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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寶卷中的高僧故事書寫探原 

——以《湛然寶卷》為例 

 

曹 曄 ∗ 
 

摘要： 

《湛然寶卷》是現存寶卷中一部鮮為研究者所提及，但在宗教文化

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佛教寶卷。它的中心內容是演繹晚明曹洞中興祖師

湛然圓澄（1561-1626）從凡夫俗子到得道高僧的成長歷程。本文以民國

三年（1914）出版的《湛然寶卷》二卷為例，從傳播學的角度考察晚明

高僧湛然圓澄的故事在民國時期佛教寶卷中的書寫及其反映的文學、歷

史與宗教諸因素的相互關係。 

 

 

關鍵詞：《湛然寶卷》、湛然圓澄、佛教寶卷、三教融合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二期 2019/9 

 

132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rrative Writings of the 

Eminent Monks in Buddhist Precious Scrolls: 
 The Case of the Zhanran Precious Scroll 

 
Cao,Ye∗ 

 
 
 

ABSTRACT： 

The Buddhist Zhanran Precious Scroll is rarely mentioned by 

researchers bu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Its central content is to interprets how the monk 

Zhanran Yuancheng (1561-1626) matured from an ordinary person 

to the eminent Master who revived the Caodong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 Taking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ing edition, 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4),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narrative writing of Zhanran 

Yuan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xamines how it illuminated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literature, 

history, and religion. 
 
 
 
Keywords: Zhanran Precious Scroll, Zhanran Yuancheng, Buddhist 

precious scrolls,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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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湛然圓澄（1561-1626），自號「沒用」、「散木」，俗姓夏，紹興會稽

人，為晚明曹洞宗「雲門系」的重要人物。他以高深的佛學修養，為眾

多檀越崇奉，與地方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成為「人天瞻仰永無邊」1的

雲門顯聖寺中的活佛。現代學者力圖從各類文獻史料中尋找線索以解讀

湛然圓澄的佛學思想及其復興「雲門系」的過程。 

蔡文靜（釋有宗）以湛然圓澄的著作《宗門或問》為討論對象，考

察湛然圓澄的生平與思想，從中提煉出「大信心」、「大勇猛不退心」、「大

疑情」以及「真心」、「一心」和「自心」等佛學主張，並對湛然圓澄的

佛學教育與佛法傳播進行了系統探討。2孫中曾從明末浙東思想中的儒佛

交匯角度對湛然圓澄復興曹洞宗的過程作了精彩論述，認為浙東士紳與

僧人的講學論道，成為推動宗風的積極力量。3徐一智從寺院經濟的角度，

以由湛然圓澄主持的顯聖寺為主要研究對象，來觀察寺院復興與地方社

會的相依相存關係。4吳建國和傅湘龍對湛然圓澄創作的雜劇《魚兒佛》

                                                 
1 漚和隆，〈佛牙頌〉，（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9，收錄於白化文、

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80（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9 年），

據清雍正刻本影印，頁 255。 
2 蔡文靜（釋有宗），〈湛然圓澄及其著作《宗門或問》之研究〉（宜蘭：佛光大

學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3 孫中曾，〈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國際佛學研究》2 期（1992

年），頁 141-176。 
4 徐一智，〈明末浙江地區僧侶對寺院經濟之經營——以雲棲袾宏、湛然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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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討論，認為該雜劇反映了當時社會有濃厚的勸人淨土念佛、禪淨雙

