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和初年，在位于滋贺县大津市坂本的西教寺

正教藏中发现了《安养集》的明历二年写本（以下称

“明历写本”）。该书共十卷，汇集了净土宗的重要

文句，由平安末期的公卿源隆国（1004-1077）于延

久二至三年（1071-1072）编纂而成。由于此前只有

书名流传下来，此书一度被认为已经散佚。“明历写

本”的发现，不但佐证了南泉房为源隆国著书立说

之地的真实性，同时也为考察日本的谢灵运接受史

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将以《安养集》为基础，结合其

引用书目，分析《安养集》中的谢灵运形象，以求把

握日本在中世时期对谢灵运形象的接受与重塑。

1 《安养集》及其对谢灵运的评价

渴望极乐往生的僧俗数十人（即南泉房大纳

言源隆国与延历寺阿阇梨数十人），摘录天竺、中

国、日本著述中传颂阿弥陀功德的要文，汇成了十

卷《安养集》。关于该书之成立，在其序文中有如

下记载：

緇素慕極楽世界之輩数十人、朋心翹誠、撰

集天竺震旦顕密聖教本朝人師抄出私記二百余

巻中釈阿弥陀功徳之要文矣。殺青甫就、情索

相諧。惣為十巻、名安養集。蓋乃具足十念、往

生西方之故也。

昔東晋釈恵遠、与高士謝霊運等百二十三

人、於廬山巌下修浄土業、臨終之時、聖衆来

迎。思其勝躅、備所庶幾也。

夫蒼蠅之飛、不過数歩、適託驥尾、得絶群

焉。儂等罪障雖深、修練雖浅、若乗弥陀之慈筏、

蓋到安養之宝池。凡厥目視其事随喜、耳聞斯文

而帰依之者、無親無疎、願開引接集云爾。 [1]

（原文为汉文，译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序文在交代书目由来的过程

中，还将慧远与谢灵运等人一起结成白莲社之事

作为先例列出，表示敬意。东晋释慧远与谢灵运等

一百二十三人（《安养集》原文为“二百二十三人”，

“二百”是“一百”的误写）在庐山修行净土业，并在

临终之时圣众相迎。这一叙述很早就被《安养集》

写本的发现人之一户松宪千代所注意到。他认

为，就《安养集》所具有的佛教史意义而言，应当关

11世纪日本对谢灵运的认识及评价差异
——以源隆国《安养集》为例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荒木 浩（原作）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佼俐 （译）

[摘 要] 源隆国在宇治平等院的南泉房带领天台宗的阿阇梨们编纂了净土教义书《安养集》。他在

该书序文中，把东晋释慧远“与高士谢灵运等”在庐山修行净土业，临终得见圣众来迎一事描述为“思

其胜躅，备所庶几也”。这种说法明显不同于我国宋代对谢灵运消极形象的普遍认知。本文通过对其

记述的分析，论述日本对谢灵运的认识及其与时代背景的联系，并依据源隆国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程

度论及日本中世之初的对外观念。

[关键词] 源隆国 安养集 谢灵运 慧远 日本中世的对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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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莲社作为“净土教主义结社”嚆矢这一侧面：

对白莲社的思慕对白莲社的思慕 如上所述，本书由主义一

致、信仰一致的志同道合之士编纂而成。隆国

的晚年是在宇治的南泉房度过，与他志向相同

的人大概也常出入于此。有人认为，这些志同

道合之士以隆国为中心聚在一起追思古时的庐

山白莲社，似乎成了一种奉净土教信仰为理想

的结社。当然，他们的集会没有白莲社那样盛

大，甚至也称不上结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

一集会至少是追慕白莲社的志同道合之士的美

好聚会。[2]

