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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古代中日“书籍之路”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池田温
（东京大学，日本 东京 &&# $ ""##）
［摘

要］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

（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 年春
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 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
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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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前期，萨摩藩士相良玉山所著的《梅花百咏》
（&’&% 年刊本），算不上是一部有名的汉
诗集，作者本人也罕为人知。然而，诗集卷首冠有高岱、伊藤东涯（长胤）、王登瀛等序文，这引起笔
者的浓厚兴趣。伊藤东涯是伊藤仁斋的长子，著有《名物六帖》、
《 制度通》等，是京都堀川的著名儒
学家；高岱的名字看似汉人，实是幕府儒官深见玄岱，作为书法家亦颇负盛名；王登瀛是清代福建的
文人。当时日本处在锁国时期，请外国人作序恐非易事，因而值得关注。相良玉山是如何获得王登
瀛序文的呢？本文拟通过考察这段东亚文化交流的史事，以就教于国内外诸贤。

一、梅花百咏的传统
早春时节，率先开花吐芳的梅花，自古深受日本人喜爱，吟咏梅花的诗歌不胜枚举。《万叶集》
中咏梅的和歌达 &&. 首，遥遥领先于 ++ 首的樱花，古代日本人对梅花之钟爱，超出人们的想像。
奈良时代的天平 ! 年（’#"）正月十三日，太宰帅大伴旅人在府邸宴请同僚，客主趁兴吟诗作歌，
“ 我家池苑里，梅树已飞花，天上飘春雪，
所成《梅花歌》
#! 首录于《万叶集》卷五。兹略举二三如下：
纷纷似落霞。
”
（主人大伴旅人）
“梅花今日盛，今盛究何由，只为相思友，簪花插满头。
”
（ 筑后守葛井
《 万叶集》
大夫）
“万世无穷尽，年年去复来，梅花开不绝，岁岁有花开。”
（ 筑前介佐氏子首）
［&］此外，
（卷十·春杂歌）中收有作者不详的《野游》
“ 京洛多冠盖，暇时意趣悠。梅花头上插，来
+ 首，其一云：
此乐同游。
”由此可窥万叶人咏梅迎春之喜悦心情。
天平 &" 年（’#.）七月七日，圣武天皇游幸西池宫，手指殿前梅花，敕右卫士督下道朝臣真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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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古代中日书籍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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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真备）及诸才子云：
“人皆有志，所好不同。朕去春欲玩此树，而未及赏玩，花叶遽落，意甚惜焉。
宜各赋春意，咏此梅树。
”据《续日本纪》
（卷十三）记载，时有文士 !" 人奉诏献赋。
中国的咏梅诗文，兴于南北朝，盛于宋代以后。其间出现以梅花为主题，一气连咏百首之风气。
从唐朝后期至宋代，科举中有以诗赋百篇取士之“百篇科”。在这种背景下，加之梅花深受中国人喜
爱，于是士人竞相以梅花为题创作“百咏”。据管见所及，
《梅花百咏》的始作俑者是北宋的秦观（字
少游，
《早梅》至《十月梅》、
《二月梅》，共录七言律诗百首。日本
#"$%—##"" 年），这部诗集从《古梅》、
有书林丁子屋仁兵卫刊印的和刻训点本，卷末附有熊谷立闲写于天和元年（#&’#）的跋记。秦观有
$" 卷的诗文集《淮海集》传世，但《梅花百咏》不在其中，说明当初就是以单行本流播的。在秦观之
后，
南宋刘克庄（号后村，
##’(—#)&% 年）作《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二叠至十叠，合计七言律诗百首，
