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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陶渊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东亚文学史上，可谓是一

个独特的存在，其生前寂寞与身后喧嚣形成强烈

对比。晋唐以来，中外历代尊陶者共同构建了一

部丰富绵长的陶渊明接受史。

陶渊明诗文早在奈良时代（710-794）便经由

《文选》《艺文类聚》等书一起被传入日本。日本现

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则明确

记载“陶潜集十”。日本对陶渊明影响的接受由来

已久。

日本中世（1192-1603），中日两国禅林交往频

繁，受宋元禅林“儒佛不二”“三教一致”理论的影

响，日本五山禅林流行内外经典兼通为尚的学术

理念，“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蔚然成风。 [1]渡日宋

（元）僧与入宋（元）日僧将大量中国文人诗文集及

类书、诗话类书籍带入日本，日本文学接受中国文

学的范围大为拓宽。由以往的《诗经》《史记》《文

选》及白居易为主，扩展至陶渊明、李杜、韩柳、苏

黄等众多诗人。

日本诗歌向来以平淡为美，有的着重诗的内

在情感意蕴，有的侧重诗的外在遣词造句。以平

淡、自然为特色，饱含禅意的陶诗，与倡导“诗禅一

致”的宋代诗学理论由于契合了日本诗坛的审美

期待视野，在传入日本禅林后迅速得到广泛接

受。同时，以苏轼为代表的宋元文人创作的大量

“和陶”“拟陶”诗作，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陶

渊明人品诗品的仰慕与追随，也深深影响着日本

五山禅僧。“五山汉诗中取材于陶渊明的诗作不胜

枚举，……仅收录在《翰林五凤集》中的就达六十

首，在中国诗人中居于首位。”[2]可以说，在众多中

国诗人中，陶渊明最为五山僧侣所倾慕。

然而，关于陶渊明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学

界鲜有关注。本文以中岩圆月为例，对其汉诗文

进行考察，探讨其作品中的陶渊明要素，藉此了解

五山文学接受陶渊明影响的特点，并管窥陶渊明

的海外传播。

1 中岩圆月与陶渊明

中岩圆月（1300-1375），临济宗大慧派禅僧。

1325年渡海入元，云游山岳、泛舟江湖、参谒名宿、

论陶渊明对中岩圆月作品的影响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吴春燕

［摘 要］ 中岩圆月为日本五山文学早期的重要代表，被称为“五山第一学僧”。他一生追慕陶渊明，

作品中有数十篇汉诗文与其相关。中岩汉诗虽不如陶诗高远醇厚，也未触及陶诗的所有主题，但通过

中岩汉诗的考证发现，中岩圆月对陶渊明影响的接受有以下特点：一、对陶诗从外在形式、取材、意境

乃至艺术风格的多元继承；二、对“篱”“菊”意象引用、化用、翻用的多样呈现；三、对陶渊明人生理想、

价值取舍的高度认同。显示出中岩圆月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深刻理解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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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僧俗，历时 8年之久。精通程朱理学，天文、

