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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起

在繁荣绚烂的日本平安文学作品中，《源氏物

语》无疑是具有魅力的代表作。《源氏物语》虽是虚

构的长篇小说，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容忽

视。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研究者不仅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还从文

化的角度对这部巨著进行审视。《源氏物语》从多

方面描述了平安王朝的贵族文化，人生仪式是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物语描写了主要人物经历的出

生、成人、结婚、祝寿、送葬等人生仪式。在众多人

物的人生仪式中，本文选取夕雾的成人式进行考

察。夕雾是主人公光源氏的长子，在父亲去世之

后成为朝廷重臣，维持家族的繁荣。

成人式在中国古代称为“冠礼”，原本是氏族

社会的成丁礼，氏族用各种方式测试成年男女的

体质和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能否成为氏族的

正式成员。后经儒家改造，被注入了新的人文精

神，便成为了文明时代的成年教育仪式（彭林，

2012）。日本的平安贵族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在贵

族社会中也举行成人式，改称为“元服”。但是随

着年月的变迁，元服失去了其原本的教育意义，演

变成了贵族子弟借由成人之际迈入朝廷为官的契

机。《源氏物语》的《少女》卷描写了光源氏之子夕

雾的元服仪式，光源氏原本打算让元服之后的夕

雾任四位官职，世间也都如此认为。然而，光源氏

最终只让夕雾止于六位，并且将其送入大学寮。

一直抚养夕雾的外祖母（夕雾的母亲葵上在夕雾

出生后去世，之后夕雾便由外祖母抚养）听闻夕雾

被封为六位的消息，大为惊讶不满，便责怪光源

氏。对此，光源氏作如下辩解：

（光源氏）「ただいま、かうあながちにしも、

まだきにおひつかすまじうはべれど、思ふや

うはべりて、大学の道にしばし習はさむの本

意はべるにより、いま二 三年をいたづらの年

に思ひなして、おのづから朝廷にも仕うまつ

りぬべきほどにならば、いま人となりはべり

なむ。…」 （『源氏物語』・少女③二一页）

《源氏物语》的引文依据小学馆出版的新编日

本古典文学全集，引文后标注卷名、册数、页数，

下同。

《源氏物语》的元服与教育
——以光源氏之子夕雾为例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赵晓燕

[摘 要] 元服（成人式）是日本平安王朝的贵族子弟获得官职的契机。但是夕雾在元服之后却被父

亲光源氏送入大学寮研习学问。本文将入大学寮这一事件视为元服的一环进行考察，在分析夕雾的

元服与诸多民族的成人式具有相同结构的基础上，考察元服对夕雾人生的影响和意义，阐明作者紫式

部对平安贵族社会荒废教育所持有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 源氏物语 元服 夕雾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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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氏认为，夕雾年事尚幼，本不该为他举行

元服，之所以举行，实有意使暂入大学寮（也称“大

学”，成立于七世纪后半叶，在平安初期达到最兴

盛状态，入学资格限定于五位以上的贵族子弟，后

来逐渐衰落，贵族子弟极少入“大学”。“大学”变成

了培育中下级官员的学校），研习学问二三年。因

此，元服对于夕雾来说，不是入朝廷为官，而是进

入大学寮研习学问的契机。

关于光源氏让夕雾入大学寮的措施，前期研

究都围绕当时社会的大学寮制度进行探讨（山岸

德平，1975；野口元大，1981；铃木一雄，1991；塚原

明弘，2004；松冈智之，1997等）。而本文认为，既

然入大学寮是夕雾人生中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

那么也应该从夕雾的角度来对这个事件进行考

察。入学跟元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可以尝试把

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前人研究把元

服和入大学寮作为两件事分开对待不同，本文将

入大学寮视为元服的一环进行考察。本文在分析

夕雾的元服与诸多民族的成人式具有相同结构的

基础上，考察元服对夕雾人生的影响和意义，阐明

紫式部对平安贵族社会的世袭制和教育制度的抗

议以及修正的愿望。

2 夕雾元服的特殊性

前文提及夕雾的元服与作品所描述的其他贵

族子弟不同，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元服对于平安

贵族子弟的普遍意义。平安物语文学中关于元服

的描述最早可见于《伊势物语》第一段。

むかし、男、初冠して、奈良の京春日の里に、

しるよしして、狩にいにけり。[1]

