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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枝接海花开
——中日汉俳联句接力
赏析：西村我尼吾
翻译：林祁 汤田美代子
校阅：田原

温家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和风化细雨
樱花吐艳迎朋友
冬去春来早
二○○七年四月，
温家宝总理抵达东京访问，
喜逢春雨，
联想起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有感。
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温家宝总理曾致辞“春雨知时节”
。
第一行，
“和风”引用赵朴初的作品“和风起汉俳”
。一九八○年日本俳人代表团初次访华时，
赵朴初在欢迎宴会上即兴咏诵了这首汉俳。从此这种由 5 － 7 － 5 汉字组成的形式便以“汉俳”
命名流传下来。第二行，雨润樱花更美，胜似迎朋友的心情。第三行，虽然日中关系出现寒流，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预祝“融冰之旅”的成功 。
整首汉俳犹如一幅水墨画，于粗犷的泼墨中不乏细致的笔触，表现出政治家广阔的胸怀与细
腻的情感。

辻井乔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阳光满街路
和平伟友送春风
谁阻情信爱
接上首的“友”字。
上承温家宝总理的“细雨”而转为阳光灿烂之景象。第二行巧妙地以“和风”藏头收尾。
“伟友”
表示对“朋友”的敬意。结句则上承“融冰之旅”之精神，
以“和文汉读”法直接表达其坚定信念。
作者表示：
“由于温家宝总理的汉俳以及我当场应和的起因，日中汉俳联句的交流开始了，真
令人喜出望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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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原

