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莱仙山”是中国古代“仙境文化”的代表，

起源于古代先民的海洋信仰，历经秦汉魏晋唐而

不断发展，不仅丰富了当时及以后的文学想象，还

东传日本落地生根，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蓬莱”在《日本书纪》（720）的首次登场，是其

与日本民间文学“浦岛传说”的结缘之始。三舟隆

之（2009）在《浦岛太郎的日本史》中指出，“浦岛传

说”中有接受“蓬莱”所代表的中国神仙思想的痕

迹，还考证了记有“浦岛传说”的《丹后国风土记》

中的“丹后国”曾出土刻有古代曹魏年号“青龙三

年”的铭方格规矩四神镜，证明了日本自古以来一

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浦岛传说”与“蓬莱”的

关系还可延伸到日本的“常世”信仰。针对《日本

书纪》中的“蓬莱山”与《丹后国风土记》中的“蓬

山”均用“常世国”（读作「トコヨノクニ」）一词标

记的现象，胜俣隆（1984）和阿苏瑞枝（1987）分别

提出了“混同说”和“文饰说”，大都认为“常世”所

代表的永生、无病无灾的理想境界，与来自中国的

不老不死的海上仙乡“蓬莱”多有类似之处，因此

古代日本人常将二者混同，催生出文学创作中的

文饰现象。而严绍璗（2011）认为，“浦岛传说”中

的“蓬莱文化”内涵，包含着神仙思想、图腾崇拜和

男女恋爱“情结”三个层面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中国“蓬莱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

“浦岛传说”与“常世信仰”，还现身于日本的汉诗、

物语、近代诗剧等多种文学体裁中。因此，全面梳

理“蓬莱”这一中国文化符号在日本文学中的出现

及其演变轨迹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解

读日本文学作品中的“蓬莱意象”，而且对发现中

华文化的异域流播规律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神仙信仰的初始：史书汉诗皆有记述

我国的《山海经》《史记》等典籍都有对“蓬莱

仙境”的记述，海中仙山、亭台楼阁皆金玉、其禽兽

皆白等，即蓬莱展示给世人的大致印象。与此相

似，“浦岛传说”无论是《日本书纪》的「相逐入海到

蓬莱山歷覩仙衆」[1]的描述，还是《丹后国风土记》

的「至海中博大之島其地如敷玉闕臺晻映楼臺珍

瀧」[2]的叙说，均可见“蓬莱”的身影。

奈良时代（710-784）汉诗热兴起，“蓬莱”在日

本敕选汉诗集及个人汉诗集中接连出现，俨然成

日本文学中的“蓬莱”意象及其流变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陈建梅

[摘 要] 中国“蓬莱文化”东传后，成为日本文人墨客喜用的文学素材。“浦岛传说”等表明，蓬莱文

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深远。然而，它在日本文学中的具体使用情况及其流变迄今似未见有人说明。

对日本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蓬莱意象加以梳理，可发现在早期史书的传说和汉诗中，日本的“蓬莱”基本

再现了中国蓬莱仙岛的意境。而至平安时期，日本的物语文学对“蓬莱”意象做了选择，并细化出“仙

药”“仙枝”“仙女”等具体形象。到近代，以北村透谷《蓬莱曲》为代表的诗剧则重构出新的蓬莱幻境，

开辟了自由言说内心的理想“他界”。这一系列接纳、选择、重构的演进，体现了中国“蓬莱文化”日本

本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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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仙界的代名词，承载着诗人的想象与向往。《怀风

