响。这些影响

或直接来自《文选》，或间接经由唐诗，再或是《文

选》与唐诗双重作用的结果。

唐诗中，孟浩然、李白、刘长卿等人的诗作起

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果说《文选》是经典、是

教科书，那么受到《文选》影响的唐诗就犹如经典

的应用指南。如此看来，唐诗之于平安朝诗人不

仅仅是时代相近的学习对象，还为他们理解、吸收

以及运用古奥难解的六朝诗文进行创作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样本。

4 《文华秀丽集》“游览”诗与谢灵运

平安朝初期宫廷诗坛与谢灵运的关联并不仅

限于《山水歌》《青山歌》两组诗群，上述平安汉诗

对谢灵运的接受方式也同样表现在《文华秀丽集》

中。试看下面三组用例：

Ⅰ 物候雖言陽和未 汀洲春草欲萋萋

（嵯峨天皇「江頭春暁」、『文華秀麗集』遊覧・1）
[14]

△ 王孫遊兮不帰，春草生兮萋萋。

（劉安《招隠士》）（文選，1972：486）

○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

（謝霊運《悲哉行》）（文選，1972：406）

○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

（謝霊運《石門新営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文

選，1972：435）

○ 池塘生春草，（中略）萋萋感楚吟。

（謝霊運《登池上楼》）（文選，1972：320）

▽ 日夕故園意，汀洲春草生。

（孟浩然《永嘉別張子容》）（孟浩然詩集校注，2018：386）

《文华秀丽集》的第一个部类是“游览”，嵯峨

天皇〈江頭春暁〉又位于“游览”之首，因此该诗是

《文华秀丽集》的开篇之作。“物候雖言陽和未，汀

洲春草欲萋萋”是这首七言律诗的尾联。关于末

句中的“萋萋”，小岛补注引《文选》所收刘安《招隐

士》中的“春草生兮萋萋”（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

474）。然而，据笔者考察，与嵯峨天皇诗句直接相

关的应是孟浩然“汀洲春草生”（《永嘉别张子

容》）。进一步看，《永嘉别张子容》乃孟浩然身处

永嘉、意念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作。如同后述，

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等诗也属于受到

谢灵运影响的同类诗作。并且，谢灵运钟爱“萋

萋”之“春草”，除“池塘生春草（中略）萋萋感楚吟”

（《登池上楼》）之外，还有“萋萋春草生”（《悲哉

行》）、“萋萋春草繁”（《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

溪石濑茂林修竹》）等名句。也就是说，“萋萋”之

“春草”虽然源自《招隐士》诗，但经谢灵运反复吟

咏之后，成为了经典的谢诗景物。如此看来，嵯峨

天皇的“汀洲春草欲萋萋”充分意识到了谢灵运的

存在，是受《文选》与唐诗双重影响的典型用例。

Ⅱ 潮生孤嶼没 霧巻巨帆懸

（巨勢識人「奉和春日江亭閑望」、『文華秀麗集』遊覧・6）

（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202）

○ 乱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

（謝霊運《登江中孤嶼》）（文選，1972：387）

▽ 康楽上官去，永嘉遊石門。

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

（李白《与周剛清渓玉鏡潭宴別》）（李太白全集，2015：1104）

▽ 衆山遥対酒，孤嶼共題詩。

（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孟浩然詩集校注，2018：340）

▽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

（孟浩然《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孟浩然詩集校注，2018：46）

▽ 落潮見孤嶼，徹底観澄漣。

（劉長卿《夜宴洛陽程九主簿宅送楊三山人往天台尋智者禅師隠居》）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1996：16）

▽ 見説江中孤嶼在，此行応賦謝公詩。

（劉長卿《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刘长卿诗编年笺注，1996：67）

小岛注未能指出《文华秀丽集》中巨势识人

“潮生孤嶼没”的相关用例。笔者以为，该诗句是

对孟浩然“水落沙嶼出”、刘长卿“落潮見孤嶼”的

化用。其实，“孤嶼”是由谢灵运创造的诗语，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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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其“孤嶼媚中川”（《登江中孤嶼》）。之后，“孤