关于中日汉俳联句接力
“中日汉俳联句接力”从二○○七年十月号的《NHK 电视汉语讲座》杂志开始连载，结束于二○○九年三月号。
因为是中日双方两人一组的联句接力，每期刊发两位的三行中日文对照俳句。汉俳联句跟诗人大冈信倡导的“国际连
诗活动” （只限自由短诗）大同小异，在唱和中后者必须在俳句里体现出前者使用过的一个字词，或此唱彼和，相
呼相应；或另辟蹊径，重新展开。遵照日本有三十六首的雅趣，故有十八组三十六人参加。参加者除我之外，都是两
国政治、文学、戏剧、影视、音乐、体育和建筑等方面的领军人物。日本著名俳人（在日语中俳句作者一般叫“俳人”
，
短歌作者为“歌人”
）西村我尼吾为每一首撰写了赏析，阐明了每首汉俳承先启后的来龙去脉，相信读者会对他精彩、
准确的解读产生共鸣。旅日作家林祁和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汤田美代子共同翻译和推敲了绝大部分作品，我对全文做了
校阅。西村我尼吾原名西村英俊，
曾在日本财政界担任要职，
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实际性工作。他正在与有马朗人、
金子兜太等酝酿筹备“世界短诗大奖”
。其中“李白短诗奖”的奖金为五十万美元。他们准备在二○一○年的上海世
博会上宣布首届获奖结果。
汉俳联句接力最初是汤田美代子的主意，遂由她策划和组稿。源于她作为 NHK 的记者对二○○七年四月温家宝
总理访问日本时的跟踪采访。在东京隆重的欢迎会上，温家宝总理用一首汉俳表达了这次“融冰之旅”的感想，为他
接风洗尘主持那场宴会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诗人辻井乔也即兴以一首俳句酬唱。这两首俳句让置身现场的汤田
感动，并带给她灵感，于是，在她不懈的努力下，便产生了“中日汉俳联句接力”
。
日本定型诗有三种，俳句、短歌和川柳，自古有之。其中俳句脱胎于十五世纪在日本兴起的连歌与俳谐。短歌
的历史更为悠久，据《万叶集》记载，最早的短歌作于公元七五七年，是直接受中国古诗的影响产物。川柳则盛行于
江户时代。短歌有三十一个音节，在外在形式上跟同是 5·7·5 十七个音节的俳句和川柳有明显区别。俳句和川柳尽
管都是十七个音节，但熟悉这种短诗特征的人都很容易辨别。俳句里除必须使用“季语”外，还有首句必须独立等明
规潜则，川柳却没有这种“季语”限制。俳句的遣词造句不仅要尖锐深刻，而且要将带有明畅性的抽象意义的诗句推
敲得无懈可击，给读者留下无限的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闲寂古池旁／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这是被日本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的代表作，作于三百多年前。我们今天读它，仍能感到俳句的神秘、宁静
和意蕴深远的禅性魅力。俳句虽短，其艺术容量并不小。跟汉语里所说的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滴水中盛大海，一树一
菩提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川柳却不需要尖锐感以及思维的飞跃，更不必为读者留下太多的余韵。俳句或许接近典型的
创造性纯诗写作，更纯粹；川柳则大多是调侃和讥讽社会现象，随心所欲，诙谐轻松，通俗易懂，类似于中国的打油诗，
因此登不上文学的雅殿。古代的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以及近世和现当代的正冈子规、高浜虚子、种田山头火、
稻畑汀子、金子兜太等俳人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
对于俳句里“季节语言”的诠释，
也因人而异。松尾芭蕉使用的是“季词”
（季节词语）
，
金子兜太强调的是“季语”
，
稻畑汀子则为“季题”等。但正冈子规之后，出现了以他为代表的“无季俳句”
，不使用季节语，跟不讲究平仄、押韵、
对仗的自由古诗有一点相似。所以日本俳坛有“季语派”
、
“无季派”
、
“自由派”等。跟现代诗相同的是俳句不存在固
定概念，只有一些约定俗成。山本健吉把俳句定义为“是滑稽，是寒暄，是即兴”
；高浜虚子则说俳句是“可观写生，
花鸟讽咏”
。
中国有不少读者对俳句并不陌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九二二年，俞平伯就提倡过这种短诗的创作，只
是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太大注意。汉俳在中日两国广泛的传播，归功于一九八○年日本俳人协会代表团访华时，赵朴
初即兴应酬的“绿荫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首汉俳。一九八一年应日本俳人协会邀请，包括诗人
林林的访日团发表在日本《俳人》杂志上的几首汉俳更是为汉俳的推广雪中送炭。据说汉俳因此定名落户中国，之后
还成立了汉俳协会等组织。除汉俳外，这种韵文体裁的短诗已经全球化，英语俳句、法语俳句、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俳句等在欧美也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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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有
中国汉俳学会会长
交友信当先
和风华雨两邦欢
同赏百花妍
上承前两首的“友”字并高度概括交友“相互信任”
的精神。第二行，引用唐代贯休的诗句“重叠太古色，
蒙蒙花雨时”
，
“花”通“华”
，隐喻中华，而和风则
象征日本。和风华雨，风调雨顺，进而百花争艳，诸
君同赏。
作者引经据典不露痕迹，技巧娴熟。

有马朗人
日本国际俳句交流协会会长
同赋诗怀贤
初夏长江流天边
谈笑又不尽
接上首的“同”字。
这首汉俳将场景引向中国大地的同时，也将细腻
的描绘引向了雄浑的抒写。起势有怀古之纵深感。继
而横向一挥笔，长江流天边，气势何滔滔，令人想起
李白诗句“唯见长江天际流”
。结句由远景之江静静
长流，转向近景之人谈笑尽欢，一静一闹，一远一近，
以蒙太奇手法赋予多层次的美妙意境。
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科学家，前东京大学校长、前
日本文部省大臣。于是，下接中国前文化部长。

王蒙
作家
细雨润东风
遥思诸友梦魂中
小园花正红

起句上承温家宝总理的“细雨”
，指明这“细雨”
可以润“东风”
，由小而大，气势非凡。继而由大而远，
跳往梦魂，由实而虚，情思缥缈。
“梦魂”可见李清
照词“仿佛梦魂归帝所”
。但王蒙的“帝所”很实在：
“小
园花正红”
，由大而小；
“红”字形容词动词化，以色
彩动态美为诗情画意
“点睛”
。结句有日本式的精致美。

