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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罪3때션語言中lL乎是無法表達的， 有時那種語듭·中的比輸是如此的租챙 

以至乎짧A했得這훨w兪本身數훌手網e 盡管如Jl:t， 而且업↑음因짧這-현， 這奇

特的m語， 걷「폈E뼈大的， 不偏不倚的集合中挑到r강的立足之地。 我們觸這↑集
合짧:t塵， 在y.學的領城中板薦씹了的半便士硬解和←校金f購牌 樣可u
有自己的位置。 這黑認， 꺼:管我們是否흉歡， 有강自딛的語法和詩律。 如果有些
字句是如此的훈曲표뼈， 廳起來쩡是沒有敎養的.AP篇里때職， 從꿈外 些字句

'*'我們최1可以廳到 詩Á*觸的 聲音。 1)

*짧克多， 雨果 《悲樓世界i

一. 련 l 룹 

在韓國和H本， 以及越南等東亞國家 )(言文作짧 種特構듭협言曾有i홉월흩JE輕重 

的地，{)r。 用)(즘文不僅給짓;章所寶f웰h훌的信息願予文化權顧션f;}:않， I司時還保證7

강的普遍性쭈u永{될性。 那時)、們認爾由子文찮文遺備同 的體載特/벽져]語듬‘學原 

則， f.셈漢語文듬’文寫的)("1앞在亞洲任何時族任何地方都能被讀廣Q 

17世紀中國通洛小說在東짧선流傳찮漸增加， 成薦對y.릅文通用릅홈地ùIffJì쩔在威 

臨。 폈用:klll:漢諸%짧的小說在中國x化傳統中:tlli位價ffr， 但是17世紀以來中國印

* University of 11lînoîs Urbana-Champaig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 
Assitant Professor 

1) 維克多- 雨果. <:悲{쫓따界)(企짧經典出版社 : 倫鼓 1982), 第四없 第 i펴~: : 1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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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的通f생小說不斷出版，j'(ij묘還常常~하有像옳聖險的贊揚其文學內빼的評셔F、。 這些

小說與橋家學說沒有直接關系9 在韓國쭈08 本， 庸家學說作寫權威思想體系限定了

學術論文!L6'、須用文름x來寫作。 但是在這兩1-國家都有大量的中國i핍洛小說保存 

下來， 說明學者文人們廣“g關讀這뿔小說， 옮뚫然記鍵不多。 

쫓엽 17世紀超流行中國通없小說的影響i 在韓國和日本文學史的近世)(學階段

(18-19世*c) ， 出現T~~뺨顯難덩共{司特E틸、@ 兩國學者都試圖認定本國用없語寫的x 

章可以當fF-種文學。~以乎是因寫中國通혐小說-方面仍然屬T'J혹有權顧地位的 

中國文化的大範圍之內， 용-方面띤的寫作風格갖;탓有“書園化的口語B선性質” 92) 

강偉韓國和H本的讀者意識到文學範轉可以據展꽃U包括m方릅寫!꺼x章e i를里的“ 

方름"~P'fl括없語又包括本地등홈。 用漢語方줍寫作的x學作l닮l覆蓋{專統中國文릅文 

끼작步及的主題 #5R用-種近子터常會話的흩홈言。 閒讀這뿔作顧얀經驗是첩樣使韓 

廳미B 本的學者認識到V짝語寫↑껄〔包括中園쭈o本國的作빠 自*흉흉重흉~t1， 1Î直得뽑f其 

進行認質分析評ífl'， 井考慮將m:文歸入文觀션大範鷹的미尼 ? 
然而， 接쫓中國通倫小說和本地語·小說廳植得認質評論的::t學種觀성程度， 在韓

國5f0 8 本有浪大的홉別。 업 本的學者從十八世紀l력期就開始分析用本地↑깝語寫f연 

的小鏡。 到十'J\世紀宋期， 有明顯遊象表明， 티;本洛語"1、說已繼成짧文學評論的짧 

究對象。 但是直몇08本對韓觀的껴흉民統治時期之팀， 韓語小說在韓國仍然、沒有被接

受鷹--種x學形式i 對韓語4、說的짧究fu끊有끓全發展成薦-↑、짓;學班究領城。 直

到今天， 許多重題맨古典小說在韓國仍켜§受到足狗的흉출視。 是什@原因造成;fíet語和

洛語文學在日本古握T 席之地， 而在韓國돼直끓u.:二十世紀찮鋼受到重視? 對通洛

小說的按受程度給我們提供Tfi-i，樣的짧示 ? 

二. 그k룹文在東亞的地位 

m:語寫f연是fti.時候被接쫓薦文學的問題和15-1、更大的問題有關 : 寫什i.*

2) 謝爾輯 波洛克(Sheldon Pollock), “都mftt語"( The Cosmopolitan Vernacular)’ 《표많11 
흉R究》 第57卷， 第1뼈1999年2月) : 6-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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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J.x1홉今天朝.網n日 本用來寫學術文章所宋用的唯~-語言形옳 而在二十世紀之

前， 本國語寫作基本上是附屬주文룹文或是作짧文言XI的分支n尼 ? 回쩔這↑難以回 

答的問題時， 殺們發現當今世界仍然處在-수叫做“單←民擬영獨立國家”的分짧野 

厭ÉfJ陰影之下， 강흉흉求읍힘릅、 習*￥n種族與國家的地理邊界 致。 這樣就不可避免

地導敎T-.種看法， 認짧f폐本國語寫作是最엽然的， 而用-種古典語言寫作是被랬 

追的， 做作的。

我們忘記了薦fti過去那4多人選擇用拉T文、 希g없語、 波斯語、 阿拉伯語和

漢語的뽑面語來表達自행 盡띔;這些語듬꺼성發源地겨;驗從地理位置上還是從時代上 

都f없遭遠@ 

用漢字응B鍵本地語， 以及把l홉’뼈팅傳說觸譯成文즘文標志휠朝解和目本社會文明 

é얀開端。 到十==-I#紀， 以E률朝的韓愈和朱朝的蘇ii\等文人짧釋、 提練和推廣的中國

古文薦先f에IJ， 文言文在朝n解和日本已經有了固定的模式。 與口語相比， 文言文有明

顯的優勢， 不僅因짧강깨융휩屬性和永久性， 選因薦강包含一整套‘備楚的表達樓式 : 

從散文的흉흉輯推理和連續推理到詩歌的暗輸與金體。 除了極少數的凡↑輪171J， 朝解

人和H本人井不把文룹x當作外홉홉，3) Ri是把강當1'1'當地語룹文學界起重要作用的 

畵面語種有力的語룹土具。 강是存關信息的客觀可鎭的方式， 同時얻풍抽述人 

類生存現鄭얀-種慶雅簡燦的方式， jf-j얹過f빼述童新定議現實。 

如果됐們認짧느十iit紀tÁ前朝解和日本的文人非常奇怪， 常常選用一種與他們的

H常口語相去甚遠的語言來記緣事實或l띤想， 他們浪有可能對寂們했잖便)fJ-種當 

~的， 찢~~짧맨등홈룹來쟁作同樣感到驚奇， 因짧를種語·듭fR有可能在兩힘年z內就難 

l짜閒讀， 五百年之內就難以理解E 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大多數人將大部f分甚至쏘部筆 

記存표￠、須有配훨的技彼j和合適的뽑流才能便)fJ的電腦軟盤或끓硬盤l:::， 他們會有

何感想Wè? 我們얹己生홉在一↑致力子湮沒自身文化的時代 : 我們把짧寶貴的數 

握存在五十年{內훌L야월R흉爛염:::0光盤和觸爛得更關션嚴{앨EP剛紙張上， 

횡g없￥쭈n 日 *的文人把用文듬文這種通用語來印剛和保存文章作鷹知識f행統的重 

3) 從f七빠紀未起 R本有一 種叫做‘國學”的學論詳E앓地효揚本士:;:{I:， '81뿜楚明白地表 
示rþ團文化是←種外國Jt{1:， Hi뽕짧융f開。 然『규這些宣듬·的作者本人都뺑、1漢學1EI.有造諸， 他
們用i햇學!tfJ樞架進行뻐구究， 井在作品中顧示!:I:I對中國{짧統文化的7解。 同樣!杓; j觸、朝j陣
l!!렸tE1::깅11尼正音?，本介짧짧文的져願課本的前言中指ili뚫文便不用漢추뿔寫朝購펌 
6隨可能 {앉他井沒有暗示反對漢觀얀中心地拉， -IÌ!沒有暗示學者們應該停11:-)퓨文릅x돼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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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f務之 。 但是許多--:k.章， 連 些用文言文寫的JZ:!'솔협~tB:認薦不植得像這樣認煩 

對待。 十七世紀中國(明朝l和f휩朝홉tr觸티]빼業讓動發展， 出現T람「多不近經典的作 

品 像歸몽、 續둥홉手冊、 地方志、 應試範文集都、 t용規集、 和野벚， 大量浦入朝蘇

和日本q 這些作品使朝”購08本的誠者意識到폐時期며1國文化活動的廣度， 將中國

文化的重要意議集中子中國古代聖賢身上的俠盛權念不再令‘人信服p

在 十七;f[]十}\世紀的횡ij~￥些商人使節團通過朝J縣행]中國痛政府é얀官方交流 

項目族行到中國。 f'양짧非正式的活動， 他們運回大파的新뿔。 傳播常常是非正式#

且j릎就密進行的; ftlJ훌朝j縣官方禁JI:將洛語小說帶Ä境內。 有·‘一條쭈見的聚考提劉 

뼈譯專家李相爾參與Fþ國IJ、說，tfJ鋼譯作業， 這題示出當時澈運lj、說的規模。

網U없걱흩平B 융E不釋컬 명n轉說也α 母論某種好關新本， 時帶譯關K相象譯;ac
월몇짧， 爭相購納 積至鷹千卷。 鄭經山好등활而옮四十年， 未見慶頭有閔害， 諸公

/닷趣味各妹也n D 4) 

