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室町时代的日本汉文学以五山僧为中心得以

展开，其对中国文学的受容态度亦呈现出与此前

迥然相异的特色。现下关注谢灵运受容情况的研

究不多，不过笔者此前已就“少年易老”诗中所引

《登池上楼》诗的“池塘生春草”一句及其典故的受

容情况作了探讨。本研究将围绕五山汉诗援用该

句时多用“芳草”代替“春草”之现象做进一步

考察。

1 “少年易老”诗

笔者对五山汉诗中《登池上楼》受容情况的关

注，最初始于对起句为“少年易学老难成”的诗歌

所进行的考察。该诗为朱熹所作，流传甚广。然

而笔者发现，该诗在室町时代及江户时代所编诗

文集中存在诗题或作者名不同的多个版本。笔者

在『一休詩の周辺：漢文世界と中世禅林』中将其

统称为“少年易老”诗，并作了相应解读。“少年易

老”诗的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转句为「枕上未醒

芳草夢」（A）；转句为「未覚池塘芳草夢」（B）；转句

为「未覚池塘春草夢」（C）。此处以B为例：

少年易老学難成 一寸光陰不可軽

未覚池塘芳草夢 堦前梧葉已秋声[1]

笔者在此对其略作概述。A以《进学斋》为题

收录于室町前期五山僧观中中谛的诗文集（《青嶂

集》），是该诗最早版本。B类诗歌的正文皆相同，

收录于室町后期及江户初期的数种诗文集中，最

为出彩。而 B 中最早的诗为江西龙派的《进学

轩》，收录于五山汉诗选集《覆篑集》（1542 年成

书）。C为朱熹脍炙人口的《偶成》，收录于明治时

代汉文教科书。随着A、B类正文的发现，笔者认

为“少年易老”诗流传自五山禅林的可能性较高。

收录 B（《进学轩》）的《覆篑集》中有注释指

出，B的转句援用了《南史》列传的典故：谢灵运因

吟不出诗而颇感苦恼，后与族弟谢惠连于梦中相

遇并作“池塘生春草”之句。A中转句“枕上未醒

芳草梦”在B中被改为“未觉池塘芳草梦”，这明确

揭示了其与谢灵运典故的关系。此外，C则有可

能为使该诗更接近于“池塘生春草”而将“芳草”改

作“春草”。

然而，据笔者对五山汉诗相关用例的调查可

五 山 汉 诗 中 的《 登 池 上 楼 》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岩山 泰三（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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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及其典故常为五山汉诗所引用，但句中“春草”

一词多被替换为“芳草”。尤其是和韵诗，在称颂对象诗歌及作者的境界时，更是常用“芳草”一词。之

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从诗禅一致论的立场来看，赞颂诗歌的同时也赞扬禅僧境界之高乃是一种基本态

度。因此诗坛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含“明智之士”之意的“芳草”比“春草”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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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引用《登池上楼》及其典故的诗歌共 46首，其

中使用“春草”的计 12 首，使用“芳草”的则有 22

首，多于前者（其余用“池塘草”等词）。“芳草”一词

的使用，想必源自于“少年易老”诗对当时五山诗

坛主流趋势的追随。本论文以上述五山汉诗为对

象展开讨论，把握其表现手法的特色，并试图挖掘

其趋势生成的原因。

2 “春草”和“芳草”

收录《登池上楼》的《文选》在五山僧中具有一

定权威性。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宋刊本六臣注

《文选》[2]中，前述诗句为“池塘生春草”，且其他汉

籍中所见该句也多相同。然而，流传于五山的类

书中，《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八·人伦部·兄

弟》的《梦弟得诗》中有如下记载：

謝惠連幼有奇才 族兄靈運每有篇章 對惠

連輒出佳句 靈運作春詩未不就 夢見惠連

覺而得池塘生芳草之句 自謂神助雲[3]

