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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在日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本课题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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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各民族相 互影响和促进, 是人类历史发展 的动力。古代日本人曾经 吸收中国文化推进 了本国的
文明进程, 创造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近代和现代,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宏大工程, 全方位、
多元化、多方法论的研究, 创造了学术昌盛、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日本人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
有益的养料, 融合于自己的血液, 推进了日本民族诗歌 的繁荣。
关键词: 中国诗; 日本; 民族文化; 流传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 I 207. 209

一、前

文献标识码: A

言

文章编号: 1000-5587( 2001) 01-0065-06

立足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详细地搜集整理

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总进程中, 各个民族相互

资料, 进行比较、
分析、概括, 这个课题, 不是我这
个行程短暂的过客所能胜任的。我只能就个人浅

影响和促进, 是历史的必然。
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

薄的知识, 作一粗略的提纲式的发言, 就中国诗歌

族, 国土并不广阔, 资源也不丰富, 而经济和科学
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是由于日本人民智慧、勤

流传和影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特点, 依其发展的
过程, 分上古贵族社会、
中古封建社会和近现代社

劳、
善于学习和创造。多少世纪以来, 日本人始终

会三个发展阶段来叙述。

不懈地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 结合本民族的

关于日本史的分期问题, 史学界似乎尚无定

实际, 予以创造性的发展, 并融合于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文化交流历

论, 多数史学家认为, 在镰仓时代( 1192- 1333) 进
入中世纪, 经过室 町时代( 南北朝时代 和战国时

史悠久。古代日本人曾努力吸收中国文化以推进

代) 和德川时代, 以明治维新为界, 进入近代社会。

本国的文明化进程, 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国家,
创造和发展日本的民族文化。

那么, 在镰仓时代以前, 属于上古贵族社会。从日
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来看, 这样的阶段划分十分有

日本书写文学的发轫, 是与中国古典文学的

利于文学史的研究, 因为日本书写的民族文学大

影响密切联系的。根据信史和实证, 在至少长达

体上是在镰仓时代创造完善和推广的, 有了在全

1500 多年的时间中, 从上古、中世纪到近代, 中国
古典诗歌源源传入日本, 经过日本人吸收、消化、

民普及的民族文字, 书写的民族文学才能开始独
立、
繁荣与发展。

融合, 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丰富和
发展了日本民族的诗歌文学。考察中国诗流传日

二、上古时期

本及其产生影响的过程, 可以写一部多卷本的厚
书, 母题下立若干子题, 按时代划分若干阶段, 就

日本上古贵族社会时期的文化发展特点, 是
建立天皇制国家的贵族阶级努力接受中国文化,

文体、题材、艺术风格、流派等等设若干专题……

推行“
全盘汉化”
的政治和文化路线。这个时代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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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贵族社会使用汉字作
为音、
义兼用的书写文字, 以汉诗、
汉文科举取士,

唱赠答诗 100 多首» , 第一篇是唐玄宗李隆基赠
给自长安返日的晁衡( 汉名) 的; 日本诗人还有吉

因而研习中国经史百家和文学, 成为时代潮流。

备真备、
诗僧元开、
最澄、
空海等, 唱和的中国著名

中国诗歌是随同中国经典一同传入日本的,
儒家五经之一的《诗经》
, 是流传日本最早的一部

诗人有王维、
李白、储光羲、吴凯、
皮日休、陆龟蒙
等人。
这些充满深情厚谊的诗篇, 记录着中日文学

中国诗歌总集。
传入的具体时间已无法考定, 以信

家友好交流的历史。

史为据, 五经是在公元 3 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

《
诗经》、
楚辞、
汉魏六朝诗、唐诗, 具有高度的

本的, 当时的百济王朝向日本天皇赠送中国典籍,
并多次派出讲授经典的学者 ¹ 。到 5 世纪中叶, 日

思想和艺术成就与美学价值, 反映了人类共通的
思想感情, 能够引起日本人士心灵的共鸣, 许多优

本雄略天皇致中国刘宋皇帝的诏书即 用汉字书

秀作品被日本人作为学诗的范本, 尤以白居易最

º

写, 还引用了《诗经》
的诗句 , 证明这时日本贵族
社会已经应用汉文和熟悉《诗经》
。

受日本贵族知识分子的喜爱, 被尊崇为日本的“诗
歌之神”
。在历代天皇的倡导下, 奈良、
平安两朝

楚辞最初在日本流传的是《昭明文选》所选录

( 710- 1192) 400 余年, 写作汉诗成为社会风尚,

的 15 首, 公元 604 年日本圣德太子执政制定《17

兴起了汉诗这一文学样式。

条宪法》
, 被学术界认为是受到楚辞影响的最早文
献。其第 14 条陈述嫉妒之害, 明显源于《
离骚》的

汉诗是日本贵族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 学样
式, 它以汉语为载体, 移植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形

