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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氏長慶集對日本源氏物語之影響

除瑤磯

............ -=-
一、前自

文學上所謂「寫實派」的文學理念乃依實際的人生舞台為背景而擇取的題材為主

。所以，其內容極富時代或社會的反映作用。例如以史實為題材的作品，幾乎都具有

社會生活的人生意義。可見任何寫實性的作品，都深受其時代背景的影響。尤其我國

唐代，可說是詩歌、古文、傳奇小說等作品極塵的時期，況且又是詩作的黃金時代。

其主因乃一則國家安富，三則朝廷的提倡。因此唐代詩聖杜甫稟受優越家風和家學遺

傳的薰陶，加以自身後天的勤學教志，以及閱識孤慎等因素。故能發揮其忠君愛國，

憂天憫人的情操，以是無論其詩風，或寫作投巧，皆有卓絕的表現。同時，又由於擅

長寫實詩，因而更享有「詩史 J 之稱。闢後，到了元和、長慶年間，有關歷史小說也

都從史料取材居多，尚且再加以編排鋪設。於是雖說和正史有所不同。甚至和那些志

怪言情之作，又有相異之處。但唐代到了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 )安祿山之亂起，

乃最能擾動人心。因此，要是推其禍頓，也總是將唐明皇的荒淫無度，以及楊貴妃的

嬌奢，或楊國忠的專權，或高力士的跋盧等種種情況，才導致其禍亂。於是這些人物

的事跡，終於成為詩歌、小說，以及白公長恨歌，或陳鴻長恨歌傅的絕佳題材，可見

任何寫實文學的作品都與時代背景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例如胡適之氏云:

「元和、長慶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

丈人，都受了扯甫的感動，都干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 J (見胡氏白話文學

史)

文如自樂天云:

「然撮其新安、石接、遍關吏、蘆于關花鬥之章， w朱鬥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之旬，亦不過三四十首。址尚如此，況不遠杜者乎! J (見與元九書卷二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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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J (向上， P.315 )

由此足闕，白公當時不但存有飯保六義四始之風，而且更因頗受杜公之反映實際

社會生活的文學理念等影響。以致其後， «白氏長慶集》除了對我國後世有甚大的影

響之外，對日本古典文學的長篇寫實物語之文學理念，以及有關寫作技巧等，也有莫

大的影響。因之，本文乃依其時代背景將源氏物語的特質，或源氏物語與長恨歌，或

自氏長慶集的關係性等分別加以探討。

二、源氏物語之時代背景

鄰邦日本自從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其間大和朝廷因有所謂「遣隔使J 及「遣唐

使J 的派遣西赴神州入朝奉貢或留學，所以，當時和我國的交往頻繁。間時，也因而

更轍入華夏的優美文化及物質文明。尤其自褪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正式

由平城京(奈良)遷都於平安京(今京都)之後，他們為了要把尚未遷都以前，在萬

葉時代所使用的“萬葉假名"簡化起見，才進而從我國的漢字偏旁，或優雅的草書體

等，發現了大和文字。(即唐玄宗時，日本留唐生吉備真備所發現的楷書體“丹骰名"

( ka ta ka na ) ，以及唐憲宗時，又由日本學問僧空海發明了草書體的“平假名"

( hi ra ga na )。自此以後，日本古典文學非但日趨興暉，而且連佛教也有逐漸

普及的傾向。(1)

若依日本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之特色來說，乃可分為二大文化主流。一是以藤原

氏為中心的貴族文化，即屬於部分貴族階級所獨斷的王朝貴旅文化;二是以平安京師為中

心的繁榮京師文化(2) 。除此而外，尚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因素分述如下:

(→華夏優姜文化之薰陶:

1.當日本舒明天皇( 629 -- 641 )即位後，因能繼承前代“遣隔使"的派遣。所

以，直至字多天皇寬平六年( 894 )丘，計有二百六十多年之間，也有派出十幾批使

節入唐奉貢的實錄。尚且，和華夏交往頻繁而導入更多有關中國學術思想、宗教、藝

術、語文、典章制度等(3) 。以致深受華夏優姜文化所薰陶之後，才建立了「天平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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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仁 J r貞觀J 等神州的模的文化 (4) 。

2.平安時代之佛教:

日本自從大量轍入漢譯佛經之後，天台宗由傳教大師最澄( sai ch百)所傳授，

而真言宗則由弘法大師空海(k官 kai )所傳授。因之，那時，無常觀、宿世觀，以

及淨土等思想大盛。

3.政治與社會背景:

(1)當大和朝廷依大寶律令所奠定的中央集權政治崩潰之後，便繼而被另一族以藤

原氏為中心的“民族政治"所取而代之。故有眾多的莊園都被獨占為私有財產。

(2)攝關敢治:

當時藤原氏先將自己的女兒送進後宮，然後自己卻以皇家外戚的立場掌握政權。

4.平安時代之文也背景:

(1)大和文字(假名?之發達:

東瀛自從平安時代初葉，大和文字(4匿名)問世之後，到了中期便逐漸有日趨發

達的傾向。甚至在文章的書寫上，也遠比萬葉時代借用漢字標音的方式簡易，因此，

更能促進其文學興盛。但就本時期的大和文字(假名)的使用特色來說，如

@平假名:

數平安時代的草書體假名(即平假名)係專屬女性用文字。例如普通信函、日記

作品、歌謠等，亦即有關日記文學、歌集，以及物語等。

@丹假名:

凡楷書體的假名(即丹假名)則歸於男性用文字。例如有關漢文訓讀上所需之附

屬假名的標記，或有關“用言"的話用語尾、助詞的標記，乃至於說話文學的書寫等。

(2)女性文學之由來:

平安時代的女性文學係以後官為中心的文學作品為主。當時，凡出仕於後宮的女

性，倘若對於漢學的造詣非凡且富有文才者，便運用大和文字草書體的平假名，以及

華夏優雅的漢字寫出不少的“女流文學"。例如平安中期有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清

少納言的“枕草子"。其次，以日記作品論之，也有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記"、和泉

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記"和管原幸標(su ga wa ra ta ka su e )之女研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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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級日記"等就是。

由此可見，日本古代的女性文學乃導源於平安時代大和朝廷及貴族間的女性作家

甚朗。

(3)文學理念之需求:

據日本平安朝時代有關文學理念的需求主因論之，乃當時無論大和朝廷或貴族的

文士們為了想要如何以山明水秀的平安京師的自然環境，或風土習俗等為背景，並且

欲隨著其四季推移的各種不同的景色，在那富麗堂皇的寢毆中，寫出美好的詩歌配合

管絃的韻律來享受其無限的樂趣。甚至更欲能經過文學的洗鍊而產生一種柔美優雅的

情趣生活。可見當時所追求的文學理念就是富有艷麗情調的文風?因而就日本文學發

展過程來說，平安時代前期是以華夏的唐代文學為模的對象。同時，又是以韻文為中

心的浪漫派作品為主;中期為日本化文學的勃興，也就是以散文為中心的寫實文學;

可是期則繼承了中期文學的遺風，才形成韻文和散文並重的成熟時期。 (5)

按本文所探討的正是關於產生在中期的長篇寫實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所受白氏

長慶集影響的來龍去脈。

三、關於源氏物語之特質

依《源氏物語》命名的由來言之，據《紫式部日記》有“源氏的物語"的記載。

而且遠在平安時代的古稱是( gen j i no roo no ga ta r i )然此外，又被稱為「

光源氏J r光源氏物語」或「紫的物語」等若干不同的名稱。目前則一律依其舊稱，

以「源氏物語」題為書名。 (6)

其次，按其各卷之名稱則依其實際內容所出現的場所、人物、花名，或以花名代

號等種種不同的方式取為卷名，也是這部長篇物語的特色之一。

按《源氏物語》的女作家「紫式部」雖說是屬於女性的名字，但並不是她的真實

姓名。可見「紫式部」也是經過改變的稱謂。例如和她同期的其他女作者清少納言，

或和泉式部等名字，都是利用自己的丈夫、父親、或兄長等官吏職稱，或除掉其本來

的姓氏是一樣的情形。

再者，按日本古代無論朝廷或貴族據查向來都沒有任何女性是以顏色取名的。1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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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也只不過是屬於一種綽號而已。

況且依平安時代的一般情形言之，假如女性的身分不高者，不僅未詳其生死年代

，而且連她的真實姓名都不得而知。因而對於源氏物語的女作者「紫式部」則僅知是

藤原為時的千金卻不知她的年齡和本名。

今按這部長篇寫實物語之特質分述如下:

《源氏物語》全套包括五十四卷，登場人物則計有四百四十幾人之多，其人物之

多也是本物語的特色之一。今分成三大部分探討如下:

叫第一部包括桐壺至藤襄葉立，計有三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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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內容:

按第一部是從桐壺帝與桐壺更衣的戀情說起，並富有長恨歌的構想等文學理念。

同時，從光源氏的哥學生描寫到當了准太上天皇為止。所以依第一部的內容看來，其事

件都具有極其種雜的特質。

(斗第二部包括「若菜上 j 至「幻」丘，計有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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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主要內容

按第二部之內容論之，即從由於“紫@上"去世之後，源氏也將想要離開京師去

出家修道為止的物語。然而其後，卻僅有所謂「雲隱」的卷名傳於後世而已。這也許

因原本有殘缺。據中世之註書則載:

「因《雲隱》一卷的內容是敏述有關光軍民去世的情形。所以即使作者要描寫光

源氏的死亡，也難以任何語言文字來形容其死別的悲痛欲絕之實際情節，才惟有保留

其卷名而已。 (7)j

據此目前如果要算其總卷數為五十四卷時，理當是不包括「雲隱」這一卷祖有了 q

再者，這一部內容之特質是對有關登場人物之心理描寫是足以令人有異常接雜之

感觸。

l三指令。4典中 l少陸的芳草低 L

(三)第三部包括旬宮至夢浮橋丘，計有十三卷。

1.卷別:

l三指令。4字 ω之紅若 ~i\'梅、 f己 l于今b t土 LO'&9 L\，、力之色主 ~(j

ω旬 r自"=> ω竹河 倒橋 姬 儡椎本 的總

宣言 在:b~Q\、中 E !J木Zf60d東bfi:字 D9浮主主、舟柏 油、(j6 -) τ紅色。
角 側早嚴 ω宿 屋 (5nt-f :ffl- (5~蜻蛤 (53) 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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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內容:

按第三部的前三卷如「旬宮 J r紅梅J r竹河」等，是描寫源氏身後，其周遭人

們的生活情況，所以從「橋姬 J (卷四十五)以下的十卷，都是描寫源氏的見子。其

實是指柏木衛鬥督之子而言。他的名字叫做“黨.. ( kao ru ) ，雖然很年輕就有關

心佛道，因此，為研習佛學乃專程前往宇治八宮，但薰獨自一個人在此地卻又由於和

姬子們發生戀情而憂鬱的物語。據此自古以來這十卷都被稱為「宇治十帖」。即可基

於其故事的內容領略到第三部作品也和第二部同樣具有登場人物心理的讀雜性甚明。

今再依長恨歌與日本源氏物語之關係探討如下:

四、長恨歌之特質與源氏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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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恨歌之特質:

自公執筆寫“長恨歌"是在楊貴妃死後五十年。當時白公三十五歲(即唐憲宗元

和元年( 806 A. D.) J 任董屋縣、尉，因而有機會造訪仙遊寺，並談起唐玄宗和楊貴

妃的戀情，並且和他同行的陳鴻也寫了長恨歌傳 。今依長恨歌的體式及其內容之特

質分述如下:

1.自民長恨歌之體式:

長恨歌全篇計有一百二十旬，入百四十字，通常可分成三大段。倘若依其押韻的

領別來說，經統計得悉其平、主、去、入等類別的百分比如下:

(1)平聲韻:包括支、蕭、具、文、庚、尤、徽、先、刪、灰、陽等，計56旬，

約(攝總旬數46.7 %。

(2)上聲韻:包括慶、紙、有、皓等，計22旬，約佔其總句數18.3 %。

(3)去聲韻:包括耨、御、送、霞、遇等，計22 旬，約佔其總旬數18.3 %。

(4)入聲韻:包括職、法、藥、陌等，計20旬，約佔其總旬數16.7 %。

2.長恨歌之內容:

長恨歌的內容是描述有關唐明皇和楊貴妃彼此悲戀的長篇敏事詩。但依其內容的

特質論之，乃立於寫實派的文學理念，將人生舞台上的實際生活反映在唐玄宗與楊貴

妃的榮華富貴、得意忘形，及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時，面臨兵荒馬亂，棄都西幸途

中，在馬鬼坡的訣別，且因楊貴妃之死，使玄宗更呈現出孤影蕭然的姿態，是人生旅

程中，有為轉變時局所遭受的悲劇，乃足以令人讀之鼻酸。同時，返回長安之後，唐

明皇依然對楊貴妃那種綿綿的慕情中，竟出現了一位道士，但不久又從構想中，前往

仙境去尋找楊貴妃的靈魂。或追念在世時，曾經於七夕當天唐明皇在長生毆對楊貴妃

所發誓的真情實意的往事，並取回其信物金釵等。

由此以觀，長恨歌之內容非但平易近俗、結構綿密、筆法生動，尤其描述唐玄寧

與楊貴妃的荒溼無度中，尚隱藏著無限的淚痕與歎息、，所以堪稱是一篇人生得失，

喜怒哀樂的絕佳寫照之蝕事詩。

然而數“長恨歌"對後世的影響來說，不但對我國後世的梧桐雨〈元、自仁甫著

)、彭毫記(明，屠隨著)、長生毆(清、洪昇著)或有關著名的戲曲作品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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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影響之外，甚至對日本文學的寫實名薯，也有莫大的貢獻。

(二j長恨歌對源氏物語的影響:

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雖是屬於平安時代中期的作品，但關於其問世的確實

時間至今卻尚未有任何定論可言。故據查由於日本元祿時代的日本文學家安藤為章在

“紫家七論"中，發見在“紫式部日記"有《源氏物語》的記載，才認為是在一條天

皇寬弘五年( 1008 A. D )以前(即唐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所成立。自此以後，雖從

未有人論及其間世的年代，但直至昭和二十年( 1945 )終戰後，又成為新成立論的

熱門話題。同時，這部長篇的寫實物語作者，也僅知道是平安時代，由大和朝廷的女

文士紫式部所執筆，卻其真實姓名至今也不可考。

今按其文學理念、構想、修辭技巧等，都深受白公“長恨歌"影響。例如:

1.桐壺(卷一)

今按源氏物語的第一卷的要旨言之，即作者紫式部在平安時代中期，本著白公之

長恨歌的文學理念和優異的筆法構想所下筆的。仍然以長恨歌的描寫對象，唐明皇及

楊貴妃的悲戀私情為主體。但桐壺則將桐壺帝視同唐玄宗，並且將桐壺的更衣視為楊

貴妃。同時，依日本平安貴族社會裹的名位來說，所稱「更衣J 是處於皇后、中宮、

女御之下，因而對於當時女性的地位來說，是一種光榮的頭銜。

再者，桐壺更衣的名位儘管在平安貴展社會上，和桐壺帝之間的婚事由於並非門

當戶對，卻反而超乎皇后之上，所以引起其他女御及更衣的族姑與輕視。甚至將桐壺

更衣視同楊貴妃一般受到皇上的寵愛。而且又把唐帝國當時在天寶十四年遭到安祿山

之亂，也就是導源於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悲戀所致的悽慘後果子與諷刺或譏評充為這部