随后，户松引用了《安养集》的序文，认为由此

可以推出上述情况，并进一步指出：“反过来讲，这

也是日本最初的净土教主义结社，在日本净土教

史上值得大写特写。”（戸松憲千代，1938：19）

不过，《安养集》序言中的“思慕”书写与中国

典籍不无关联。而中国典籍中的此类叙述基本以

东晋逸士刘遗民的《庐山白莲社誓文》为原典。以

下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東晉朝僧慧遠法師雁門人也。卜居廬山。

三十余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以虎溪為

界。雖博群典、偏弘西方。嵒下建浄土堂、晨夕

礼懺。有朝士謝霊運高人劉遺民等。並棄世

榮、同修浄土。信士都有一百二十三人。於無

量寿像前、建斎立誓。遺民著文讚頌。感一仙

人、乗雲聴説。或奏清唄、声御長風。法師以義

熙十二年八月六日。聖衆遙迎。臨終付属。右

脇而化。年八十三矣。

（『往生西方淨土瑞応伝』一·慧遠法師第一）

朝士謝靈運高人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為

蓮社。 （東晋逸士劉遺民「廬山白蓮社誓文」『楽邦文類』二）

又佛法東流、晋時有廬山遠大師。与諸碩

徳及謝霊運、劉遺民、一百二十三人、結誓於廬

山。修念佛三昧。皆見西方極楽世界。
（『浄土五会念仏誦経漢行儀』中）

問曰、浄土妙門、般舟之義、具聞剖析。然

近代已来、誰得登于安養之国。既無相報、焉知

所詣。望為明之。対曰、晋朝廬山遠法師為其

首唱。遠公従仏陀跋陀羅三蔵授念仏三昧。与

弟慧持、高僧慧永、朝賢貴士、隠逸清信·宗炳·

張野·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謝霊運·闕公則

等一百二十三人、鑿山為銘、誓生浄土。劉遺民

著文大略云……遠公製〈念佛三昧序〉六……謝

霊運〈浄土詠〉云、法蔵長王宮、懐道出国城、願

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浄土一何妙。来者皆

菁英。頽年安可寄。乗化必晨征。

（『念仏三昧宝王論』中。若无特别说明，以下佛典均引自

大正新修大藏经。）

这些例子中，《安养集》与中唐的《往生西方净

土瑞应传》在叙述上更为接近。从“朝士谢灵运高

人刘遗民等”一句中可知，《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

列举了两位俗人。《念佛三昧宝王论》等文献则提

到了更多僧人和俗人，强调了白莲社的结社性。

而《安养集》虽然在“高士谢灵运等”处使用了“等”

字，但在俗人代表中却只列谢灵运一人，与僧门的

慧远相对应。而且，与上述文献相比，《安养集》的

叙述流露出了更多对谢灵运的赞赏，这一现象值

得关注。

2 《净土论》及宋代谢灵运轶闻

关于此问题，初唐迦才所撰《净土论》的序言

也不容忽视。《净土论》在日本广为传诵，是源信著

《往生要集》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其序言写道：

夫浄土玄門。十方咸讃。弥陀宝界。凡聖

同欣。然則二八弘規。盛乎西土。一九之教。

陵遅東夏。余每披閲群典。詳撿聖言。此之一

宗。竊為要路矣。其達之者。觖之稽頴。未悟

者。矚而躊躇。若不馮此栖神。終恐沈淪永

夜。今者総閲群経。披諸異論。撮其機要。撰

為一部。名浄土論。然上古之先匠。遠法師。

謝霊運等。雖以僉期西境。終是独善一身。後

之学者。無所承習。近代有綽禅師。撰安楽集

一巻。雖広引衆経略申道理。其文義参雑。章

品混淆。後之読之者。亦躊躇未決。今乃搜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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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籍。備引道理。勒為九章。令文義区分。品

目殊位。使覧之者。宛如掌中耳。所願三福之

教長弘。四誓之経永範。二八之観斉闊。一九

之生同帰。庶令六道孜孜長辞穢刹。四生擾

擾。永処蓮台。未及余輝。俱遊浄域矣。

与《安养集》的序言一样，《净土论》的序言在

介绍了该书的由来后也开始回忆先例：“然上古之

先匠，远法师，谢灵运等，虽以佥期西境，终是独善

一身。”此处虽亦将白莲社的慧远与谢灵运作为先

例单独列为一对，但并未像《安养集》一样予以盛

赞，反而带有批判色彩。且这种批判性叙述还体

现在《净土论》正文中。另外，该序言同样出现了

“谢灵运等”这一表述。随后，在《净土论》“卷中・

第四出道理”中，谢灵运再次出现：“复次如上古已

来大德名僧及俗中聪明儒士。并修净土行。谓庐

山远法师，睿法师，刘遗民，谢灵运，乃至近世绰禅

师，此等临终并感得光台异相，圣众来迎。录在别

传。此等大德智人。既欣净土。”

