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 第3期 肇 庆 学 院 学 报 Vol.34, No.3
2013年5月 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 May 2013第34卷

中世日本北陆的宗教与社会
——以寺院和神社为例

黄霄龙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在中央集权难以实现的日本中世社会，寺院、神社也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动向，加强与地方社会的联系。

北陆地区自古宗教氛围厚重，寺社是民众信仰上的依靠，而民众的信仰心对寺社来说则是扎根社会并且寻求自身发

展不可或缺之因素。另外，寺社依靠当地当权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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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修验道是指原始的日本山岳信仰与佛教的密教要素相结合，兼有道教的山岳修行观的宗教。大约成立于平安时代中期。

②本次考察时间为2012年9月4日至7日，为大阪市立大学日本中世史研究室所组织的夏期考察。主题是与白山信仰、一向一揆相关

的史迹和织丰期的城池遗迹。地点包括福井县北部的三国凑、吉崎和石川县的白山比咩神社、大圣寺城遗迹与船冈城遗迹等地。考

察内容包括，出发前的地图和相关资料的收集、相关问题点的实地确认、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历史遗产调查室的工作人员进行的实地

解说、拍照取材等。

③本次考察地点皆为中世后期的历史遗迹，当地的寺社、博物馆等都保存有大量中世后期的文物。本文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手法为，第

一，对文献史料的实地确认（例如三国凑各所寺社的宗派及其规模），第二，对于实地考察中所发现的新问题意识，重新回归史料寻找

相关佐证（例如白山比咩神社的地理位置的变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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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本的中世是宗教的时代。正如史学家黑田

俊雄在其著名的“权门体制论”中所指出，寺家（主

要指延历寺、兴福寺等大寺院，也包括神社）和公家

（天皇家、王臣家等贵族）、武家（武士势力）并称为

“权门势家”，一同构成日本中世的国家秩序[1]。同

时，中世的宗教也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特点，例如

镰仓新佛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的寺院和神社

无疑是一面反映宗教与社会之联系的镜子。

日本的北陆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日常活动等

方面主要包括福井、石川、富山三县，自古以来宗教

性浓厚，以白山为中心的修验道①可以追溯到养老

元年（717年），时至战国，净土真宗（一向宗）呈现了

空前的发展状况，这种宗教盛况在日本国内是非常

罕见的。

民众的信仰无疑是宗教发展、渗透的一大因

素，但是信仰是和民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除

了作为信仰对象，寺院与神社在当地社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存在形式，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与民

众有着怎么样的联系，都值得探讨。国内对于日本

宗教的研究多集中在教义、思想与通史、概说等方

面，而缺乏对宗教与社会之联系的实证性研究。另

外，研究时期也偏向古代与近现代，并且多是中日

比较的视点[2]。针对上述的研究现状，本文将关注

日本中世的北陆地区，结合实地考察②的成果，以当

地的寺院与神社为例③，通过分析宗教与民众生活

的连接点，意图为探讨中世日本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提供一些线索。

二、白山信仰与住民用水

白山由五峰构成，横跨石川、福井、岐阜三县。

其中最高峰御前峰海拔2 702.2米，位于石川县东南

部与岐阜县接壤处。白山是手取川水系与庄川水

系的分水岭，山系南部是九头龙川与长良川的水

源。在冬季山顶附近的积雪可到10米厚，一年四季

从远处眺望山顶，皆为白色，这便是山名的由来。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白山是神灵镇守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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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凡人是无法入山的。登上白山顶峰的第一人是