大冈信
诗人
公园大喷泉
光映水高孤塔傲
溅落不复还
接上首的“园”字。
大冈信先生乃 “连诗”的倡导者，也是活跃在国
际诗坛的诗人。在诗人眼里，公园大喷泉是人格的象
征，清高孤傲却沐浴着光照之美，溅落也在所不惜。
是否寄寓芭蕉晚年孤高的心境呢？ 诗人的视点由高而
低（水的溅落）
，诗人的情怀由低而高（光的升华）
。
水之柔和，塔之刚硬，相映成趣；其间更有时光的潺
潺流逝，使作品富有张力。

盛中国
小提琴演奏家
高山万棵松
风和日丽群龙舞
盛世展新姿
接上首的“高”字。
盛中国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音乐家，经历过时
代的风风雨雨，这一代人有如高山松一般坚强挺拔，
而今迎来“风和日丽”
，
大有作为的时代更要大展身手。
作者将自己的姓“盛”藏在第三行之首，蕴含着对这
一时代的讴歌。字里行间仿佛洋溢着贝多芬《欢乐颂》
的热情旋律，呈现了作者风格独具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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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原小卷
电影演员
妙音越海响
友情温馨人生暖
谢意舞满天
接上首的“舞”字。
栗原小卷在中国享有盛名。诚如汉俳所示，那美
妙的声音越过大海，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温馨。应
该感谢电影如此感动人生，也应该感谢中国导演谢晋
之情缘。栗原小卷曾出演谢晋导演的《清凉寺的钟声》
（一九九一年中日合拍）
，与谢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汉俳中嵌入“谢”字，传给下一位的谢晋导演 。

谢晋
电影导演
银幕传友情
光影艺术话人生
共谱颂和平
接上首的
“情”
字。第一行上承栗原小卷的
“友情”
，
他与她通过银幕结下的情谊，在中日间已传为佳话；
第二行谈光与影的艺术人生，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则是
为和平作贡献。
《清凉寺的钟声》讲的是一家中国人
养育日本遗留孤儿的故事，歌颂中日间共通的人性美。

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也颇受欢迎。以上的汉
俳是佐藤导演人生观的凝缩：不论是电影、围棋还是
人生，都要一点一点地积累，积少成多。叠字的使用：
寸寸、枚枚、日日， 恰好表达了这种意念，读起来朗
朗上口。

吴清源
围棋九段
手谈黑白围
中原情笃和天地
山河一局棋
接上首的“棋”字。由上文日中合拍的电影《一
盘没有下完的棋》引出著名棋手吴清源。
吴清源一九一四年生于福建。作为天才的围棋少
年赴日，成为昭和年间最强的棋士。第一行，手里弹
着黑白棋子，犹如叩问中国思想的阴阳学，阴阳的对
立与调和是一门古老深奥的学问。第二行的中原指的
既是祖国，也是其夫人的日本姓，对祖国和夫人在此
都是一往情深的。第三行结句蕴含深意，
令人想起“治
大国如烹小鲜”的老子名言。
，推而广之，
吴清源认为围棋的精神就是“调和”
倡导世界和平。
“和”是这首汉俳的关键字。

平山郁夫
画家

佐藤纯弥
电影导演
寸寸胶片情
枚枚棋子盘生辉
日日为人生
同样接上首的“情”字。
佐藤纯弥导演的《追捕》是“文革”后中国人最
喜爱的日本电影之一。一九八二年他主导的日中合拍

丝路逾千秋
客梦天马跨西域
玄月照沙流
这位登场者是与吴清源一样热情倡导世界和平的
画家平山郁夫。平山郁夫为前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乃
日中“和平大使”之一。
接上首的“天”字。如果说吴清源作品是盘上之
“天”
，平山郁夫作品则是西域之“天”了。第一行写
丝绸之路，发千古幽思。第二行的“客”是作者本人，
也可能是你是我，那西域对我们来说都太陌生了。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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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梦中骑马跨西域，缥缈与现实交融。第三行，上有
玄月，下有流沙，天地之间我独行，苍凉之美恰如作
者的绘画，耐人寻味。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冰雪喜消融
一衣带水尽春风
山海看花红
接上首的“天”字。平山郁夫为前日中友好协会
会长，陈昊苏则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其作
品从正面讴歌中日友好关系。
第一行，对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的赞颂。第
二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应该是友好邻邦。春风荡
漾寓意着作者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改善充满信心。第三
行，海里的浪花在阳光照耀下仿佛鲜红的花朵，红遍
山海之间，看花人的脸颊也被映红了吧。