按照、關視둡B鍵“船載휠目" 在日本十八世紀初， 有許可證的商人從南京和福建經

長뼈港進口這種中國書的數量突然增加。 5) 盡管有些使!켄[!9方효타顧성r.þ國뽑仍然是 

恨敏感的， 中國通倚小說公開地進口井成廳評騙됐據。 

十七世紀中國通없小說的;꿇印， 如《三國志演義}， 1;水합傳>. <\金搬歡， ￥[](르言 

=拍)6)使朝廳108:本的讀者擬觸쫓IJ以前不熟德的中國ft:i:등용和語法o 1껴前中文被看 

作一慶範圍縣흩I띤1， f'F:f.송寫作和行廳模範ié얀樣板Xo 現在， 강被看作-↑範圍更廣 

Él성連續體.rn重훌훌的文體組成， 包括從簡顯的古代經9월文章的用法쭈Q;格式到現代꺼f 

井歸人;長篇閔談的ffl詞和句式。

r.þ國通洛小說對中國人來說更容易閔讀， 因碼강包含每天81힘會話常用的語句， 

{8是朝願和日本的讀옳廳反而更加難以理觸 因薦'Ë與文릅文ßF'.l음힘·룹格퍼폈l用詞都 

大不相同。 練義的中國洛文是·種與文룹文不同的語릅3 重/면在쳐;內在的通m性， 

這便H本對中國{삼뾰爛究成了‘?‘F멈學科。 

4) 李格f다 《林下筆記》 第27卷， “끓看轉說''(tE1:韓國古小說批짧IJ贊함集險〉마1꿇印， 153 

뤘)。 

5) 爛輪혐없(復印本， 大J團慘æ解。1:江戶時f-ç居船技i폈書陽究Þ， 1-62 頁ι ) 

6) 짧行文方便， 我將i를些f1' 1문統稱爾띠國通倫小說。 這樣Él성~指不會，t!!不能觀括作品語言 
和文짧的復雜{生是早有f표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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렸뚫然B3T語릅障짧， 朝解和日本的讀者識敵小說可能有些困難， i짧W￥小說仍然、 

非常iJ l人入勝， 因薦강們補述了中國文化更授近現實的-←“때， 而不是四書五繹展示

的理想폐:會。 在훌些小說中， 精明的商人， 鼓許的媒人， 觸慣的::ÎoF"-輕女性， 自私;밟흉 

!꺼男該， 久~r!Þ、場的戰士， 제5觀인彈짚짚和無f훗的土大夫， 都在一↑獲取和揮흉的世 

界里探索出路。 故事8''1時代背景-般設在宋朝. {I딩贊際上常常是明淸時期社會生活 

Â션寫照。 

許多4、說明確:地挑戰、 讓責、 甚至試圖推觸f縣思想的權威地位， 햇뚫然'Ë"fr懶f닌 

的解決方式￥n結論實際ι.1::-支持其基木要닮。tE古典文尊中誠心嚴爾地行곳道的簡 

家聖賢在i올·些小調的抽述中， 與쫓子薦7家健財務而용빼*或在讀書時打離睡。--大 

群街頭商願， 阿킴췄경활承的歡츠p:， 賣f종的j짧頭也Jj\gl出來， 使這--社會畵卷更b미復3雜。 

我井不是課中國通倚小說一定拖續T中國的寶願庸}兄 成者說1?'.們ltx言文小說

從ff何實際的角度上찌〈說更現寶。 然而i文를갯;作品有>::1[:;權戰， 是用來橫寫김;代聖 

賢的言行， 隨揚皇帝和大많ó인빼續， 規樹市~薦貞節、 誠實、 孝!倒펀規觀'J， 法定

的語言o îî]‘l껴想象突然間讀到εJJ7lO流11\8성현橫的語言對朝解和B 本的續者有多

大的癡動e

中國通洛小說使朝蘇人和H本人更1m淸楚地意識到本地文化與同時代的中國x

1'1:2間的巨大찮異。 同時代中國人的日常習慣和禮嚴， 從行“萬i購”到官願언華麗 

l톨]뺨的奉承話都讀朝蘇和日本的讀者感到훔僅 [f;j깥$週樣確切的B常生活細節在朝 

蘇和R本兩國吸收井改造中國傳統時必然是被省略T的 ; 中國ft表者普遍I때， 範뼈j 

的， 原%훤{專統， 確保쳤重要地位1-쫓"þ國本地，:\(1[:;的細節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 

~朝在1644年被滿族攻破 正好是中國通洛小說f專λ朝解和日本的H흉期g 中國

越來越被看作是-1'-當代的， I펀生的， 甚휩뚫常常被훨作是--수줬顧<J國짧 不再

是-1、5료美的， 無所不在的理想社협。 핑外， 中國通洛小說的流傳突出r現代中國

獨有的文化和社會風倚習慣， 結果異1tT中國文化結構。 關子低級官員之間的婚數

짧商， 굉옳짧的反級， 캄관門官員的校許Á선廣r.:;細致的觸寫·定便朝‘解和日本的讀者回 

想超 些他們自E크的類↑뼈션親身經鷹。 中國小說據寫了完全處-'fEl 常生活種種5f

層之中的人勳， 他們與f얀껴!文章中去除了 日常生活緊f휩經鷹的人物完全相反。 這樣，

J;þ國通씹小說不僅讓人뾰意到中國文化實際上是-種外來文1[:;， 也同H흉使人聯想到 

IE與當代朝解￥IJB 本!社會現i實的直接聯系。

究竟中國通{용小說對朝蘇fo 日 木的學者有흉童要 ? 這↑f펌體常常被總理견E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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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R討論之며1， 比如情節發展的11眉序， 主題和引用文뚫낌繼當， 或者Uß~뿔文章提及 

T中國通없小說中쁨j某→-人物，~“럭、짜삐용期。 7) 中國通없小說對朝蘇和日 本學者逢

漸把*國倚음홈小說當i~ 門學科來對待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通過將這-‘重要

作用擺在3월出位置， 把對얘;]國週格小說的接쫓看作語룹fÐx化鷹벚的-部仍。 

人們往往想說， 事實上也經常說， “}등홈文學是從十七世紀超在中國、 日本和朝解

自然形成的， 但這樣ffi評fiì'是不充分的， 也與時代不符e 首鬼 값양훌我們認薦없語 

)[.學是指用本地§펌寫的， 形式復雜， 講述煥樂性的， 有醒선故專的4、說， 那i.tît語x

學걷E朝蘇和日本早표人鍵용릅形짧之짜l就턴經存在， 뼈f또쪼今還在印剛界之外繼續 

不斷發展렸新。 쫓IJ十렴lf:紀， 東짧성本地語小說被寫下來， #tE다그國和日 本廣7z印

剛。 更重要的옳 르l'國家的文人(盡管程度不同)都!感到這些文章重要到~tJ.;fff따 

們的筆記中提lk. 便我們有T~、要的證握來證明洛文的存在。 從十七世紀中葉開銷，

通{f.tfJ、說在學術論文中經常’出現， 這 發展搬뭉在朝蘇和日本與中國通{f.t'J、說的影 

響￥n接受情況直接相l鋼。

然而， 通m小說的印밟Ij처J廣찮流傳井沒有直接確立其)(學地&0 只有當文人們認

寫用洛語寫’作也有非常嚴輔的成껴， ili文符合經典x載채確立的文學規範 ITiJ且這

樣的作品可以成魔~~;論的對象時~題洛文學才能興起。 最終， i짧洛4、說~須끼;僅僅 

是經典{專統的-1'쩔白的影子， 합~1、須有自己獨爛j쉰性質。 

在這樣的過程~， 文人們透漸認穩用洛語寫的文章與用典範語言통뼈성嚴爾文學是 

類似的， 但是井非在每~1'時代這種轉變過程都會寶現， 有時iiJ能根本就不會發

生。 甚꽃在今天， 世界上選有許多地方的讀.꿇普遍認廳用當地洛語寫作低子用當今 

·낸界文學用語-英語來寫作。 

中國通洛小說걷E朝蘇和日 本所起的作用井7f是淸楚明自的。，강在小說fD戰없Ij之 

間없購。 對中國倫語的빠究不-定表示對文學有興趣 對中國通洛x學的興趣遠延

{빼劃《짧l燈新話》這樣봐댄연品， 강是用文言文而不是用中)[1깝語寫휩덴 但是被那-’時

期的文人看’作是通倚的， 甚쫓是有{傷風f뼈연。 本文쉴초월討論在-↑特똘B션慶史時期， 

T) 德æ武在 i:8本近世小說與며國小說%(티本盡志學大系， 第51卷， 東京 좁麗횡， 1987) 
다1， 麻生織次在《江戶文學與中國文學:?(束京 : 三省r훤 1950)中深入*廳셨램캡옮了日本小 

젊中借用中國通洛小說的現象。ffiJ朝購十七世紀~十八世*댐얀시、~與中國4짧~썼IJ是 
“才子佳人”類小說的聯系在朝解還有待짧究。 對1J[때딩有的聯系밟I~-;J등옳可參見《朝韓和8::$: 
對r:þ國通ftì.'J‘、說的接受%(The Recepl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 Narrative in Korea 
and Japan) (貝-明， 博士論文 p合佛大짧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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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횡R蘇和日 本I펀讀者來說， 中國通{삼小說쭈(]:ß:其之上的中國評”역所具有的權顧性是 

