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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明清之際文壇領

袖。針對明代學術之失，錢謙益提出「通經汲古、治經正學」，實為清代經學

復興之先聲。這一理論的提出和錢謙益與雪浪洪恩、一雨通潤、汰如明河、蒼

雪讀徹、石林道源、固如通明、含光炤渠等四代華嚴宗師的交遊及思想交流互

動有密切關係。錢謙益提倡華嚴講教，他認為這是遏止禪宗空談流弊的最好方

法。因此，錢謙益重啟漢代訓詁注疏之風，在學術實踐上，錢謙益三箋杜詩，

以「史官」自命，職志在考證史跡，訂訛正謬。 

錢謙益與晚明華嚴諸師的交遊是晚明僧俗溝通的重要途徑，一方面說明晚

明思想、文學等領域的各種思潮與士人階層對佛教的信仰和接受有著密切關

係，另一方面也是晚明佛教積極入世傾向的重要表現。研究錢謙益與晚明叢林

的交遊及其思想上的碰撞、交流，對於深入探究錢謙益思想形成的歷史原因，

揭示晚明儒佛互補、僧俗互動的文化內涵、深刻理解晚明文學與晚明佛教的內

在關聯、晚明士林與叢林的真實關係以及晚明佛教的時代特徵等問題，無疑具

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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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晚明佛教史者，錢謙益是個不能繞過的名字。錢謙益（1582-1664），字

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明清之際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藏書家。錢氏雖

非出家之人，但佛緣殊勝。早年親近佛法，一生與佛教僧侶往來交通。查檢錢

謙益文集發現，其與佛教相關的詩文、序跋、行狀、塔銘、碑銘、書信往來及

注疏評說的核心思想是華嚴一系。 

余老歸空門，棲心法藏。始篤信《華嚴》一經，經中之王。賢首一宗，

教中之海。南之天臺，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無不從此

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1 

《華嚴》之為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於晉，廣於唐，於是有實叉難陀

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

千年以來，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說轉」2。在《張善士墨

書華嚴經》一文中，錢謙益云： 

華嚴大經，經中之王。受持讀誦書寫，是功德無量無數無邊。往吾友昆

山王提學淑士、嘉定李孝廉長蘅，皆發願寫華嚴經。淑士臨終正定，耳

中聞天樂來迎，歿後亦數見生天之兆。嘉定人有入冥者，見沈公路在善

趣中，問曾見長蘅否？沈答曰：「長蘅寫經功德大，吾輩安得見之。」

余亦夢長蘅告曰：「吾寫經功德，受用不可貲省。此中專設一官，為我

典守。」此二事皆余所灼知者，以是知傳記所載盥水拯蟲蟻，一偈破地

獄，皆是實理實事，如語不誑語也。3 

余惟此經（《華嚴經》）為法中王，三法界十玄門之指要，雲興瓶瀉，未

易以海墨罄也。以其淺淺者言之，持誦此經有大利益者二。一者，眾生

在五濁世，食淫盜殺，種種造地獄因。能破地獄者，此經也。慕靈記

言：京兆人王姓者，本不修善，因病致死。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一

僧，是地藏菩薩，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 ,

一切唯心造。」誦得此偈，得排地獄苦。其人入見閻羅王如言誦之，王

遂放免。在獄三日，常誦此偈，聲所至處，受苦者皆得脫。再生尋驗，

乃華嚴經升夜摩天宮覺林菩薩偈也。故曰：「一偈之中，能破地獄也。」

況一卷一品一部之文乎？是為大利益者一也。二者，眾生在三災世，惡

                                            
1 [清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

集》卷四一《普德寺募修禪堂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頁 140 5。

以下引用《錢牧齋全集》版本同。  
2 《錢牧齋全集》第 2冊《初學集》卷二八《華嚴懺法序》，頁 863。  
3 《錢牧齋全集》第 8冊《牧齋外集》卷二五《張善士墨書華嚴經》，

頁 850。  

回目錄頁



 

錢謙益與晚明華嚴宗的一段思想因緣 391 

 