修和戒殺放生的風氣。
5
徐一智從《魚兒佛》的創作思路中看出圓澄法師

倡行觀音信仰的實踐實為末法救度的考量。6 

但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學界尙未對這位晚明高僧的形象是如何被

塑造及其流變的情況加以重視。本文以民國三年（1914）出版的《湛然

寶卷》為研究對象，探討湛然圓澄事蹟的形塑過程，並希望透過這一故

事建構，來揭示處於善書書寫系統中的佛教寶卷在文學、歷史與宗教諸

因素的相互關係。 

二、《湛然寶卷》與善書書寫系統的走向 

（一）佛傳書寫系統中的湛然圓澄故事 

六朝以來，反映僧人日常生活及其宗教活動的史料，一般集中在山

寺志、高僧文集、野史筆乘等方面。其中，自宋代以來的語錄體，使禪

師的宗教思想得以直觀地呈現，故而有研究者就指出，這類語錄體的產

生使僧人的形象不再具備超人類的性格，而更具有親近信眾的特徵。7此

外，親近僧人的居士群體留下的諸多詩文行狀等資料，提供了近距離觀

                                                                                                                   
密雲圓悟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5 吳建國、傅湘龍，〈《魚兒佛》的佛學意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9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04-107。 
6 徐一智，〈末法佛教的守護者——湛然圓澄《魚兒佛》中觀音信仰之研究〉，《臺

灣師大歷史學報》52 期（2014 年 12 月），頁 45-94。 
7 Judith A. Berling,“Bringing the Buddha down to Earth: Notes on the Emergence 

of ‘Yü-lu’ as a Buddhist Genre”,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27, No. 1 (Aug., 1987),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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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僧人的第一手材料。透過上述史料，研究者得以考察僧人的身世、宗

教屬性、相關社會活動等。這些史料也為後來的高僧故事傳播提供了一

個寬闊的平臺。 

佛傳書寫系統中的湛然圓澄故事，主要包括湛然圓澄創立「雲門系」

的過程及與士紳階層的交往兩方面內容。在晚明佛教復興的背景下，這

兩部分是緊扣在一起的。史載湛然圓澄在二十歲時出家，初投玉峰師，

後依隱峰、妙峰二師，再受戒於雲棲袾宏（1535-1615），後於寶林寺修

行。適逢曹洞宗一代宗師慈舟方念大師途經紹興，湛然圓澄往謁求證，

名聲大噪。後應紹興陶望齡（1562-1609）等士紳之請，主持雲門顯聖寺

等佛剎，而使宗風大興。丁元公的〈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記載了

湛然圓澄於紹興初遇朱金庭、陶石簣和張濬元的境遇。原文云： 

「既還越，日乞食，暮宿塔山金剛神腳下。時大學士金庭朱公、

太史石簣陶公、太學濬元張公，同遊應天塔下寶林寺，至天王殿

聞鼾齁聲，使覺之。問曰：『何人？』師曰：『無事僧也。』諸公

與酬問數語，相謂曰：『語淡而味永，高人也。』揖師問：『依止

何所？』師曰：『饑則化飯喫，倦則此地打眠耳。』諸公共葺靜

室以居。師一日靜坐，忽如冷水潑身，詩偈如泉涌，自念曰：『此

聰明境耳！』時己丑春也。自此囊錐漸露，賢士大夫爭重之。」8  

湛然圓澄正是因這些紹興士紳的引進，而使宗風盛於浙東。從時代

                                                 
8 丁元公，〈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 8，收錄於藍

吉富主編，《禪宗全書》冊 52（北京：北京圖書舘出版社，2004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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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來看，在江南地區存在著諸多居士團體。他們是佛教復興的重要