如何超越了中國語言的界~H， 使他們對本쳐þ.#t語有了更뽕富的理解。 

三. 1참語在朝蘇的地位和對中國通f갑4、鋼성接짧 

朝蘇的倫語寫1'1'， 탱n那활從十七世紀월開始流傳的， 用짧Jt(韓짧洛語)寫的小說， 

仍然是倚語文章的-↑分支， 在男{生學者認質討論的範團之外。 那수分支혜樣包括 

中國通洛小說， 因짧直到十九世紀末， 朝解人혜Yfl쿄分中國小說和朝蘇4、說。 훌戰 

男性用朝解語寫原創小說， 這些小說也可能有男性훌훌者， 但是這些小說被看作是女

性)[體 極5↓、在學術論文中被提及a

갖;言文在朝觸흉代是最主觀인語言• S/t얘不說， 朝蘇把自己看作明명빼쩍落， 輔族

ö統治地位之信中國古典)l::1I:lr:J最탑챔衛者， 他們保存걷E中國E經失去的經典傳짧 

以此表達國家的特fiE￥n單純o JL굶;之道、 따l뿔五經￥n漢쭈:是朝蘇文化的.體。 雖

然1443年←本介紹짧文(HANGUL)字母的《넓11民IE숍i識떻課本的前言中有朝蘇語 

是朝購人用3二表達的適當的載體的論述， 꿇찢文갯f&有成짧用來寫學術論文的媒介。 

十八世紀出現T챔衛朝J뺨本地文化的觀엽‘’ 希望文人對朝縣鷹벚有深入組敵的7 

解， {~l是井沒有要求用朝蘇語來寫作e 著名學者丁若金庸홍z1'Jt他的兒T개”寫朝購的 

事情， ~딛是他從來沒有建議他們用文言文tJ外的任何語言來寫作。 他:짜톨흩同時代的 

作家因짧他們參考太多的中國典故而不짧考朝蘇層史 但他從來沒有想過發Jt밴是 

-鐵행當的)1::.學表達方式。 

被씌l定짧洛)1::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不願眼是因짧十八世紀對文體問題的極端敏感 

熊慶Q 擔說q，國通洛小說對朝蘇人的道德觀;찮:有有害的影쩔훌， [司樣흉훌要ffH훌 강對朝 

縣人j엔1文:톰Jtí'연짧성風格也有負面影響， 這就成T----1'-.嚴重f[J.政治셈Er，，~題。 象朴폐t 

源這樣的重흉흉作家和思想‘家EU똥越軟的寫作風‘格而被戀홈ij. 國王正祖(1777-1800) 

制定7“文體反파" 這‘一法規包拖對~FX言x寫f챔연限制 #且禁止7中國通1jj:rJ、

說的進口e

寫，ft쇼文學風絡在朝解被看fl' 種嚴重的威腦~， 朝蘇·文人厭惡、中國通洛小說，:ft]朝

蘇通倚小說，8) 而日本學者去nre這樣B션作맙1作穩學術I땅{究的對象， 編寫井印때~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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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삼응홈F템팝字典， 甚至指出這些識物有可能對橋家思f한!有所進益nJE? 回答這l'問題要

追湖到朝J蘇時f1;;學識和權威之間的關系。 對經典f專統的掌握及其所顯示的“縣힘聲 

響”이 是決定“兩班”朝蘇뿔族的社會地位쭈미政治權JJS얀一l'重要因素。 

雖然j바會地lli.， 甚至參加깎짧的贊絡基本上都是世聽~é''J， 숫f被凡수世家所흉헐斷，10) 

但是朝願時f1;;的言論總是用道德;fo學術上的優越性來做兩班地位的辯護。 훌%然統 

治是道德上必須廳行的責任， 而這種責任x處在經典f專統之中， 所l까文;言찌;的地位 

就끼;再앓僅是一↑文體上的問屬 而成寫〔一↑極端重勳인政治基石。 在橋歡的範團

內， 文人關讀中했션行짧껴、可能與道德行寫分離， 因짧這樣做會懷道德、行薦끼필행뀔 

閒讀갖;言文的行寫緊짧댐· 聯; 從而使道德行寫成寫一4、i'té的機念 普通人也能

作。 如果說-篇文章所用語릅和효所具有밟I道德含靈之間有距騙얀話， 那就是暗示

洛룹홈作品也可tJ有遊德含義， 也備得象經典作品-樣被認擬#待。 這樣的結論會鎭

害“對經典傳￥T뻐연掌握f’ 、 “道德權威”￥n“兩班階級"ll)之間긍合--的必然聯系。 

用諸文寫的小說，/F뽕是原흉Ij或뿜中文作品的觀譯， 大多數是以手妙本的形킹流 

傳e 합們在近世(16-19t뼈c)的記錄中凡乎從未被提及， 至今懶3二這些手껑;本的流 

傳仍有許찢問題훤待解答。 保存下來的횡願原흉I]f후品往往沒有뽑名， t브沒有日 ;期。

幸存的通洛小說譯文手妙本뒀Ij全휩3出 自無名~之手。 十八世紀曉期興起T朝蘇小

說的“房刻本" 那之前恨少有朝蘇語rJ、說被出版， 줬ß些“房刻本”也只是些印剛質파 

8) 顧低中園通給小說的人常爭購輯內容租혐， 下流， 폈有葉寶根擺 因Jlt有負面影짧。 'J、 
說的虛構ii和對廣몇事件的훨曲據述i 也常혐被찢'1]1똥嚴重威險.些關子中國小說的文章 
歸調這些負面因*對普通人道德觀念的影響。;f3짜選有人據L짜를些小說中脫離正빼뻐f.Jífr 
f휩觀;웅:逢漸慘透朝陣圭流/iiL1웰。 些췄f評文章選擔{，，-Á1'f'땀띤寶i말的Ji5I:λ浪費낌E買小說J:， 
파懶子|짧讀而끼짧心子正當職業。 最담헬評論文휠띤薦J윌、짧中검경F표維文章對朝解人 

文言文寫作7!.댐성負面影짧上。 買宋鎭漢@ “朝解朝兩JjIf士大夫層的rJ、說觀考察" 1:없新 

語文班究)(漢城명~~t大짧 1990), 200-234。

9) 馬丁那L *1;切劃J(Martina De꾀ch1er) ， <(朝웹S的t협않轉f!::. : i社會和意앓繼態&마'5E}(The 

Confuciaη Tran때rmαtioη 0/ Korea: A Stuψ 01 Socieη and Ideology) (劍橋 : 哈佛
出版뾰 1992), 12賣。

1이 愛德훌훌 흉各爾1 “李.:E朝統治下的朝解的成助的階佛「’(“πle Ladder of SuccβiSS in Yi 

Dynasty Korea "), <{關子웹蘇的짧究論줬(Occasional Papers on Korea) 第1卷

(1974年 4月) : 1-8頁。
11) 朝蘇時代“兩班’階級地位的詳細論述뽑參見金慧賢的《國王的遺塵 . 橋家펴t會的.r.國& 

(A Heritage 01 Kin，공s: One man ’'s Monar，ιhy in the Confucian World) (組約 : 哥{命

比亞出!없社， 1988), 11-24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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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缺z:)(，簡맺的作品。 井不是因寫缺少t!t術設施， J힘洛小說才tJ.手힘;本的形式해i 

{專的。 十七世紀朝蘇的印빼技術比B:本更發違， {81릎僅用子觸印庸家文폴 f뼈敎趣 

文和重要學者的正式文集6 甚至쫓IJ二十世紀初， 手妙本小說仍?t:、在兩班家魔안女性 

之間流{專。

짧文，'j、說和中國通없小說有可能有其文學內容 但是文人#&有把효’當作-門學 

問。 활宮的樂善齊里意外保存下來的다1國通洛이、說的手妙本朝備譯本便人想몇IJt良 

有可能有許多這樣的中國小說的朝離譯本짧有留下任何評論훌t消失了@ l2) 這些4、

說使用了大i훌朝蘇倫語表違法， 比朝蘇本地小說用得還多， 從而提홈了對없觀성意 

識， 但E’們缺少前룹和日 期。 꿈外， 遍及朝蘇的圖뿔館져]私人收藏J:þ保留下來的中 

國通fG-'j、說表明這些書킷F常뺏i行， 但是我們對讀者的感受知道得價少。

十七世紀早期， 盡웹:中國小說仍然걷E文學評論範圍之外， 힘ts到了附予諸x:權威 

性的童要作用。 從十七世紀最早的長廳朝解通{삼小說U起， 就有了用짧잣때文言文兩 

種版本來寫朝蘇小說的傳統。 如옳萬重的小說《謝~南1iE記》和《九雲夢X或者趙聖 

期的《髮善感義緣}. )(言文版本Jt較優美， 但是用詞Jf&有童大옳別 ; 朝蘇諸的版

本偶爾使用朝蘇洛語慶達없~， {묘是與文言文風格相훌不大。 只要遺微凡1"簡單밤J句 

式轉換規律， 깃;룹文版本往往f良容易훌tilJtJ用朝解語來期힘I。 

혈홉無疑問， 要確定究竟是朝뺨版本選훌)(룹x版本是原文是不可能的， 因寫~P&

有響왔 也짧有日期。 甚至當강們被購屬T同-í'F者， 往往也是第;二者所鷹， 뺏S種 

版本풀原創的問題仍然、않有確定無疑的答훌.&有任何E용存下來的記錄能解釋寫 

什&小說1;(兩種版本流i훌， ↑合理的猜測是可能觸譯成中x的作品在훌훌者的眼里 

更正統， 也可能暗示有맺{生讀者的存在。 

我W염;홉없잉這些文言文版本I!lj-做中國洛)(， (ß‘是강們確實걷E某딸地方顧示出쫓到 

r:þ國通없小說的影響。 這表明盡管뎌:r國)(~월中比較親懶얀-面不能被鋼， 강仍然 

t.E森텀存在。 t이j如救述標記“話說”， “월]說”在朝蘇通洛小說中頻緊出現. )펌來標記 

話題的轉換， 這￥OE‘{門在中國通洛小說中的댐法非常相{以。 揮ÀÒ);휠樣的標記給故事 

增加了n語맨J氣第， 這在y.룹y.中뚫찮有的， 這j차!E'性빼願示了朝解本ijνj、說的兩 

種版本， 朝解語版;本和中文!없本， 햄!是在彈짖!!意識쫓IJ中國洛語寫作風格的情況下寫 

12) 雖然樂善齊圖홈館的뼈譯本是遺-類中國小說譯本뺨훌一幸存者， R엠性作者用中文鋼인 

記錄表明從十七世紀中葉超這짧꿇本就3E女性讀者之間流{專。 一些樂善齊譯本中的銷誤

顯示강們有可能是從뿔홉‘外的췄~f뽀版本觸챔;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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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렸뚫然這些y.章中也宋用了與洛語JfJ法相反的， 正式文듬 文.:p的才朋的링|語虛詞 