这是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讲述刚刚举行过初

冠（即元服）的青年男子离开京都前往旧都奈良的

春日里去狩猎。关于此处的狩猎，中村真一郎认

为有两种解释。一如字面意思，是狩猎行为。二

还可以理解为巡狩，即奈良的春日里是青年男子

的领地，此番前去是作为朝廷的行政官巡视领地

的行为（中村真一郎，1976）。根据第二种解释可

知，青年男子在初冠也就是元服之后便在朝廷为

官，并且在旧都奈良拥有了领地。

而《源氏物语》中举行元服的男性除了夕雾之

外另有五人。即光源氏、冷泉帝、今上帝、匂皇子

和熏。元服之后，匂皇子担任兵部卿（匂兵部卿⑤
一八页），熏担任侍从（匂兵部卿⑤二二页），冷泉

帝在元服的同时继承皇位（澪標②二八二页），也

可归于获得官职一类。作品中的天皇和光源氏只

提及元服之后便结婚，未提及授予官位，但是光源

氏的元服在第一卷《桐壶》的卷末举行，在第二卷

《帚木》的卷初关于光源氏官职的描述是“中将”，

可以认为，光源氏在元服之时已被任命官职。

由以上可知，对于贵族青年们来说，元服是他

们获得官职的契机。作品中如此描写，那么当时

贵族社会的实情又是如何。对此，桥本义彦有如

下研究结论：

経歴の知り得る嵯峨源氏十三人のうち、一、

二の例外を除いて、みな四位から出身してお

り、これが後世まで一世ないし二世源氏の出

身叙位の定式となった。[2]

历史上的源氏一代或者二代的官位都是从四

位开始任命。光源氏是被从皇子降为臣籍的赐姓

源氏一代，他元服之后所任中将是近卫府的次官，

官位是四位下。作为他儿子的夕雾则是源氏二

代，被授予六位确实例外。那么赐姓源氏之外的

其他姓氏的贵族子弟在元服之后的官位授予是何

种情况？

律令制度は崩壊したとはいうものの、その

くずれの中から次々に新しい情勢を生み出し

てきていた。政治についていえば、これが貴

族独占であることは制度そのもので規定され

ている上に、その階層は蔭位の規定で、五位以

上の者の子弟は二十一歳になると自動的に位

をさずけられる。三位以上だと、孫にまでそ

の恩典が及ぶ。（中略）蔭位が五位以上の特典

としてあるのに加えて、その五位にも一生か

かっても昇れない者が多いのに、門閥によ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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ば子は元服の時、たとえ十三歳でも十二歳で

も元服すると五位に叙せられる。従五位下か

上、そして官は五位は多く侍従、そこから昇っ

ていく。[3]

由上述记载可知，在藤原氏掌权时期，根据门

阀，元服之后的贵族子弟至少要被授五位官位。

由此可见，平安物语文学中关于贵族子弟元

服之后所任官位的描述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

况，元服是贵族子弟获得官职的契机，且官职最低

从五位开始。据此推理，按照光源氏的门阀，夕雾

至少也要被授予五位。土田直镇的研究表明：

平安なかごろともなれば、五位以上だけが位

として問題に採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て、六

位以下の位などは、ほとんど実用上は意味が

なくなり、あまり使わ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4]

