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黄庭坚以“百战百胜，如孙吴用兵”来宣扬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学创作论、以“棘端破

镞”“甘蝇飞卫之射”比喻“诗人之奇”时，墨香氤氲

之书案与战旗猎猎之沙场相提并论，竟并无违和，

反能将平素掩藏在儒雅衣冠下的万丈豪情倾泻无

遗。周裕锴曾将此现象总结为“书斋英雄的心理

补偿”，不为无据[1]。

若论远离沙场、俯首经典，五山禅僧与黄庭坚

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实在同饮一觞。其“毎逢詩

戰動望身”[2]的次韵创作与战争比况，从山谷的文

学技法中取益良多；每每乞降而又绝不示弱的竞

技姿态，则受山谷基于尊卑身份、师友关系、次韵

场合的修辞策略启发。究其热衷于诗战、战争比

况之缘由，主观而言，源于对诗学典范如山谷、东

坡的追摹，即力图掌握异域文字、自由运用经典知

识的理想。客观来说，则是禅僧在心内之魔、身外

之敌的围攻下，对战争般紧张状态的模仿与纾解。

1 诗之战：次韵、暗诵的竞技游戏

当苏轼以“实相出游戏法”评价山谷书法时，

恐怕未曾料及，这不仅涵括了山谷诗法“打诨出

场”的鲜明特色，恰也暗合了后者在大量创作次韵

作品时流露的自如姿态，及大力发挥诗战比喻中

展现的戏谑心理。诚然，黄庭坚并非以战喻诗的

首创者，但却是将此笔法发扬光大者，韩元的《黄

庭坚诗歌比喻的渊源及其创新》一文，已分析得较

为透彻。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具体到文学修辞

层面，山谷的诗战之喻、战争比况，是如何影响到

五山禅僧的汉诗创作的？黄庭坚在促成熙宁、元

丰年间诗坛唱和之风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采

取的交际策略，与苏轼有何不同，又对五山禅僧有

何启发？

五山文学早期的次韵创作，便与禅僧的日常

生活关系密切，且多“创格”新题，隐得山谷以创体

求出奇之旨。虎关师炼（1278-1346）的《济北集》

已频现同题分韵，如《六人赋尘探得触》《香》《声》

《味》《六人赋道探得地狱》《饿鬼》《六人赋根探得

鼻》《四人赋方探得西》《赋大得地》《赋民得士》《五

友赋行探得火》等，既多取禅僧耳熟能详之物，又

能根据人数灵活变换，趣味性十足。其《雪》诗一

连 10 首，从不同角度刻画翩飞之态，虽未挑明

“战”势又迭现“雪”字，而“言用不言体”的趋势呼

之欲出。友山士偲（1301-1370）的唱和之诗已颇

五山禅僧与黄庭坚的诗战之喻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谢文君

[摘 要] 五山禅僧次韵唱和的流行与诗战比喻的繁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黄庭坚诗的汲引。然

而，其与黄庭坚的诗战策略、战争比况，虽有表现形式的仿效，实有深层原因的差异。禅僧的“战时心

理”，除习于书斋的逞才竞技外，亦有参禅之际与睡魔、心魔的对抗，宗门内外的末法预言、法战、武斗

和此起彼伏的政治战乱，作为情绪接收的中介。此种接受表明:生活世界的差异，也可能导向作品群

的相似.这为“第三种比较文学”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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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仅次韵有邻灵翰一人便达24首[3]。乾峰士曇

（1285-1362）和雪窦重显韵的《往复无间》，形式类

七绝，首句以三字时辰开头，共12首，围绕一天的

12个时辰写僧人的活动，如“寅（凌晨三到五点）”是

“假寐先驚未辨眞”，“卯時（五到七点）”则“高山擧

目認光走”“咲倒烹茶供野僧”，“辰時（七到九点）”

