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教 文 学 中 的 隐 元 诗 偈＊

林观潮

内容提要：本稿尝试从佛教文学的视角，粗浅分析隐元语录中的诗偈。 做为明清时期

禅僧语录的代表作，隐元语录内含优秀的佛教文学作品。其中诗偈数量众多，内容多样，体

裁完备。 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隐元也提出了对诗偈的看法，并强调诗偈创作主体必须是

学道有成的明心见性之人。
关键词：佛教文学 诗偈 隐元隆琦 临济宗黄檗派

一 序 言

佛教文学一般指佛教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品。拙稿以为，就中国佛教的范围而言，佛教文学是

指佛教信徒创作的，通过文学形象以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字作品。它带着信者强烈的宗教体验，在展

现文学形象美的同时，传递着佛教情感与思想。
佛教文学首先是因东汉以来的经典翻译而兴起，在汉译经典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到了魏

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佛教思想深入人心，佛教文学进入了自觉创作的时期，具备了赞、赋、铭、文、诗、
论、书等各种文体。① 隋唐时代，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与大乘宗派建立，佛教地位提高，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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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这一组与佛教有关的文章角度各别。 “隐元诗偈”一篇讨论晚明禅门大德

隐元的诗与偈。隐元是在中国与日本都有很大影响的佛门人物，在日本的佛教史上声名颇

著，国内的研究还很不够。该文从文学的视角加以评介，对于全面认识隐元，以及那个时代

僧侣们特殊的精神状态，都很有启发。而此文与后面两篇的共同点则在于都涉及了文化交

流的话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佛教始终是促使其开放、对外交流的重要力量，从这一

组文章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湛如）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的研究”资助成果之一。 项目批准号：09 BZJ007。
① ［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大正藏第 5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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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学因而普遍流行。这期间文人们积极参与创作，促成佛教文学进入正

统文学的行列。
在中国大乘宗派中，禅宗盛行于唐宋，经元明清，流传至于现代。伴随禅宗兴盛而出现的禅僧语

录，以其对个体修行体验、悟入境界的直观描写、生动表现而别具一格，得以广泛流传，宋代以来在

佛教文学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本稿尝试从中国佛教文学的视角，对明末临济宗黄檗派开祖隐元隆琦语录中的诗偈，做粗浅的

分析。

二 佛教文学中的诗偈

在中国佛教文学中，诗偈是一种常见的体裁。究其词源，诗与偈表达的本来是两个概念。偈的词

源来自梵文 gatha，音译为偈陀、伽陀，意译为偈颂，略称为偈。在梵文经典中，gatha 是表现佛陀教

诲，或是歌颂佛菩萨德能的韵文。经过汉译之后，基本采取了四句一组，一句四字，或是五字、七字的

诗体，多数情况并不拘泥于汉诗的韵律，而贵在朗朗上口，便于读诵。比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

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①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② ，这两首偈就为人们所熟悉。
随着佛教的流行，作为汉译佛经中部分内容的偈，引发佛教徒模仿创作的兴趣，逐渐与中国文

学中固有的诗融合，形成了新文体诗偈。诗偈有时并不重视形式上的节拍与押韵，而重视在内容上

表现体悟境界，传达修行思想。
在盛极一时的隋唐佛教文学中，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诗偈作者。比如隋代的王梵志，他的诗偈流

行一时。③ 与王梵志的诗偈相媲美，中唐时期天台山富有传奇色彩的三位佛教隐士寒山、拾得、丰
干，也都留下了不朽之作。④ 在实际创作中，佛教修行者们着重传达的是思想，似乎并不在乎诗与偈

在形式上的界限，正如拾得所说的那样：“我诗也是诗，有人唤做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
唐宋以来诗偈的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不断发展。在明清僧人语录中，可以看到诗、偈、偈颂、

诗偈的项目设置。虽然名称有时不同，但都属于诗偈一类。关于诗偈历史，明末高僧憨山德清

（1546—1623）在天启元年（1621）所作的《梦游诗集自序》中曾经这样总结：

集称梦游，何取哉？曰三界梦宅，浮生如梦，逆顺苦乐，荣枯得失，乃梦中事。时其言也，
乃纪梦中游历之境，而诗又境之亲切者，总之皆梦语也。 或曰：“佛戒绮语，若文言已甚，况

诗又绮语之尤者？ 且诗本乎情，禅乃出情之法也，若然者，岂不堕于情想耶？ ”予曰：“不然。
佛说生死涅槃犹如昨梦，故佛祖亦梦中人，一大藏经，千七百则，无非寱语，何独于是？ ”

僧之为诗者，始于晋之支远，至唐则有释子三十余人。 我明国初，有楚石、见心、季潭、
一初诸大老，后则无闻焉。嘉隆之际，予为童子时，知有钱塘玉芝一人，而诗无传。江南则予

与雪浪创起。雪浪刻意酷嗜，遍历三吴诸名家，切磋讨论无停晷，故声动一时。予以耽枯禅，
蚤谢笔砚，一钵云游，及守寂空山，尽唾旧习，胸中不留一字。 自五台之东海，二十年中，时

或习气猛发，而稿亦随弃。 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难，诏下狱，滨九死，既而蒙恩放岭海。 予

①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②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③ ［隋］王梵志撰《王梵志诗集》一卷，大正藏第 85 册。 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上下冊），台湾学生书局，1987 年。
④ 《寒山子诗附拾得诗》，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周氏影宋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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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为梦堕险道也，故其说始存。 ①

憨山认为，佛教诗偈的创作始于东晋支遁（314—366）与慧远（334—416），盛于唐代。到了明朝，初期

有楚石梵琦（1296—1370）、季潭宗泐（1318—1391）等人，其后不见有闻名作家，而在嘉靖（1522—
1566）、隆庆（1567—1572）年间，自己和同门的雪浪洪恩在江南佛教中予以再兴。②

