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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书 纪 》中 的 猴 与 政 治 叙 事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

孙胜广

于长敏

文章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发现日本最早的奉敕编纂的正史《日本书纪》中的猴在出现之

初虽然只是狩猎对象，但已经与天皇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其后更是以政治隐喻的形式出现在谶谣等
借鉴自古代中国的政治预言形式中，甚至被奉为日本皇室祖神的使者；在政教合一色彩尤为强烈的天
武天皇时代，为了维护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的神圣性和正统性，发挥佛教等宗教镇护国家的作用，猴
还被列入禁猎禁食动物的名单，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及神圣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关键词]

日本书纪 猴

谶谣 神使 政教合一

文献中猴与政治叙事的关系以及天皇制中央集权
引

言

体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论及猴，在亚洲，人们一般会想到《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或者是印度神猴哈努曼。相较之下，日

1

狩猎对象与神灵祭祀

本的猴似乎有些默默无闻。事实果真如此吗？其

《日本书纪》中关于猴的记载共有六处，第一

实不然。猴在日本又称为日本猴，属于动物界、脊

处出现在卷第十三“允恭天皇”的条目中。允恭天

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猴科、猕猴属、日本猕

皇是《日本书纪》中日本第 19 代天皇，于 5 世纪中

猴种，所以也称为日本猕猴。考古研究显示，日本

叶在位。该条目相关原文如下：

猴早在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就已居住在日本列
岛，可以说比日本人早得多。其后日本猴在日本
生息至今，其身影不时出现在文学、工艺美术、民
间信仰等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俨然已经成

十四年秋癸丑朔甲子、天皇猎于淡路岛。
时麋鹿·猨·猪、莫々纷々、盈于山谷。焱起蝇
散。然终日、以不获一兽。[1]
（原文为繁体，
现统一为简体，
下同）

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符号。
《日本书纪》是天武天皇皇子舍人亲王奉敕主

这里的“猨”是“猿”的异体字，实际上指的却

持编撰的日本最古老的正史，是用汉文书写的编

是“猴”，具体到日本就是日本猴。因为一方面日

年体史书，成书于公元 720 年，与日本现存最古老

语中习惯用汉字“猿”来指代“猴”；另一方面，生物

的成书于 712 年的史书《古事记》并称“记纪”。研

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实，日本原生的人以外

究日本早期历史文本中的猴叙事，有助于理清日

的灵长类只有猴而没有猿。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天

本猴文化发展的脉络甚至源头。鉴于《古事记》中

皇在淡路岛打猎，这时鹿、猴、野猪等动物充满山

并无作为动物的猴出现，本文将以《日本书纪》作

谷，而天皇一整天都没能猎获一头野兽。显而易

为文本，对其中出现的有关猴的记载进行整理和

见，
在 5 世纪中叶的日本，
至少对于天皇而言，猴是

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环境，考察这一早期

作为狩猎对象而出现的，这里凸显的是其动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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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盈于山谷，天皇却不获一兽，这样的叙述

（皇极二年，即 643 年）十月十二日，大臣苏我

不能不引人注意。其实该条目的后续记载中提到

入鹿企图废掉圣德太子的皇子（尤指山背大兄

天皇为此进行了占卜，结果“岛神祟之曰、不得兽

王），转而立舒明天皇的皇子古人大兄为天皇。这

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真珠。其珠祠于

时民间流传着一首“童谣”
（大意）：在那岩石上，小

我、则悉当得兽”
（坂本太郎等校注，1967：447）。

猴子在煮米饭，羚羊胡子老爷爷，好歹吃了饭，再

允恭天皇依岛神之言行事，召集各地的渔夫寻得

把那路往前赶。
（坂本太郎等校注，笔者译，1965：

珍珠，献祭于岛神，而后再行狩猎，果然满载而

249）当然，这只是歌谣表面的意思。不过，从“小

归。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天皇是以祭祀岛神的行

猴子在煮米饭”这一略显神秘的表达可以看出，这

为换取了猴等猎物，这是《日本书纪》中猴与天皇

首歌谣应另有他解。同年（643）十一月，苏我入鹿

政治活动之间密切联系的最初记录。

派兵攻打山背大兄王，火烧圣德太子营造并居住
过的斑鸠宫。山背大兄王等人一度从斑鸠宫逃入

2 有关猴的政治隐喻与谶谣
在《日本书纪》卷第二十四“皇极天皇”的记载
中，猴出现的频率开始升高，一共有四次。皇极天
皇是《日本书纪》中日本第 35 代天皇，642-645 年在