推動者。他們經常組織放生會，並與高僧談佛論道。這與當時的高僧雲

棲袾宏倡導戒殺和放生有關。在袾宏看來，放生能夠「助修道業」，「如

是用心，報滿之時，九品蓮臺高步無疑」。9 紹興士紳陶望齡本人就是袾

宏的弟子，不僅積極宣傳其師的思想，還開鑿放生池，與同道中人結放

生會，從而帶動了地方上的放生風氣。湛然圓澄亦是戒殺、放生的倡導

者，認為是舉反映的是「生不生之意」10。共同的學術旨趣推動了僧俗

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為湛然圓澄於浙東地區的傳法宣教創造了有

利的環境。 

（二）善書書寫系統中的湛然圓澄故事 

作為宋代開始流行的通俗道德讀物善書的一種形式，寶卷結合了文

本與演出兩種形式，並隨演出的需要而不斷調整，以適合不同層次觀眾

的需要。到了清末民初，寶卷進入了全盛期。一些沿海大城市出現了大

量宣卷班社，專門從事演出。原本宗教意味濃厚的寶卷褪變為雅俗共賞

的文藝活動。由於市場的需求，加之出版業的發達，許多善書局和刻印

書坊刊行了為數眾多的寶卷，從而改變了以往寶卷依靠手抄流傳的方式，

極大地刺激了寶卷的流通。民國三年出版的《湛然寶卷》，其總發行為

上海文益書局，分發所為杭州聚元堂書莊、紹興聚元堂書莊、南京聚珍

                                                 
9 雲棲袾宏，〈戒殺放生文序〉，《雲棲法彙》，收錄於《蓮池大師全集》冊 3（臺

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83 年），頁 3379。相關研究主要有蔡淑芳，〈明末

清初江南的放生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Joanna F. Handlin Smith, “Liberating Animals in Ming-Qing China: 

Buddhist Inspiration and Elite Imagina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8, No.1(Feb.,1999) , pp.51-84.  
10 湛然圓澄，〈天宮寺放生會序〉，《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 8，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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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這些書局經營的書籍多元化，在民國時期的善書流通市場上發揮

著積極的作用。根據著名的寶卷研究專家車錫倫先生的實地調查，紹興

地區在明代萬曆年間就有佛教寶卷的流傳。11紹興多墮民，他們往往世

代以唱戲為業，成為了寶卷文化生成與傳播的主要推動力量。12我們可

以從紹興本地現存為數不少的古戲臺窺見古時紹興百姓喜看戲文的風

俗。13紹興周作人（1885-1967）曾回憶少時東昌場街頭的「盲女」們演

唱寶卷，宣揚「婦女佛教觀」的情形。14 

關於湛然圓澄的故事在兩大書寫系統中呈現出以下三方面的不

同： 

  1. 湛然圓澄出家的經過 

  據〈雲門湛然澄禪師墖銘〉的記載，湛然圓澄世居蔣家山，繼承父

業，擔任郵卒一職，於「親沒，乃求度世」。15陶奭齡在〈雲門顯聖寺住

持湛然澄禪師法語〉中提到圓澄法師「逮親沒，猶投牒郵中。一日事已，

                                                 
11 王彪、馮健主編，羅小令等編著，《紹興宣卷》（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2

年），頁 10。 
12 羅萍，《紹劇發展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 年），頁 91-126。俞婉

君，〈墮民與紹興戲曲關係考〉，《文化藝術研究》5 卷 2 期（2012 年 4 月），

頁 182-190。 
13 謝涌濤、高軍，《紹興古戲臺》（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 
14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年），頁 26-32。 
15 陶奭齡，〈雲門湛然澄禪師墖銘〉，（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10，

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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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諭之者，即涉水去，信腳而行。」16《湛然寶卷》花了大量筆墨描

述了圓澄法師在出家前的經歷。會稽夏三木原是庶民，頂父職擔任捕兵

一職。一次，在送文書到餘姚縣的途中，他善念陡生，認為自己送的刑

部文書「竟是閻王牌票一般」17，於是將文書投入曹娥江。他又擔心自

己回家後連累妻子徐氏，就想出家為僧。 

  起初，他被護國寺中「能知過去未來」18的六祖禪師收留，後出任

大珠寺和顯聖寺的主持。而〈雲門湛然澄禪師墖銘〉談到湛然圓澄出家

之後，「依玉峯師，始習文義，次依隱峯師。……如是者三年。年二十

四，乃詣天荒山，投妙峯師。……入郡城分衛，受戒於雲棲，還以高峯

海底泥牛話叩南宗，師宗越所推為宗門老宿也。……又掩關寶林寺三年。」19  

  可見史料對湛然圓澄的事蹟是緊扣著其求法參悟的過程。而寶卷對

湛然圓澄求法參悟的過程加入了複雜的思想鬥爭活動和新的故事情節，

旨在將高僧的形象凡人化，將其求道的過程複雜化，更具有真實性的效

果。 

  2. 寶卷強化了湛然圓澄與陶望齡的互動關係 

  從史料來看，雲門顯聖志的復興與地方士紳階層，尤其是與寺方成

立的「蠲施護法」會有著密切的關係。該會擁有諸如周汝登、陶望齡等

高官顯貴。他們不但捐田助款，而且為寺院向朝廷爭取到了止輸正糧，

                                                 
16 〈雲門顯聖寺住持湛然澄禪師法語〉，（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4，

頁 109。 
17 《湛然寶卷》，收錄於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中國宗教歷

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冊 18（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據民國石印本影