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
（卷十七）。是集系淳祐庚戌（#)*"）腊月，和林氏兄弟（林同、林合）之梅花绝
句而咏。据其跋记，先学李伯玉（端平二年即 #)!* 年进士，
《 宋史》卷四二四有传）亦作过《梅花百
咏》。此外，
《宋史》
（卷一六一·艺文志）著录《宋初梅花千咏》) 卷，可惜早已散佚；张道洽（字泽民，
号实斋，开化人，端平二年进士，
#)"*—#)&’ 年）作《梅花诗》!"" 余首，现在仅存数首为《瀛奎律髓》
采录。
元代咏梅之风愈盛，尤以冯子振（号海粟，依州人，
#)*(—？年）与释明本（中峰禅师，俗姓孙，杭
州人，
#)&!—#!)! 年）的唱和最为著闻，经《四库全书》采录而广泛流布。! 韦珪（字德圭，山阴人）的
七言绝句《梅花百咏》，有至正五年（#!$*）十一月会稽杨维祯序（字廉夫，号铁崖，#)%&—#!(" 年）和
天台胡世佐跋，" 日本的和刻本附有文政甲申（#’)$）正月安积信（艮斋）的校订序和吉田乡教（梅
庵）的后记。《元史》
（卷一八二·欧阳玄传）载：
“ 玄幼岐嶷……八岁……即知属文。……部使者行
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
”又元人郭豫亨（号梅岩野
人），集古人咏梅句成七律百首，题为《梅花字字香》
（至大辛亥 #!## 年序，收入《四库全书》、
《 琳琅秘
室丛书》）。至明代，传世的有王达善（无锡人，洪武初明经）之《新刊梅花百咏集》#，以书画鸣世的
文征明（#$("—#**% 年）之《梅花百咏》$，李确（初名天植，字潜夫，平湖人，崇祯举人）之《梅花百
咏》% 等。此外，康熙五十三年（#(#$）七月，从王羲之行书中集字而成的《集古梅花诗绝句百首》碑
石刻成，现保存在西安碑林 &。
以上概观了《梅花百咏》在中国流行的情况，但对明清时代的考察未必充分，还有不少遗漏 ’。
下面我们来看看《梅花百咏》在日本传播的轨迹。
《梅花百咏》从中国传入日本，大概可以上溯到镰仓时代或室町时代，但是笔者目前尚未发现这
方面的确凿证据。江户时代文运昌盛，日本人吟咏汉诗蔚成风气，诗赋技巧达到很高水平。只要看
看秦观和韦珪的《梅花百咏》之翻刻、范成大《梅谱》
（ 与《菊谱》合刻 (）及明人刘雪湖《梅谱》) 之和
刻本的流通，日本人对梅花及百咏的热衷不容置疑。在这种诗风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人开始自己创
作，存世的日本版《梅花百咏》实不下十指（参见表 #）。
（集部·总集类）收冯子振与中峰明本的七绝唱和诗二百首及中峰明本的春字韵七律百首。
!《四库全书》
辑本，
#"" 首中有 ’" 余首与中峰禅师的诗作相同，可能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混乱。
"《夷门广牍》
《新刊牡丹梅花菊花百咏》收录，尊经阁文库存有万历刊本。
# 明人左禄辑
《天尺楼丛钞》收录。
$ 民国刘世瑷辑
《明季三孝廉集》收录，附其子李燿《梅花绝句》
#" 首。
% 罗振玉辑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
（卷十二）。
& 见宋联奎编
《梅花百咏》和刻本的序中，提到顾霖调的同名诗集；高岱的序中则提到清人莲峰的《梅花百咏》。潘钟
’ 如安积信在韦珪
《梅花百咏》附于《百花录注·百花诗》行世，许在璞的《梅花百咏》
（《小丁卯集》二卷之中）见《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
（#’!"）巴菽园刊本（阿部栎斋校），其后尚有多种印本。
( 文政十三年
（#&%*）京都古川氏学梁轩刊本。
) 元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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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作者

册数

%)

日本人撰著的《梅花百咏》及其类书
年

代

备

考

《梅花百咏》
小川重胜
儿玉金鳞
相良玉山
武田栗荫
野村圆平（空翠）
林

茗涧

村冈重德（并连怀

!册
!卷

元禄 !"
（!#$%）

!册
!册

正德 " 年（!#!"）刊

!册
!册

嘉永 " 年（!&"%）刊

!册
!册

稿本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文久 % 年（!&’%）序
《名远馆丛书》四十四抄本
抄本
宝历 % 年（!#"%）