写作《梦游诗集自序》之后两年的天启三年（1623），憨山示寂。他没有见到此后继续复兴的明末

清初佛教的盛况，也没有见到景仰他的后辈僧人在弘法过程中创作的大量语录，包括许多优秀的诗

偈在内。稍后于憨山的隐元隆琦（1592—1673），就是一位弘法有成、语录丰富的临济宗高僧。

三 隐元语录中的诗偈

内容丰富的隐元语录，可以说是唐宋以来不断发展的禅僧语录，在明清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发端于唐代的禅僧语录，本来是禅僧日常说法与教学问答的口语体笔记，内容朴素，体例简单。

例如，临济宗开祖唐代临济义玄（？—867）的语录，仅由上堂、示众、勘辨、行录四个部分构成。③ 随着

时代发展，禅僧语录在编纂时，逐渐加入了自撰的诗文，内容构成发生持续的变化。到了北宋的两位

高僧雪窦重显（980—1052）与圆悟克勤（1063—1135）的时候，逐渐固定了下来。④ 而到了两宋之交的

大慧宗杲（1089—1163），其语录体裁完备，包括了入院、小参、上堂、问答、偈颂、赞佛祖、自赞、法语、
书卷等，成为后来禅僧语录编纂的典范。⑤

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禅宗的复兴，禅僧语录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内容丰富，体裁

多样。根据嘉兴大藏经可知，这一时期的禅僧语录数量超过了二百多点，这还不包括民间私版而没

有入藏的语录。在明清众多的禅僧语录中，时间经历明清两代、地点跨越中日两国的隐元语录，可以

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隐元出身于明代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林氏。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礼鉴源兴寿（？—1625）

出家于福清黄檗山。崇祯七年（1634）一月，在黄檗山嗣法于费隐通容（1593—1661），为临济宗第三

十二代传人。他于崇祯十年至十七年（1637—1644），南明隆武二年至永历八年（1646—1654），先后

两次住持黄檗山，建设黄檗山成为东南一大禅林，开出临济宗黄檗派。永历八年（1654）六月，应长崎

在留唐人恳请，从中左所（厦门）东渡长崎，此后弘法日本。日本宽文元年（1661）八月，开辟京都黄檗

山万福禅寺，创立了日本黄檗宗，传承至今。隐元因其弘法功绩，生前受日本皇室封为大光普照国

师。其著述众多，有语录刊本四十多种传世。⑥

隐元语录可以看作佛教文学的集大成者，包含着多种体裁，如诗偈、题赞、上堂、书问、颂古、机
缘、法语、杂著、启、拈古、小参等。在这中间，诗偈占有很大的分量。

根据现存诸种语录版本，隐元诗偈总计达到 4909 首。而如果加上传世墨迹中的诗偈，将会更

多。这样的创作数量，在佛教史上不用说，即使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作为佛教

文学的诗偈，在隐元语录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四十七《梦游诗集自序》，卍新纂续藏经第 73 册。
② 雪浪洪恩为明末高僧，重视唯识学。 参考［民国］喻昧庵编《新续高僧传》卷七《雪浪传》。
③ ［唐］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大正藏第 47 册。
④ ［宋］惟盖竺编《明觉禅师语录》六卷，大正藏第 47 册；［宋］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大正藏第 47册。
⑤ ［宋］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正藏第 47 册。
⑥ 《新纂校订隐元全集》，语录十卷，附录年谱等一卷，共 5486 页。 平久保章编，据江户时代诸刊本而重辑影印，东京

开明书院 1979 年 10 月出版。 下文引用时简称“《全集》”。

佛教文学中的隐元诗偈

79- -



隐元诗偈体裁完备，涵盖了各种诗体，包括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六言古诗、四言古诗、五言律

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以及歌等作品。
由弟子记录润色的上堂、开堂、法语等，多少有些公式化。而由弟子撰写的行实、年谱等传记资

料，出于尊崇的观念，着力表现的是隐元作为超凡高僧的品格，所以往往略去了一些可感的生活细

节，掩盖了即使是高僧也会表现出的平凡一面。与之相比，诗偈更多的是在自由随机的情境中即兴

创作的，真实表达着隐元的思想情感，体现着他的人间性格，反映着他血肉丰满的形象。

四 隐元诗偈的内容

隐元诗偈的表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亲情与乡愁，与之相关的梦境描写，亡国之

痛，旅途之歌，生死的咏叹，以及禅修的悟证。
（一）亲情与乡愁

无论是谁，对于故乡，对于父母师长，都是终生不能忘怀的。高僧也不例外。在隐元诗偈中，有许

多是表达思念故乡，思念父母师长的。
作为传统的思亲节日，清明与中元最容易引发人们对父母、对师长的怀念。以下两首诗偈，隐元

作于东渡之后的京都黄檗山时，表达的是每当清明、中元时的感怀。

此日天开忆祖恩，分身百亿答无门。
江山虽隔离形影，草木何曾弃本元。
翠增中函万象骨，毘岚风卷五须仑。
等闲把定乾坤眼，聊展云衣拭泪痕。 （《清明感怀》② ）

摇落空林皈本根，忽闻特地怀深恩。
江山有限情无限，草木虽存谊亦存。
莫报劬劳空自叹，号天罔极向谁言。
聊宣半偈含悲怆，字字淋漓带血痕。 （《中元叹》③ ）

在今日京都黄檗山，还在遵循隐元在世时依据明代佛教而制定的法式仪轨，在经典读音上使用“明

隐元语录中诗偈点数与其他体裁①

诗偈 题赞 上堂 书问 颂古 机缘 法语

4909 653 331 180 135 104 84
小佛事 小参 歌 代古 杂著 源流颂 拈古

78 65 56 54 41 35 27
启 开堂 入院 答问 入室 行实 答垂语

13 7 6 4 2 1 1
总计 21 种，6786 点

① 参考《全集》。
② 《全集》，第 2772 页。
③ 《全集》，第 35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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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方式。所谓明音，即明朝语音的意思，又称黄檗唐音。在明音中，有着明代南京官话的发音，也有