地理、阴阳五行无所不晓，因其学识被称为“五山

第一学僧”。著述颇丰，尚存诗215首，文章约300

篇。中岩圆月作品中有数十篇汉诗文与渊明相

关，或直接言陶、或引陶诗、或用陶之典故、或化陶

诗意境，显示出作者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深刻理

解与接受。

陶与陶诗作为心理调适的重要手段，一直都

是中岩圆月的精神榜样与理想家园。除了受禅林

内外环境的影响之外，率直的性格与坎坷的人生

经历也是中岩走近渊明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他人，表

现出一种纯粹的生命姿态。正如苏轼所言：“陶渊

明欲仕则仕，不以为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

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

贤之，贵其真也。”[3]“真”可谓陶渊明最典型的性格

特点。而这种率真随性在中岩圆月身上也有着明

显的体现。

中岩圆月曾自评：“海之一沤子，天赋以轻薄

之性。不能敦厚柔韧，且不安分。而好善恶之情，

甚过而不中节也。是故，行也畸形于人，言也不谐

于俗。”“读尽汗牛充栋书，道情娴熟世情疏。”[4]生

动写照了其率真耿直、不屑与世俗为伍的个性特

点。中岩圆月幼年家遭变故，8岁入寿福寺为童

僧，15岁入曹洞宗宏智派东明慧日门下习禅。按

照日本禅林不成文的规矩，禅僧要继承授业师的

法系。但中岩并不在意已经世俗化的禅规，认为

在元游历期间于临济宗大慧派东阳德辉长老门下

得到的启发最大，回国不久即宣布继承东阳德辉

法嗣。此举激怒了宏智派僧徒，他们视中岩为十

恶不赦的叛徒，处心积虑地要除掉他。后经调解，

中岩幸免一死，但多次遭到致命袭击。

而陶渊明祖上显赫，后家道中落。从“少年罕

人事，游好在六经。”[5]可知，渊明自幼接受良好的

儒家传统教育。青年时期已有“猛志逸四海，骞翮

思远翥。”的远大抱负。为了实现“行道济世”的理

想，陶渊明先后五次出仕。在看尽官场的虚伪欺

诈、争权夺利与政治残杀之后，41岁辞去彭泽县

令，远离宦途，归返田园。

中岩圆月少年时期跟随虎关师炼学习宋学。

25岁时终于登上入元的商船西渡留学。从“誓言

得道后，归国化庶黎。”（玉村竹二编，1968：325）可

知，中岩在渡元之时便已胸怀教化民众、造福百姓

的伟大志向。经过 8年刻苦学习，中岩圆月怀抱

经国大志与峻烈禅风返回故国。翌年 5月，后醍

醐天皇推行新政，中岩遂著时论《原民》《原僧》，又

书《上建武天子表》，一同献于后醍醐天皇。之后

撰写《中正子》十篇，构成中岩儒家经世思想的核

心内容。上述文章处处洋溢着儒家式的人生观、

伦理观与治世理念，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与救国热情。然而，中岩空怀一腔救国济

世的热情，其思想始终未被朝廷采纳。[6]

中岩圆月所处的时代，尽管日本禅宗仍处于

上升时期，但已然失去移植初期那种纯洁向上的

禅林精神。禅宗内部派系林立，党同伐异，门派之

争接连不断。政治上无法施展抱负、修禅环境的

日渐恶化、由法系继承风波引起的生命危险，使中

岩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中岩

圆月屡次推辞名寺高职，蛰居吉祥寺，专心著述，

不问世事。

2 陶诗的多元继承

中岩圆月尽管没有专门的和陶、拟陶之作，其

作品却在不同层面接受着陶渊明的影响，这种多

元化的接受形式直接而具体地体现在其数十篇汉

诗文中（见下页表1）。

如下页表 1所示，中岩圆月的汉诗文清晰显

示出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广泛了解与多元化继

承。陶诗的形式基本为五言古体，而中岩也多用

五言或七言古体创作汉诗；中岩在作品中多次提

及渊明本人，并以与其相关的人名、地名称呼，如

五柳先生、彭泽、靖节；反复使用渊明作品中出现

的意象与词句，如东篱、黄菊、深意、悠然等；熟练

运用有关陶渊明的历史典故，如折腰、种秫、攒眉、

虎溪三笑等。

除了形式上的多元接受外，中岩圆月在诗文

的取材、意境以及艺术风格上对陶诗也多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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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陶渊明的作品以诗歌居多，诗歌中占比例最

大的便是田园诗。胡适曾说：“在文学史上，崇拜

自然的风气产生了一个陶潜，而陶潜的诗影响了

千余年歌咏田园山水的诗人。”[7]