屿”逐渐入诗，并在盛唐以后多见，尤其是在孟浩

然、刘长卿诗中。不仅如此，通过以上李白《与周

剛清渓玉鏡潭宴別》、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八

子容》、刘长卿《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等诗可

以清晰地看到，唐代诗人对“孤嶼”与谢灵运之间

的渊源关系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这样的意识想

必也波及到了全力效仿唐诗的平安初期宫廷诗

坛。可以说，巨势识人“潮生孤嶼没”是平安初期

汉诗以唐诗为媒介接受谢灵运的另一则明证。

Ⅲ 天辺孤月乗流疾 山里飢猿到暁啼

（嵯峨天皇「江頭春暁」、『文華秀麗集』遊覧・1）

（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197）

此地幽閑人事少 唯余風動暮猿悲

（嵯峨天皇「春日嵯峨山院 探得遅字」、『文華秀麗集』遊覧・2）

（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198）

畏景西山没 清猿北嶼呼

（嵯峨天皇「夏日臨泛大湖」、『文華秀麗集』遊覧・8）

（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203）

馬踏雲山郷念切 猿啼海嶠助羇行

（嵯峨天皇「左兵衛佐藤是雄見授爵 之備州謁親。因此賜詩」、

『文華秀麗集』餞別・20）

（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214）

○ 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

（謝霊運《登臨海嶠初発疆中作與従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文選，1972：372）

○ 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

（謝霊運《登石門最高頂》）（文選，1972：322）

○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顕。

（謝霊運《従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文選，1972：322-323）

○ 乗月聴哀狖，浥露馥芳蓀。

（謝霊運《入彭蠡湖口》）（文選，1972：388）

▽ 謝公宿処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李太白全集，2015：827）

▽ 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

（李白《翰林読書言懐呈集賢諸学士》）（李太白全集，2015：1296）

在《文华秀丽集》尤其是“游览”诗中，嵯峨天

皇多次吟咏“猿啼”“猿呼”与“猿悲”。另一方面，

“猿啼”“猿鸣”“哀猿”正是谢灵运诗中的经典意

象。这一点除上述谢诗的用例以外，李白“謝公宿

処今尚在 淥水蕩漾清猿啼”（《夢遊天姥吟留

別》）也可以佐证。两相对照，嵯峨天皇“清猿北嶼

呼”应是对谢灵运“哀猿响南巒”的化用。关于嵯

峨天皇“猿啼海嶠助羇行”，小岛注引骆宾王“不見

猿声助客啼”（《疇昔篇》）和张九龄“君今海嶠行”

（《送使広州》）（文華秀麗集校注，1964：213）。其

实，“海嶠”一语，出自谢灵运《登臨海嶠初発疆中

作與従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先唐再无他例。唐

诗中，李白“謝客臨海嶠”曾明示“謝客”与“海嶠”

的源出关系。而谢灵运“哀猿响南巒”恰恰出自其

《登臨海嶠初発疆中作與従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诗中。结合上述嵯峨天皇“清猿北嶼呼”等诗句，

笔者认为嵯峨天皇“猿啼海嶠助羇行”是受到谢诗

直接影响的显例。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在《文华秀丽集》的

“游览”诗中能够见到如此显著地接受谢灵运的迹

象？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文华秀丽集》的编撰

意识说起。众所周知，《文华秀丽集》是平安时代

出现的第二部敕撰诗集。从编撰方针来看，有别

于之前《凌云集》以诗人为单位并按照官位次序排

列的方法，《文华秀丽集》将相同题材的诗加以类

聚编排。关于这一特征，小岛宪之早已指出，《文

华秀丽集》所用“並皆以類題叙、取其易閲”的方

式，受到《文选》“凡次文之体、各以彙聚。詩賦体

既不一、又以類分”的深刻影响（文華秀麗集校注

“解说”，1964：22）。《文华秀丽集》取法于《文选》的

编撰方式不仅在《经国集》，乃至在《扶桑集》《日观

集》《本朝丽藻》等平安中期以后的汉诗总集中也

得到了延用。在此要关注的是，谢灵运在《文选》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选》中，谢灵运诗分布于“游览”“行旅”“杂

