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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一句一世界，三百见大千。俳句并非名言警句，而是短诗，产
生于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当时有一种来源于古典短歌
的“俳谐连歌”很盛行，人们在一起吟歌，你吟上句我吟下句，上
句五、七、五，十七字，下句七、七，十四字，构成一首和歌，可
以连作三十六首、一百首。俳句就是上句，日语中称为“发句”，
后来逐渐独立出来，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俳句。

俳句作为一种只有十七个字音的日语经典短诗，比中国的绝句
还要短，但在小小的世界里却四时花不谢，八节草长春——每一句
里，都有一个表示季节的词，叫做“季语”。本书目录中的花草虫
鸟等就是季语。为了符合我们中国人读诗的习惯，本书把俳句中的
季语放到诗题的位置，而其实俳句一般没有标题。至于这些季语到
底表示春夏秋冬的哪一季，赏析文中皆一一温馨点明。

一眼看去，俳句尽是风花雪月，但并不一味写景咏物，而是把
季语与叙事融合起来，构成某种意境，表现作者的新感觉和微妙心
情。比如“俳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幽幽古池塘，一只青蛙跳进
去，轻轻水声响” 。原文比译出来的空灵，有人能感受到禅的境
界。近代女俳人杉田久女的俳句“尽日赏花回，重重缠腰罗裳带，
轻解成锦堆”，说的是赏了一天樱花感觉疲倦，回家后一个人坐在
榻榻米上，把缠着的和服带子一圈圈解开，那种花样女子特有的情
趣谁曾想象过？

翻开这本书，琳琅满目的名句会展现在眼前，有的优美如画，
有的禅意深幽，有的是女子的自我欣赏，有的是男人的孤独自嘲，
每一句都是独特的人生体验，读一次就是一次美的邂逅。不懂日语
也不用担心，俳句都译成了汉语，小短文是进一步的解析，里面不
出现一个日文词语。如果您喜欢日本文学，如果您爱好诗歌，或者
对日本文化感兴趣，或者想了解日本人独特的心理，邀请您步入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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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世界。
本书中赏析文的语言与俳句的风格相谐，惜墨如金，但字字不

离对俳句的解析，句句都是对俳句的欣赏。另外，本书中的俳句作
品大致按照作者出生时间顺序编排，同时在“作者简介”和赏析文
中特别说明了重要俳人的师承关系，从头到尾读下来，可以说就是
一部简明俳句发展史。关于俳句的翻译，本书采用五、七、五十七
字分三句的方式，是为了突出俳句的形式特点。翻译俳句时首要把
握两个原则，一是尽量切近本义，通顺好懂；二是需要加入反映背
景的词语时，不将诗人的情绪和微妙心理透露出来，留给贤明的读
者自己去品味。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数十种相关书籍，比如水原秋樱
子的《俳句鉴赏辞典》《现代俳句鉴赏辞典》，山本健吉的《现
代俳句》《芭蕉——鉴赏与批评》，三省堂出版的《名歌名句辞
典》，小学馆出版的《近世俳句俳文集》，角川文艺出版的《俳文
学大辞典》，此外还有多种《俳句岁时记》以及著名俳人的专著和
作品集。正是这些大作的支撑，才有了编写本书的自信。多少年
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著述就像一盏盏明灯，指引着笔者学习俳
句的道路，钦敬之余亦有相伴不孤之感。本书编写历经数年，获得
国内外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之情难以言表。

玲珑俳句，谐趣风雅，在忙碌的生活中，若能得半日闲暇，不
妨放下心来，泡一壶香茶，品三五俳句，游目异域风情，领略百态
人生，静听虫鸣鸟啭，细赏雪月风花，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作 者
 2017年春 于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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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扇

月に柄をさしたらばよき団扇かな

山崎宗鉴

夜空月儿圆，

如果给它安个柄，

一把好团扇！

赏  析

今天是十五吧，月亮又大又圆。诗人一般都是月痴，免不了动诗心，发

感慨。是啊，“举头望明月……”，可是接下来没有“低头思故乡”，因为

他此时多半就在自家的小院里呢。他思什么想什么呢？有点怪，此刻的月亮

明明看着像把团扇，可觉得哪里还是有点不一样，原来缺只把儿。没把儿怎

么摇啊？好啦，给它安个把儿，不就成一把漂亮的团扇了嘛。不但可作美人

遮面之用，还能送来清凉呢。

这是俳谐的开山之祖山崎宗鉴的名句。本来，把圆月比作团扇，在日本

古代的诗歌中算不得新鲜，但为什么此句却为人们津津乐道？秘密就在“安

柄”这一奇思异想，道出别人之所未道。不过，“别人未道”也有原因。由

于汉诗和短歌都追求庄重和典雅，给月亮安柄之类的说法一般不会入诗入歌

的。但俳句的审美情趣独特，它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即“俳味儿”，缺少了

诙谐幽默，俳句也就变成清汤寡水了。

作  者  简  介

山崎宗鉴：生卒年未详，一般认为卒于1539年以后。室町时代的连歌

师、俳人。编著有《犬筑波集》，与荒木田守武并称为俳谐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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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青柳の眉かく岸の額かな　　