故事内容与《南史》并无二致，但谢灵运梦中

所得诗句却变成了“池塘生芳草”，因此该诗句有

可能被当作《登池上楼》诗的异文而被接受。另一

方面，中国也有不少引用《登池上楼》及其典故的

诗作，但含“芳草”一词的在唐代以前几乎没有，到

了宋代才逐渐增多。《锦绣段》中收录了下列作品：

（a）寇平仲「春日作」

白晝偶成芳草夢 起來幽興有新詩

風簾不動黄鸝語 坐見庭花日影移[4]

（b）黄子耕「謝霊運墓」

心雑難為蓮社友 翻経肯與俗流通

可憐一対登山屐 現在池塘芳草中

（仁枝忠，1984：91）

《锦绣段》是一本收录了唐、宋、元、明年间七

言绝句的选集，由五山僧天隐龙泽编纂，成书于康

正二年（1456）。该选集在五山中广为传诵，室町

后期甚至出现了《锦绣段抄》那样的“抄物”。虽然

（a）的起句中含“芳草梦”而无“池塘”一词，但《锦

绣段抄》指出“芳草梦”一词出典于“谢灵运与弟谢

惠连梦中相遇于永嘉西堂并得‘池塘春草生’之句

的故事”[5]（译者译），所以“少年易老”诗A的转句

中“芳草梦”一词也有引自该诗的可能。（b）的结句

与“少年易老”诗的B类相同，皆引用了《登池上

楼》中的“池塘芳草”。笔者认为，这类作品通过使

用“芳草”一词来化用《登池上楼》诗，对五山僧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宋代诗文中这种作品并

不多见。例如，笔者利用“搜韵”对宋代诗作（词除

外）进行了检索，共搜得 138首能确定引用了《登

池上楼》的诗，其中使用“春草”一词的共71首，数

量上大大超过了使用“芳草”的 25首。虽然笔者

的检索过程可能不够完善，但大致可断定使用“春

草”的诗更多。而与此相反的是，五山汉诗中“芳

草”更为常见。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五山汉诗的

特色来加以探究。以下部分将从含“芳草”和“春

草”的五山汉诗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展开

讨论。

3 前期五山文学汉诗用例

以十四世纪末日本五山制度确立为界，五山

文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五山僧所作

诗歌中引用《登池上楼》诗句及其典故的作品甚

少，在笔者所见范围内仅不足10首。下面对其中

值得注意的表现手法进行探讨。

①虎関師錬「新荷」 （『濟北集』）

有虞歌曲不優場 皷起南風百卉昌

緑蓋若過康樂目 豈教春草獨生塘[6]

②乾峰士曇「天龍十景和夢窓国師韻・曹源池」

（『乾峰和尚語録』）

正脈滔滔通古今 霊源派遠又流深

臨涯多説謝公夢 芳草句中吟苦心[7]

在笔者搜得的诗作中，上述例子为最早出现

的五山汉诗。①是以《新荷》为题的咏物诗。转句

和结句称，若康乐（谢灵运）见了“绿盖”（荷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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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佳句就不止“池塘生春草”。诗人认为荷叶之

美甚于春草，因而该典故的使用体现了其欲突出

新荷之美的旨趣。②为梦窗疏石《天龙寺十境·曹

源池》的和韵诗，梦窗的诗偈如下：

曹源不涸直臻今 一滴流通廣且深

曲岸回塘休著眼 夜闌有月落波心

（大正新修大蔵経八十巻続諸宗部十一『夢窓國師語録』）
[8]

梦窗诗偈的起句和承句意为“源于曹源（六祖

慧能的法源）的禅之正统流派源远流长，梦窗所建

天龙寺中曹源池之水即为其象征”。②的转句则

称梦窗常在曹源池边讲述谢灵运做梦的故事。这

意味着该典故与梦窗的禅之境界相吻合。结句的

“芳草句”将梦窗诗偈比作谢灵运之诗，且该句可

释为梦窗在“芳草句”中吟诵自己传播禅之正统而

煞费苦心的事迹。而《诗人玉屑》卷一中的吴可

《学诗》一诗，正因与前述禅之境界相关而颇受

关注：

（c）学詩渾似学参禅 自古圓成有幾聯

春草池塘一句子 驚天動地至今伝[9]

