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203 

狀態 NC088FJU00079009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日本語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5246051  

研究

生(中) 
楊玲慎 

研究

生(英) 
Yang Lin Shen 

論文

名稱

(中) 

井上靖與其中國歷史小說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The study of I-NO-UE-YASUSI and his Chinese history-novels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水福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5.01.01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8 

出版

年  

語文

別 
日文 

關鍵

字(中) 
井上靖 歷史小說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井上靖與其中國歷史小說〉之研究 序論─何謂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著

眼於歷史的真實性，但它的本質仍為小說?故不得不受限於小說的結構

與機制?容許虛構的成分。不過歷史上的真實性與燃燒作家創造熱情的

文學上的真實性，兩者之間究竟如何聯結，才能取得平衡？是一個文學

上難解的重要課題。究竟何謂歷史小說呢？長谷川泉先生所著〈近代歷

史小說入門〉（註一?一書，匯集諸家對歷史小說最精闢的見解，其於

前言部份即開宗明義道出：歷史小說雖是由「歷史」和「小說」的複合

概念所組成，卻已規定出「小說」是歷史小說的第一義性格。而「歷

史」僅是在小說架構內的性格規定；亦即它構成了一種限制條件：規定



出「小說」的樣式。由此看來，歷史小說顯然是「小說」，而非「歷

史」。歷史小說中的「歷史」，只規定出它的第二義性格。 其次，在文

章的體裁方面，彭瑞金先生在〈文學評論百問〉（註二)第 32 問提到，

通常被稱為「歷史小說」的文體，其實是包括「歷史小說」與「歷史素

材小說」兩種不盡相同的文學類型，前者一般是指以歷史事件或歷史人

物為敘述的主軸，配上虛構的情節、故事，後者只借用歷史做材料，是

作者對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個人解釋，旨在表達作者對該歷史事件人

物之見解，本質上是虛構的。文學取材歷史，不是向歷史的真實挑戰，

也不在考據歷史的真相，而是穿越歷史挖掘人性、人生的真實。 此類文

體中，歷史與小說如何取得協調？是歷史聽命於小說？還是小說聽命於

歷史？關於這一點，的確困擾著歷史小說的作者。無論如何，小說還是

小說，小說能借助歷史的，僅止於此，小說不能聽命於歷史。在歷史小

說的寫作裡，歷史像是一幅濃縮後的圖畫背景、輪廓，在畫面上演出的

主體還是小說。歷史小說寫作可能發生的歷史與文學的錯置，顯然是世

界各國小說都有的困惑，「小說是當然主體的創作觀念」這樣的警告，

小說家應銘記在心。在歷史的布景下，小說家的文學才具、創造力，情

節的掌控，情感的體會，才是身為作家最大的挑戰。歷史小說中歷史礦

藏的開發，對於小說家而言，是寫作技巧的另一項的創作能力的考驗。 

本論 一、 井上靖的人與文學 井上靖能在戰敗後蕭條的日本社會中，尋

找出合乎個人的生命旅程，自日本文壇中崛起，爾後且以歷史小說作家

的姿態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則要歸因其異於常人的童年生

活、思想背景，才能造就其敏銳的自然感官與文學素養。首先，由個人

成長過程看井上靖的人與文學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井上靖的成長過

程可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幼年、少年、青年、新聞記者，以作家等時

期： （一） 幼年時期。自五歲起井上靖被寄養在曾祖父生前的二房太

太 井及，亦即井上靖非親生的曾祖母住處─伊豆的湯島。曾祖母過世為

止，井上靖一直與這位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曾祖母住在一起。祖孫二人

相依為命，在偏僻的土造房屋中共同生活了八年，這期間每日與大自然

為伍的鄉間生活體驗，培養出超乎常人的敏銳自然感覺。井上靖日後作

品中自然散發出來的如詩如畫氣息，或許大多該歸功於這段徜徉於湯島

大自然八年的孤獨生活。事實上，在井上靖的成長過程中最值得一提的

便是與曾祖母共住的這段期間，沒有血緣關係的曾祖母給了井上靖相當

大的影響，井上靖自己也說道，曾祖母對他的影響遠大過於其他任何

人，如果沒有祖母的扶養，井上靖就不會有寫作小說的念頭。這段童年

除造就出井上靖獨特的個性與人生觀，更影響其寫作風格與小說中人物

性格之塑造等，影響層面包括： 1.同盟關係與旁觀敘述。井上靖形容自

己與無血緣的曾祖母間相處為一種「同盟關係」（註三）， 並隱約透露

出心中懷抱的如同"孤兒"般的孤獨情感。就是如此特殊的成長環境與體

驗，才成就了日後的作家井上靖，使得井上靖對人際關係有不同於常人

的看法，認為感情的付出不受狹隘的血緣關係侷限，感情的聯繫不需靠

血緣關係加以鞏固。也因此，其作品中少有家族關係的色彩，反倒注重

各角色性格的深度刻劃，凸顯人物與外在環境的衝擊。而身為妾的曾祖

母井及，由於身份特殊，遭受鄰里排擠，寄養該處的井上靖在如此環境