藻》（751）『五言。遊龍門山』曰：「命駕遊山水。長

忘冠冕情。安得王喬道。控鶴入蓬瀛」[3]。诗中的

“蓬瀛”即中国古代传说三神山中的蓬莱和瀛洲；

“王乔道”指道教仙人王子乔，是乘白鹤遨游天宇的

长寿仙人。诗作者葛野王引用王子乔畅游蓬莱、瀛

洲的典故，抒发游龙门山的喜悦及对仙境的憧憬。

除有照搬仙境本义，表达对其憧憬之外，日本

汉诗还借用“蓬莱”衬托现世的美好。在这方面，

《经国集》（827）『雜言。清涼殿畫壁山水歌』最为

典型：「良畫師。能圖山水之幽奇。目前海起萬里

濶。筆下山生千仭危。陰雲朦朦長不雨。輕煙羃

羃無散時。蓬萊方丈望悠哉。五足三江清松

泂……松下群居都仙。輿不語意猶眇」，结尾处还

赞叹丹青可「盡勝眞花笑冬春。四時常悅世間人」

（与謝野寛等，1926：169），希冀本朝能和画作一样

美景长留，超越现世。作为“唐风文化”的代表人

物之一，诗作者嵯峨天皇明显受到中国唐代流行

的题画诗影响，此诗也被奉为日制题画诗的代表

和宫廷汉诗沙龙诗宴上的首唱之作，因而得到臣

下的奉和。都腹赤的『雜言。奉和清涼殿畫壁山

水歌』同样收在《经国集》中，诗以「眇眇蓬萊反掌

間。綿綿員嶠寸眸裏」之句表达了对画师高超技巧

的赞美，而「巨靈贔負躡岑出。神鼈即藏背鳥起。

江漢朝宗入海寬。長流風拂不動瀾。玄鶴雲中飛

不去。白鷗水上浴猶乾」（与謝野寛等，1926：170）

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人对中国蓬莱仙境的

想象是忠实于中国原典的。

以蓬莱仙境衬托现世并将其具体化的是菅原

文时，其诗作中的“蓬莱”特指“宫廷”。《和汉朗咏

集》（1013）所录『花寒菊點叢』诗写于天历七年

（953）“残菊宴”后，诗中「蘭蕙苑嵐摧紫後。蓬莱

洞月照霜中」[4]以“蓬莱”比拟宫廷，描绘了香草园

紫花遭狂风摧残，宫内庭院在如霜的月光照耀下，

唯有菊花傲立的场景。这一用法或源于中国宫殿

建制的影响。《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

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赢

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5]。可见汉武帝修

建过太液池，在池中放置奇石，象征海中的三仙

山。至唐代，宫中设“蓬莱宫”。《续日本纪》（797）

卷十九载：「丙寅。副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

。古麻呂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歳在癸巳正月

朔癸卯。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蓬莱宮含元殿受

朝」[6]。可见，菅原文时将原本记载在历史文献里

的宫殿建制化用为诗歌中的意象。

日本汉诗中“蓬莱”的运用还往往伴随着蓬莱

仙人的影踪。除前文提及的王子乔外，平安时代

菅原道真『題吳山白水詩』还吟唱了另一位中国

“蓬莱仙人”负局先生：「吳山神水石間來。看似孤雲

澗口開。欲見多年懸藥處。空留一眼去蓬萊」[7]。据

《列仙传》记载，负局先生在瘟疫中施药救人，并留

下药泉。因其所归之处为“蓬莱山”[8]，故可视为蓬

莱的掌药仙人。此类的创作手法有所传承，菅原

道真之孙菅原文时在自己的汉诗『山中有仙室』里

再度重现“蓬莱仙人”：「丹竈道成仙室靜。山中景

色月華低…王喬一去雲長斷。早晚笙聲歸故溪」

（高野辰之，1943：293-294）。蓬莱的意象还催生

了以仙人比拟时人的创作手法。《文华秀丽集》

（818）『答澄公奉獻詩』曰：「遠傅南岳教。夏久老

天台。杖鍚凌溟海。躡虛歷蓬萊。朝家無英俊。法

侶隱賢才。形體風塵隔。威儀律節開」（与謝野寛

等，1926：91）。此诗乃嵯峨天皇对高僧最澄『奉獻

詩』的酬和之作，将远赴唐代天台山修行的最澄，

比喻为游历蓬莱的仙人，赋予了诗文浪漫主义的

色彩。日本汉诗中出现的“王子乔”和“负局先生”

等仙人形象，说明“蓬莱”神话流传日本时往往伴

随着具体的仙人传说，与现世的山水、人物一道，

成为诗人抒情状物的工具。这种跨越时间长河在

不同诗作间的反复运用，显示着“蓬莱文化”传入

日本后产生的强劲渗透力。

如果说日本史书中的民间传说得益于其自身

体裁，能更好地向世人传达出丰富完整的中国古

代“蓬莱”仙界意境，那么，日本汉诗文则因篇章字

数的局限，化具象为符号，提炼出了浓缩版“蓬莱”