是“是飯元來知米做”（玉村竹二，別集第一卷，

1968：624）。《四威仪》则由一字、一七言句、一八言

句构成，分别阐释僧人“行、住、坐、卧”的仪态，如说

“坐”是“竪起脊梁荷則個，破蒲團暖處覺寒到”“守

鼻尖頭心膽大，向後看本人須抹過”（玉村竹二，別

集第一卷，1968：625）。以上，次韵创作在五山诗

坛甫一出现，就已然充满了生活气息与游戏趣味。

诗战之喻首现于五山中期的中岩圆月。雪村

友梅（1290-1347）、绝海中津（1336-1405）等人的次

韵诗尚数寥寥，而中岩圆月（1300-1375）不仅多次

韵，还精于白战体，其咏雪诗全从侧面着手，雪之

形，乃“玉 留蹤成皓帶，珠簾鬬射上銀鈎。丘陵

到處如燈照，象骨争能輥此毬”（上村観光，第二

卷，1973：894），飘零之漫漫、结晶与飞舞的样态、

反射月亮的光泽，逐一数来，形已脱出，呼名无

益。雪之声，则是“蠏步先聞窓外竹，夢敲寒枕響

疎疎”（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902），想是借了黄

庭坚那对“夜听疏疏还密密”的耳朵。此际，中岩

圆月的“詩逢險韵和容易，金彈投來嚇我頻”（上村

観光，第二卷，1973：900），已见将诗作比作弹丸之

喻，而《客有寄詩自夸以清無欲和而酧之》，则是五

山文学第一次通篇战喻：“頑鐵鑄人難屈脊，精金

煉行可熔情，投來轉彈數篇偈，攻破防胡萬里城。

力挽二南風韵復，聽渠鄭衛尚淫聲。”（上村観光，

第二卷，1973：902）含挑战、炼字、复古诗风之热望

于一体。

在文学修辞方面最得山谷诗战奇技的，乃诗

坛常胜将军义堂周信（1325-1388）。义堂周信有

次韵诗 258首、较为大型的次韵往来 8次，能在数

量上与之比肩的，唯景徐周麟（1440-1518），后者

有216首次韵绝句、52首次韵律诗，共268首，然其

诗总数亦远超前者，故仍以义堂为最致力此道。

观义堂周信自述：

余少時耽詩，嘗在關左用城雷峯三韻爲八

句詩和荅友人者殆乎百篇，好事者雅爲詩戰。

逮年稍長鋭氣銷磨，乃痛悔前非愼防口業不復

從於戰事矣，會出春來輦下後三年，壬戌歲首一

夕，忽被東光古劔老禪將以胡字韵爲突騎，襲我

不備，其鋒不可當，而避之無計，窘不奈，揭竿爲

旗，剡蒿爲矢，三戰三北而乃降矣，遂收其遺矢

墮鏃，束爲一包奉納，呵呵。

（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1617）

义堂周信详细叙述了从热衷诗战、到反省争

强之心而停战、再到无从退避的应战的全过程，与

黄庭坚《次韵答薛乐道》的通篇战喻几乎同一：

薛侯笔如椽，峥嵘来索敌。

出门决一战，莫见旗鼓迹。

令严初不动，帐下闻吹笛。

乍奔水上军，拔帜入赵壁。

长驱剧崩摧，百万俱辟易。

子于风雅闲，信矣强有力。

似山谷将诗歌创作过程全然比类成战争场面

进行详细描绘的，在东坡诗中是不见影踪的。而

山谷诗的这类颇富戏剧性色彩的笔墨，却深俘五

山禅僧之心：“乍奔”之“袭我不备”，“长驱剧崩摧”

的“锋不可当”，无不对敌方极尽恭维，虽然其次韵

创作，是绝无怯色。

具体到次韵诗的创作技巧，义堂周信亦颇得

山谷诗法。细审该组七律次韵诗，诸句韵脚皆能

在变化中极见用心。首先是借用典故或自造生语

以摆脱陈熟事象，如黄庭坚的“曾未奉巾盥”“可用

圭瓉盥”“要以道湔盥”等句。中岩圆月就指出：

彼詩家者古云，和者特以酬答而已，晚唐以

降，間有押韵者，然不多見也，至於炎宋、蘇·黄

二公，稍見於集中多矣。然蘇之天資縱逸，加之

博覽强記，故不見有艱澁之態。惟黄氏謹慤，而

所用之事，皆有所由來，傍搜冥駈，而称江西宗

派之祖。從此以來，押韵亦責有所据，頗失於牽

强也。（《頌軸序》） （玉村竹二，別集第二卷，19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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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证苏、黄押韵区别之所在。考察组诗，尾韵

的“胡”，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愁胡”“防胡”“秋胡”