隐元故乡福建方言的发音。例如，京都黄檗山在祝圣仪式中，天皇一词不读作日本语的“tennou”，而

读作福建方言的“huang－dei”。
在京都黄檗山的明音里，藏着隐元的乡愁。凌晨三时半，早课的巡照板敲响了。伴随着敲板的节

拍，吟唱着“谨白大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各宜醒觉，慎勿放逸”的偈子，在还没散去的黑暗中，回

响在寺院里，逼入了人们的胸中，带来瞬间的刺痛。岁月流淌了三百五十多年，这首偈用隐元故乡福

清的语音吟唱的方法几乎没有改变。在京都黄檗山使用乡音的读经里，隐元应该常常想起了故乡。
乡愁是对故乡不断的翘首回望，是真切的思念。隐元以六十三岁高龄离开故国，告别了还陷落

在动乱中的乡土。他担心着故乡人们的命运，也关注着来自故乡的消息。下面的诗，表现的是日本明

历三年（1655）他在长崎唐人寺院崇福寺时的心境。当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七月二十六日，隐元住持崇

福寺。

梦觉青山尽白头，闲云为我更添愁。
脚跟有据怀西土，落日无绳系远眸。

竟日憨憨憩小楼，梦闻故国又惊愁。
火云堆里微开眼，拟是梵天血溅流。 （《卧游感怀》① ）

卧游，指崇福寺里的卧游居，唐人信徒们为隐元居住而修建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低处的长崎港，

看到从大陆开来的贸易船只。故乡的消息，就来自于这些贸易船上的人们。然而所增添的都还是惊

恐与忧愁，因为故乡的战乱还没结束。
隐元在卧游居留下了乡愁这样一个大的诗题。后来，在明历三年（1657）二月东渡长崎，也居住

在崇福寺卧游居的隐元法子即非如一（1616—1671），怀念远在摄津普门寺的本师，写有以下一诗：

重整象王窟，为缘接上流。 沧溟观日出，河汉卧云游。
偶读神京赋，因怀故国秋。 江山争入座，宛对百花洲。 （《卧游居即景》② ）

即非的诗，引发了当时留在长崎的东渡僧人、在住唐人、贸易商人的乡愁。他们聚集在卧游居，依韵

而作，互相酬唱，畅叙乡情。他们中的四十六人创作了五十一首诗，汇编成集，题为《同声草》。③ 这本

诗集可称是当时居住在长崎的明朝遗民乡愁的汇编。例如，其中有郑溥元和诗：

林间读偈语，寒拾是同流。
道重龙降钵，机忘鹿共游。
吐吞千顷碧，谈笑一天秋。
故国归何日，依依巨岛洲。

① 《全集》，第 2833 页。
② ［日］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即非全集》（共四卷，1502 页），江户时代木刻刊本编辑影印版，京都思文阁，1993 年，

第 951 页。
③ 同上，第 1477 页《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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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东渡时，感于黄檗山僧俗的哭留，约定三年之后归国。在东渡后的书信中，他自语：“临别东

来，三年之约，岂容固爽。”① 由于江户幕府的控制以及日本僧俗的挽留，虽然三年期到，隐元却不能

归国，无法实现诺言。他为此感到有负信众，心中惭愧。以下二诗都提到失约之事。

三秋信爽不胜情，自觉羞惭月下行。
若个片心同此月，遂人志愿却无声。 （《秋怀》② ）

禅余不觉忆闽关，依约三年信未还。
几片晩霞牵老兴，呼藜亭上看秋山。 （《登亭晩怀》③ ）

隐元到底留在了日本。以下二诗分别作于在日的第十五年、第十八年。

卧游几万里，一十五星霜。
日寄新黄檗，夜归古福唐。
神通无挂碍，妙用岂寻常。
随处展玄要，宗风播十方。 （《栖贤吟》④ ）

一别闽南十八霜，旧交道侣几存亡。
故山累累频悬梦，沧海悠悠莫驾航。
喜有名区堪隐遁，幸余瘦骨尚坚刚。
虽然不结东林社，也有宗雷入法场。 （《耆龄答响》⑤ ）

诗中“福唐”是故乡福建福清的古称。如“日寄新黄檗，夜归古福唐”所言，隐元自谓具有昼在扶桑、夜
归中华的无碍神通。然而，假使隐元具有这种神通，也无法抹去他离家去国的无尽乡愁。比如他有以

下诗偈：

梦游阔别已多年，偶到扶桑一寄缘。
无事清弹消白日，有时感赋问苍天。
侬家父老今何在，故国生民几变迁。
遥隔海涯徒慨叹，夜阑反复不成眠。 （《夜怀》⑥ ）

此诗如泣如诉。隐元在这里所表达的乡愁，包含着对故国生民的切切关怀。可以想象，在京都黄檗

山，老僧隐元一直牵挂着生育他的故土，一直认为自己的日本弘法只是偶然的随缘而已。随着明王

朝的一去不复回，随着自身东渡后的不再归航，他对于故国的回忆，对于故土的眷念，也只能成为一

种永远的乡愁。从这个角度看，隐元的形象，带着一层悲剧色彩。

① 《复鳌江诸外护》，《全集》，第 2312 页。
② 《全集》，第 2838 页。
③ 《全集》，第 2908 页。
④ 《全集》，第 4474 页。
⑤ 《全集》，第 4900 页。
⑥ 《全集》，第 4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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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集》，第 4128 页。
② 《全集》，第 4285 页。
③ 《全集》，第 4304 页。
④ 《全集》，第 2724 页。
⑤ 《全集》，第 2934 页。
⑥ 《全集》，第 2954 页。
⑦ 《全集》，第 3739 页。