启发。楚辞文本的传入是在公元 8 世纪, 确切的证

式( 语言和诗体) 。公元 851 年编纂的日本汉诗总

据是: 正仓院文书( 续修十六裹书) 天平二年( 730)

集《
怀风藻》是五言诗, 主要受汉魏六朝诗影响; 后

的“
写书杂用帐”
记有《离骚》
三帙十六卷。到了平
安时期( 794- 1192) , 据《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已

来又相继编纂的《凌云集》
、《
文华秀丽集》
、《
经国
集》
, 主要受以白居易为主的唐诗影响; 它们的编

收楚辞书目 6 种, 可证当时流传日益广泛。

排体例, 则明显地受《
文选》
的影响。诗是语言艺

《
文选》
不但带去楚辞, 也带去汉魏六朝诗文。
《文选》
先入时是在公元 8 世纪的奈良朝, 被规定

术, 由于用汉语写作, 用汉语思维, 所以古代日本
汉诗固然也不乏表现人类共通思想感情的篇章,

为科举选士的必读书, 圣德太子的《
17 条宪法》等

而从总体来看, 其思想内涵、
意象、
格调, 大多带有

官方 文书多从《
文选》中选用 词汇。如编于 公元

明显的模仿痕迹, 缺乏日本民族特色。

718 年的《
养老令》
注释条文选叙令: “
凡秀才取博
学高才者, 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 进士取明闲时

中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日本
汉诗的兴起, 而是渗透到整个文学创作领域。11

务并读《
文选》
、《
尔雅》
者。
”《
文选》
被定为必读的

世纪初, 女作家紫式部创作了《
源氏物语》, 这是日

经书, 其中的楚辞选篇和汉魏六朝诗在贵族社会
广为传播。

本第一部也是世界较早的长篇小说, 它在日本民
间传说的基础上, 受中国六朝笔记和传奇的影响,

唐诗也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唐代是中国封

真实地描写了日本贵族社会的生活及其没落。小

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
贞观之治”的开明政治, 繁荣

说开篇第一回即是白居易长诗《
长恨歌》的衍化;

的经济, 丰富多彩的文化, 积极进取的社会精神面
貌, 与各国的友好交往, 等等, 显示其名符其实的

作者为了加强抒情色彩而广泛地引用汉诗, 其中
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达 90 多处。由于中国诗的影

世界帝国地位。这些先进的丰采对努力创建自己

响, 使这部世界名著中描写的许多场景和人物心

民族国家的日本人当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公
元 7 世纪起的隋唐时代, 海运已经开通, 日本派遗

理活动刻划具有诗化的艺术特色。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 日本有自己的民族

十多次使团和学 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 前后达

文学传统, 这就是源于民族土壤上的口头文学创

260 年之久, 这一批批人数众多的使者、僧侣和留

作: 神话、
传说和歌谣。但是, 上古的日本没有自己

学生学习中国经史和文学, 其中不少人热爱唐诗,
并且成为有相当造诣的诗人。

的民族文字, 还只能停留在口头创作阶段。
受到中
国古代编集《
诗经》
、
汉乐府诗的启发, 日本在编纂

现存唐代文献中保存着当时中日两国诗人吟

汉诗总集《
怀风藻》期间, 也编纂了第一部和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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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万叶集》
, 收录 450 位作者的 4500 余首作品,
其中一部分是民间歌谣。《万叶集》
被推崇为日本

想所打上的儒家思想烙印, 和这些英雄的“智仁
勇”
的品格, 我们亦仍可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深厚

民族诗歌的源头。

的积淀。

在日本诗歌史上, 诗指汉诗, 歌指和歌, 当时
它们都用汉字书写, 不同的是: 汉诗用以书写的汉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宋代, 日本向中国派遣大
规格使团和留学人员的活动虽然停止, 但由于航