“矮胡”“贾胡”使用之后，又被义堂周信挖掘出“风

胡”“钉铰胡”“廖胡”三意。“风胡”乃春秋时楚国

人，精于识剑、铸剑，故义堂周信劝人“莫放神鋒輕

出匣，邇來識劔少風胡”。“钉铰胡”实为以钉铰为

生、以诗为能的唐人胡令能，义堂便偏要戏问“等

閑打破虛空縫，釘得還他釘鉸胡”，以出乎常情的想

象显示世俗知识在终极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廖

胡”则是经常出现在禅僧偈颂中的“十字街头廖胡

子”，或遭了雪冻“半夜著鞋水上立”（释宝印，《偈颂

十五首·其一》），或听了霹雳“醉中惊觉，起来拊掌

呵呵大笑”（《五灯会元·卷第十七》），实乃领悟禅机

者的代称，于是义堂自谦“傍人冷地看應笑，十字

街頭舞廖胡”。这些人名的嵌入不仅一新眼目，在

嬉笑怒骂之中点破禅机，且昭示了作者学识之渊，

正所谓“胸中有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

其次，变幻的句式往往带来思维的跳跃，予人

以惊奇之感，这一山谷次韵诗特色[4]，该组诗同样

足见承袭。如“每憶古人好言語，子房兩眼似愁

胡”，何以见佳作而愁呢？原来，人在凝神细味之

时会不自觉地蹙起眉头，那一派眉峰耸聚的面貌，

岂不似胡人么？乍见出奇、再想则入理合情，只将

子房全心钦赞、攒眉苦思之态勾勒如见。再如“南

能元不解文字喚梵何妨便作胡”，从六祖慧能不识

之无而发，而将“梵”“胡”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

字混为一读，以语言的悖乎常理显示出佛法的无

拘无束。如出一辙者，尚有《次韵寄答向兄·其三》

的“麟角鳳膠猶可覓，世間難得孔方兄”（上村観光

，第二卷，1973：1533），非得令世间惯常的价值顺

序颠倒一番，方才显出自身困窘落魄，确为出其不

意的妙法。

山谷次韵诗还有一个特征无法忽略，即他三

番五次的自作自次、自炼诗战“武功”之举，可参考

高邢生《黄庭坚次韵诗研究》的“黄庭坚次韵诗编

年解题”进行统计。如其《贵池》次韵前作《阻风铜

陵》《又寄王立之》、次韵《急雪寄王立之问梅花》

等，其中《大雷口阻风》两度自次，《谢何十三送蟹》

与《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更得三度自次，共

计 16 次。苏轼的自次韵诗也不遑多让，共计 87

次，但常间隔了一定的时空，重在次韵他年之我以

形成今昔对比，并不强调当下的字句锻炼、争奇

（〔日〕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出自〔日〕内山

精也著，朱刚、益西拉姆等译：《传媒与真相——苏

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5页）。要之，黄庭坚频繁的自次创作，

更能显示出注重外在竞技的人我诗战转向强调内

在雕琢的诗战自我的趋势。由是，义堂周信这座

次韵的高峰，尚是在群山托举之下凭借数目而岸

然称雄，而五山后期景徐周麟（1440-1518）的诗

战，则以自鸣金兵、自我锤炼的意识取胜。唯察其

《温泉口号》《次韵宋旭岑首座归土佐》《复次前韵

答茂叔》《答芳洲》和《答文搃》五首（“叠和五篇君

惠来”）、《答松裔美丈》《答云英》等诗，共12首，每

首都次韵“台”“堆”“催”。场合各异、对象有别，却

能给每一首都加上“次韵前作”的前缀。此类次韵

显然并非他人请求，而是景徐周麟增强次韵难度、

磨练诗技的有意为之，比起前人的被动应战，他不

仅是主动请战，甚至是创造挑战了。

然此类修辞与自次，毕竟需要极深的语言功

底与知识储备，而囿于汉字作为异国语言的艰涩，

白战体作为诗人对语言表现力的挑战，并未在五

山形成风靡之势，禅僧的次韵创作也以同韵诗数

量之庞众而非韵脚之尖新见长。以是，更多的五

山禅僧仍然以对黄庭坚诗战之喻的采纳和“乞降”

而不示弱的交际策略为主。

甲寅岁首（永享六年，1434年），以给朴中梵淳

的献岁诗为开端（玉村竹二，第三卷，1968：555），

邵庵全雍（37 首）与报恩中莲（34 首）、洞春妙英

（20首）、朴中梵淳（4首）、伯温德瑛（4首）、安中乾

齐（3首）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次韵对战。此次诗战，

乃押青、星韵的七绝，期间不乏半路横出的“好事

者”如伯温德瑛、安中乾齐，真正的战斗主力乃邵

庵与中莲、妙英三人。对战诸方都屡屡乞降，妙英

直言“愧我敗軍營散星”（《用前匀呈邵菴·其二》），

邵菴则表示“戰疲幾欲哭秦庭，寸草全無四野青”，

颇似黄庭坚面对苏轼时“浅陋不成邦”之状。

但是，正如钟情一个“降”字的黄庭坚，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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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大多只是姿态，五山禅僧在诗语谦逊的同时，