“白”。 同 時期日本;흩篇小說中這樣的佛X救述標記없|服少出現。 

뤘外， 在許多朝蘇小說며:T 包括用朝解語lOffl中文寫的兩種版本， 裵示親屬關系

的詞使Jf-1T中國口語的說핍。 øu如， “娘娘”用來裵示“母親" “鎬節”用來表示“祖

父”， “小姐”用來表示“女兒”。 這些詞是基千中國洛語用法的“娘娘"(母親)， “小姐”

(女兒，)， 和“節節"(祖父)， 而不是基3二文룹文或朝蘇語的用法。 甚至在象《玩月會盟

흉》這樣沒有文름文版本的小說里， 都是用中國洛옮송表示親屬關系， 而不是用朝，빡語 

相應的詞。 這뀔I能是因寫所有的朝蘇原創長篇小說的背景都無一~J外地設在中國， 

在這뿔流行小說마"便用朝解的稱呼顯得不合適，ñ'ñ在這樣的小說中使用文言文*相 

職션稱p乎又顯得太{짧硬了。 

雖然中國小說在朝解꿇存下來的事實可以證明朝蘇人對中國通{용小說有彈烈興 

鐵 但是在朝蘇文章中直按使用中國洛語的情況非常少見。確寶有·↑記錄關乎十

七世紀的許鎬f方照中國通洛小說《水홉f훨:)的風格寫T-↑短篇小說《洪吉童傳》。 

在這篇小說中， 他把中國故事中綠林好鄭성故事改薦成了當時確有줬;人的-1-輝짧 

的故事。 這篇小說懶騙存下來。 행옮然十九世紀出現了--本同名小說， 這兩↑4、說

不大可能有聯系。 13)

最早tE譯名作品集中使用中國洛諸用뽑， 通없小說的語氣llJ寫法的{에l子出現在朴 

빠源 (1737-1805)的作品中。 如前所述， 朴~JJ:폈的作品是被當時的評論家挑出來加 

J:)jJt겸돼성。 朴봐b源努力想薦建立 種新的， 興文言文或흉朝蘇當時所便用的古Jt不 

-樣的寫作風格。 他選免使用典故져]諾張的修離， 因寫他覺得강們떻됐不切實際的 

觸述。 朴~J1:源-方面在他햄~)흰룹和書信中使用無解可짧又淸楚易橫的文言文， 웠

方面， fl뾰在長篇小說中換用一種훗tB率I맨， 隨意的體載。 他井不否認用文言찌〔寫作 

的重要性， {뀔他感쫓Ij排~現代文而偏愛古文的觸勢是錯誤的。 因此， 朴在他的寫作

*不以他所受的古典文學敎育薦깅딩 而是努力創造*種生勳的， ~짧述性的， 新$願성 

寫f연風格。 14) 

他的道種新的寫:1'1=風格最著名的f꺼j子是記鍵他與--些官員和譯官的中國之行的 

《熱河日 記》。 在《熱河日 記》的“:rr:團夜話"뚫中， *'‘몽II:源記述了-系잦IJ短篇故事， 

這뿔故事都是網譯們在願綠江邊的小鎭深夜相聚時薦了消遺而每人輪流講述的。 

13) 柳繹4:韓國古小說批評資뼈|集없:Þ(漢城 표째'5.2'文1biì뇨 1994), 148頁。
14) 金핏東 《朴밟源小說돼究"$(漢城 太學ffd:， 1988), 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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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故事댁::J有關子報應的神怪故事， ff官的협I:þ國破女從良的故켈:t:， TI흘織짧寫男13 

的故事홈←-1、薦r뼈權勢的필生在無人小島上建立T 답己젠J領地的故事。 

這些故事的內容쭈OJ1‘格fR大程度上都是웠中醒ill%/J、說， 尤其是“話本”小說ÉI인影 

響@ 朴在這--章節中便用7中國倚등홈쭈[]半通없的諸줍是因寫강們非常有效地煥超 

T人們在非正式集會ú선楊合常ffl的語言， 又使人想超這些故事本來-Æ是用朝蘇諸

講ili的。 因짧中國倚語仍然、是tE中文寫作的大範圍之여， 朴感到將這'，-1'1"品細入ft!!.

的作品集以供同時代文}.J짧讀是ff適8'SI. 

*f뽑{읍用生動홉按的中文來寫作， f，뽑爾使用洛歸表違。 這和他關注對當代中國的

正確理解是-致的。 朴3l:#iE確理解當代中國N.對寶族對E經沒落了的明朝固執

地效변1 這t많使他開始注意、小說的非主流類別。 朴閔讀明末文人Y馬夢龍￥[]靈宏達的

文章， 他甚至在)t章I'þ提及這兩↑評論家。 15)

朴是“~t學”的發超人之一， 提f밟f究中國淸朝， 改뚫朝解機構， 仔組뼈때究科學和 

經濟。 g外. ~앙뿔運勳支持j킬송時r.þ國所提f릅的科學方法， 以及這種方法所應짧션對 

社會問題和勳質問觀얀系統해훌。 1이 *뉴生中多*-註問겨t京， 試圖對淸政府擬構져] 

文11有쟁풋縣얘理解。 

四. 十九懶많胡購만中國通洛4澈행樹tþ國通倫4搬션評論 

“文體反正”大大地打消7人們公開討論中國通洛小說的興趣， 更不要說模f1j了。

盡管如此， 中國通佈j、說不僅仍然在朝蘇保持了其重要位置 遍恨成T十九世紀이::J 

期評論朝蘇通없시、說:á'~>c章的짧生? 這種응"F論·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把朝j解通洛小說歸入ý:學類別， 갯Hi析這種x學形式8'9特f正的最初賞試可tJ在中 

國通洛4、說《鏡花緣}(1829)的朝縣譯本的前言中행到。 正~n譯本的題目《第一奇鍵〉

所說， 양的前줍不僅詳細地記述了朝解通洛小說的統傳， 小說f’F者的寫作動機和他

們偏愛的讀者， 훌t筆者所솟11， ~，還是朝解文人用짧文寫'ý:學評論的首i71L 17) 一수男 

15) 金英東~ 60頁。

16) 金英束 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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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者決定把中國同時代的小說鋼譯成朝蘇語是;fuftl!試많l保鍵jf{멀進通{찍小說킴E 

朝1輸的地位的努力直接相聯系的。

僅u鋼譯《鏡花鐵〉出名的朝蘇文人갱관敵몹짧3譯了《鏡花緣}>的1835헌1838 ， 和1847

至1848部껴。 18) 總體來說， 他的짧講~I;:常忠賞子原文。 在序言中， 洪明白指出他把

中國通倚小說觸譯成朝蘇語是寫T用這種方式給正在逢漸成薦_.-種文學類531]的朝

解通洛小說住入新B션活力。 

在앓的序룹며:l， 他對朝蘇讀옳·的積極性和朝蘇小說的創作有精짧성觸寫。 洪告訴

我們那些沒有뽑名的朝”韓小說實際」tf품無業文人， 偶爾也有女性寫힘!。 洪認寫這些

小說的離奇內容是薦7迎合讀者的興趣。他進 步把流行小說分廳三種:中國通

洛小說的鋼譯， 薦上流iit!:會女性所寫的;長篇朝蘇小說:f[]面向普·通大累的薦↑介印해u 

本。 所有遺些事實在洪同時代的文A的筆記中都被省略了， 就算他們提及這類小說，

也只是簡略地提及小說大醒i휠率B션內容。 

“盡管類<\:$!훌記Ì'， <\:小學》這樣的經典-fQ被鋼譯成朝蘇語， 被稱做“짧解本" 덤的 

是讓每1'A都能B성讀井效f方， 但是讀者們發짧i를些JI內容單調， 結構敬i률。 觀然
讀경f-ILJ、只挑虛構的， ii형張又古怪奇異的小謝n飛짧的故事作消i훌， 無業文人和
才女就-本接-本地把從古到今著名的小說都觸譯過來@핑外， 他們還獨創了許
흉編성4、說， 械展了關뚫娘樂IJ 、說的範圍。 這些明顯以쨌網生和離웹1:寫特狂的 

小說有成千上萬卷之多。" 19) 

決Æ觀譯中國通{깝4、說和認穩朝蘇通fit小說是--種備得認f를iì:意的文體的覺橋 

z間有什쇼聯7폈尼 ? 洪在他8'9序릅中;顯젠出ftl!十分熟愚朝陣通洛小說， 而且훌훌不擺 

歸他對這種一般認짧是女性文學的興趣。 떠是洪認짧這些4、說對知識階層的讀짧 

來說缺z.深度， 所以他鋼譯T<鏡花緣1>1;(給朝蘇通%小說注入新R'~血滅。 洪的最終

目的是穩了便朝應小說進入文學領域i 但是寫了實現這--目的， 他宋用7介紹中國

小說的方式。ftl!‘顯然想像到朝解小說廳得男性讀者的可能性， 因JIt他自己對這種文

17) 洪從1835年開始鋼譯《鏡花源Ì'， 1838年停止， 1848年繼續完成譯作。 但f빼{겹劉후一i홉& 

有出!î&.
18) <\:鏡花緣〉的完整鋼譯一共有二十卷， 流傳T來的原橋中缺卷9 1'1]卷12 。 關3二各卷的不同

日期在丁웹룹的“對《第 奇證》的평見"( <\:"i"國關命鐵， 1984年12月， 78‘79頁) 마1有詳 

*뼈낀記述。 

19) 依握《韓國古小說1.1:1:評資料集成Ì'， 182-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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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賴碼關注。 洪 對朝蘇通#txft傳統十分훌~， ~딛他只能從這種文it傳達7更高 

的簡家땀想~要索的角§홍來理解通없小說的f↑{直。 

當洪選用《第-奇發)作篇《鏡花緣》譯本따!題目時， 他E經承認T짧文中tÞ，有可能 

有優秀밤~)(學作I않。 “뽑짧”;몽{뽑用淸朝計:論家:"6宗關的評·論版《三國志通없演義}

《짧 l.Lt~1j集古本프國志四大奇렇第-種'%中所用的“경-뿔"-~'ii]。 洪在他的x章中詳

盡地解釋中國通없小說앤〕“評펴.. 明白表示童新評f介朝蘇小說的靈感、是和對中國傳

統的關注分不開的。 옮!對中國通洛，j、說的評뾰文章是十七世紀開始出現的， 那時{候

系JIJ從“}\股文”쭈o옳學修騎評論中借來的評論詞臨1E式ffl子分析評論中國通없小 

說。 20)