印，頁 470。 
18 同上註，頁 471。 
19 同註 15，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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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一切雜役等權益。20當然，現存史料也能夠反映出會稽陶堰陶望齡

與湛然圓澄在日常交往過程中互動較多。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又號歇菴居士，會稽陶堰人，曾任翰林

院編修、國子祭酒等職，服膺「良知」學說。《雲門顯聖寺志》收錄了

〈雲門顯聖寺住持湛然澄禪師法語〉、陶奭齡的〈雲門湛然澄禪師墖銘〉、

陶望齡的〈湛然禪師像贊〉以及陶作楫的〈陶氏捨顯聖田記〉等文獻資

料，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以陶望齡為中心的會稽陶堰陶氏家族對於湛然圓

澄及其主持之寺廟貢獻良多。其中，陶作楫在〈陶氏捨顯聖田記〉中談

到了在明代萬曆年間，「其時有謀佔寺山者，公（陶望齡）同土人力爭

之。……遂成巍煥，甲一郡，實為於越曹洞祖庭焉。」21作為陶氏的後

人，陶作楫甚至將「創寺居僧、免役安僧、捐田贍僧」視為「三不朽」

之事業。22 

  另一方面，我們從陶望齡的作品中也可以窺見湛然圓澄與陶望齡的

日常交流中往往談佛論道，甚至時有插科打諢之語。比如在〈湛然禪師

像贊〉中，陶望齡戲稱「喚作湛然他不應，若喚饞師應是我。勸人有腹

直須饞，莫只忍饑籮裏坐。」23《湛然寶卷》則在史料的基礎上強化了

                                                 
20 〈寺產志〉，（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16，頁 509。湛然圓澄，〈重

興顯聖寺碑記〉，《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 8，頁 128-129。 
21 陶作楫，〈陶氏捨顯聖田記〉，（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16，頁 525。 
22 同上註，頁 528。 
23 陶望齡，〈湛然禪師像贊〉，《陶文簡公集》卷 10，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

纂委員會主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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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層互動的關係，增加了諸如陶家延請湛然圓澄進大珠寺和顯聖寺當護

法，並且動員當地富紳為修葺寺院損資出力，以及作為回報，湛然圓澄

為陶家誦經祈福禳災等橋段，更加突出了僧俗在互動過程中的互惠性原

則。 

3. 寶卷中的人名和寺名出現了偏差 

例如「陶望齡」變成了「陶望令」，陶父則成了與東晉詩人陶淵明

同名的人物。這反映了寶卷的接受主體並不拘泥於史料的準確性。史載

顯聖寺本是王獻之舊宅，「顯聖之名始于宋太宗至道，而其寺之建也實

本于周世宗顯德」。24又據〈重建齋堂碑記〉的記載，到了清代康熙年間，

該寺被賜號「寶嚴」。25可見，先有「顯聖」之名而後才有「寶嚴」改名

之說。該寺「創自後周，振於明季，歷今千有餘載矣」。26《湛然寶卷》

則云「此地有箇寶嚴寺，觀音顯聖大叢林」。27後因知覺湛然圓澄佛法無

邊，紹興知府於是將寶嚴寺改名為顯聖寺。28 

從對寺名的改造中我們不難發現，儘管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發生在

晚明，但就《湛然寶卷》自身的產生時代而言，它應當是在清代康熙年

間寺廟被賜名「寶嚴」以後才開始被後人編撰與演繹的。 

三、《湛然寶卷》反映的大眾觀念與生活形態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舘藏明天啟七年（1627）陶履中刻本影印，頁 477。 

