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怀风藻》成书于日本天平胜宝三年（751年），

作为日本现存最早也是中国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

集，它集中展示了日本古代汉诗的形成发展过程，

为研究中日文学文化的交融、语言的接触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从汉字的视角来看，《怀风藻》所用汉字本身

就是当时中国汉字在域外传播与影响的鲜活语

料，其频率信息中隐藏着大量有待发掘的规律性

特征，如哪些汉字是《怀风藻》中最经常出现的，哪

些汉字的频率在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中有较大差

异，其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分

析。因此，本文采用计量统计法对《怀风藻》中出

现次数最多的 100个汉字进行定量分析，对其用

字特点和规律进行定性描写，以此考察《怀风藻》

极高频字的使用分布情况，并与其后出现的日本

汉诗集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极高频字用字上的

规律和差异，以此探明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文献

在汉字使用上的继承性和特异性，从而更全面地

揭示出《怀风藻》的语言状况及个体特征。

1 《怀风藻》极高频字的统计分析

以小岛宪之校注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9

卷《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为底本，我们

发现《怀风藻》全书包括怀风藻序1篇、作者传记9

篇、诗序6篇、诗歌116首，利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研制开发的“语料库

在线”中的字频统计工具统计出该书的用字总量

为9821个，使用单字1720个。把《怀风藻》使用的

单字按照出现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可以发现

前 100个汉字累积出现次数为 3748次，累积覆盖

率达到 38.16%，平均频次为 37.48，即这 100个汉

字虽只占全书单字总数的5.81%，但却覆盖了全书

用字总量的 38.16%。可以说，这 100个汉字字数

少、累积覆盖率高，是《怀风藻》中的极高频字。

1.1 数据分布

由于古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以单音节为主的，一

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词，因此郭小武（2001）指出古

汉语中的极高频字往往就是古汉语中的最常用

词。而《怀风藻》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其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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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字与最常用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同