字是音、
义兼用, 并用汉语吟诵, 与中国人作律诗、

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发展, 两国民间交往却日趋

绝句一样; 和歌用以书写的汉字只是用汉字表音,

增多。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在日本传播很快, 两

配以管弦, 用日语歌唱, 是在利用汉字作表音的符
号。
《
万叶集》渗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影响。

国间都有大批僧侣互访、
传法和求法, 他们除了研
讨禅理, 也吟诵诗词, 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

“
万叶”即“
万代”
之意, 取自《
文选》
中颜延年《
曲水
¼

从日本保存的中古书目来看, 在中古前期广

诗序》 , 《
万叶集》中的作品也普遍存在着对《诗
经》、
《
文选》
诗句和意象的移植。和歌到 10 世纪已

泛流传的中国诗歌, 除《
诗经》
、
楚辞、汉魏六朝诗,
传播最多、
最广的是唐诗, 宋诗宋词还未及传入。

有较大的发展, 纪贯之编纂《
古今和歌集》
, 其编排

如果说上古日本诗人心目中的偶像是白居易, 到

体制仿照《文选》
, 序言的内容吸取《
毛诗序》的诗

中古前期, 李白、
杜甫、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

学理论, 序言的文体则采用四六骈偶。
从以上简略的回溯可以看出, 古代日本人接

李贺、
韩柳和晚唐的小李、
小杜, 都受到推崇, 从而
广泛地吸取和借鉴了唐诗不同的题材、
风格、
意象

受先进的中华文化, 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学习中

和表现手法, 丰富和提高了日本诗人的艺术修养。

国诗歌, 发展自己的民族诗歌, 曾经有两条路线:

中古中期起, 宋诗宋词源源传入日本, 与日本

一条是“
全盘汉化”的《
怀风藻》的路线, 结果是产
生中国诗歌的翻版; 一条是吸收中国诗歌的优良

“
五山文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五山文学时期, 汉
诗、
和歌同时复兴和发展成熟, 开始了日本诗歌史

成分, 争取运用民族语言来表现日本的现实生活

上的隐逸抒情诗时代。

和民族心理, 即《
万叶集》
的路线, 从而开拓了日本
民族诗歌的光辉道路。一个民族的文学, 没有本民

所谓“
五山”
之称, 源于中国南宋有五座最高
级别的敕建寺庙, 日本仿效, 先后有“
京都五山”
、

族文字作载体, 是很难发展的, 使用汉字和汉语并

“
镰仓五山”, 为当时学问僧最多的五大寺院½ 。这

不适合表现日本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 即

些禅僧大多能诗善文, 他们通过汉文研究禅理, 也

使仅仅使用汉字作表音符号, 仍难免有词汇不足
和普及困难等等不便。到日本古代社会的末期, 日

研究中国文学。宋诗宋词中有许多具有禅理理趣
的作品, 也有许多超脱现实, 表现隐逸 意趣的作

本人终于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
平假名”

品, 所以引起他们的共鸣。
这时备受五山诗人崇尚

和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
, 经过不断完
善, 创造出假名与汉字混合体的书写文字, 推广为

的中国诗人, 已经是豪迈洒脱的苏轼、
江西诗派的
领袖黄庭坚, 以及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的杜甫。

普及的民族文字, 推动了日本诗歌的独立发展。

三、中古时期
日本进入中世纪的时代, 已经建立了完备的
国家制度, 进行了日本史学家所称的“
封建主义的

整个五山文学不离唐音宋调, 如果说中古前
期的日本诗响彻唐音, 到五山文学中心时期的室
町时代, 宋调就越来越多了。
试读以下日本诗人的
名作。
[ 例 1] 铁庵道生: 《
秋湖晚行》

民族革命”
。在社会大动荡和武士阶级( 武装的地
主) 分裂与统一的长期战争中, 旧贵族没落, 平民

秋塘雨后水添足, 苇折荷倾岸涨沙。
唤得扁舟归去晚, 西风落尽白萍花。

阶级登上政治和文化舞台。在文学领域也结束了

这首绝句用苏轼《赤壁赋》
意境, 涨水、
芦苇、
岸沙、

贵族抒情诗时代, 而随着中古前期“
战记物语”的

扁舟迟归、
西风、
白萍等意象组合浑成一体, 言出

兴起, 开始了文学史上的英雄叙事诗时代。运用日
本民族文字创作的物语文学, 显示了日本文学的

了诗人自己的情感。
[ 例 2] 天岸慧广: 《
喜见山》

创造性发展, 从作品所讴歌的英雄人物的政治理

放洋十日意无山, 惭说平生眼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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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谁言三万里, 扶桑仙岛照眸寒。
这首绝句用中国典籍的典故, “
弱水”一词初见《尚