诗作可绝不服输。此种表达方式的相似，乃由于

二者的创作在社会学维度，即尊卑身份、师友关

系、次韵场合的相近[5]。与苏轼不同，黄庭坚的次韵

亲属多是长辈，这就注定了他修辞策略的选择。师

友苏轼自不待言，同僚之间，亦免不得“非以弱故

降”（《以酒渴爱江清作五小诗寄廖明略学士兼简

初和父主簿·其四》）、“漢庭望風降”（《送彦孚主

簿》）的客气。就算是同得苏轼青睐的张耒，又岂

敢怠慢，非得“老夫端欲把降幡”（《次韵文潜立春

日三绝句·其二》）不可。而在外舅谢景初、外舅孙

觉、舅李常、大舅孙端、叔父黄廉、伯父黄序、兄长

黄大临面前，诗战的旗幡也不好举了，老老实实次

韵便罢。没有苏轼在诗坛那般的领袖地位，作为

后辈的黄庭坚多在接二连三的险韵追次中暗竞，而

在题面上显出同等切磋甚至自愧不如的谦逊姿态。

五山的次韵群体也以同等资历的禅僧为主，

这大概是促使他们采取与黄庭坚相同的口头示

弱、笔下较劲之策略的原因。在前举次韵竞技中，

朴中梵淳本人在寥寥 3首次韵诗后便安然观战，

晚侪济济，则难免在老师面前炫技之嫌。报恩中

莲就一边说着“洞春老人，設奇計，以欲襲不備，先

㕝發覺，殆獲無敗，雖然，小敵之强，大敵之擒也，

不可不敢降”，一边又“聊和一萹以为乞降之資云

爾”。洞春妙英赶紧辩驳，说“報恩老人，誣僕云，奇

計襲不備，堂堂之陣，不可擊也”，接着“重和前匀，

以解之”。且禅僧们的观战对象还不止于老师，在

洞春妙英点燃颂赞上杉宪实的火苗之后，邵庵全

雍联想到“蘇子瞻與孔常父唱和，引云，諸公稍復

舊，太平聖㕝也”的故实，令上杉宪实也忍不住次

韵一首，而久隐幕后的朴中梵淳也及时献声，夸扬

“藤相孝心風俗化”（玉村竹二，第三卷，1968：555-

625）。这场激烈的诗战，就在称扬权贵的“功业声

名”与“文字酬酢”的雅兴中戛然而止。社会地位、

身份对禅僧在诗战中扮演角色的影响，可见一斑。

继五山时期最长的诗战之后，邵庵全雍的《一

桂老人詩》序，或为最长的诗战之喻。在文安四年

（1447年）的一次唱和中，“群賢唱和詩一百五十

篇，作者三十又六人也……有一人而賦十數篇者

亦有三五篇兩篇一篇者”，邵庵全雍本人作押茫、

香、郎、场韵诗13首，确为盛况：

各築詩城，其數半於齊七十，乃據李衛公六

花陣法，以側理爲場，弗聿爲旗幟，瑜麋爲鎧胄

甲革，陶泓爲山河形勢之固，心意□□略筭勝之

將帥焉。余提孤軍先啓行以臨境，明室氏□□
□虎，風發其令，雷震其威，及變化則其通神可

測乎，令我不□□栗而已。自餘追奔逐北，卻敵

擒將之功，不可勝紀也。丘翁□深壍高壘，持重

以候其變，余餘將致師挑焉，摩壘而還。衆議□
□若昆陽見敵怯小，豈眞孱懦爲乎。示以弱乘

以强，此兵之□爽其紀律，取敗可立而竢，勿敢

擊。余曰，遷延之役，春秋所□□一擧，利在速

戰。於是試遺一章，以擬中悃之故 ，蓋欲令□
□也，翁儻或振矍鑠餘勇二人解圍斫寨也，則白

戰豈獨專於□乎。 （玉村竹二，第三卷，1968：669）

阙文虽多，亦可窥得用语特色，如尽量模仿兵

家术语，将不闻鼓戈、不见血腥的文坛变成了讲究

布兵结阵、假弱乘强等孙子兵法的战场，在紧张的

氛围中突显诗笔对抗。

五山禅僧的诗战对象，并不限于今人，而甚至

遥指隔海的古人，而山谷也显然是他们意欲较量

短长的先辈之一。邵庵全雍序中“白戰豈獨專於”

的阙文，极有可能指向创始者欧阳修，“梨梅玉月

汝陰鐵，禁體奇於六一門（《次韵咏雪》）”（玉村竹

二，第二卷，1968：383），有与古人并肩的争胜之

心。邵庵全雍取山谷《元祐丁卯春雪诗》破题句，

将春雪唱和诗集命名为《丁卯春瑞集》之举（玉村

竹二，第二卷，1968：665），恐亦同此。

尚有一例，可观禅僧之诗战嗜好与“点铁成

金”法则之常用：

己丑暮龝，一夕夢在東山，與社友聯句，宛

若平日。有一人，倡五字云，九日樽前宴，坐客

欲賡之，搜思者久矣。余卒爾答曰，三生石上

緣，亡友元方藏主，亦在座。蓋上句用唐人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之句，余亦用圓澤

故事，而不飜其意也。然後寤矣，吁，一吟一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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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氏所誡，客居以來，不從 筆硯，雖然宵寐之

際，餘習稍稍，余竊愧焉。斯日重陽也，聊記夢

中之 ，以足成一章云。

（玉村竹二，第五卷，1968：1212）

虽然“一吟一咏，釋氏所誡”、且“客居以來，不

從事筆硯”，天隐龙泽（1422？-1500）梦中却还在

“与社友联句，宛若平日”，且二人所写之诗，都其来

有自，足见联句赓韵、化用前人之习惯已深入骨髓。

以诗、文挑战，并能于连续押同一韵的限制中

诗思不竭，这种翰墨游戏，对禅僧平素的诗文积累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岩圆月抄写、注释过黄庭

坚的《双井茶送子瞻》《起分宁诗（夜发分宁寄杜涧

叟）》《浣花溪图引》（玉村竹二，第四卷，1968：

440），学习痕迹清晰可见。惟肖得严则抄写义堂

周信24首、绝海中津21首、中岩圆月1首、春屋妙

葩 2 首、雪村友梅 2 首七绝（玉村竹二，第二卷，

1968：1018-1022）。其时，禅林还盛行着将其他僧

侣所作法语或诗文记忆下来、写入笔记并近身置

放的习惯。《荫凉轩日录》所载延德三年（1491）五

月二十三日条，有龟泉集证为背诵小河御所诗歌

御会中兰坡景茝、桃源瑞仙与横川景三的诗而“暗

记一首”的自述。妙贺喝食（4、5岁到 16、17岁的

僧侣）年仅十岁，就时常将虎关师炼的《聚分韵略》

揣入怀中暗记，令横川景三惊讶不已。此外，还有

暗记《三体诗》的小童少内记、暗诵《聚分韵略》的

僧人明恩。龟泉集证从延德四年（1492）到明应二

年（1493）的日记显示，他曾对初学者反复讲述并

令之学习《三体诗》，激起了竞相暗诵《三体诗》的

热潮[6]。学问僧万里集九，曾因提笔立书前年之诗

作而令天府老人惊讶不已[7]。“暗诵”之风刮起的，

是以记忆能力评价禅僧的热潮，天隐龙泽、希世灵

彦、三条西实隆与茂叔集树等人，都在时人称道之

列（今泉淑夫，2010：101）。凡此种种，很难不让人

联想到五岁熟《五经》、十日诵《春秋》而有过目不

忘之能的黄庭坚。

杨诚斋曰：“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

賡和不得已也。……詩至和韵，而詩始大壞矣。”