長篇物語的開端。因此在“桐壺"中，也引用了長恨歌的詩句。例如:

之([);::石~ <τ:"、l:~Vv
「近頃時、明It暮仇亭子院拼命書力、社r.:. t.c夕先長恨歌( cho goo ka) ([)繪在御

! 夕;1費書

覽卡拉 9 、司亡。繪{己添之τ iiJ志伊勢C貫之白和歌克左泊、、又時漠詩t~ 在泊、、奄

站在

今 L 、多筋C 己在(主力、少在語 9 草{三 Lτ~"\ ~夕 L 是:'"~"\ "i寸

按本例是自從桐壺更衣病逝之後，皇上因悲傷無聊而無論早晚都在觀覽長恨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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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那幅圖畫是由字多上皇特地請了一位名畫師所晝的，甚至在其畫面上，又器有

伊勢物語、紀貫之的和歌及漢詩等題辭。但桐壺帝卻只是從那些詩歌中，擇取跟自己

的愛妻死別有關的詩句而吟誦不巳。又如:

才在力、 力、人<rL
「力、c贈物御覽f在寸。紅色人C住處尋拍出 T先 pI步tr 、 ·L .o LID 釵 紅色l

~L力、If 、去，恩(至可卡志、扒在卦。其 t L 0 J

此段文字乃描寫桐壺更衣死後，宮中的命婦從更衣娘家帶回將轉贈給桐壺帝的紀、

念物。當桐壺帝一打開看到更衣所遺留下來的髮夾時，便聯想到長恨歌里有關敏述唐

明皇託道士前往蓬槃山去尋按楊貴妃的住處，並且帶回楊貴妃要贈給唐明皇的金釵等

證物一般。可知此段文字即導源於白公長恨歌中所云:

「昭陽毆裡恩愛絕 蓬藥宮中日月長

迴頭下宰人實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

唯將薔物表深情鋁合金銀寄將去

釵留-股合-扇釵擎黃金合分鍋

但令心似金鋼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 詞中有誓兩心知J

(見自民長慶集卷十二 p.142 商務版)

當時桐壺帝儘管旁人認為這種想法無濟於事，但他本身卻尚期望著能有如唐明皇

那樣說到桐壺更衷的靈魂住處。所以源氏物語的和歌云:

史主

「尋拍lφ 〈幻毛斜拉?τEτ 毛魂ID tb P 力、在奄己在知志 J、之 <J 。

這首和歌即樹壺帝的情愛心理表現。故其心意就是“假如我也有這位幻術家(道

士)是多麼好啊。至少我也能夠了解桐壺更衣死後，她的靈魂如今究竟在何處的訊息

呢。"

由此可見，此段文字乃導源於長恨歌中的詩句甚興。如:

「臨河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J

(見自民長慶集卷十二 p.141 商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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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力、允色
「繪 l三泊、{于志楊貴妃 C容貌fl 、 ~'\~ι 匕畫畫師在 ~V'\E 志，筆限~ !J I于扎仗，~ '\

先L 、丈主
主 l 之["ilJV)i'L 。太液C

主、主可 t瓜、五守苦 力、f己怎力、b

芙蓉、未央 C柳志、 (j(: 通。允!J L容貌奎、唐;\6 ~ '\允毛主

奄 [Nt 令 A己~:t L 苦之司~ ~ !J I于盼，危亡〉泊、 L 令 b 步先 (jt~ !J L在恩 L 出-:5;'己 l己，花鳥

白色(三毛音 l三毛主奄忠心主方哥拉色。朝夕 C 乙 t <~在心，翼( ~:t拍)在 t~6~ ， 校

在泊、~:t在 fit 契 6 吋給0' U己，力、社 t主~'!J It ;，己命C程芳'"?主廿7、台 6 ;\6 L 色。」

如此段文字也是導源於長恨歌的詩意之一。因而才說畫上楊貴妃的艷麗容姿，無

論怎樣高興的畫師，都由於筆勢有限，故根本不可能充分描畫出其真實容姿。同時，

雖以太液池的蓮花，或未央宮的柳，看起來都和楊貴妃的容貌腰校很相似，但這種觀

感也可能是因為楊貴妃的服飾是以華夏唐式的雅緻衣裳所搭配的，所以更令人有如花

fU玉之感。甚至桐壺帝也把更衣的容姿和楊貴妃的畫像及詩句所修飾等，相形比較下

，更懷念更衣在世時，不僅是位溫柔淑女，而且她那種嬌艷的姿態，儘管是花的容光

，或鳥兒蝴斗聾，都未能倫比的。於是桐壺帝自從更衣死後，每天朝晚的話題，都是

有關旺然以「比翼鳥」和「連理校」為誓約，卻又為何變成「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厄

運呢?