时，通过对《怀风藻》中的100个极高频字所属的词

性进行考察，可以反映出这些字所承担的语法任

务。通过统计《怀风藻》极高频字中各词性的数量

和累积覆盖率，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分布表。

根据表1，我们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的分布

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各词性所含汉字的数量来看，名词数

量最多，占《怀风藻》极高频字的 53%，其次是动

词，占 14%，再次是虚词、形容词，各占 10%，然后

是数词，占 9%，代词和量词数量最少，分别占 3%

和 1%。中国古典诗论认为，诗歌用字以名词、动

词、形容词等实字为宜，虚字不能用太多。如明代

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评杜甫《秋兴

八首》时提到“范椁曰：‘作诗实字多则健，虚字多

则弱。’”。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第二十

五条也说“赵子昂云：‘诗用虚字便不佳。’”。《怀风

藻》极高频字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类占

77%，虚词仅占10%，说明日本汉诗从初创之日起

也自觉不自觉地遵从了这一诗学理论。

第二，从各词性所含汉字在《怀风藻》中的累

积覆盖率来看，名词的累积覆盖率最高，接近全书

的五分之一，其次是数词（5.3%），再次是虚词

（4.44%），然后是动词（3.71%）和形容词（3.13%），

最后是量词（1.02%）和代词（0.72%）。

第三，各词性所含汉字的数量与其累积覆盖率

之间大体存在正相关关系，所含汉字数量多的词性

其累积覆盖率也高，反之亦然。其中数词、动词、量

词比较特殊。数词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动词、虚词和

形容词三个词性，但在累积覆盖率上却高于这三个

词性，可见数词具有超常用性。动词的数量虽然位

居第二，但累积覆盖率却低于数词和虚词，排在了

第四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数词和虚词的常用性。

而量词的数量在极高频字中是最少的，仅1个，但

在累积覆盖率上却略高于代词，说明该量词的使用

非常频繁。这也提示我们应该对《怀风藻》极高频

字中的特殊词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1.2 汉字特点

下面我们分词性介绍《怀风藻》100个极高频

字中各汉字的特点。

（1）数词

极高频字中的数词共计 9个，按出现次数排

列为「五、一、三、十、二、四、七、萬、六」，累积字频

达到 521 次，累积覆盖率为 5.30%，平均频次为

57.89。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数词的平均频次

是整个极高频字群的 1.54倍，可见这些数词在极

高频字群中的频次是很高的。

在所有数词中，「五」字共出现 162 次，排在

100个极高频字中的第一位，其原因在于《怀风藻》

现存的116首汉诗中就有109首是五言诗，而诗题

中一般都标识出了这一体裁信息，加之作者官位、

年龄、传记等内容中也会出现该字，故而数词「五」

的出现频率最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极高频数词

全都是基数词，且不是按照基数词的大小顺序从

小到大整齐排列的，而是有其自身特点，如缺少

「八」和「九」这两个系数，位数只有「萬」一个。

（2）名词

极高频字中的名词共计 53个，累积字频达到

1949次，累积覆盖率为19.84%，平均频次为36.77，

基本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的平均频次持平。

根据各名词语义特征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

以下几类：

表自然景物的（18个）：「風、日、山、月、天、雲、

花、水、塵、野、林、松、地、池、光、煙、蘭、柳」。表季

节时令的（4个）：「年、春、秋、時」。表人物身份的

（10个）：「人、王、臣、子、皇、帝、神、客、士、仙」。表

自然景物外的具体事物的（8个）：「言、位、朝、宴、

琴、宅、詔、國」。表抽象事物的（9个）：「學、

文、仁、心、德、道、情、氣、智」。表方位的（4

个）：「下、中、上、前」。

以上各类名词中，表自然景物类的名词

数量是最多的，占 34%。究其原因，一是与

表1 《怀风藻》极高频字分布表

词性

数量

累积覆盖率

数词

9

5.30%

名词

53

19.84%

虚词

10

4.44%

动词

14

3.71%

形容词

10

3.13%

量词

1

1.02%

代词

3

0.72%

合计

100

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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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风藻》作为诗歌集的文体特征有关，诗歌中经