業招報，往往遇刀兵劫。能止刀兵者，此經也。清涼大鈔載般若彌迦

薄，于闐國沙彌也。甚有戒行，寫華嚴經為業。忽有人合掌啟請，遂閉

目至天上，天主跪請，諸天與修羅戰，屢被摧衄。請法師乘天寶輅，執

天幢幡，心念《華嚴》，以臨戰陣。修羅大眾，忽然潰散。故曰：「湧

地現金色之身，升天止修羅之陣。」以修羅之獷勍，帝釋敗北，藏針孔

以避之。今乘法力，立使奔潰。而況于人世之刀兵，有不冰消霧解者

邪？是為大利益者二也。4 

錢謙益之所以推重《華嚴經》，是因為「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

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5。華嚴宗以五教十宗判釋迦如來教法，十門六

相會融，自在無礙，重重無盡。這是佛禪定時內心呈現的境界，眾生若經修持

能悟此真實圖景，即達到事事無礙的華嚴法界。「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塵

裡，皆有多普賢，未有一方非菩薩住，應知此華山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清

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異」6？在錢謙益看來，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同遍含容，相

即相入，相攝相成，主伴俱足，圓通自在。 

張善士發大願心寫是經（《華嚴經》），一字一畫中，種種具足。7 

《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也。8 

《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彌芥子，互相容納。9 

華嚴五地菩薩登地之後，乃能妙解世間畫筆琴書，種種伎藝，至於塵裡

轉輪，豪端見刹，而畫家之能事畢矣。10 

錢謙益對蘇軾懷有極為濃厚的興趣，明天啟、崇禎文壇在錢謙益等人推動

下，詩風漸入宋調，錢謙益總結蘇軾的文學成就即得益於《華嚴經》，其曰：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序，如萬

斛水銀，隨地湧出，以為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

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曰：

                                            
4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白椎庵建造彈指閣華嚴堂

募緣疏》，頁 1416。  
5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三《讀蘇長公文》，頁 1756。  
6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七《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頁 1016。  
7 《錢牧齋全集》第 8冊《牧齋外集》卷二五《張善士墨書華嚴經》，

頁 850。  
8 《錢牧齋全集》第 2冊《初學集》卷二八《華嚴懺法序》，頁 864。  
9 《錢牧齋全集》第 2冊《初學集》卷二八《華嚴懺法序》，頁 864。  
10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六《題聞照法師所藏畫冊》，

頁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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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

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

塵，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勝相經

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曾作《華嚴經》耳。

季常指魚魫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坡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少

章知《魚魫冠頌》之為《華嚴》，而不知他文之皆《華嚴》也。此非知

坡之深者也。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

步趕不上。其為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

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

參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

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

者，以退之為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孟子》

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也，其幾矣乎？11 

錢謙益高唱華嚴，更深層意義在於針對晚明叢林浮泛空虛之風，他認為弘

宗扶教之綱要在華嚴法界，其曰： 

古人之指意，以為後五百歲弘宗扶教，其綱要在於闡揚法界，廓清教

海。而駢枝儷葉之文，固不足為有無也。12 

以賢首言之，圭峰、長水，繼述罕聞。《華嚴》綸貫，具在三法五教，

固渙如寶網也。13 

金陵少宗伯殷秋崖先生手訂《楞嚴解》十卷，採錄《華嚴合論》為《約

語》四卷，又得《宗鏡會要》於長幹精舍。……近世魔禪橫行，聾參啞

證，瞎棒胡喝，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彼將束之高閣，屏為故紙，而何有

於此三書乎？宰官長者，影慕禪宗，互相唱歎，以為甚難稀有。經所讖

佛法將滅，魔子出家，師子身中蟲，還食師子肉，正為此輩授記也。今

者狂焰少息，病根未除，正須昌明宗教，以扶元之藥，治狂易之症。譬

如奴寇交訌，生民塗炭，必差擇兵將，儲偫糧食，然後可以為撲滅之

計。欲救魔禪，則此三書者，亦佛法之貲糧兵食也。佛言烏洛迦蛇最

毒，嘗患毒熱，以身繞栴檀香樹，其毒旋息。魔禪如毒蛇，三書如栴檀

香樹，流布津梁，此末法中第一義諦。14 

                                            
11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三《讀蘇長公文》，頁 1756。  
12 [清 ]錢謙益撰，潘景鄭輯校，《絳雲樓題跋》，《南來堂拾稿》，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頁 172。以下引用《絳雲樓題跋》版本同。  
13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五《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頁 1503。  
14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金陵舊刻法寶三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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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惟今日妖邪熾盛，狂瞽交馳，皆以正法不明之故。而三宗之中，急宜