莫言
作家
窗外竹摇风
室内花开春意盈
挚友在东瀛
接上首的“春”字。汉俳接力棒由日本学者转到
中国作家手里。
莫言的小说在日本享有盛名。在汉俳中他倾吐的
是悠然淡然的心境，一反前作的紧张感。第一行，窗
外竹摇风，而不是风摇竹，令人联想起著名的禅宗公
案：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在动。而且作者
在第一行和第二行里成功地将竹内实的姓“竹内”编
织其中。
莫言的心在动，因为春意盎然，因为挚友在东瀛。
从室内之花，一下跳跃到远方之友，于是，诗的空间
得以扩展。

石川忠久
中国文学专家

竹内实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结冰层层封
双方不乏远见人
毅然送春来
接上首的“冰”字。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学
者竹内实登场。
第一行，上承“冰雪”而来， 冰冻重重，象征
二○○二年到二○○七年日中关系的冷冻状态。第二
行，困难重重中，日中双方都不乏远见之人，都对未
来充满信心而毅然送春还暖。第三行的“毅”藏有陈
昊苏之父陈毅的名字。作者有缘认识前外交部长陈毅
并由他引荐会见过毛泽东主席， 此情此景，至今铭刻
在心。

东瀛春度时
诗思自凝小斋里
听雨忆风姿
接上首的“春”字。
石川忠久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巨擘，
他的诗风从这首汉俳可略见一斑。在他的笔下，春天
悄悄地来到日本岛，静静地又潜入到书斋，凝进诗思
里。诗人听雨时，回忆的是“风姿”—— 老朋友林林
的“风姿”
。那是栉风沐雨的经历，还是迎风而立的
姿态？缅怀是没有声音的，有一种静静的美，令人心
生缠绵，欲说还休。
作者曾与中国诗人林林谈论过汉俳写作。林林现
居北京，作者衷心地祝福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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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能修

诗人

中国大明寺主持

篱畔舞姿昂
歌词出自名家手
和音久绕梁

平僧度众生
五次惊涛战骇浪
众星拱月亮

林林已九十九岁高龄，二○○九年九月满百岁，
正住院疗养，经夫人许可，将一九九一年访日作品登
载于此。恰好接上首的“自”字。
此作写于访问俳人金子兜太家乡时，有感于“秩
父音头”
。
“秩父音头”根据兜太之父伊昔红的歌舞复
原而成，填入征集来的歌词。篱畔可见于宋徐积《花
下饮》诗：
“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
” 和音绕梁出
于《列子 · 汤问》
“余音绕梁”的典故，以形容美妙
的歌声和音乐的魅力。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
韩娥善唱余音竟能绕梁三日，音乐的力量实在是令人
无法想象的。

汉俳接力到此，下传何人？编者想起日中间重要
的人物鉴真大师。鉴真和尚曾为大明寺主持，后东渡
日本，弘扬佛法，于唐招提寺开设讲坛。故请大明寺
住持登场。
接上首的“平”字。第一行，标明僧人的身份与
传教目的。第二行，赞颂鉴真东渡百折不挠的丰功伟
绩。第三行，如众星捧月一般，鉴真的事业、中日友
好交流的事业，欣欣向荣，后继有人。

松浦俊海
日本唐招提寺住持

金子兜太
俳人
东瀛山雾里
歌舞升平志昂扬
诗人磊落响
接上首的“歌”字。
林林与金子兜太共著《现代俳句汉俳作品选集》
，
第一集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二集于一九九七年出版。
金子兜太曾有名句“雾之村投石不见父母”
。常
言道，
：雾里看花花更美，
作者起句就给汉俳罩上了“山
雾”
之朦胧美。雾里
“秩父音头”
轻歌曼舞，
“歌舞升平”
，
让诗人或读诗的人何等精神昂扬，胸襟激荡。诗人亦
指林林，寄托作者对友人的情谊。结句之“响”与前
首的和音绕梁，形成共鸣而余音缭绕。