深山，后不愿因一己之故而陷民于刀兵之灾，终被
困于斑鸠寺（今法隆寺），与一族人等自杀身亡。
山背大兄王被逼自杀后，时至皇极天皇三年（644）
春正月，时人对这首歌谣又有了新的解释：

位，是第 34 代天皇舒明天皇的皇后，中大兄皇子

时人、说前谣之应曰、以伊波能杯你、而喻

（后来的天智天皇）和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

上宫。以古佐屡、而喻林臣。林臣、入鹿也。以

皇）之母，在舒明天皇死后即位，大化元年（645）让

渠梅野俱、而喻烧上宫。以渠梅拕你母、陀碍底

位于其弟孝德天皇，其弟死后在皇太子中大兄皇

腾褒罗栖、柯麻之々能呜腻、而喻山背王之头发

子的奏请下再次即位，是为齐明天皇。这种天皇

斑杂毛似山羊。又弃舍其宫匿深山相也。

退位后再次登上皇位的情况在《日本书纪》的记载
中有且只有两次，在位时间也都不长，属于异常情
况，
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形势的不安定。
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猴每次出现时的表
记方式和意义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与苏我入鹿
和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政治恩怨有关，这
一恩怨由来已久。苏我入鹿的祖父苏我马子与圣
德太子在政治上的对立暂且不论，推古天皇死后，
山背大兄王原本是皇位的有力继承人，而苏我入
鹿的父亲苏我蝦夷掌握实权，拥立田村皇子（后来
的舒明天皇）为天皇，山背大兄王首次败北。舒明
天皇死后其皇后皇极天皇继任，同时新的皇位继
承人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坂本太郎等校注，
1965：
253）

人们联系上文的歌谣说，岩石上是指斑鸠宫，
小猴子是指苏我入鹿，小猴子煮米则是苏我入鹿
火烧斑鸠宫之喻；
“羚羊胡子老爷爷，好歹吃了饭，
再把那路往前赶”是取白发蓬蓬的山背大兄王与
羚羊的相似之处，也暗指山背大兄王等人在宫殿
被烧后逃往深山。显然，这种解释已经超越了歌
谣的表面意思，小猴子也不再单纯地指称动物，而
是成了政治家苏我入鹿的隐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童谣”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童谣，而是日本上代（主要指奈良时代）歌
谣的一种，其内容包含了对社会或政治的讽刺或
预言，多以儿童的口吻创作并在民间流行。在《日

冬十月（中略）戊午、苏我臣入鹿独谋、将废

本书纪》中，这种歌谣多出现在舒明天皇（第二十

上宫王等、而立古人大兄为天皇。于时、有童谣

三卷）、皇极天皇（第二十四卷）及以后的诸卷中。

曰、伊波能杯你、古佐屡渠梅野倶、渠梅多你母、

这种以“童谣”指摘政治的做法并非《日本书纪》的

[2]

多碍底腾裒啰栖、歌麻之々能乌腻。

（原文为繁体，
现统一为简体，
下同）

首创，其体例模仿了《汉书》、
《后汉书》中“五行志”
的写法。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在介绍歌谣的内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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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之应”
“……相”等字样出现，以示其应

本书纪》是由天武天皇的皇子舍人亲王主持编纂

验。这种歌谣，中国国内学界一般称之为“谣谶”

的，而天武天皇前半生被认为与其兄天智天皇属

或“谶谣”。

于同一阵营，参与了对苏我氏的斗争，而且考虑到
[3]