下長成，自然培養出對周遭人事的敏銳觀察力，和曾祖母處於同盟關係



之外，也練就出能以旁觀者角度冷靜看待周遭的人情冷暖。 2.女性形象

與感情觀。對於女性形象以及情感的看法，井上靖有其獨特的觀點。這

些觀念的形成，主要受到幼年時期生活經驗的影響。在阿姨引切身上看

見分開生活的母親的影子，產生了移情作用，此後引切的形象在井上靖

心中不斷孕育、昇華，成為一種永遠的女性形象。而這樣對於母親與阿

姨的母性思慕，在井上靖日後的文學中衍生為對理想女性形象的憧憬，

『蒼五狼』的呼蘭、『炾蘭』的樓蘭與羅布湖的女王等，可說全都是她

的化身。另外，曾祖母願意撫養井上靖，多少為的是鞏固自己不夠穩定

的身份立場，而井上靖則希望利用此種關係去換取曾祖母無常的愛作為

回報，這種各取所需的同盟關係造成井上靖對於人的情感的特殊看法，

不相信有所謂不求回報的情感。 3.自然感受與土藏色調。童年時期與大

自然的接觸，培養出井上靖對自然的敏銳感受，也令其對大自然產生一

些憧憬，小說中主角置身沙漠等兇暴自然環境的無情命運，只是其實現

自我夢想的一種行為方式。再說，幼年時期的居住環境，更令井上靖對

於「土藏」懷有一種無法言語的情感，形成了井上文學獨具的土藏色

調?黯淡的光線與陰鬱的氣氛（註四）。 （二）少年時期。井上靖十三

歲時因曾祖母病逝回到父母身邊，一直居住在山村的井上靖，初到城

裡，處處顯得格格不入，見到異性也嚇的不知所措，精神上所受的壓力

可想而知，加上第一次中學入學考落榜，更加深其原有的自卑感（註

五）。也或許是這種自年幼即產生的自卑感，才讓井上靖比一般人更早

體驗到人生的苦悶，加速了思想的早熟，並蘊育出日後出色的文學創

作，井上靖許多作品中，都飄散出這樣的自卑感受，例如自傳體小說

『丐允卅欠物語』的構成就是以自卑感作為主題，假託於一直希望明日

能成為檜木，卻永遠不能成為檜木的木頭上。而從『敦煌』中因打瞌睡

失去進士考試機會的趙行德身上，隱約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三年

級轉學至沼津中學後，開始了井上靖在沼津自我放浪的時代，不僅改變

井上靖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使其與文學做了初步的接觸。這段期間結識

的少年給予其文學的啟蒙，雖然沒有實際的文學創作，井上靖卻也因此

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二） 青年時期。這個時期又分為兩個階段： 

1.禁欲的四高時期。金澤陰暗、沈悶的大自然景觀感染了井上靖，轉入

金澤後的井上靖收斂以往的散漫、浪蕩（註六），加入柔道社，開始自

我約束的禁欲生活，思想也漸趨穩重與內斂。另一方面，這一段自我約

束的柔道生涯也帶給井上靖很大的影響。在其日後作品中不斷表現出的

旺盛熱情，以及堅韌的禁欲主義精神，應該與其高中時期的柔道生活有

關。 2.奠定深厚文學基礎的大學時期。在九州大學就讀的兩年間，井上

靖對文學的興趣開始萌芽，之後轉入京都大學哲學系，除了文學能力的

增長外，這個階段井上靖已經認識到詩的本質（註七），並開始發表一

些創作。大學期間就結婚的井上靖，對金錢的需求變得較多，因而參加

小說獎徵文以貼補家用，接連得到無數文藝獎項，此時其不凡的文學才

華卻已逐漸展露鋒芒。井上靖大學畢業之後，以「流鱉」一文獲得千葉

龜雄獎，且因此一作品得以進入每日新聞大阪分社的編輯部工作，結束

長久以來的放浪生活。 （四）新聞記者時期。進入每日新聞後不久，因

中日戰爭爆發，井上靖受徵召前往中國大陸，翌年因病返回內地，退伍

後到報社工作，之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井上靖的著作方面全屬空白。



直至戰爭結束，自此井上靖才又開始發表詩作，這些之後多數收錄至詩

集『北國』的詩作，奠定了井上靖文學的根基。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

九年），井上靖終於又發表兩部小說作品?『恅銃』及『 牛』，就是

建構在這樣的詩作基礎上。這段時期在中國大陸的戰時體驗，以及戰後

的氣氛，都深深影響井上靖。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井上靖擔任宗教

版與美術版記者時期的收穫，宗教知識的奠定、美學知識的養成，讓井

上靖在成為職業作家的過程中，奠定歷史小說創作的基礎。因此對井上

靖而言，漫長的新聞記者時期，可說是其文學的潛伏期、醞釀期，在著

作生涯上看似空白，卻有其價值。 （五）作家時期。昭和二十五年井上

靖以『 牛』一作獲芥川賞，正式步入文壇，並於翌年辭去報社的工

作，專事文學寫作，正式進入作家時期： 1.作家初期。自井上靖藉『

牛』踏進文壇，然後一直到發表『天平之薨』止，期間經歷中間小說與

新聞小說階段，可視為其作家時代初期。 2.歷史小說作家期;因恐被純文

學界除名，而改變作品取材的方向，嘗試歷史小說的創作。昭和三十二

年井上靖發表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天平之薨』於中央公論，其敘事詩

式的筆調受到肯定。但是在此之前，已經有像『漆胡樽』、『玉碗

記』、『異域及人』、『僧行賀及淚』等，稱得上其雛形的短篇作品出

現。其後，井上靖又陸續創作出以中國、日本、印度、朝鮮等地為背景

的歷史小說，像是『炾蘭』、『敦煌』、『蒼五狼』、『風濤』、『後

白河院』『云欠仄支囯酔夢譚』等，這些作品確立了其歷史小說家的地

位。 其次，進入井上靖文學生涯的討論。井上靖以兼具抒情性與物語性

的新穎小說家姿態出發，並以口述形式創作出許多成功的新聞小說。之

後，又轉向寫作新式的歷史小說，持續發表出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而

其自青年時期就對詩感興趣，即使是在以小說家身份成名之後，依然不