起句指出学诗如学禅，表达了其诗禅一致论

的立场。而《登池上楼》的诗句也因具有该立场而

颇受好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一中的下述

评语可作为其依据：“石林诗话云：‘池塘生春草，

园林变夏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

尔。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所

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10]。其认为

《登池上楼》的巧妙之处在于不用意即能与景物相

遇。说起“用意”，则可参考《诗人玉屑》卷六命意

《用意太过》之文：“东坡跋李端叔诗卷云：‘暂借好

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盖端叔诗用意太过；

参禅之语，所以警之云。”（魏，1959：132）该文称李

端叔诗用意过甚，苏轼为规劝他而使用了参禅之

语。《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诗禅一致论的重视，是

因为其讲述了刻意努力作诗而不得，却在无意识

的梦境中作出诗句的故事，这与参禅顿悟的过程

一致。②用该典故指代梦窗的境界，亦可看出诗

和故事中诗禅一致的立场。然而，虽说二诗皆体

现了诗禅一致的境界，但（c）《学诗》中使用的是

“春草池塘”，②却以“芳草句”示之。此外，①中仅

以“春草”来衬托新荷之美。

下一时期的五山僧有如下作品：

③雪村友梅「和果侍者」 （『岷峨集』）

一壑同甘苦樂因 愛君手彩獨凝神

眼横楚岫碧雲暮 吟到謝池芳草春

衣製芰荷纔蔽膝 食充黎莧可支身

萬鍾那羨人間祿 只麼逍遙得意新

（玉村竹二編，1969：884）

④雪村友梅「石橋再和兼寄快菴。故茲三韻

以成雅況耳」 （『岷峨集』）

我詩久緩弗鳴絃 春草池塘忽夢連

風月真成無尽蔵 関山同是未帰年

隣鐘飯熟嗟來食 賓榻氈温快活眠

明日莫教東道主 江郊築室去安禪

（玉村竹二編，1969：871）

③为雪村用以和果侍者之诗的和韵诗。前半

首描述了在一壑中与自己共甘苦的侍者所创作的

“手彩”（诗画），第四句则暗示其诗水准已接近谢

灵运。后半首称果侍者的生活已超脱俗世，臻于

化境并发掘了新的意义，而他的诗恰恰体现了这

一崇高境界。④是雪村对僧人石桥的和韵诗的再

次唱和之作。首联先述说了自己的诗作长时间内

处于低迷状态，随后提到了谢灵运的典故。在此，

作者将自己通过与石桥的唱和而从低迷状态解脱

这一事件喻为谢灵运在梦中同惠连相遇并得诗句

的故事。在提及谢灵运的典故时，③使用了“芳

草”一词，将果侍者的诗比作谢灵运之诗的同时欲

颂扬其境界。与此相反，④为雪村向石桥表达谢

意之作，感谢他在诗歌创作上给予的帮助，而“春

草”一词的使用则是为将诗人自己所作之诗比作

谢灵运之诗，因此并不含颂扬对方之意。

⑤義堂周信「遣悶」 （『空華集』）

半生清苦怯衰窮 心似死灰無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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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風心事外 池塘芳草夢魂中