24 〈述雲門舊蹟〉，（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卷 3，頁 87。 
25 〈重建齋堂碑記〉，（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頁 31。 
26 〈重建顯聖寺藏經樓並重修大殿碑記〉，（清）趙甸編，《雲門顯聖寺志》，頁

32。 
27 同註 17，頁 480。 
28 同上註，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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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然寶卷》是一部以演繹高僧得道、表彰士紳孝道為主線的佛教

寶卷。它和人們耳熟能詳的《目蓮寶卷》一樣，浸透著佛教對於普渡眾

生、冥罰以及以孝道拯救雙親的關切。《湛然寶卷》以湛然圓澄由俗世

子弟出家成為佛教徒，後在六祖慧能大師的點化及士紳階層的輔助下成

為一代佛教宗師的過程為經線，以陶望齡在湛然圓澄的指點下度母出地獄，

終列「孝」之輩的仙位的過程為緯線。這兩條主線經由複雜的儀式環節

而交織在一起。勸人向善是該書的宗旨所在。在佛教經典《佛說罵意經》

中，就有「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的宣教。道教經典《抱朴子·內篇》

中亦有「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的說法。可以

說，積累功德已經成為二教成佛成仙的基本要求。儒家關於孝道的倫理

觀念則是支撐起故事中的士紳家庭行善的核心要素。《周易・坤・文言》

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看法，影響著民眾

對於命運的選擇。 

從故事情節的安排來看，首先，湛然圓澄在未成為佛家弟子之前，

只是一介草民。因心存善念，他將刑部文書投入曹娥江中，從而違反了

國法。為了逃避官府的追究，避免家人受累，他想到了「菴堂寺院或可

藏身」29這個辦法，於是遁入了叢林。從這個角度來看，佛教的功能主

要還是落在解決凡夫俗子在現實生活上遇到的難題，從而呈現出一種實

用主義的取向。其次，晚明士紳階層對叢林的捐贈熱潮，成為晚明佛教

復興的關鍵因素。其中，以士紳家庭的婦女為名從事施善捐贈活動於晚

                                                 
29 同上註，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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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會而言並不在少數。卜正民（Timothy Brook）從性別角度看待晚明

士紳家族的捐贈問題，指出婦女影響男人捐贈佛寺的決定是不容否定的。30

《湛然寶卷》則專設了相關的橋段，即由陶望齡的母親陶王氏出面延請

湛然圓澄作為寺院的當家護法，並出資修復寺院。唱詞云：「陶家太太

發慈心，因無住持不能行。既要寶剎來修葺，虔誠去請湛然僧。」31由

此可見，人們對於宗教的虔誠多以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利益作為考量，對

於宗教的祈禱行為和捐贈活動，在寶卷故事中呈現為一種於信仰體系下

的以利益為前提的交換活動。 

儀式是宗教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它是凡夫俗子與宗教代理人之

間溝通的管道。佛道二家具有神通廣大的法力，能夠使人藉由儀式與天

神產生感應，從而建構道德秩序。而儒家則著力於現實人生，儀式對於

儒家而言是宏揚孝悌仁義等倫理規範的具體呈現。《論語・為政》云：「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記・禮運》亦云：「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可見，儒家重視喪祭禮，但在《湛然寶卷》

中的喪祭禮的實際操作部分，儒家所占的比例並不高，反而由宗教僧侶

提供的法事佔據了主要位置。從佛教故事的題材來看，目連救母因其深

刻的教化意義，被不斷改編，甚至成為一種格式嵌套在寶卷的故事情節

之中。有研究者就指出，《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作為寶卷發展

第一期的產物，其本身也在許多方面規定了後來寶卷的發展方向和基本

特徵。32 

                                                 
30 （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6-189。 
31 同註 17，頁 474。 
32 陸永峰、車錫倫，《靖江寶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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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然寶卷》專設了遊地府和破血湖的情節，可以視為是對目連救