荒木田守武

青青河畔柳，

随风摇摆甚轻柔，

画眉在额头。

赏  析

“芙蓉如面柳如眉”，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描写杨贵妃的诗

句，用柳形容女子细长秀美之眉确实很贴切。日本的一本有名的古代诗歌

集《汉和朗咏集》里，还收了白居易的另外一句以柳喻眉的诗句：“昭君

村柳翠如眉”，可见古代日本人也了解和喜欢这种比喻，而此俳句的作者

肯定更加熟知。由柳及眉，由柳眉及美女，这样的联想路径已经有先例，

要想翻新就得另寻出路。

春风和煦，诗人信步来到河边，也许是湖畔，看到垂柳摇曳，自然联想

到美女，想到美女的柳眉。再往前看，春草初生的河畔、湖畔，突向水中，

弯弯的，别有韵致。诗人忽然眼前一亮，那不像额头吗？这就是新发现！把

河岸湖畔看作额头，画眉便有了落笔处，一个临水晓妆、婉转画娥眉的美女

形象呼之欲出。此俳句有古典韵味，从中能够发现过去古代日本文人与中国

文人之间相通的审美情趣。

作  者  简  介

荒木田守武（1474-1594）：室町时代的连歌师、俳人。他让俳谐从连

歌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著有《守武千句》，与山崎宗鉴并称

为俳谐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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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蝴蝶

落花枝にかへると見れば胡蝶かな

荒木田守武

春暖寻芳时，

忽见落花返花枝——

原来蝴蝶飞！

赏  析

落花还会返回枝头？除非是电影倒放。中国宋人所编禅宗史书《五灯会

元》和日本古代谣曲中就有“落花难上枝，破镜不重照”之类说法，乃是理

性的表达。

诗人往往并不那么理性，他在欣赏春日美景的时候，忽然看到落花飘飞

到枝头，在那里停留下来。他疑惑，落花怎么回到花枝了呢？定睛细瞧，原

来并非落花，而是几只彩蝶！

此俳句之所以吸引人，是作者巧布迷阵，先设一个违反常理的落花返枝

的悬念，然后破解迷阵，解开悬念。在仅仅十七字间，竟能安排如此跌宕起

伏的情景，实在令人赞叹。当然，此句真正意图是描写春天百花盛开、群蝶

曼舞的美丽景象，表达作者和人们对美好春天的喜爱、赞叹之情。另外还应

注意到，作者的心态也与历来的诗人们常以“落花”表达无奈、忧伤情绪不

同，而是更加天真、乐观、开朗，像春天的阳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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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 花

天も花に酔へるか雲の乱れ足　　

野野口立圃

天亦赏樱乎？

飘来飘去似醉酒，

云脚晃悠悠。

赏  析

在古代日本的文学中，最初提到花一般是指梅花，平安时代（794—

1192）以后则成了樱花。每年三月中旬开始，樱花由南向北渐次开放，五月

中旬在北海道收尾。日本人喜爱樱花，一是因其开时灿烂，二是因其落也匆

匆，让人爱，惹人怜。樱花盛开的时候，人们或呼朋唤友，或携妻带子，花

下聚餐饮酒，晕晕乎乎，尽享人世之福。

江户时代的这位诗人，他太喜爱樱花了，一路赏下来便醉了，不只醉

酒，更是“醉花”！

不管醉酒醉花，反正脚下不稳了。从高高的樱花树望上去，蔚蓝的天空

白云悠悠。噫？云彩怎么也飘忽不定，云脚紊乱，莫非也是在赏樱花，因花

而醉了？常言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莫不是花不醉云天也醉？

明明是自己赏花陶醉，脚步不稳，却说天上的云彩如此，真是妙人妙

语。要问樱花有多美，人爱樱花有多深，皆在此句谐趣痴语中。

作  者  简  介

野野口立圃（1595-1669）：江户时代前期俳人，原属松永贞德门下，

后独立。善画工书，为后世留下不少俳画，亦有俳谐作法相关著作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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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花

かをり来て眼に酢ぞたまる梅の花

野野口立圃

何处暗飘香，

进入眼中醋汪汪，

梅花正芬芳。

欣  赏

梅花，在诗歌中自古都是描写其气味芳香，中国和日本都一样。但在此

俳句里，作者却感受其气味的“酸”，说梅花香气飘来，进入眼睛，感觉像

是溅了醋。

这是因为梅子的味道是酸的，心里一想到梅子，口水就泛出来了。“望

梅止渴”就是这样的条件反射。作者进一步联想，赏梅的时候，花香飘入眼

睛，眼睛不是也会像口齿一样感到酸吗？

将品格高雅的梅花和与柴米油盐同类的醋相提并论，在汉诗和短歌里

一定不会出现，因为不够庄重欠缺优雅，但在俳句中却是“和谐”的。这个

“谐”也是“谐趣”的“谐”。俳句的审美是独特的，有意追求滑稽谐趣，

这或是俳句存在的理由。在中国和日本，脍炙人口的咏梅诗歌何止成千上

万，而这一短短俳句只因一个“醋”字而独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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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野

巡礼の棒ばかり行く夏野かな

松江重赖

夏日原野上，

草深不见巡礼人，

棍棒走路忙。

赏  析

所谓“巡礼”就是去供奉神佛的地方参拜，是一种朝圣活动。从“巡”

字可以看出，往往不是去一处圣地朝拜，比如日本古代的“西国巡礼”是拜

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变化三十三种形象救众生，所以有三十三处供

奉的地方，要一圈拜下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翻山越岭的巡礼有个特点，就是手里拄个棒子，一可以做拄杖，二可

以对付可能遭遇的虎豹狼虫。在此俳句中，巡礼人走在夏天的原野上，草木

茂盛，长得很高，远远看去，不见人影却见棍棒在移动。这一描写夸张而真

切，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怀着虔诚的心去“巡礼”，大夏天的并不轻松，光是暑热就让巡礼人吃

