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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三大古典小说
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及其渊源
舒 畅

内容提要

韩国古典小说《沈清传》
《春香传》
《兴夫传》并称为韩国古典文学三大名著。中韩两国文化

交流渊源流长，三大名著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还是典故借用等方面，都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元素。
探究中韩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渊源，
将有利于促进中韩两国文化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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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对韩国三部古典名著成书年代进行研究，看法基本相同。
《沈清传》的成书年代略早于
《春香传》和《兴夫传》。
“朝鲜国立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沈清传》解题中，推定为 18 世纪。”[1]《春香传》
故事肇始于 14 世纪高丽国恭愍王时代，在 16 世纪前后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大约到十八世纪中叶，以

说唱台本的形式上演，最后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式形成为小说。”[2]“《兴夫传》经过了漫长历
史时期的流传、加工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得以用唱剧和小说体裁表现。”[3]韩国三部小说均
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学者加工而形成的韩国古典名著。由于韩国与中国山水相依，韩国的民
俗风情、价值取向、文学创作等无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本文以韩国三大名著为例，呈现韩国古典
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挖掘其在表层文化形态下所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以期为中韩两国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儒释道关系研究”
（16WWC00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项目、2016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韩国古典小说《春香传》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

（16jsyw-18）阶段性成果。

[1]何镇华：
《
〈沈清传〉的成书年代和渊源》，
〔北京〕
《当代韩国》2001 年第 1 期。

[2]郑判龙：
《朝鲜优秀的古典名著〈春香传〉
》，
〔延吉〕
《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1 期。

[3]徐日权、一川：
《关于朝鲜古典名著〈兴夫传〉的社会历史性问题》，
〔延吉〕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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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及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韩国三大小说与中国文学主题意蕴
文学作品的主题往往表现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思，表达民族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从中国
文化及文学渗透影响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存在着一定的
关联性。但韩国学者在借鉴的过程中根据韩国社会实际有所创新，从而创作出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
文学作品。
（一）才子佳人追求自由
《春香传》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艺人们用板索里的形式演唱，由申在孝（1812—1884）整理成
剧本，最后才形成小说。韩国学者赵润济指出：
“近来有好事者模仿中国的戏曲写了一些作品。”[1]从高
丽末期、朝鲜初期开始，元杂剧等中国戏剧作品就已传入韩国，对韩国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
《西厢记》与《春香传》是两部描写东方古典爱情故事的优秀作品。20 世纪 70 年代，李在秀“总结

出了《春香传》和《西厢记》的 11 个共同点与 7 个不同点，认为《春香传》是在《西厢记》的影响之下创作

的，同时加入了民俗歌谣等乡土因素，形成了盘瑟俚作品”[2]。
《西厢记》问世要比《春香传》早 500 多年，
两部作品反映的主题十分相似。
《西厢记》是对元代生活的反映，通过张生和崔莺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
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表达了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婚姻自由的主题。
《春香传》创
作于李朝封建制度濒于崩溃的历史时期，通过春香和卞学道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表现了春香反对封建
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
《春香传》与《西厢记》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很相似。由于这两部作品产生
的背景、创作的目的不同，因此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主要人物身份地位不同。
《西厢记》中的张生
是一位穷酸书生，社会地位较低。崔莺莺是已故崔相国的千金小姐，相貌出众。
《春香传》中的李梦龙
身为两班子弟，社会地位较高。春香是集貌美、贞烈于一身的花季少女，是退妓的女儿，社会地位微
贱。二是两部作品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不同。虽然张生和李梦龙都是以状元及第与美人团聚，但张
生是按照老夫人安排科举及第与莺莺团聚的；李梦龙是在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后，罢免卞学道的官职，
救出春香，才与之团聚的。
《春香传》除了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内容之外，还歌颂了春香在逆境中刚
强坚毅的性格，以及对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控诉。
（二）感天动地孝敬父母
中国的孝文化博大精深，孝道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孝道思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精
神文明财富。
《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被称为“南戏之祖”。韩国小说《沈清传》与
《琵琶记》的主题很相似，都是弘扬家庭伦理、孝道美德的典范，均是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
手法，
在作品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沈清传》围绕沈清对父亲行孝这一主线刻画沈清的形象。沈清为了父亲卖身换米，葬身大海做
祭品，在重返人间后做了皇后，请求皇上设盲人宴招待天下盲人来寻找父亲。沈清的至诚孝心，使盲
父见到了光明。沈清在韩国民间已作为一个“敬老孝女”的符号。
《琵琶记》改编自宋代戏文《赵贞女蔡
二郎》，叙述书生蔡伯喈告别父母妻子赴京应试，中了状元，被强迫入赘牛府。剧作主要围绕孝道刻画
赵五娘卖自己的长发、罗裙包土埋葬公婆的形象。
[1]〔韩〕赵润济：
《韩国文学史》，张琏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4 页。