常运用天象、物象等字词作为环境依托或抒情凭

借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与《怀风藻》诗歌所

涉及的主题有关，根据冈田正之（1946）的考察，《怀

风藻》各类主题中侍宴从驾类和游览类是最多的，合

计51首，占该诗集现存诗歌的44%，因此诗人在创作

时也会更多以所见的自然景物内容作为描写对象。

（3）虚词

极高频字中的虚词共计 10个，按出现次数排

列为「之、於、從、不、以、而、未、然、者、自」，累积字

频达到 436次，累积覆盖率为 4.44%，平均频次为

43.6。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虚词的平均频次

是整个极高频字群的 1.16倍，可见这些虚词在极

高频字群中的频次是比较高的。

进一步分析这些极高频虚词，发现其中有作

为否定副词的「不、未」，有可带名词性宾语的介词

「於、從、以、自」，有表转指或自指的助词「之、者」，

有起连接作用的连词「而、然」。这些虚词有两个

重要特点：一是数量不多。虚词不能独立充当句

子成分，需与实词配合使用，故而数量不可能多。

钱钟书在谈论诗歌中的虚字时说：“诗用虚字，……

盖周秦之诗骚，汉魏以来之杂体歌行，……或四言、

或五言记事长篇，或七言，或长短句，皆往往使语助

以添迤逦之概。……五言则唐以前，斯体不多”[1]，

即使出现，“然亦人不数篇，篇不数句”(钱钟书，

2011：175)。可见五言诗歌中虚词的使用是不多

的。而《怀风藻》基本上都是五言诗歌（109首），又

因袭中国六朝至初唐的诗歌传统，因此其中虚词数

量不多也是情理之中。二是频次较高。儿岛献吉

郎指出虚字的功用“是在帮助实字，以表现语气底

强弱缓急，节奏底抑扬疾徐的”[2]，钱钟书也认为虚

字“多摇曳以添姿致，非顿勒以增气力”（钱钟书，

2011：175）。可见虚词在表达诗歌语法要点及语

气节奏方面的作用是其他词性无法替代的。加之

《怀风藻》中极高频虚词的数量本就不多，因此分

配到每个虚词上的使用频次就高了。

（4）动词

极高频字中的动词共计 14个，按出现次数排

列为「遊、有、為、開、無、流、得、落、入、臨、是、賞、

應、知」，累积字频达到 364 次，累积覆盖率为

3.71%，平均频次为 26。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

动词的平均频次还不到整个极高频字群的 70%，

可见这些动词的频次是比较低的。

这些动词从语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以下几

类：表动作行为的（9个）：「遊、開、流、得、落、入、臨、

賞、知」；表存现的（2 个）：「有、無」；表判断的（2

个）：「為、是」；表能愿的（1个）：「應」。此外，这些

极高频动词中有一部分是多义字，不单有动词用

法，还有其他用法：「遊、流、賞」三字兼有名词用

法，如“想風月之舊遊”“仙駕度橫流”“欲知今日

賞”；「有、為」二字兼有虚词用法，如“十有六歲”“為

衆所歡”；「無、是」二字兼有代词用法，如“時選朝

堂，無出公右”“唯善是輔”。

（5）形容词

极高频字中的形容词共计 10个，按出现次数

排列为「大、長、新、芳、正、明、太、高、清、遠」，累积

字频达到 307次，累积覆盖率为 3.13%，平均频次

为 30.7。与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形容词的平均

频次仅为整个极高频字群的 81.91%，可见这些形

容词的频次是比较低的。

这些极高频形容词中只有「長、清、遠」三字是

纯粹表性状的，其余七字则有多种组合用法：「大、

新」二字还可用于人名（如“大友皇子”）、职位名

（如“大夫”）或国名（如“新羅”）中；「芳、明」二字还

具有名词用法，如“泛菊丹霞自有芳”“皇明光日

月”；「正、太、高」三字还具有名词用法（如“夫登高

能賦”）或虚词用法（如“九域正清淳”），且可用于

人名（如“吉太尚”）或国名（如“高麗”）中。

（6）量词

极高频字中的量词仅「首」字1个，累积字频为

100次，累积覆盖率为1.02%，平均频次为100。与

整个极高频字群相比，量词的平均频次为整个极高

频字群的2.67倍，可见该量词的频次是相当高的。

「首」字共出现 100 次，其中有 93 次是以“数

词+首”的组合出现，以此标明某一作者在《怀风

藻》中的诗歌数量，此时的「首」字即为量词。

（7）代词

极高频字中的代词共计 3个，按出现次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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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此、何、我」，累积字频为 71次，累积覆盖率