修验道僧侣泰澄和尚。关于泰澄的生平与白山开

山，《泰澄和尚传》①记载如下：

白山行人泰澄和尚者，本名越大德，神融禅师

也，……和尚于越知峰，见白山高岭雪峯常念，攀登彼

雪岭，为末世众生利益，可奉行显灵神矣，和尚至灵龟

二年(716年，笔者注)梦，以天衣璎珞芳身贵女，从虚空

紫云中透出告曰，我灵感时至，早可来焉[3]326-329……

得到女神的指示后，泰澄便同弟子一道，历经

苦难，于养老元年（717年）6月18日登上白山顶峰，

并在山顶上建造了社殿，供奉十一面观音。据《白

山之记》②记载，“天长九年（832年，笔者注）三方马

场开，即从三方马场参诣御山[3]350”，所谓马场，原指

参拜者系马之处，后来引申为参拜者们在山中的集

合地，而“三方马场”则指加贺（今石川县南部）、越

前（今福井县东部）、美浓（今岐阜县南部）这三国内

的马场。由上述史料可见，泰澄开山之后历时百

年，白山参诣开始兴盛起来。而这其中的促进因素

何在？

众所周知，日本中世佛教的最大特色之一是神

佛习合③。一般认为，随着参拜白山的修验者的增

多，再加上本地垂迹思想所促进的教义层面的体系

化，白山信仰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必须要留意的

是，当时本地垂迹思想在地方社会民众中到底有多

大程度的普及。关于神佛习合，下出积与指出，其

展开是有两个方向的。其一是源于本地垂迹说的

理论·哲学性方面的发展，这是以由律令国家和贵

族们所保护的官方佛教为基础的。另一方向是，地

方民众感性地接触到渡来人在日本地方传播的民

间佛教，并将其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而加

贺、越前、美浓地区的民众们，与其说是通过本地垂

迹说的理论去认识白山神和相应的本地佛④，倒不

如说是在农耕生活中发自本能地敬畏灵山白山，并

没有区分神佛孰优孰劣的观念，这才是当地白山信

仰的真实状况[4]66-67。

由此可见，探求白山信仰与当地民众现实生活

的连接点是有实际意义的。下面以加贺一宫⑤白山

比咩神社为例展开相关论述。上述中已经提到，随

着三马场的开设，白山信仰迅速在日本全国范围展

开。三马场的中心分别是白山比咩神社（加贺），平

泉寺白山神社（越前），长泽白山神社（美浓），而这

三者中，白山比咩神社是全国现三千多白山神社的

总本宫。

白山比咩神社的本宫位于石川县白山市三宫

町，奥宫位于白山顶峰。据《白山大神宫御镇座传

记》记载，该社创建于崇神天皇七年（公元前91年），

祭神是菊理媛尊（白山比咩大神），伊奘诺尊和伊奘

冉尊。本宫历经三次迁址。该社于久安三年（1147

年）成为延历寺的末寺后势力剧增，其范围蔓延至

北陆地区全域。但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卷入各种战

斗，特别是在与净土真宗的一向一揆的斗争中，白

山势力几乎全灭[5]。

现在当地居民都亲切地把白山比咩神社称呼

作“白山（しらやま）さん”。该社一年里大型的祭祀大

约有23个[6]。其中值得关注的是8月15日、16日举

行的夏祭和白山水系水利感谢祭与 10月 23日、24

日举行的丰年讲秋季大祭。这两个祭祀都与“水”

有关。特别是十月的丰年讲秋季大祭，手取川七用

水等相关的村民聚集一堂，向水源之地白山献上

谢意。

图1[7] 白山主要的水系·寺社·禅定道

①《泰澄和尚传》是关于泰澄的最完整的传记。该写本是现存最古老的写本，成立于正中二年（1325年）。

②《白山之记》记录了中世的白山信仰的情况。一说原形成立于长宽元年（1163年）。原本藏于白山比咩神社，是日本重要文化财产。

③神佛习合是指，以神佛同体为依据，把日本本土的神和外来佛教的佛祖菩萨视为一体，把二者放置在同一处祭祀，参拜。始于奈良时

代，之后出现了神宫寺，本地垂迹思想等风潮。

④白山的本地与垂迹如下。御前峰：十一面观音（本地）和伊奘冉尊（垂迹）；大汝峰：阿弥陀如来（本地）和大已贵尊（垂迹）；别山：圣观世

音菩萨（本地）和菊理媛尊（垂迹）。参照(日)野村由美子.一向一揆と白山信仰[M].白山：鳥越村一向一揆歴史館.2003年.1頁。

⑤一宫是指分布在各国（日本律令制下的行政单位）有名望·来历的，受到最高待遇的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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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中已经提到，白山是手取川（加贺），九头