尽苦头。但旁观者事不关己，看见巡礼人的棍棒好像自己行走，觉得特别滑

稽。诗人把这一情景通过俳句的镜头录下来，穿越时空，传到数百年后我们

脑海中的荧幕上。

作  者  简  介

松江重赖（1602-1680）：江户时代前期俳人，先入松永贞德门，后

离开，对西山宗因的“谈林派俳谐”有很大影响，著述有《犬子集》《吹毛

草》《佐夜山中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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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规

さてはあの月が鳴いたか時鳥　　

泉郎一三子

听得子规叫，

抬头望去无影踪，

莫非是月鸣？

赏  析

子规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表达羁旅思归的情绪，因其叫声听起来像“不如

归”。而在日本的传统诗歌里，多用来表达恋情，抒发怀古幽思。江户时代

前期的俳人岸本调和在一首俳句中写道：“等着子规鸣，子规子规快快鸣，

不觉浑入梦”，可见日本人多么喜欢听子规鸣叫。

这首俳句的作者听到子规鸣叫，第一反应就是循声找子规，但没有看

到子规的踪影，只有明月当空，月光如水。怎么看不到子规呢？诗人心生疑

惑：刚才果真有子规鸣叫？还是自己听错了？不会，那么熟悉那么好听，不

会听错。也许是其他鸟叫？也不会，其他鸟大多不在夜里鸣叫，即便鸣叫，

也与子规的声音不一样啊。

朝着刚才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进入眼帘的唯有一轮明月。哦，刚才的

叫声，莫不是来自月亮？是月亮的叫声？

天真的错觉，超凡的构想，营造出美丽、奇特的俳句意境。

作  者  简  介

泉郎一三子：生卒年不详，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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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雁

おらんだの文字か横たふ天つ雁　　

西山宗因

大雁横碧空，

连翼翱翔自成群，

仿佛荷兰文。

赏  析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是李清照的词《一剪

梅》中的名句，这里的“雁字”，是说大雁飞回时排成“人”或“一”的字

形。飞在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产生一股上升气流，一只跟一只飞可以节省

体力，飞得更快。这样的队形，在中国人眼里正好是“一”或“人”字，在

日本人眼里也大致相同吧，因为他们也使用汉字。但这位诗人却把雁群的形

状看成“荷兰字”，着实有点新奇。

如此新奇的想象并非凭空而来，当时作者游历于日本南部的长崎，当地

是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与荷兰通商的港城，有荷兰文化的气氛，因此诗人想

到“荷兰字”顺理成章，而且沾着点洋气，透着点俏皮。

另外，与汉字的“人”字和“一”字相比，作为西方文字的“荷兰字”

形状曲折而连续，更能够表现出大雁在飞行过程中追逐、换位的动作以及雁

群飞行时流动、连贯的形象。

作  者  简  介

西山宗因（1605-1682）：江户时代前期的连歌师、俳人。与当时趋向

形式化的松永贞德门派针锋相对，倡导自由的俳谐，主张即兴诙谐的俳谐，

形成了以他为中心、聚集了新一代俳人的“谈林派”。其后的俳圣松尾芭蕉

受谈林风格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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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扇

独寝も肌やあはする紙ふすま

高濑梅盛

寒夜独眠时，

犹让肌肤紧相依，

绵绵隔扇纸。

欣  赏

冬夜独眠无人陪伴，是何物如此柔软体贴温暖？原来翻身挨到了隔扇，

隔扇上糊的“和纸”（日本传统纸）丝滑绵软。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女子独守空床的诗歌比较多，反映她们的

孤独、凄苦，令人同情。反映男人独眠的很少，然而男子就不孤独吗？其

实也都一样。俳句中的这位男子寒夜独眠，他不能像一个弱女子那样孤灯垂

泪，于是发出一声苦笑：谁说非得美人相伴？一层“和纸”不同样让人销

魂，尽享软玉温香？

记得有一则西方笑话，说一个男人在火车上，车厢内的灯突然熄灭

了，这时他隐约觉得有什么向他靠过来，绵绵地贴在自己的腿上。一时间

以为一场艳遇将要降临，正当心驰神往之际，灯亮了，发现原来是邻座滑

过来一只大皮箱。人的心理很奇妙，此俳句的作者更有意思，宽慰了自己

也逗乐读者。

作  者  简  介

高濑梅盛（1619-1702）：江户时代前期的连歌师、俳人，属“贞门七

俳仙”之一。句风带有贞德门的语言游戏特点，不够新鲜，但他为人稳健，

吸引汇聚了众多门人，成为当时京都俳坛的重要人物。编著有《口真似草》

《类船集》《狂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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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花

一僕とぼくぼくありく花見かな　　

北村季吟

随身带一仆，

扑蹋扑蹋到处走，

赏花乐悠悠。

赏  析

在日本，赏樱花只说“赏花”，如果赏的是菊花就要说赏菊，赏的是梅

花就要说赏梅，赏的是牡丹花，也要具体说出。

樱花好像有一种魔力，她一开，日本人就在家里待不住了，都要出去看

一看，赏一赏。这已经成为集体意识，不这么做，似乎对不住上天特别的

恩赐，心理空落落的。赏花有诸多好处，全家出动，共享天伦之乐；与朋友

共赏，能谈诗论道，体会风雅；一人赏花，既可自得其乐，也可顺便生点闲

愁，发点人生感慨。作者带着一个仆人出去，自然想看哪看哪，想看啥看

啥，一切自己说了算。

带着仆人，扑蹋扑蹋地到处走，潇潇洒洒快快乐乐，让人如见其人如

闻其声。赏花本来算是雅事，作者却从俗中道出，显得滑稽风趣。俳句虽

然多表现风花雪月，但并不勉强附庸风雅，表现“俳”味即谐趣才是其真

本领。

作  者  简  介

北村季吟（1624-1705）：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和歌学者。属松永

贞德门下。著述中属“岁时记”的有《山之井》，注释书有《源氏物语

湖月抄》。最值一提的是，他的一名弟子后来成为“俳圣”，那就是松

尾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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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若花