由此以觀，此段文字也是導自白公長恨歌的詩意，是無可置疑的。例如:

「歸來池苑皆依舊

英蓉如面柳如眉

太液芙蓉未央柳

對此如何不淚垂」

(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二

叉如

p.141 商務版)

「在天願作比翼鳥

天長地久有時盡

2.夕顏(卷四)

※本卷大意:

在地願為連理校

此恨綿綿無絕期J (同上)

依本卷之內容言之，即描寫桐壺帝的見于源氏將前往前東宮之妃(即目前已成為

聽氏幽會的愛4人之一)的六條御息所拜訪，但在途中聽說佐於五條大貳的乳母正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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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尼姑的消息之後，就改變其計劃而想到乳母家去探病。當源民一抵達乳母家時，

正好看到其隔壁的門前正處開著無數的葫蘆花，並且從屋內傳出歌詠葫蘆花(夕顏)

的美妙詩歌聲。由於這種原因，扣住源氏的心弦。於是源民便決定要去拜訪那位貧家

女，因而和源民發生了一段不可思議的戀情。

今依本卷的內容來說，也引用到白公長恨歌的詩句。例如:

./S、志亡在 f之 ~L ~If 杏力、b
「長生般。故事時忘了~ !J~"'C先心例"'C~土 ib !J~吐λJ泊、i? ' 翼在哩E

i?:f !J :Jj. 石〈
才 契 (之引主力、.it τ ，彌勒 C 出世C後~-C毛主約束在控告~，.~寸。 J

此段文字是唐明皇和楊貴妃在長生般誓約的故事有不吉利的後果，所以我們如果

要以「比翼鳥」來誓約，倒不如改為彌勒菩薩尚未出現以前，從現在就來誓約。由此

可見，本例也和自公“長恨歌"的詩句有關。儘管在本物語中，改成以宿世前緣的方

式誓約來說，其構想仍然是導自長恨歌的故事。如:

「七月七日長生毆 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作連理按 J

(見白民長慶集卷十二 p.142 商務版)

3.幻(卷四十一〉例如

「螢珀~"1....u: t三t~L < 飛U:i?茹苦心 ~!tτ 屯， Ii'夕毆螢飛 JJ (夕毆 l己螢力支飛 λJ"'C)

在光了去光了主口 f 杏 tr古U詩。文句屯，主力、〈奄今 L 、 9 方面。己在 l盡力、 9 口癖卡拉夕

τ~'G~ L考~，~寸。」

源氏面臨有眾多的螢火蟲交互飛舞時，也偶爾會吟誦著「夕毆螢飛思悄然 ......J

的古詩旬，甚至往往都只是吟著有關那方面的故事而成為口頭禪。今按本例源氏所吟

誦的古詩句也和長恨歌的內容雷同。如:

「夕毆螢飛思悄然 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見自民長慶集卷十二 p.141 商務版)

按上述各段文字都和自公的長恨歌之意境構想、或有關情節描述等有額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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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氏長慶集與源氏物語乏闢係性
a

按前輩所探討的長恨歌與源民物語的關係之外，尚有帝木 (ha ha ki gi ) (卷

二)夕顏 (yugao)( 卷四)末摘花( sue tsu rnu ha na ) (卷六)賢木( sa

ka ki ) (卷十)須磨( su rno ) (卷十二)胡石 (a ka shi ) (卷十三)玉盤 (ta

rna ka tsu ra) (卷二十二)胡蝶(ko cho ) (卷二十四)若菜上 (wa ka na

上， (卷三十四)若菜下(wa ka na 下) (卷三十五)柏木(ka sh i wa g i) (

卷三十六)幻 (rna bo ro shi ) (卷四十一)總角( a ge rna ki ) (卷四十七)

蜻蛤( ka ge ro ) (卷五十二)手習( te na rai ) (卷五十三)等，計有十五卷

，也受白氏長慶集中的詩旬之影響。今按有關意境上的引用，或直引其詞句探討蚵f:

※凡直引或引用戶白民長慶集"中的詩句者，如:

1.夕顏(卷四)

r II正長夜』在口f在 λJ -r: ' 橫( :: j;,... tJ: !J (:: tJ:夕τU忌。 J

按本句所引的「正長夜J (rna sa ni na ga ki yo) 即指源民躺著低聲吟誦白

民丈集中的一首“夜聞描"的詩句。如:

「誰家思婦秋搏吊 月苦風淒站件悲

八月九月正長夜干聲萬聲無.rJ:時J

(見白民長慶集卷十八 p.234 商務版)

2.帝木(卷二)

t土心

「毛才L~土，~志博士。毛主仄，學問尤t c' L 侍志在τ' '1力、 b 通。 L怯 c(己，

~6~ t三'1
主人 。ts寸'sO c 毛多泊、 U 在聞主給 J\τ ， ~土泊、危言夕l '""C' (ζ言。寄Uτ侍!J L

在力、亡芳草

去，親，聞言夕 Itτ ， 盃 毛 τL 、Tτ ， II扣力支二夕 C道今先庄、在聞 It~ J

(即1>富家。娘惚，在夕~' ;;守寸L 、泊之夫在粗宋 l三寸忌。貧家。娘t土主夕言(之< <
'在夕 ("V~土志、老U力去，志、力、屯在心在大事 l三寸忌。)

按此段文字即作者紫式部在“帝木.. (卷二)中，引用白公“秦中吟"第一首「

議婚J 的詩句。去日本卷中有位女性式部在某位博士的家求學時，聽說那位主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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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女見，且在某日稍傲有機會和他的女見談起此事時，正好被她的父親(博士)

一聽到就拿出酒杯邊酌邊說: r聽我歌兩途」的漢詩。如:賽中吟第一首“議婚"

「主人會良媒 置酒滿玉壺

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

富家女易嫁嫁早輕真夫

貧家女難嫁嫁晚幸其姑」

(見白氏長慶集卷二 p.23 商務版)