提唱者，尤莫先於賢首。蓋自清涼、方山兩家之疏論，已不免砧錐相

向。而圭峰已後，弘演斯宗，作人天之眼目者，寥寥乏人。台家各仞門

庭，人以妄判叛竊之談，互相矛盾。以故魔民盲子，緣間乘隙，矯亂披

猖。如使華嚴法界豁然中天，高山之旭日常明，帝網之寶珠偏照，善見

得而眾疾俱消，末尼出而群生鹹給，又何患狂焰之不除，慧燈之不續

哉！15 

「今於後五百年說此大經，交映千門，融冶萬有，豈非乘大願輪作如來

使，帝心以下諸祖，從毗盧華藏中，分身冥加，助佛宣化者與？如上功德，海

墨難書，舉要言之，略有其二：一則曰以挽末法也，二則曰以救末劫也」。16 

云何為挽末法？大法垂秋，狂瞽交熾。盲禪魔民，彌天障日。不待月光

出世，此世界幾成墨穴矣。演若多晨朝覽鏡，迷頭狂走。欲令知本頭不

失，非仍以明鏡指之不可。今于中風狂易之時，演說圖頓法門，三法

界、十玄門、大圓鏡智，朗然中天。彼迷頭狂走之人，終不能出大圓鏡

中，將爽然自失矣。彼如劍葉林下，即傷人我。如舍支鼓慈湣說法。藥

王儲上藥以療病，海師具慈航以拯溺。佛種不斷，非小因緣，故曰挽末

法也。 

云何為救末劫？五蜀眾生，業因深重。墮地獄苦，曆刀兵劫。馬頭火

狗，籠身而耕舌，封狐乳虎，啖血而膾肝。四山來合，八苦交煎。歷劫

燒然，物銷報盡。惟此《華嚴》，蠲除宿業。一偈能排地獄之苦，而況

於人世間杻械枷鎖，有不應聲解散者乎？升天能止修羅之障，而況於小

劫中炮車熱鐵，有不觸手銷滅者乎？寧風旱，彌兵火，回血塗，撈毒

海，家持夜摩之偈人唱善財之歌，斯世之灰場鬼國，胥湧現為華嚴樓

閣。恒沙法施，莫大乎是。故曰救末劫也。17 

「當知此世界無盡眾生，無盡法師，演華嚴法界，自度度人，功德無盡。

四眾聽者，一字染神，歷劫不失，功德亦無盡。有人能施法財，莊嚴法筵，供

養清眾，是功德與講者、聽者永不唐捐，等同無盡」18。錢謙益自言「余亦華

                                                                                                                                
1798。  

15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 ○《與惟新和尚書》，頁 1 3 7 0。 
16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普德寺募修禪堂疏》，頁

1406。  
17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普德寺募修禪堂疏》，頁

1406。  
18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普德寺募修禪堂疏》，頁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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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法界中人也」19，號「那羅延窟聚沙居士」20，欲以華嚴法界「金剛堅牢」之

力，辟禪魔、立僧史、顯正法。 

錢謙益認為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今日談禪者，皆宗趙大洲，只貴

眼明，不貴踐履之說。終日談玄說妙，考其立身制行，辭受進退之際，無一毫

相應者，乃反貶剝周程。豈知彼在塔中安坐，而我乃遙說相輪耶」？21有鑑於

此，錢謙益「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

書。凡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

句語錄，駢贅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扇丁甲之火，以待玄文。凡經方符

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22。因病發藥，錢謙益指出： 

居今之世，而欲樹末法之津梁，救眾生之狂易。非反經明教，遵古德之

遺規，其道無繇也。夫佛法如大地之載眾生，從地倒者須從地起。經教

為藥草之療百病，中藥毒者還用藥攻。23 

竊惟斯世正眼希微，法幢摧倒，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

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辟諸

用藥治病，先扶元氣。辟如發兵討賊，先固根本。24 

「通經汲古、治經正學」，錢謙益重啟漢代訓詁注疏之風，以華嚴義學為

典範，樹立嚴謹征實的學術風氣，以矯正晚明佛門空疏俗濫之弊。這是晚明佛

教復興運動的時代主題。 

竊謂自今已往，一切大乘契經，與夫諸聖造論，宗趣深遠，義疏繁芿

者，胥當依佛頂之例，權閣今文，先宗古釋。務俾先佛心宗，與古師教

                                            
19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七《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頁 1016。  
20 《華嚴經》云：「震旦國，有一住處，名那羅延窟，從昔已來，諸

菩薩眾，於中止住。」那羅延，梵語為「金剛堅牢」之意。錢謙益

自稱那羅延窟弟子：「海虞城中，有善男子孫氏，名魯，發願敬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踰年告成。那羅延窟弟子蒙叟錢謙益忻