[ 例 1] 歌谣《百万》: 牛羊归径险 , 鸟雀聚树深。
[ 例 2] 歌谣《俊宽》: 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

书·禹贡》, 再见《山海经》
之《
西山经》和《
大荒西

[ 例 3] 歌谣《芭蕉》: 魂伤山行深 , 愁破崖寺古。

经》
,《
史记》
《后汉书》
等亦见, 称为“
近西王母所居

上 面三例中[ 例 1] 是杜甫诗《
瞑》中的句子;
[ 例 2] 是杜甫诗《
春望》
中的颔联; [ 例 3] 是杜甫诗

处”
或险恶难渡的河海, 苏轼诗《金山妙高台》
: “蓬
莱不可到, 弱水三万里。
”“
扶桑仙岛”
则是中国神
话传说中对古代日本的称谓。天岸慧广氏此诗有

《法镜寺》中 的一 联, 只是 把上 句的“神”字改 为

宋调。

说明中国古典诗词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 各种诗
体的诗人, 乃至民众中的歌谣作者, 都从中吸收艺

[ 例 3] 虎关师练: 《
游山》

“
魂”
字。
这类现象出现在群众性歌谣创作中, 足以

浅水柔沙一径斜, 机鸣林响有人家。

术营养, 因而难免袭用或化用某些成句和意象, 正

黄云堆里白波起, 香稻熟边荞麦花。
前两句化用苏轼所欣赏的宋僧道潜诗句“
隔林仿

反映了中国诗歌予日本诗歌影响之深广。
中世纪的日本诗人, 已经自觉地在日本民族

佛闻机杼, 知有人家有翠微”
; 后二句化用韩愈诗

的现实土壤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中国诗歌的

句“
缫成白雪桑重绿, 割尽黄云稻正黄”
。

优良成分, 有机地融化到自己的创作中, 来建立和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 五山诗人不再是对中
国诗的模仿或移植, 而多用宋代江西诗派倡导的
“
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
的诗法, 化用某些意象, 借
鉴艺术经验, 言自己之志, 抒自己之情。
与汉诗同时发展成熟的和歌, 从 13 世纪初编
纂的《
新古今集》
, 到室町时代和歌歌人的许多专
集, 我们同样听到唐音宋调在日本歌人心灵的回
响, 试看《
三暮之歌》
:

发展日本民族诗歌。
因而, 从中世纪后期的江户时
代起, 日本民族文学进入新的高潮和繁荣时期。

四、近代和现代时期
19 世纪后期, 明治时代开始的日本近代和现
代化进程, 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 日本人在向
西方学习的同时, 仍然进行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

任是无情动哀思, 沼上鹬飞秋暮时。( 西行)

的研究。
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影响, 实际上早已融汇
为日本民族和文学传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樱花红叶无觅处, 海滨草屋秋日暮。( 藤原定家)

所以对它的研究不是取消了, 而是加强了。

满眼凄凉非关景, 松林山上秋暮清。( 寂连)

在这类和歌中, 隐逸者的心境通过歌中创造

总的来看, 日本学者这一百年来对中国古典

的意境、
情调, 实现了物我的统一。
从中, 我们也可

诗歌的研究, 如同进行一项宏大的工程。
从先秦的
《
诗经》
、楚辞到 汉魏六朝诗赋, 从唐宋诗词 到元

以观察到它们与当时在日本流传的宋人的禅诗,

曲、
明清诗文, 从宏观到微观, 史论、
作家论、作品

有着精神上和艺术上的联系。
这类和歌, 尽管在用
语、
意象和象征主义手法上对中国古典诗有所化

论、
文体论、流派和思潮、艺术和声韵……展开全
方位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 除传统的训诂、考证、义