《净土论》是《安养集》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

因此，其序文与《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一样，极有

可能成为《安养集》序文的典据和效仿对象。但

是，迦才的《净土论》原本受地论宗影响，并将受时

人瞩目的慧远诸学说“视为对手，划分九品阶

位”。尤其是源隆国撰写《安养集》时（延久二至三

年，即 1071-1072年），中国早已进入了宋代。那

么，上述示例将白莲社中的俗人限定为谢灵运一

人（或是两人中的一人）是否妥当呢？

与《净土论》和《瑞应传》的创作时代不同，源

隆国所处的时代对应于中国宋代以后。这时，与

前述故事不同，慧远拒绝谢灵运加入白莲社的轶

闻开始广为流传。如：

陶令（＝陶淵明）酔多招不得、謝公（＝謝霊

運）心乱入無方。何人到此思高躅、嵐点苔痕満

粉牆。（注文为“謝霊運欲入社、遠大師以其心乱

不納”） （《全唐詩》巻八四四·題東林十八賢真堂，齋己七。）

法師（＝慧遠）事迹誠多矣……予竊閔之。

予読高僧伝蓮社記及九江新旧録、最愛法師六

事。謂可以勧也。乃引而釈之。……陶淵明湎

於酒。而招之令入社。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

跋陀高僧異説被擯。而反延誉之。蓋重有道而

矯嫉賢也。謝霊運以心雑不取。而果歿於刑。

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願以弊文書於屋

壁。大宋慶歴元年仲春、鐔津沙門契嵩書。

（《仏祖統紀》巻第二十六·東林影堂六事)

陳郡謝霊運、負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肅

然心服、為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浄社。師

以心雑止之。 （《廬山記》巻三·社主遠法師）

通过对比可知，这些资料对慧远和谢灵运的

描述与《安养集》序言不同。那么，《安养集》序言

为何对此类诗文置若罔闻，对慧远与谢灵运的关

系没有任何怀疑？还将他奉为“修净土业，临终之

时，圣众来迎”的杰出先例，当做理想的追随对象，诵

念极乐净土呢?

3 《安养集》对谢灵运的时代错置

在源隆国所处的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

识可能存在延时。芳贺幸四郎以日本的中国观为

基础，对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和中世文化的区分

做了如下概述：

划分平安时代化与中世文化的最大标志大

概是：平安时代文化主要受六朝和唐朝文化的

影响发展而来，因此与之相近；而中世文化则深

受宋、元甚至明朝文化的影响，因此与它们具有

类似的倾向。[3]

按照这一论述，虽然源隆国试图远观宋代，但

实际上他仍属于典型的活在平安时代的人。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安养集》绝非落后于时代的著

作。据青莲院藏《往生要集》下卷后记所载，“延久

二年四月十日平等院南泉房”这一条目中记录了

“皇后宫大夫殿”“张发”（可能是发起领导之意）

“多本取集”等有关《往生要集》之事。石田充之在

《日本净土教研究》中指出，此处的“皇后宫大夫

殿”即源隆国，并据此推断出源隆国进行了校对

《往生要集》和编纂《安养集》等工作。源隆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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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将研究《往生要集》作为编《安养集》的重要起

点，同时也关注《往生要集》之后的其他文献，以求

撰成超越《往生要集》的新型研究书目。确实，《安

养集》多次引用了法聪的《释观经记》、澄彧的《注

十疑论》和源清的《观经疏显要记》。这些资料“在

《往生要集》中均未出现，是当时最新的中国天台

净土教典籍”“其中，源清的《观经疏显要记》是两

国净土教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于《往生

要集》成书（985）后的长德三年（997）传至日本，对

此，源信和觉运写了《破文》并将其返宋”[4]。其实，

《往生要集》的编者源信本人也对宋代佛教深怀热

情，为了与宋代佛教进行对话，他亲自前往博多托

人将《往生要集》带往中国，并通过与源清等人的

书信往来更新日本佛教。对于《往生要集》渡宋的

史实，源隆国大概也知道。因此可以推断，《安养

集》也是基于遣宋意识撰成的。

然而这种追求国际先进性同时也暴露了源隆

国所处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首先，《净土论》等

唐代或唐以前的中国文献在日本净土教形成过程

中所产生的支配性影响依然是当时的大前提。其

次，与 12世纪相比，11世纪中叶的两国交流带来

的影响还很微弱。在宇治这一地方体验到的宋朝

与真实的宋朝之间必然存在偏差。另外，源隆国

的中国文化素养可能也有很大不足。这些制约因

素与《安养集》的时代局限性互为表里。

基于上述考察，一些对谢灵运表述上的变化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如，《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