对此，虎关师炼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诗只有“上、

中、下才”之分，若是李、杜之等，则不管是兴、赋还

是赓和，都能浑然天成，只有下才才会“剽掠牽

合”，让“詩大壞”（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238-

239），虎关师炼的主张，隐隐为数量之众、押韵之

险的山谷次韵诗做着后援。不管是长于诗战的义

堂周信、惟肖得严、邵庵全雍、景徐周麟，还是善于

暗诵的天隐龙泽、希世灵彦，都属五山时期学问僧

倾向十分明显者，也都是对黄庭坚继承颇为有力

者，这更反面印证了诗战比况与黄庭坚的联系。

2 战之诗：心内、身外的紧张对立

“好战”的心理实质，既是“好胜”，追求六根清

净的五山禅僧，何以对以战喻诗的笔法接受得如

此迅速，且乐此不疲？为何黄庭坚的其他战争类

比喻，也颇得禅僧青睐？不难发现，黄庭坚的战喻

多出自友朋欢聚之时，固可视为文人立功沙场之

深层愿望的转化，却少了对峙的紧张、添了自在和

宽舒。如元祐元年黄庭坚与苏轼首会，可谓金风

玉露、怡然相得，《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二、其五，《次韵答张文

潜惠寄》就皆作于此时。至于“養得狸奴立戰功，

將軍細柳有家風”（《谢周文之送猫儿》）、“老夫何

有更橫戈，奈此于思百戰何”（《戏答欧阳诚发奉议

谢余送茶歌》）一类或点明或暗藏的战喻“戏”笔，

则更是繁多。“俳谐味胜”，或可形容黄庭坚战喻的

特色及其寻求雅趣的心理。在诗战、战喻盛行五

山的情形下，要追问的是，促使禅僧热衷诗战、好

用战争比况的主观与客观原因有哪些？其游戏心

态与黄庭坚有何异同？

就禅僧个人而言，作为汉语言学习者，必然会

以当时流行的诗学典范如山谷、东坡为标尺，衡量

并打磨自己的汉诗创作。诗战心理，体现了他们

力图掌握异域文字、自由运用经典知识的理想。

“庭堅生八歲，口始解言詩。今古同中異，何恨二年

遲。”（上村観光，別卷，1973：523）在十岁的常菴龙

崇迅速回应乡人“小儿应未解作诗？”的询问时，其

实已在与流布禅林的早慧代表黄庭坚做一较量。

相较单纯向学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则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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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得多，也较不易为禅僧自己所觉察。细析之，则