[2]李丽秋：
《韩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接受情况研究史梳理——以〈西厢记〉
〈伍伦全备记〉
〈荆钗记〉为中心》，

〔韩国〕
《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13 年第 3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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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面现实触及时弊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沈清传》中的沈清家境贫穷，靠讨饭为生。商人航海家
为了求得平安，买民间少女做祭品。商人买活人做祭品、沈清葬身大海等情节,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
制度。
《沈清传》与《琵琶记》相比，
《沈清传》除了表达孝道思想之外，还强烈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写报恩酬情的故事。
《史记》写韩信被封为楚王，他想起从前曾给他饭吃的漂
母，便以千金赐给漂母；荆轲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廷刺秦王献出宝贵的生命；干宝《搜神记》也记载着
一些报恩的故事。
《兴夫传》是反映报恩酬情的典范作品。燕子通过赠送恩人金钱、财物来报恩，这与
《搜神记》中的《隋蛇珠》故事很相似。韩国金起东认为，
《兴夫传》强调了兄弟之悌这个属于儒教核心
思想之一的伦理主题[1]。除此之外，
《兴夫传》还反映了李朝封建王朝濒于崩溃时期的社会生活。孬夫
和兴夫分别体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所具有的特性，
兴夫与孬夫的矛盾是当时社会贫富矛盾的缩影。

二、韩国三大小说与中国文学创作手法
中国古代小说多采用双线结构，以讲故事见长，借助梦境反映人物心理。韩国古典小说受中国文
学创作手法的影响，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韩国读者喜爱。
（一）运用双线结构，深化小说主题
文学作品中运用双线结构，便于拓展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使作品主题表达更为深刻。韩国三大古
典小说均采用双线结构。
《沈清传》是采用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一条是沈清在人间孝敬盲父，为了父
亲眼睛复明跳进大海做祭品；一条是沈清在龙宫还时刻想着盲父，重返人间以至诚孝心使盲父眼睛复
明。作者用“人间—龙宫—人间”的双线时空结构写沈清的孝心。这种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更有利于
刻画沈清形象。
《春香传》的主线是李梦龙、春香两位青年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抗争，同
这条主线有关联的是春香与卞学道的斗争。主线副线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构成这部小说的情节结
构。
《春香传》还体现了福与祸的二元对立结构：春香天生貌美是福，可是福中包含着祸。春香美貌被
卞学道看中，因为拒绝卞学道要求而遭受毒打。由于春香坚守贞操，被君王封为贞烈夫人。祸与福的
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二者相辅相成。这种福与祸的二元对立结构使小说主旨表达更富有张
力。
《兴夫传》也是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索是写兴夫因救被摔伤的燕子而得到金银财宝；另一条线索
写哥哥孬夫故意摔伤一只燕子，然后再救治它，企图得到金银财宝，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这种双线结
构的安排，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
刻画人物形象和表达小说主题。
中国写孝道的元代戏剧《琵琶记》就是双线交错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赴京考中状元做官，入赘牛
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中孝敬公婆，公婆死后，沦落为乞丐寻夫。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悲
喜对照，刻画了人物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韩国学者赵润济主编的《韩国文学史》在第九章“反
思时期”
中说：
“我深信我国古代小说大部分创作于这一时期。通览这些作品之内容，
可以看到有许多是
中国小说的翻版，即使不是翻版，其小说的结构、构思也都遵循着某种固定的模式，大概也是模仿之
作。”[2]韩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受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通过讲述故事，揭示人物命运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往往在叙述故事的结局时，巧妙安排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以满足人们惩
奸除恶的审美接受心理。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普遍结构定式。
[1]〔韩〕金起东：
《李朝时代小说论》，
〔汉城〕二友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522 页。