%册
!册

纸）

《加能乡土辞汇》著录
抄本
版本
以上据《国书总目录》

道

熙

!册

贞享 ( 年（!’&#）刊
以上据《新纂禅籍目录》
《梅花百绝》

川合春川
宫田五溪

!册
!卷

天明 ’ 年（!#&’）刊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册

版本
《梅花百律》

长尾秋水
三上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恒（九如）

天保 ’ 年（!&)"）序

谷文晁画

《梅花十咏》
牧野竹所等

!册

文化 ) 年（!&$’）版
以上据《国书总目录》

通过表 ! 所列的诸书，可以大略看出《梅花百咏》
（包括《梅花百绝》、
《梅花百律》、
《梅花十咏》等
类书）在日本流行的情况。宝历 % 年（!#"%）值菅原道真 &"$ 年忌，嘉永 " 年当其 *"$ 年忌，这两部诗
集的作品显然是为记念菅公而咏的。除了汉诗之外，题名《梅花百咏》或《梅花百首》的和歌集也相
继问世（参见表 %）。
表 " 《梅花百咏》及《梅花百首》的和歌集
作者

册数

竹内忠良（年名）

!册

嘉永五年（!&"%）序
元治元年（!&’(）跋

北村季文

!册

文政七年（!&%(）序

泽庵宗彭

年

代

备

考

抄本
活字本《泽庵和尚全集》
（三）收录

天保 # 年（!&)’）还刊行过一本书名叫《梅花百人一首宝筐》
（! 册）的和歌集，配有北尾重政的插
图。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与和歌作品相比，汉诗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这说明“梅花”的主题极大地
刺激着汉诗作者的创作欲望，反映出江户时代汉诗创作的空前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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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良玉山的《梅花百咏》
相良玉山本名长英，师从萨摩藩的儒士山口治易（性理学家，宝永 ! 年即 "#$% 年去世），以“侧
用人”仕于藩主岛津吉贵，颇有能吏之才，享保 "& 年去世 !。其著述除《梅花百咏》外，还著有《菊花
百咏》。关于《菊花百咏》，伊藤东涯撰于享保 ’ 年（"#(!）的序文存世（《绍述先生文集》卷四），但《国
书总目录》等均未著录，大概成书后未及刊印行世，目前连抄本也不知下落。尽管如此，相良玉山之
擅长汉诗，从存世的《梅花百咏》
" 册足可窥探。
《梅花百咏》
收作者的咏梅七言绝句 "$$ 首，