由心内、身外两重紧张对立所致。心内之战不难

理解，作为求道之人，黄庭坚也屡有“但知戰勝得

道肥，莫問無肉令人瘦”（《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

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

简元师法弟周彦公》）之慨叹。对修行的禅僧而

言，他们最熟悉的战争，是禅定时对睡魔的压制，

“饒汝睡魔城壁堅，槍旗百萬難遮當”（玉村竹二，

第三卷，1968：768），抑或是与心魔的对抗，“枯禪

無力入魔軍，蝶蟻奔飛也樂云”（上村観光，第一

卷，1973：105）、“五兵萬仞意爲師，一炷香烟來解

圍”（上村観光，第四卷，1973：151）。实际上，除专

供皇族成员出家的仁和寺等之外，大多僧侣，都因

家境窘迫而被送入寺院谋生，自幼颖悟佛法者实

乃罕见。这暗示着这场面向自我的战争，必将紧

傍禅僧左右。

而来自身外的对立，则更能凸显时代的烙

印。五山禅僧面临的争端，既发生在门派之间、门

派内部，也发生在世俗社会内部、世俗社会和无缘

社会之间，要处理好任一关系，都足令人心力交

瘁。首先，若在五山诗文的字里行间寻觅烽火狼

烟，便会发现，比文战出现更早的，是法战：

法戰場中機奪機，無人頭戴艸鞵時。太虗

活得死猫起，萬象森羅剔起眉。

（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31）

所谓法战，乃奉信不同要旨大义的门派、抑或

是禅僧个人之间的口舌之争，以屈服对方、显耀己

方为目的，与魏晋清谈相近。对能在法战中力战

强敌、取得先机的友人，天岸慧广（1273-1335）显

然充满敬意。当时渡日的元僧清拙正澄（1274-

1339），对“法战”的态度颇有代表性：

切不可自言我作家、我要决勝負、我無敵、

我七事隨身、一任争戰，如此等語，自夸自大，非

理也。自言作家，非作家。

禪客問答，出陣入陣之名，大謬。古人胸

中，疑情未泯，對衆决擇，又有作者，相與激揚。

安有出陣入陣之意。陣者兵法，孔明八陣圖是

也。法戰之説，如克賓維那法戰之語，不在禪客

分上。 （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490）

也许从来没有另一时期的文学，在诞生之初

就如此焦灼地否定着自己。因禅宗对文字的排

斥，五山文学的初起，于禅僧眼中，已是一场浩

劫。清拙正澄的忧虑，在力反法战的主张中略可

窥得，而同属早期的铁庵道生，更直言“岫雲兄弟

多事吟緒，不本於宗猷，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

之甚”（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385）。然通观五

山诗文，法战之赞却又比比皆是，“法戰臨場功拔

山，何妨一鏃破三關”（上村観光，第三卷，1973：

2638）、“惠山法戰策奇勲，書記聲名聞四海”（玉村

竹二，別集第一卷，1968：281）、“法戰場中俄拜將，

祖宗門下已封侯”（上村観光，第四卷，1973：306）、

“願君此去爲禪將，麾退魔軍扞法城”（上村観光，

第二卷，1973：1470）。拥有了弘法性质，“不在禅

客分上”的摇舌鼓唇，也暂获肯认。但调和毕竟是

暂时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矛盾，始终徘

徊在禅僧心头，直到后期儒释道一体的观念盛行，

才稍得缓解。

惜乎，战争并非都如法战一样，是停留在口舌

之端的名词。在地方领主对各自领地支配权较强

的中世，为维护山头利益，丛林各立僧兵，因领土

纠纷、教义分歧引发的宗派斗争并不罕见，如建保

元年（1213）爆发在比叡山与兴福寺之间的清水寺

之争。而即使同一山头，禅寺内部的琐屑争端也

颇令僧侣耗心费神。时在“无缘所（寺院）”内部有

学侣、行人、圣之分，学侣多出身世俗贵族、武士或

富家，平日钻研教学为务。行人的出身多在武士

之下，是勤于寺院、朝廷公例行事之杂役的下级僧

侣。圣则是没有定居地点的典型无缘人，因游历

全国说法劝诱、招徕香火而不受本寺人员管理的

束缚。1203年，叡山的学侣和行人因入浴顺序而

大起争端，学侣愤然离山，仪式活动、镇护国家之

祈祷也全面中止，直到行人不顾反对修起了自己

的专用浴室。[8]行人数量的优势，为其在室町时代

以后从“学侣命令的忠实执行者”的身份、一跃而

成“私自裁断刑事者”的转变埋下了伏笔[9]。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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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让学侣身份居多的五山禅僧大伤脑筋。此