[2]〔韩〕赵润济：
《韩国文学史》，张琏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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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传》通过讲述春香与李梦龙的爱情及春香同卞学道斗争的故事，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
题。
《春香传》中的李梦龙五月端午游春偶遇春香，
被春香的美貌倾倒，
经过接触交谈，
两位青年便产生了
爱情。后来因李梦龙的父亲升迁，
两人不得不尝受离别之苦。春香因严词拒绝南原府使卞学道让她做
“守厅”
的要求，
被卞学道投进监狱。李梦龙科举及第，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视察南原地区。在卞学道生日
宴会上，李梦龙揭露卞学道的罪行，罢免卞学道的官职，救出春香。
《春香传》叙述春香和李梦龙相亲相
爱、
经历生死考验、
相见团聚的故事情节与中国文学作品《琵琶记》
《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韩国
学者赵润济认为《春香传》
“这部小说的背景大概也是取自中国，
但它所展现的舞台却是韩国，
即我们脚
[1]
下的这片热土。……最初它可能只是一部情节简单的故事，
后经多人传说和敷衍润色，
渐成小说”
。

由于《沈清传》与《春香传》反映的主题不同，叙述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也不相同。
《沈清传》主要叙述
沈清七岁便代替爹爹踏上乞讨之路，十五岁卖身换米跳进大海，三年后又重返人间和盲父幸福地团
聚。
《沈清传》紧紧围绕沈清对盲父尽孝叙述故事，生前尽孝感动神明，死而复生尽孝又与父亲团聚，悲
喜交加，
构思奇特，引起读者强烈共鸣，
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兴夫传》通过叙述兴夫兄弟的故事，刻画人物形象。兴夫身无分文，家徒四壁，到哥哥孬夫家去
借粮反而被哥哥毒打一顿。后来，兴夫因救了一只幼燕得到报恩，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哥哥孬夫故
意把小燕子的腿折断，然后包扎好并喂养，十几天后小燕子飞走了。第二年燕子也给孬夫衔来葫芦
籽，秋天结出的葫芦里都是三教九流、巫婆巫师、妖魔鬼怪等，顿时弄得孬夫倾家荡产，流落街头。
《兴
夫传》虽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从深层次看
是一种心理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一种精神上的祈求圆满。
（三）借助梦境描写，
表现人物心理
梦幻是人类的生理与精神现象，中国文学作品写梦幻可追溯到《诗经》和《楚辞》。中国反映梦幻
的文学作品丰富浩繁，唐代传奇干宝的《搜神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描写梦幻故事生动传神，小
说《金瓶梅》
《红楼梦》是中国梦幻文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作家常用描写梦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
界，抒发作者的理想和期望。
《沈清传》多次借助梦幻表现人物的理想和追求。沈学奎和郭氏四十岁还无子女，一天郭氏做了
个怀胎的梦。
“说来也怪，他们夫妻二人居然都做了同样的梦！”[2]郭氏做怀胎的梦不到一个月，就有了
身孕，十个月后便生下沈清。在航海船家来带走沈清的前一天夜里，沈盲人做了一个梦，梦见沈清坐
一辆漂亮的大车，和一群贵人不知朝哪里不停地走着。沈学奎进京赴盲人宴，路上遇到了瞎子安氏。
安氏告诉沈学奎，几天前做了一个和一位姓沈的盲人结成夫妻的梦。沈瞎子也向安氏述说自己做了
一个噩梦，安氏帮助沈学奎解梦，告诉他做的是个反梦，是个好梦，预示好事马上到来。结果真的应验
了，沈瞎子眼睛复明了，见到了女儿沈清。梦魇的描述，预示着未来，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春香传》也多次对梦幻进行描写。第一次是描写春香母亲的梦胎，然后便怀孕生下春香；第二次描述
春香母亲梦见青龙，既有“梦”，又有“龙”，和李梦龙有惊人的巧合；第三次写春香被打之后，在监狱中
梦见自己到了黄陵庙，见到了中国历朝历代有名节的烈女子；第四次描述春香梦见李梦龙科举及第，
被授予全罗道御史，来救自己。通过梦境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韩国不少‘梦幻’题材的小说曾
经借鉴过唐代传奇《枕中记》
（沈既济）、
《南柯太守记》
（李公佐）、
《秦梦记》
（沈亚之）以及《太平广记》等
等。”[3]梦是现实生活情境的折射，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自然延伸。韩国小说《沈清传》
《春香传》借鉴中国
[1]〔韩〕赵润济：
《韩国文学史》，张琏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3 页。