燕知社日來南國 鴈背斜陽入塞空

睡起西窓吟撫几 人間得喪付鷄蟲

（上村観光編，1973：1526）

⑤为观应二年（1351）以《次韵春屋首座》为题

写就的40首七律虫韵中的一首。据笔者考证，该

诗最早使用了“池塘芳草”。其序文中称“奉酬春

屋葩公法兄首座”，称该诗为和春屋妙葩病中之作

而写成。荫木英雄指出，⑤的第一、二句表现了义

堂自身的烦闷之情，第三句的“桃李”则为门中兄

弟（此处为法门兄弟）之喻。此外，荫木将颔联理

解为“吹拂桃李的春风（梦窗会下兄弟的飞黄腾

达）等事物与我无关，池畔美丽的芳草（少年时代

的佳句和乐趣）如梦境般无常”[11]（译者译）。然而

笔者认为，既然“池塘芳草”与“桃李春风”互为对

仗，诗中法门兄弟（尤其是春屋和义堂）关系也应

与灵运和惠运的关系对应。有关这点，后期五山

汉诗有下列类似用例可作参考。

⑥心田清播「悼亡弟琅公侍史」 （『心田詩藁』）

春時揮泪憶詩公 曾見新吟字字工

楚澤蘼蕪帰思遠 謝池芳草夢魂中

幽明易地怳難識 壽夭従天推莫窮

拍拍有哀无所写 七年光景一衰翁

（玉村竹二編，1977：890）

上诗为悼念法弟琅公之死而作。首联述说了

昔时所见琅公新吟之诗的精妙。颔联以“楚泽蘼

芜”对“谢池芳草”，“楚泽蘼芜”出自孟迟《闲情》

（《三体诗》）中的“蘼芜亦是王孙草”，而“王孙草”

又出自《招隐士》（《楚辞》）的“王孙游兮不归”[12]。

因“楚泽蘼芜”与“王孙”皆指已为不归客的琅公，

所以与之为对的“谢池芳草”也同灵运一样用以指

代作出好诗的琅公，而从“梦魂中”也可感受到诗

人对此后只能在梦中得见琅公身影的咏叹。⑥的

第四句和⑤的第四句只差一字，因此⑤中的“芳

草”亦指春屋，且该句可解释为诗人在此咏叹了才

华横溢的法兄春屋因患病而无法再与自己一起创

作的情形。

上述用例中，含“芳草”的皆为和韵诗，均以谢

灵运的典故来颂扬原诗作者同时也是法门兄弟的

琅公，赞其高绝的禅之境界及诗之水准。其中⑤
⑥中“桃李”和“蘼芜”的典故互相呼应，皆被用作

对法门兄弟的比喻。下述苏轼之诗中亦有类似的

对句表现手法，并且，与之有关的《四河入海》（汇

编了五山僧对苏轼诗的注解）中提到了“春草”与

“芳草”的区别，这点颇引人注目。

（d）（蘇軾）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

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滿

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

扁舟震沢定何時 満眼廬山覚又非

春草池塘惠連夢 上林鴻雁子卿帰

水香知是曹溪口 眼淨同看古仏衣

不向南華結香火 此生何処是真依。[13]

苏轼听闻旧友苏伯固（苏坚）在韶州南华寺等

候自己，想起此前与伯固和诗之事，便吟此诗，并

在第三句中用谢灵运与惠连梦中相见的故事作

比。而与此句互为对仗的第四句则出典于雁足传

书的故事，考虑到苏轼当时刚摆脱流放的境遇，因

此他有可能以此句自比为苏武。《四河入海》中一

韩知翃的抄文对上述颔联的评价如下：

汉书云：武帝射于上林，得雁，雁足有苏武

之书。原无“鸿”字，东坡添“鸿”字云“上林鸿

雁”。而上句为“春草”，有云若将其改为“芳草

池塘”则增色不少。诚如斯言。

（抄物資料集成：第二巻，1971：713）（译者译）

上文之所以认为第三句中“春草”改为“芳草”

更佳，是因为第四句中出典于苏武的故事的“雁”

被改作“鸿雁”，而“芳草”与其更为相称。“鸿雁”出

典于《诗经》小雅的《鸿雁》，《毛诗抄》（十六世纪前

半叶清原宗贤《毛诗》讲义的文字记录）认为，根据

郑笺的“兴者，喻民知去无道，就有道”可知，“万民

去无道而就有道被比作鸿雁肃然振翅之姿”[14]。

“芳草”出自《离骚》的“何昔日之芳草兮”，在王逸

注《楚辞》中被认为用来“以言往日明智之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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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离骚》也收录于《文选》第三十二卷，且六臣本