卷头冠高岱、伊藤东涯、王登瀛的 ! 篇序文，卷末附刊
印者濑尾维贤之跋言，正德乙未（"#")）冬由京都书肆奎文馆付梓。本文 "# 页，每半页 * 行，每行 "%
字。据跋言称，
濑尾维贤与萨摩人松岩斋结为金兰之交，本文书法便出自松岩斋之手。兹将卷头《早
梅》
《
、寒梅》
“最爱江南衦影斜，几番惊目兴相加。独怜不厌繁霜雪，待腊先香处士家。
”
( 首引载如下：
（
《早梅》
“
）野水塘边阴气浓，
孤高不避雪霜风。清姿卓立谁同侣，姑射神游寂寞中。
”
（
《寒梅》
）从上述
两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作品所咏的是生长于中国自然中的梅花，
梅花之故乡的意象支配着诗人的
想像，
字里行间透出作者浸淫中国梅诗深矣。我们不妨来看看相良玉山吟咏的全部诗题：
赏梅、观梅、寄梅、苔梅、梦梅、竹梅、郊梅、月梅、忆梅、檐梅、问梅、蟠梅、烟梅、江梅、惜梅、
古梅、盆梅、妆梅、魁梅、远梅、友梅、宫梅、巅梅、索梅、雾梅、 梅、探梅、杏梅、瘦梅、溪梅、野梅、
卧梅、瓶梅、折梅、孤梅、落梅、粉梅、剪梅、补梅、咀梅、矮梅、庭梅、浴梅、风梅、寻梅、接梅、簪梅、
移梅、小春梅、城头梅、东阁梅、小字梅、胭脂梅、半开梅、未开梅、水竹梅、西湖梅、江上梅、山中
梅、茅舍梅、前村梅、孤山梅、水月梅、担头梅、梦折梅、照镜梅、闲居梅、行舟梅、瑶台梅、雪埋梅、
月下梅、馨口梅、邻家梅、琴屋梅、汉宫梅、廨舍梅、玉笛梅、纸帐梅、马上梅、画红梅、绿萼梅、杖
头梅、乍开梅、书窗梅、争色梅、僧舍梅、酒店梅、道院梅、隔帘梅、林间梅、照水梅、罗浮梅、樵子
梅、雨中梅、水墨梅、全开梅、风媒没、千叶梅、菅庙梅。
元人韦珪的七绝体《梅花百咏》的诗题，也是前半 ( 字、后半 ! 字，相良玉山连这些细节都刻意
模仿。时间最早的秦观的作品虽为七律，但诗题却与后出的诗集基本相同，"# 世纪末问世的秦观
诗集的和刻本，大概对相良玉山产生过巨大影响。这部诗集只有最后 " 首《菅庙梅》，是直接吟咏日
本梅花的。倘若没有这首作品，人们也许会怀疑此集是否出自日本人之手。诗云：
“ 菅君遗庙在山
阳，一树梅花倚短墙。昔日风流情庆重，花神亦未肯相忘。”关于相良玉山的诗风，高岱序称：学宋人
刘后村和清人莲峰，别出机杼而一气呵成；伊藤东涯序评“清新雅澹”；王登瀛则赞“清新俊逸，字字
铿锵，墨彬彬乎，有三百篇之逸体焉”。然而，相良玉山并未到过中国，有关中国的知识主要通过书
籍获得。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具有多次入华经历的琉球人程顺则的交往，获得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
的信息，清人王登瀛为诗集寄赠序文，亦仰赖程顺则从中斡旋；而萨摩与琉球的地缘关系，是促成这
场文字缘的背景。