母這一經典橋段的格式嫁接。《湛然寶卷》中的徐氏遊遍地府，到了第

十殿，見到血湖地獄。唱詞云：「這都是，在陽間，穢污神明。多多少，

老少婦，都是產婦。血湖池，吃血水，毒蛇來吞。」33另有陶王氏在地

府遇到徐氏後說的一番話：「只因血崩身不淨，戴血燒香到曹娥。誰知

穢污三寶殿，觸犯神祇把我摩。閻王打入來判斷，打入丰都落血河」。34 

由此可知，凡婦女生育或戴血進廟燒香，均為穢污神明之事，婦女死後

會遭受血湖之獄。這種集合了道教有關產婦死後入血湖地獄，以及佛教

有關婦女月經有辱神靈的說法，均代表著中國人於日常生活中的體認和

禁忌，且深深地植入了當時的民眾，尤其是廣大婦女們的觀念之中。而

解決之法蘊含在唱詞中： 

「探花一心救娘親，齋戒沐浴甚虔心。選定良辰並吉日，各寺去

請法高僧。三日三夜梁王懺，又誦三日《血盆經》。正荐陶門王

氏女，脫離地獄早超升。開靈受吊多鬧熱，轎馬紛紛鬧盈盈。開

壇誦經並禮懺，叮噹鼓樂細吹笙。梁王寶懺來圓滿，瑜珈焰口濟

孤魂。湛然坐在高台上，奉請慈悲觀世音。左右和尚來宣疏，城

隍土地兩邊分。」35 

由此可見，孝子延請高僧為母誦經禮懺以超度亡靈，解除王氏的血

                                                 
33 同註 17，頁 478。 
34 同上註，頁 478。 
35 同上註，頁 479。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二期 2019/9 

 

144 

湖之災是其解決之道。圓澄法師所誦之經為《血盆經》和《法華經》。

在儀式活動中，往往還設有放瑜珈焰口的環節。太史文（Teiser, S.F.）發

現，在中世紀的節日儀式圈中，僧人主動在中國家庭宗教中扮演了一個

不可或缺的角色。36 

事實上，這種求助於佛教來拯救世俗之人出地獄的段子在現實生活

中並不鮮見。法國漢學家蘇遠鳴（Michel Soymié）指出，在中國的血盆

經文中，生育過的婦女在其死後，需要子孫家人在其忌日時讀誦、書寫

《血盆經》或舉行血盆勝會儀式。作者特別提到了在江浙一帶依然存在

著血河懺的儀式活動。37一項實地調查表明，在江蘇靖江等地，人們在

講經過程中還會插入諸如「破血湖」等的祈福消災儀式。這種儀式通常

由兒女為母親做。破血湖時所唱的《血湖卷》即《目連救母卷》。由於

目連為母親喝掉血湖中的血水，因此在做勝會時，兒女們也要為母親喝

掉用蘇木、紅糖沖的水。38 

值得注意的是，縱然湛然圓澄成功將王安人救出血湖，但並不能使

之成仙。這個時候，他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若要超生離地府，除非

再誦《血盆經》。報娘恩得人間少，齋戒三年報娘恩。持齋三年圓滿日，

貧僧超渡滿經文。」39陶望令（齡）接受了湛然圓澄的提議，並請他暫

住在陶家數年，誦經以超渡其母的亡靈，且邀請湛然擔任附近一座荒廢

的寶嚴寺（後改為顯聖寺）的當家護法。從寶卷故事的情節設計來看，

                                                 
36（美）太史文（Teiser S. F.）著，侯旭東譯，《幽靈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

仰與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89-190。 
37 蘇遠鳴（Michel Soymié）著，劉長東譯，〈《血盆經》資料研究〉，收錄於《法

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七輯）「宗教史專號」（北京：

中華書局，2002 年），頁 78-117。 
38 同註 32，頁 127。 
39 同註 17，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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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家庭借助由僧人提供的儀式服務——在《湛然寶卷》中是誦《血盆