像前涛声伝
兄弟结缘擎小灯
大明照人天
接上首的“涛”字。第一行，伫立于鉴真和尚像
前，可以听到历史的涛声澎湃。第二行，唐招提寺与
大明寺结下兄弟情缘，为共同的事业，一起高擎起灯
盏。第三行，灯盏虽小，却发出大光明照耀人间。
二○○八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曾瞻仰鉴真遗像。
当时陪同的有大明寺住持能修方丈和唐招提寺住持松
浦俊海长老。二位在汉俳中都使用了“涛”字，显然
有所寄托。

田原
旅日诗人
五月小灯盏
没有你们的燃烧
世界更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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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首的“灯”字。
二○○八年五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后不久，惊悉
四川大地震，日本积极展开赈灾活动。其中，日本思
潮社的《现代诗手帖》杂志向日本诗人团体发起募捐
和征集诗文活动，中国旅日诗人田原为活跃者之一。
田原生于一九六五年，中国河南人。一九九一年
赴日留学，博士论文为《谷川俊太郎论》
。博士课程
期间，他尝试用日语创作的现代诗作品，荣获第一届
“留学生文学奖”
。之后，又出版了日语诗集，受到日
本媒体和文学界的关注。二○○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
时，作者挥泪写下这首汉俳。上承和尚的小灯盏，抒
发的是抗震救灾的精神，有如灯盏燃烧。作品的画面
令人想起丹柯的故事：丹柯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
心，给人们照亮道路，用自己的心拯救了一个民族。

谷川俊太郎

张继青
昆曲演员
妙艺玉三郎
离魂一曲梦姑苏
牡丹醉断肠
接上首的“魂”字。
昆曲皇后张继青，一九八六年在日本国立剧场上
演其代表作《牡丹亭》
。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颇受
感动，二十年后赴苏州重温《牡丹亭》
，故有“离魂
一曲梦姑苏”
。
“姑苏”可见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
泊》：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 诗韵钟
声千载流传，寒山古刹因此名扬天下，
《牡丹亭》也
让人魂断蓝桥。
“断肠”语出元代马致远的《秋思》：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以“断肠”结句，平添
一份苍凉凄美之感。

诗人
小蚁轻蝶存
柔言也可抗大震
默悼墟下魂
接上首的“小”字。
这首汉俳有一种细致的美。蚂蚁因小而存活，蝴
蝶因轻而未受伤残，那么，轻柔的语言也可以抵抗大
地震吧。诗人进而写沉默，表达对死者的默哀。沉默
是金，这种沉默的追悼有多沉痛，就能焕发多大的力
量。小与大，轻与重，有声与无声——这种奇特的想
象力、多层次的表现力，是谷川俊太郎最独到的诗歌
特色。
谷川俊太郎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不仅在日
本妇孺皆知，在欧美和亚洲也拥有大量读者。普通的
中国读者即使不知其名，也应知其创作的歌词《铁臂
阿童木》的主题歌——“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
向遥远群星，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善良
勇敢的，啦啦啦，铁臂阿童木……”谷川俊太郎与辻
井乔、大冈信一起，写诗募捐，为四川大地震赈灾。

坂东玉三郎
歌舞伎演员
幕落梦未醒
梅缘千里越重洋
至福踏歌声
接上首的“梦”字。
坂东玉三郎憧憬中国文化，特别是戏剧。一九一
○年其祖父、父亲都曾拜访过梅兰芳。最近玉三郎师
从张继青，在苏州昆剧院学戏一年。二○○八年五
月，在北京公演时玉三郎的演技受到空前的赞赏。玉
三郎这种对戏剧全身心的投入，在汉俳中得以淋漓尽
致地表现：幕落了却还在梦里，这梦越过重洋，与梅
兰芳千里缘一线牵，这是人生的“至福”啊。
“踏歌
声”引自李白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
”踏歌是古老的
舞蹈形式，源自民间，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兴
起，到了唐代更是风靡盛行。汪伦踏歌为友送行，这
是真挚友情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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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