·당-수更微底， 更直接地使用中關“評펴”評論方法씨〈分析朝應通洛作E뼈성쩌l子是 

著名朝蘇短篇故事和播몇쩔"(P' ANSORI)敵劇《春香傳》的1845年}없本， 題廳《廣寒

樓記) 0
21) <(廣寒樓를'C)t-J其精鋼션rt言和“評펴、”注解而出名， 其序즙是一↑애t名廳 

水山過客的無名評龜家所寫， 注解是由53一無名a:;小廣主人所寫。

;$:來默默無聞的朝蘇民間敵없Ij{春香i專*的這/F4、說!없木是朝縣文學評論史l::m 

↑뿔程陣。 표’不僅贊美原作， 還對강的結構作T細鍵션， 具體j的評輪， IE是강的 

結構흉흉素便I감成寫}↑數劇ZF、f연 : 舞台布廳 짧識언對話， 人物播續以及강링l월觀 

짧共l!顧성能力， 

《廣寒樓記@的作者們直接f홉用十七世紀中國通%양Ä學評훌옮家金~劇팅5톨&설개엄詞 

臨， 特別是模f方金聖樓앤)(西願記》注解版本-{第六l'子書西뼈記》，2씨 他們對《廣寒

樓記》的讀法作了樓雜的指뺑， 這樣띤Jt購事先就假定了讀者有精細맨審策觀和醒 

賞力o {廣寒樓記i的前듬通過把《春홉{專:}￥n杰、作《西껴휩記》進行類比 提高T{春홉 

{專》的文戰生。 23) 在짤林橫쩡:寫的第-↑序言9:'， 他將《廣寒樓記》作廳《春香傳》的

文學版， 因짧강超越了基;$:演員;在舞台土表演的局限性。 言下之意是說不能理解힘 

內在)(學性的人짧有足狗的深뼈。 

2이 《如{可뼈讀中國小說’(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 l), 編輯 大衛 쯤斯東(David L 

Rolston) (팝林斯觸 : 엽C林斯隨大學出版社， 1990), 3-123頁。
21) 在《廣寒樓ðêjþlf究Y中重티J ， 成賢慶等。(漢城 : Pakijong, 1997), 1-117頁a

2리 見《第六才子홉西뼈홉G}， <{金뿔漢全書》， 穿%행iI蘇쉽퍼f籍 198이， 第3122頁a

23) <:때뼈記》原本是敵劇 不是小說。 但是金聖關짱강介編g讀者們 ;<:廣寒樓記i的fF者也

同樣把《西뼈읍è>當作閒讀fF品來看待α 



92 東많文化 第39輯

“-日先生， 뼈爾過1RT白꽃山中， 抽出-冊， 터“此《廣寒樓응CJ>也”@ 奈忙|랩卷 

則， 乃f昌優揚많펌뺨之《春衛專》耳。1R~뺀然B“是說也@ 앓@-經子眼댔?"先뾰 
日“不然。 캘흙香之玉鏡f水{;松竹之節” 可.謂f古之佳A烈女也@ 若便施耐魔、 金
聖應之流납j子東方，Z4) 則必輔張驗짧之場， 留寫흙킬성淸玩 꺼:좁西R휩之{專奇。 而

뿔使f릅優之徒‘-任其홉짧짧L調子村鎭野淑之間Jßl， 且홈手中之팝， 非{용本也。" 

這篇íJf言淸楚地表示通洛文學在中國存在， 如果中國週倫文學大師出生在朝蘇，

他們也能創作出朝解通洛文學的杰l'F。 這樣， 文學作品的質量有效地從經典文學轉

移到通倚小說上了。

《春香傳》寫了南原的-↑年輕的名叫春香的鼓女的愛情故事。~忠子빼所愛的 

찾:失↑兩班文人‘ 盡管娘院里的人都蘭!Jttl!!못我-↑顧主。 局來，Y::夫通過了科

휩훌考試， 改裝[끄到南原救出春香， 仍然把빼作寫自E크的正派棄子e 這↑故顧맺言 

文j版本的序릅贊짧春香的美德井宣傳這↑故事所提供的模範。 以前的評語重펴放 

在春觀성貞節， 1:廣寒樓記》的評論*P集中在春香廳自己做!맨巧妙論辯。 小說的文學

水zp:， 而不是강提따的與範， 成了分析的對象。

然而， 要讓學者對《春香傳》進行文學評論， 還是必須先把EE鋼譯成中文--所有《春

香傳》的講文!없本都只有簡單數仍的序言。 但是與其他中xl版本的《春香博》不同的

是 1:廣寒樓記》運用了大量的中國倚諸， 大體上￥or-þ國通없小說的語듬’一模 樣。

當朝1輕學者薦了把《春香傳》觸譯成-種他認寫植得分析的作品而努力짧我合適的 

語끓載體時， 他轉向了中國洛語。 譯者用中國倚語保짧了 種口語的感覺， {딛是又 

超越T朝解諸를的界限。 

핑外一↑有趣的現象:fé: βL世紀末的學者李源命編輯的《東野隨輯》中使用中國

通f용小說的習慣用法和語톰來寫民間傳說和流行故事。 這1-文集끼;亞子-本朝願 

原創故事的百科全휠， 從響者댄J뽕高行짧到志怪故事都被朝縣文A收集起來井짧3譯 

成中文。

《東野醒輯》中的七字題텀浪象中國通%小說B':J題目， 故轉성風格也與中國通洛시、 

說f良相i[， 옳驗-갚표짧慣用法如前面提到過的引 ffl虛詞“日”是文言文中保留下來 

的。

十九世紀店期記鍵民間i專說댄!決定顯치긋了受過敎育的男性認、識到本地文化的훨 

24) 這-前름混網7評論觀OfF뽕的角色。 評論家金뿔樓， 而끼:是.I]輔， 成γ《西뼈용녕》的 

作者--這~讀金웰뭔興評ι냥멘1&*的讀경좋힘犯的:짧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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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井逢漸相信這些傳說故事是與5t협폐等重要的， 但是必、須用中文來寫這些故事

才能使강們tE'힘時젠J知購界던 I起뾰혈、。 李源빼編寫《東野鐘輯》中的本地傳說時， 選

用7可以搬職界接受的中國通없小說所用앤]없語的짧動給T￥R1l'陽少팅￥용혔i牙@ 

五.8本載士和日本，j、說

tJ井原西轉(;ß<浮世草子》短篇小說集薦代表的B本通洛小說從十七世紀며期超 

就在大限和江戶面I웬普通大聚發行티] ，\jl1J。 大多數作者姓名， 印，\jl IJ 日 期， 甚꿇連出版 

商的名字都有淸楚的記鐵。 雖然先進的印剛投術是떻E깥秀옮的軍嚴在入優朝蘇半 

島時{1592-1597)從朝蘇帶回日本的， {8是日本用這種섰術大量돼~I]小說的程度걷E 

聊縣是不可想象的。

武士|階級處在政治領域的輪峰地位是-1'政治事寶， 他們不需要有浪高的道德i찢 

養， 學識水Z듀或者忠誠子關家學說。 關原戰之店封建地主們設計井在《武家諸法度》

中明確約定了單↑的封建領地￥n中央政111之問的權力義務關系。 뺨l각î~p沒有蘇빼 

규:武士的賢明， 也不是令人敬뼈的官員的PJ續。 德) 11社會的候序是建立짧f建地主 

們接受統-行政칩理ltlJ度的社會協議的훌鍵上的， 但是강‘沒有暗示要忠誠T'tf何-

種意職形態，25) 當然也沒有在fl:何地方暗示一↑武士的:배!&出 댐他對經典傳統(;ß掌 

握， 成者是因짧他有不同훌훌常~]道德品質。 幕府意識到用庸敎詞陣來表違統治思想

的11↑{直， {8~울那只是許多"5J供他選擇的裵達方式之--。26) 當時曾有許多人試圖調整

武士的專힘l統治" tJ德治國， 但是武士l뽑級仍然是1f1懶制保持췄統治地位 : 武土的

身1~， 而不是關家的身f分，양據훌{tß們的權力。 

因寫學誠成행카킴對經9껏f專짧E的掌:握짜不等同규-)않治權力， 日本學者井不把非傳統

25) 哈諾德 博힘j索(Harold Bolitho), “터本짧制及其中央集權統治， 1600-1651γ‘ηle 

Han and Central Control, 1600-1651"), 1:劍橋B:本歷史 近世日本'J(The Cambridge 
Hisrory o[ Japan, Earη Modern Japan) 第4卷， 約輪. 1활爾(編輯)(~U橋: 옳1]橋太學出 

뼈~m. 1991), 194-196頁a

26) 何~. (jjJ짧.Wr(Herman Ooms), 1:德JII的意앓械態 . 早期的擬念 157ÛL1680}(Tokugaκa 

ldeology: Early Constructs, 1570-168에普林斯願 : 普林觸§大學出版퍼:， 198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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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文體或者日本文體看作是對f也{門權威的直接威腦。 十八世紀有함F多武士웹 

自己的Jîrt會角色定議짧橋家學者f， 對中國通f쳤小說￥n日 本通洛小說持憐疑態度。 但

是也有許多武土和商人所讀所寫的東西偏移到非{專統的， 甚쪼成問觀성方向 h去

了。 雖然願.rrtf뿜購禁書， 日本從未經簡過系統全面的文字整隨。E!:本人不僅閔讀，

還重~p 、 觸譯中國小說， 井改編中國小說的情節用子日本小說中。 1760年西田*觀”