为 0.72%，平均频次为 23.67。与整个极高频字群

相比，代词的平均频次仅为整个极高频字群的

63.15%，可见这些代词的频次是相当低的。

对这 3个极高频代词进行分析可知：「此」为

指示代词，表近指；「何」绝大多数时候是疑问代

词，仅一次作为虚词出现（“送别何依依”），意为

“多么”；「我」为人称代词，表第一人称。

1.3 各词性平均频次的排序

将《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七个词性按平均频

次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其顺序如下：

代词<动词<形容词<名词<虚词<数词<量词

而郭小武（2001）考察出的古代汉语 100个极

高频字按词均次增次排列的顺序是：名词、量词<动

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代词<介词<连词<助词。

为方便与《怀风藻》极高频字各词性的平均频次排

序进行比较，我们将古代汉语极高频字中的副词、

介词、连词、助词四类词性合并成虚词一类，这样古

代汉语极高频字各词性的平均频次排序就调整为：

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虚词

将《怀风藻》与古代汉语的 100个极高频字的

词性增次排列顺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

中量词、数词的频次提到了最高的地位，名词的频

次也有所提升，而代词的频次则大幅度下降。

分析两者排序出现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可

能有以下三点：一是《怀风藻》在编排上对各诗人

创作诗歌的数量和体裁都进行了标识，而这些信

息的标识需要用到量词和数词，从而导致这两类

词性的出现频次升高；二是《怀风藻》的作品类别

是诗歌，相较于其他类别来说会更多的使用名词

来表达意象，以此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故而名词的

频次有所提升；三是《怀风藻》极高频字中的代词

数量较少，仅3个，而古代汉语极高频字中包含了

11个代词，代词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其频次的排序。

2 《怀风藻》与其他日本汉诗集的比较

以上统计得出的《怀风藻》极高频字依据的是

该诗集用字的数据特征，可以反映出其用字分布

的规律。但这100个极高频字是否能体现出早期

日本汉诗用字的共性，还需要与其他同类文献进

行比较。为此我们选取了与《怀风藻》文体相同、

使用文字形式相同，且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两部

早期日本汉诗文献——敕撰三集（《凌云集》814

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和《菅

家文草》（900年），分别提取出这两部文献的 100

个极高频字，并与《怀风藻》的 100个极高频字进

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归纳其中的规律和趋势，以

此探究早期日本汉诗文献在用字分布上的共性，

发掘汉字在日本汉诗中发展变化的轨迹。敕撰三

集的底本采用的是日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编的

《校註日本文学大系》第24卷，《菅家文草》的底本

采用的是川口久雄校注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

72卷《菅家文草·菅家后草》。

除去重复的字符，三部文献共有极高频字总

数 166个。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 46个，占

27.71%；两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 42 个，占

25.30%，其中《怀风藻》与敕撰三集共用 17个，与

《菅家文草》共用 7个，敕撰三集与《菅家文草》共

用 18个；余下的 78个字只出现在单部文献中，占

46.99%，其中《怀风藻》30个，敕撰三集 19个，《菅

家文草》29个。可见三部文献极高频字的组成既

有共性，也具个性。

2.1 词性比较

将三部文献的 100个极高频字分词性进行统

计，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分布表。

根据表2，我们发现三部文献极高频字的词性

分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都包含了名词、动词、形

容词、虚词、数词、代词、量词等7种词性。第二，数

量上名词都占多数，其次是动词、虚词和形容词，然

后是数词，代词和量词的数量最少。第三，三部文

表2 三部日本汉诗集极高频字的词性分布表

《怀风藻》

敕撰三集

《菅家文草》

数词

9

7

8

名词

53

42

41

虚词

10

11

13

动词

14

27

23

形容词

10

10

9

量词

1

1

1

代词

3

2

5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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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极高频字的词性分布曲线虽大体一致，但《怀风