逢勝緣，焚香翻閱，合掌頂禮」。（《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

卷四二《法書華嚴經偈》，頁 1446。）清順治八年（ 1651），錢謙

益作《武林湖南淨慈寺募建禪堂齋室延請禪師住持宗鏡唱導文疏》，

尾署「那羅延窟聚沙居士虞山篯後人 □□合十和南敬書」。（《錢牧

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頁 14 02。）  
21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跋傅文恪公大事狂言》，

頁 1800。  
22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五 ○《讀武闇齋印心七錄記事》，

頁 1631。  
23 《錢牧齋全集》第 3 冊《初學集》卷八一《北禪寺興造募緣疏 》，頁 1729。 
24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 ○《復即中乾老》，頁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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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分齊吻合，血脈疏通，大義炳然，微言不墜。然後網羅多家，衷其

得失，將使四河俱入，勿令一漚自認。如是則如來之慧命續矣，法燈衍

矣，宗教不患乎分塗，魔外不憂其熾盛矣。25 

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蒙鈔》26沿襲宋明華嚴宗注疏《楞嚴經》的思

想路線，分析評價歷代以《楞嚴經》為主的撰述著作，系統總結佛教歷史發展

中各宗各教內部教義的論爭與轉變，以及各家各派依《楞嚴經》修證得悟者的

僧史記錄。錢謙益曆時七年，五易其稿，「創始于辛卯歲之孟陬月，至今年中

秋而始具草。歲凡七改，稿則五易矣。……歲在強圉作噩，中秋十有一日，輟

簡再記於碧梧紅豆莊。是歲長至日，書於長幹大報恩寺之修藏社」。辛卯即永

曆五年、順治八年（1651），錢謙益七十歲；「強圉作噩」即丁酉，永曆十一

年、順治十四年（165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錢謙益）「晚

年學佛，著《楞嚴蒙鈔》，總算是佛典注釋裡頭一部好書。」27可以說《大佛

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是中國學術發展史於明末清初之際的里程碑。  

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載：「癸卯，（錢謙益）八十二歲。《華嚴經

注》亦輟簡。」28《華嚴經注》是錢謙益生前最後一部作品，「《華嚴》、《宗

鏡》，方事研求」29，「除翻經之外，不復料理筆硯」30，「意欲從此結夏，了

《華嚴會鈔》公案」31，「日來翻閱《華嚴》，漏刻不遑」32，「別後掩跡荒村，

自了翻經公案。寒燈午夜，雞鳴月落，揩摩老眼，鑽穴貝葉。人世有八十老書

                                            
25 《錢牧齋全集》第 7冊《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大佛頂首楞嚴經

疏解蒙鈔後記》，頁 477。  
26 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錢謙益稿本，半頁

九行，行二十一字，藍格。目錄後記，國家圖書館藏， 1冊，鈐印「錢

謙益印」、「牧齋」、「絳雲樓」、  「如來真子  天子門生」、「文

焯私印」、「叔問」、「仁和吳昌綬」、「昌綬審定」、「皋亭舊隱」；

卷五之一、之二，卷八之四，卷九之一、之二，上海圖書館藏， 2冊，

鈐印「錢謙益印」、「樂喜堂楊氏圖書」；卷一，臺灣中央研究院傅

斯年圖書館藏；卷四，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圖書館藏；卷十，楊

氏楓江書屋藏，鈐印「錢謙益印」、「紅豆村莊」、「如來真子  天

子門生」、「樂善堂楊氏圖書」、「菱花館」、「曹大鐵圖書記」、

「暫得於己快然自足」。尚有首一卷及末一卷（五錄）、卷二、卷三、

卷六、卷七、卷八之一至三未見。  
27 梁啟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180。  
28 《錢牧齋全集》第 8冊，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頁 951。  
29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與朱長孺三首》之

二，頁 235。  
30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與朱長孺三首》之

一，頁 234。  
31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答張靜涵》，頁 2 3 0。 
32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九《復吳江潘力田書》，頁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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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未了燈窗業債，如此矻矻不休者乎」33？《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六