赵启正

相声演员

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几度重洋笑
祥云有容为年少
携手共荣耀

海空云遮月
有时朦胧有时晴
且观满天星

接上首的“洋”字。
姜昆是中日之间著名的笑星——几度重洋笑，姜
昆多次把笑送到日本。二○○八年六月，姜昆为四川
赈灾赴日公演。六月十四日，日本岩手、宫城等地也
发生地震，姜昆通过 NHK 国际放送局，用日语鼓励
灾区。姜昆参加这次汉俳接力，适逢北京奥运期间，
特意将奥运“祥云”引入诗句。奥运“祥云”出自祥
云的文化概念，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北京
奥运会有“祥云火炬”
，代表着未来的吉祥美好。作
者胸有“祥云”
，自然幽默无穷，笑声荡漾。

接上首谷村新司的代表作“星”——最受中国人
欢迎的日本歌曲之一，作者特意将其引入汉俳接力。
去年九月，作者赴日开会，这首汉俳描绘的是他
在飞机上眺望的情景，也是中日关系的一种象征：有
时朦胧有时晴。第三行升华为壮观的意境，
“且观”
透露出作者从容不迫的心态，有如唐朝王维诗：
“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人们常用之自勉或他勉，
遇逆境绝境时，且把得失放下，也许会有新局面产生。
以 “且观”结句，使诗句发挥得潇洒自如。

森稔
谷村新司
森大厦株式会社 社长
歌唱家
歌如风越洋
鸟巢引吭青春翔
感缘共合掌
接上首的“洋”字。
一曲《星》让谷村新司成为亚洲与世界家喻户晓
的音乐人。
“鸟巢引吭”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及胡
锦涛主席主持的各国首脑宴会上都演奏过此曲。歌声
飞出鸟巢，就像年轻的心儿展翅飞翔。祝福此缘地久
天长。
去年八月，谷村新司赴京参加奥运会期间，应
NHK 邀请，向日本解说奥运盛典。返回东京之后作了
这首汉俳。与姜昆的作品一样，这首作品充满阳光，
且有跃动之美，有如飞翔的美妙音符。

追云顶上立
阳光破雾照未来
魂踏梦起飞
接上首的“云”字。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
地区的世界最高（楼高 101 层，492 米）的大厦。森
稔是建造这座摩天大楼的森大厦社长。第一行的追云
者就是他。他说：
“起初，我的兴趣是写小说，想记
录人们的生活，可后来发生了转移，我的兴趣变为开
‘处方’
，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
” 站在他的高度——
世界的高度，破雾的阳光就在身旁灿烂，未来就在眼
前起飞。这是一座以高度美取胜的大楼，这是一首以
高度美取胜的汉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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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鉴

铁凝

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

作家

古寺越千年
斗拱同构营造式
梦回星光闪

瑞雪凝厚春
铁树花开迎故人
友情四季新

接上首的“梦”字。由日中协力建成最新高楼的
建设者，把接力棒交给保护日本古建筑的中国一代大
儒之后代。
作者的祖父是著名的建筑家梁思成。当年在连绵
炮火下，日本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据说是盟军最
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
富。第一行，
简明扼要，
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第二行，
以“斗拱”的细节，
形象地说明了中日文化中的“同构”
想象。其中引用梁思成代表作《营造法式》
。第三行
的升华很美，梦回星转，时空闪烁。

接上首的“凝”字。
铁凝的小说《大浴女》等被译成日语。这首汉俳
中藏有铁凝的名字。第一行写到冬与春，瑞雪迎春；
第二行写夏的景象，铁树开花，千古难逢，喜事临门
；第三行以四季作总结，祝愿友情如四季常新。作品
简单明快，三行一韵到底。