乡愁是难以抹去的，但不能总是沉溺其中。作为解脱的努力，佛理给隐元的心灵带来了安慰。在
晚年，他特别倾心于《华严经》阐述的华藏世界观。以下三诗，都同样表达华严法界的思想。

闽天一隔杳无踪，隐隐青山亿万松。
兀坐晏然同我国，眉开华藏现重重。 （《闲坐有怀故山》① ）

百年长夜梦，万里片云飞。 历尽江山境，遍探华藏围。
二时常返照，无日不怀归。 老倒虽云迈，前盟岂可违。 （《怀归》② ）

毗卢华藏妙通神，建立重重等剎尘。
一目无边香水海，心空不昧本来人。 （《诵华藏世界品》③ ）

隐元在福清黄檗山曾经种下数万株松树，并建起万松庵。在京都黄檗山也有万松冈，满是松林。在京

都黄檗山静坐，听着松风，隐元仿佛置身于故乡的黄檗山，一时间，两国的黄檗山叠合在了一起。这

种境界，正如《华严经》所说的，一叶莲花之中，含藏着百亿世界，无量时空，重重相叠，互即互入。在

《华藏世界品》的日常念诵中，隐元似乎经历千万江山，探遍华藏世界，而心底乡愁的郁结，也在这时

得到了短暂的消融。
（二）梦的描写

岁月推移，归乡无期。隐元经常梦归故国，在梦境中化解愁思。以下诸诗都是写梦的。

遨游泛海岛，携杖宿云根。
已觉清秋梦，犹怀故国恩。
风行山不动，月过水无痕。
搅搅红尘里，谁知格外尊。 （《宿水月居》④ ）

抛却家山海外游，忽添东土五春秋。
昨宵又作中华梦，唤醒杖藜归未休。 （《诞日》⑤ ）

一声啼鸟破初霜，唤醒眉毛两道光。
梦里欲归归未得，翻身仍旧在扶桑。 （《小阳春早书怀》⑥ ）

老来聊展小神通，夜返家山昼在东。
梦笔花开新灿烂，一园桃李旧春风。 （《睡起戏笔》⑦ ）

松间一枕梦黄粱，倏忽卧游满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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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积海山无皂白，福超天地见玄黄。
善人回首求灵药，老者当机施妙方。
随类度生到彼岸，翻身不觉在扶桑。 （《松隐吟》① ）

这些诗中，《宿水月居》是刚东渡时在长崎水月居所作，《松隐吟》则是晚年在京都黄檗山松隐堂所

作。近二十年间，时空都已变换，入梦的乡愁却依然如故。
跟随隐元东渡的弟子，也都有着归乡的梦。其中，南源性派在日本延宝八年（1680）冬日曾经梦

回福清黄檗山观梅，醒后作《梦游观梅记》，写道：

予自东渡，心无所喜，亦无所忧虑，日复一日，不过随顺报缘而已。 独于梦返故国，则神

情飞跃，勇冠百夫，挟策挑包，如游内苑。 少焉惊觉，辄兴桑梓之感。 噫，熟处难忘，有如此

哉。 宜乎达磨思返西天，而六祖思归新州也。 延宝庚申冬十一月十三夜，予复梦返福唐，同

吼兄黄檗石桥观梅。 ②

南源所言“独于梦返故国，则神情飞跃，勇冠百夫”的心境，隐元应该也有。而在隐元示寂之前，南源

更是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在梦中看见隐元回到了福清黄檗山。在《梦感先师归真记》中，南源写道：

宽文壬子冬十月，予拜辞先师，之华藏住静。 先师不忍别，予慰以言。 师乃许喏。 越明

年癸丑春二月，望日早课毕，天尚未晓，予复就寝，梦先师赴斋。 檀越家有一厅，坐少倦，众

皆逸去别厅偃息。 先师孤坐久之，勃然作色曰：汝等欲相离耶。 今不相累，吾亦从此往福唐

黄檗归老矣。 径拂衣出门，众惊惶奔追。 ③

正如憨山说过的那样，“三界梦宅，浮生如梦，逆顺苦乐，荣枯得失，乃梦中事。时其言也，乃纪梦中游

历之境，而诗又境之亲切者，总之皆梦语也”④。隐元与南源的回乡都是梦中游历之境，但是那种乡

愁却是真切的。
（三）亡国之痛

隐元经历了明清易代时期的动乱世局，目睹了战争、饥馑、疾病等灾难流行。他的有些诗作，描

写着那些惨痛的世相，抒发心里的悲伤。

三灾行此劫，铁佛也悲哉。 白骨盈城野，饿夫遍草莱。
彼此递相啖，吞声不忍哀。 昔因种杀盗，果熟岂能灰。
绣阁笼烟冷，高堂聚粪堆。 久炼精兵者，长征老将才。
闲中聊屈指，多半在尘埃。 如何弗亟悟，久假未归来。
竟日峰头望，云愁锁不开。 几番暗泪落，滴滴响如雷。
性静山河静，心回天地回。 干戈能放下，可上九莲台。 （《三灾并行有感》⑤ ）

① 《全集》，第 4008 页。
② 南源性派《芝林集》卷二十，日本贞享三年（1686）刊本，京都黄檗山藏。
③ 同上。
④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七《梦游诗集自序》，卍新纂续藏经第 73 册。
⑤ 《全集》，第 1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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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迷方寸混天经，百万华居一斩平。
故国英贤何处去，维余孤月照空城。