中的“朝士谢灵运高人刘遗民等”在《安养集》序文

中变成了“高士谢灵运等”。“朝士”“高人”这两个

修饰语本是分别形容谢灵运和刘遗民的，源隆国

却将两者合并压缩在了谢灵运一人身上。使“朝

士”谢灵运转身变成了“高士”，即隐者。谢灵运确

实“有一段时期因仕途不遇而选择了隐逸之途”

“决意隐退后，他定居于会稽”“营修别业，依山傍

江，极尽幽居之美”。然而，这一切“并未持续很

久”，“据《宋书》记载，谢灵运一生曾三仕三隐”[5]。

《安养集》以“朝士”替换“高士”来描述谢灵运，更

强调了其生涯中作为隐者的一面。

不过，这样的替换并不多见，可以说是个特

例。引用了东晋逸士刘遗民所著《庐山白莲社誓

文》的《乐邦文类》中延续了“朝士谢灵运高人刘遗

民等”的说法，《念佛三昧宝王论》在列举“朝贤贵

士”诸人时也包括了谢灵运。如果说这些文献凸

显了“朝士”谢灵运的官员身份，那么如前所述，

《安养集》则将谢灵运描述成“高士”，侧重于谢灵

运作为隐者的一面。随着表述的变化，谢灵运从

与“高人”并列的“朝士”变成了与慧远并举的“高

士”，在意义有很大变化。如果这不是由编者的误

解造成的，那就可以理解为是源隆国有意为之的

一种文字游戏。

这种游戏或意图正与“高”字有关。翻开《小

尔雅》等辞书可知，“隆”，即“高”也。换言之，“高”字

中隐藏着编者隆国的名字。康平四年（1061），源

隆国“辞去权中纳言闲居宇治”，后于治历三年

（1067）“一跃被擢为权大纳言”[6]。隆国被称为“宇

治大纳言”正是上述经历的体现。而这一经历也

暗示出，“高士谢灵运”的表述中含有文字游戏的

成分。即，在隐遁、再度出仕后，又隐于宇治南泉

房编撰《安养集》的源隆国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

在了谢灵运身上。如此看来，让谢灵运一人来代

表结社中的俗人，与“南泉房大纳言（源隆国）与比

叡山的阿阇梨数（十）人”的注记也有重合之处，并

与《安养集》编纂中的僧俗对比结构——众多阿闍

梨对一个俗人隆国——形成了呼应。

4 劝学会对白居易的扬与弃

基于“遣宋意识”编成的《安养集》于延久四年

（1073）随成寻渡宋。如前所述，源隆国十分重视

源信的《往生要集》，并强烈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可以说，将《安养集》与《往生要集》的遣宋问题进

行比较，有助于理解源隆国的行为。因此，本节将

从《往生要集》的周边入手，考察白莲社影响下的

劝学会与二十五三昧会。

正如小原仁（2006）中所言，虽然源信并非劝

学会的成员，同时也不能简单断定二十五三昧会

和劝学会的关系，但在思想背景上，有必要关注二

者之间的关联。送《往生要集》往宋朝时，源信还

113



2
0

1
7

2
0

1
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99
19

89

19
9

1
10

20
01

20
02

20
03

200 004

20
10

20
11

20
12

2013
2014
2015
2016

1979 2019

日本文学研究 创刊40周年纪念 2019年 第5期 总204号

附加了庆滋保胤的《十六相观》《日本往生传（日本

往生极乐记）》和源为宪的《法华经赋》等作品。源

信对庆滋保胤和源为宪的佛学成就评价很高。保

胤和为宪均是第1代劝学会的成员。保胤还是其

中的核心成员，出家后取名寂心，师从源信，起草

了念佛结社——二十五三昧会的《二十五三昧起

请》八条。其所撰《日本往生极乐记》以《庆氏日本

往生记》之名被源信引入《往生要集》。《往生要集》

的遣宋与源信加入二十五三昧结社的契机密切相

关，可看做僧俗一体的劝学会文化圈中的里程碑

事件：

宽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五三昧会成立

时，（源信）并未加入根本发起众，他是之后才加

入的。鉴于他于永延二年六月十五日撰写了

《横川首楞严院二十五三昧起请》十二条……可

知他是此前入会的……此间大约两年多的时间

里，源信在西海道行脚修行，并于永延二年正月

十五日在九州博多见了中国的朱仁聪等人，托

其将自己的著作《往生要集》等带往宋朝。[7]