三、高

岱

《梅花百咏》的 ! 篇序文，高岱序冠前，伊藤东涯序居中，王登瀛序殿后。伊藤东涯序中特别提
到王氏的序文，说明在动笔之前看过王登瀛序，但没有言及高岱序。高岱比伊藤东涯年长 (( 岁，其
序文内容也最为充实，冠于卷首当之无愧。
《鹿儿岛县史》第二卷（"*!* 年刊），第 ’’* + ’*$ 页。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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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岱祖父高寿觉（亦作“筹觉”），出生于明代的福建漳州，庆长初年（!"#$ 年前后）来到日本，以
儒医身份仕于萨摩藩岛津氏，后收镰田新右卫门的次男为养子，取名大诵（但有，
!$%&—!$$$ 年），即
高岱的父亲。
元和 & 年（!$!’）高寿觉携大诵归明，遂病死在故乡。宽永 $ 年（!$(#）大诵回到长崎，&% 岁开始
仕于萨摩藩，宽永 !# 年（!$)(）辞去藩职，到长崎任唐通事。翌年娶久富七郎兵卫之女为妻，不久生
下高岱。高大诵滞明 !% 余年，精通汉语，在长崎升任大通事后改姓“深见”。高氏郡望在渤海，传闻
“深见”含有“深海”之义。
高岱（!$)*—!’(( 年）名元泰，亦称玄岱，通称新兵卫、新右卫门，字子新、斗胆，号天漪、婺山老
人。师承明末渡来华僧独立性易（戴曼公，!"#$—!$’(），学儒学、诗赋、书法，同时精通医术。&’ 岁
时萨摩岛津光久召为侍读，从而成为萨摩藩士。)& 岁时因病告退，再回长崎。宝永 $ 年（!’%#）赴江
户，
与新井白石邂逅，时已 $! 岁。次年经新井白石推举，被幕府擢为“寄合儒者”
（ 类似于学术顾问
———译者按）。
正德元年（!’!!）将军赠给朝鲜国王的《白雉帖》，题辞的撰文和笔书均出自高岱之手。此外，还
与新井白石、室鸠巢等奉命接待朝鲜使臣，翌年刊印主客笔谈唱和的《正德和韩集》。高岱与新井白
石交厚，曾为《白石诗草》撰序，新井白石 $% 大寿时特寄贺词，并为新井白石撰写的德川家宣的灵庙
钟铭挥毫。享保 & 年（!’!*）
’% 岁时隐居，其子有邻继任家督。
高岱多才多艺，作为医家著有《养生训》，先于青木昆阳倡导普及甘薯，作为唐风书法家与北岛
雪山、佐佐木道荣齐名。虽然论血统是地道的日本人，但他始终意识到父亲作为养子与高氏结下的
缘分，特别是师事独立性易禅师而获得丰富的教养，殆乎与中国文人无异。《梅花百咏》的序文用风
“高子新”、
“婺山 +
+ 第一流”、
泰帛”
& 方印章，寓意皆与中国有关，也许他认为如此为汉诗集饰美才显风雅。
格独特的草体写成，刊刻时一依原样，尾署汉风姓名“高岱”，捺有“剡