用、
借鉴, 但又确实有意境的创新, 唱出了日本这

理之学, 又运用了现代文艺学、社会学、
文艺心理

一代知识阶层超脱现实的心声。

学、
比较文学、
接受美学以及系统论、弗洛伊德理

日本诗歌文学在汉诗、和歌之后, 又产生了由
连歌发展而来的俳句, 以及群众性的歌谣创作。俳
句的形式很接近宋词的小令, 是一种格律化的小
诗, 从生活中捕捉一个意象, 以简短的韵语, 表达

论、
文化人类学等等, 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格局, 形
成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 有
政府和教育文化团体支持而得到一定 的物质保

独特的感受和情致, 在形式上和艺术手法上, 都与

证, 即使 在战后复兴的艰难条件下, 研 究仍在继
续, 从而出现了学术昌盛、
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

宋词小令的艺术经验有密切联系。俳句成为压倒

局面。我目前没有能力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

汉诗与和歌的新诗体。
在群众的歌谣创作中, 我们仍能较普遍地看

全面的评述, 只能就我接触到的资料, 谈谈给我印

到中国诗歌对日本民众歌谣创作的影响。试看以

象最深的几点。
首先是《
诗经》
研究。《诗经》
在日本有上千年

下三例:

的研究历史, 以前是经学研究, 近代和现代进展为

夏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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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和文献的研究。据村山吉广编《
诗经研究文
¾ , 收录 1868- 1990 年日本的文献共 764
献目录》

辞作家的作品, 也有悠久的历史, 现代学者运用文
化人类学结合巫风巫术来研究《
九歌》
, 有值得注

项。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以松本雅明、
赤冢忠、白

目 的创获。近年来, 有的学者提出“
屈 原并无其

川静为代表的《诗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开拓了
《
诗经》研究的新领域, 以新方法、
新角度加深了对

人”
。这个观点, 中国 20- 30 年代的“疑古派”
曾经
提出过, 美国人也提出过, 因为论据贫乏而薄弱,

《诗经》
的文化史认识, 对某些传统观点作新的检

早被人们驳倒。最近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又提出屈

验。
他们的研究方法, 已经为一部分比较年轻的中

原不但确有其人, 而且在放逐时期曾到达日本游

国学者所借鉴。村山吉广等学者自 80 年代起, 致
力于研究明代诗经学著作, 这正是中国历年研究

历云云。当然, 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 任何人都有
权提出创见, 不过, 作为人文科学研究, 应该有共

比较薄弱的课题。

同信从的学术规范, 不合学术规范的研究, 不利于

第二是宋代诗词研究。日本学术界不同意中
国诗歌到唐代以后不再进步的观点, 认为由于时

学术的进步。

代的变化, 市民阶级的参与, 宋诗有不同于前代的

五、结束语

丰富内涵。口语入诗, 用韵革新, 以及更接近口语

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 当

的宋词在艺术上的大发展, 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
学开拓了新天地。如果说五山时代诗人更欣赏宋

然不能停留在一些极易看到的表面现象, 而应该
注意到深层的发生普遍而持久影响的东西。中日

诗的禅理化, 从中古后期到现代, 经几个世纪的研

两大民族种族相近, 地理相邻, 从遥远的古代, 通

究, 对宋代诗词逐渐取得全面、
深刻的认识。

过友好交往、
移民, 建立了长期亲善的关系, 灿烂

吉川幸次郎教授在《
宋诗概说》
中探讨了唐宋
诗的差别, 认为唐诗是诗人的诗, 宋诗 是学者的

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日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 这是东方民族共同发展的必然过程。
日本是

诗。诗人需要激情的投入, 故而幽怨、
感喟、
悲伤;

一个伟大的民族, 她优良的民族风格, 就是善于学

学者则更多静观和理性, 静观要保持与情境的距
离, 理性则要调整感情格调而重理趣。
苏轼诗词的

习, 并且具有惊人的再创造才能。
日本人曾经以极
大的努力积极吸收古代先进的中华文化, 推进日

高超, 源于其作品中包含的开阔的胸怀和温厚的

本民族的文明进程, 建立和发展了独立的民族国

人格, 他积极摆脱宋以前中国诗歌以悲怨为主题

家, 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一百多年来,

的抒情传统, 有意识地创造宽广的意境, 以达观的
哲学, 从容地观察人生的风云变幻。

日本又努力向先进的西方学习, 建设和发展了居
于世界前列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小川环树教授的《
苏东坡生涯和诗风》认为,