龙川（越前），长良川（美浓）之源（图 1）。其中手取

川流域呈扇形状，向西流入日本海，全长78千米，流

域面积达810平方千米。

人们为了耕作稻田便向手取川引水，引水的七

处分流便称为“七用水”。七用水的名称①出现在江

户时代中期，各自的成立时期虽然不详，但关于用

水的守护神，《白山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户明

神，船冈平等寺在之，岩坂宫尻在之。”[3]353这里的“三

户”被认为是“水门·水户”之意②，由此文献可知，三

户明神是用水的守护神，被祭祀在取水口的附近。

另外从《白山之记》的成立年代(1163年)可推断，当

地住民从手取川引水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后期以

前。现在手取川七用水土地改良区白山管理中心

的附近，即古宫公园，是白山比咩神社曾经的社址

之一。此处便有一祭祀“水户明神”的神社。

由上考察可知，白山比咩神社曾立地于手取川

引水处的附近。白山的一部分水汇成手取川，呈扇

形状灌溉着七用水地区。当地住民从手取川取水，

享受着灵山白山的恩典。这可以说是白山信仰与

当地居民的现实生活的连接点之一。

关于白山信仰与水的关系，除了上述的白山作

为河川的水源这一方面之外，还有学者从神话和民

俗学方面进行论述。例如，山岸共[4]31-34指出，《泰澄

和尚传记》中白山权现出现在泰澄和尚面前之时，

是从绿碧池中以九头龙之形现身的，故白山之神有

着水神的性格，而这是来源于生活在湖沼河海的海

民的信仰。

三、神社、寺院与港口村落的发展

北陆地区濒临日本海，有不少村落是作为港口

发展起来的。下面将探讨神社、寺院在这样特殊的

地理位置中是以何种形式和当地社会、住民联系在

一起的。具体以位于福井县原坂井郡西部的三国

町为例。

三国町西北临日本海，南面是福井市，东接坂

井町、芦原町，东西约 7.5km，南北约 11km。其中心

地区为三国凑③，泷谷等村落。特别是作为港口的

三国凑，其繁荣一直持续到明治时期[8]5-7。

图2[8]6 日本古代、中世主要航路与三国町的位置

在中世，支配三国凑的是势力强大的权门寺社

——奈良兴福寺、春日神社，其在北陆地区拥有大

片庄园，从庄园上缴的地租④是其重要经济来源。

三国町内也含有庄园的一部分，地租通过三国凑运

送到奈良。由于三国凑一直发挥着装运庄园物资

的港口的作用，该村落的商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出

现了不少从事批发业、船业、制造业的富商。

根据《三国町の民家と町並：三国町民家調査・町

並調査報告書》的考察可知三国凑的各区域发展进

程。三国凑中最早发展成村落的是“松下”至“森

町”这一区域，其在江户初期就已形成规模；随着17

世纪后半叶的西回航路的形成，三国凑发展成了日

本海岸数一数二的寄港地，村落的发展也逐渐扩

大，往北部移动（木场町附近）；西光寺、胜授寺等寺

院也成立于这个时期，故 17世纪后半叶到 18世纪

可以说是三国凑作为寄港地发展的繁荣期[8]7-10。

在三国凑有大约11间寺院，其中成立于中世时

期的就有 5 所，剩下的也多成立于江户初期（见图

3）。根据实地考察的记录，现将这些寺院按宗派分

类统计如下：净土真宗 6 间，曹洞宗 2 间，真言宗 1

间，日莲宗1间，净土宗1间⑤。本文开头已提到，北

①七处用水的名称分别为富樫，乡，中村，山岛，大庆寺，中岛，砂川。

②日语中“三户”发音为“みと（mito）”，与“水门”“水户”相同。

③日语中“凑”为港口之意。

④日语表述为“年贡”，一般是以大米、小麦等粮食的形式缴纳，到室町时代（1336~1573）后出现了货币缴纳的形式。

⑤具体为：净土真宗（净愿寺，唯称寺，智教寺，胜授寺，法元寺，专了寺），曹洞宗（惠云寺，金凤寺），真言宗（性海寺），日莲宗（妙海寺），净

土宗（西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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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是净土真宗影响深厚的地带，从三国凑寺院各宗