高岱与相良玉山同在萨摩藩奉职，两人的交往大概肇始于此。高岱对相良玉山的为人深怀敬
意，这在序文中可以看出。关于高岱其人其事，石村喜英氏做过绵密精湛的研究，
［(］其生平事迹已
为世人所知，本文得益于此甚多。

四、程顺则
清人王登瀛为
《梅花百咏》
撰写序文，
实出于琉球人程顺则的斡旋。伊藤东涯在序文中述其经纬：
岁甲午
（!’!)）
琉球使人东来，
过都城南，
予往观之。其学士程雪堂氏在行中，闻其词翰敏富，
尝入中原，
游燕市，
寓闽蠤，
与陈元甫、王阆洲诸子相师友。因想一苇航海，历吴会，登天台，恣其
耳目，
与文儒才子讨论上下，
其乐如何哉！而天堑界国，欲往从之，杳不可得，徒增浩叹耳。先有
人寄示萨州府官相良玉山氏
《梅花百咏》
者，
盖与程雪堂相识，
其诗草因得播中原，
王阆洲为之序。
这里提到的“学士程雪堂氏”，无疑是指程顺则其人。程氏是琉球的著名文人，在当地具有很大
影响。关于程顺则的生平事迹，择要介绍如下!。
（!$$&）
十月出生于琉球久米村，
童名思武太，字宠文，号念庵、雪堂，人称名护亲方、名护
宽文 & 年
圣人。其父程泰祚" 从虞氏京阿波根过继给程氏继承家业，
其生母系钟氏亲云上宗盛之三女饶古樽。
详见伊波普猷、真镜名安兴著《琉球之五伟人》、真荣田义见著《程顺则传》等。可资参考的基本史料有《程氏家
! 关于程顺则，
谱》
（载《那霸市史》资料篇一之六）。
（!$’&）程泰祚作为进贡都通事入华，晋京途中病没于苏州，葬在胥门外的墓地。参见平和彦《近世琉球国的朝
" 康熙十二年
京使节———其贡道与琉球人墓地》，载《南岛———历史与文化 &》，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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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宝 ! 年（"#$%）从若秀才擢为通事，历都通事、中议大夫、正议大夫、紫金大夫等，享保 % 年
（"$"&）至隆勋紫金大夫加衔法司正卿（三司官座敷）。其间，天和 ’ 年（康熙二十二，"#(’）随谢恩副
使王明佐赴华，在闽地逗留 % 年，拜竺天植、陈元甫为师，学习经史和诗赋。元禄元年（"#((）琉球唐
物问屋（中国商品的批发商———译者注）在京都开张，程顺则自愿主其事。翌年（康熙二十八，"#(&）
选为存留通事再度入华，在中国逗留 ’ 年，回国之际购入《十七史》全 ")&! 卷。
程顺则先后 ) 次入华，
《 指南广义》等带回琉球，其中《六
% 度晋京，曾在福建刊刻《六谕衍义》、
谕衍义》从琉球传入日本，由萨摩藩进献给第 ( 代将军德川吉宗，经荻生徂徕施加训点、室鸠巢译成
日文后刊行，作为江户时代庶民教育的课本而广泛流布 !。他编有汉诗集《雪堂纪荣诗》
（"#&’ 年），
著有《雪堂杂俎》
（"#&) 年），还在福建刊刻过《雪堂燕游草》
（"#&( 年）。
正德 % 年（"$"%），程顺则作为将军袭封庆贺的掌翰使初履江户，会见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名
流。新井白石撰著《南岛志》、
《 采览异言》，与程顺则的交谈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从日本回到琉球
后，
"$") 年任久米村总役，
"$"( 年创建明伦堂，"$!) 年编纂梓行《中山诗文集》，"$!( 年升为名护间
切的总地领。享保 "& 年（"$’%）十二月去世，享年 $! 岁，今墓在那霸市识名。
程顺则参加编纂琉球的外交文书集《历代宝案》第二集，由蔡泽等于康熙三十六年（"#&$）编纂
的第一集迄于雍正七年（"$!&），第二集则归纳整理了其后的外交文书。
综上所述，程顺则不仅亲身经历琉球对清、对日的遣使，而且对 "$ 世纪末至 "( 世纪前期琉球
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琉球接受明清的册封，奉两朝之正朔，向中国派遣的进贡、庆贺、谢恩等使节，明代约 ’)* 次，清
代近 "!* 次［’］。与此同时，庆长 "% 年（"#*&）萨摩出兵侵略使之藩属化，翌年岛津家久偕中山王参
拜骏府；自此每逢琉球王即位或幕府将军就任，琉球向江户派遣恩谢使或庆贺使遂成恒例。从宽永
"" 年（"#’%）至嘉永 ’ 年（"()*），琉球共遣使 "( 次。
正德 % 年（"$"%）程顺则作为庆贺使兼恩谢使的成员赴日，前一年恰逢第 $ 代将军德川家继就
任、琉球中山王尚敬袭封，程氏不仅顺利完成掌管外交表文的掌翰使大任，而且与新井白石、近卫家
熙等众多日本文化人结下文字缘。程顺则先后 ) 次奉使入清，在中国逗留 "* 余年之久，虽然他只