斷發表詩的作品，這一點更可以說是作家中少有的作法。井上靖作品數

量之多，在日本文壇可以說是數一數二，其作品取材的範圍也相當廣

泛，包括了歷史小說、新聞小說、詩、散文、隨筆、遊記、愛情小說、

自傳小說等各類型的作品，概觀其文學活動可分成：1.詩、2.徵文小

說、3.新聞記者時代、4.新聞小說、5.歷史小說，以及 6.社會性活動等六

部分。 其中特別要提的是，不管是詩還是小說，兩者都是井上靖表現自

我的最佳利器，在文壇上詩人與小說家是其同時具有的身分。 即使在昭

和二十三年井上靖有意以小說踏足文壇，但仍未放棄詩的寫作，成為小

說家之後，詩反倒成為他小說創作的靈感來源。小說與詩之間密切的關

連，從許多作品中可以窺見，例如，詩「恅銃」稍微修飾之後，成為同

名小說「恅銃」的詩序，詩「漆胡樽」構成同名小說「漆胡樽」的主題

等，這樣的情形在井上靖小說與詩的作品中隨處可見。井上靖初期小說

作品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由詩集『北囯』當中的詩引發聯想、構成

主題或形成組織的小說組群（註八）。此外，井上靖陸續發表的詩集當

中，也有數篇詩與日後取材中國的作品有所關連，像是詩「黃河」與小

說「崑崙及玉」，詩「褒姒及憶中」與同名的小說，詩「胡旋舞

（一）」「胡旋舞（二）」與小說「楊貴妃伝」。 井上靖的詩作在形式

上屬於散文詩， 並不要求格式上的整齊排列，詩當中存在著靜態的繪畫

風景，亦即所謂的心象風景，也是創作詩的靈感來源。這樣的繪畫性格

不僅表現在詩作上，同樣也出現在小說中。其中影像最鮮明的代表，是



出現在詩「恅銃」中的〈白中河床〉，將人生這種抽象的概念比喻成白

色乾凅的河床，飄漾著孤獨感的繪畫影像，是井上文學的原型。 如果說

所謂的詩人是屬於靜態的作業，那麼將詩作複雜處理後擴展而成一部作

品的小說家，就稱得上由靜態轉向動態的活動。所以，同時具備詩人與

小說家身分的井上靖，在文學上的表現兼具了動靜兩方面，這點在小說

作品中尤其明顯，從「恅銃」與「 牛」這兩部風格迴異的創作，可以

窺知井上靖這樣的雙重性格。「 牛」中男主角新聞記者津上是一位不

向命運低頭、鬥志十足的傑出青年，立定目標後，勇往直前，不達目的

絕不休止，全身充滿了熱情，與「恅銃」中消極、逃避的人物性格可以

說是天壤之別。「恅銃」所代表的旁觀者姿態，與「 牛」所代表的熱

情無比的積極行動性，象徵著存在於井上靖內部?詩人與小說家的緊張

對立關係，置身於這樣動靜的緊張與對立之中，反倒促成井上靖在作家

方面的成長。 二、井上靖的歷史小說整體論 要看井上靖與歷史小說的

關係，首先要瞭解其轉向創作的開端;獲芥川獎之後的井上靖，作品發表

的速度與數量如洪水般一發不可收拾，新聞小說、愛情小說等中間小說

作品令他被歸入流行作家的行列，為恐與純文學脫節，昭和三十年左右

井上靖在作品的取材上轉換了新的方向）。首先登場的作品是『漆胡

樽』，嘗試創作這部小說對井上靖而言是極有趣的經驗，其更為此開始

努力研讀中國的歷史（註九）。寫作歷史小說對井上靖而言無非是一種

享受，因為他在大學時期即相當喜愛歷史，而且新聞時期在執筆美術及

宗教評論專欄時所受的訓練，也能充分發揮在往後發表的歷史小說中。

井上靖歷史小說的特色在於考據的精確，以及豐富的想像力，但其處理

歷史素材的方式則隨時間與空間等外在因素不同而有所改變，這些都表

現在其日後陸續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當中。 新聞小說「氷壁」連載期

間，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三月井上靖於中央公論發表第一部長

篇歷史小說「天平及薨」，翌年又以該部作品獲獎，此後即正式轉型以

歷史小說為創作主軸。但其轉型的過程是漫長的，早在「天平及薨」之

前，已經有些稱得上長篇歷史小說雛形的短篇作品問世，這些短篇作品

中井上靖即已採用敘事式的筆法與歷史的素材，只不過一直到「天平及

薨」這部長篇歷史巨著刊行，其敘事詩式的筆調才受到肯定，換言之，

此時的井上靖在歷史小說方面的發展才算完全轉型成功，以歷史為題材

的小說才真正被文壇接納，從暢銷作家轉為純文學作家。 在寫作歷史小

說的期間，井上靖的歷史小說「蒼五狼」曾引發相當大的爭議。先是歷

史學者大岡昇平在雜誌『群像』上刊登文章「『蒼五狼』反歷史小說

井」，指責井上靖的作品是〈歷史離木〉，未忠於史實，此後井上靖與

大岡昇平等人開始就森鷗外所提〈歷史離木〉與〈歷史其儘〉的問題，

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辯，即所謂的『蒼五狼』論戰。探討這場日本文學史

上著名的文學筆戰，可分為三部分：（註十） （一）大岡昇平的批判。 

大岡昇平對歷史小說的框架設定相當嚴格，認為想像必須受到歷史背景

與構成歷史的同時代風格、習慣等各層面的限制，與這些無關的歷史小

說其實不該稱之為歷史小說，並根據史實的想像需有限度與節制的論

點，對井上靖的作品『蒼五狼』提出下列批判：1.竄改歷史資料、2.為

採用歷史的手法，其質疑的重點在於『蒼五狼』超越了「某種程度的限

制」。 （二）井上靖的辯駁。井上靖認為歷史學家對想像當然要有節



制，但作家確有進入史實與史實之間，充分利用想像的權利。井上靖撰

寫『蒼五狼』一作的基本資料當然是根據史實，不過目前遺留的有關十

三世紀中葉的異域史實極少，作家出入空間極大。此外，對於登場人物

的心理分析，歷史學家不能不猶豫，卻可以是作家獨佔的舞台。 （三）

學者的判定。一般的看法認為大岡昇平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因為井上

靖在此之後創作的歷史小說風格由〈歷史離木〉轉向於〈歷史其儘〉，

寫出更傑出的作品。但是，曾根博義教授的認定卻是與此完全不同，並

於「有關『蒼五狼』論戰?井上靖的歷史小說與大岡昇平的歷史小說

論」一文中判定勝方為井上靖，而非大岡昇平。其所持理由如下： 1.