中岩圆月有多首汉诗取材于田园山水，抒发

着对自然风光与田园生活的喜爱，呈现出平淡质

朴、清新自然的陶渊明诗风。

《和答东白》

从此不他适，田圃既自锄。

冉冉春强半，盘荐曾种蔬。

（玉村竹二编，1968：333）

表1 中岩圆月与陶渊明诗作之比较

中岩圆月

五柳先生欲种秫不种秔

临僧最爱陶彭泽，那借邀君破戒沽

问讯陶靖节，顽腰何以折

恶诗辱渊明，渊明不攒眉

东篱黄菊有深意，几度风前送晚香

爽约谢黄菊，忘机狎白鸥

聊尔采黄菊，悠然见赤城

问君何能尔

想立东篱下，三嚥采其花

悠然忘无穷，遽尔生有涯

何处东篱菊未花，感君采采未为夸

停车麦浪陇头立，倒屐菜花篱外迎

无奈田园芜，胡为乎不归

心以形劳何太迷

随时消宿闷，触事悔前非

胡为倦鸟先还

穷巷画长春睡惊，

咿咿喳喳送嘉声

晨兴何所适，晚节更畴依

从此不他适，田圃既自锄

爱别怨憎苦，

日夜焦中肠

茱萸日本本自无，黄菊早萎随变灭

明日重阳一盏茶，不知何以赏佳节

我本浮云无根蒂

山深风俗淳朴，民乐无怀之时

五柳先生欲种秫不种秔

问讯陶靖节，顽腰何以折

恶诗辱渊明，渊明不攒眉

不出衡门学虎溪

陶渊明

五柳先生

彭泽

靖节

渊明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

独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归田园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归田园居》其三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己酉岁九月九日》

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

《九日闲居并序》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

怀于言。

《杂诗》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云

《五柳先生传》

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出典自《陶渊明传》“公田悉令吏种秫”

出典自《晋书 陶潜传》“不为五斗米折腰”

出典自《莲社高贤传》“渊明攒眉而去”

出典自佛门传说“虎溪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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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绝句》其一

暮落山空处，天寒岁晚时。

迎君何以乐，慰寂只新诗。

（玉村竹二编，1968：347）

《五言绝句》其二

空庭唯雀躁，老树又鸦鸣。

岩栖何以乐，窗吟壁诵声。

（玉村竹二编，1968：347）

《立秋日画扇面》

不知何扁舟，一叶泛沧州。

重叠千峰里，烟村渺渺幽。

（玉村竹二编，1968：355）

《藤阴杂兴》其一

紫竹丛低影小池，短轩窗内看相宜。

纤鳞得所洋洋乐，不问桃花浪暖时。

（玉村竹二编，1968：345）

在中岩笔下，田园不仅是躬耕自安的场所，更

是诗人精神的栖息地。诗人远离市井喧嚣，在这

里寻得一份宁静，高卧神游，静悟人生，生动绘写

出归隐田园、亲近自然的闲适与喜悦。中岩的田

园诗篇固然不如陶诗高远醇厚，但足以体现诗人

陶渊明式的真淳淡泊与洒脱自由。

3 “篱菊”之趣的多样呈现

陶渊明在《饮酒》其五（见表 1）中表达了对官

场的厌恶、对大自然的喜爱，流露出寄情山水，归

隐田园的生活理想。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两句，平淡中见淳美，成为流传千古的佳

句。除《饮酒》其五之外，“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

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芳菊开

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在诗中，渊明频频以菊之坚贞

绝俗比拟君子的品德人格，抒发自己出淤泥而不

染的高洁情怀。钟嵘《诗品》推崇陶渊明为“古今

隐逸诗人之宗”。 [8]周敦颐言；“晋陶渊明独爱

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9]自陶渊明始，

“菊”被注入“隐逸”“君子”的文化内涵，以“隐士”

的标格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话语体系。与此同

时，“篱”或“东篱”也因陶渊明的“采菊东篱”被赋

予深刻的文化意蕴，成为清新淡雅乡村风光的组

成部分，成为向往田园隐逸生活的文人心中抹不

去的记忆。“菊”与“东篱”乃至陶渊明本人融为一

体，“篱”“菊”甚至“陶菊”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具

有固定内涵的审美意象。

作为民俗节令，重阳与菊紧密相连。对此，陶

渊明在专写重阳的《九日闲居并序》中写道：“余闲

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

华，寄怀于言。”沈约《宋书隐逸传》也记载：“（陶渊

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10]

因着渊明，“菊”与“重阳”一起入诗。到了唐代，每

逢重阳，诗人便会写诗咏菊。赏菊、饮菊花酒作为

重阳节的主要内容，开始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日本通过唐代诗歌及对重阳节菊事活动的效

仿吸收了中国菊文化。在日本，阴历九月被称为

“菊月”，九月九日这一天被称为“菊日”。重阳节

赏菊、咏菊在古代日本更被认为是一种风雅的文

化活动。寓意“君子”“隐逸”的“篱菊”“陶菊”也自

然成为咏叹“重阳”的重要内容。

中岩圆月对陶渊明的接受便突出表现在“篱”