到过日本 " 次，但扮演的角色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在正德 % 年（"$"%）的琉球使团中，金武王子朝祐任谢恩正使，与那城王子任贺庆正使，成员共
"(* 人。一行的日程大略如下：五月二十六日从那霸出发，乘船至萨摩的山川，陆路进入鹿儿岛；九
月九日离开鹿儿岛，从久见崎（川内）出航，经大坂抵伏见登岸；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江户，谒见德川
家继，完成使命；十二月二十一日告别江户，踏上归途；翌年二月二十一日途经鹿儿岛；三月二十三
日返回那霸。全程费时约 "* 个月，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大旅行。
在此之前，程顺则与相良玉山已有尺素往来，此时相良玉山奉命接待琉球使节，从萨摩随伴赴
江户，一路上交谊弥深。《萨藩旧记杂录》
（追录三·岛津吉贵公御谱）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兹引录
如次 "：
正德四年九月九日辰刻，吉贵发府城东行，琉球使与那城王子、金武王子（庆贺使与那城，
谢恩使金武，从者总百八十人）、家老心腹主殿兼柄、若年寄比志岛隼人范房、用人市来次郎左
卫门政芬（兼番头）、侧用人相良清兵卫长英等扈从之，权僧正智周亦从上京。家老岛津将监久
当、
侧用人岛津十郎左卫门久置、侧目附平冈八郎太夫之品等护送琉使。吉贵陆取九州，琉使
船驾向田（川内）。
《六谕衍义传》
（载《东恩纳宽惇全集》卷八）、石井谦《近世日本社会教育史之研究》。
! 参见东恩纳宽惇
读来拗口，引录时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动（译者注）。
" 原文使用日本式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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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吉贵率琉使发伏见，取驿近江、美浓、东海，乃赐琉使驿马二百、担夫一千。
……二十六日，吉贵率琉使著东武芝第。二十七日，上使松平纪伊守信庸来樱花第，劳率琉使
遥来。二十八日，登营奉谒家继公，献品如先躅。
十二月二日，吉贵率两琉使登营奉谒家继公，著席，琉使勤拜礼。使职献品许多，自亦献数
品……四日，又携琉使登营，琉使奏音乐备台览。毕，赐之金银，飨宴吉贵及两使。……九日，
率琉使诣东睿山，使拜礼东照宫……二十一日，琉使毕事，发东武赴西萨。!
在上述资料中，相良玉山的名字虽然只出现一次，但可以想像，精通汉诗汉文的他，与琉球使团
的“掌翰”程顺则必多接触，旅途中交谊愈深。
十二月四日，程顺则在江户的萨摩藩邸，与来访的新井白石初次见面；正德五年（!"!#）正月九
日，归途中在草津驿停留时，包括两位王子在内的琉球使一行，再度与来访的新井白石交谈。是日，
程顺则应摄政近卫家熙之请，作京都鸭川物外楼诗文，获赐摄政自笔《小武当山八景手卷》! 轴、欹
案 ! 张、熏物香合 ! 个。同一天，家熙与大纳言中院通茂通过愿王院权僧正，将玉城朝熏召至岛津
家老心腹主殿兼柄的旅舍，令其在扇面书写琉歌献上，作为恩赏摄政赐熏物香合 ! 个、大纳言赐小
偶人手匣 ! 个［$］。
伊藤东涯与程顺则相遇，推测是正德 $ 年（!"!$）十一月，琉球使一行赴江户途中。二月二十一
日回到鹿儿岛之后，程顺则为萨摩藩绘师木村探元的作品写赞相赠，这是在江户时岛津吉贵通过两
位王子拜托之事 "。
一行回国之后，近卫家熙遥请程顺则及乐正玉城朝熏、乐童子滨川（蔡廷仪）% 位书法好手馈赠
书迹［$］。程顺则还向奈良的制墨名家古梅园松井元春赠送题为《古梅园墨赞》的汉诗。程顺则在
访日其间吟咏的汉诗中，以下面这首《赋富士山》最得佳誉，一时脍炙人口 #：
“ 真是群山祖，扶桑第
一尊。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
相良玉山曾将自著的《梅花百咏》赠送给程顺则，程氏对这部诗集颇感兴趣，因而转呈年轻时代
入清师从陈元辅时的同门挚友王登瀛，促成了王氏序文飘洋过海的文坛美事。早年程顺则入清晋
京的归途，路过高耸于浙江和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吟有如下一首《观梅》七律：
“玺书高捧上仙
霞，曲蹬纡迴路转赊。锁钥千层高插汉，风烟夹道倒飞沙。岭头花待游人赋，雪裹香随使者车。过
此仍为闽峤客，不堪闻雁更思家。
”$ 程顺则既能吟如此之诗，对相良玉山的《梅花百咏》产生共鸣，
自是性情相类使然的吧。