觸譯井出版了色情小說《隨陽帝觀史)(1631) ， 譯本題薦《通洛隔樓帝外벚}， 講述T

階傷帝的f둔언흘無度。 탱n使曾經有朝蘇人讀쫓IJ過這킥;典型的明末觀情小說， 강也從末 

겉E朝解被提到過Q 想-想甚몇連最道學的朝蘇傳說都只能t댐物〉本的7傷;流傳" (!續

樓帝觀史&根本不可能在朝離~p ，!jîil--事寶L， 今天的朝解是否能把강짧i譯過來讓普;通 

人關讀都成問題9

在H本的通洛文化뎌:I， 流行r.þ國小說和日本小說 直是非常顯著的 部쩌， 通洛

文化是學者흉까究的正當領域 iÞ.;有詳細的記錄。 我們可u想類朝蘇學者會如何看待

r.þ國小說《金觸廳$口小說中露骨的性찮뼈寫， f.ll是tE朝뺑!￥&.有任何類似遠山花樓對 

這짧yJ、說所寫的評論存在。 27) 

用本地諸寫作在R本平安時代就已經봅然成薦--種文學， 也就是說是與經典中文

平行的領域， 有共1司的文騎生質但是也有-定距離。 短歌詩集《古今和歌集)(905)

的ij:릅提出了一l'非常有影響的， 關T中國和B本詩歌傳統之間的類t~ : 8本本地

;fI:I歌深愛中國詩歌風格的影響， 但是保持了獨3Lr一中國詩歌的， 핍己的傳統題律和 

用詞。 這樣;在日本就有與中國傳統地位相폐但:sz.有區$U的日 本詩歌用語， 這在朝購

是沒有的。 28)

同樣겉E마;;J世*밟성 FL本， 支持;zp:횟판용代 B:本物語小說的評論찮漸發展超來" 尤其是

對有重要;意議的作品《源a;物;증흠)(1001)的評論. <{游a;物음홈》的語言{開始被{1=í홉 

散X寫{'F的模範/E금來더成--種經典語룹。 無名tÇ.所훌的《無名草.:y:)( 1198-1202) 

把《源a;械!語》當作嚴輔文學井進--步關述T“4:b語년、說是←-種獨li.X學種類的理 

由。 29) 뚫驗《源ß:;物등협》不再被看作없語小說， 評論“勳請’小說的훨要文章在十八世 

27) 見德、田武的<<6本近世小說與中國小說)(東京 : 옮製堂~ 1987), 785-803賣@
28) 쫓少從十셈쩍많，i!z有用朝購염或짧X~설的詩歌存1E， 用文言文記錄的詩歌‘ttûR有可

能潤朝蘇語來期讀。 然而這種叫做時調Sh헤0)或~IX解(Kasa)的x，學M겼的重蘭生更大然 
b度上훌滿足T創造 -種朝解原創詩歌形式的現代需婆， 而不是강二十캠紀之前的角 

色。 二十世紀之前沒有짧究時調쭈n歌觸인傳統 t!!沒有與之相|總的獨효的詩歌用굶。 
2이 tt馬斯. 함里奇(암lomas Rohlich) 。 “펙縣評論的空間 :<<:無名草子》評짧物調’的途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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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日本知識界存在這--事寶本身載表W'j;t，學有값:多可能的形式， 新정|進的中國通洛 

小說只是其中的一種， 可以把.'Ë當作--系列~I='傳統)[..學作값之 。

六. 十八世紀H本的中國通f~'J、說和本뺑小說 

g十七世紀起， 며그國通{삼小說從長!倚港口大量浦入H本，30) 在那뿔中國小說技制 

7愛斷’a熱情的讀者。 從1693年Itl版的《츠國志演議》開뼈， 凡十部中國通洛小說

被觸譯成日文井面向本國市楊發行@雖然日本把中國通洛小說빼譯成B文的進程 

比在朝解要陳-뿔， 從十七世紀E期起， 這些觸譯本就被廣ìZ印剛發行， 而在朝解

直到二十世紀都還是手妙本。 對中國通없小說的觸譯:fE朝解}直是-種非표式的 

行業， 女性閔讀這협뿔本作짧消遭， 男子{兪{愈模模;地閒헤. ; 而在日本， 觸譯中國通

溶小說최1恨快成짧--種公開的1， ~n面向男性讀者&面向女性讀者的行業。

甚꿇在日本最嚴格的橋數學院都有開明包容的傳統@ 十七世*c早觸성將軍， 털얘S 

짧院長林羅山一直對和歌有빼層的興趣， 他織홉了兩本流行志怪文集 : 1;怪앓前훌훌》 

함J<孤觸妙χ 웠外和朝蘇;;r;、[司8인是쁨家思想井不是這1-國家的꺼庸置疑B성리3中心 

地位的意、識形願。 因此所有那些與橋象思想敎靈/f符的中國홉井짧有被輕쳤地빼 

棄， 學者們顧ff:中國i벼ili-小說時， 也짧有把강們的存在看作直鍵성觸잃。 

B 本對中國通洛4、說:I~fJ.反廳與朝解最重觀성TI司ι빚L 也是對廣g的， 整1-通ili-文

學領域的擾受有重薦뭘顧Q션-J걷， 是蕭家學者對中國通ffitJ、說버얀關tt. 十)\世紀早

期有'_/샤당有說服力的論E딪認罵， 如果-↑日本學者想要正確地理解r.þ國經典文章

從而精確地짧釋這훨文章的內짤升用子政道， 他就必須掌握갯fIE確理解中國없語。 

i훌樣中國洛語蠻成了f~表質實中國ú션語듭， 質正成廳 ↑學術h다究領域。 這‘?←論멍 

進一步指出， 要想精確뺑맺뿜解中國語法的:$:質휩先要理解當代中國口語。 這樣，tE

(“In Search of Critical Space: The Path to Monogatari Criticism in the 
M띠nyozoshi")(HJAS 57:1, 1997年6月)， 115-179휠。 

30) {船홉k뿔目X詳細記錄了港進口l돼뽑。 德)11時期中國書進口到B*的簡略↑핍況調參見大鷹 

修注觸~(江戶時代j훨船技輝뿔홈f究)(大飯 : Kansai daigaku Tozai gakujutsu 
kenkyujo, 1967), 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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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年代的江戶， 特였Ij是在京都쭈u大限， 讀中國通洛小說成T橋家學者H 萬’liJf1像的

-염'11分。 

十七世紀未， 橋家學者木下麻R흉租他當口譯員B션弟子雨蘇芳洲提f칩짧{究中園口 

語， {B:是只有不因製傳統的橋家學작용짧生f且總fl.住了中國n語和’댄的重薦性， 在江

戶홈IJ建了他自c的簡家學院。ffi.í없認寫不能把中)(作廳-種外語來理解엄f'J人不可 

홉鍵解橋家文章， 井tJJlt願f옳同時代其他的學院。 펌彼堅持認愈學習I감代ì藥語的表 

達法， 或者說“古文離" ￥1l짧究中國格語， 텅11“屬話學"31) 是唯-I[確理解中國的途

쩔。 ffi1*屬用譯官|웹島冠μ|用漢語口語來講課， 井用中國通倚小說做閔讀材料。

廳了健깨딩熟찍흉橋家學說細節的禮者更容易理解칼的含義， 十七世紀的日本學者，

如林羅山和山11倚音爾， g짧調朱후갱뿔學背}r::l뺨벼象的宇f칩定律。 到十J\世紀早期， 已

經‘않有證明짧學的JZ，、要， 也不必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考慮강的合理控， m是老一輩 

學者在處理中國勳質傳統的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無知， 和i也們寫不出完美的文言

文、 不~g嚴密地回홈語룹學問題的짧賞成了←↑重要的問題。 

1714年， 但練쉽”作了--本學習中國등홈룹的初級課本《譯文짧織， 在這:$:뿔中，@ 

X힘갖!!地j平擊在B本流行的“和힘11" (訓鐵 注解系統i 這種系統按照日語句式來讀中

文;。 fR彼彈調說， 如果--定要把中文鋼譯過來， 就應該鋼譯成當’代通用的日 本口語，

而不是“箱넓11"注解中優美但是誤響的經典日 語。 m俠爭論說中國古代漢흘홈-1ft曾經是 

口語， 所tJ應該把，'f';醒譯成口등홉。 然而， 認짧經뱃tîe學是ffli웹去的洛語寫的， 所以

必須觸譯成H 本口語的論tgi限予了今天文人用H本없語f[]中國없語寫作的特權。 

當但彼建議在所有的敎學中“tJ此方理語譯之， 總不{'F.和訓l回環之讀"32) 時i 他把H

本倚룹홈提몇n ↑新的i홈度， ~짧了文章f대靈性的標志。 

iElt없開的“譯社”的홉席中文老師R려島冠山在1705年鋼譯了中國小說《皇明英烈 

傳}I， 他還堅持짧譯《水y합傳》直到1728年去世。 他的譯훌使他成寫r:þ國通洛小짧的 

重要鋼譯家Q 中國通洛小說/1、僅圍윷願樂f生故事的願頭， 강提供了冠山所績極推廣 

的中國것jr;和없語的新搬;쏟:。 

冠UJ的成就L-是把日;本鷹史小說《太ljS-記》織譯않中國倚語小說《太ljS-記演義}I 

(1719年在江p和京都同時出}없)。 雖然、l까前也有日本作家把日本作品鋼譯!랬文릅文 

31) 二 J-t觸之前中文맑r짧잉標混用語是“f짧學:'~ Q fJ3. î來在f뾰的文章中 fflT不常用的“簡陽

z學Y;탔倚法)， 但풍意탬、흥-樣마j。 

32) ((왔生f.B쨌폈갇" 第5'훤東京 : 1977), 28頁。



將“}등힘當作文學 97 

(分析性y..章ÉJ''J常ffl語룹)， 從來、&有A用《三國志演義》和《水홉傳γR선없語來總譯日 

本小說。 我們可l짜從〈太平記演議〉被兩1-出}없iill: I:!:\版的事寶來推想、't:f료짧大範圍 

的5홈者寫的， 價有可能짧那些學習中國洛語ÉI언人所用，fITî不僅僅용-小홉lìf4專家@3키) 