雨の日や門提げて行くかきつばた

伊藤信德

雨天家中坐，

有人手提杜若花，

门前一闪过。

赏  析

夏天，下着雨，街上到处泥泞，只能待在家里，喝茶闷热出汗，看书光

线太暗，坐在窗前看雨，心情有些郁闷。

因为下雨，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忽然，觉得门前有人经过，眼睛被吸引

过去。那人步子迈得很快，手里提着一把花。人没看清，但对他手里拿着的

花印象深刻。那人拿着什么花呢？杜若。这是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

在池沼和水边，在日本也被人们种植在庭院里。叶子细长，剑状，30-90

厘米，五六月开花，多为紫色，也有白色的。这种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燕子花。当一个人雨天闷在家里的时候，这么漂亮的花意外出现，

令人眼前一亮。此句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提着”，大概这个

人刚刚从河边或池塘边拔来，遇上下雨，不管三七二十一带回家就行，手里

提着步履匆匆。

此句只呈现了瞬间印象，别的什么也没说，给人预留了很广阔的想象

空间。

作  者  简  介

伊藤信德（1633-1698）：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开始拜师高濑梅

盛，后接近谈林派，经常探索新的创作风格，与芭蕉也有交往。编著有《信

德十百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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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雪の朝二の字二の字の下駄のあと

田舍女

昨夜雪纷纷，

清晨一溜“二”字印，

何人落屐痕？

赏  析

过去日本人喜欢穿木屐。日本的木屐中，有一种在鞋底的前后各装一个

齿，走路时鞋底不直接接触地面，可让脚保持干净。

下了一夜雪，早晨停了，推开家门往外看，发现院子里的雪地上有木屐

踩过的印迹。是谁这么勤快，是谁这么风雅，早早就来到院子？洁白的雪地

上留下的木屐印迹特别显眼，仔细看，那屐痕竟像是一串“二”字。

在一般人眼里，木屐踩出的痕迹早已司空见惯，什么形状也不会去关

心，不就是些脚印嘛。但到了诗人眼里，脚印也会美起来，也有诗意。顺便

再欣赏一句佚名诗人的作品：“初雪刚刚下，小狗满院把欢撒，到处绽梅

花”，是不是也很美很有趣呢？

本句给人鲜明印象的不光是一串“二”字。还有，短短一句中用了五

个“の”，“二の字二の字の”的反复，无论在音韵上还是视觉上都会产生

一种连续回环的效果，巧妙而自然。

作  者  简  介

田舍女（1633-1698）：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师事北村季吟。后出家

为尼，改称贞闲，创建不彻庵。著述有《自笔句集》，歌集有《贞闲尼公咏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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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鹃

松ふくや茶釜のたぎりかんこ鳥

岸本调和

风送松涛声，

炉上茶 正沸腾，

时有杜鹃鸣。

赏  析

炎炎夏日，在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时代，有阵阵凉风吹来，一定是非

常惬意的。本诗一开头就赞叹：好松风啊！

我们可以想象主人公所居的环境：不远处就有一片松树林，不只凉爽，

还远离闹市，如此好环境，不管现在还是几百年前，都能让人放松、心静。

心情平平静静，支起茶锅，点起茶炉，水沸腾了，发出轻轻的响声。

该沏茶了吧？这时正好杜鹃鸟的叫声传来，十分悦耳。

茶香飘溢，此刻主人、客人鞠躬如仪，进入相敬相悦的和谐境界。

喝茶本来是一件最普通不过的事，直接目的就是解渴、给身体补充水分

而已。有雅兴的人，却让喝茶成为一种仪式，在安静优美的环境中品味，生

活就多了一点情趣。

此句中，松林的风声、茶锅水沸声和杜鹃的叫声构成一曲交响乐，主人

和客人们在天然的乐曲声中赏景吟诗，“又得浮生半日闲”。

作  者  简  介

岸本调和（1638-1715）：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以武士为中心广罗

门人，曾一度雄踞江户俳坛，但随着芭蕉一派的兴起而逐渐衰落。句集有

《富士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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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 花

花を踏んで踏鞴恨めし暮の声

幽山

游山踏花行，

冶铸风箱惹人恨，

日暮响钟声。

赏  析

踏着凋落的花瓣在山中行走，走着走着不觉暮色苍茫，传来了寺院的钟

声。一般来讲，听到钟声要么感到亲切，要么勾起寂寞。亲切是因为可以去

投宿，寂寞是日暮时容易产生羁旅之情。但这位主人公却是心生怨恨，怨恨

对象是用于铸钟的风箱。

为什么恨风箱？因为风箱与钟有联系。铸钟的时候炉火鼓风要用风箱。

那么还是不明白，恨风箱何为？原来，古时候有个叫能因法师的歌人写过

这么一首短歌：“春日到山家，只为赏樱花，日暮钟声起，花落如雨下。”

由此，俳人把钟声与落花联系在一起，认为花落是由于钟声引起的。再往下

想，钟是怎么来的？于是一步步把铸钟的风箱也牵扯进来。

绕这么大的弯，想表达什么？爱花！花令智昏，以至让诗人语无伦次。

再对照一下那首短歌还能发现：相对于短歌讲究优美，俳句更追求谐趣。

作  者  简  介

幽山：生年未详，卒于1702年。开始在松永贞德门下，后转到谈林派。

是江户进步派的领袖。据传芭蕉曾做过他的执笔人。编著有《江户八百韵》

和《俳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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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 野