《说文解字》云：
“谶，验也。
” 根据吴承学的研

其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强化天皇中央集权体制的

究，中国先秦时已出现以歌谣为谶的风气。关于

政策措施，该书对苏我氏的态度可谓顺理成章。

其定义，吴认为，
“谣谶”指的是“那些民间流传的

此外，从《日本书纪》并未将大海人皇子（天武天

[4]

以歌谣形式预兆未来社会政治状况的谶言” 。谢

皇）在壬申之乱中的皇位竞争对手大友皇子列为

贵安将谶谣定义为“把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

天皇这一做法也可以明显看出该书的立场倾向。

通俗流行性结合起来的一种具有预言性的神秘谣

无独有偶，在“皇极天皇”卷中这样的谶纬叙

歌，是以通俗形式表达神秘内容并预言未来人事

事不止一处，而且其内容同样与山背大兄王和苏

荣辱祸福、政治吉凶成败的一种符号，或假借预言

我入鹿有关。原文如下：

[5]

铺陈的政治手段” 。吕肖奂（2006）认为谶谣是谶
纬和民谣相互借用从而加速传播的一种民间文体
形式：前者借用了后者的通俗，后者借用了前者的
神秘。这三种定义大同小异，笔者认为尤以谢贵
安的总结最为明晰，即强调“谣谶”或“谶谣”的神
秘性、预言性和通俗流行性三个特点。
正是由于具有这三个特点，谶谣才得以成为
重要的舆论工具，引起广泛重视，风行于古代中

乙巳、志纪上郡言、有人於三轮山、见猿昼
睡、窃执其臂、不害其身。猿犹合眼歌曰、武舸
都乌尔、陀底屡制啰我、你古泥举曾、倭我底乌
腾罗每、拕我佐基泥、作基泥曾母野、倭我底腾
罗须谋野。其人惊怪猿歌、放舍而去。此是、经
历数年、上宫王等、为苏我鞍作、围於胆驹山之
兆也。
（坂本太郎等校注，
1965：
257）

国，甚至传播到海外，对政治和人心等产生了巨大
影响。理解了谶谣的这三个特点及其影响，也就

（三年夏六月，即 643 年）三日，从志纪上郡

不难理解“谣谶”或“谶谣”为何会被写入史书甚至

（今奈良县天理市）听到了下面的故事。以前有人

正史了。吴承学认为，
“在史书中，首次有意识地、

在三轮山上发现一只猴子在睡午觉，就小心翼翼

系统地记载谣谶，并加以解说的是班固的《汉书·

地抓住了猴子的手臂。不料睡梦中的猴子唱道：

五行志》
”
（吴承学，1996：104）。据笔者统计，中国

“对面山上那个人，碰我的手还可以，到底是谁啊，

二十四史中设有“五行志”的就有十三部之多，超

用你那粗糙的手，来碰我的手。
”
（坂本太郎等校

过半数，足见其影响之大。此外，
《宋书》中除“五

注，笔者译，1965：257）那人听了大惊，放开猴子的

行志”外还设有“符瑞志”，
《南齐书》中除“五行志”

手逃走了。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首恋歌。其实

外还设有“祥瑞志”，不属于二十四史的《清史稿》

是以猴子的手被捉来预示几年后山背大兄王等人

虽无“五行志”，却有“灾异志”等相关内容。作为

被苏我入鹿围于深山，陷入窘境。这里的猴子同

日本的正史，
《日本书纪》在编写之初就对《汉书》、

样神秘，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隐喻，所不同的

《后汉书》等中国史书颇多引用或借鉴，其模仿“五
行志”引入谶谣也就不足为怪了。
前文所引“冬十月”及“时人、说前谣之应曰”

是对象从苏我入鹿变为山背大兄王，而且不再是
一只小猴子，而是略带些许神秘色彩的睡午觉的
猴子。

两段引文所涉“童谣”在当时是否真正流行过现已

值得一提的是，三轮山在《古事记》、
《日本书

不可考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从“……之应”
“……

纪》和日本古代民间信仰中均被视为神山，是人们

相”等处可以肯定，这是典型的谶谣，而且字里行

祭祀和礼拜的对象。三轮山西麓有大神神社，这

间褒贬明显，即视苏我入鹿为乱臣贼子，对圣德太

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祭神是大物主神，其神

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等则多有美化。如前所述，
《日

体便是三轮山。近世初期山上甚至开始设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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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地”，即禁止进入的区域，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