佐佐木幸纲
歌人

城户朱理
诗人
万物汉字凝
童歌恋语亦象形
诗舟越海行

接上首的“越”字。
日中交流首先来自汉字。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
的日中汉俳联句。对汉字的研究，在日本首推立命馆
大学退职教授白川静。作者崇敬白川静，研究白川静，
此作即以汉字为题。
此作构思精巧，以中日共同的象形文字展开，波
象形，风象形，心也象形，万物的象形变化成汉字，
所以汉字一诞生，便与大地江湖紧连在一起；汉字书
写的信件跨越国界，孩子们手拉手唱着关于森林的歌
儿，恋人们窃窃私语，诗舟乘风破浪远行万里……你
看，象形文字组成的世界多么丰富多彩呀。

秋深夜独饮
铁道转音窗含云
诱吾远游心
接上首的“ 铁”字。 铁凝之后，接力的是日本
的代表歌人佐佐木幸纲。
上承铁凝不曾写的“秋”深入细作—— 深夜独饮，
一片静寂；传来远方铁道的轰鸣，使夜愈加静寂。
“窗
含云”令人想起杜甫名句：
“窗含西岭千秋雪”
，时空
在诗中高度凝缩。远方在召唤远游之心。整首汉俳有
如一幅油画，层次丰富，既有宏大的背景，亦有独饮
的细节，静动相宜，饶有意蕴。
为什么此作特意写“秋”？佐佐木说：
“铁凝作品
中有瑞雪——冬、厚春——春、铁树——夏，我再加
上秋，两首连起来便组成完整的四季了。
”

陈锦华
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扶桑望海近
大地之子宝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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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远暖民心
第三十一首、第三十二首中都有“铁”字，以下
便请铁人登场吧。
上承二“铁”的是曾任宝山钢铁厂建设总指挥的
陈锦华先生。一九七八年着手的这一项目，由日本新
日铁协作而成。山崎丰子的小说《大地之子》由此取
材，生动地表现了中日之间的人情世故，恰如汉俳中
所写的“道远暖民心”
。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看似近，
实则远；若说远，又很近。可近可远，事在人为。正
是近和远，形成了作品的张力。

带来天上的美好信息。这时，远处传来笛声，使夜更
静谧，有中国古诗中“鸟鸣山更幽”的意境，也有日
本芭蕉“古池跳青蛙”的俳句美。
“有人”
，可以是诗
人的心境，也可以是读者感怀。人生即使在寒冷的时
刻，也可以感觉美好，静静之美将带给你无尽的深思。
接上首汉俳的“ 新”字。此作一新耳目。

村山富市
日本前首相

张富士夫

春辉满天樱
融雪温馨照世界
杖莫如信也

丰田汽车会长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世上多坎坷
有道必有创新者
丰穰境共拓
接上首的“ 道”字。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
有丰田车。
”这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一句广告词。随道
登场的便是丰田汽车会长张富士夫。
第一行，开辟几多坎坷路，才有今日丰田车。第
二行，丰田之道就是创业之道，丰田之人就是创新之
人。第三行，丰功伟绩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名牌是共
同开拓出来的。充满自信的创新精神贯穿全作品，读
起来铿锵有力。

接上首的“ 雪”字。
第一行，
满开的樱花辉映春天，
气势澎湃。第二行，
视觉中是雪，触觉中是温，嗅觉中是馨香。
“五官开放”
时看到的世界是阳光照耀。
“融雪”预示着中日关系
的复苏。第三行，杖莫如信，引自《春秋左传》
。村
山富市任首相时曾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表示：
“古
话说：杖莫如信。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谨向国内
外表明我的誓言：信义就是我施政的根本。
”作品的
结尾铿锵有力，意味深长。
日本传统的三十六歌仙联句到此为一环，圆圆满
满。最后一首汉俳特意用了“温”字，有意与第一首
的作者温家宝总理形成呼应，以“温”开头，贯穿汉
俳接力，又以 “温”结尾，形成一个温暖的循环。祝
愿中日之间温暖长在。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
新雪照寒衣
竹间漏下月消息
有人夜闻笛
谢冕乃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著名学者。不过，这
却是他平生作的第一首汉俳。静静的雪夜，新雪照寒
衣，虽有寒意，但新雪很美。月光从竹叶之间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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