枯野かなつばなの時の女櫛　　

井原西鹤

茫茫荒野上，

谁丢一只花梳子？

白茅摇曳时。

赏  析

时值冬季，荒野茫茫，四下望去人影难见。忽然，发现前面枯草中有个

特别的什么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梳子，一只女人用的梳子。

弯腰捡起，拂去灰土，诗人浮想联翩……

女人的梳子，怎么跑到这荒郊野外？大冬天的，有女人会到这里来，还

弄丢了梳子？

对啦，那一定是在白茅茂盛生长的春天，女人们三三五五，结伴来到野

外摘嫩草了吧。春天有七种草，煮汤喝，可以防病祛病的。

那些女人们，也许太专心摘草了，有人掉了头上插的梳子都不知道，也

许年轻漂亮的她们一边摘草，一边嬉戏打闹，把花梳子遗失在草丛中，也

许……

也许西鹤想得更多，但这位创作了《好色一代男》及《好色五人女》等

许多风情小说的大作家，这次不是洋洋洒洒地讲述什么，而是仅仅奏出十七

个音符的乐章，拉开序幕，引领读者登台演绎各自心中的美丽故事。

作  者  简  介

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浮世草子（反映大

众生活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

藏》等。师事谈林派的西山宗因，俳句风格自由奔放，以据传一昼夜吟咏

二万三千句而为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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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唐土に富士あらばけふの月も見よ

山口素堂

泱泱之中国，

彼处若有富士山，

且赏今夜月！

赏  析

古代的日本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喜欢中秋赏月，不过稍有不同的是，赏月

的时间除了阴历八月十五，还有阴历九月十三。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明，这次

是九月十三晚上赏月的。

这位诗人，大概像唐朝李白那样“举杯邀明月”，已经微带醉意，竟朝

着瀚海相隔的“唐土”喊话：你们那里如果有富士山的话，也欣赏一下今晚

的明月吧！

是“举头同望月”的相邀吗？那么，“如果有富士山”云云，又是何

意？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中的神山，在它顶上升起的月亮，比在别处看到的更

加美丽。他知道在中国赏不到眼前的富士明月，所以，一股自豪之情油然而

生：月亮，还是富士山的好，还是日本的圆啊！

月是故乡明，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都一样。

看到富士明月，思绪飞到中国。若不是中国文化深深影响当时的日本

人，诗人哪会产生这么奇趣的联想 ?

作  者  简  介

山口素堂（1642-1716）：江户时代前、中期的俳人，师事北村季吟，

作大量和歌和汉诗，丰富的学识对同门的芭蕉也有影响，成为葛饰蕉门的始

祖。句集有《素堂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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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 花

花を踏んで洗足をしき夕べかな

野口在色

樱花正芬芳，

踏花归来下夕阳，

洗足有余香。

欣  赏

阳春三月樱花盛开，亲朋好友相携外出赏花，就像过节一般。樱花和别

的花不一样，除了树上繁花似锦，如云如霞，还有花瓣不停飘落，人们走在

树下，如同踩在铺好的花毯上面，好不惬意！

整整一天花下流连，傍晚归来，诗人端来温水，脱掉鞋子，把脚好好洗

一洗。赏花是件快乐的事，风雅的事，但头要抬一天，腿脚走一天，其实也

够辛苦的，因此日语中还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花疲”。在温水里

泡泡脚，首先可以消解疲劳，同时也好回味一下白天赏花的情景，重温在大

自然中享受的快乐。诗人看着自己的脚，好像它们今天有点不同了，一日踏

花，这双脚似乎也比平日可爱了许多，仿佛还残留着些许花香，有点不舍得

去洗了，怕失掉赏花踏花的美好记忆。特别在这暮色渐浓的时候，诗人的心

情因好景难留而渐渐生起了淡淡的惆怅。

作  者  简  介

野口在色（1643-1719）：1674年入俳谐大师西山宗因门，翌年请宗

因赴江户，将本次活动所作俳句以《谈林十百韵》发行，构筑了江户谈林

派隆盛的基础，后来作为谈林派的代表作家活跃于俳坛。著有《俳谐解脱

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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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 花

阿蘭陀も花に来にけり馬に鞍

松尾芭蕉

樱花正芬芳，

荷兰洋人也来赏，

端坐马鞍上。

赏  析

樱花非日本独有，但日本人最为喜欢，每年春天樱花盛开时，大家如同

过节一般去赏花，享受快乐时光。以往不论男女老幼，相距或远或近，看花

的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可是今天，芭蕉发现和他们长相大不一样的洋人也来

凑热闹，那是帮荷兰人。

江户时代幕府实行的是锁国政策，仅开放长崎与西方通商，通商的国家

主要是荷兰。这些荷兰洋人被满城樱花吸引也来凑风雅，但不像当地人那样

指指点点慢慢欣赏，只是端坐于马背招摇过市，实在好笑。荷兰人“也来”

赏樱花，这口气表明此情景并不多见，透露出作者的新鲜感。樱花年年开，

今年洋人来，芭蕉的诗兴也被激发出来了。

几个荷兰人哪会知道，他们走马观花的身影却成了其他看花人眼中的

风景。

此句的内容，描绘了当时日本和西方来往的一个真实情景，反映出当时

日本人对西方人的好奇心理。

作  者  简  介

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时代前期的俳人。曾在京都师事北村季

吟，后在江户深川结芭蕉庵。超越谈林俳风，创立蕉风，把高境界的艺术带

入俳谐，被尊为“俳圣”。在日本各地旅行，写下许多名句、纪行文。主要

纪行文、日记有《荒野纪行》《笈之小文》《更科纪行》《奥州小道》《嵯

峨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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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阵雨