派的数量分布情况也可见一斑。但从寺院的规模、

成立年代和名望来看，真言宗的性海寺和泷谷寺①

则更胜一筹。这两间寺院皆为创建于南北朝时期

（1333~1392）的古刹，受到了历代当权者的保护。

图3[8]8 三国凑各区间阶段性发展的示意图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港口村落会

聚集着这么多的寺院？接下来将重点分析成立年

代较早的性海寺与泷谷寺。

《性海寺年中行事标要集》②中有如下记载：“正

月元旦、一、森田三郎右卫门别愿护摩修行渡海安

全诸灾消除[9]781……廿八日、森田三郎右卫门家祈祷

之事[9]785……”由此可知，每年的正月性海寺都会为

森田三郎右卫门家族做各种祈祷法事。上文提到

随着三国凑的发展，当地出现了不少富商，史料中

的“森田三郎右卫门”就是其中之一。森田氏是可

以追溯到中世的豪门家族，从中世到近世是以经营

船业为主。翻阅《性海寺年中行事标要集》后发现，

像上述史料般写明了法事对象的记录寥寥无几，可

见性海寺和森田氏关系之密切，两者的渊源很有可

能追溯到中世。

然而，像这样寺院与当地豪商的关系并不是单

方面的，寺院立地于此地，并且为当地豪商提供宗

教性的服务，其中必然有利益的驱动。据印牧邦雄

考证，“永德元年（1381年），由于千手寺③僧侣的请

求，性海寺从“宿④”搬迁到千手寺塔头多闻院所在

的三国凑，并由律宗转为真言宗，这表面上是以复

兴千手寺为由，实际上是被三国凑的繁荣所吸引。

中世三国凑的发展，是以千手寺·性海寺这两大密

教寺院的门前町为核心的[10]……” 无独有偶，上文

中提到的另一真言宗古刹泷谷寺也正好于 1381年

迁于三国凑。由此可以推断，14世纪的三国凑的繁

荣发展，是吸引寺院创立或迁址于此的直接原因。

除了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

的。翻阅《泷谷寺文书》[11]可发现其中收录了大量中

世当权者的书信，其中包括了坂井郡的土豪崛江

氏、以及越前战国大名朝仓氏家臣的土地寄进

状⑤。可见泷谷寺自身发展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

依赖于当权者的保护与土地供奉。当然，与性海寺

和森田氏的事例一样，泷谷寺与当权者的利益关系

也是双方向的。《泷谷寺文书》收录有这样一则朝仓

氏第四代当主写给泷谷寺法印空尔的文书（四十号

文书）:“新年伊始可喜可贺。本月十六日为吉日，希

望届时能行祈祷之事，请于十五日到达，不胜感激

（后略）”。由此可知，朝仓氏在正月会要求泷谷寺

的僧人到宅邸，举行新年祈祷仪式。

一方面得利于三国凑的繁荣，另一方面又与当

地当权者保持密切的来往，这便是性海寺、泷谷寺

等众多古刹聚集在这个港口集落并且得以发展、扩

大的重要原因。那么，地处港口集落的寺院所承担

的宗教性角色又有哪些特征，寺院和民众之间又是

①泷谷寺位于三国凑西北面的泷谷地区。福井市以北的大部分真言宗寺院都是其子寺。

②《性海寺年中行事标要集》编于江户时代嘉永7年（1854），由性海寺住持龙晓记录。详细记载了性海寺一年12个月的各种佛教活动。

该史料虽成立于江户时代，但序文中提到性海寺之前就存有类似的年中行事集，但在火灾中被烧毁，后来住持竜晓查阅寺内历代古

籍，重新编写了此集。故在考察中世时期性海寺的历史时，此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③由泰澄开基的白山天台宗寺院，势力庞大，后在南北朝战乱中被烧毁。

④一个泷谷往北的集落。

⑤寄进状是指，向神社或寺院进献财物或者土地时，进献人所附上的写明此次进献行为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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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除了刚才论述的新年祈祷仪式之外，前段所引