到了平安中期，六位以下的官位已经不具备

实用价值，夕雾的六位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官位

授予。因此，这个官位任命有悖于贵族社会的惯

例，不仅如此，夕雾还被光源氏送入了大学寮。

・字つくることは、東の院にてしたまふ。

東の対をしつらはれたり。上達部、殿上人、め

づらしくいぶかしきことにして、我も我もと

集ひ参りたまへり。 （少女③二三～四页）

・うちつづき、入学といふことせさせたま

ひて、やがてこの院の内に御曹司つくりて、ま

めやかに、才深き師に預けきこえたまひてぞ、

学問せさせたてまつりたまひける。

（少女③二七页）

这两段文字是关于夕雾入大学寮仪式的叙

述。第一段是取字仪式，第二段是入学礼。这两

个仪式均在二条东院举办。入学仪式完成之后，

光源氏在二条东院内另辟一房室，作为夕雾研习

学问之所。关于夕雾的学习生活，作品中反复使

用“笼闭”[5]这一词语进行描述，可以说，书中有意

识地将夕雾的大学生活用“笼闭”来形容，具体的

情景引用如下：

a うちつづき、入学といふことせさせたまひ

て、やがてこの院の内に御曹司つくりて、まめ

やかに、才深き師に預けきこえたまひてぞ、学

問せさせたてまつりたまひける。大宮の御も

とにも、をさをさ参でたまはず。夜昼うつく

しみて、なほ児のやうにのみもてなしきこえ

たまへれば、かしこにてはえもの習ひたまは

じとて、静かなる所に籠めたてまつりたまへ

るなりけり。 （少女③二七页）

b つと籠りゐたまひて、いぶせきままに、殿

を、つらくもおはしますかな、かく苦しからで

も、高き位に昇り、世に用ゐらるる人はなくや

はある、と思ひきこえたまへど、おほかたの人

柄まめやかに、あだめきたるところなくおは

すれば、いとよく念じて、いかでさるべき書ど

もとく読み果てて、まじらひもし、世にも出で

たらんと思ひて、ただ四五月のうちに、史記な

どいふ書は読み果てたまひてけり。

（少女③二七～二八页）

c（内大臣）「をさをさ対面もえたまはらぬか

な。などかく、この御学問のあながちならん。

才のほどよりあまりぬるもあぢきなきわざと、

大臣も思し知れることなるを、かくおきてき

こえたまふ、やうあらんとは思ひたまへなが

ら、かう籠りおはすることなむ心苦しうはべ

る」と聞こえたまひて、（内大臣）「時々は異わ

ざしたまへ。笛の音にも古ごとは伝はるもの

なり」とて、御笛奉りたまふ。 （少女③三七页）

d（夕霧）「何ごとにかはべらん。静かなる

所に籠りはべりにし後、ともかくも人にまじ

るをりなければ、恨みたまふべきことはべら

じとなん思ひたまふる」 （少女③四七页）

e 宮の御もとへも、あいなく心憂くて参りた

まはず。おはせし方、年ごろ遊び馴れし所の

み、思ひ出でらるることまされば、里さへうく

おぼえたまひつつ、また籠りゐたまへり。

（少女③六七页）

a是关于夕雾移居二条东院的经过以及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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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状态的描述。由于夕雾一直被外祖母当作小孩

溺爱，光源氏认为他在外祖母处无法用功，因此令

他在二条东院笼闭一室，跟随学识渊博的老师专

心学习。b中描述夕雾笼闭在二条东院内，颇感沉

闷痛苦，但是他下决心尽早修得学问，摆脱眼下笼

闭之境况。c是内大臣与夕雾的谈话内容。内大

臣认为他终日笼闭于东院研习学问太过辛苦，劝他

偶尔吹笛转换一下心情。d是夕雾的辩解之语。外

祖母提醒他注意与表妹云居雁的关系，夕雾辩解他

终日处于笼闭状态中，根本没有与女性接触的机

会。e是关于夕雾久不访问外祖母的原因叙述。因

为去外祖母处便会想起与云居雁两人多年共处的

情景，勾起他相思之苦，因此继续笼闭在东院。

如 a～e引文所示，夕雾在元服之后马上入大

学寮，进而在二条东院以“笼闭”的状态度过大学

生活。由于夕雾的元服不符合当时贵族社会的惯

例，因此无法根据历史资料考察夕雾元服的意义，

但是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

现具有笼闭现象的成人式，本文认为夕雾的元服

与这种成人式具有相同的结构。

3 “笼闭”与成人式的特别教育

“笼闭”在日语中具有特殊的涵义，即：在隔离

的时空中逗留一段时间，以此获得非日常的特殊

神圣力量（小林正明，2000)。这一涵义可以通过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成人式的相关记载得

到佐证。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锋，法国民族志学

的创始人、民俗学大师的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Arnold van Gennep）在其代表作《过渡礼仪》中介绍

了具有笼闭现象的成人式事例。[6]