中华文化的影响已经融合于日本民族文化心

苏轼后期的诗接近禅理, 而且常用把自然物拟人
化的手法, 想使大自然向人类回归。在《
苏东坡古

理结构, 卓有成就的中国古典诗歌, 自然极易为日
本人接受, 产生思想感情的共鸣, 在长期流传过程

诗用韵考》
中考证苏诗用韵常突破唐以来近体诗

中而作用于日本诗人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以

的韵格, 这是由于运用他生活的 11 世纪的中古汉

创作他们的诗篇, 发展日本的民族诗歌。
经过多少

语用韵, 而他的词更接近当时的口语。
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
, 考察了词的起源、发

世代, 中国诗歌的营养成分已经与日本民族诗歌
融为一体, 融化入它的传统。
日本学术界一直把中

展及各个时期的词人, 对苏轼也给予高度评价。他

华文化典籍和中国古典文学统称为“古典”
, 而无

认为苏词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日常生活体验为基
础; 二是摆脱花间派的感伤与怨苦, 创造出豪放、

须在这两个字前边加上“中国”这个定语, 其原因
恐怕也在于此吧。

达观的风格; 三是规模宏大, 内容丰富。他还认为

日本诗歌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典籍和历代中国

宋词朝两个方面发展, 一是苏词的散文化趋势; 一

诗词的影响, 在上古主要是《
诗经》
、
汉魏六朝诗和

是周邦彦的格律化趋势, 而格律化趋势的结果是
形式主义。

白居易的影响, 进入中世纪以后, 主要 是唐宋诗
词, 尤其是宋诗宋词的影响对日本民族诗歌的发

第三是楚辞研究。日本研究屈原赋和其他楚

展起了重要作用。宋诗宋词产生于中国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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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变革时期, 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经验更易于
为建立封建主义民族国家的日本人接受, 宋诗宋

的养料, 融化于自己的血液, 通过民族形式, 创作
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这个经验, 也是

词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 都在日本诗歌发展中产

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应该学习的。

生了积极的影响, 促进了日本诗歌的兴盛、成熟和
诗体的多样化。中国宋诗宋词和中世纪日本诗有

学术无国界。古代中华文化曾经传入日本, 近
现代日本文化也曾经传入中国。各国之间的文化

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共通性, 同时又呈现各自

交流, 促进各国的文化发展而推进世界文明。
让我

民族的特点, 表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形式的

们继续发扬和平友好的传统, 进一步加强文化交

差异性。日本人批判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有益

流与合作, 推进东亚和平与世界文明。

注释:
¹

见朝鲜《三国史纪》、日本《日本书纪》。又, 中国汉代的《论衡》
记有西周成王受倭人之贡, 其时 间相当于日本弥生式文化时

叶”为“万代”之意。
½

五山时代包括镰 仓、室町、安土、桃山等时 期, 即公元 1192-

十哲郎 《
代, 日本 学者和辶
日本古代文化 》一书, 推论在 此时日

1603 年, 约共 400 余年。所谓“五山”是对京都及镰仓的五大

本人接触汉字。

寺院的总称。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

《南史·夷貊传》: “倭国王顺帝升 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苦祖

寿寺, 五寺之上另有南禅寺。镰仓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

弥, 躬擐甲胄, 跋涉山川, 不遑宁处’……”

寺、氵争智寺、氵争妙寺。一 般把京都五山 视为五山文 学之渊

»

见《全唐诗》和《唐诗纪事》。

薮。

¼

颜延年《曲水诗序》: “…… 其宅天衷, 立民极, 莫不崇尚其道。

º

神明 其位, 拓世贻统, 固 万叶而为量者也。”《六臣注》: 此“万

¾

村山吉广、江口尚 纯合编《诗经研 究文献目录》, 东 京汲古书
院,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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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XIA Chuan-cai
( Chin es e Depart ment , Heb ei N ormal U nivers it y, Shiji azh uan 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T he nat io ns in t he w orl d have been int eract ed in t he devel opm ent of human hist opy .
T he ancient Japanese borro wed Chinese cult ure and pro mot ed their ow n cul tural development . In t he
co nt emporary and m odern t imes, a big project t o st ud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 y in a all-ro und way has
been launched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 M any scho ols of t ho ug ht in t his respect have com e int o
being and g rear achievements hav e been made. T he Japanese have assim ilated f oreign cult ure w it h a
cr it ical eye , w hich has led t o the prosperit y o f Japanese poet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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