仙境之意象。然而，不论是流传民间的传说，还是

天皇、贵族的汉章辞藻，其中的“蓬莱”都相当完整

地保留了中国古代“蓬莱”仙境文化的意象，并略

微呈现出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的苗头。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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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蓬莱”内部包孕的多项元素尚未独立分化出

来，在诗歌创作上意象亦显得相对笼统单一，直至

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作品出现后才有了改观。

2 本土化的演变：作品中有三具象

随着秦皇汉武求仙典故以及白居易《海漫漫》

《长恨歌》《李夫人》等诗作在日流传，日本“蓬莱文

化”细化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元素——“仙药”“仙

枝”“仙女”等，并反映在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创作

中。第一个元素即“仙药”。

2.1 蓬莱仙药喻长生

中国古人认为吃不死药是凡人长生的关键，

于是拥有该药的蓬莱仙岛就成为皇帝梦寐以求之

所在。最为出名的当为秦始皇遣徐福出海求仙：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

丈、赢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司马迁，2011：212）。徐市即徐福，出海后不归，

传说漂流至日本，其登陆地点之一就有《丹后国风

土记》“浦岛传说”的主人公故乡——今京都府与

谢郡伊根町新井崎。

无独有偶，《万叶集》（759）中也有日本人对仙

药想象的记述，“盛年难再至，衰老总堪哀，纵食飞

云药，青春岂再来”[9]。这里的仙药非蓬莱仙药，而

是由方士炼就、淮南王服用后飞升成仙的丹药。

然而，它确实证明了这种炼丹求长生的方法，已为

当时日本人所渴望。《万叶集》中《沉疴自哀文》还

记录了作者山上忆良（660-733）在晚年多病时，对

“道人方士，自负丹经入于名山，而合药之者，养性

怡神，以求长生”（杨烈译，1993：196）的羡慕。日

本人对长生的追求并不仅停留在文学想象中。与

中国皇帝积极服用方士炼制的长生丹药一样，日

本天皇、贵族阶层也有着类似的行为。然而，服用

的结果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抱朴子》云：“用

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

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

成，服之七日仙。”[10]用于炼制仙丹的雄黄、礜石等

物加热会形成砒霜。在 1934年大阪府阿武山古

坟遗址出土的古墓骨骸中检测出砒霜，据此可推

知墓主人——“大化改新”核心人物藤原镰足

（614-669）曾服用过延年益寿的仙药。而淳和天

皇和仁明天皇曾服用过仙药的猜测也为东大寺正

仓院的天皇御用物品中含有仙药解毒剂所证实。

冒死服用仙药，其原因是对不老不死状态的渴求，

正如《沈疴自哀文》中强调的“生可贪也，死可畏

也”（杨烈译，1993：196）。

然而，这种寻求长生之道的思想却并非日本

固有。研究发现，后来与蓬莱产生交集的“常世”

信仰，原本并不重视个人现世利益，只是一种反映

自然生死循环（安永寿延，1968）、祈祷共同体繁荣

（神野富一，2004）的原始观念。最初天皇的祖先

是择美丽而弃长寿的。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的

孙子降临人间时，心仪美丽的木花之佐久夜比卖，

而遣返其面容丑陋却象征长寿的姐姐，导致了天

皇代代不寿的现象发生[11]。这种情况在多迟摩毛

理奉天皇之命前往常世国求取非时香果（安万侣

著，周作人译，2001：84），做类似求取长生之物的

尝试后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至皇极天皇时益寿

的常世神出现[12]，说明常世信仰的内核开始向“永

生”转变。此中的变化，与追求长生的中国道家思

想东传及其对日本文化的渗透不无关系。以道书

为例，自《沉疴自哀文》引用了《抱朴子》后，空海

（774-835）所著《三教指归》（797）也多含神仙真

人、神丹炼丹、延命延寿等道教词语，说明道教神

仙信仰和修仙之术与日本人追求长生的需求相契

合。宽平年间（889-897）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

目》中收录了《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神仙

传》《抱朴子》等道书，足见日本上层贵族对道教的

神仙信仰和修仙之术的关注。而世代以文出名的

大江家族为天皇讲读老子的行为，更使“长生久视

之道”的道教哲学为日本顶层社会所认同。大江

匡衡（952-1012）在《江吏部集》中就曾记述：「又近

侍老子道德経御讀国王理政之法度爰顕長生久視之

道指掌講竟之日有所感悟」[13]。

在日本上层社会普遍接受道家文化影响，兴起

追求长生的热潮中，《竹取物语》里出现了不死药的

情节。想来三神山之一的蓬莱作为道教圣地也必

然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文学上则体现在贵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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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对蓬莱典故消化吸收以致突出其中长生仙药