經》和《法華經》，並配合放瑜珈焰口的儀式——來對神明表態，並通

過向儀式主持人提供物質上的饋贈——這可以視為是一種「獻媚」之

舉——來實踐孝親之道。 

此外，《湛然寶卷》還涉及到了對夫婦一倫的處理方式。站在儒家

的角度看，夫妻關係是構成家庭的核心要素。在湛然圓澄出家以後，其

髮妻徐氏對於丈夫的「從」，主要表現在千里尋夫這一橋段上。唱詞云：

「腹中飢餓來求吃，三叉路口問前程。一路心中多悲切，弓鞋足小步難

行。」40當然，這不免會使儒佛兩套價值系統產生衝突，即出家人如何

處理從前的家庭關係、如何看待拋家捨業的問題。寶卷在情節設計上利

用了釋道二家來調和這一棘手的衝突，將婦女的修道體驗與三從四德的

苦行禮結合起來，最終在水神孝女曹娥和太白金星的輔翼下，獲得了觀

音大士的認可，得以位列仙班，從而呈現出了中國民間意識形態上的多

神崇拜特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對三教思想的接

受並非是焦點，如何通過對三教的擇選來契合自身利益，才是重點。從

《湛然寶卷》提供的一系列情節線索來看，向善既可以是從人的心靈深

處出發而引起的共情體驗，也可以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誘使行為的主

體作出積極而正面的施善行為。 

早期傳統的中國研究，往往著重佛教思想、宗派承傳等方面，而忽

略了佛教還具有社會性一面。例如西美爾（Simmel G.）就認為，佛教既

                                                 
40 同註 17，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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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社會規範，也不是一種宗教。它只是一種自我拯救，依靠獨自願望

和思考就可以獲得。41這是西方人對佛教的片面理解。從傳統中國的實

際情況來看，佛教在經濟、政治上依賴於地方社會與中央政府。佛教思

想的延續與更新，亦需經過世俗的接受與檢驗。全漢昇在研究中古佛教

寺院的慈善事業時指出，這類寺院兼宗教與慈善團體於一體，對於當時

當地的民生實有極大貢獻。42張志義在對宋代福建路下四州佛教寺院的

發展與地方經濟的興盛、社會慈善公益與教育文化事業的研究中認為，

寺院種種的順俗、營生之策雖然有違佛教戒律，但從一方面推動了地方

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更能積聚財力，「以承辦政府所託」，還能夠進行

地方建設與福利事業，以廣結善緣。43由是可知，佛教在人們生活中發

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觀眾或讀者往往會從《湛然寶卷》中發現，單純向

宗教的捐贈行為（王安人為大珠寺募捐）並沒有讓施者（王安人）獲得

死後得道的機會。相反，寶卷的故事情節發展印證了在中國傳統信仰中，

婦女死後難以逃脫入血河地獄受盡折磨的厄運。而對於那些以向佛布施

作為家庭生活內部環節的人來說，如何從儀式中使亡靈獲得永生，是吸

引力最強的。伯克（Burke P.）在研究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時指出，

人們容易看到貴族如何參加節日活動，而看不到他們對信仰體系的參與。44

                                                 
41（德）西美爾（Simmel G.）著，曹衛東譯，《宗教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 年），頁 91-92。 
42 全漢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食貨》半月刊 1 卷 4 期，1935 年 1

月，頁 1-7。 
43 張志義，〈南宋福建路下四州佛教寺院與地區發展之研究〉（香港：香港大學

博士論文，2003 年），頁 221。 
44（英）伯克（Burke P.）著，楊豫等譯，《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3。 



 

                        佛教寶卷中的高僧故事書寫探原——以《湛然寶卷》為例 

 
 

 
 
 
 
 
 