其（澳大利亚若干部落）仪式从孩子十岁持续

至十三岁。第一个行为是将其从先前环境，即女

人与儿童的世界，分隔出来。新员被隔离在丛林

里，如在一个特别地点或茅屋等；同时还伴有各种

禁忌，主要是饮食方面的。有时新员与母亲的联

系可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通常伴有明显的强

迫，新员被彻底与母亲分隔开，尽管母亲常常掩面

而泣……在某些部落，新员被视为已经死去，直至

度过此阶段。这阶段相当长，包含对其身体和精

神方面的弱化，以使他失去一切童年记忆。这样，

他可以遵行积极教导：学会遵守部落规定、目睹并

学会图腾仪式、背诵神话等。

该段所记载的澳大利亚若干部落的成人式的

结构可以概括如下：

①从女人和小孩的世界中分离开来，隔离在

特别的场所或者小房子中，在那里度过伴有各种

禁忌的日子；

②遵行积极教导：学会遵守部落规定、目睹并

学会图腾仪式、背诵神话等。

具有“笼闭”特征的成人式也散见于东南亚各

地区的民俗文化中。下文所列举成人式中，（1）是

日本的鹿儿岛县和奈良县的事例，（2）是中国的少

数民族瑶族的事例，（3）是中国台湾的卑南族的

事例。

（1）鹿児島県では十六才になってニセ組みに

入った者は祭礼の七日前から神社に籠っ

て、最後の夜は正坐して一夜を明かすが、

年長者が監視して少しも姿勢をくずすこ

とを許さなかった。（中略）奈良県大峰山

周辺の村々では十五才になった男子を先

達が連れて大峰山に登り、西ののぞき・

東ののぞきなどという断崖の上で、先達

が足を押えて半身をのり出させ、人とし

ての道義を誓わせる習慣があるが、石槌

山・立山・白山など各地の霊山といわれ

るところには同様の例がみられる。これ

は村の若者を山籠りさせて男にするとい

う古い信仰に基づくと説明されている。[7]

（2）瑶族人在男子 16岁至 22岁期间为其举行

“度戒”（也称“过法”）仪式……仪式由戒师

主持……，度戒期间，受戒人必须在戒师家

吃住，不得出门，不得见天，不得与戒师之

外的任何人讲话。晚上，戒师向其传授本

民族的宗教礼仪与其他内容。度戒时，戒

师让其背诵十戒并发誓……瑶族人通过度

戒仪式对成年者进行公德教育，使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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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日起便懂得社会规则并努力遵循。[8]

（3）台湾卑南族的少年在 12岁或 13岁的时候

开始进入“少年会所”，在“少年会所”期间，

禁止与女性讲话，禁止饮水，禁止吃肉，一

天只能吃一餐，晚上去不为人知的地方练

习跑步、歌舞，动作不对或者精神状态不好

都将受到鞭打重罚，时间共计 7天，在此期

间还要为老人捕鱼，供其食用，并接受老人

的训示。 （戴庞海，2006：49）

另外，在非洲也存在着此类结构的成人式。

（4）男孩成人仪式也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届

时由巫师在他们额头上刺上代表自己部落

的特殊标记。随后，他们便离开自己的亲

人到灌木丛中，去过为期一个月的隔离式

独立生活，在此期间要学跳羚羊舞，禁吃某

些食物，同时进行艰苦的锻炼以培养勇敢、

智慧和团结合作的精神。通过锻炼，要使

他们更加清楚一个不须曼男子汉应具备的

条件和社会责任。同时，他们还要学习本

部落的“历史”―口头传说……从此以后，

他们可以参加成年男子的一切活动。丛林

中的这段生活，虽然仅有一个月时间，但影

响极为深远，使他们认识到今后在人生历

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必须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百折不挠。[9]

如此，在上文所列举事例中，“神社”“山（大峰

山等）”“戒师的家”“少年会所”“灌木丛”等都相当

于笼闭空间。另外，正如划有横线的内容所示，经

历了成人式的少年都接受了由共同体的年长者传

授的某种知识或训示。也就是说，少年们不是自

然地变为成人，而是在笼闭的时间段内接受教育，

并由此收获了作为成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拥有了

进入成人世界的资格。民俗学家伊利亚得（Mir-

cea Eliade）将此类型成人式的共通要素进行了总

结归纳：

成人式にはつぎの要素が含まれる。第一に、

「聖所」を用意すること、ここで男たちは祭儀

の間隔離されてすごす。第二に、修練者たち

はその母親から引き離すこと、もっと一般的

には全女性から引き離すこと、第三に、修業者

たちを藩村または一定の隔離されたキャンプ

におしこめること。そこで修練者たちは部族

の宗教的伝承を教え込まれる。第四に、ある

種の手術が施行されること。ふつうは割礼、

抜歯、下部切開だが、ときとしては皮膚に傷跡

をつけたり、毛髪を引き抜いたりする。[10]