然延续了前文政治预言的色彩，同时猴子也多了

神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认为，之所以“有

一种新的身份：神明使者。这一新的身份显然较

人”在三轮山上见到睡午觉的猴子，一方面应是考

之前的政治隐喻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走向了神

虑到猴子活泼的特点，与猴子所唱歌谣的风格相

明侍奉者或曰准神明的地位，开始扮演神迹制造

呼应；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三轮山的神性，增强猴子

者或执行者的角色，离圣坛也越来越近。与最初

所唱歌谣的可信度。按照黑泽幸三的说法，这只

作为狩猎对象的祖先相比，圣俗高下立判。

三轮山的猴子“不是一只普通的作为动物的猴子，
而是携带着三轮山的神意”[6]。显然，这首歌谣同

4

样具有前文所述的神秘性、预言性和通俗流行性
三个特点，且其后有“之兆也”的字样，可以认为是

肉食禁忌与政教合一

《日本书纪》中猴子的“发迹”史并未就此结
束，而是继续书写了新的篇章。世易时移，到了

一首谶谣。

《日本书纪》中第 40 代天皇即天武天皇在位时，按
3

神明使者与皇室祖神

照《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九“天武天皇”四年（675）
四月十七日的记载，天皇发布了这样一条命令：

带有神秘色彩的猴子在“皇极天皇”卷中还有
出现，而且不再是一只两只，而是十几只到二十只
左右。

亦四月朔以后、九月卅日以前、
（中略）且莫
食牛马犬猨鸡之肉。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

四年春正月、或於阜岭、或於河边、或於宮
寺之间、遥见有物。而听猴吟。或一十许、或廿
许。就而视之、物便不见、尚闻鸣啸之响。不能
获睹其身。旧本云、是岁、移京於难波。而板盖
宫为墟之兆也。时人曰、
此是伊势大神之使也。
（坂本太郎等校注，
1965：
261）

罪之。

（坂本太郎等校注，
1965：419）

意即四月一日到九月三十日之间，不得食用
牛、马、狗、猴、鸡之肉，其它动物不在此限，违反者
将被治罪。这条禁令显然对时间和所涉及的动物
有所限制，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诸多问题，颇耐
人寻味。例如，为什么会发布这条禁令？为什么

（皇极）四年（645）春正月，遥遥望去，在山冈

是四月一日到九月三十日之间?为什么是这五种

上、河边、宫殿与寺庙之间等处有些什么东西，还

动物？为什么其中会包括猴？以下尝试对这些疑

能听到十几二十只猴子的低吟。走到近前一看，

问进行逐一分析。

却看不到什么东西，但依然能听到猴吟，只是看不

关于禁令发布的原因，考虑到 6 世纪时佛教

到猴身。原来的书上说，这是这一年迁都难波（今

已传入日本，而且天武天皇是国家佛教的主要推

大阪）从而使板盖宫变为废墟的前兆。人们说这

动者，有不少论者提到佛教禁止杀生这一观念的

些猴子是伊势大神的使者。

影响。姑且不论佛教当时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及天

板盖宫是皇极天皇的皇宫，也是中大兄皇子

武天皇对佛教的态度，单从佛教“不杀生”的定义

（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等人于 645 年 6 月

来看，其指的就是不能夺取一切众生的生命。正

暗杀苏我入鹿之地。同年 12 月，都城迁往难波。

如梅原猛（2008）所言，佛教是讲平等和慈悲的，平

伊势大神一般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别名，而天照

等指的是众生平等，慈悲说的是对所有人、对世间

大神是日本神话中天界“高天原”的主神，是日本

万物都要有怜悯之心，又怎么会在禁止杀生时分

的太阳神，同时也是日本皇室的祖神。关于天皇

出三六九等呢？因此，至少仅从佛教禁止杀生的

与伊势大神或曰天照大神的关系，容下文另述。

角度进行解释是难以站住脚的。

可以说，从“之兆也”等字眼可以看出，这段文字依

需要指出的是，
《续日本纪》养老六年（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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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佛教促进农耕的具体体现。