いづく時雨傘を手にさげて帰る僧

松尾芭蕉

何处遭雨淋，

和尚手提一把伞，

匆匆归寺门。

赏  析

黄昏时分，一个和尚，手提一把伞，朝前方远处的一个寺院走去。雨水

顺着伞尖一路滴落……

初冬经常下小阵雨，“何处”，就是说作者所在的地方没有下雨，或雨

已经停了。这个和尚出门时应该还没下雨，半道突然下起雨来，匆匆往寺院

赶，险些被淋成落汤鸡。

这是路上偶遇的小情景，在芭蕉的俳句中成了一幅人物水墨画。

初冬，寒气到来，花落草枯，不禁让人产生寂寥之感，这时，一个遇到

冷雨的和尚，手提一把伞独归，此般情景使得寂寞的气氛更加浓重。日本的

短歌和俳句，经常表现这种情绪，这是日本人主要的审美情趣之一。

“晚寺归僧”有汉诗意境，在日本谣曲“项羽”中有“苍苔路滑僧归

寺”的语句，在《和汉朗咏集》中也有类似的诗歌。

“提伞独归僧，何处遭雨淋？”细品，其中含有俳句独特的滑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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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芭蕉野分して盥に雨を聞く夜かな

松尾芭蕉

芭蕉卷秋风，

茅屋漏雨滴水盆，

一夜听此声。

赏  析

作者前一年冬天住进此茅屋，在院子里栽种了门人送的芭蕉，从此被门

人称为“芭蕉翁”，自称“芭蕉”。

茅屋外，强劲的秋风吹动、撕裂着硕大的芭蕉叶子，声音格外凄凉；茅

屋里，不停漏雨，漏雨滴滴答答地落在盆里的声音，让人彻夜难眠。一夜听

着风里芭蕉和盆中滴漏的二重奏，孤寂之感可以想见。作此句时，作者的头

脑里大概有杜甫、苏东坡诗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床头屋

漏无干处”，苏东坡有“床床避漏幽人屋”的诗句。

此俳句从格律上来说，属于“破格”，第一节按格律应为五个字音，这

里是八个，叫“字余”。江户中期服部土芳的《三册子》中收为五个字音，

即去掉“芭蕉”只留“秋风”，并说原为“芭蕉秋风”。但后来的人们普遍

接受破格句，认为更有气韵。作者听着风吹蕉叶声，听着漏雨声，体会自己

的孤独，反映了隐者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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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槿花

道のべの木槿は馬に食はれけり

松尾芭蕉

一朵白木槿，

开在路边未及观，

成马口中餐。

赏  析

嘎哒嘎哒，芭蕉骑马走在路上，忽然，路边一朵花映入眼帘，那是一朵

白色的木槿花。正当芭蕉准备靠近观赏的时候，马头抢先伸了过来去。一愣

神功夫，花早被马吃进嘴里。

花消失了，花的形象清晰地留在芭蕉的脑海。

这是生活中戏剧性的一幕。马上的主人雅人深致，路边一朵小花就令其

神迷，胯下之马却是实用主义，不管三七二十一吞进肚子再说。当时芭蕉大

概只好无奈苦笑，不能跟马一般见识，便拉拉缰绳，继续赶路。

此句看上去就这么简单，但从古到今不少日本人从中读出隐者芭蕉诸行

无常的思想、禅的直观哲学以及老庄的虚无感。比如，白居易有诗“槿花一

日自为荣”，花开一日便蔫，那还不算无常吗？从木槿花因美丽而引来被马

吃掉之祸的角度，有人解读本句有警示“枪打出头鸟”的含义。不过谁能判

定当时芭蕉的心思呢？



22

月

馬に寝て残夢月遠し茶のけぶり

松尾芭蕉

朦胧马背眠，

残梦依稀晓月远，

袅袅升茶烟。

赏  析

黎明之前便从客栈出发，骑在马上又重回梦乡，过山岭时恍然醒来，只

见远处晓月低垂，山脚下的山村，已经冉冉升起了煮早茶的轻烟……

这样的情景，本身就如诗如画，勾起了芭蕉的丝丝旅情。

晓月、残梦、炊烟，中国人读到这些，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确实，作者

自言受到中国唐朝诗人杜牧“早行”的启发而作。杜牧的原诗是这样：“垂

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霜凝孤鹤迥，月晓远山

横，僮仆休辞险，时平路复平。”

相较杜牧诗的四十字，俳句只有十七个音，内容并不丰富，也没有杜牧

诗中关心社会的深刻思想，但俳句的画面简洁，给人印象反而更加鲜明。虽

然此句步汉诗而成，但并非简单模仿，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山林行旅生活，意

境清幽。这种具有汉诗风格的俳句，也体现了当时日本士人向往古代中国文

化的特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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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芋