十三卷》，[唐]釋澄觀撰，明嘉靖杭州刻本，錢謙益、柳如是批校，現藏廣東

省立中山圖書館。卷尾佚名題：「虞山錢宗伯自絳雲一炬之後，棲心內典，柳

夫人亦有同好，此《法華經》（案：此誤，應為《華嚴經》）朱筆為宗伯手寫，

墨筆則柳夫人書，想見當時翻書賭茗之樂。辛醜為順治十八年，距絳雲之劫十

一年矣！予向見《楞嚴經》亦宗伯手稿，惜未收得，對此益復悵悵。」鈐印「如

來真子 天子門生」（案：此為錢謙益印）、「佘默」、「廣州市市立中山圖書

館藏」。 

錢謙益「通經汲古、治經正學」主張不僅指佛教經典，它涵蓋所有學科的

學術精神。錢謙益以「史官」自命，職志在考證史跡，訂訛正謬。《新刻十三

經注疏序》是錢謙益經學思想的綱領性之作，錢謙益對先秦以來的經學學術史

進行了一番考鏡源流的細緻梳理，實為清代經學復興的先聲。錢謙益先後三箋

杜詩，在名物、音義、典故等方面多有發明。在《讀左傳隨筆》中，錢謙益從

句讀、音義、演文等多方面糾正流俗本之誤。錢謙益這一學術理念為乾嘉學者

所推崇，王鳴盛云：「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言之也，但當正文

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34皖派學者尤

其注重以文字、音韻為基點，從訓詁、名物入手闡明經文，其間的聯繫可謂薪

盡火傳。縱觀中國學術發展史，錢謙益「通經汲古、治經正學」的思想發明與

治學方法，無疑成為明清嬗代之際，學術轉型的風向標，撥冗歸正，開啟新

風。 

錢謙益生於書香世家，其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時以信奉佛教聞名的吳越王錢

俶，其家族有著濃厚的佛教傳統和氛圍。錢謙益記其祖母卞氏臨終前：痹病

劇，夢舌根先離，作偈辭眾，有「打疊身心早歸去」之句。覺而曰：「吾其行

矣,幸好送我。」遷榻西向，供觀佛念佛。作觀側臥，不少懈，越兩日夜，沐浴

披衣，端坐而逝35。情同比丘尼圓寂。屠隆《重建破山寺碑》載：明萬曆中，

「破山古寺傾圮」，「善女人罄產倡緣」36。「善女人」即錢謙益祖母卞太夫

人。《常熟興福寺志》載：「四天王殿。在山門內，萬曆四十七年海蓮募，侍

郎錢公領眾建；地藏殿，在天王殿東。崇禎十一年治事僧契德募，錢公子孫愛

                                            
33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與趙月潭二首》之

二，頁 255。  
34 [清 ]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十七史商榷序》，清乾隆五十二

年（ 1787）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35 《錢牧齋全集》第 7冊《牧齋晚年家乘文 ·族譜後錄（上）》，頁 1 6 1。 
36 [明 ]程嘉燧輯，《常熟縣破山興福寺志》卷三，杜潔祥主編《中國佛

寺志叢刊》第一輯，第 35冊，明文書局 19 80年，頁 107。以下引用《常

熟縣破山興福寺志》版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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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東房，在寺界之東，空心潭、觀音殿基址皆在焉。房之僧貧不能守，崇禎

八年侍郎錢公……等贖歸；高僧墓，去寺二百步，向入於民家。萬曆某年僧如

子募，侍郎錢公贖歸於寺，仍建四塔；菜園，在寺之西，凡三畝，寺之舊址入

於民家，萬曆某年施主贈侍郎景行錢公捐貲贖歸本寺。」 37侍郎錢公即錢謙

益，錢公子孫愛即錢謙益子錢孫愛，侍郎景行錢公即錢謙益父錢世揚，字景

行。臺灣學者連瑞枝在《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38一文中，根據錢謙益文

集及相關資料，考得錢謙益交遊的僧人 50 餘人，包括晚明尊宿、華嚴宗、臨

濟宗、曹洞宗諸師。在這些交往中，就密切程度與對佛教所抱持的態度，華嚴

諸師對錢謙益影響深遠。 

錢謙益少年時就曾親近雪浪洪恩39，「余自毀齒，即獲侍瓶錫」40，但是當

時雪浪給錢謙益的印象是「見其禦鮮衣，食美食，譚詩顧曲，徙倚竟日，竊疑

其失衲子本色」41。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錢謙益二十六歲，與好友李長

蘅同參雪浪，見雪浪「結茅飯僧，補衣脫粟，蕭閑枯淡，了無舊觀」42。錢謙

益恍然大悟，自歎「師之本色如此，豈余向者號嗄兒童之見，所能相其仿佛也

哉」43！ 

《華嚴經》對現世學問抱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十地品》云：  

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

算數、圖書、印璽、地水風火，種種諸論，鹹所通達；又善方藥療諸

病，顛狂、幹消、鬼魅、蠱毒，悉能除斷；文筆、贊詠、歌舞、妓樂、

戲笑、談說，悉善其事。44 

雪浪深諳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崖岸，不

避譏嫌。論詩度曲，見聞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45，「所至儭施雲委，

                                            
37 《常熟縣破山興福寺志》卷三，頁 114-118。  
38 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1994年（ 7）。 
39 雪浪洪恩（ 1545-16 08），俗姓黃，字三懷，法號雪浪，上元（今江