类似禁令的记载，并且这些类似的禁令发布前或

不过原田的观点却不足以解释牛马以外的三

发布时都有旱灾发生。据此可以推测，为了防灾

种动物被列入禁令的原因。尽管他后来在另一篇

可能会进行祈祷或祭祀，在此期间要避免有可能

论文中将其观点发展为“要避免吃有益动物的行

进一步触怒神灵的杀生、食肉等不洁行为。与此

为”[7]，但其所指过于宽泛，仍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

相关，虽然没有记载表明上述天武禁令发布前或

解释狗、猴和鸡为什么会出现在禁令中。当然，不

发布时发生旱灾等灾害，但是根据《日本书纪》天

能否认，作为家畜的狗和作为家禽的鸡对人类肯

武四年（675）四月十日即禁令发布七天前的记载，

定是有益的，如《日本书纪》雄略十三年八月云“白

天皇派人在龙田祭祀风神，在广濑祭祀大忌神即

狗暴出、逐大树臣”
（坂本太郎等校注，1967：489），

水神。这是《日本书纪》首次提到风神祭和大忌神

天武四年（675）正月十七日有“大倭国贡瑞鸡”
（坂

祭，前者意在祈祷免受风灾水灾之害，后者则祈愿

本太郎等校注，1965：417）的记载，可见当时狗和

山谷之水滋润水田，以保五谷丰登。可以认为，如

鸡已是有益于人类的动物。

果禁令和与灾害相关的活动之间存在联系，那么

中村祯里（2008）对 8 世纪至 14 世纪日本有代

两书记载的禁令在政策出发点就存在相似性。显

表性的史书、地方志、歌集、说话集、物语等古文献

然，禁止杀生和食肉并不只是单纯因为受到佛教

中出现的哺乳动物做了统计，结果发现牛、马、狗、

影响。

鹿、狐狸、猴、老鼠和野猪出现频度较高。其中除

原田信男（1993）同样认为天武禁令不仅仅受

狐狸和老鼠外，另外六种动物都曾在日本古坟时

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指出该禁令中两点比较重

代被做成土偶。可以认为，在文献中出现频度较

要，其一是作为日本主要狩猎对象的鹿和野猪不

高并被做成土偶的动物与日本人生产生活的关系

在禁令的约束范围内，其二是禁令限定的时间属

更为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动物

于农耕期间。原田从日本古代稻米与肉食的对立

观。如果从这六种动物中去掉鹿和野猪这两种日

关系出发，援引《日本书纪》和《古语拾遗》中的例

本历史上常见的狩猎对象，剩下的就是上述禁令

子，称肉食妨碍农耕尤其妨碍稻米丰收的信仰在

中的前四种动物，也就是牛、马、狗和猴。如果再

当时的社会已广泛存在，所以农耕时必不可少的

加上鸡，就是天武肉食禁令的全部五种动物。

牛马才会成为禁令适用的对象。一言以蔽之，颁

那么，作为被提升保护级别的五种动物中唯

布禁令是为了促进农耕。天武天皇时期以天皇为

一的野生动物，一度以食践稼蔬形象出现，显然不

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迅速发展，体现在经济基础

利于推进农耕的猴为什么会出现在保护名单之

方面就是大力推进农耕，将稻米视作至高无上的

中？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背后有着天武天皇怎样

社会产品，千方百计保证其生产。延续至今的新

的考虑？

天皇即位后以新谷祭祀天照大神等众神的仪式即

日本绳文时代的贝冢中曾出土过大量猴骨，

大尝祭也在这时初具雏形，这是祭祀，更是政治，

据此可以认为当时猴是日本人食用的对象。实吉

宣示了天皇的地位。正如日语中
「政
（まつりごと

达郎（1973）援引大场磐雄的观点称，猴被列为肉

）」一词所体现的，まつり
（ 祭）＋こと
（ 事）＝まつ

食禁令的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佛教观念的影

りごと（政），政治和祭祀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政

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人的相似性使人们在其

教合一常见于古代社会。包括上文提到的风神祭

身上看到一种敬畏之念或曰神性。大贯惠美子

和大忌神祭，同样是一种政治地位和政治姿态的

（1995）提出，在日本，从出现定居和农耕的弥生时

宣告。中央集权体制体现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就

代开始，猴就已经是接近神灵的具有神性的动物，

是将佛教作为镇护国家的工具即国家佛教，确保

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叶，猴主要以神与人之间的

国家安泰。换言之，原田认为天武肉食禁令是国