睫得眼来春复秋，海门浪吼更添愁。
两城人物今何在，一片悲风起骷髅。

众生未彻本来源，业识茫茫永夜昏。
一自恶风轻卷后，撞头磕额出无门。

劈面一刀酬债毕，皮囊脱落寄谁家。
愧无道力资君福，聊借金风剪业花。

头陀磊落出烟霞，各展神通岂有涯。
不涉人间幻梦事，单提佛子尽归家。 （《龙江修水陆普度夜怀五首》① ）

遭遇亡国命运的隐元，心底有着抹不去的悲哀，因为这是时代给予的。以下诸诗，反映的是亡国

之痛。

福薄逢斯劫，嗟生不遇时。 一人才失庆，万姓却依谁。
礼乐混中土，文章散四夷。 碧天云未净，何日是归期。 （《偶怀故国》② ）

偶闻故国愈凄怆，快煮浓茶涤惨肠。
可惜旧家成兔窟，一団锦绣作沙场。 （《闻故国信有感》③ ）

一盏清茶醒四春，相看玉鬓対愁新。
杖藜细问东君王，故国风光剩几人。 （《春日感怀》④ ）

劫烧江山尽帯愁，愧无妙法解心忧。
空余几点寒岩泪，并作云涛洗旧羞。 （《雨窗怀旧》⑤ ）

（四）旅途之歌

隐元生平弘法于中日两国，到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都会吟诗留念。与写梦、写乡愁的诗偈相

比，这些描写旅途的诗偈读起来显得轻松一些。
南明永历八年（1654）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五日之间，从中左所（厦门）往长崎的海上旅途中，面

对浩瀚大海，隐元感怀作诗：

① 《全集》，第 1202 页。
② 《全集》，第 2727 页。
③ 《全集》，第 2834 页。
④ 《全集》，第 2954 页。
⑤ 《全集》，第 3733 页。

佛教文学中的隐元诗偈

85- -



一叶西来意，飘飘独悄然。
弄眸皆碧水，翘首一青天。
说法鱼龙跃，放光日月前。
神通聊展尽，到岸却忘荃。 （《舟中偶言》① ）

东渡翌年，日本明历元年（1655）八月，隐元顺从长崎奉行所（德川幕府设在长崎的行政机构）的

安排，离开长崎兴福寺南下，前往靠近京都的摄津普门寺。在旅途中经过谏早湾时，他写下以下一

首：

我是支那老比丘，随缘应化赴东游。
相知唯有江头月，一夜清光伴客舟。 （《八月初十夜渡谏早江》② ）

在诗中，隐元自问，为什么离开了故国，东来扶桑，现在又要离开有故乡人居住的长崎？也许，只有江

头的明月，才能理解我的心情。
在接下来的诗中，隐元描绘了初次看到的京都景色：

衲老饱风霜，行行到上方。
抬眸同日语，拂袖惹天香。
衣笠千层雪，屏藩八面苍。
杖藜偏有意，扶我绕林廊。 （《初入洛中》③ ）

这是明历二年（1656）十月所作。“洛中”指京都，因古代日本崇奉中国文化，有时以洛阳指代京都。当
时隐元在摄津普门寺受到一年多的软禁之后，终被允许外出旅行，首访京都。“衣笠千层雪，屏藩八

面苍”，写的是京都的衣笠山与屏藩山。
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日本万治元年（1658）九月十三日，在前往江户（今东京）访问德川幕府的

途中，隐元惊喜地看到了没有被云雾遮住的富士山，吟出了以下二诗：

中山岭上憩西来，富士峰头云自开。
莫谓山灵知此意，半空捧出金莲台。

恍惚云中露半身，轩知富士独超伦。
东方喜有擎天柱，帝座巍巍亿万春。 （《十三日中山岭望富士二首》④ ）

山城州宇治郡在京都西部，对隐元来说是因缘之地。万治三年（1660）五月，他把新建黄檗山万

福禅寺的选址，定在了宇治郡的大和田。而在那之前的万治二年（1659）二月，应山城州淀藩藩主永

井尚政（1587—1668）的邀请，隐元初次访问宇治，带着中日两国的弟子，荡舟在宇治河上。

① 《全集》，第 1510 页。
② 《全集》，第 2845 页。
③ 《全集》，第 2730 页。
④ 《全集》，第 29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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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乘游两国僧，泝源返本自南能。
停桡试问东君主，下载清风会未曾。 （《仲春游宇治舟中作》① ）

也就是在这时候，隐元发现了可以作为建寺之地的太和山，后来更名为黄檗山。② 此后，隐元在这里

度过了他生命旅途中的最后时光。
人生如梦如幻，却又是艰苦的。艰苦的旅程，需要人情的滋润。超越俗世的高僧，也需要温暖的

支持。隐元的诗偈，有许多是表现人们之间温情的。
隐元东渡长崎后，得到两位长崎奉行（长崎最高行政首脑）甲斐庄正述与黑川正直的信任和保

护。明历元年（1655）八月隐元将离开长崎时，两位奉行先后设斋为之送行。隐元都即席吟诗，表达了

感激之情。

默照红光几点恩，风情虽别一乾坤。
头陀磊落乘秋兴，拶入维摩不二门。 （《桂月初六日应甲斐庄喜右卫门檀越斋别，口占以赠》③ ）

航海西来秋复秋，人情佛法两绸缪。
檀心一片中天月，返照杖藜上九州。 （《桂月初七日应黑川兴兵卫门檀越斋，口占以赠》④ ）

在为隐元送行时，木庵性瑫（1611—1684）目睹弟子、信徒们对隐元的留恋，触景生情，吟出了以

下一诗。

秋云蔼蔼点青山，满道攀辕拭泪潸。
法乳恩深难忍别，人情景好莫能删。
悬知故国风光冷，信入扶桑霁月班。
无数金鳌都网尽，不孤万里渡江湾。 （《乙未秋送本师往摄州，途中偶成》⑤ ）