『元朝秘史』並非史書。大岡昇平指出，『蒼五狼』如果不忠於『元朝

秘史』，亦即改變史實，就稱不上是歷史小說。然而『元朝秘史』也只

是歷史性物語文學（註十一），並不是正確的史實，所以大岡昇平的批

判自然失去依據。 2.筆戰後的轉型為的是讓讀者更能產生真實感。井上

靖在與大岡昇平筆戰之後，如『後白河院』、『風涛』、『云欠仄支囯

酔夢譚』等歷史小說，皆削減其物語特性，抑制心理性理由，改以較忠

於史料的寫法創作，但井上靖想寫的還是小說，這點變化不僅見於歷史

小說，更出現在同時期的新聞小說和短篇小說中，在小說中削減物語要

素，為的是使其更接近隨筆、記行、散文，使當中的劃分不那麼明顯，

更令讀者能產生真實感，如此而已。 大岡昇平認為歷史小說非忠於歷史

（史料）不可，井上靖則認為歷史小說無論如何非是小說不可。歷史紀

錄事實，小說描寫人的真實。歷史小說是否為歷史小說，問題不只在於

是否忠於史實，除了史實與事實(fact）外，還牽涉到如何才能產生真實

感（reality）的問題。大岡昇平較注重前者，井上靖則較重視後者，這

是井上靖在開始創作歷史小說時就有的念頭，也是造成其後期作風產生

變化的原因，與論戰的關連其實並不大（註十二）。但無論如何，轉向

〈歷史其儘〉的寫作方式，促使井上靖創作出更多極為出色的歷史小

說，在這方面井上靖確實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進入歷史小說創作階段之

後，從試作的『漆胡樽』到最後一篇的『孔子』，期間井上靖所有以日

本國內外過去年代為背景，運用歷史史料所寫成的歷史小說，依年代順

序共可劃分為四個時期：（註十三） （一）發生期?短篇作品的試作(昭

25〜29)。『漆胡樽』（24?4、西域?日本現代）、『澄賢房覺尹書』

（26?6、江戶?明治）、『玉碗記』（26?8、日本古代?現代）、『異域

及人』（28?7、西域?中國）、『僧行賀及淚』（29?3、奈良?中國）。

井上靖歷史小說創作的第一期，是試以短篇形式轉向寫作歷史題材小說

的時期，原則上可稱之為歷史小說的發生期，井上靖歷史小說是以從詩

作衍生的西域小說『漆胡樽』作為出發。而將詩作與第二期的歷史小說

連結，且最能夠表現井上靖其想像力特質的第一期代表作，則非『玉碗

記』與『漆胡樽』莫屬。除了與詩之間的深厚關連外，在這兩部作品的

主題當中，井上靖表現出對悠久時間洪流中瞬間出現又消逝的人類命運

的強烈關注與眷戀，同時它們也是以器物為主題發展出來的作品。 

（二）收穫期?中長篇巨著的形成（昭 32〜36）。『天平及薨』（32?3

〜8、奈良?中國）、『楼蘭』（33?7、西域）、 『敦煌』（34?1〜5、中

國?西域）、『洪水』（34?7、西域）、『蒼五狼』（34?10〜35?7、蒙

古）『補陀落渡海記』（36?10、中世）。井上靖歷史小說創作的第二



期，是在中長篇小說中運用歷史素材，且撰寫出多篇名作的收穫期。

『天平及薨』以下第二期名作的寫作主題都是出自於與前一時期相同的

自覺，例如，藉由在『僧行賀及淚』中加入唐朝招提寺的薨這樣的器

物，衍生創作出『天平及薨』這部作品。此外，『楼蘭』當中瑞典探險

家海定發現的樓蘭遺址和從該出被挖掘出的公主靈柩，以及『敦煌』中

由培利歐發現的千佛洞的萬卷經典，也各自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功效。這

一時期的作品偏重以西域為背景，在井上靖的歷史小說中可以說獲得了

最高的評價。但此一時期後半發表的長篇作品『蒼五狼』，在昭和三十

六年初遭大岡昇平提出嚴厲的批判，並引發所謂的『蒼五狼』論爭，致

使井上靖日後的寫作風格明顯產生極大的變化。 （三）轉型期?〈歷史

其儘〉風格（昭 38〜44）。『楊貴妃伝』（38?2〜40?5、中國）、『僧

伽羅囯緣起』（38?4、印度）、『宦者中行說』（38?6、中國?西域）、

『風涛』（38?6、10、元?高麗）、『羅剎女囯』（38?8、印度）、『後

白河院』（39?10〜40?11、中世）、『褒姒及笑中』（39?11、中國）、

『永泰公主及頸飾曰』（39?11、中國）、『云欠仄支囯酔夢譚』（41?1

〜43?5、江戶?俄羅斯）、『崑崙及玉』（42?7、西域）、『額田女王』

（43?1〜44?3、奈良）、『聖者』（44?7、西域）。以『楊貴妃伝』為

起始，一直到『風涛』『後白河院』『云欠仄支囯酔夢譚』『額田女

王』等這一系列第三時期的大作，除『額田女王』外，皆避免妄下心理

性理由，並削減物語性質，轉型為注重史實，強調客觀性、記錄性的性

格，因此井上靖歷史小說創作的第三期可視為趨向〈歷史其儘〉風格的

轉型期。其中『云欠仄支囯酔夢譚』因為和第二期之前的主題相互重

疊，更令這種創作風格的效果發揮到極至。 （四）綜合期?心境小說傾

向（昭 56〜平成元年）。『本覺坊遺文』（56?1〜8、中世?江戶）、

『孔子』（62?6〜平 1?5、中國）。井上靖歷史小說創作的第四期為作

風的綜合期，除可看到上述各時期寫作風格的綜合表現外，並由心理層

面變化主題，注視死亡觀點的心境小說傾向愈趨顯著。與第三時期的發

表相隔十年之久，以千利休為主角寫成的『本覺坊遺文』，在許多方面

確實都呈現出與過去作品極不同的風貌。在這長達十年的構思過程中，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井上靖辨別出自己以往嘗試過的寫作風格的優缺點，