芋洗ふ女西行ならば歌よまむ

松尾芭蕉

河边洗香芋，

西行法师逢此女，

当会歌一曲。

赏  析

芭蕉走到西行谷山脚下，看到河边有女子洗芋头，心里想：如果是西行

法师的话，会即刻上前给她作歌一首吧。

西行法师是谁？那是古代一位著名的诗僧。有一次遇雨借宿时，房主游

女闭门不纳，他顺口吟出：“皆因遁世遇此难，君惜暂借为哪般？”女子

答道：“既言汝是遁世人，何必存此暂宿心！”原来这位女子并非游女，而

是当地的女神（谣曲里说是普贤菩萨），不借宿于西行，并非小气或世俗原

因，而是对西行的一次点化。芭蕉因西行谷想起西行法师，当看到那位洗芋

头的女子，又想到西行法师曾为游女吟诗，就咏出本句。

芭蕉寻求艺术真谛，追求人生理想，抛却繁华的都市生活，漂泊于山水

之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另一面他仍具有普通人的情怀，河畔洗菜的女

子也会让他浮想联翩。也许是自己难抑献歌之情吧，却借西行说事，除了风

雅浪漫还带着点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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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棉花

わた弓や琵琶になぐさむ竹のおく

松尾芭蕉

砰砰弹棉弓，

竹林传来慰人心，

犹如琵琶声。

赏  析

砰砰砰，砰砰砰……什么声音？如此有节奏感，是琴声吗？再听，像琵

琶声，仔细听，终于听出来了，是弹棉花的声音，是弹棉弓发出的声音。

也许我们会笑出来。弹琴水平差，常被嘲讽为弹棉花。

芭蕉一本正经地说，弹棉弓的声音像琵琶声。虽有谐趣意味，但不是反

话，因为他还说，这琵琶一般弹棉弓的声音，听了以后，心里感到了很大的

安慰。什么安慰？他没说。

为什么弹棉花？不是做棉衣就是用来织布，织布做衣是普通人的生活，

是家庭生活。经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旅途的芭蕉，听到这生活之音，

就会有家一般的感觉，住在这里就如同住在家里，会觉得亲切，觉得温馨，

这就是“安慰”。

赏析至此，依然浮想联翩，作首打油诗搁笔吧：何人弄棉弓？竟作琵琶

声，竹林深幽处，自今来好风。



 25

捣 衣

碪打て我に聞かせよや坊が妻

松尾芭蕉

山寺宿傍僧，

房主之妻夜静时，

请作捣衣声。

赏  析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捣衣，洗衣时用棒槌敲打衣

物，既可以省力又洗得干净。敲打浆洗好的衣物可以使其柔软平整，穿起来

舒服。捣衣是过去妇女的日常家务，十分辛苦。中国古典诗中的深夜捣衣，

常常表现家中妻子对戍边丈夫的思念之情。

芭蕉投宿在奈良南部吉野的一家山寺客房，客房附属于寺院，房主人半

僧半俗，有妻子生活在一起。空旷、寂静的环境，芭蕉想请房主人的妻子夜

里捣衣，让捣衣声驱走缠人的寂寞。夜深处传来的捣衣声，带着人的思念，

带着家的温馨，会让一个常年风中雨中苦旅的人感到些许安慰。让房主的妻

子夜半捣衣，这不情之请也许本来就只是个念头，还有几分玩笑的意思，但

反映的当是诗人真实的心情。

开始提到的李白的诗以及中国古代许多诗中“捣衣”的意境，也一定是

当时芭蕉怀古幽思的背景。另外，请人家妻子半夜三更捣衣，为自己遣怀，

恐怕芭蕉自己也为这种奇葩想法暗自发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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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鸭

海くれて鴨のこゑほのかに白し

松尾芭蕉

日暮茫茫海，

不见野鸭寒影飞，

依稀叫声白。

赏  析

夕阳落去，刚才还明亮的海面，很快变得昏暗起来。

从远远的海上不时传来野鸭的叫声，却看不到野鸭飞翔的身影。

面对茫茫的大海，听野鸭的鸣叫，听着听着，那叫声朦胧起来，不知不

觉中似乎出现在了眼前，啊，是淡淡的白色。

从声音转化成颜色，这是诗人心理上的幻觉。以视觉表现听觉，修辞上

解释为“通感”。现在声乐课上，老师有时指出学生唱得太“白”，也是把

声音转化成颜色，让学生清楚地“看见”自己的音色。在诗歌中运用这样的

表现手法，近现代已经常见，但在三百多年前芭蕉那个时代，应当是非常新

鲜的，前卫的。

这首俳句的魅力不仅仅表现在技巧上。当一个人面对苍茫大海物我两忘

时，自然而然发生了听觉视觉转换，在近似幻觉之中，隐含着淡淡的旅愁，

这是奔波于旅途的芭蕉的真实感受。不到这一步，不能算真正读懂了本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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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蛙

古池や蛙飛込む水の音

松尾芭蕉

幽幽古池塘，

一只青蛙跳进去，

轻轻水声响。

赏  析

一方古池，平静幽深，一只青蛙跳入，发出水声，四周复归宁静。

这是俳圣芭蕉的代表名句，也是日本俳句的一张“名片”。一般人不一

定了解许多俳句，但至少应知道这一句。

“古池”，是空间和时间构成的世界，“池”是空间，“古”是时间，

现实的池和悠久的时，形成了一个历史的时空。“扑通”，一只青蛙跃入水

中发出了声响，寂静的世界顿时震动了，生动了，有了生命。接着，这生动

的世界，又归于平静，比刚才更静，静如水波扩展，直到宇宙的深处，直到

世界的原初……

有人认为那是“禅”的境界。这样说似乎有点玄妙，不过，数百年来多

少人对此句着迷，至少可以认为芭蕉创造了一个迷人的艺术秘境。读此句者

真的感觉进入了静寂的天地，那就与俳句有缘，与芭蕉有缘了。

非古池静，是君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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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