的元素。《宇津保物语》中天皇数次提及蓬莱仙药，

直至中世以后的《平家物语》“灌顶卷”末还如此描

述：女院值法皇来访，回忆往昔道：“玄冬素雪的寒

夜，重衣取暖，研求长生不老之术，寻觅蓬莱不死之

药，一心只盼久居人世。”[14]可见求取蓬莱长生仙药

已经成为古代贵族的生活习惯之一。

在运用“蓬莱仙药”的物语作品中，《宇津保物

语》在仙药的长生内涵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其中

“吹上”下卷和“初秋”卷两度出现了蓬莱仙药，都

有欲延年益寿却求之不得的特点，故引申为稀世

珍品。《宇津保物语》的主人公藤原仲忠从母亲那

继承了外祖父清原俊荫习自仙人的高超琴艺。“吹

上”下卷说天皇为听其演奏一曲，不惜以言相激：

“仲忠眼中似无天子。听闻唐土皇帝令往蓬莱寻

长生不老仙药。虽知此举徒劳，却有使臣从

命……”（笔者译）[15]；“初秋”卷仲忠婉拒展示琴

艺：“除琴以外，余皆从君命，纵是蓬莱仙药、恶魔

国优云华，亦必前往取之。”天皇答曰：“闻仙药能

延寿，优云华亦可续命……然仲忠之技胜彼二者

多矣。”（笔者译）[16]话语间还借用了“童男丱女舟

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河野多麻校注，笔者译，

1978：180）这直指秦皇汉武求仙的《海漫漫》诗

句。两处引用，前者以寻求蓬莱仙药比拟听仲忠

弹琴之难，后者则借天皇之口盛赞仲忠的琴艺，说

两相比较，毋宁舍弃长生仙药。这一构思以时人

熟知的稀世罕见的蓬莱长生仙药作对比，反衬仲

忠琴艺珍贵难得，显示出作者修辞手法之妙。

2.2 仙枝仙女忆恋人

蓬莱的第二个元素仙枝出现在《竹取物语》

中：辉夜姬面对五位求婚者，提出要得到传说中的

奇珍异宝作为信物。五位求婚者之一的车持皇子

被要求前往东海蓬莱山，取来有“银的根、金的茎，

白玉果实”（笔者译）[17]的仙枝。

《列子·汤问》提及蓬莱等仙山有云：“珠玕之

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18]由

此可知蓬莱仙枝质同珠玉，花和果实皆可食用，有

长生不老的仙药功效。与此相对，《竹取物语》的

描述更强调其“金银、白玉”的质地，为后文中车持

皇子寻取不得只好请匠人仿造埋下伏笔。值得关

注的是，该物语中的仙枝用途有了改变，原本的长

生不老功效不再是时人关心的重点，而是以仙枝

为信物展现求婚者的诚恳。换言之，就是以仙枝

的珍奇衡量求婚者的诚恳度。这一转换可谓体现

了物语作者的匠心独具——“仙枝”的罕见，以“求

婚”的形式与“心仪的女子”相连，展现出内涵上的

一种蜕变，从“长生”转化为寄情“恋人”，进而与蓬

莱的第三个元素“仙女”结缘。

在汉武帝时代，原有的蓬莱求仙活动演化出

一个可幻见故人的观念。《史记·封禅书》记载：“齐

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

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又有一说为李夫人）及灶

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司马迁，2011：

1286）据说唐明皇也曾利用道士的幻术看见已死

去的杨贵妃。幻见故人的观念为时人提供了蓬莱

仙药可长生之外，还有其他功效的理由。当白居

易以汉武帝、唐玄宗为素材创作的《李夫人》和《长

恨歌》在日本广泛流传后，《竹取物语》中的“蓬莱”