認真思考新的小說創作方式。井上靖認為，記錄?年代體記的方式雖然

在歷史記述方面頗具功效，但既然是小說，就非得描寫人物才行;可是一

旦要描敘人物，這個人物無論如何要成為作者的創作，很容易會超出史

實，為求在不歪曲史實的狀態下描寫人物，唯有將在主角身旁的人所見

的該人物的姿態加以組合。在前一時期的作品『後白河院』當中，井上

靖即已嘗試這樣的作風，利用多位觀察者、記錄者的敘述，構築成主角

人物的外圍形象，避免心理的描寫，並將最終的判斷留給讀者。不過表

現真實性之外，作家總有自己的看法與判斷，且希望將它寫進作品裡

面，因此井上靖自昭和四十年代後半開始尋求新的小說寫作方向，『本

覺坊遺文』就是實現其想法的創作。 採用這種新的創作形式，井上靖想

寫的並不是歷史，也不是過去所寫的那種與自然相對立的人類生命的原

始型態，而是人類面對自己的死亡時強烈的內心感受，這其實是反映出

已逾古稀之年的井上靖本身對於死亡的深刻覺悟。『月及光』與『桃李

記』收錄的，井上靖自昭和四十年前後開始寫作的一系列關於親人死亡



的隨筆小說中，「我」指的就是作者井上靖本身，而非主角，透過對主

角親人死亡的描寫，井上靖想要表達的是自己本身對於死亡的覺悟與看

法。第四期的作品『本覺坊遺文』與『孔子』，包含了所謂的歷史小說

與這些心境短篇，是井上靖所有小說整體的綜合。 其次，這四個時期當

中所創作的歷史小說作品，井上靖都是取材自亞洲地區國家，若依地域

作區分，則可分為三部分： （一）以中國為背景的歷史小說。例如，

『楼蘭』（昭和三十三年）『敦煌』（昭和三十四年）『蒼五狼』（昭

和三十四年）『楊貴妃伝』（昭和三十八年）『孔子』（平成元年，一

九八九年）等長篇，是以中國為舞台的作品。 （二） 以日本為背景的

歷史小說。例如，『淀升及日記』 （昭和三 十五年）『額田女王』

（昭和四十四年）『後白河院』（昭和四十七年）。 （三）以中、日以

外亞洲國家為背景的歷史小說。例如，以朝鮮為舞台的『風涛』（昭和

三十八年），及以俄羅斯為舞台的『云欠仄支囯酔夢譚』（昭和四十一

年）。 三、 以中國歷史小說為歷史小說創作主軸 井上靖所有各類創作

中，以中國為背景的素材所撰寫的長篇歷史小說最出色，原因在於其自

青年時期即對中國（特別是西域）抱持相當濃厚興趣，對中國事物充滿

憧憬，並且喜愛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或許是想要看清那廣大地域的神

秘感，和中國陸地上多種民族興亡盛衰那變化無解的謎題;也或許是想要

探究西域地方那隱藏著大自然不可知神秘變化的原始世界，激發出井上

靖奇特的想像空間，並創作出優秀的中國歷史小說。換言之，井上靖是

以作家身分，把自己對中國與西域的憧憬在小說中呈現。 井上靖文學中

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歷史小說，取材包括日本、高麗、印度、中國及西

域等亞洲地區，其中獨鐘中國西域。其與中國密切的關係可由下列幾點

證實： （一）與中國相關的修養。明治年間日本的基礎教育尚包括漢文

的學習，生於當時的井上靖因此讀過『史記』、『漢書』等中國史籍，

對中國文學有某種程度的認識，擔任宗教及美術專欄記者的經驗，更訓

練出其閱讀古文的能力，與對於漢字的靈巧運用。不過，井上靖對於中

國歷史的研究，卻是在以西域文物為題材的作品『漆胡樽』發表之後。

在試作『漆胡樽』後，井上靖開始有計畫地研究中國史，並真正展開其

歷史小說作家的生涯，陸續發表『天平及薨』、『楼蘭』、『敦煌』、

『蒼五狼』、『楊貴妃伝』等優秀的創作，這些作品也都大量運用有關

中國的各種史料，光是有關中國地區背景，井上靖就參考過許多原始資

料典籍，這對當時只有在大戰期間到過中國大陸的井上靖提供極大的幫

助，使其創作的以中國大陸為背景的歷史小說能令讀者產生真實感。另

外，或許是本身對漢、唐及宋三朝較感興趣也較熟悉，井上靖中國歷史

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主要設定在這三個朝代，像是『異域及人』、『楼

蘭』、『洪水』、『宦者中行說』、『四勾及面』、『明妃曲』等作品

以漢朝為背景，『天平及薨』、『楊貴妃伝』、『永泰公主及頸飾曰』

等作品以唐朝為背景，『敦煌』、『蒼五狼』等作品以宋朝為背景。而

井上靖喜愛引用中國的歷史，主要在於中國史書與日本史書的記載方式

不同，文字少且只抓重點，剩下的想像空間足以讓作家創造出小說的情

節，特別是人物的部分。 （二）與中國結緣。中日戰爭期間井上靖受徵

召被派遣至中國北方，又於翌年因病退伍回到日本，這是井上靖第一次

踏上中國的土地。首次親臨大陸的體驗，雖然只有短短數個月，但是當



時異國人文風土的體驗，影響了其日後的創作以及對人生的看法（註十

四），例如『僧行賀及淚』、『天平及薨』就以長期異國（中國）體驗

下產生的悲劇為主題。戰後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日本的西域熱再度升

高，許多學者作家開始前往大陸，而井上靖也自此時頻繁造訪中國大

陸，總數多達二十七次，並以其知名作家的身份，為中國大陸與日本的

關係帶來正面的影響，例如『天平及薨』的發表，促成中國大陸對鑑真

和尚的研究。 （三）與西域的接觸。井上靖的中國歷史小說中，最膾炙

人口的應該是其以西域為背景創作出來的作品。除了學生時代對西域書

籍的閱讀外，在京都大學研究美學的環境及時代熱潮，延續了井上靖對

西域事物的熱愛，更促成井上靖創作以西域為題材的作品的動力。 井上

靖的作品中經常表現出〈孤獨〉的特質，這種孤獨意識的成因最初與與

幼年生活相關。長時間無法與父母親一同居住的生活體驗，造成井上靖

本身的孤獨感，更是其作品中孤獨意識形成的遠因。井上靖滿懷的孤獨

感蕩漾在作品之中，成為小說的一項特質;人物、時間、物、空間都是抒

發的媒介，也是表現的主題。然而，不論人物、時間或物所引發的孤獨

感，全歸屬於命運的掌握，因為孤獨是一種生命的常態，而個人的孤獨

一旦轉換成歷史的角度，〈虛無感〉也就自然生成，與〈孤獨〉同時呈

現，形成井上靖歷史小說中的雙重特質。 井上靖的歷史小說往往是沒有

固定的主角，作品真正的中心主題是時間，也就是歷史，像是描寫西域

小國的『楼蘭』，這部作品中可以說沒有真正的主角人物，井上靖僅以

一座城邑期間由興隆、變化到衰頹的過程，象徵人世間歷史的變換，印

證了時間的永恆，以及人類生命的匆促，換句話說，時間是人類孤獨的

催化劑。在最能表現井上靖思想的中國歷史小說中，處處洋溢著對於歷

史、命運的感嘆，以及身為人類的孤獨;或許在面對物體時，最能快速且

直接地感受到所謂孤獨的情緒，所以從井上靖的作品中經常容易看到這

種由物引發孤獨感的表現手法。井上靖以中國為舞台的作品，其題材的

選擇是將人類置於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之中，藉由主角的孤獨透露出作者

自身的孤獨，但作者的孤獨其實是出自對現在已成為歷史人物的主角的

憧憬與感慨。逝去的歷史人物、成為廢墟的遺跡，以及千百年的歲月，

全都是孕育出人類孤獨感的重要因素。井上靖的作品『蒼五狼』，清楚

表現出這種特性;在歲月流逝卻不改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的時代背景下，

表現出人類存在於空間中的孤獨，另一方面成吉思汗雖是在歷史中曾握

有巨大權勢的英雄人物，然而隨著其心腹大將以及母親、妻兒的相繼病

逝，時間造就的內心的孤獨相對地也就更為深刻。 井上靖以中國為背景

創作的一系列歷史小說中，始終瀰漫著一種強烈的虛無感，這樣的虛無

感不是出自對人類歷史感到絕望、悲觀或哀傷的情緒，而是一種對人生

的感嘆。作家往往會有意識地將普遍的感情經驗，或者是反覆的人生現

象，寫入自己的作品當中，藉此更加深入思考所謂人性的問題，因此井

上靖才會由存在於過去人類歷史中的虛無感，窺看現代人類的行為與活

動（註十五）。再者，井上靖偏愛以中國為背景撰寫小說，除了其本身

對中國的好感外，另一個解釋就是中國對井上靖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悠久的歷史潮流不僅提供作家豐富的人類故事、人生啟發，更能讓