“二十五三昧会是由二十五名结众组成的念

佛结社，是最早在《往生要集》的强烈影响下实践

净土教信仰的例子。”[8]二十五三昧会和劝学会之

间曾被认为存在实质上的连续性，但其实二者间

有着决定性的差异。即二十五三昧会的成员中并

不包含俗人：

与由僧俗各二十名的结缘组成的劝学会不

同，虽然在《八条起请》结语中注明了“尼公在俗

非于此限宜随竞忘将补人”，但一直以来二十五

三昧会都是仅有横川首楞严院的住僧们参加的

聚会。二者的结缘对象完全不同。

（堀大慈，1964：159）

就劝学会而言，有时它也被认为具有“念佛结

社”的性质。其中确有像庆滋保胤那样试图认真

探寻“佛事”之特性的人。但另一方面，由于劝学

会吸纳了众多俗人，因此成员之间在佛教观上也

存有微妙的差异。

劝学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一种念

佛结社。……借用保胤的话来讲（中略，引自

《本朝文粋》卷一〇的一节），这个结社的宗旨是

同时修行法华和念佛。……不过，尽管它确实

是潜心念佛之人的集会，但由于有些成员在会

中以作诗来炫耀自己的良好教养，从中也能嗅

出一种自鸣得意的气味，曾被称作“也是风月诗

酒之游乐”（《本朝文粋》卷一〇）。

由此可知，劝学会大概也不乏娱乐色彩。但

不论如何，它始终是一个限于有共同爱好的人们

的小型团体。[9]

劝学会的“主旨是并修法华和念佛”，在佛教

信仰上沿袭了平安时代的思潮。然而，仔细考察

其内容可以发现，它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排除“专心

念佛”这一思想后成立的。劝学会的成员虽然很

敬仰白居易，但与白居易的倾向却未必一致。他

们似乎故意忽略了白乐天对白莲社的思慕而更注

重夸耀自身的“佛事”。对此，柳井滋做过详细论

述，篇幅较长，兹引于下：

从保胤所处的时代来看，他倾倒于白居易

是理所当然之事……桃裕行曾就劝学会与白居

易的关系指出，“毫无疑问，身为儒者却倾慕佛

法的行为，是以当时流行的具有浓厚佛教色彩

的白乐天诗文为媒介展开的。但仪式内容的制

定却是应有志之成员基于无常观的要求——与

佛僧、法、文相交乐——独立产生，看不到白居易

的影响。”并引述《三宝绘》中记载劝学会之旨趣

进的内容——世间之事，如白驹过隙。吾等即使

堆雪于窗中，翌晨也将遁于门外之烟。盼能与僧

结缘故拜寺行会。定于春暮、秋末之望日，诵经

念佛。作为今生来世之友共勉于法之道和文之

道——予以说明。桃裕行认为，保胤所言“善哉

此会。未曾有之”，和之后的具有界定意义的描

述“劝学之会。其义大矣。非踵芳躅于汉朝，只

酌滥觞于日域”，都彰显了劝学会的独特性。

不过，保胤等人通过白氏文集，应该知道白

乐天曾与僧侣们结成了类似于劝学会的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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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东晋慧远的白莲社为先驱，兴起了一