简单概之，成人仪式所包含的要素为：①“圣

所”的准备、②与母亲的分离、③隔离和宗教的学

习、④接受考验。如果将这四个要素与范热内普

和上文所列事例中所包含的成人式的结构进行合

并总结，可以抽出以下几个阶段。

〔Ⅰ〕与女性集团的分离

〔Ⅱ〕一段时间的隔离生活（＝笼闭）

〔Ⅲ〕特别教育

据此回到《源氏物语》的文脉中看夕雾的元

服：夕雾以元服为契机，与外祖母分开（＝〔Ⅰ〕）、

隔离在二条东院这个特定的空间里（＝〔Ⅱ〕）、度

过大学寮生活（＝〔Ⅲ〕）。因此，夕雾在二条东院

的隔离生活就是从年长者那里接受特别教育，被

赋予与众不同能力的时间段。那么，夕雾在笼闭

生活期间所获得的究竟是何种教育和能力呢。

4 特别教育与夕雾个性的形成

从第二节所引的 b文中可知，与夕雾一起被

隔离在二条东院度过笼闭生活的年长者在物语中

被称为「才深き師」，在《源氏物语》当中，「才」有两

个含义：艺能和学问（秋山虔，2011）。而关于夕雾

的「才」的描述都是学问方面的含义。

f（内大臣）「これは才の際もまさり、心用ゐ

男々しく、すくよかに、足らひたりと世におぼ

えためり」 （藤裏葉③四三七页）

g（朱雀院）「これはいとこよなく進みにた

めるは。次々の子のおぼえのまさるなめり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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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まことにかしこき方の才、心用ゐなどは、

これもをさをさ劣るまじく、あやまりても、お

よすけまさりたるおぼえ、いとことなめり」な

ど、めでさせたまふ。 （若菜上④二六页）

f是内大臣对夕雾学识的评价。他赞赏夕雾

在学问方面颇为出色，是非常可靠的男人。g是朱

雀帝对夕雾学识的评价。给公主女三宫择婿之

际，他把夕雾作为候选人之一，对其学问颇为欣

赏。在内大臣和朱雀院看来，夕雾在仕途中会升

迁顺利，是非常有前途的青年，具有为朝廷效力的

学识。由此可知，夕雾在学识方面被高度评价，那

么他是怎样具备了学识的呢。再来回顾一下夕雾

被笼闭在二条东院时的状况。作品中描述其笼闭

状态时，特意强调被笼闭在一起的是「才深き師」，

而且这位老师官职为「大内記」（少女③28页），大

内记隶属于中务省，负责撰写诏书宣命，记录天皇

的事迹，此职位须由擅长文字的儒学博士担任（少

女③二八页注 10）。因此可以认为，f和 g中夕雾

的学识正是在二条东院接受学问教导时从学问渊

博的老师那里习得。老师作为教导者一起与夕雾

处于笼闭状态，正是在笼闭时空中对夕雾进行了

学问的特别教育。

夕雾在物语中的造型不仅是具备学问的有为

青年，还是一个「まめ人」。据《源氏物语大辞典》

的解释，「まめ」有三个含义：

①誠実なこと。②真剣なこと。熱心なこと。

③実用的なこと。[11]

另据《日本国语大辞典》，「まめ」有以下含义：

①まじめであるさま。誠実でうわついたと

ころのないさま。②実際の役に立つさま。③勤

勉でよく働くさま。④からだが丈夫なさま。[12]