用的《性海寺年中行事标要集》中有一处值得注意

的地方：“渡海安全诸灾消除”，即性海寺的祈祷是

和出海有关的。三国凑作为港口，当地居民从事的

职业也多和大海有关，出海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在

当时，海难是经常发生的，故港口的住民要比常人

有着更笃厚的宗教心。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本节开头所说明，三

国凑成为寄港地并且实现都市化的发展是进入近

世以后才发生的，最先发展起来的集落(即“松下”至

“森町”这一区域)基本是富商的居住地，小商贩、手

工业者等则多居住在后来发展起来的集落。那么

在中世的三国凑，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否和当权者、

富商们一样能接受这些古刹的宗教性服务，关于这

点，目前由于史料上的限制，仍待考据。

关于三国凑的寺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必

须提及的是“门前百姓①”的存在。《泷谷寺文书》中

可见不少关于管理门前百姓的条文，例如，禁止他

们私自投奔其他领主（一百号文书），对于擅自逃离

门前的百姓还要进行刑罚（六十一号文书）等等。

可见在中世的三国凑，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像泷谷

寺这样势力庞大的寺院与其说是信仰的寄托点，倒

不如说是支配自身的一个存在。

从以上论述可知，当时发展繁荣的三国凑，吸

引了各大寺院来此驻地。一方面，寺院为当地豪商

与当权者提供祈祷等宗教性服务，另一方面，豪商

与当权者又给予寺院、神社金钱上的资助，土地上

的支援，扩大其设施。然而对于一般居民来说，中

世阶段的三国凑的各大寺院则扮演着一个“支配

者”的角色。两者之间在日常生活联系上得到紧密

发展，很有可能是近世之后，即三国凑演变成寄港

地，航海业得到极大发展之后的事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民众之现实生活

是紧密结合的，故信仰也带上了不少合理主义的色

彩。地方社会的寺社便是这样的信仰的交流点。

日本中世（特别是后期），地方寺社与中央权门寺社

的关系逐渐疏远，紧靠地方社会的性格越发浓厚。

北陆地区自古以来宗教氛围厚重，寺社是民众信仰

上的依靠，反过来，民众的信仰心对寺社来说则是

扎根社会并且寻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之因素。

日本学界早有不少关于中世地方寺社的研究，

并且多强调寺社在地方社会中作为权力体的特点，

其中以宫岛敬一的论述最为典型。关于地方寺社

的公权性，宫岛氏有如下论点：第一，地方寺社自身

有着巨大的财力，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加强与地方社

会的联系；第二，地方寺社的内部人员（不仅是僧

侣）来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寺社扎根于地

方社会的表现；第三，地方寺社是地方社会的“公

共”舞台（特别是战国时代），这也是寺社的存在意

义[12]。

宫岛氏所总结的三点都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寺

社与社会的连接点所在，但是关于第一点，笔者有

这样的疑问：寺社的财力来源于何处？从本文对三

国凑性海寺与泷谷寺的考察中可知：寺社的经济力

依赖于当地社会发展以及当权者的程度是非常大

的。强调地方寺社的作用与地位固然重要，但同时

也有必要弄清这样的地位是通过什么得来的。本

文的视点（即侧重从信仰的角度分析地方寺社与民

众之连接点）既出于探讨日本宗教与社会之联系的

目的，也意在从更底层去思考地方寺社的存在

形式。

由于笔者的能力不足与篇幅的原因，本文的考

察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个案分析的层面，并且还有

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净土真宗与民众的关系，

这将是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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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寻找“哎”“咦”音的最好练声曲。

男声主要采用“啊”“嗷”开口音练习曲为主。

因为“啊”“嗷”音是男声最容易找到喉咙打开并保

持用打开的感觉歌唱的两个字音。发声练习，男声

用[2]：

1.跳音：要求打开喉咙，喷口出字，铿锵有力。

2.连音：要求竖张嘴巴，快速连贯，喷口出字。

3.三连音：要求连贯均匀，高低过渡平衡，不能

有大跳的感觉。

4.九度上下行，要求连贯流畅，一气呵成。

还有如《槐花几时开》、《月之故乡》、《少林少

林》、《军民大生产》等歌曲也是男声很好的练习曲。

四、声乐小组课的互动规律及特点

声乐小组课的互动规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共性问题：即基本歌唱状态问题。通过教师

讲解，学生集体练习、课上讨论，举一反三，既节约

了时间，实现了资源共享，又能互相学习。

2.个性问题：即每个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通

过教师给每个人正面指导，学生清楚自己存在的问

题，明确了克服的方法和追求的方向，其他学生通

过观摩感受，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方法。

3.对一个问题的不同体验与感受进行讨论交

流，对学生提出的各种疑问给予明确的解答，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相长，对教

与学都有促进作用。

声乐小组课教法科学，它具有其他授课形式无

法比拟的优越性，其独特性为听、看、想、做。首先

是听，学会鉴听各种类型的声音，培养自己的鉴赏、

听辨能力。有了正确的听辨力，才能判断声音的正

误。其次是看，小组课的优势还在于每个学生都是

模特，通过观摩教师的范唱及其他学生的演唱，模

仿学习他们演唱时的艺术表现、表情动作来提升个

人的舞台修养。再次是要动脑子，要求学生多琢

磨，看别人的演唱，想自己存在的问题，听别人唱时

要专注，听老师对自己讲评时细心体会，能举一反

三。最后是做，做就是练习。学生做发声练习及演

唱歌曲要坚决按照教师指导的方法坚持练习，坚决

克服、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积极配合实

践。学生正确领会教师的教学意图，才能少走弯

路，快速进步。声乐小组课其实是一个观摩课。观

摩本身就包含了积极的互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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