些作为信仰团体而存在的法社和法集，至宋，又

陆续出现了净土教徒的念佛结社。在唐代，也

有智琰、神皓、知玄、神凑、如满、白乐天的例

子。白乐天曾与神凑、如满（即振大士）创立结

社。他与神凑等人的结社在《白氏文集》中以西

方社、二林僧社、菩提火社等名出现，似乎没有

固定名称。但正如白居易所言“缅彼十八人。

古今同此适(昔永远宗雷等十八贤同隐于二林

寺)”，这是对慧远等庐山十八高贤的追慕。且

由“十八人名空（去）一人”可知，他将这十八人

视作了志同道合之人。文集中还有“东都圣善

寺钵塔院故长老如满大师有斋戒之因与今长老

振大士为香火之社”的记载。此外，白乐天应僧

南操之请写了《华严经社石记》（卷68），据《佛祖

统记》净土立教志三记载，他与一百四十八人创

立了上生会。但这些法社或类似法社的组织在

性质上各不相同，仍属不明之物。不过，最初的

两个例子似乎与保胤等人所在的劝学会有相通

之处。且这两例均在白氏文集中出现过，保胤

等人应该是知道的。就算他们对白乐天的例子

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对庐山十八高贤也应有所

耳闻。因此，他们将劝学会看做“未曾有之”之

物是有问题的。

可以肯定的是，劝学会在与仪式相关的表

述上确实没有模仿白氏文集。白莲社是一个吸

收了刘遗民等在俗隐士的信仰团体。而白乐天

与神凑等人的结社则不同。他参加的二林僧社

更像一个以信仰和诗文进行交游的团体，总体

而言是一个僧俗十八人的集合。因此从僧俗集

合这点来看，它应该是个先例。

而劝学会由僧侣二十人、学生二十人组成，

主要活动包括讲经、念佛、赞咏，强调“内外劝

学”。因此说它是“未曾有之”也不过分。只是

此处不应完全忽略白乐天的事迹。作为他们非

常敬仰的老师，白乐天未被提及。究其原因，与

其说是白乐天不足以成为先例，倒不如说白乐

天尚未进入他们的信仰之中。[10]

5 晚年源隆国与劝学会、谢灵运等

《往生要集》是源隆国创作的起点，但他在《安

养集》中对此并未明言，也未阐明自己与劝学会之

间的关联。与不接纳俗人的二十五三昧会不同，

源隆国以自身为主构思了《安养集》。对于劝学会

在形成过程中所忽视的白乐天对白莲社的思慕，

《安养集》反其道而行之，在序文中列举慧远与谢

灵运的例子，讴歌对极乐往生的欣求。

这一错位阐释与“非在”（刻意抹去之意，译者

注）的意义，与源隆国等人编纂《安养集》的活动是

相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与劝学会之间的距

离感。

正如《三宝绘》（下卷僧宝·14）中的“比睿坂本

劝学会”详述的那样，尽管劝学会成立时将自身定

位在“佛事”层面，但随着在藤原道长时代（第 2

代）和藤原赖通时代后（第3代）不断复兴，以僧俗

一体的信仰和文学为前提，其文人团体的色彩逐

渐被强化。第 3 代劝学会还向经藏奉纳了和歌

集。这在延久三年九月的“纳和歌集于平等院经

藏记”（《朝野群载》卷三、《本朝续文粋》卷十一、龙

门文库藏《平安末期写平等院御经藏目录》所载）

中也有记载。藤原赖通作为发愿人，模仿白乐天，

将从《万叶集》到《拾遗抄》的和歌集送到了南泉房

附近的宇治平等院经藏中。从记载情况来看，这

一行为与劝学会的活动不无关联。不难想象，藤

原赖通作为劝学会的资助者，其别院——宇治平

等院也是劝学会的活动场所。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在平等院一切经藏南边

山脚的南泉房中，宇治大纳言源隆国正在精力充

沛地推进着净土结社活动和著述活动。而同一时

期的劝学会则更倾向于文事，佛教属性被削弱。

一般认为，第 3代劝学会是因比叡山僧人的积极

参与得以复兴的。关于此期（延久三年、1071年）

劝学会的实际情况，后藤昭雄认为它带有“校友

会”的特征，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如前人所述，劝学会在平安后期陷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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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衰退是不争的事实。

但与此同时，对于众多前辈贤达的加入，或

许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解读。

思考这一问题时需要留意的是，《劝学会之

记》中特别记载了相模守（菅原清房）和式部丞

藏人（藤原敦基）的参与，认为这两位前辈贤达

的加入乃“不忘道之旧故。自成本会之面目”，

是可贺之事。劝学会成员间的同窗意识（对前

辈而言是怀旧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具体而言，

前辈贤达眼中的劝学会大概类似校友会……

并进一步讨论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早期劝学会成员之间那种强烈的纽带意识

很容易发展为同窗意识。《劝学会之记》中表现

出的对前辈贤达的偏重，正是源于劝学会的这

一特性的长期发展。

学生成员对前辈贤达的偏重打破了学生和

僧侣间原有的平等。僧侣在《法华经》的讲授中

负责讲解和阅读，在文章写作上负责选定题

目。这在康保的《劝学会记》中也有记载，是当

时的惯例。但到了延久时期，劝学会为了完成

任务则只期待重要人物的参与，笔者推测当时

的劝学会中只有四位僧人。不知这一理解是否

有偏颇之处。

成员的偏向改变了劝学会的性质。

劝学会是兼修《法华经》和作文的团体……

佛事与文事是它的根本内容。但是，学生成员

中贤达的增加同时也加重了文事的比重，而强

调文事的特性又进一步吸引了贤达。二者相互

作用，相辅相成。[11]