与“心仪女子”的关联在《源氏物语》中进一步增

强：遭遇丧夫之痛的紫式部在该作品的三段恋情

里都使用过“蓬莱仙女”这一元素。

第一段恋情说的是，光源氏之母桐壶更衣病

故，桐壶帝看到她生前的遗物说：“这倘若是临邛

道士探得了亡人居处而带回来的证物钿合金钗

（该有多好）……，但做此空想也是枉然，于是吟诗

道：‘愿君化作鸿都客，探得香魂住处来’。”[19]关于

临邛道士，《长恨歌》做如是说：“临邛道士鸿都客，

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

勤觅。”[20]第二段恋情说的是，光源氏深爱的紫夫

人亡故，他终日思念，望见群雁振翅，飞渡长空，不

胜羡慕，遂吟诗云：“梦也何曾见，游魂特渺茫。翔

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紫式部著，丰子恺译，

1998：883）此请即让方士代为寻觅故人的魂魄。

第三段恋情发生在源氏之子薰君身上。宇治大女

公子病故后，不忍薰君深陷情苦，二女公子道明尚

有一异母妹浮舟与亡姐极为肖似。薰君大喜：“为

了寻访亡魂在处，即使是海上仙山，亦当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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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并表示：“只要能胜如令姐的雕像，便供奉她

为宇治山乡的本尊，有何不可？”（紫式部著，丰子

恺译，1998：1089）后当薰君邂逅赴初濑进香归来

的浮舟，发现她果然与大女公子肖似，不禁狂喜

曰：“玄宗皇帝叫方士寻到了蓬莱岛上，只取得些

钗钿回来，毕竟是不满意的吧。此人虽然不是大

女公子本人，然而非常肖似，可慰我心。”（紫式部，

丰子恺译，1998：1110）

亡魂——海上仙山——雕像——本尊——蓬

莱岛——故人钗钿，这一系列的元素都不难在《长

恨歌》与《李夫人》中寻觅到。如“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

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闻道汉

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昭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