[2]〔韩〕郑夏摄/文、
〔韩〕金东成/图：
《沈清传》，
李华、李华敏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
[3]陈翔华：
《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下）》，
〔北京〕
《文献》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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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梦境的手法，
以此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
具有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

三、
韩国三大小说借用中国神话、典故与名句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中大量出现中国的人名、地名，多处借用中国历史典故及古诗名句，使小说更
加生动有趣，
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一）借用中国神话典故，
增强小说的感染力
《沈清传》多次借用中国历史典故，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小说描写沈清坐着龙宫的轿子去水晶
宫的路上，沿途挤满了前来一睹沈清芳容的神仙，其中有驾着彩云的赤松子、骑着狮子的葛仙翁。这
里运用中国神话典故写出沈清受到隆重的礼遇，也突出水晶宫是不同凡间的另一世界。沈盲人在进
京赴盲人宴路途中，遇到一群妇女聚集在院落里舂米，然后他就唱起了舂米歌谣：
“哎嗨呀，哎嗨呀，舂
子呀，传说那天皇氏借了木头的福分当了国王。哎嗨呀，哎嗨呀，凭着这木头当了国王。”[1]这里沈盲人
借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天皇氏，表达进京的喜悦之情。
“《春香传》吸收、模仿和活用了许多中国
历代名著的诗词典故，尤其在汉文本中，
《史记》、唐诗、宋词的影响比比皆是。”[2]司马迁《史记》中记载
着苏秦、张仪的故事，春香借苏秦、张仪的典故暗示卞学道，就算你有苏秦、张仪这样能言快语的口才，
也不能说动我的心。春香和李梦龙临别时，哭诉着说：
“ 绿竹苍松参天之处，自有伯夷叔齐万古忠
节。……公子弃我何迫切，春香贞洁奈若何。独在深闺空守节。”[3]伯夷、叔齐的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
记·伯夷列传》。借用此典故，小说表达了春香对爱情的忠贞，宁死为李梦龙守节。在小说《兴夫传》
中，当小燕子衔来一颗黄澄澄葫芦籽掉在兴夫面前时，他妻子既高兴又疑惑，连连追问兴夫是金子，是
玉，还是夜明珠。兴夫在回答妻子的一段话中，连用陈平六出奇计离间项羽和将领、魏惠王与齐威王
比国宝、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等历史典故。借用中国历史典故表现出兴夫和妻子对“报恩瓢”无比兴
奋的心情。在孬夫锯开第六个葫芦时，一千多名赶鬼人从葫芦中拥出，趾高气扬并唱着：
“风兮，风兮，
是早春凛冽的寒风，还是火烧赤壁的东南风？……西施受宠姑苏台，万寿无疆春塘台，禁军骑兵五马
台，汉武做诗柏梁台，曹操大宴铜雀台。”[4]这里用姑苏台、铜雀台等中国历史典故，讽刺孬夫对奢靡生
活的追求，揭示其贪婪的性格。
（二）引用中国古典诗句，
增加小说文化内涵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引用中国诗句比比皆是。
《沈清传》在描写皇帝的御花园时，引用唐代岑参“忽
如一夜春风来”的诗句，形容御花园的美景。
《沈清传》描写沈清被邀请到武陵村张丞相家，丞相夫人感
叹道：
“今天我们两个相见也算是缘分。我住在武陵，你生在桃花，这不正是应了那句‘春来武陵源，花
开桃花洞’的话了吗？”[5]这里化用唐代王维《桃源行》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的诗句，说明老夫人与沈
清的有缘及对沈清的喜爱。
《春香传》中也大量引用或化用了中国古典诗句，如春香与李梦龙相亲相
爱，当李梦龙要离开春香时，春香哭着说道：
“长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这里化用宋之问的《送别杜审
言》诗中“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诗句，形象含蓄地表达了春香对李梦龙真诚相爱的深厚情谊。小
说还引用了“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
西》
）等描写离别的中国古典诗句。在《兴夫传》中，孬夫盼望燕子归来：
“开始这村那村到处去搜寻燕
子。可此时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雪晴云散北风寒，哪里来的燕子！”[6]这里引用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
[1][5]〔韩〕郑夏摄/文、
〔韩〕金东成/图：
《沈清传》，李华、李华敏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08 页，
第 32 页。
[2]吴敏：
《论作为东亚文化资源的“春香”
故事》，
〔延吉〕
《东疆学刊》2014 年第 1 期。
[3]《春香传》，薛舟、徐丽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4 页。