《太zp:記》불用流陽的日語古文폈的， 在R本廣짧流i專的廳史經典作品。 강·擺寫了 

텀醒懶天皇져]支持他밤l뿐、誠將軍補木IE成te兵與北條高時帶짧I펀績용幕府ÉfJ:lt條 

構政軍.f'F"戰 JQ來젓與足利尊a:;將軍作戰ÉI"J悲蘭l故事。 헛뚫然《太平름[:}(1371)쨌有可 

能比《긍긍國rE演靈씨(15世紙댐， 강的忠誠但是tt!È:失敗的英雄補木iE퍼장和《르國志 

演義》中有德但是不得志的劉j備非常想象。 足利尊ß:;-tl1與成없的뽑操相似 ’ 校網，

有耐{;、， 對戰事持超然的態度。<:三國志演義》中三↑::t흉흉軍:事力量 뽑國的劉備， 

吳國é선孫I觀n觀國é연暫操之間的爭斗和《太zp-음ê}마:J:lt條 軍險， 對店懶홉뼈天皇孝忠、 

的部隊， 和足利尊13::;帶領的軍隊之間B얀爭斗是個相似ú션。 

中國小說是更大範圍的鷹몇作鋼성 1-分支， 這種模했응冠山提供了重新組織R 

木經典作品 重新思考日本本地傳統꺼o新方式。 雖然《太Z듀記演義》浪可能成了提高 

中文水平的有效學習工具， 강的觸力更多的tErB用中國通洛小說的形式改寫著名 

日本作I뭘 給十)\世紀的日本讀者帶來T職!!é성文學震據。 通騙|同時代中國文化

的類tt， 人們對過1分熟鋼낀日本層댔話題處生了顆的看法。 

同樣重要的是，通過關讀中國通洛小說， 冠山吸取了通洛小說是·種表達新顆深

刻的思想‘和뚫高的情感的工具的敵;찮'0 十八世紀명期的햄統爛敵劇和<:ì'1-t센훨子§ 

短篇小說中有y..學性뽀]章節， fÉJj율在那수時代沒有被휩作嚴輔文學， 而且作者本人

也沒把강f~當作文學。 中國通洛小說빼圍j曉강的評論顯示了小說和1"F者zf챔的新 

的關系， 랜誠是說， 小說可以象짧經大序里的詩歌-樣表達fF"者的恩想훨:圖。 這標

힘j想、法在j싸前的小說傳統中也l'是沒有， 但.1è:1?:們不明確， 更짧有與使朋없語相聯 

系@ 짧山的學生守山佑弘在《太.zp:記演義X的前룹中抽寫了冠山的寫作動機。 

“ 日 쐐:마홈然규IJ樓8“홈職廳Z際，iF將老몇n 今若까했1닷中;않면 以畢平生

微志則恐必無復有티-也。 邊入齊}짜훨譯끊취3名벚太:gs記폈演義。 It합若千卷， 直

題太:gs즙21뚫演義。 "34) 

33) 問島冠山的《太平記演義?和好IL本字典都감평都和江戶聯읍出版表明他與關西地區之間 

的長久聯*最終會f벗{따回到那里a 慘見志村良治的훨節 “G활짧뼈뼈落本" {iIJ5텀期tt 

較)[{l:liIf究>>(東京 Pelican, 1990), 3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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짧띠I얘짧!譯活動成了꿇1質fj}f究여:J國通{갑小說的-部ffi， 尤其;몽강E京都地區，5(:特 

別是在且傑的觀爭對手，Jlj山的훗持者·伊魔東灌的學院뿔。 東睡不斷地#뀐다j國通없 

讀物用3二他的敎웹힘， 담 ~J是짧了觸展中國갱구究的範뀔협。 

在伊顧東灌的學生穩積↓:J貴的著作中可以最淸楚地看到對當~日本通倚小說8''1

重新認識和對며그國通없小說的빠究之間的聯系。 以貴把他自E크稱做城m橋家學짧， 

威叫做“머I橋者" 他在大限與못-↑來댐휩빼ÉI언不知名的觀譯者35) 合作寫作井印

빼出}없了最早的中國通없小說的關讀購典之一 : <(많議水홉傳語解). <{忠義水海傳

‘語解\用 日 本洛語解釋了《水激傳X前표十五回中難解中國倫語룹폐앓， 對想讀며그文4、 

說原文的讀者大有협助。 這;本字典用日本倫語來注解中國洛語쫓適浩， 因JIt讓人注

意、到作薦'-1、整職성洛語。 

聽績以實對혐語和小說댄l興趣進而發展到對他同時代洛語寫{'F-的整體的JíX賞Q 

1;1、實和大|댔的竹本座햄統짧木偶蘭l院-直保持짧切的關系。 他給著名的劇f연家竹 

田出:z:;;寫的律辦職薦l的情節提建議， jH&有可能爾出긍긍寫了-段抽述{生x字“道 
行記”。 36)

以實I<IJ時也和最著名的揮짧購木偶職없IJ作家표松門左衛門(1653-1724)關짧徵好， 

他寫T-↑關子靜統짧木偶劇院的論文《難波土廣)37)(1 738)0 1짜貴對九↑짧짧짧 

顧劇作了細됐的文學分析， 井作了詳細的住解。 在對每↑敵薦l的講解中都包括7對

原文中難廣的中文詞睡的짧鍵， 同時選指出懶IJ中便用的9월故。 這樣짧數聚多的l'ì 

釋對-↑傳짧짧的普通愛好者來說是不必要的，ïiJ見강-뽕是面向쫓過良好敎育的， 

對짧流調的風格쭈OJ폐詞+分셈도좋的讀者。 

以賣在《難波土塵}>的前릅中稱贊辯짧짧敵劇是~_.種藝術， 或“월" 這樣他的評

論的훌훌心就在運ffl術語的技巧上而不是tEJ職劇的內容J~， 以賞關讀中國流行文學

的經鷹便他在當「時的x學界開iiIJT-片認員評論햄統짧木偶않IJ的天地。JIt外， tJ實

的兒子成了-1-博統짧짧IJ作家， 팀來改各寫近松半;二c 總橫以實的兒子半二甚至옮 

겼i用며國洛語寫了-篇關T辯짧짧職劇鄭힘的x‘휠。 意‘識到I'þ國洛語13''1存在仍然

쭈O*j펀倚語也是-種文學形式的意識緊密相連。 38) 

34) 購自《太.ZjS'記演義》前듬， 1719年印빼!板本， 內탱륨文庫圖;얀館~ 3質。
35) 뼈譯， 或口譯， 注明是長!빼的有一半中國m統的老엽iWI~1휩H페。 

36) {日本古典文學大事典}， 第5卷(東혔 : 岩波書店~ 1984), 466頁。
37) “팽짧屬敵劇/"， m 本古典)c學大系Þ(東;京 : 쉰波書Ji!'J， 1964), 第50卷， 256-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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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끓山1， fffi在1718年t:e版T他的成功的이"國語言學習初級課本的第二版《庸話 

흉놓要Y， 其中행括兩↑{벼自己寫的以 B 本廳背景的訴本小說1 這뺑發T凡十篇ft他的 

)[學作l않用中國洛語細寫十八世紀日 本社會現實。 這種作ib結果被當f￥5명‘化面熟 

世~fI인I具。 日 本學者進而把、챔짧瓚和歌舞많$購1]， 流行歌r:th， 笑話함|時事鋼譯成 

中國없語@ 中國없語寫作成薦這些日本通洛1'1'品用來뚫現핍身特性的背景， 因此從

-定距離;낀外被審視。 

1749年三月十八日， 一↑不出名的叫做油屋--Flffi貼的破女因짧顆罪被處tJ死 

7flJo --F西始住在大gx;jt歸9新區， 做某λ的小쫓Q 빼것~失的大哥繹常喝짧酒海尊井 

}T傷뼈c 뼈無法忍受這樣땐]折廳，111\起一把刀把大哥刺死70 39) 彼快빼就被定了 

罪。~雄빠{陽時穿上了<<tB最體面的衣服， 井做了最完美的發型0 40)

~Ij同一月的第二十六日，--F西始成了tE大吸的뽕竹座흉1]院j二演的→·部博짧爛木偶 

敵《八重體浪花兵값y(맨女主角。 戰照大限的風倫， 本빼￥J표閒凡乎立刻就被搬t敵 

台， 威者成짧流行歌曲， 從rm成짧城鎭f릇없不可缺少업션-홈ßf分， y-叫作“流行”

(HAYARI), 不斷地尋我最新最驚A的傳I해。 

學者澤田·爾在1749年뼈譯7<tA重露慣값}， 作짧話本小說發表， 題짧《演義俠 

妹傳}， 共有兩↑章節。 41) 在《演義俠鼓傳》的觸譯中爾故意朋不必、藝多的話本

寫法做有觀성奇함文章e 他頻緊使用老--餐的“話說”這標的詞應，tJ至子他的故事

的救避過程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中斷語。 他還頻緊使用直接從中國週洛小說中拉f止

出來的語句如“關話不提”等來헤훨總熾者的注意， 井對讀者廳問。 他存有~大효 

子救述玩具在他關下if:其選用。

뜯홉統짧없뼈없l빼rf世草子小說是唯一的兩種本빼섬救逃文體， 강們講述普通城市居 

.R的日 1혐悲훌IJ故事， 但是在iXili췄巧上추鋼大的局1浪性。 由一↑虛織성講故事者向 

讀者做條辦性的提間a9f71J子比;在中國通없小說中少得多o Ý.章的大염H分都是由련| 

用的對話組成， 偶爾有觸述性的段複， {멀읍些段落명P&:有淸楚地指1:1:1講話者， 也沒

有f혐加故事;陽臨ù연質實感。 中國通倚小說給-爾提供T뤘外-種可供選擇用T-빼’ 

38) 見近松半二的“Hitori잃baki”， 《新群害類從)(東京: 國書刊↑增， 1908), 第1卷， 510 

512頁。

39) 캠《中村幸彦著述集’(東京 : 中央公論社， 1984), 第7卷， 71뤘。 

40) 見"i:þ村宰彦뽑았@驚ì， 第7卷， 72폈Q 

41) 햄義俠妹傳》全文收錄在《中t;博jZ著파L集X 第7卷}就iJf"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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싫l1A람購"J文體。 