今接“帝木.. (ha ha ki gi ) (卷二)本段文字所描述的人物(主人)本身是

位貧家子弟，因此依其所引的詩句內容是明，要娶富家干金，倒不如娶貧家女酸佳之

意。

3.宋摘花(卷六)
flv 允忘情危 吉ts

r w幼者形不蔽.n J 主誦 C 給 今 τ ，鼻C先泊之花白色(~ t.c 少先先I?<寒奄今

l三見文允i>'1v面影堂 'l-- c 思扒出吉ttτ ，夕扒怯怯之存在台漏l? L (~t.c !J "1寸。」

按此段丈字即當源氏吟誦了白氏的“秦中吟"第二首“重稅"中的詩句。如:

「夜深煙花盡 富農雪白紛紛

幼者形不蔽 老者體無溫

悲喘與寒氣 併入鼻中辛」

時忽然想起那位故常陸宮的公主。她的鼻尖被寒氣凍得如紅花般的紅色面貌而終於露出

徵笑的胺容。

由此以觀，按自公“秦中吟"的本意是具有諷識性的。但依紫式部的筆法則僅藉

白公的“秦中吟"第二首“重稅"的部分詩旬，如“鼻中"二字以聯想到在常陸宮的

公主，雖聽說她和源氏己去世的愛人夕顏的容姿相似。所以源氏便專程前往造訪。結

果在源氏的印象卻和事實相反。她非但身體虛弱，而且連鼻子都閻長又如同被寒氣所

凍傷似的有如紅花一般的紅色。因此當源氏回家之後。吟起“秦中吟"第二首“重稅"

時，才忽然令他聯想到那位公主的容貌。

4.須磨(卷十二)如:

之 J己 L 、
「今宵怯十五夜 t.c 91于切，主，唐、 L 出Tτ ，毆上C御遊u'戀 L (，所~ ct.c 泊之b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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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廿λJ

『二千

主、 8 1.s力、 L 亡，思(J\~!J給店、(之夕{于 τ 屯，月 C顏C斗室毛 8it 給店、。

。 但力、 己t:1v 己己志 f
里C 外，故人C 心』主誦 L給J\~ ••••••••• 0 J

按此段文字的要旨是敏述關於源民被掛上企圖謀反的罪名而終於流放到2頁膺地方

去過著和尚式的生活。所以本例是當源民被流放到2頁磨之後，某夜他一抬頭便看到有

一輪陵潔的月亮高掛於天空，才領悟到原來今晚是八月十五日中秋夜。因而更令他懷

念過去在平安京的清涼毆和好友一起遊玩賞月的往事。同時，又想到今夜在京師的朋

友們也可能和我同樣在月光開媚的宮庭中，邊賞月邊在回憶往事吧。但我由於回味無

窮而一直礙視著月亮，而真有欲罷不能之感，於是吟起「三千里外故人心J 的詩句。

依此段文字之詩句乃導源於白公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自對月億元九詩。

~
4

‘國

「銀台金閣夕沈沈

三五夜中新月色

渚官東西煙波冷

猶恐清光不同見

獨宿相思在翰林

三千里外故人心

浴毆西頭鍾漏深

江優卑濕足秋陰J

4

(見白氏長慶集卷十四

5.~頁磨(卷十二)如:

p.157 商務版)

「見it t'!:to住童心刃有按怯，言U主多志社〈唐~~、τ~，~寸。繪l之畫U史主今屯

主吉、t土 L 666

風光C中忙，竹在編扎克、垣根在吟(";Lτ ，石C階 段，松c性，租末-C~土.t>!J~

?泊之，變?-亡Uτ風雅t.c. rD-c寸。」

依此段文字也和前段文字(例4 )同樣，都是描寫有關源民從京師被流放到2頁磨

之後，對自己所居住的周遭環境。因而他說:r要是以居處的環境看起來，不用說也

是屬於華夏的唐風施設。尤其在這樣富有詩情畫意般的景色里，又有竹籬、石階、松

柱等，雖然不算豪華，但由於和日式有別，所以反而更令我覺得優雅舒適呢?

由此以觀，當時聽氏在領磨的住屋或庭院的布設，都是揉用華夏唐式的形體，因

此足徵日本時至平安朝中期無論京師、宮毆、寺院、樓閣、庭院等各種建設，都早已呈

現了模仿華夏唐風的色彰。

可見此段文字依其內容言之，正和白公的“東壁五首"的第一首所描寫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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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之處。 l唯有自公的住屋是採用「桂性 J '而源氏的屋子是採用「松性」乃性子的

木材不同而已。按東壁五首之一。如:

.6. .6.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增桂柱竹編牆

南倉納日冬天暖 北戶迎風夏月涼

灑砌飛泉續有點 拂窗斜竹不成行

來春更尊東廂屋 紙閻蘆簾著孟光」

(見白民長慶集卷十五)p.193 商務版)

6.手習(卷五十三)例如:

某日僧人告訴源民說:

「己。世T命時草木。葉V C: t< 薄U 屯 v -CC:'在'.Q-t、。」

按此旬乃僧人對源民表示人類的生命如同草木的葉子那麼鐘暫的意思、。以此可見

，此句是導源於白公長慶集中的“腔圓妾"。例如:

「腔圓妾，顏色如花命宣口葉。命如薄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年月多春恕，

秋思知何限.........0 J

(見白氏長慶集卷三 p.52 商務版)

又如:

「松門到曉月徘徊J (L 主可 志，ιt: ;b力、夕註 L、史。 τ 月時

l.N:~
怯~ '\iJ'\~ '\寸。)今日時一日吹草通寸風。音也心細心。位，之 θ貴U聖毛

If;b;b出家。身怯，之苦心可日 l三時聲在出 Lτ泣主先< t.r..Q 毛 v t:持。』在言

~ '\ 1:寸。可~......... 0 J

按此段文字也如同上例乃引自白氏長慶集“使園妾"的詩句來狀景，或形容當天的氣

象狀況。因此，才說: r今天整天所刮的風聲，本來就足以令人覺得寂寞極了。何況

這位高僧叉告語我說: If啊!出家人要是處於像這樣的日子，也將更覺得有悲痛欲絕的感

觸。所以......... 0 J 如:

「松門到曉月徘徊 柏城盡日風蕭瑟J (同上)

7.總角(卷四十七)例如:
寸光仇

「十二月 θ夜。月影v;b芒。母熱心射 Lτ~ '\1:寸。在 簾在捲畫上Ijτ御覽l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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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J t.c. 力支色，向多岸 C寺C鐘C聲部『今日也暮紅白』主力、步治、 iζ知 6 廿τ來主才C

司~ 1"i1三
在『枕在歌 ττ~ ;j;，...聽主屯在才 Lτ......... 0 J

按此段文字乃引用“自民長慶集"中的「東壁五首J 的第四首。如: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閻重鑫不怕寒

遺愛寺鍾敵枕聽香續審雪撥簾看 J

(見自民長慶集卷十六 p.l94 商務版)

由此以觀..，此段文字即描寫有關“薰"在十二月裹的某日，在月光明媚的夜晚，當

屋外月光照進屋內時，便捲起窗簾，遠望外景，而且又聽到對岸寺院所傳來的鐘聲。

因而他聽起來，覺得好像低聲的告訴我說:r今天也已經進入夜晚的時刻了。J 於是

我便散著枕頭聆聽其聲響。

8.若菜上(卷三十四)如:

t.c.志、白己

「色J:夕在怯{tc~力支夕泊、t.c.~"\ J:今 t.. θ在御覽站在才Lτ'If'猶殲雪.IIC 猶 殘 才L

Iφ 主

志 雪 )在忍(J\廿泊、i三口7在4給扒拉泊之色，己t>6"\展?τ ;j;，"'~ "\ -r: t.c. 在才Lτ........

依此段文字也是屬~引旬狀景之類，即導源於自民長慶集中的“廣摟曉華"詩

。例如:

「獨憑朱檻立凌晨 山色初蚵水色新

竹霧曉籠銜骨月 蘋風暖送過江春
..c:注..c:注..c:注

子城陰處猶殘雪街鼓聲前未有塵

三百年來廣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J

(見自民長慶集卷十六 p.186 商務版)

9.明石(卷十三)如:

a:，差多 E
「商 人 C妻在芒克呼(J\出Lτ ，古典在賞美L先人泊之a:， oc申 L設步。奄才L

K琵琶在申 L~步也C仗，本當C手在彈言之社寸人拼音也至?τ少多芝在，心主 L先

cc己對 寸寸
妒， ε 多字已 滯 !J t.c. < 彈畫室寸 QL' 情味C籠?先奏法 t.r. c泊之，人 i三優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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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U 志 v-cc:: ~l '\主寸。 J

按此段文字也引用自民長慶集中“琵琶行"之故事。例如:

「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 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 似訴平生不得意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棒、錄復跳 初為霓裳後綠腰

大絃嘻嘻如急雨 小絃切切如私語

嘻嘻切切錯雜彈 大珠小珠落玉盤。 J

(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二 p.144 商務版)

由此可見，此段文字即模仿白氏長慶集中琵琶行的故事。因為有人想要欣賞古樂

，所以連那位商人的妻子也職出來。而那所謂「琵琶J 的樂器，老實說，自古以來，

能夠很老練的彈出任何樂曲的並不多。假如能勉強順利的彈出富有情調的曲子，就比

一般人強了。又如

主力、主

10.簣木(又神) (卷十)如:

膏、氏的和歌:

「曉。別仇t主扒夕屯露l于畫在

己。世l己知i?liQ秋。空力、社」

按這首“源、氏和歌"之內容乃因輝、氏的情人御息所將要和源氏離別前往伊勢去分

居，所以諒氏便趁黎明前，暗中到野宮去找御息所峙，所吟誦的和歌。但這首和歌也

仍然是導源於白氏長慶集中暮立詩之意揖甚興。如

「黃昏獨立佛堂前 滿地攤花滿樹蟬

大抵四時心挖苦 就中腸斷是秋天J

(見白氏長慶集卷十四 p.166 商務版)

今接其和歌之內容可知當時源氏和御息所分手的時間是秋季某日的清晨，因此才

道出離別時，由於悲傷所湧出的淚水也彷彿是早晨的露水一般。同時，也是彼此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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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遇到比這次要分離更難受的哀傷。