将去”。（谢思炜，2009：944）又如“君恩不尽念未已，

甘泉殿里令写真。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

人。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中

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谢思炜，2009：406）显

然，白居易诗中所幻见的已逝恋人的情节被紫式部

巧妙地编织进《源氏物语》，成为其反复咏叹的一个

主题。究其原由，当是“白诗”中遣方士访蓬莱仙山

求离世爱人、借书画灵药招故人魂魄的情节，在情

感上填补了紫式部丧夫之痛的遗憾，起到了疗伤的

作用。同时，这一富于奇幻色彩的情节在一定程度

上也符合当时日本贵族女性的审美情趣。作为延

续，此后的《狭衣物语》再现了这一元素。

当心仪的源氏宫成为斋院离京而去，狭衣遭

遇了沉重的情感打击，“终日望源氏宫往昔所居，

泪涔涔，如念已逝伊人”，想着“命终如此，此无果

之恋深藏罢了。伊人终伴神袛，是前世宿缘也”。故

此时母亲提出的一个婚姻对象遭到他的拒绝：

“（姻缘）前世无约，今生无侣，奈何如是，莫若访蓬

莱娶仙姝可矣。”（笔者译）[21]对源氏宫的离去，狭

衣的感触是如同“思念亡故的恋人”，而用以拒绝

母亲的“蓬莱仙女”典故，一方面概指蓬莱寻仙之

缥缈不可靠，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潜藏在内心深处

的故人情节。

据考证，《狭衣物语》的作者为六条斋院宣旨，

该书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延久（1069-1074）、承保

（1074-1077）年间。在此期间宣旨与前夫所生之

子藤原为定被流放至常陆国，两年后其夫君源隆

国又去世，令人联想到她是否因为对亡人的追思

才选择使用“蓬莱仙女”的典故。宣旨未留下《紫

式部日记》那样的自传体作品可供证明这一点，但

或可揣测，在《源氏物语》之后问世的《狭衣物语》

思想深处，或也流淌着如紫式部那般睹物思故人

的情感溪流。

综上，物语文学的“蓬莱”由仙境信仰派生出

三个具象：（1）仙药，因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而引

发贵族阶层的向往，成为皇亲贵胄日常生活的追

求之一，并因其有求而不得的特点，故成为文学修

辞“珍品”的代名词。（2）仙枝，原本是蓬莱仙境中

不老仙药的载体，之后却成为连通求婚者与心仪

女子之间的桥梁，从而开启了通往（3）仙女的大

门。此即作家在创作中接连展现的追寻蓬莱仙

女，以表达对已故恋人的追忆。这三个具象的派

生，归功于秦皇汉武求仙的典故以及围绕汉武帝、

唐明皇爱情故事的“白诗”在日本的流传。这一时

期日本物语文学的创作阶层对“蓬莱”意象的吸收

使用，是在前期仙境信仰的基础上历经沉淀后的

升华。通过打碎浑然一体的仙境整体，从中提炼

出内部包孕的多项元素，体现出文学上因时制宜、

按需取材的创作特点。

进入中世，“蓬莱”继续以仙境及长生仙药的

意象出现在游记和物语中。游记《东关纪行》中，

作者途经浮岛原，见其北与富士高岭一水相隔，东

西长沼纵横，岛上翠玉葱葱，水天一色，南眺碧海，

烟波缥缈，遂叹此岛果如其名，宛若海上仙山蓬

莱。而《平家物语》中，除前文提及的仙药情节，将

军经正登琵琶湖竹生岛，见美景难以言表，脱口

道：“所说的蓬莱仙境就是这个样子吧。”（周启明、

申非译，1984：266）以蓬莱仙境喻眼前美景，这种

曾经在日本汉诗中出现的创作手法仍然在中世文

人的作品中得以延续。此后，室町时代《蓬莱物

语》围绕仙山蓬莱，将中日两国神话传说诸如常世

长鸣鸟、麻姑仙人、田道间守、徐福等荟萃一章，虽

在情节上有别于原本细节，但蓬莱仙境藏有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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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生仙药这一意象，与前朝的汉诗物语并无本