中亦将“芳草”喻为“明智之士”[15]。如此一来，前

诗第四句中苏武形象与“去无道就有道”的“鸿

雁”形象便重合起来了。因此，与之互相对应的，

具有“明智之士”意象的“芳草”用于此处更为合

适。⑤⑥中以用“芳草”而非“春草”与“桃李春风”

“楚泽蘼芜”相对仗，以赞美法门兄弟的“明智

之士”形象。在（d）的颔联中，苏轼将自身比作谢

灵运和苏武，因此若将“春草”改为“芳草”，则也更

能突出苏轼“明智之士”的形象。诚然，使用“芳

草”称赞自身对苏轼来说会有些许不自然之感，但

一韩的上述评语反映了五山僧对苏轼的崇拜

之情。

②③中使用“芳草”一词也是为了称赞和韵对

象的崇高境界。而使用“春草”的①和④中则无称

赞之意。如此便可得知“芳草”“春草”二词的差

异。不过，若仅对前期用例进行说明，则数量太

少，后期五山汉诗日益繁荣，相同用例的数量增

多，因此笔者也欲对其进行探讨。

4 后期五山文学汉诗用例

在笔者搜集到的 45首与五山有关的诗中，24

首为和韵诗。其中含“春草”一词的为5首，含“芳

草”一词的则有 13首。而在中国，使用谢灵运典

故的和韵诗数量也不在少数，例如白居易就有下

述作品：

（e）白居易《和敏中洛下即事》

昨日池塘春草生 阿连新有好诗成

花园到处莺呼入 骢马游时客避行

水暖鱼多似南国 人稀尘少胜西京

洛中佳境应无限 若欲谙知问老兄[16]

此诗为和弟子白敏仲之诗而作。第二句中

“阿连”指敏仲，第八句中“老兄”指白居易自身，二

人关系被比作灵运和惠连的关系。第一句以“池

塘春草生”暗示敏仲吟了一首好诗，而五山僧在称

赞和韵对象时也会使用类似手法。在“搜韵”中搜

得的用例中，从题目就可判断为和韵诗的，15首唐

诗中有一首，138首宋诗中有 36首（其中使用“春

草”的为 21 首，使用“芳草”的仅两首）。与其相

比，五山汉诗中和韵诗的比例要高得多。究其原

因，芳贺幸四郎认为，中世禅林的文学中含有“共

同体文学”的特质，尤其是室町中期以后，五山的

大寺院中形成了以塔头、私寮为中心的家族共同

体，且“赓和他人诗韵之诗”加强了这种共同体意

识（芳贺幸四郎，1956：373-379）。多数五山僧从

少年时期开始集体生活，通过共同体内部定期举

行的诗会不断锤炼自身作诗技巧。

此外，后期五山汉诗中，与“喝食”（寄养于寺

院的带发小童）及少年僧人相关的诗歌逐渐变得

引人注目。和韵诗中为和试笔诗而作的唱和诗

（试笔唱和诗）的数量亦有所增加。试笔诗即为元

旦当日为表新年决心而作之诗，据朝仓尚考察，室

町时代后半期的五山中，“喝食”和少年僧创作的

试笔诗数量增多，而五山僧则在元旦将其斧正，与

其唱和（朝仓尚，2004：187-224）。《翰林五凤集》

（收录五山汉诗的勅撰汉诗集，成书于江户初期）

从卷十到卷十二收集了试笔诗和试笔唱和诗。在

此先将试笔唱和诗中含“芳草”和“春草”的诗进行

两两对比。

⑦九鼎竺重「次韻月甫試筆」 （『翰林五鳳集』）

美人哦句賞春晴 十様華牋碧瓦泓

想得更添芳草夢 小楼暖雨挟詩声[17]