作家從中探求到人類盛衰的軌跡。中國本身經歷多次朝代的變換，歷史

上的變遷可謂劇烈，中國人對於這樣過程的歷史由衷產生一種虛無感，



雖然這未必是日本人所能體會的，但至少可供參考，所以井上靖才會把

具有這種心境傾向的人物形象放到作品中，然後再藉小說本身的故事，

表現出隱藏於歷史之中人類的虛無感，以及作者自己對人生的看法。

『天平及薨』全篇即多處瀰漫著這樣的虛無感，對於變幻無常的歷史，

井上靖將它集中在小說中幾位主角的命運上加以描述。由此可見，井上

靖是藉由對人類命運的描寫，表現這種由歷史本身所衍生出來的〈虛無

感〉。 進入每日新聞社後，井上靖曾經擔任宗教欄的記者，因此其中國

歷史小說作品散發著濃厚的宗教氣息，而其個人穩健的筆調，更使得整

部作品顯得相當平穩，情節上沒有過多的情緒起伏。除此之外，為美術

專欄執筆評論時深化的美術涵養，同樣被運用在其小說，特別是以中國

為背景的歷史小說當中，所以作品始終呈現著一種含有宗教美術意味的

特殊美學意識。井上靖自己化身為作品中的人物，並藉著對大自然的酷

威與人類命運的描寫，隱喻歷史洪流與生命法則之間關連的方式，將內

心所懷的特殊美學意識在歷史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序論的部分曾

經提到;歷史小說的本質仍為「小說」,故不得不受限於小說的結構與機

制,也就是「小說」是容許虛構的存在的。因此，歷史小說雖然是存在時

史實的範圍內，不過史實不足的部分留有無限的想像空間，可以讓作家

取材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做為一幅濃縮後的圖畫背景、輪廓，然後在留

白的畫面部分補上作者自身的聯想、夢想，以構成畫的主題，無怪乎歷

史小說會被視為作者自己的另一個分身了。以井上靖作品中最受質疑的

歷史小說『蒼五狼』為例，它雖是參考『元朝秘史』等史料後擴充而成

的小說，但由於資料的不夠完善，自然留給作者極大的揣測空間，作品

中各個主角的言行舉止全部由作者井上靖構思撰寫，甚至放入自己的想

法、意圖，也是無可厚非。因此，當此篇文章中出現「自己」「他」等

表身分的字眼時，往往令人分不清究竟真的是在描寫主角，或是在描寫

已化為作中人物的作者井上靖。另外，井上靖的歷史小說中經常會對主

角的感覺、意識特別加以描述，也是因為井上靖將自己化身為小說主角

的緣故。井上靖運用了個人的人生體驗，使自己和主角融為一體，對於

角色的描述，其實是自己的生活體驗以及人生觀的投影。井上靖巧妙地

隱身於角色的心裡當中，且合理地呈現角色的反應，為的只是要吐露自

我內心真正的情感。換言之，井上靖與小說中主角的交流，也可視為井

上文學中的一種特殊美學意識。 在井上靖以中國為背景的歷史小說中，

經常出現這種大自然的酷威與人類命運的對照，藉由兩者之間明顯的對

照，強調出大自然的沈著、人類生命的限度等等。例如，井上靖的作品

『楼蘭』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表現這種大自然不可侵犯的力量，真正創

造樓蘭歷史的是時間的洪流與自然的力量。而根據中國最早的地理書

『水經注』撰寫的短篇歷史小說『洪水』，同樣是以大自然酷威與人類

命運為主題，井上靖取材古書中有關後漢時期索勵在沙漠中與水爭戰並

獲勝利的記錄，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創作出索勵因亞夏族女人而遭

洪水吞食的故事結局。索勵最後的命運雖然是井上靖的憑空想像，但從

中卻可隱約看出作者的寓意?反覆無常的宿命，更說明了人類命運與大

自然之間的相關性。沙漠中殘存的廢城，彷彿在訴說著大自然與人類共

同擁有過的歲月，只是昔日人類的肉體已失去了生命，大自然卻始終見

證著人世朝代的變換。井上靖的中國歷史小說當中，大自的然酷威和人



類的命運之對照，不僅表現出今昔的推移、自然的變化與人生的真相，

亦形成其作品中另一種特殊的美學意識。 四、結論 對於中國的歷史井

上靖始終抱持極濃厚的興緻，尤其對於邊疆遊牧民族更有獨到研究，若

干以此為題材的小說亦頗受史學家們所重視。其創作源頭可溯至高校時

期，對於西域旅遊雜記的偏好，且興味持續不衰，以中國古西域為背景

的一系列歷史小說?即井上靖自稱之史實小說?，更促使其深入對西域所

懷夢想之核心。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其歷史小說之完成未嘗不是一

種自我夢想的實現。從〈獵槍〉、〈鬥牛〉以來，井上靖一貫地在故事