质区别。这一情况到近代以后发生了改变。

3 他界的塑造：近代诗剧作者的心境言说

“蓬莱”符号的创新运用始于近代，与明治时

期文坛再现“浦岛热”有关。当时有许多作家翻写

出以“浦岛传说”为题材的作品。如幸堂得知的

《浦岛次郎蓬莱噺》（1891）以“黄金之外无蓬莱”痛

批浮世欲望；幸田露伴的《新浦岛》（1895）讲述浦

岛太郎的百代侄孙化身为石的故事；岛崎藤村的

《浦岛》（1901）一诗描写了坚强而满怀激情的仙姬

随浦岛来到人间的生活等等。

身为日本明治时期的评论家、诗人的北村透

谷（1868-1894），也显示出对“浦岛”的热衷之情，

构思出《再来浦岛》的腹案。虽未成文，但翌年却

发表了以“蓬莱”命名的长篇诗剧《蓬莱曲》（1891）。

北村透谷曾写出《游富士山的记忆》（1885），其中

有「身在蓬莱高嶽上」[22]的诗句，显示出此处的“蓬

莱”实指富士山，也揭示了一个传统：在日本，自古

就有富士即蓬莱的说法。《万叶集》中有歌曰：「日

本之 山跡国乃 鎮十方 座祇可聞 宝十方 成有

山可聞 駿河有 不尽能高峯者 難見不飽香聞」
[23]，该富士山就被神化为镇守全日本的仙山。都

良香在《富士山记》（875）中写道：「富士山者……

蓋神仙之所遊萃也。承和年中。從山峯落來珠玉。

玉有小孔。蓋是仙簾之貫珠也。又貞觀十七年十

一月五日……仰觀山峯。有白衣美女二人。雙舞

山巓上」[24]，将富士山视为仙境的笔法更为生动。

曾提及“蓬莱仙枝”的《竹取物语》更进一步暗示着

富士山与蓬莱的关联：辉夜姬返回月宫后，失意的

天皇命人将其留下的信和装有不死药的药壶拿到

“离天最近”的“骏河国的山顶”——富士山顶烧

掉。比《竹取物语》更为直截了当说出“真相”的是

中国后周僧人释义楚的著作《释氏六帖》（954）：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

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又东北千余里。有

山名富士亦名蓬莱”[25]。由此可见，北村透谷《蓬

莱曲》中的“蓬莱山”意指富士山正是这一传统的

近代变身。

此外，《蓬莱曲》中露姬的设定则体现出蓬莱

仙女的元素。露姬本是素雄的恋人，在素雄离乡

后亡故，再度出现时已化身为蓬莱灵山的仙女，一

路引导素雄通往慈航仙境。露姬的重要性不啻于

指路灯塔。在素雄内心焦灼、无所适从时，道士鹤

翁曾指出极乐世界与地狱这两条出路，但素雄均

未听从，宁可选择第三条出路——和露姬同在。

而最终也是露姬六次拨动琵琶唤醒素雄，引导他

获得内心的平和，进入慈航彼岸。对已故恋人化

身仙女的情节设定，持北村透谷受西学影响深厚

的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是受但丁《神曲》中的贝阿

特丽切的影响。然而，在《蓬莱曲》完成之前一年，

北村透谷在日记里明确表达了对白居易以杨贵妃

为主题的诗作（即《长恨歌》）的赞叹 [26]。甚至在五

年前的《游富士山的记忆》中，北村透谷还写下「入

夢枕上神出没 面是如月容如花…」（山田建次，

1993：49）的汉诗，说自己登上蓬莱山，梦中见女神

而得神药。关良一（1958）认为该诗体现出深厚的

东洋神仙思想，尤其是与女神一起从云间俯视下

界之说法让人联想到《长恨歌》。若此说无误，则

不难揣测，《蓬莱曲》中已故恋人露姬化身为蓬莱

仙姬的情节设定来自《长恨歌》中隐居蓬莱的杨贵

妃形象的影响。

然而，同样是已故的恋人化身为仙女的情节，

又何以显现《蓬莱曲》有别于《长恨歌》等的创新之

处呢？这里有必要借用《蓬莱曲》序中来自友人的

质疑：“蓬莱山自古本是瑞云叆叇之地，乐仙盘桓

之所，你为何滥将灵山比作不祥的舞台，使狂想者

含悲死于此地？”[27]原来在北村透谷的笔下，竟将

世人憧憬的蓬莱仙境刻画为恶魔横行的所在。在

第一卷共三幕的诗剧中，场景从蓬莱山麓转变为

蓬莱原野，最终改为蓬莱山巅。主人公柳田素雄

以漂泊无依的旅人印象示人，欲逃离狼奔豕突、令

人窒息的人世间，奔向理想世界蓬莱。然而一路

上素雄竟遇到恋魔、青鬼与众魔王，在蓬莱山顶还

与大魔王展开论战。面对大魔王的嘲笑与引诱，

素雄不愿抛弃自我：“直到天地间没有一席干净之

地，我与你也不会有片刻的和睦”（北村透谷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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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译，1985：108），誓言与大魔王斗争到底。在创