⑧策彦周良「賡瑞巖主翁華什」（『翰林五鳳集』）

相賞東風惜隙光 新詩傳誦齒牙香

謝家春草君家物 續得池塘夢一場

（仏書刊行会編纂，1983：248）

⑨希世霊彦「奉和伯霖年少春日佳什」

（『村庵藁』）

伝見君詩三度春 毎篇格律逐年新

今朝有句池塘雨 芳草吹香説与人

（玉村竹二編，1968：217）

⑩希世霊彦「和瑞年少」 （『翰林五鳳集』）

山帶餘寒苦未和 暖風何日送鶯歌

謝家春草消階雪 蘭玉叢生不厭多

（仏書刊行会編纂，198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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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为和月甫试笔诗之作。起句中的“美人”指

月甫，承句表现了华笺（写诗用纸）之华美，而转句

则称想将其添上“芳草梦”。这意味着写于华笺的

诗为绝佳之作。⑧起句和承句称赞了新的试笔

诗，转句和结句则将“谢家春草”比作“君家物”，称

看到了“池塘梦”故事的后续，暗示“君”创作出了

与《登池上楼》同样杰出的诗作。⑦⑧皆为称颂试

笔诗而引用《登池上楼》的诗句，而值得注意的是

⑦中该引用与“美人”一词对应。虽说“美人”也用

于形容容貌姣美之少年，但在指代男性时则需考

虑其他含义。在评释苏轼《前赤壁赋》的“渺渺兮

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时，《古文真宝宝桂林抄》

称“美人指贤人君子。当今不好君子，以东坡为首

的名人君子皆被贬谪天涯”[18]（译者译）。正因⑦
中所用“美人”具“贤人君子”之意，故用含“明智之

士”之意的“芳草”一词与之对应。而以此相反的

是，⑧中的“春草”则不含赞扬对方品格之意。

⑨⑩为同一诗人所作，皆为对少年试笔诗的

唱和之作，却分别使用了“芳草”和“春草”。⑨的

起句和承句描写了过去三年正月里少年试笔诗逐

年精进之事，转句和结句则称今春的诗句与人诉

说芳草的芬芳。由此可知“芳草”为经逐年钻研所

达的诗歌境界。⑩的起句和承句述说了余寒持续

的状况，转句则称“谢家春草”使冰雪得以消融。

这体现了少年诗作的温润印象。结句引用了《晋

书》中谢玄的典故：在被谢安问到将来抱负时，谢

玄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19]。“兰

玉”原指优秀的人才，但⑩中却用其指代少年。因

此转句和结句可释为“少年诗作可使冰雪融化，如

此人才越多越好”。与⑨中“芳草”指代少年柏霖

经过多年刻苦钻研而达到的诗歌境界不同，⑩中

“谢家春草”被喻为多位少年的诗作，并非赞扬某

一特定少年。⑨歌颂了相较过去试笔诗所得的进

步，说明试笔诗有高低之分。而“春草”与“芳草”

的区分使用亦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文龟三年（1503）正月，三条西实隆的三

子凤岗桂阳创作了一首试笔诗，与其和韵的试笔

唱和诗则共有5首传世。因其中亦有使用“芳草”

“春草”的诗句，所以在此与试笔诗一同讨论。

鳳崗桂陽「試筆」（『実隆公記』文亀三年正月九日）

三家十歳児 入学早随師

試筆書何字 昔賢登第詩[20]