就上述這首源氏的和歌之由來言之，即當源氏獲得住在野之宮的情人御息所已決

定要遠離京師前往伊勢的訊息時，便利用黎明前的時刻獨自踏過小徑到野之宮去探望

御息所。但因御息所聞然已下決心要到伊勢去，源氏也就無法挽留她。甚至際此源氏

與御息所離別的時辰是秋天的清晨。因此更增添了離別之哀傷。加之，其意境又是和

長氏白慶集之暮立詩的季節相近。如其和歌的表現是逢逢黎明時刻的離別都將會流誤

哀傷的。何況今天適逢秋季，說是從未嘗過的悲悽啊。當源氏和她惜別了之後，叉趁

天未亮前返回寓所。可是他的情人御息所也當天就毅然決然往伊勢動身了。

可見白氏長慶集中的長恨歌不但對源氏物語有莫大的影響，而且其他文集對該物

語的引用、描寫情節，以及即景描述懷等，也有甚大的影響。

六、結論

總而言之，華夏的精神文化由韓國的歸化人王仁在日本和時代應神天皇十六年(

285 A. D. )二月，從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東赴大和朝廷獻上我國的論語及干字文等漢

籍而輸入東瀛。大和朝廷與華夏的交往亦日益頻繁。晶司後，於欽明天皇十三年( 552

A. D.)十月，百濟聖明王叉獻上佛像，以及漠譯佛經等，因而其佛教文化興隆。但

到了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從奈良的平域京師正式遷都於平安京師( ~于

京都)之後，由於能繼承“遺惰使"的遺風，先後派出十幾批“遺唐使"西赴神州奉

貢或留學。日本中古的平安時代，又繼續輸入更多的中國學術思想'宗教、文學、藝

術等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而且當時無論大和朝廷與貴族之間，更掀起爭相研習漢學

之良風。因而不僅於萬葉時代後期已有大和文字“假名"的問世，甚至叉因漢詩、漢

文也日趨興矗'以致日本古典文學也就有如雨後春筍般的成長。按本時期日本也有不

少的古典名著傳於後世。例如本文所探討的《源氏物語》。雖然深受華夏唐代詩人白

樂天的影響，但男外，又有引用其他漢學，或佛經方面的材料。，今依其有關引用漢學

方面的典故或史料等，依其卷別，以及所出現的次數等統計列表比較如下:

漢學與源氏物語之相關統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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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里
A口 百 位

源氏物語引述漢學之卷別及其次數 分
計 比 次

長恨歌
桐壺(1) 夕顏(6) 葵(1) 寄生(1) 幻(1)

帝木(1) 夕顏(2) 宋摘花(2) 賢木(1) 須磨(3) 31 49.2 % I
自氏文集

明石(1) 玉鬢(1) 胡蝶(1) 若菜上(1) 若菜下(1)

幻(1) 柏木(1) 手習(3) 總角(1) 蜻蛤(1)

若紫(2) 賢木(4) 椎木(1) 蜻蜍(1) 宋捕花(1)

漢譯佛經
!y顏(1)

16 25.4 % 2

明石(1) 夕霧(1) 三頁磨(1) 旬宮(1) 總角(1)

夢浮橋(1)

史 記 賢木(3) 須磨(1) 竹河(1) 藤襄葉(1) 6 9.5% 3

昭明文選 領磨(1) 乙女(1) 葵(1) 3 4.8 % 4

遊仙窟 蜻蛤(2) 2 3.2 ?-6 5

體 記 藤榜(1) 1 1.6%

1 、

劉夢得外集 葵(1) 1.6%

詩 經 若菜下(1) 1 1.6%
6

列

于
宋摘花(1) 1 1.6%

楚 辭 須磨(1) 1 1.6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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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表分類統計得悉鄰邦東瀛在平安時代(中古)就早已輸入華夏之優美文化是

莫可否認的事實。

其次，依諒氏物語中，凡引用或模仿白樂天詩的次數計有三十一次，約佔引用漢

學總數的 49.2 %而居首位。

然倘若按“頓氏物語"之特色論之，不僅意義明確、錢吹順當、結構隱密，尚且

體大思精，實可謂是閑其中而肆其外、變化徵妙，無論對自然、人事、心理等觀察，

都非常精細。同時，也更描寫的淋漓盡致。

再者，如果依修辭學( Rhetoric) 的觀點來說，在“聽氏物語"中，所運用的「

譬喻J r摹狀J r引用 J r仿擬J r感歎J r比擬J r倒裝J '或「移就」等修辭按

巧，或有關其情節方面的描寫，都受“自民長慶集"的影響。因此，非但其文章華美

、甚至能把當時的文學理念充分表現在字襄行間，的確是一部難能可貴的古典名薯。

至於按文學上，所謂寫實派 (Realist )的法則論之，也和白公於“與元九書"中所

-E

「文章合為時而薯，歌詩合為事而作。」

(見自民長慶集卷二十八) p.315 商務版)

的寫實原理符合。由此以觀“聽氏物語"除了堪稱是一部集日本平安時代初葉以來，

有關其古典傳奇小說，以及歌物語等作品之大成的名著之外，也是一部閱日本文學史

上所有寫實文學作品的先河。

以此可見，華夏的，“自民長慶集"不僅對於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具有至深

且巨之影響，並且對其後世的「物語J r連歌J r排諧J r謠曲J r御伽草子J r淨

璃璃J r遊戲」等古典文學，也有極其可觀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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