藻》极高频字中的名词比例略高于其他两部汉诗

集，而动词比例又略低于其他两部汉诗集。

进一步考察三部文献极高频字中名词与动词

的比例，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中名词、动词之比

为 3.8:1，而敕撰三集、《菅家文草》极高频字中名

词、动词之比为 1.6:1和 1.8:1，两者相差较大。为

探讨诗集中名词、动词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又选

取了中国唐代的八位诗人，包括初唐的宋之问、骆

宾王，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刘禹锡，

晚唐的杜牧、李商隐，对《全唐诗》所收该诗人诗作

的 100个极高频字（此数据见《全唐诗索引》各诗

人卷中所附的字频统计表）进行了考察，发现名词

与动词之比都在 1.7:1 到 2.5:1 之间。相比之下，

《怀风藻》名词、动词之比偏高，是比较特殊的。一

般认为，“诗歌语言的精彩主要取决于动词的卓越

运用”[3]，而《怀风藻》中极高频动词的较少使用，也

许暗示了日本汉诗草创初期对诗歌如何表现动态

的诗意效果还缺乏较好的认识。

2.2 共用字比较

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频字有 46个，分别是：

「不、朝、臣、春、大、道、得、而、二、風、何、花、皇、明、

年、前、秋、人、日、三、山、上、時、是、首、水、天、為、

未、文、無、五、下、心、言、一、以、應、有、於、月、雲、

之、知、中、自」。其中名词 24个，虚词和动词各 7

个，数词4个，形容词2个，代词和量词各1个。与

第119页表1对照，我们发现三部文献共用的极高

频字中包含了《怀风藻》极高频字的全部或绝大多

数的量词和虚词，说明这些量词和虚词在三部日

本汉诗集中具有很强的继承性，都是非常稳定的。

《怀风藻》与其他文献两两共用的极高频字共

有 24个，其中与敕撰三集的共用字为 17个，分别

是：「長、從、高、光、林、流、落、七、清、情、入、神、太、

萬、王、野、遠」；与《菅家文草》的共用字为7个，分

别是：「此、六、十、四、我、者、子」。这些两两共用

的极高频字中共有名词 7 个，数词和形容词各 5

个，动词 3个，虚词 2个，代词 2个。对照第 119页

表1，可以发现这些极高频字中包含了《怀风藻》中

除三部文献共用极高频字之外的全部数词和代

词，以及绝大多数的虚词，说明这些数词、代词和

虚词在日本汉诗集中的继承性也是比较强的。

综上所述，《怀风藻》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

《菅家文草》在共用极高频字上具有较强的继承

性，其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三部文献

共用的极高频字加上《怀风藻》与其他文献两两共

用的极高频字共计70个，占《怀风藻》极高频字总

数的 70%，比例较大。第二，从词性上看，这些共

用极高频字包括名词 31个，动词 10个，虚词和数

词各9个，形容词7个，代词3个，量词1个，涵括了

《怀风藻》100个极高频字中全部的数词、量词和代

词，接近全部的虚词，七成的动词和形容词，接近

六成的名词。其中数词、量词、代词和虚词这四类

极高频字是三部日本汉诗文献中最为稳定的共用

极高频字，其原因在于这四类词所表达的数量关

系、指代对象和语法要点在语义上非常重要，而且

没有替代词，这种超常的重要性和很强的唯一性

使得这四类极高频字能够在三部汉诗文献中被延

续使用。第三，进一步考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

实词类共用极高频字的语义及用法，发现共用的

名词包括所有表季节时令、方位的名词，共用的动

词包括所有表存现、判断、能愿的动词，共用的形

容词包括所有纯粹表性状的形容词。推究其原

因，我们认为具有这些语义及用法的名词、动词、

形容词极高频字在交代时空环境、表示存在关联、

说明性状情态方面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几乎没有

可以替代的字，因此也成为日本汉诗文献中必不

可少的共用汉字。

2.3 独用字比较

三部文献的极高频字中，《怀风藻》独用的有

30个字，分别是：「塵、池、德、地、帝、芳、國、開、客、

蘭、臨、柳、氣、琴、然、仁、賞、士、松、位、仙、新、學、

煙、宴、遊、宅、詔、正、智」。其中名词22个，动词4

个，形容词3个，虚词1个。

敕撰三集独用的有19个字，分别是：「獨、對、

飛、和、空、良、千、色、聲、識、世、守、兮、陽、葉、貞、

製、主、滋」。其中名词和动词各7个，形容词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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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各2个，数词1个。