在漫漫旅途中，有时会遇到素不相识的人们。而那些人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令人难忘的。在万治

元年（1658）九月前往江户途中，雨中经过一个村庄时，隐元受到村民的献花供养，心中感动不已。

草屋萧萧数百家，安贫乐业是生涯。
篮舆已过同归敬，冒雨冲前竞献花。 （《雨中过江尻村》⑥ ）

在日本的岁月里，隐元得到多位德川幕府大臣的敬重，与他们成为知交。其中，幕府大老酒井忠

勝（1587—1662）的信任支持，促成幕府作出了让隐元建立新寺的政策决定。酒井与隐元的初次相

① 《全集》，第 2940 页。
② 《新黄檗志略叙》：“适老僧住普门时，有信斋居士请游宇治。 舟中仰望太和之内境，有妙高峰，圆而且秀，指谓从者

曰：此峰之下，必有胜地。 果夏间承国主赐，近京择地开创，乃令监院择之。 一平如掌，诚合老僧意，因以黄檗名之，不忘其

旧也。 ”《新黄檗志略》，隐元隆琦编，日本宽文四年（1664）二月隐元序，江户时代刊本，京都黄檗山藏。
③ 《全集》，第 2843 页。
④ 《全集》，第 2843 页。
⑤ ［日］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木庵全集》（共八卷，3794 页），京都思文阁，1992 年，第 578 页。
⑥ 《全集》，第 28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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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是在万治元年（1658）十一月十四日。当时酒井设斋欢迎到达江户的隐元，并皈依隐元，得法名空

印。隐元的以下二诗，反映了他们相逢的欣喜。

天冷人心暖，印空法界宽。
长安悬杲日，万古照禅关。 （《十四日长安寺应空印居士斋口占》① ）

福相人间少，唐僧见亦希。 相逢唯一笑，彼此尽庞眉。
不爽生前约，蓬莱会更奇。 天开红日近，云净印空时。
情念倶消殒，佛心讵可迷。 行仁万物乐，返照本无依。
我说中华梦，君辅海上畿。 圆明净如镜，触处是菩提。 （《斋回感兴》② ）

酒井忠胜年长隐元五岁，经历了日本丰臣秀吉时期的动乱。他跟隐元之间交情的基础，在佛法之外，

还有着经历乱世的共同感受，以及由此而生出的顾念普通民众的慈悲之心。
（五）离别的咏叹

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常态。即使作为一代高僧，隐元在离别时还是会动情的。只是因为有着佛理

的观照，显得理智而冷静。

江头把臂泪沾衣，道义恩深难忍时。
老叶苍黄飘格外，新英秀气发中枝。
因缘会合能无累，言行相孚岂可移。
暂别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 （《中左江头别诸子，甲午六月廿有一日》③）

这首诗作于永历八年（1654）六月二十一日，当隐元乘坐的船要离开中左所（厦门）埠头东渡之时。在

诗中，虽然说是暂别，但此后的时空流转，却使得隐元再也不能回到故国。生离往往使人期待着再

会，而实际上多数情况是永远的分开。因此本诗可看作隐元最后面向故国的告别之作。
竭力奔走于德川幕府当政者之间，终于促成隐元留住日本与开创新寺的龙溪性潜（1600—

1670），是隐元倚重的日本法嗣。不幸的是，宽文十年（1670）八月十五日，在摄津西成郡九条岛灵龟

山九岛院，龙溪遇上了突然袭来的暴风雨，在水中遇难。这个事件对于晚年的隐元是一大心痛。
龙溪临难之时，镇定地留下了以下遗偈：

三十年前恨未消，几回受屈烂藤条。
今晨怒气向人噀，喝一喝，却倒胥江八月潮。④

目睹龙溪的墨迹，隐元在悲伤之余，也为龙溪的临危不乱、参透生死感到欣慰，次韵和诗，以示送别：

① 《全集》，第 2973 页。
② 《全集》，第 2640 页。
③ 《全集》，第 1500 页。
④ 龙溪墨迹，黄檗宗祥云山庆瑞寺存。 ［日］大槻幹郎编著：《祥云山庆瑞寺》，大阪府高槻市祥云山庆瑞寺，2000 年，

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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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见墨痕疑尽消，不孤生铁铸藤条。
临行一喝全宾主，涌起滔滔四海潮。 （《目龙溪法子临终偈，因次其韵》① ）

死别似乎是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临终的时候，能够心智清楚，满怀着对世间的感激与祝福，应

该并不容易。隐元在示寂之前，留下多首诗偈，与故乡的人们，与日本皇室、德川幕府一一道别。

老汉多年渡海东，日来将觉报缘终。
寄言黄檗诸禅道，力振门庭绍祖风。 （《寄示唐黄檗大众》② ）

从来佛法付王臣，争若诸檀念力深。
扶起胜幢光祖德，千秋日月廓天心。 （《寄福唐诸护法》③ ）

廿年行化寓东方，屡受洪恩念不忘。
珍重上皇增寿算，西来正法仗敷扬。 （《谢恩偈进上太上法皇》④ ）

西来万里老桑门，赐地开宗感国恩。
今日功圆恭致谢，河山位镇永长存。 （《谢恩偈奉上本朝大将军》⑤ ）

而在弥留之际，隐元奋笔写下了遗偈，向这个世间辞别，也为一生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西来楖栗振雄风，幻出檗山不宰功。
今日身心倶放下，顿超法界一真空。 （《初三日未时辞世偈》⑥ ）