[4][6]〔韩〕郑夏摄/文、
〔韩〕崔喜玉/图：
《兴夫传》，南桂仙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4 页，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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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诗句，反衬孬夫失落的心情。孬夫锯开的第九个葫芦中走出一万多名曰牌[1]，这群人有着奇奇怪怪
的名字，如笨嘴子、米象虫、乱转悠、矮棍子、突嘴子等等。这群人在孬夫家中唱曲儿戏弄孬夫，其中，
米象虫起了个“斜”字韵：
“寒食东风御柳斜，远上寒山石径斜。”乱转悠唱起了“人”字韵：
“杨柳青青渡
水人，杨花愁杀渡江人。”突嘴子唱的是“烟”字韵：
“黄云塞北无人烟，宫柳低垂三月烟。”[2]小说引用或
化用中国诗句，通过唱曲儿来戏弄孬夫，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性。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大量借用中国古典
名句，
写景抒情，
刻画人物性格，使语言丰富多彩，
更富有表现力。

四、中韩两国传统文学相互关联之渊源
中国和朝鲜半岛友好往来历史悠久。秦汉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各种交流就很频繁，随着政治、经
济等交流的日益频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典籍大量东传。韩国在吸收、借
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因此中韩两国的文学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
（一）传播与交流，
形成割舍不断的相互关联
中韩两国文学相互关联之渊源，缘于中韩两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自远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
就有密切交往。
《汉书》记载：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耕作。”[3]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文化也传播到朝鲜半岛。汉武帝时期曾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临屯等四郡，四郡之下又设置许
多县，并派官员治理郡县，因此汉文化得以传播到朝鲜半岛。中韩两国文化传播与交流尤其是汉字的
传入，有力地促进了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发展。
“在 15 世纪中叶以前韩国没有自己的
文字，当时，韩国是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公元 1446 年韩国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因为汉

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在现代韩国语词汇中汉字词仍占词汇总量的 60%左右。”[4]中国儒家文化及历史
典籍也随着汉字源源不断地传到韩国。中华文化东传韩国，不仅是儒家文化，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
化等。多种文化的传播使得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互关联的历史渊源。
我国唐朝文化相当繁荣发达，唐朝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新罗为吸收唐朝的
先进文化，曾往唐朝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唐朝‘国学’里学习中国经史典籍。”[5]有的留学
生还全面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唐朝与新罗贸易往来频繁，规模也相当大。
在金富轼《三国史记》中有记载：两国以各种名义互派使节团的总数有 107 次[6]。宋朝与高丽王朝也有
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宋朝曾向高丽王朝赠送《大藏经》和各种儒家经典等书籍。至清代，李

朝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后，沿袭明朝制度，继续派使臣向清朝称臣纳贡，且两国使节往来不断。中国
向李氏王朝赠书频繁。
“在明清时期，通过国家赠与的书籍有 600 本，康熙在 1712 年就赠与 379 册。”[7]

“据调査，流传到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其数量大约有 330 余种。”[8]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双向的，在中国