五、王登瀛与陈元辅
王登瀛寄赠《梅花百咏》的序文，以“康熙甲午岁（!"!$）仲春望后二日，闽中阆洲王登瀛题于柳
轩西深处”结尾，最迟在次年寄至相良玉山之手。序文云：
中山宠文程大夫才华敏懋……五入闽疆，予交最厚。风晨月夕，并辔连床；意气绸缪，千古
称足。戊子岁（!"&’），自以正议大夫奉贡归国，迄今六载，系我萦怅。癸巳冬（!"!%），邮寄友人
玉山清韵诗示予。夫宠文风雅中人，其取友必风雅人也。……予爱之慕之，定知玉山胸次高
（卷四十九·正德四年条），
（日）鹿儿岛县 !*"" 年版，第 !## + !"* 页。
!《鹿儿岛县史料·旧记杂录追录三》
《雪堂燕游草》绘制的《雪堂燕游图》。此外，程顺则还为木村探元的《中山花木图谱》
（从
" 木村探元的作品是根据程顺则的
“佛桑花”至“榕”共 !( 品）撰写汉文赞辞，作品今存夏威夷大学。参见横山学著《琉球国使节渡来之研究》，
（ 日）吉川弘文馆
!*’" 年版，第 %$’ 页。
《琉球聘使记后人所录记》
（《宫城书》
(((），第 ((* 页。
# 参见
《雪堂燕游草》，康熙三十七年（!)*’）刊，存（日）国会图书馆等。
$ 程顺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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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称为玉山，信不诬也。所恨山海各方，莫能一晤。倘天假良缘，把臂言笑，快何如之！书此
以为千里之面言。
关于王登瀛的生平事迹，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传记资料，想必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 !。但是
王登瀛师从的陈元辅，由于弟子程顺则的关系，不少资料保存至今，兹摄要介绍如下。
陈元辅的诗文集《枕山楼文集·诗集》
（ 各 ! 卷），在程顺则的资助下，康熙辛未（ !"#!）、壬申
（!"#$）附 % 序刊刻，卷末的刊记特别申明：
“程子捐赀，为予刻诗。
”林潭序中也提到：
“ 程子……一日
袖昌其（陈元辅字）诗，问予曰：
‘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寿之梨枣。
’”"
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也是得到程顺则的资助刊刻的，程顺则在该书跋记中写道：丙子
（!"#"）晋京途中，向陈元辅质作诗疑义，获赐师之《课儿诗话》，遂与僚友杨丹岩、游学诸子毛允和等
% 人捐资授梓。# 陈元辅除了参觐元人喇布（!"&%—!"’! 年）的帷幄及提军张公的幕下外，一生未曾
仕官，沉潜于读书与著述。$ 他通过与琉球使的交往，对程顺则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著作在琉球
人的资助下刊刻，不仅得以名垂青史，而且飘洋过海传播到日本 %。
如上所述，日本锁国时期，萨摩藩的一介文士的汉诗集《梅花百咏》，通过琉球人程顺则的斡旋，
远播重洋传到大陆的福州，程氏的挚友王登瀛遥寄序文，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在此不由得想起吉川幸次郎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新井白石、室鸠巢、伊藤东涯等 !" 位名士赋诗
和清人魏惟度《八居题咏》的史事，指出三流诗人魏惟度因编撰阿谀大官的《皇清百家诗》，日本名士
竞相赋诗和之，决非体面之事，实是锁国造成的悲剧。&
!" 位名士赋诗和魏惟度的《八居题咏》，距《梅花百咏》刊行仅 " 年。与此相比，本稿所述只是
文坛边缘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段插曲。无名文人之间充满善意的心交，仿佛使我们看到锁国时期文
化交流中闪光的侧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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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王登瀛有题为《柔远驿草》的诗集。柔远驿在福州东七里的琉球朝贡使驻地，
! 承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沧泽先生赐教，
亦称琉球会馆。王登瀛在此与琉球使人频繁接触，
《柔远驿草》收录吟咏驿站东西风光的诗作 $. 首，与收录其他诗歌 %. 余
首的《柳轩诗草》合刻刊行。这部诗集现存内阁文库，首冠康熙甲戌（!"#%）林潭序，作品包含送别程顺则归国的五言律诗
等。关于《柔远驿草》，请参见陈捷先《清代琉球使在华行程与活动略考》
（载《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第二届历史关系国际
会议实行委员会 !#’# 年版，第 ## - !.! 页）。康熙六十年（!+$!），王登瀛还为程顺则编撰的琉球人汉诗文集《中山诗文集》
撰写序文，可见王登瀛是与琉球人交往最为密切的福州文人之一。
《枕山楼文集·诗集》各 ! 卷，康熙三十一年（!"#$）序刊，存（日）内阁文库。
" 陈元辅著
陈元辅著
《枕山楼课儿诗话》
! 卷，雍正三年（!+$&）跋刊，存内阁文库。另有大漥诗佛校、文政 , 年（!’$.）刊等和刻本数种。
#
《枕山楼课儿诗话》所载福州府儒学司训戴氏序。
$ 陈元辅著
其《枕山楼茶略》有日本文政年间（!’!’ - !’,.）刊本。
% 除了注 $+ 的和刻本数种外，
《新井白石与清人魏惟度———日中交涉史的资料一则》，载《东方学》第 %$ 期，
!#"! 年。
& 吉川幸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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