大有徳歓「謹奉依秋子髫年試春之花押、密

乞青眸」 （『詩軸集成』）

自是麒麟天上児 蚤知文物有余師

風流五百年間出 芳草池塘刪後詩

（玉村竹二編，1977：1119）

桂林徳昌「走筆奉次韵秋子神童賀正之什、

兼求大慈老師一笑云」（『詩軸集成』）

風流謝客児 美誉動京師

今古阿連夢 池塘春艸詩

（玉村竹二編，1977：1120）

为凤岗的试笔诗。大意为自己年方十岁，

是三条西家的孩子，从小从师学诗，但烦恼于如何

才能作出古时贤者所作登第诗般的杰出之作。
将凤岗誉为“麒麟天上儿”，且在转句和结句中将

他的诗作比作五百年一遇的“芳草池塘删后诗”。

该比喻中融合了谢灵运的诗句、孔子删诗的典故

及《诗经》的故事。将凤岗喻为“谢客儿”，转句

和结句则称今昔之诗人皆梦惠连而作“池塘春草

诗”。此处“谢客”与中“三家”相呼应，指代凤岗

之父实隆，因此转句和结句可解释为：昔时实隆曾

作好诗，而今凤岗亦吟佳作。然而，中虽皆将

凤岗之诗比作谢灵运之诗大加赞赏，但不过是

一首孩童气的拙劣之作。因此，不妨将这两首诗

看作对凤岗之父实隆的阿谀之作。值得注意的

是，中使用“芳草”，中使用“春草”，且中的

“麒麟天上儿”“芳草池塘删后诗”中可以窥见对凤

岗的品格和诗的极力赞扬，却主要将凤岗作为

实隆之子进行夸赞，直接奉承凤岗的色彩不浓。

如上所示，很多试笔唱和诗使用《登池上楼》

的诗句来赞美试笔诗。其中，“芳草”多用以赞美

试笔诗作者的品格和境界，而“春草”则仅止于赞

美其作出《登池上楼》般的佳句一事。由此可见二

词因含义不同而导致的评价差异。

说起和韵诗以外的情况，①为题为《新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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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诗，⑥为悼亡诗。⑥中用谢灵运的典赞颂法

门兄弟的诗作，在这点上它与唱和诗有共通之

处。而与①相同的咏物诗则有下列几首：

景徐周麟「硯池春氷」 （『翰林葫蘆集』）

餘寒昨夜入文房 移硯南窓欲向陽

把筆未書春草句 氷殘案上小池塘

（上村観光編，1973：106）

三益永因「芙蓉枕」 （『三益稿』）

露下芙蓉簇彩霞 裁成一枕屬誰家

更無春草池塘句 入夢秋江烟雨花[21]

将砚比作小池塘。执笔却未能写成“春草

句”，只因砚里还留有寒冰。意为在芙蓉做的枕

上安寝时未在梦中想起“春草池塘句”，却梦见了

秋江烟雨中的芙蓉花。这两首诗与①相同，为衬

托“砚池春冰”及“芙蓉枕”而皆引用“池塘生春草”

之句。

此外，以枕为题并使用“芳草”意象的诗有下

面一首：

春澤永恩「春睡枕書」 （『枯木稿』）

群書成枕小窓前 春昼支来掃蠹編

想有池塘芳草句 石渠天禄背花眠[22]

描写了诗人以群书为枕而眠的情形，称其

欲在梦中得“池塘芳草句”般佳句。与结句的“石

渠天禄”出典相同的用例有苏轼《张竞辰永康所居

万卷堂》的第二句“卷藏天禄吞石渠”等，而《四河

入海》的一韩国抄本有注解称“天禄阁、石渠阁中

藏书众多（中略）天禄石渠两阁为天子藏书之处”