“菊”意象的灵活使用上。在二十余篇与陶渊明相

关的汉诗文中，有七首汉诗中出现了“篱”“菊”。

中岩在《重阳》中写道：“登高成故事，望远引幽

情。聊尔采黄菊，悠然见赤城。”（玉村竹二编，

1968：362）在《和祖东传二首》中写道：“……想立

东篱下，三嚥采其花。悠然忘无穷，遽尔生有

涯。……”（玉村竹二编，1968：583）两首诗都巧妙

化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表达了作者

对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并用“无穷”“有涯”等

词，抒发了作者对生命有限、时光易逝的感慨。《谢

竺仙和尚访》中写道：“穷巷画长春睡惊，咿咿喳喳

送嘉声。停车麦浪陇头立，倒屐菜花篱外迎。”（玉

村竹二编，1968：334）其中，“穷巷”当出自《归田园

居》其二的“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陶渊明的

田园诗多表现身处田园风光与淳朴民风中的自得

其乐，其安贫乐道、固守穷节的情操也因此而受到

世人传颂。此诗借用陶诗“穷巷”“篱”的意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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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头立”“倒屐”等词，生动刻画出作者在贫困的

田园生活中与友人的往来之乐。《惜阴偶作》中写

道：“万树秋声吹叶冷，山房无物赏重阳。东篱黄

菊有深意，几度风前送晚香。”（玉村竹二编，1968：

352）从前两句可看出中岩圆月穷困的生活境况，

但后两句由于“篱菊”“真意”的引用，使作者恬淡

超然、悠闲自适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在《和韵九

日不登高》中，中岩写道：“何处东篱菊未花，感君

采采未为夸。为嫌决皆牵乡念，故不登高赏岁

华。”（玉村竹二编，1968：585）此诗为中岩圆月在

重阳之日对友人放弃登高的唱和之作。在诗中，

作者以“东篱”指代家园。为了避免勾起思乡之

情，故而放弃重阳登高的念头。“…茱萸日本本自

无，黄菊早萎随变灭。明日重阳一盏茶，不知何以

赏佳节。……”（玉村竹二编，1968：350）是中岩圆

月在重阳节前日写下的诗句，其中所流露出的重

阳无菊的感慨与陶渊明《九日闲居并序》中赏菊无

酒的惆怅无奈颇为接近。此外，中岩在《九月渡海

作五言绝句》中感叹：“登高徒故事，泛海最清游。

爽约谢黄菊，忘机狎白鸥。”（玉村竹二编，1968：

361）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白鸥”往往意味着“无

心”“自由”“淡泊”与“超脱”。众多咏叹“白鸥”的

诗句中，以李白的“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

白鸥。”[11]最为出名。从“爽约谢黄菊，忘机狎白

鸥”两句可以看出，中岩在这首诗中翻用“菊”之典

故，将重阳赏菊视为世俗之事，以“白鸥”寓意自己

摆脱尘俗、泛舟江湖的理想。

中岩圆月笔下的“篱”“菊”，不仅有对田园风

光的生动绘写，还寄托了作者逃离世俗、归隐田园

的强烈渴望，偶尔也有思乡之情的自然流露乃至

对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的感慨。更为有趣的是，七

首诗中，有六首或诗题与“重阳”相关，或在诗中与

“重阳”“登高”一同出现。可见“篱”“菊”“重阳”已

经作为特定内涵的意象链一起融入了中岩圆月的

诗歌创作之中。

4 “达道者”——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

关于陶渊明本人，中岩圆月曾在诗文中数次

提及。其中，在《客有寄诗数篇、其首题曰、读渊明

归去来辞、余甚有所激、故书其后云》中写道：

“渊明达道者，真意岂于诗？诗尚非所于，

其外竟奚为？归去复何意，折腰谁弗辞？去就

共不屑，不屑亦毋思。毋思犹涉思，是非总从

之。恶诗辱渊明，渊明不攒眉？”

（玉村竹二编，1968：353）

此文显然是中岩读过他人汉诗《读渊明归去

来辞》后的愤慨之作。诗的具体内容虽无从得知，

但联系渊明的生平经历基本可以读出文章的

大意。

“渊明乃得道之人，怎会将人生意趣全部付

诸于诗？连诗都无法表达，其他东西又能怎

样？（渊明）究竟为何归去？为何不为五斗米折

腰？（渊明）去与留都会招致不满，不满就不要去

在意。不在意又经常提及，评价一直有毁有

誉。以此恶诗侮辱渊明，渊明不会攒眉而去？”