前톰쭈1]戰文都含有非혐嚴格的道德評껴j， 但是fij來傳達這種評엠j的奇特媒介升不 

合適， 嚴重地破壞了說敎的效力。 찮種玩쫓{때션假做正經的前言和歐xß얽1是與故事 

的內容쭈O--F西始放癡而又固執的/서生相符合。].들수故事所抽寫的“正議”完쏘沒有避 

從庸家思想中適當的擺念。 是f西始ErJ勇氣吸51훌讀者。 中國的通洛小說講述最

低購的A物， 最뺑圖的事件， {!!是總、有-앙짧?道德廳架在那里-“-歲--F西娘這樣的女 

主角不可能出自子話本小說。

-←-蘭的中國語룹選用在當時的朝解是不可想象的。 不管有多少中國通洛小說在

朝縣流傳， 因罵'J、說有明確的， 規範的PJ能; 象‘-1-1&女歡騙井짧殺一끼、F출年男T 

i혈樣ÊfJZf'凡故專在朝解文學中從來&有t닌現過。 然而在日 本用中國洛歸講述這樣

--↑故惠돼련|起了對主角未西始和뼈死亡細節的興趣。 當然這↑故事還是穩穩當

當地放在簡家道德、뼈좋架之中， 但是那↑樞架是-↑新的， 外來的健架。 最終結果就

是可以把這1-故事單純地當作文學來欣賞。

十j\世紀早期用마1國洛語來寫作的漸流之팀， 日本的長篇小說升沒有成寫中;文

通洛小說， 也沒有變成純的本地洛請小說。 建部緣，@的《本朝水펌傳:ì>(1768)選用了 

《水澈傳》的題材， 但是;t;p包含了多樣的語言風格， 從 當時뺨짧짧敵劇所用的*를홈到 

萬葉集的古語。 都贊R줄鐵섬m篇小說集《英草子:ì>( 1766)和與之類似的上田秋成的小

說集 《雨月物語:ì>(1776)慘入了中國通없小說的成佛， 在改寫(觸짧時保留了 些中

國短篇小說Er:J結構特狂， 但是옳p宋用以 8;本古典雅文寫옳鍵的寫作風格。 所有這些

作家都是在尋我--種日語的新的， 與日本古典傳統不-樣的款述形式， 但又不월!斷 

其他的聯系。 他們的作品中保留r.p文댐法的少的程度是令ÁIl6驚(tJ o 對練足、 R꿇 

購n秋成來說， r.þ國通洛小說只是-↑用來童新組織調整本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工

具。

在十!\世細인店半期， 以中國通洛4、說的題材寫基顧성日本原創小說的數量劇 

增。 江戶l맨兩↑系잦IJ小說的魔爭對手flÈ후馬琴￥1]山東京博在他們的fjij長的作品中 

大量借ffl淸朝流行小說的情節。 然而曲亨馬琴하!著名英雄故事《南總里見)\:;k1專》 

去n使用T與中國洛릅홈有一定距離的格式{!::的日 文， i를種x體往往更接近子“候文” 

(書信體)。 中國通洛小說對馬餐的影響停留在“洛語小說也是文學”的理論簡念f합面 

上。 馬琴在《南總필見八*1專》的테1릅·中對他的小說的文學質파做T前所未有的彈 

調， 井以中國通洛小說薦쩌IH멸衛他的觀ι멘。 지;僅如此G 馬琴還宋用了:f;宗商評셔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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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志演藏i的評論方y*， ~되是對其-進行7改動， 使之成짧適應他딩己的小說的~種했 

述形:i:. 而不是-種抽寫~션法。 馬琴甚至효稱他的小說比fH可며1國小說更完美地 

實現了評/멘的敵述美感、。42) 

在日本， 閒讀中國通佛小說井對其進行評論~最終結果是鍵生了評論洛짧irJ、說， 

尤其是8*ð않없小說的x章~ pn讀本(YOMIHON)， 小說被當作一種f꿨鋼x學作 

品來對待， 往往有長篇的前言、 짧흉的典願n樓離法。 馬琴不僅非常認興j뺀評論ftl! 

自己的小說， 選對同時代Éf"J其他小說如建염織，@(:rJ{*’朝*i許傳pf↑:了盡管是單方面 

的， 但是經過認質思考的評論。 43) 對許多빼者來說.)(觀성嚴챔뺨性f크쩔移植到%Y 

中。 甚$對那些抱總把洛語作品當作文觀성A來說 造뿔f’F品也E成짧合j훨的評論 

話題。

七. 結語

從十九世紀早期開始些文人如江戶的柳후種앓開始홈手對f澈時期(1688 

1704)的通洛文蘭'oJt11::f뽕行刻苦ÉI인융자究。 44) 種짧觸班他畢生收集ÉfJ紀;찮;品記鍵， 

試圖從學術的角度童新構建僅僅凡代人之前的通없文學的寶際情況。 J흘在十九世 

紀的朝蘇是不可想顯的， 沒有-ιF朝蘇文λ會專注子細致分析朝爾:떠E的通%文化 

8션各1-成分。 m語文學和~.所f\::.表的通f짝y化在朝蘇不是一1-知識領域。 這井끼; 

是說朝默文人不慘與通%::t化， 或者‘說他{門 致反對'mi읍홈x學。 而是說， 事實上直

到十1!t紀中期. 1直得文學分析ÉI얀主題H存在←T-↑J9t'짧的範團之內， i따倫x化tE 

其中臺無地삶:。 我們PJ以從對中國通없小說的接쫓程度쭈n對本地小說的評{介這兩 

수密탱]相關的漸헤E中發現日 本￥n훔R願兩國z問的差別。 

但是仍然有必要指tl:l朝解文人用朝蘇듬홈所寫댄J第'-1-系統的小說評論出現1Ì中 

42) 見曲亨馬琴， "A;k:{'뺑第九輯"þ~付듬" <<南總벌見A}è傳》。 

43) 見曲亨馬풍的《本朝水펌f~讀批評〉。 

44) 見安祖 馬可斯(Andrew Marcus)的《秋天的柳樹.Þ(The WiJlow in Autumn)(혔l騙 : P合
f싸大學出版社 1992), 97-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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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通싸小說《鏡花緣J>Ð성朝j輕譯本的前좀里u 鋼譯者洪흉흉j福用朝蘇語來寫小說評論， 

井與聚不同地認、寫用朝輕洛語也有可能寫出文學杰、f'F。 簡而言之， 接觸中國通{짝小 

說的經鷹、 選擇朝離f?t語小說作寫分析對鐵￥n따的觀lga是有聯系的， 洪認、寫i않過Je 

中國小說介紹到朝解， 朝蘇%릅흠小說有可fj~發展成薦正統ÉI''J文學形式。 

同樣的， 對播앓쩔l(P ’ANSORI)敵劇的第-↑熾爾的文學評論’k自《廣寒樓記J>， 

用中國없語훌훌新改寫B"'l劇本《春香傳J> 0 <{魔寒樓記》的前릅和評펴最早賞試運用金 

聖魔和張竹被寫分析r.þ國通%小說而透漸發嚴起來的理論來對朝蘇原쩍Ij作!펴的復 

雜性進行分析評論。但옮在朝蘇， 本地小說只有在鋼譯成中文洛語之텀才能被當作 

文學認與分析評論。 中國洛응용便朝勳讀~~않過中國X字i룹n옮--可見的寫作學術X 

章的媒介補提到原作中없語的感覺。 

十A世紀橋鍵성重要學者왔生f담條在他的{연品中明確:地談論마I國通洛小說， 甚至

廣了一↑觀譯敎他中文口諸。 B 本/\認寫對中國{짝諸的따f究和對中國不經中介的， 

直按的理解有直接聯系。 在朝蘇從來짧有Á끼융過這樣的觀펴。 象都質￠졸鐘或~一詩 

A、 國學學者石川雅望這樣的大XÁ都鋼譯中國通倚小說。 詩A、 評論家皆川밟 

園還짧1802年出版的《平妹傳》的觸譯寫了때1듬·。 

朝蘇3엠日 本受中國通倚小說影響程度的差別， 以及中國通洛小說引起的對本t뼈굶 

洛小說的重新評íir可以追期到兩國統治!階級ÉI션地位、 文言文的運用以及本國語言

的地位的不同。 朱熹學派B"'l俠짖톰的簡學lË義;在朝蘇成薦超越-切的形때1上學骨架， 

在其上控}훨理解整↑世界的認識論網要 ; 而在日本， 朱i薦學ìIN::fot햄家|專統只是累多 

iJJØl;選擇的用來表違思、想的策略之 甚쪼還可以從障身평￥外的角度來觀察강。 中

國通f짝小說在兩國都流傳廣~: 在朝縣把中國小說和朝蘇本地小說當作文學的努

力是有限的 ; 但是在日 本， m語文觀of?t語， 包括中國싹諸和日 本倚語， 發展成T

l'獨立的學術f빠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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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sible Parole;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Vernacular Narrative 

in Korea and ] apan 

Emanuel Pastreich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Korea and Japan had adopted literary Chinese 

as a transparent univer잃1 language which was resistant to historical change 

and infused legitimacy into the topics it treated. With the explosion of 

print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C피nese intellectuals who 

defended pop버ar literature in the 17th century, however, Chinese vernacu1ar 

novels entered Korea and Japan in large numbers from the 17th century on 

and were widely read‘ 

In both Korea and Japan exposure to Chinese vernacular novels led to a 

complete reevaluation of status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generaL Korean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saw in Chinese vernacu1ar narrative a form of writing 

that had the fu11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which treated the 

quotidian experience of men and employed vernacu1ar expressions. 

ηle first attempts to expand the range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so as to 

include indigenous vernacular writings was linked to the reception of the 

alien vernacular Chinese in both Korea and Japan. Moreover, Korean and 

Japanese writers employed Chinese vernacu1ar writings wíthin their own 

compositions. 


	장속어당작문학: 논중국통속소설적유전여하확전한국화일본적문학범주
	인언
	문언문재동아적지위
	속어재조선적지위화대중국통속소설적접수
	십구세기조선적중국통속소설화대중국통속소설적평론
	일본무사화일본소설
	십팔세기일본적중국통속소설화본지소설
	결어
	영문초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