（抄物資料集成，第二卷，1971：374）。因此用

“使自己的居室成为石渠阁和天禄阁”来描写诗人

收集书籍用以学习之情形。另外，“背花眠”出自

《三体诗》中的《长庆春》（徐凝所作）一诗的结句

“夭桃窗下背花眠”。此处的“花”亦被比作女性，

如《三体素隐抄》中有注解称“无沉溺女色之意。

（中略）比作背对美人而眠”[23]。的结句通过“芳

草”一词展示了通过钻研群书所臻的诗歌境界，认

为应与“花”保持距离，远远观之。

此外，以“池塘芳草句”为题的有如下诗作：

東山崇忍「題謝霊運池塘芳草句後」（『冷泉集』）

謝家兄弟有誰抗 文物風流共雁行

成仏生天皆是夢 不唯芳草繞池塘

（塙保己一編，1925：611）

起句和承句称赞“谢家兄弟”之“雁行”，而转

句和结句则认为，不止“池塘芳草句”，连“成佛”和

“升天”都是梦。谢灵运的典故虽述说了梦中之

事，但此处的“成佛升天”指超脱现实的、梦境般的

宗教境界，因此两者体现了相同的宗教境界。
中那种经过钻研而达到的境界和中的宗教境界

等比喻，在和韵诗中也有⑨②等用例，然而，使用

“春草”的诗歌中却并没有此用法。另一方面，
和那种用“春草”衬托其他事物的用法，在使用

“芳草”的作品中却并不存在。可以看出，诗人们

意识到了“春草”与“芳草”的不同之处，并有意对

其用法进行了区分。

5 结 语

随着室町幕府对五山制度的不断完善，五山

僧在中日间外交、文化交流中担任了重要的角

色。他们创作的汉诗文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高。五

山僧中有一大部分人是公家及上级武士的子弟，

从少年时期开始就生活在寺院中的“家族式共同

体”中，同时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诗作水平，以诗

禅一致论为理论支撑，并将《登池上楼》当作优秀

的范本。此外，该诗的典故中的谢灵运、惠连的关

系，也可用来比喻一同钻研诗歌技巧的禅僧间的

法门兄弟之情。共同体的生活促进了和韵诗的流

行，《登池上楼》的典故也多被用来赞美所和之

诗。其中，用“春草”进行赞美的用例仅⑧⑩三

首，而使用“芳草”的却有十二例之多。且除和韵

诗外，⑥等诗为表现所和之诗的崇高境界，亦

使用“芳草”一词。从诗禅一致论的角度来看，诗

的水准与禅僧境界的高低互为表里，因此在称赞

诗的同时颂扬诗人崇高的境界是一种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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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情况下，使用含“明智之士”之意的“芳草”要

比“春草”更为贴切。和韵诗中的广泛使用促进了

“芳草”固有意蕴的形成，并使它成为了优于“春

草”的一词。

“少年易老”诗在不同时代和所录不同的作品

集中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解释。笔者认为，B中江

西龙派所作《进学轩》中转句用法与试笔唱和诗中

用法有共通之处，笔者此前已对其进行了解释，在

此做简要说明：起句中“学难成”为（c）《学诗》所重

视，是该诗的核心内容，意为“诗歌达纯熟之境实

为难事”。转句中“未觉池塘芳草梦”则指谢灵运

在梦中作出好诗，醒来后大获好评。此处暗示了

自己随岁月不断流逝无法吟出佳作的苦恼状态。

此前笔者并未就“芳草”之意作充分考察，笔

者基于本论文对其进行了补充：转句中的“芳草”

一词不仅被用来指代诗技炉火纯青，也被用以象

征禅僧的绝高境界。因其并非易事，故须珍惜每

寸光阴。“进学轩”的“轩”指禅寺和塔头寺院中所

建僧舍，是一种内含各种宿舍的公有建筑物，为禅

僧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在“轩”中形成的共同体

中，很多少年谨遵“学诗浑似学参禅”的教诲，不断

锤炼诗技。《进学轩》中使用了“芳草”而非“春草”，

想必是因为它是一首劝学之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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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蒋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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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wer over the Pon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Five Mountains

Abstract: The verse 'Spring grass is sprouting by the pond' in Xie Lingyun's poem On the Tower over the Pond and its allu-

sion were usually quoted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of the Five Mountains, whereas the 'spring grass' was often replaced with

'green grass', which was usually used to extol the poetic states of the poets or their poems, especially in poems for harmonious

rhyming. This is so because extolling the poetic states of the Zen Buddhists as well as their poems is a basic attitude from the

idea of Poetry-Buddhism Interaction. Therefore, a tendency to think that 'green grass,' which relates to the image of 'wise man,'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spring grass' has emerged in the world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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