外，源自世俗社会的权力争夺引发的动荡，亦令禅

僧焦灼不已。僧团扛负神舆向公家强诉、或联手

与武家抗衡的事件频发，圣护院玄基法眼等僧兵

甚至参与了正中元年（1324）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运

动（日置英剛，2003：166）。无怪良源感叹“末法必

诉诸武力”，白河法皇也以“山法师”为人生三不如

意之一（日置英剛，2003：37）。

以上种种“战争”，皆乃教宗之例，似乎不是应

该困扰无缘社会的问题，但自镰仓时代而起，就存

在公家、武家、寺家的权门（统治阶级）体制[10]，足

利时期更弱化禅宗与显、密之间的区别，禅宗僧侣

同样拥有以佛法护佑国家的责任，在官寺机构、祈

愿寺体制、相国寺中心体制为主的形式下进行祈

祷[11]，并常是国家公文的主笔者，禅僧与政治之利

益关系，也就紧密非常。与教宗类似的利益争端，

禅宗内部必也难免。

爆发于文正二年的应仁之乱（1467-1477），成

为当时所有僧侣难以回避的剧痛：

文正丁亥，國嬰兵戈，洛人蹀血，凡雖佛僧

廬，皆成戰場，不皇寧處。

（玉村竹二，第一卷，1968：41）

在连绵的战乱中，更出现了“冐姓釋氏，而混

形於軍伍者，公然弗顧”（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

1665）的乱象：

海内瓜潰，京師新喋血，哀哉，萬年亦系兵

火之厄，鯨暗鼉寂，龍象行道之地，悉爲鋒鏑之

場，往往雖其名爲釋，其形戎服，似無全牛。

（玉村竹二，第六卷，1968：948）

诸如此类，无一不使得“方今五山氣象盡墜地

矣”（上村観光，第四卷，1973：212）、“大法下衰眞

歎訝，要光祖道須作者”（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

559）、“吾宗命脉憑誰續，三拜浮圖一涕横”（上村

観光，第一卷，1973：736）、“嘘少林灰寒之秋，振臨

濟已墜之緒”（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384）的焦

虑，从五山时期一开始便弥漫丛林，再未散去。中

岩圆月曾如此棰心泣血道：

今此邦之稱禪者，不原諸佛，不證諸心，但

師尚之，但宗黨之，固可憫者也。

（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1020）

叢林蕪廢，贋緇之黨浄羣充嗛，本色衲子，

不欲與鷄鶩争食，以故宗風不振，可嗟甚矣。

（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934）

自經喪亂至今幾乎十年，其間是處寺院例

不開堂，由是衲子輩，往往不守規矩於行步。若

夫後生晚進者，則開單展鉢之儀，且未知爲何等

事，可傷之甚。 （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969）

所谓“赝缁”，义堂周信谓之“赝浮屠”，乃能

“託妖巫之言，假貪吏之手，伐我禪林，侵我門墻，

而後禪林之徒，往往相率，逃於山谷”（上村観光，

第二卷，1973：1685）。“不通其心而胶其教迹”可悯、

赝缁之党可嗟、国家丧乱可叹，曾自述“洞宗之族

愤然欲害予”的中岩圆月，历经个人与国家的双重

苦难，对宗门衰落之亲身体验，不可谓不痛切。须

知佛教教义，本就强调劫运轮回，令信徒一边忍受

今生的苦难，一边祈祷来世佛祖的降临。佛教将

现世时间分为正、像、末三时，从佛陀出生到灭度

1500年后是末法时期，有万年之长，会出现种种乱

象。五山丛林贯穿始终的败落感，一方面，既有其

事实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也不无此种自认末法的

渲染。由是，禅宗内部的隐逸风潮，也悄然兴起，

唱着“吾宗近日陵遲甚，獵縣游洲便早歸”（上村観

光，第二卷，1973：1315）、“積翠宗風將委地，今何

時也欲安眠”（玉村竹二，別集第二卷，1968：379）

的居多，发出“世降俗末，教學廢弛，但讀其書，講

其訓詁而已，豈敢質心乎，豈敢質書乎”（上村観光，

第三卷，1973：2895）的愤激之语而固守书斋的亦不

少。就算乐观一点，说着“勿謂祖風今已墜，依前大

地又廻春”（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620）、“濟北宗

風猶未墜，江西句法又重興”（上村観光，第一卷，

1973：746）的语言，也是在反拨普遍的悲观情绪。

可见，在原应远离世俗的寺院内部，却拥有着

与世俗相同的严格等级关系与混乱权利争夺；在

本应远离杀伐的僧侣身上，却集中了战争状态的

紧张与对抗。故一般禅僧，对战之比况能有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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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感。在五山文学早期，虎关师炼就已将“战”之

比喻从“法战”之主观信仰的对立延展开去，致力

于在万事万物中发掘紧张的对抗关系，并用列兵

布阵的方式予以疏泄：

雄武不多韓白輩，胄冠鐓距好張軍

（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124）

春歸將謂覔無痕，白羽赤旗鎖一園

（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116）

自今兒輩無侵觸，花木備胡萬里城

（上村観光，第一卷，1973：121）

看到昂首挺胸的鸡，便想及军事家韩信、白

起；分明是百般娇艳的花，也像是“白羽赤旗”；而

围护花木的小小的一道篱笆，则成了逶迤雄伟的

长城，不请自入的徒辈乃成了犯我领土的外敌。

艺术的夸张固能赋寻常事物以戏剧性，博人一笑，

然过于频繁的战争比况，也反映出某种蓄势待发、

争强好胜的心理。甚至连原本平和的饮茶，也因

茶汤之沸腾，而使雪村友梅产生“疑是玉龍鬚入

手，雪濤戰起鷓胡斑”的观感（玉村竹二，第三卷，

1973：756）。又如中岩圆月的“槍旗競鬬芽張捷，

雀舌依然是下才”（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915），

并非对茶叶的高下、茶味的浓淡进行品评的“实

战”，因绿茶的枪旗、白毛尖的雀舌都是上品，而是

以茶名衍伸出道德评断的“虚战”：枪旗为真刀实

枪斗争的典范，雀舌则是空谈阔论之辈。如此胶

着于计较高下，恐亦是好胜心理作祟。

不难想见，黄庭坚战争比况的妙笔，亦常得五

山禅僧化用。其“西风鏖残暑，如用霍去病”（《又

和二首其一》），将西风与暑气的此进彼退，喻作布

阵冲杀，终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霍去病扫却暑气

余孽，爽意顿生。这层用心，被雪村友梅借去，便

是“山城宿雨霽旻高，万斛炎歊一戰鏖”（上村観

光，第一卷，1973：539）。义堂周信把天气换作植

物，“東閣華筵披宿霧，西園琪樹戰凉飈”（上村観

光，第二卷，1973：1609），只有视觉的飘摇，而无触

觉的变换，略失一着。心田清播的“自説京門羈旅

枕，五更桐葉戰西風”（上村観光，別卷，1973：515）

与此同构。景徐周麟则紧承黄氏笔法，将细微的

现实与浩大的历史结合，写道“漢家四百年炎運，

收入三軍白羽中”（上村観光，第四卷，1973：85）。

时间的近端，景徐周麟不过将扇面微微摇动，就能

将暑气驱逐，而历史的那头，四百年汉王朝的三分

天下，竟也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的容易。兴亡无常之感，超然物外之旷，并于一

扇。余如“蠻征觸戰未收功，兩角擎來勢指空”（上

村観光，第一卷，1973：618），是全袭其语而无创

新；“味柔可口遠煩君，治齒老來如治軍”（上村観

光，第四卷，1973：316），则是“倚老卖老”的无聊自

嘲。中岩圆月的“吾喪我師，車脱輹兮，惟輪何

之。中軍敗兮，左右疇依。瞻彼北山，霧慘松悲”