《菅家文草》独用的有 29个字，分别是：「白、

成、誠、弟、多、非、分、故、後、家、經、九、老、去、身、

詩、事、書、思、雖、所、先、相、也、意、願、云、至、

重」。其中名词11个，动词和形容词各6个，虚词4

个，数词和代词各1个。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三部文献的独用极

高频字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词性上以名词、动词、

形容词等实词为主。这说明实词类极高频字相对

于其他词性的极高频字来说具有更多的特异性，

更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其原因我们认为和三部

文献主题内容的变迁以及实词自身的语义用法有

关。主题内容方面，《怀风藻》以侍宴从驾、游览为

主，大多数是宫苑诗；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是奉两

位天皇之命所撰，以宫廷为中心的游览、宴集等应

制诗、奉和诗为其核心内容；而到了《菅家文草》，

诗歌体裁更为丰富、风格更为多样，内容涉及讽喻

诗、悲愤诗、宫苑诗、抒情诗以及咏物、题画等杂

诗，且菅原道真提出“和魂汉才”的说法，强调汉诗

的本土化，因此其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印

记。三部文献主题内容的变迁使得诗歌取材、选

景、言意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需要呈现的具体意

象、动作行为和性状自然也要随之变

化，而这些语义及用法都必须通过实

词来体现。我们也观察到《怀风藻》中

独用的实词类极高频字都是表达特定

而具体的意象、动作行为和性状的，如

独用的名词都是表自然景物、人物身

份、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的名词，独用

的动词都是表动作行为的动词，独用

的形容词都是具组合用法的形容词。

这些表达特定而具体的意象、动作行

为和性状的实词类极高频字随主题内

容的变化可以为其他词所替代，从而

导致其出现频次的变化。

2.4 字频演变

进一步分析《怀风藻》的30个独用

字在三部文献中的序号和频次，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于敕撰三集和《菅家文草》的总字数分别为

46917 个、85053 个，使用单字数分别为 3301 个、

3556个，其数量都远远超过《怀风藻》，因此在观察

《怀风藻》独用字的字频演变时，不能单纯只看序

号和频次的变化，还需考虑该字的频次在整部文

献中的地位。累积覆盖率是通过某字的累积出现

次数除以文献总字数计算出来的，具有稳定性，能

很好地反映文献的用字情况，因此我们选取了累

积覆盖率这一数据来进行《怀风藻》独用字字频演

变的观察。研究汉字文献字频时一般选用文献累

积覆盖率中的 50%、90%、99%这三个切分点作为

划分标准，凡是累积覆盖率在 50%之内的属于核

心字，在 50%-90%之间的属于高频字，在 90%-

99%之间的属于中频字，在99%-100%之间的属于

低频字[4]。考察《怀风藻》独用字在三部文献中的

累积覆盖率变化，发现：「德、地、國、開、客、氣、然、

位、新、宴」10字在三部文献中都是核心字；「塵、帝、

芳、臨、柳、松、仙、煙、遊」9字在《怀风藻》和敕撰三

集中是核心字，在《菅家文草》中是高频字；「士」1

字在《怀风藻》和《菅家文草》中是核心字，在敕撰

三集中是高频字；「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

表3 《怀风藻》独用字在三部文献中的序号和频次

塵

池

德

地

帝

芳

國

開

客

蘭

臨

柳

氣

琴

然

《怀风藻》

序号

55

77

68

69

52

44

100

47

82

91

73

95

92

54

70

频次

25

21

23

23

26

32

18

30

21

20

22

19

20

26

23

敕撰三集

序号

190

296

192

120

154

179

180

228

104

333

223

114

108

410

111

频次

56

38

55

76

63

58

58

49

81

34

50

77

80

29

78

《菅家文草》

序号

363

780

118

102

306

633

133

152

156

722

435

708

177

924

188

频次

57

24

131

145

67

33

124

115

112

28

49

29

101

19

96

仁

賞

士

松

位

仙

新

學

煙

宴

遊

宅

詔

正

智

《怀风藻》

序号

50

96

85

66

12

87

33

41

88

22

31

72

90

51

94

频次

27

19

21

24

56

21

40

35

21

47

42

23

21

27

20

敕撰三集

序号

422

437

336

169

143

205

125

322

173

352

274

874

1092

327

513

频次

28

27

34

60

68

53

75

36

60

33

42

12

9

35

23

《菅家文草》

序号

302

857

213

264

127

377

131

439

403

155

217

964

599

266

844

频次

68

21

91

77

127

56

125

49

53

113

89

18

36

7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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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10字在《怀风藻》中是核心字，在敕撰三集和