尽管源隆国和比叡山僧人们合作完成了《安

养集》，但从文事方面来讲，他与劝学会处于对立

状态。作为《后拾遗》的敕撰歌人，源隆国有几首

和歌留世，不过他并非精通汉文，至少在今天看

来，并没有留下一首汉诗一篇汉文。他的祖父是

源高明，父亲是俊贤，兄长是才子显基。对这样的

源隆国来说，同时代的劝学会甚至可能是他憎恨

的对象。另外，这种对立与隆国的矜持也有关：作

为醍醐源氏的贵绅（参照《宇治拾遗》序文），劝学

会的学子是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如前所述，劝

学会具有“校友会”的性质，偏于文事而疏于佛

事。在《往生要集》的时代，劝学会忽略了白乐天

对白莲社的尊崇。而二十五三昧会又不吸纳俗

人。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源隆国带着所

有的愤懑，完成了一部试图超越《往生要集》的净

土教作品《安养集》。在这里，他延续唐代的传统，

恢复对白莲社的尊崇，将自身投影于“高士谢灵

运”，饱含自豪之情地写下了《安养集》的序文。不

过，由于时代错位，他的这一昂扬激情中仍缺乏些

许国际性。

源隆国的外甥成寻不但在编纂《安养集》时发

挥了重要作用，还曾携《安养集》入宋。他于延久

三年（1701）二月离开京都，次年抵达宋朝。入宋

后，成寻积极搜集当地的最新资料，为源隆国带回

了新译经文等多种文献、文物。承保四年（1077）

三月，源隆国在给成寻的回信中写道：“而非我词

顽笔秃，难一二而已。彼安养集称扬之事，随喜无

极。”[12]由此可以推测，成寻在给源隆国的信中应

该介绍了中国人对《安养集》的好评。这时的源隆

国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最后时期，接连遭遇亲友离

世，藤原赖通于 1074年去世，他的次子隆纲和长

男隆俊分别于 1074年和 1075年相继去世。而成

寻终究也没有返回日本。宋人究竟是如何看待

《安养集》中的谢灵运呢？隆国选择相信成寻信中

所言，欣慰地感叹道“彼安养集称扬之事，随喜无

极”。大概三个月后，他也于7月9日与世长辞了。

宋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安养集》中的时代

错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以中日谢灵

运接受的时代差为切入点，结合笔者以前的研究，

通过分析日本“说话文学”的源流，考察了中日两

国交流的一个侧面。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中世

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时而会出现类似的错位。而

这种评价差异正包含了中日文化在生长、发展、传

播中体现的不同背景与特色，对于梳理中日、乃至

东亚间的文化交流路径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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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

目主持人：蒋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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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 Images of Xie Lingyu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apan: On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Minamoto no Takakuni's Anyōshū

Abstract: In the Nansenbō of the Uji Byōdōin, Minamoto no Takakuni organized scholars of the Tendai Sect to compile a

Sukhavati book titled Anyōshū. In the preface of this book, Minamoto no Takakuni noted that Shi Huiyuan of the East Jin Dy-

nasty (317-420) had been practicing Sukhavati's Karma with people such as Xie Lingyun on Lu Mountain, and after they had

passed away, saints came to meet them. In his description of this event, he wrote "recalling their great achievements, he was

found to resemble a sage". This evaluation of Xie Lingyu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gative attitudes shown towards him by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is descrip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Xie

Lingyun's reception in Japan with i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foreign cultures held

by Japanes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round 11th-12th century) through the example of Minamoto no Takakuni's Chinese cul-

tural literacy.

Keywords: Minamoto no Takakuni; Anyōshū; Xie Lingyun; Huiyuan; Japanese people's concept of foreign culture in the Mid-

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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