中表現熱情、執念、愛與恨、虛無。〈明日客〉、〈冰壁〉、〈海

峽〉、〈憂愁平野〉則是一系列的戀愛小說；但讀到以中國西域為背景

的〈天平之薨〉、〈樓蘭〉、〈敦煌〉、〈蒼狼〉等，井上靖用簡潔文

體鳥瞰悠久民族間宿命問題的作品時，或許欠缺了一份榮辱與共的切身

感受，卻令人不禁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產生共鳴。 從井上靖的歷史小

說中，自然可以讀出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但是另一方面，同時也能感

受到其對存在於史實當中的「 大自然」的尊重。井上靖的作品不同於東

洋文學的傳統，而首重虛構，顯現出與森鷗外、幸田露伴等文壇大家的

共通之處外，更擁有史學家樂於與古人秉燭夜談的精神。例如，〈永泰

公主的首飾〉、〈狼災記〉、〈漆胡樽〉、〈崑崙之玉〉、〈樓蘭〉等

作品，並不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複雜的心理關係，其中有的只是大自然

的酷威，以及隨著風沙時而出現、時而又消失無蹤的各民族之間的鬥

爭，無情的下場，以及迅速無常的興亡，但字裡行間所飄漾出那種淒美

的思古幽情，依然深深撼動讀者的心弦。 其次要提到，井上靖的歷史小

說受「無常觀」的影響很深，讀每一部以西域為背景的作品，都會有一

致的感覺；人生就像一場戰鬥，為了一個目標，迸發出青春的火花，但

轉眼間，絢爛歸於平淡，一切回到靜寂;這就是歷史的潮流，「孤獨」與

「虛無感」因此構成井上靖作品的雙重主題。在井上靖苦心經營之下，

其作品不僅具備敏銳的時代感，同時懷有美學的特異性，所以能醞釀成

層次較高的大眾文學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說，是不可同日而

語的；更直接的說法是，井上文學恰似藝術家的精緻創作，完全憑藉其

巧妙手腕雕琢而成。其作品令人讀來不覺辛苦，筆調清新明快，架構確

實，色彩不顯豔膩，在精要處保持一定風格，在大眾性和藝術性的融合

上，可謂成功。因此，僅管有學者曾對其作品提出批評，但文學的欣賞

終究是依個人主觀，對於井上靖先生的文學創作，何妨換一種角度欣

賞，或許會有不同的體驗。 註 釋 註一：長谷川泉『近代歷史小說入

門』 （綵楓社 1991 年） 註二：彭瑞金『文學評論百問』 （台北∙聯經 

1998 年） 註三：井上靖「人生及杴創戶卞導太中凶手及」 （收錄在井

上靖『幼 五ざ及仇午?青春放浪』 東京?新潮社 1987 年 6 月 第 23 刷 

P.219） 註四：井上靖「自然午及奔放卅生活」 （收錄在井上靖『幼五

ざ及仇 午?青春放浪』 同註三 P.236） 註五：井上靖「青春放浪」 （收

錄在井上靖『幼五ざ及仇午?青春 放浪』 同註三 P.200） 註六：井上靖

『歹互文喀及軌跡』 （中央公論社 1977 年） P.29 註七：同註五 P.205 

註八：福田宏年『幼五ざ及仇午?青春放浪』解說 1976 年 （收錄在井上

靖『幼五ざ及仇午?青春放浪』 東京?新潮社 1987 年 6 月 第 23 刷 

P.212） 註九：尾崎秀樹「歷史及抒情」 （載於井上靖等著『歷史?文



喀? 人生─井上靖對談集』 牡羊社 1982 年 P.126） 註十：林水福「井上

靖的歷史小說─以《蒼狼》論戰為主」 （載於 『歷史』月刊 1997 年 11

月號 P.122-P.127） 註十一：曾根博義「『蒼五狼』論爭毛戶什勾化─井

上靖及歷史小說午 大岡昇平及歷史小說論」 （載於『文喀界』1974 年

6 月號 P.234） 註十二：同註十一 P.238 註十三：曾根博義「井上靖卞云

仃月《歷史》」 (收錄在高橋英夫 等著『群像 日本及作家 20 井上靖』 

小學館 1991 年 P.183-P.184） 註十四：同註六 P.63 註十五:井上靖「直言

卞答尹月─篠田一士氏」 1960 年 1 月 （收錄在井上靖巨汁本奶全集 第

五卷 東京?學習社 1983 年 第 1 刷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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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1982 年） 二十二、井上靖、河村徹太郎等『歷史?文學?人生─井