典籍传入韩国之后，韩国也有一些书籍传入中国。例如，
“唐代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
收入《海山仙馆丛书》，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发现于敦煌石室，今已整理出版。
《全唐诗》中
[1]曰牌：又名曰字、曰者，意指言行不端、粗鲁喧闹的人。

[2]〔韩〕郑夏摄/文、
〔韩〕崔喜玉/图：
《兴夫传》，
南桂仙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2-65 页。
[3]李英武、郝淑媛：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
〔长春〕
《东北亚论坛》2005 年第 5 期。

[4]朴金凤：
《韩语中的“汉字词”及其教学法探索》，
〔马鞍山〕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5]金香：
《从史实看中韩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北京〕
《当代韩国》1996 年第 1 期。

[6]参见金香：
《从史实看中韩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北京〕
《当代韩国》1996 年第 1 期。
[7]参见吴莲姬：
《明清时期中韩文化交流概况》，
〔北京〕
《当代韩国》2002 年第 3 期。

[8]参见〔韩〕闵宽东：
《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成果》，
〔南京〕
《明清小说研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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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录了十多位新罗诗人之作”
。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韩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二）借鉴与传承，
形成融合渗透的相互关联
中韩两国文学交流呈现了从“影响关系”到“交叉关系”的轨迹。
“中韩文学关系，本质上是两国文
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方位进行的文学内在联系和交流活动。”[2]韩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关
联，还缘于韩国善于借鉴传承中国文学作品。韩民族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民族，韩国作家善于借鉴、
模仿、改造外来文学。古代韩国一直把《论语》
《孝经》列为官学教科书或科考科目。韩国人对孝道极
为尊崇，
《沈清传》的创作可以说是受到中国孝道作品的影响。
《春香传》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节方面都
有唐传奇《霍小玉传》与《李娃传》的影子，这些作品都是描写貌美的妓女与少年书生的爱情故事。从
情节设置来看，
《春香传》创作还借鉴《西厢记》
《窦娥冤》的创作手法。中国文学对韩国其它作品也产
生了深度影响，有的直接借用中国小说的故事情节。
“深受《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影响的《玉
楼梦》中，就有仿效《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张飞喝断长阪桥等情节。”[3]由此可见，中国文学
给韩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艺术营养。
韩国文学创作善于把本民族的文学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这也是中韩两国文学密切关联的原因
之一。
《沈清传》创作于李朝封建社会，融合了中国孝道思想，表现出韩国人民勇于牺牲的民族性格。
《沈清传》着力描写沈清的“孝诚”灵验，
《春香传》和《兴夫传》在构思上又传承《沈清传》中塑造沈清心
诚则灵的手法。不难看出韩国三部古典小说之间也存在着借鉴与传承关系。在表现手法方面三部小
说均用民间歌辞。
《沈清传》多处用歌辞刻画人物心理。例如，小说结尾沈盲人和天下的盲人都重见了
光明，皇帝颁旨大摆宴席，普天同庆，这正是：
“孝女清儿来下凡，皇后惠德美名传；太平盛世普天乐，举
杯痛饮笑开颜；良辰美景谁不醉，共愿此景万万年。”[4]用歌辞结束小说，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这种用
歌辞的手法显然是受中国话本小说的影响。
《春香传》传承并发展了《沈清传》中歌辞的表现手法。例
如，用《爱歌》表达春香与李公子洞房欢爱的情境，用《自叹歌》表达春香的离别之苦，用《十杖歌》揭露
统治者的残忍，用《长叹歌》表达春香在狱中冤情及对李郎的思念。
《兴夫传》也传承《沈清传》的手法，
运用韵文歌辞、格言警句、民间口语、街谈巷语等刻画人物形象，
凸显小说的民族文学特色。

结

语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均以独特的审美特征展现出韩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分析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
文学的关联，可看出中韩两国文学犹如一株植物上开的两朵花。两国文学既有共同之处，又各领风
骚，交相辉映。韩国古典小说在创作中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既把中国文学内化
成为韩国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体现出浓郁的韩国民族文学色彩，这正是三部小说成为韩国不
朽经典的重要原因。探究中韩两国文学的密切关联及渊源，既可为中韩两国文学比较研究提供重要
的资料，
又可促进中韩两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责任编辑：
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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