作《蓬莱曲》的过程中，北村屡受脑疾困扰，原计划

的二卷只能缩短，以素雄死于山顶为一卷，后加慈

航湖一幕作罢。因《蓬莱曲》中柳田素雄的内心活

动过于激烈变化，故有学者认为《蓬莱曲》反映了

北村透谷这一时期混沌不明的内心，体现其所受

中国古典及基督教、西方哲学等诸多思想影响下

的综合文学观。关于《蓬莱曲》的主题学界并无定

论，无论如何作者北村本人的回答都不可忽略：

“记得在我十有六岁之夏季，当我倚孤杖登临绝顶

时，它使我第一次相信世上存在着鬼神。崎岖的

人生之路，终于使我借彼瑞云横卧、仙翁乐居的灵

岳，拟作冥界，令半狂半醒的柳田素雄在此含悲死

去。”（北村透谷著，兰明译，1985：2）原来，北村为

消除心中块垒将蓬莱从灵岳拟为冥界。这一颠覆

性的创想抛弃蓬莱仙境的内核，重构了文学创作

上的理想空间，正体现了北村“他界观”的实践。

《蓬莱曲》成书后的第二年十月，北村透谷写

下《他界观念》，将“诗歌的世界”界定为“想象的世

界”（北村透谷著，1967：105），可赋予事物以灵魂

或生命，使虚无变为现实。北村透谷指出，《竹取

物语》与谣曲作品《羽衣》均为古人厌弃现实，将月

宫幻想为“他界”，以达成脱离人间目的的作品，认

为诗人可借由外物的辅助行方便事宜，而他界这

一概念又尤其便于助力。（北村透谷著，1967：107）

由此可知，在其创作理念中，“他界”是便于文学创

作而萌生的想象空间。因此也不难理解，在前序

中北村透谷为何会感言“蓬莱山乃大东千古不竭

之天然诗泉。农夫面对它会产生灵感，学童面对

它可以写出诗篇，我亦如此，长久面对蓬莱山岳而

成为诗人了”。（北村透谷著，兰明译，1985：2）这蓬

莱山，即是北村为文学创作而萌生的理想“他

界”。在这自创的“他界”中，北村透谷可将其所谓

的“崎岖的人生之路”尽数展现：自由民权运动受

挫转身向文；年少时的抑郁、脑疾缠身的痛苦；物

质生活的窘迫、家庭的不和，等等。

北村透谷以“蓬莱”作为“他界”并非偶然。在

日本民俗学中，宇宙被认为是由现世的日常生活

的空间及与之迥异的非日常生活的他界组成。他

界既可指异界，又可指冥界。古代日本人的他界

观则分为四种：天上他界、海上（海中）他界、山中

（山上）他界、地下他界。“浦岛传说”中的蓬莱山显

然属于海上他界，但机缘巧合之下，凡人能够出入

其间。而至于冥界，柳田国男（2008）考证了山上

他界观，认为古人相信祖先“即使死了（其灵魂）也

不离开自己的故土，而且还要从故乡的山顶处永

远守护着子孙的生活”[28]。江户时期的平田笃胤

也著有《灵之真柱》（1813），认为人死后会前往与

现世相连的“幽冥”地界，在那里持续与现世一样

的生活。可以看出，异界或冥界的指代虽不同，但

都统一在古代“他界”信仰之下，都有着与现世相

连的时空特质。因此，他界——蓬莱/冥界，凡

人——浦岛子/柳田素雄，遥远的浦岛传说与近代

的《蓬莱曲》间就有了某种必然联系。北村既可将

仙界蓬莱“拟作冥界”，则柳田素雄自可变身为穿

梭现世与他界间的浦岛子。而这二者间的联系是

因为北村需要在现实与虚构的世界间自由进出，

言说内心情感。《蓬莱曲》这一以蓬莱为言说内心

的他界塑造手法深具代表性，以至于十川信介

（1987）要指出：明治二十年代他界代表性空间可

分为三种，其一就是透谷的“蓬莱山”。回归到近

代“浦岛热”的众作家，也并非为追寻长生不老的

仙境而翻写浦岛传奇经历，而是借浦岛故事中的

幻境，阐述各自对现世的看法。对此，小仓齐

（1994）指出，由幸田露伴、森鸥外、坪内逍遥再现

的蓬莱仙界，其中潜藏着内在自我世界的比喻。

近代作家所营造的蓬莱幻境，以北村透谷《蓬莱

曲》的“新蓬莱”为代表，都属于他们在明治时代背景

下为文学自由创作而构建的理想“他界”。“蓬莱意

象”在此中得到全新的诠释，不再受限于仙境内涵，

而是依故事情节需要，完全变为作者借以抒情立意

的某一背景。这一变化看似是对蓬莱内核的背离，

但实际上植入了日本传统民俗信仰的种子。

综上，与汉诗中的“蓬莱”意象相较，蓬莱在民

间传说、物语、诗剧中的呈现则更为丰富。某种程

度上，体裁限定字数的同时也限定了文学的表现

力，而作家总能够在这种限制中选择最契合的意

象载体来呈现自身文学想象的需求。因此，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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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思绪飘逸的诗歌配取精炼浓缩的意象，宽

幅、有着丰富情节设置的物语、诗剧则充分运用发

挥了各种具象，甚至重构新意象。中国的“蓬莱”

意象自传入东瀛后就在日本各时期不同体裁的文

学作品中不断传承、变化。在民间传说和汉诗中，

它呈现为仙境的文化载体，是对中国意象的全盘

接纳；在物语文学中，仙药、仙枝、仙女等各有侧重

的具象从其内部被提炼出来，活跃在作家创作中；

在近代诗剧中，它褪去本义，以似是而非的形象化

为作家笔下心境言说的“他界”。这一演变过程正

体现了文化异域传播的特点：原封不动传入的文

化整体注定会被逐步瓦解，在取舍融合后得到重

构与新生，从而实现彻底的本土化。

[本文为2016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跨境文化符号

研究——日本文学中的‘蓬莱’意象”（项目编号：JAS160118）的

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陈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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