（六）禅修的悟证

从以上引述的内容看，隐元似乎与世间普通的诗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他的诗偈中，感受到的

有难忘的乡愁、离别的忧伤、旅途的风物、人情的温暖等，这些常人共有的情感。然而应该注意的是，

隐元毕竟是禅僧，是出世的修行者，他是离俗的高僧，终究生活在佛法之中。诗偈中体现的那些悲伤

或是喜悦的表象，都经过了佛理的洗涤，禅思的观照，而归于对佛法的追求与表现。这也正是隐元的

诗偈之所以为佛教文学的理由。这些诗偈，首先是佛教的，而后才是文学的，在佛教义理智慧过滤的

基础上，才架构起了感人的文学形象。
更能够明显反映隐元与普通诗人不同的，是他的诗偈中那些表现禅的思想与实践，表现禅修体

悟与实证的作品。比如以下一首：

一声荼毒闻皆丧，遍野骷髅没处藏。

① 《全集》，第 4750 页。
② 《全集》，第 5052 页。
③ 《全集》，第 5053 页。
④ 《全集》，第 5054 页。
⑤ 《全集》，第 5054 页。
⑥ 《全集》，第 5055 页。 又，隐元墨迹，京都黄檗山藏，题记为：“末后句，四月三日，开山老人隐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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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舌伸安国剑，千秋凛凛白如霜。 ①

这首偈作于崇祯六年（1633）年末。当时费隐通容住持福清黄檗山，隐元在其会下参学。一日，禅僧们

就“百丈怀海再参马祖道一，一喝三日耳聋，黄檗希运闻之不觉吐舌”的因缘，各抒己见，进行拈

颂。② 这时隐元作了以上一偈呈送费隐，其悟境得到费隐的认可，因而承接了临济宗的法脉。
从这首偈，可以感受到隐元作为禅僧的高超境界与无羁个性。或许隐元这么认为，禅的教育，是

给予人们以生命的真实，要求当下契入佛法的空性，在一声一喝之中，不容许些微的思虑，不容许些

微的躲避。禅的道理，是可以化导人群、安邦定国的，如剑之所指，充满力量。禅又是超越时空的，千

秋之后，依旧照耀人心，如霜之凛然逼人，洁白刺目。
在这首偈中，隐元表现出了超越俗世一切的豪迈气魄。这种气魄，源于他所承接的禅宗的悠久

传统，长年的严格修行，以及不断累积的自信。正如他后来在东渡日本时所吟唱的“拨转洪波千万

顷，拈华正脉向东开”那样③ ，他后来的弘法事业，都证明了他的这种气魄。
事实上，也许禅僧的诗偈容不得常理的评论。没有禅修悟证的人，所谓的理解可能都是牵强附

会。禅僧诗偈往往超越了时空、人我、物我的界限，超越了一般的常识。以下参禅诗偈，是隐元根据自

身经验，为指导徒众所作，表现了那种超情离见的体悟与实证。

参禅无时节，以悟期为彻。 生死百千番，一刀便见血。

参禅超生死，蓦直当阳去。 勘破本来人，浑身生铁铸。

参禅不得力，病在死偏执。 癞马系枯桩，驴年得草吃。

参禅贵直截，切忌邪师惑。 一字入胸中，千生救不得。

参禅有莽卤，却似纸糊虎。 踞坐得人惊，一吹骨便露。 （《参禅偈五首》④ ）

以下二首是宽文元年（1661）闰八月初入京都黄檗山时所作，在刚健之中，反映了隐元建寺开宗

的风发意气。

新开黄檗壮禅基，正脉流传海外奇。
有志英灵须着眼，苦心道义共撑持。

聊伸只手破天荒，茎草拈来当法幢。
一片太和温道义，千秋黄檗振宗纲。 （《初到檗山偶成》⑤ ）

① 《行实》所录，《全集》，第 853 页。
② 《景德传灯录》卷六“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再蒙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

耳聋眼黑。 ”黄蘗闻举，不觉吐舌，曰：“某甲不识马祖，要且不见马祖。 ”师云：“汝已后当嗣马祖。 ”黄蘗云：“某甲不嗣马

祖。 ”曰：“作么生？ ”曰：“已后丧我儿孙。 ”师曰：“如是如是。 ”
③ 《应长崎兴福禅寺请，辞众上堂》，《全集》，第 1433 页。
④ 《全集》，第 1272 页。
⑤ 《全集》，第 34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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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寂前的病中，隐元还作诗提醒徒众，应该能够随处做主，不昧本性，时时不忘自我警策。

病中犹自掣颠风，旷劫幻缘一扫空。
珍重诸仁须勉力，莫教昧却主人翁。 （《病中示众》① ）

五 隐元对诗偈的看法

基于频繁的诗偈创作，隐元无疑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关于诗偈，他自然有其独到的思考。隐元