《菅家文草》中是高频字。从累积覆盖率的角度来

说，「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智」10字在三

部文献中的变化较大，其中名词居多（占7个），且

都为表景象和物象的名词，说明为表现侍宴从驾、

游览为主的主题和内容，《怀风藻》在选择意象时

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且与后来的日本汉诗集有着

较大区别。

再对「池、蘭、琴、仁、賞、學、宅、詔、正、智」10

字的频次变化进行考察，发现：「仁、詔、正」3字的

频次变化最大，「池、蘭、學、宅」4字的频次变化较

大，「琴、賞、智」3字的频次变化较小。具体考察频

次变化最大的「仁、詔、正」3字在《怀风藻》中的使

用范围，可以发现《怀风藻》用字的一些特殊之处：

「仁」作为表抽象事物的名词，在《怀风藻》中出现

时多与表示山水的词如“山、山川、湛露、瑶池”等

共现，以此体现诗人在游览山水时体悟到的玄理

意趣；「詔」作为表具体事物的名词，在《怀风藻》中

有16次是以「應詔」这一词语搭配出现在诗题中，

体现出该诗集应诏诗较多的特点；「正」作为表性

状的形容词，在《怀风藻》中有 20次出现在“正几

位”的官职名中，而在其他两部文献中并未大量出

现此类官职名。

3 结 语

通过对《怀风藻》的 100个极高频字进行定量

与定性的统计分析，并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

《菅家文草》这两部日本汉诗文献进行比较互证，

我们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类极高频字

数量多，累积覆盖率高，但在不同的日本汉诗文献

中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怀风藻》中实词类极高

频字占绝大多数，这符合诗歌用字以实字为宜的

中国古典诗论。而且，《怀风藻》被排除在其他日

本汉诗文献之外的 30个极高频字中有 29个是实

词类的，其原因在于实词类极高频字的语义及用

法会随汉诗主题内容的变化而具有较强的可替换

性，从而导致其频次容易发生变化。

第二，数词、量词、代词和虚词这四类极高频

字数量虽不多，却是日本汉诗文献中最稳定、最常

用的汉字。《怀风藻》中这四类极高频字合计 23

个，仅 1个被排除在其他日本汉诗文献的极高频

字之外，其稳定性可见一斑。这与这四类极高频

字在语义及用法上所具有的超常的重要性和很强

的唯一性有关。

第三，《怀风藻》极高频字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

性和代表性，可以看成是早期日本汉诗文献的超常

用字。《怀风藻》与其他日本汉诗文献共用的极高频

字多达70个，且独用极高频字在其他日本汉诗文

献中的频次都很靠前，可见《怀风藻》极高频字是早

期日本汉诗文献中最活跃、最常用的汉字。

以上的考察和分析结果为我们了解《怀风藻》

及至早期日本汉诗的用字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力

依据。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在中日汉字文

化交流的视域上考察《怀风藻》等早期日本汉诗对

中国汉字的接受、融合与日本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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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frequency. This shows that the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s in the Kaifūsō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early poems writ-

ten in Chinese by Japanese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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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文 学 领 域（近现代部分）
日 文

告白

俗文学

妖怪小説

神秘主義

唯美主義

風俗小説

新理想主義

自叙伝小説

中 文
告白、坦白、自白、忏悔

通俗（体）文学；俗文学

志怪小说，神魔小说

神秘主义

唯美主义

风俗小说

新理想主义

自传体小说

英 文
confession, profession

a colloquial style literature

a novel (of specter )

mysticism

aestheticism

a light novel depicting social customs and manners

Neo-Idealisum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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