（上村観光，第二卷，1973：986），用《左传》语，以战

败比喻对智者大道和尚的示寂的伤怀，出奇而精

彩之余，不无失一丛林“法战”之得力战友的叹惋。

仍需再次强调的是，同为喜用诗战与戏用战

喻，五山禅僧的心态与黄庭坚略有差异，即其在

“游戏三昧”之外，还隐含着对紧张情绪的纾解。

席卷京都的动荡武战，让禅僧们不得不四处避难，

竟也成了诗战的催化剂。应仁之初，兰坡景茝与

横川景三、景徐周麟、万里集九等因避难而相会江

州，自述“洛社三年空作空，蓍英遁在野花中”（上

村観光，別卷，1973：642）。桃源瑞仙则取道坚田，

拜访了安乐寺的月翁周镜，置酒高会而以“湖上逢

故人”为题各赋一诗。（上村観光，別卷，1973：430-

431）此后，桃源又与横川有虎溪桥畔、永源会诗。

（上村観光，別卷，1973：624）随龟泉集证在江州避

乱的益之集箴听闻此事，立即次韵十章并寄赠横

川。面对战乱，与对民生诗的淡漠处理相同，五山

禅僧回避现实、纾解苦难的强大惯性依然存在，如

益之集箴“家家沈竈産蛙日，寺寺長廊係馬時”“嗟

又春來幾新鬼，啾啾哭雨洛西涯”“鼠嚙楮衾其夜

夜，犬來蒲席亦時時”（上村観光，別卷，1973：568-

569）等状战时惨清如见的句子，多被“供书又读后

山诗”一类淡扫而去。作为难能可贵的直面血痛

的诗人，益之集箴的战乱书写足可倒影五山禅僧

的逃亡心态。他在给横川的信中写道：“欲借書以

讀，而山寺村家無有一書，獨龜丈（龜泉集证）篋中

有陳后山集一部。”（上村観光，別卷，197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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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之际，仍不忘随身携带、吟咏以为慰藉，可见

江西诗风之广布。彼时，江西诗祖杜甫的避乱经

历也引起禅僧的共鸣：

自丁亥兵起以來，予驚愳不平，如茆塞於

心，而不能得一詩，甚所愧也。每讀老杜詩集，必

有掩卷而歎者矣。子美自長安避安史之亂，去客

于秦蜀夔梓之間，身將不暇於奔走，何其處在多

萹題哉。今偶得蕭庵正宗所示詩二百餘萹，謂是

丁亥亂來日課所作也，於是重爲發予歎云。

（玉村竹二，第二卷，1968：464-465）

友山士偲所感，正在正宗龙统与杜甫以“日课”

书写战争中的个人历史之举。对禅僧而言，不仅仅

是借助文字方能于动荡天地觅一休憩，或寻章摘句

才可令诸般心绪得一排遣，而是记录本身，就充满

“日日是好日”的平等观与当下感。芳贺幸四郎曾

指出，山谷诗在应仁之乱前后急速流行[12]，或许，战

乱与诗战、战喻的息息相通，亦是缘由之一。

3 结 语

诗战之为文字竞技，与以山谷为代表的知识

性写作关系紧密，故与山谷诗接受基本同步，五山

的诗战之喻及诗战比况在中、后期方见繁荣。然

此种接受须一分为二：就修辞技巧与社交策略而

言，山谷之影响痕迹明显；而论及深层心理，则五

山禅僧的“战时心理”与其宗教教义、社会制度、政

治环境的复杂密切相关，虽与山谷同样表现出“乞

降”“好战”的姿态，其形成原因则大相径庭。这也

启示我们，借助“第三种比较文学”[13]进行考察时，

不应忽略生活世界于物质层面相异、在精神表征

共通的一面。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五山文学别

集的校注与研究》（15ZDB089）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

张哲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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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phors of the Poetry Battle between Monks of Gozan and Huang Tingjian

Abstract: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Huang Tingjian's poetry, monks of Gozan (Five Mountain System) often write and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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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ame rhyme sequence and use similar metaphors of the poetry battle. Though monks of Gozan imitate the rhetorical de-

vice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Huang Tingjian to a large extent, the mental reasons for doing so are quite different. Be-

sides the pedantic competitions that they are used to in their study life, the warlike mentality of the monks is based on the fight

with the demons of sleep and demons of the mind during meditation, the anxiety resulting from the prophecy of latter dharma

and the violence among Zen schools, and political battles. It provides a new thought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real life can also re-

sult in a similarity of literary output as "The Third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Gozan; Huang Tingjian; using the same rhythm sequence of a poem; poem competition; poetry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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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学 领 域
日 文

アウトプット強化

インプット強化

理解可能なアウトプット

インターアクション

学習

学習観

過剰学習

習得

習得順序

第一言語習得

第二言語習得

言語習得メカニズム

学習ストラテジー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トラテジー

産出ストラテジー

直接ストラテジー

間接ストラテジー

記憶ストラテジー

補償ストラテジー

認知ストラテジー

社会的ストラテジー

情意ストラテジー

メタ認知ストラテジー

内的動機付け

外的動機付け

社会的動機付け

道具的動機付け

統合的動機付け

学習者個人要因

学習者背景

状況社会要因

中 文

强化输出

强化输入

可理解性输出

互动

学习

学习观

过度学习

习得

习得顺序

第一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

语言习得机制

学习策略

交际策略

产出策略

直接策略

间接策略

记忆策略

补偿策略

认知策略

社会策略

情感策略

元认知策略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社会性动机

工具型动机

融合型动机

学习者个人因素

学习者个人背景

情景社会因素

英 文

output enhancement

input enhancement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teraction

learning

view of learning

overlearning

acquistion

acquisition orders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mechanism

learning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production strategies

direct strategies

indirect strategies

memory strategies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cognitive strategies

social strategies

affective strategies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intrinsic motivation

ex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motivation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intergrative motivation

learner factors

personal background

situa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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