关于诗偈的看法，集中反映在其所编《三籁集》的序言中。

夫三籁并鸣，没弦音韵毕著。四居已作，列祖声光俨然。是以寥寥法门，铿铿雅致，绝唱

古今者，斯集可验欤？ 或有云：教外别传，唯明心见性而后已，奚假文言声颂，短句长篇，烂

熳葛藤。 无乃徒乱耳目，引人情识，奚有了期，曷补于道。 噫，子之所论，古之糟粕，局于一

时，何异执结绳之政，而弃文质彬彬之道乎？ 且威音未发之前，可谈全彰无作之美。 两仪既

判之后，岂没三光并照之功。 夫七佛已往，皆以偈传法。
有祖以来，莫不以偈印心。 故师师相授，迄至三祖，信心铭著焉，至于曹溪，书偈显名。

爰及马师，踏杀天下，则有百丈、黄檗、临济，大机大用出焉。 棒喝交驰，逸格超群，轰轰烈

烈，遍满寰区。 声彻九重，王臣归敬。 龙象济济，风韵磊落，禅林礼乐备焉。 而雅言懿行，足

以开人心目，挽回正气，纵横大道，庶人主坐致太平，有裨世教者多矣。或一默一语，一偈一

颂，皆从诸老清净胸中流出，盖天盖地，与夫日月并明，乾坤巩固，远及大千，至于今日，岂

小补也哉？
丈室无事，聊阅石屋山居诗，乃知本色住山人，了无刀斧痕。 咏雪则曰：山家富贵银千

树，渔父风流玉一蓑。彻见此老胸中不凡。读栯堂山居诗，味其博雅风骚，慨世典章，如五斗

折腰元亮仕，千钟僭爵董贤侯；青羝夜雪怜苏武，黄犬西风叹李斯；相韩卿赵裩中虱，霸楚

王吴槛外猿之类，皆点破名位权势，梦幻空花，奚足为贵。 更如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风

碧树花，彻见怀抱恢廓，典雅入神。 然虽有天真之奇妙，细味不无所重其山林，又恐局于一

隅。 若夫过量圆活，超宗异目之论，又何如也。
再阅中峰四居诗，可谓圆通无碍，古今绝唱，真大人境界，非寻常偏小可测也。 如咏山

居，则曰：印破虚空千丈月，洗清天地一林霜。 水居则曰：风休独露大圆镜，雪霁全彰净法

身。廛居则曰：月印前街连后巷，茶呼东舍与西邻，客来不用论宾主，篆缕横斜满屋春。舩居

则曰：转柁触翻千丈雪，放篙撑破一壶冰，从教缆在枯椿上，恣与虚空打葛藤。
窃惟圣智独秉全才，超出世表，岂寻常诗目之哉？ 故以三籁名集。 诚如三光丽天，万邦

普照，而宗门偈语，至此蔑以加矣。余毎展读之，廓我胸襟，畅我心目，涤我尘垢。恍焉有响，
泠泠然与三籁倶鸣矣。 惚尔无声，寂寂然与虚空同体矣。 虽体同虚空，不拒诸籁之所发挥，
身与三籁，不妨真空之所笼罩。 正当此际，且余与虚空三籁，果有所分耶，果无所分耶？ 于此

著得一转语相应，便是超宗异目，坐断有无窠臼，一烁虚空粉碎，灵籁直下声消，老僧藏身无

地，则不孤此集之本怀。 不然，恐落风骚之境，未免承虚接响调刁之诮矣。 （《三籁集序》② ）

① 《全集》，第 5051 页。
② 《全集》，第 2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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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篇序言，隐元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诗偈是用来证明佛法的传承，因为在佛教史上，七佛以来，都是以诗偈为传法证明，如《景

德传灯录》所载。
其二，禅宗在中土流传中，从初祖达摩开始的历代祖师，在师师相授时，莫不以诗偈印心。
其三，诗偈在不断发展，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心”偈，都是名作。六祖以

后，马祖道一影响天下，接着历代相传，从百丈怀海到黄檗希运，再到临济义玄，随着禅宗机用的发

挥，诗偈也越来越显得重要。
其四，诗偈的作用大别为二。在出世间法上看，诗偈能够策励僧人修行，整顿禅林规范，完备禅

林礼乐。在世间法上看，诗偈表达的高尚言行，足以开人心目，挽回正气，大有助于政治教化。
其五，诗偈在元代的三位高僧，即石屋清珙、栯堂元益、中峰明本的创作中，达到了最高境界，即

所谓“宗门偈语，至此蔑以加矣”。
作为禅僧的隐元回顾诗偈流传历史，认为元代石屋、栯堂、中峰三人的所作是诗偈中的极品。在

这样作品的影响下，隐元诗偈中自然有别具一格的佳作。

六 结 语

至于对诗偈创作主体的要求，隐元在《三籁集序》中虽然没有明言，却见于以下一则开示中。

学道先须戒根清净，因果分明，心地圆洁，而后吐出，无非清风明月。忽然收藏于密，了

无一尘为障为碍，奚愁生死去来不自由自在乎。 倘一毫未了，说诗作偈，秪是自谩汉子，到

头摠用不着，与本分事有何交涉？ 嘱嘱。 （《示拙道禅人》① ）

在这里，隐元明确指出，诗偈创作主体必须是学道有成的明心见性之人。这样的观点提出，应该

是基于他本身禅修开悟，得到印可之后才住持说法，写作诗文的经历。
隐元的这种以学道为本，诗偈为末的看法，实际上涉及到佛教文学中佛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佛法的解脱价值着眼，认为学道以达到心地圆洁，解脱生死才是本分事，才是根

本，而诗偈只是学道人悟证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关于佛教诗偈，稍前于隐元的云栖祩宏（1535—1615）也曾经说过：“永明、石屋、中峰诸大老，皆

有山居诗，发明自性，响振千古，而兼之乎气格雄浑，句字精工，则栯堂四十咏，尤为诸家绝唱。所以

然者，以其皆自真参实悟，溢于中而扬于外，如微风过极乐之宝树，帝心感乾闼之瑶琴，不搏而声，不

抚而鸣，是诗之极妙，而又不可以诗论也。不攻其本，而拟其末，终世推敲，则何益矣！愿居山者，学古

人之道，毋学古人之诗。”②

佛法是本，诗偈是末，在这个观点上，隐元与云栖是一致的。这样的看法，对后来者应有警策与

启发。

（林观潮，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全集》，第 1978 页。
② ［明］云栖祩宏《竹窗随笔》之《栯堂山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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