神圣中介这一身份出现。随着定居和农耕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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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日本人愈发认识到猴与人自身的相似性，因

所规定的四月到九月应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阳历五

而不再将猴作为食用对象或主要食用对象。而按

月到十月，这一时间段基本与猴的繁殖期重合。

照利奇的理论，吃与人相似的动物被视作禁忌。

因此，无论天武天皇是否知晓这一生物学知识，都

大贯的结论是，佛教在其传入初期对日本人思想

可以认为其发布的禁令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对猴

结构的影响还很小，因此当时日本人对猴的看法

的杀戮。

和态度更多是受到日本古来固有世界观即猴的神
圣性的影响。

综上，无论是出于佛教禁止杀生的考虑，还是
为了推进农耕，亦或是出于对日本皇室祖神天照

上文曾提到过皇极天皇的皇宫板盖宫附近出

大神的尊重，天武肉食禁令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强

没的群猴是伊势大神的使者，这是对猴的神性的

调天皇制中央集权的神圣性和正统性，强调宗教

书面印证。其实伊势大神与肉食禁令的发布者天

镇护国家之作用，而被认为具有神性的猴正是这

武天皇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伊势大神（天

一政教合一背景的典型缩影。

照大神）作为皇室祖神的地位自不必说，另据《日
本书纪》天武元年（672）六月二十六日条记载，在
壬申之乱中，天武天皇曾在伊势国朝明郡迹太川
边遥拜天照太神即伊势神宫。作为旁证，
《 万叶
集》卷二收录有柿本人麻吕悼念天武天皇第一皇
子高市皇子的一首挽歌，其中提到壬申之乱中伊
势神宫的神风对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的佑护
（高木市之助等校注（1957））。此外，
《日本书纪》
天武二年（673）四月十四日条云：
“夏四月丙辰朔
己巳、欲遣侍大来皇女于天照太神宫、而令居泊濑
斋宫。是先洁身，稍近神之所也。
”
（坂本太郎等校
注，1965：413）此举开创了皇女奉祭天照大神之先
例，可视作对伊势神宫在壬申之乱中的表现的回
报或还愿。联系到前文所说猴子作为伊势大神使
者的身份，其被列入肉食禁令名单也就不足为
奇了。
据日本著名动物生态学家宫地传三郎研究，
“日本猴的孕期一般为五个半月到六个月，约 170
天～180 天。
（中略）产仔时间一般认为始于五月，

5

结

语

通观《日本书纪》，猴在出现之初便与天皇的
政治活动及神灵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后
更是以政治隐喻的形式出现在谶谣等政治预言
中，甚至被抬高到日本皇室祖神使者的地位；在政
教合一色彩尤为强烈的天武天皇时代，出于维护
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的神圣性和正统性的需要，
并发挥佛教等宗教镇护国家的作用，猴还被列为
禁止猎杀和食用的五种动物之一，其与政治的联
系愈发紧密，神圣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
考虑到本文将分析文本限定在《日本书记》这一日
本最早的敕撰正史上，而且主持编纂该书者政治
立场倾向较为明显，因此很难说涵盖了猴与政治
叙事关系的全部内容。今后将继续扩大文本分析
的对象，对该问题作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本文为 2018 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日本猴文化中的中国
元素研究”
（项目编号：
2018JD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
孙胜广；2019 年度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

不过也因群而异，从三月到八月不等”[8]。考虑到

目种子基金项目
“日本文学中的猿猴叙事及其主题研究”
（项目批准

日本古代用的是古代中国的历法，天武肉食禁令

号：
2019Z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
孙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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