（笔者解读）

中岩圆月在文中高度评价陶渊明为“达道

者”，接着连用“真意”“折腰”“攒眉”三个极具渊明

特色的典故，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崇敬，反驳了诗中

对陶渊明辞官归乡的指责与非议。

对禅僧而言，“达道者”可谓最高评价。禅宗

以静坐默念为修行之法，主张“不立文字”，强调以

“顿悟”明心见性，最终达到即心即佛的境界。由

于陶诗多处与禅宗之义契合，如“此中有真意”颇

似“顿悟”，“欲辨已忘言”暗含“不立文字”，“有生

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词》）可读出佛教的

“了死生”。加之陶渊明清悠澹永的诗风颇有禅宗

主张的“自然”之味，故其诗作诗风在宋元乃至日

本五山禅林颇受欢迎。以苏轼为代表的后世文人

也经常“以佛解陶”“以陶寓禅”，宋代葛立方甚至

称陶渊明为中土“第一达摩”。

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陶渊明的为人为诗越

来越得到认可与尊崇，但在积极进取、以“经世济

民”为己任的儒家文人看来，陶渊明的避世归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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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逃避社会责任之举。对此，王维评其“忘大守

小、终身抱残”[12]，杜甫也言：“陶潜避世翁，未必能

达道。”[13]李白亦云：“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

（李白、王琦，1977：994）

受唐宋诗人影响，日本五山禅林对陶渊明的

归隐也褒贬不一。其中，以虎关师炼与中岩圆月

的陶评最具代表性。虎关曾评陶之归隐：“元亮之

行，吾犹有议焉？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

傲吏，岂大贤之举乎！……”[14]虎关认为，在面临

“济世安民”与“独善其身”的两难选择时，作为一

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文人，应该有起码的社会

担当，履行一名官吏对民众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而渊明却选择了“衰世归隐、守洁于身”，在虎关看

来，这远非大贤之举，仅为“傲吏”的任性所为。对

渊明人生态度的不满甚至影响了虎关的陶诗评

价，“诗格万端，陶氏只长冲淡而已，岂尽美

哉？……”（上村观光编，1992：169）中岩圆月对前

辈虎关师炼的才学虽多有赞誉，却并不认同虎关

的渊明评价。

中岩圆月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参悟到人生“真

意”的智者。所谓“真意”，不仅指从田园山水中领

悟到的生活意趣，也包含渊明在归隐中体会到的

生命价值与人生真谛。在中岩看来，这种“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奥妙之理，渊明不可能寄托于文

字（诗）。后世对渊明的辞官归隐议论纷纷、莫衷

一是，可渊明本就不是拘泥尘世之人，讨论他的去

留又有何意义？

中岩之所以“甚有所激”，显然是因为所读诗

作在渊明的归隐问题上与虎关师炼持有相同的否

定态度。对此，中岩圆月在文中进行了有力的反

驳，同时也表达了对陶渊明人生理想与文学思想

的深刻理解与共鸣。

5 结 语

袁行霈曾将陶渊明诗歌的主题归纳为五类：

徘徊回归、饮酒、固穷安乐、农耕、生死。[15]这也成

为后世诗人中以陶为尊者予以继承的主要方面。

中岩圆月的汉诗文虽然没有完全触及陶诗的所有

主题，在对陶渊明影响的接受上却呈现出鲜明的

个性特点：一、对陶诗从外在形式、取材、意境乃至

艺术风格的多元继承；二、对“篱”“菊”意象引用、

化用、翻用的多样呈现；三、对陶渊明人生理想、价

值取舍的高度认同。

千余年来，陶渊明的处世风格、气节操守、人

生境界影响着历代文人，其独特的艺术范式、审美

情趣也影响着汉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乃至

东亚汉文学史上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日本

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区域，对陶渊明影响

的接受由来已久。在中日僧俗文化频繁交流碰撞

中产生的五山汉文学，更是随处可见陶诗意象与

渊明典故。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陶渊明，在日本

五山汉文学中又一次得到集中的发掘与展示。

[本文为2017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日本

五山汉文学的老庄接受研究”（项目编号：GD17WXZ32）阶段性

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吴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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