  147 

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士紳階層不僅參與到儀式活動中去，而且還參與

建立信仰體系。 

在《湛然寶卷》中，紹興會稽陶堰陶氏家族承擔了為湛然圓澄提供

廟宇的責任。一開始是由篤信佛教的陶王氏引薦湛然圓澄進大珠寺，再

則是由孝子陶望令（齡）為湛然圓澄物色寶嚴寺。陶望令（齡）的初衷

是「寶嚴寺近可相親，就可法寶來供奉」，並且許諾「各方施主來超化，

倘然缺少我完成」。45這也是晚明篤信佛教的居士的一種集體行為。在紹

興眾多檀越的幫助下，寶嚴寺正式開工修繕，「百工齊造不留停，合府

鄉紳多善助」。46在歷史上，這座寺廟承擔了宣揚「曹洞宗」思想，並為

地方公益事業貢獻力量的社會角色。在《湛然寶卷》的結尾部分，湛然

圓澄也完成了對陶望令（齡）的承諾，為王安人念經超渡。後來，在觀

音大士的幫助下，王安人得以列入仙班。傳統中國家庭將繼香火、傳子

嗣視為整個家庭最重要的事情。行善在很多時候是為了求福報，求子嗣。

寶卷結尾陷入了子孫繁華的套化模式。這個結果也可以視為王安人在列

入仙班後對其子的饋贈。從本質上來看，行孝與施善是一致的。行孝可

以超脫父母，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同時也是為宗教創造生存條件。宗

教反過來能夠促進孝道的發揚與實現凡人成聖的夢想。依據這一故事情

節來看，陶氏的饋贈仍具備了施與報的雙向流動性特徵，亦反映了佛教

與世俗生活之間的互惠關係特徵。 

                                                 
45 同註 17，頁 480。 
46 同上註，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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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晚明高僧湛然圓澄事蹟主要有三大話語體系：一是作為佛教規訓譜

系裡的曹洞中興祖師；二是民間話語體系中的良師益友；三是在說唱文

學中的觀眾喜聞樂見的活佛。前兩個體系通常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嚴

肅的歷史敘述話語。而佛教寶卷通常可以從嚴肅的史實中解放出來，選

取能夠感召百姓的故事情節，以達到勸善的效果。湛然圓澄故事在流傳

過程中並沒有定型。在書面、白話、口語三種傳播文化的手段下，故事

本身被加工再創作，逐漸呈現出對於事件所持態度與價值觀上的趨同性

特徵。《湛然寶卷》在敘事結構上存在著套化現象，具體表現在形式上

的開講與散講儀式，情節上強調因果報應、行善修道、修煉成仙等傳統

橋段。在宗教實踐與行為的框架下，寶卷始終面向社會大眾，強調善男

信女可以通過遵循這部寶卷的教義，可達到「一年四季保平安」47的效

果。其創作者、刊行者和演出者，也透過這種方式，來教化民眾、積累

功德。 

從宗教性質而言，《湛然寶卷》是一部以演繹高僧得道的佛教寶卷，

是一個以宣揚佛教教義為主軸的講唱腳本。在經歷了長久的歷史淘煉以

後，《湛然寶卷》的宗教教義和現實世界是一對共生共榮的關係，從而

呈現出儒釋道三教彼此的競合關係。它一方面承襲了佛教業果輪回的道

德法則，浸透著佛教對於普渡眾生的關切；另一方面又帶有儒家學說的

色彩，表彰孝悌仁義等倫理規範；同時，該書又打上了深刻的道教烙印，

宣導積善成仙的修行法則。《湛然寶卷》不僅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三

教融合的現象，也是傳統中國人於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就

世俗倫理而言，《湛然寶卷》反映出傳統中國家庭對於養生送死、夫義

                                                 
47 同註 17，頁 470、頁 481。 



 

                        佛教寶卷中的高僧故事書寫探原——以《湛然寶卷》為例 

 
 

 
 
 
 
 
 

  149 

妻順等傳統儒家倫理規範的重視，體現了佛道二教主動發展出了一套能

夠調和儒家理論與實踐的方式，來爭取民眾的青睞，從而形成一種互利

共生的關係。對於寶卷的接受主體而言，將向善作為其倫理判斷的核心

標準，通過實踐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體現出對社會規範與道德倫常

的遵循，對禮治秩序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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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年（1914）石印本《湛然寶卷》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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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然圓澄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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