きみ火をたけよき物見せむ雪丸げ

松尾芭蕉

添火请劳烦，

给君看样好东西——

滚个大雪团！

赏  析

某天晚上，一个叫曾良的朋友雪中来访，主人芭蕉特别高兴，对朋友

说：“你来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我要给你看样好东西”。朋友想，一个一向

淡泊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稀奇宝贝？正觉得奇怪呢，芭蕉接着说他要到门外

去，滚一只雪球！

滚一只雪球给朋友看，如果不事先说明，还以为小孩们玩游戏呢。一个

半生苦旅，追求艺术和人生真谛的人，言行却如此单纯，令人难以置信。

毫不客气地让客人自己烧旺炉火，可见朋友间关系亲近，互不见外。顶

风冒雪去滚雪球，表现出芭蕉如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心理。茅屋仅可遮风挡

雨，家中别无余物，大自然却为我拥有，一只雪球就是天赐宝物，与朋友分

享。君子之交洁如雪。

雪球滚好，炉火挑旺，宾主相互敬茶，围炉夜话，不亦快哉!

这首俳句为口语风格，表达方式与内容相辅相成，几百年来一直脍炙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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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叶

若葉して御目の雫ぬぐはばや

松尾芭蕉

用一片嫩叶，

我想轻拭您眼里

晶莹的泪滴。

赏  析

在奈良的唐招提寺，供奉着鉴真和尚的坐像，1688年4月的一天芭蕉前

去拜谒。

鉴真和尚是唐代的一位律宗大师，生年比李白早十三年，应日本僧人邀

请，渡海到日本弘扬佛法。五次渡海失败仍矢志不渝，六十七岁时第六次渡

海，终获成功，抵达奈良。由于历经艰辛，鉴真双目失明，唐招提寺供奉的

即失明的鉴真像。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不仅弘扬佛法，还带去了中国的建筑、医药、书法

等先进技术和文化。特别是他那顽强的精神，从古至今感动了无数日本人，

受到日本人的尊敬。芭蕉在开山堂瞻仰大师塑像，仿佛看到鉴真眼中含着泪

滴。那是宏愿普度众生的慈悲之泪，说不定流泪的是芭蕉自己吧。

门外，初夏的树木在阳光辉映下苍翠欲滴，芭蕉想摘一片柔软的嫩叶，

轻轻地为大师擦去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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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月

蛸壺やはかなき夢を夏の月

松尾芭蕉

夏月挂夜空，

海底章鱼陶罐中，

半宿无常梦。

赏  析

本句题为“明石夜泊”，实际上当晚作者走夜路回来宿于须磨。明石盛

产章鱼，当地人白天把拴了绳的陶罐沉到海底，等夜里章鱼误作岩洞钻进

去，第二天清晨把陶罐拉上来。

夏季白天烈日炎炎，闷热难耐，到了夜里，凉爽的海风吹来，倍感舒

适。想想海底的章鱼，它们是不是也非常惬意呢？天空的月亮，在海面洒满

银光，海中的鱼儿们慢慢游荡，海底的章鱼钻进陶罐，蜷缩起八只腕足，安

然入眠。

然而，夏夜苦短，章鱼恐怕还在做梦的时候黎明就会到来，带着未做完

的梦，被渔民拉出海面。

这便是“无常”，这便是“物哀”，其中还有芭蕉的哀怜之情。

美丽的夏月，平静的海底，有一个孤零零的陶罐，陶罐里蜷缩着一只做

着无常之梦的章鱼……诗人芭蕉只讲到这里，只讲到章鱼，后面的故事留给

每个读者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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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 春

行く春や鳥啼き魚の目は涙

松尾芭蕉

匆匆春去矣！

天上林间鸟哀啼，

水中鱼含泪。

赏  析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郭山村酒旗风”（杜牧）。春天美好的光景，人

人喜欢，古今中外都不例外。人们盼春、寻春、探春、赏春，春天将逝，还

带着惜别之情送春。读这首俳句，我们首先感到的是诗人的惜春之情。

不说自己惜春，却说啼鸟惜春，连水里的鱼都含泪，留恋春天。

诗人留恋春天，他更留恋的是春天一样的友情。这首俳句是与挚友告

别，踏上“奥州小道”漂泊之旅时的留别之作。这正是：“感时花溅泪，恨

别鸟惊心”（杜甫）。

古人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此情此景，岂一惜字

了得。以惜春之意表现惜别之情，情景交融，物我相合，将一次告别升华得

如此凄美，崇高。

把惜春与惜别联系在一起，当然非始于芭蕉。唐代诗人刘驾在《山中夜

坐》中说“怆然惜春去，似与故人别”。诗人心灵相通，时空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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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草

夏草や兵どもが夢の跡

松尾芭蕉

夏草何茂盛，

昔日沙场勇将士，

功名化梦影。

赏  析

这是一首古战场凭吊感怀之作。芭蕉在“奥州小道”的旅途中，到达奥

州高馆，看到源义经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如今夏草萋萋，不禁唏嘘感慨。

源义经是日本人爱戴的古代将领，在源平争战时带兵征讨平家，英勇善

战，立下赫赫战功。因得不到源赖朝的信任，兄弟反目，逃到奥州。奥州的

领主藤原泰衡迫于源赖朝的压力，派兵攻打义经所在的高馆。面对五百多名

敌兵的包围，义经与手下弁庆、兼房等十余名忠勇将士战至最后一刻，切腹

自尽，时年31岁。

芭蕉在《奥州小道》中写道：“忠臣义士，据守此城，一时功名显

赫，即成过眼烟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青。铺笠而坐，怀古落泪，不

知时光流逝。”芭蕉的怀古，是对盛衰枯荣的感叹，是对“是非成败转头

空”的感慨，也是对世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其意识具有现代性，

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