物语关于夕雾「まめ」性格的描述有四处。分

别出现在「少女」卷（③二七页）、「蛍」卷（③二一七

页）、「真木柱」卷（③三九九页）、「夕霧」卷（④三九

五页）。根据文中的情节描述，这四处的「まめ」都

是《源氏物语大辞典》和《日本国语大辞典》所释含

义中的①，即「誠実、まじめ」。

而且夕雾「まめ人」的称号确立不仅来自于周

围人的评价，夕雾本人也如此认为（吉村研一，

2006）。前人研究认为夕雾认真的性格遗传自母

亲葵上，是与生俱来的（佐贯新造，1999；长谷守

纮，2006等）。但是，本文试从作品当中关于夕雾

性格「まめ」的描述，来论证其性格与成人式之后

的笼闭生活密切相关。

正如前文所引物语描述夕雾在二条东院的笼

闭生活a中所述，夕雾在二条东院的笼闭生活是与

老师一起进行，而对其学习的状态，作品用了「ま

めやかに」（此处为「熱心、勤勉」之意）来形容。而

在引用文b中，对夕雾的性格描述是「おほかたの

人柄まめやかに、あだめきたるところなくおは

すれば…」，在此之后，夕雾的性格便被贴上了「ま

め」的标签，这也是作品中关于夕雾的「まめ」性格

的第一次描述（据少女卷③28页、注１：このあた

りから、夕霧に「まめ人」の性格が賦与される）。

换言之，夕雾的「まめ」性格正是从二条东院的笼

闭生活开始显现。

实际上，在日本散文文学史上，「まめ」通常被

作为贬义使用，「色好み」之类的词语反而含有赞

美意味（今西祐一郎，1974），某种程度上是男性魅

力的表现（铃木日出男，1991），《源氏物语》则彻底

地体现了「色好み」的价值观（折口信夫，1955）。

因此可以认为，夕雾的「まめ」实际上与物语的整

体氛围和价值观存在差异。但是即便如此，也不

能否认「まめ」的性格作为促进修得学问的必要条

件，成为了夕雾造型的一个特征表现。在之后的

人生中，「才」和「まめ」成了夕雾独有的性格特征，

并且正是这种性格开拓了夕雾的人生之路。

・（内大臣）「…これは才の際もまさり、心用

ゐ男々しく、すくよかに、足らひたりと世にお

ぼえためり」などのたまひてぞ対面したまふ。

（藤裏葉③四三七页）

・負けぬる方の口惜しさはなほ思せど、罪

も残るまじうぞ、まめやかなる御心ざまなど

の、年ごろ異心なくて過ぐしたまへるなど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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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りがたく思しゆるす。 （藤裏葉③四四五页）

这是内大臣接受夕雾作为女婿的引文。内大

臣当初不同意女儿云居雁跟夕雾的婚姻，直到《藤

里叶》卷终于应允。而夕雾获得内大臣认可的正是

他在二条东院的特别教育中获得的学识和性格。

5 结 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成人式失去

了原本具有的教育意义，只是作为一个形式上的

仪式来举行。平安贵族社会所举办的元服亦不再

具备教育意义。在平安时代，权门贵族子弟的元

服是对其家世和血统进行再确认及披露的契机。

但是，夕雾在元服之际却被迫放弃了利用家世和

血统的机会，而是进入大学寮学问。如果夕雾按

照当时的惯例，元服之后便进入宫廷社会，他或许

也会成为“骄奢成习、耽好游戏”（少女③二二页）

的普通贵族子弟（村井利彦，2006）。但是，物语当

中所描述的却是入大学寮，并进一步在二条东院

这一闭锁空间里笼闭的夕雾形象。

当将注意力集中到笼闭这一词汇的时候，会

发现二条东院的学生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诸多民

族成人式中的“一段时间的隔离生活”这一过程。

本文关注的是在“一段时间的隔离生活”中，

由年长者授予特殊能力，即实施特别教育的环

节。夕雾的笼闭生活中，实施特别教育的责任者

为学问渊博的老师。在二条东院中与老师共同度

过笼闭生活的夕雾，从父亲光源氏及祖母等所谓

的血缘集团中分离开来，并从血缘之外的老师那

里获得了学问。《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日

本汉文学者藤原为时的女儿，自幼与弟弟一起在

父亲的教导下研习汉文书籍，她深知学问的重要

性，因此在夕雾的元服前夕通过光源氏之口说道：

「才をもととしてこそ、大和魂の世に用ゐらるる

方も強うはべらめ」（少女③二二页），即不依靠血

统，而是以学问为基础方能在政界生存，学问是实

力之根本。紫式部借此表达了重视汉学的思想以

及对贵族社会荒废教育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而夕

雾收获的学问正是作者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反映。

另外，笼闭生活的特别教育，使得夕雾被冠上了

「まめ」的性格标签，而学识和性格相互作用，使得

夕雾的人生之路顺利展开。

[本文为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源氏物语》的人生

礼仪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BS017）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

持人：赵晓燕；2016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日本平安文学的人生仪式研究”（项目编号：16SKGH111）的

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赵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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