拟”“赠答”“杂诗”“述德”“祖饯”“哀伤”“公宴”“乐

府”十类之中，是入选种类最多的诗人。从入选诗

歌的数量来看，谢诗共 40 首入选，仅次于陆机。

从诗歌的具体分布来看，谢诗在“游览”和“行旅”

两类题材中入选最多。其中，“游览”类诗收录诗

人 11名 23首，其中谢诗 9首，近全类的一半。“行

旅”类诗收录诗人11名34首，其中谢诗10首，仍然

高居榜首。从内容而言，“游览”包含个人游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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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帝王的侍游，“行旅”主要是行役宦游，二者都

具有吟咏自然山水的显著特点，最能反映谢灵运

的诗歌成就。另一方面，《文华秀丽集》“游览”诗

主要收录了嵯峨天皇行幸淀川河畔行宫以及嵯峨

山庄时的君臣唱和之作，包含 6名诗人的 14首作

品，其中嵯峨天皇 4首。联系上述《文华秀丽集》

在编撰方式上取法《文选》、以及《文华秀丽集》将

“游览”类置于篇首的事实，我们不难推想伴随《文

选》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谢灵运诗为平安初期以

嵯峨天皇为首的宫廷诗坛吟咏“游览”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范例。

5 结 语

到目前为止，谢灵运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中国

文学的范围之内，关于日本古代文学对谢灵运的

接受鲜有论及。本文首次探讨了平安初期诗坛对

谢灵运的接受情况。通过具体检证可以看到，《文

选》与继承了六朝诗歌传统的唐诗群是平安初期

日本诗坛接受谢灵运的两大途径，其中孟浩然、李

白、刘长卿等人的诗作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唐诗之于平安朝诗人的多

层面意义，还从侧面反映出平安初期汉诗杂糅六

朝诗与唐诗的时代特色。

上述考察也有利于反观唐代诗人对谢灵运的

接受。如初、盛唐诗人对谢灵运的接受情况，中国

文学研究已有论述，但大历诗人对谢灵运的接受

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本文中引用的相关

唐诗，究竟何时以何种渠道传入到日本，目前还难

以断言。从时间关系上看，“敕撰三集”所处的九

世纪前半期已值中唐，但从文献记载中可知的仅

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别家集”中的《李白歌行

集三卷》。然而，文本层面的深入考察显示出唐诗

与平安初期文学间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关系。

关于中国文学对平安初期日本汉诗文的影

响，小岛宪之在其系列著作中对“敕撰三集”中所

涉及、引用的中国文辞及典故，进行了细致且详尽

的注释和列举，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尽管如此，通过本文对《经国集》以及《文华秀

丽集》中部分君臣唱和诗对谢灵运的接受考察可

以看到，平安初期在接受中国文学时的具体路径

以及在运用上的特点还有待系统性厘清。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古代文学对谢灵

运的接受研究”（项目批号：15BWW019）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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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eption of Xie Lingyun i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Heian Period: Taking Land⁃
scape Expressions as Examples

Abstract: Up until now, studies on Xie Lingyun are mainly within the scop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ew scholars have done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of Xie Lingyun in ancient Japanes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landscape descriptions in The Three An-

thologies of Poetry are related to the reception of Xie Lingyun by Japanese poe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ian perio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poetry and literary linguistics, we can see that Wen Xuan and Tang poetry which inherited the poetry tra-

dition of the Six Dynasties were the two major ways for Japanese poetry to accept Xie Lingyu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Heian

period. Among them, the poems of Meng Haoran, Li Bai and Liu Changq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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