上靖對談 集』 （牡羊社 1982 年） 二十三、武田勝彥編『井上靖文學海

外及評價』 （創林社 1983 年） 二十四、井上靖『井上靖巨汁本奶全

集』第五卷 （學習研究社 1983 年） 二十五、大里恭三郎『井上靖午深

澤七郎』 （審美社 1984 年） 二十六、井上靖『五木中今太 人 仕事 作

品』 （集英社 1984 年） 二十七、曾根博義編『井上靖;福永武彥』鑑賞

日本現代文學第 27 卷 （角川書店 1985 年） 二十八、長谷川泉、福本彰

編『近代歷史小說及世界』 （綵楓社 1986 年） 二十九、長谷川泉編

『解釋午鑑賞特集 井上靖及世界』 （至文堂 1987 年） 三十、菊地昌典

『歷史小說午反窒井』 （筑摩書房 1989 年） 三十一、高橋英夫等著

『群像 日本及作家 20 井上靖』 （小學館 1991 年） 三十二、福田宏年

『增補 井上靖評鰻創』 （集英社 1991 年） 三十三、長谷川泉『近代歷

史小說入門』 （綵楓社 1991 年） 三十四、曾根博義、宮本輝『井上靖 

新潮日本文喀失伙田丞 48』 （新潮社 1991 年） 三十五、教育出版本件

正ㄜ 表現喀會監修 『現代小說及表現』 （冬 至書房 1992 年） 三十

六、 山川泰夫 『晚年及井上靖 『孔子』尺及道』 （求龍堂 1993 年） 

三十七、藤原全『幼五日及井上靖研究』 （三省堂 1993 年） 三十八、

曾根博義編『井上靖 詩午物語及饗宴』 （至文堂 1996 年） 三十九、新

井巳喜雄『井上靖 老中午死毛見錳尹化』 （近代文爺社 1997 年） 四

十、彭瑞金『文學評論百問』 （台北?聯經 1998 年） ◎ 雜誌、論文等

相關資料 一、十返肇「井上靖及作品」 （『文喀生活』六 1951 年 10 月

號） 二、梅崎春樹、山本健吉對談「現代作家論 井上靖」 （『文喀

界』 1952 年 2 月號） 三、 山本健吉「深中孤獨及井上靖論」 （『文喀

界』1952 年 3 月號） 四、十返肇「井上靖及女性論」 （『文喀界』

1955 年 4 月號） 五、澤野久雄「井上靖」 （『文爺』 1955 年 12 月

號） 六、中山義秀等著「史實午創作 歷史小說家及手帳井日」 （『文 

喀界』1955 年 12 月號） 七、小倉莊平「井上靖卞云仃月文喀研究」 

（『日本談義』1956 年 3-7 月號） 八、三浦朱門「井上靖論 旦玄奶汁

弁棋說樊」 （『文爺』1956 年 11 月號） 九、中村光夫「井上靖論」 

（『文喀界』1958 年 3 月號） 十、村松定孝「井上靖及文學」 （『文

喀者』1958 年 5 月號） 十一、井上靖「人午風土」 （『群像』1959 年

11 月號） 十二、日沼倫太郎「井上靖及反復想像力」 （『日本文喀』

1962 年 6 月號） 十三、小笠原克「井上靖及西域取材」 （『嶄文喀』

1962 年 6 月號） 十四、進藤純孝「井上靖」 （『解釋午鑑賞』1964 年

5 月號） 十五、小松伸六「井上靖及魅力毛探月」 （『解釋午鑑賞』

1964 年 9 月號） 十六、紅野敏郎、佐佐木啟木「井上靖 解題午評價」 

（『解釋午 鑑賞』1966 年 7 月號） 十七、田中保隆「井上靖及歷史小

說」 （『解釋午鑑賞』 1966 年 7 月號） 十八、長谷川泉「井上靖入門 

人午文學」 （解釋午鑑賞』 1966 年 7 月號） 十九、綿本誠「歷史午抒

情」 （『文喀碑』1967 年 9 月號） 二十、重松泰雄「井上靖?大岡昇平

論爭」 （『解釋午鑑賞』1970 年 4 月號） 二十一、沼田卓爾「井上靖



午歷史小說」 （『赤旗』1970 年 12 月） 二十二、井上靖「美仄五手及

午及出丐中」 （『文爺春秋』1971 年 4 月號） 二十三、井上靖「作家

及楮艘」 （『文喀界』1972 年 10 月號） 二十四、福田宏年「井上靖 人

午作品」 （收錄在『丐允卅欠物語』 新潮社 1974 年版） 二十五、荒原

秀雄、井上靖「中國及歷史毛孔心歹仃月」 （『週刊朝 日』1974 年 3

月 28 日） 二十六、井上靖、扇谷正造對談 「歹互青春及二高時代 文化

勳章 受賞」 （『週刊朝日』1976 年 11 月 26 日） 二十七、草柳大藏

「文壇及嶄際銘柄」 （『文爺春秋』1977 年 1 月 號） 二十八、井上靖

「私及文章修業」 （『週刊朝日』1978 年 12 月 22 日） 二十九、池田

大作「心卞殘月人太午 歷史午人間毛求戶月行動允月作 家」 （『潮』

1979 年 11 月號） 三十、井上靖、植村植巳 對談「山午文喀午人生」 

（『潮』1981 年 1 月號） 三十一、小林美由起、佐藤敦子「井上靖及

歷史小說尺及潛入 小說 敦煌毛中心卞仄化」 （東京成德國文四 1981 年

3 月 ） 三十二、森田秀樹「用□矛伙賞及有力候補卞躍曰出凶」 

（『週刊朝 日』1981 年 7 月 17 日） 三十三、根本由紀子「井上靖及原

鰾」 （埤城平伉旦玄教短大『日本 文學論叢』二 1981 年 3 月號） 三十

四、真鍋守捻「井上靖論 性格學午精神病理學及知見井日」 （埤城平

伉旦玄教大學『紀要』十六號 1982 年） 三十五、岡田英雄「井上靖及

命運棋」 （常葉學園大學研究紀要 2 1982 年） 三十六、井上靖「私及

仿奶白?伐弁ㄜ」 （『月刊嶄語教育』1983 年 7 月號 ） 三十七、井岡畯

一「井上靖午扑伙弁伕ㄜ玉」 （『城南嶄文』1984 年 3 月號） 三十

八、森井道南「井上靖毛?戈」 （『月刊嶄語教育』1991 年 9- 12 月） 

三十九、中西進「井上靖『天平及薨』」 （『解釋午鑑賞』1992 年 10

月號） 四十、海老原早苗「井上靖『敦煌』卞勾中化」 （別府大喀嶄

語嶄文 喀 34 卷 1992 年 12 月） 四十一、森井道南「井上靖毛?戈」 

（『月刊嶄語教育』1992 年 1- 2 月） 四十二、鄭民欽「井上靖及世界

卞見凶白中河床」 （大眾文學研究 1993 年 6 月） 四十三、豐泉豪「井

上靖作中女性論─人妻反遊女及如仁」 （『日 本文喀及鰻統午創造』 

1993 年 6 月） 四十四、鋼邦男「文喀卞云仃月幼年蟲驗午自己教育

（序章）」 （宮 崎大喀教育喀部紀要 75 卷 1993 年 11 月） 四十五、曾

根博義「歷史午文喀 『蒼五狼』論爭毛戶什勾化─井上靖 及歷史小說

午大岡昇平及歷史小說論」 （『新潮』特集 1997 年 1 月號） 四十六、

柴口順一「『蒼五狼』論爭及凶戶卞」 （嶄語嶄文研究 106 寞 1997 年 6

月） 四十七、熊木哲「井上靖『云欠仄支嶄辦夢譚』─〈時代午異文化

蟲 驗〉、初出及構成毛中心卞」 （大妻嶄文 28 寞 1997 年 3 月） 四十

八、高橋千劍破「井上靖『孔子』午日本及儒教」 （大眾文喀 研究 113

寞 199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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