蘇南京）人。  
40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3。  
41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跋雪浪師書黃庭後》，頁

1800。  
42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跋雪浪師書黃庭後》，頁

1800。  
43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跋雪浪師書黃庭後》，頁

1800。  
44 [唐 ]三藏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 .2 7 9，頁 1 9 2中。 
45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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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不戀，博通經史，攻習翰墨，登山臨水，聽歌度曲，隨順世緣，了無迎

距」46。「不知者以為滯淫世諦中也」47。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48，「末法淩夷，雪浪崛起東南，人謂窺基再來。

雪浪工於講演，解粘釋縛，言語妙天下」49。「掃除注腳，敷演妙義，顰呻咳

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50，雪浪

望亭「說法三十年，如摩尼圓照，一雨普沾」51，掀起江南地區講經風潮，「東

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52。 

明末清初五代華嚴大師於江南講經近百年，以《華嚴疏鈔》講注為主，同

時涉及《楞伽》、《楞嚴》。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無極明信53「具得賢

首慈恩性相宗旨，一時講肆為隆」54，「極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

《玄談》，師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55，「聽極師演《華嚴大疏》，五

地聖人于後得智中」56。無極弟子雪浪「說法三十年，黑白眾日以萬計」57。雪

浪弟子「巢松浸、一雨潤在三吳，蘊璞愚在都下，若昧智在江西，碧空湛在建

業，心光敏在淮南，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師門，信乎中興之盛也」58，雪浪其

後「為巢59、雨60，為蒼、汰，皆於吳中次補說法，瓶錫所至，在花山、中峰，

                                            
46 [清 ]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閏集《雪浪法師恩公》，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8年，頁 70 3。以下引用《列朝詩集小傳》版本同。  
4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雪浪）性佻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

遊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

負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閣，或時一赴，時議譁然。……

有侍者數人，皆韶年麗質，被服紈綺，即衵衣亦必紅紫，幾同煙粉之

飾。（ [明 ]沈德符著，《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 1959年，頁 692。） 
48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汰如法師塔銘》，頁 1 5 7 7。 
49 《絳雲樓題跋》，《南來堂拾稿》，頁 172。  
50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一雨法師塔銘》，頁 1 5 7 5。 
51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雪浪法師恩公》，頁 703。  
52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3。  
53 無極明信（ 1512-1 5 47），字明信，法號無極，江蘇淮阴人。  
54 福征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國光印書局 1 9 4 3年，頁 2 0。 
55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2。  
56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3。  
57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2。  
58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4。  
59 釋慧浸（ 1566-162 1），字巢松，名慧浸。  
60 釋通潤（ 1565- 1624），俗姓鄭，字一雨，洞庭山（今江蘇蘇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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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61。歲丙申之冬（1656），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落

成之日，汰公之徒含光渠公即於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宇呈露，圓音落

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62。錢謙益認為華嚴諸師主持的講經注經活動是遏

止晚明叢林空談流弊的最有效方法，這也是錢謙益提倡「通經汲古、治經正學」

的思想基礎。 

雪浪圓寂時錢謙益二十七歲，錢謙益交往更多的是雪浪法嗣弟子。「巢、

雨遷謝，蒼、汰與余法乳之契益深」63。蒼雪讀徹（1588-1656），俗姓趙，字

見曉，法名讀徹，號蒼雪，別號南來，雲南呈貢人，師一雨通潤，為雪浪再傳

弟子。蒼雪與錢謙益交往的初始時間，錢謙益《跋雪浪師書黃庭後》云：「丁

未冬，訪師於望亭。」64丁未即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錢謙益參訪雪浪法

師，而這一年，蒼雪侍雪浪於望亭65。明崇禎三年（1630）蒼雪於中峰建佛殿，

落成之時，錢謙益等名公巨卿、文人韻士相偕前往參訪。明崇禎十年（1637），

錢謙益因本邑張漢儒赴京疏奏而下刑部獄，次年得赦，獄解歸裡。蒼雪作《過

訪錢虞山北歸二首》，其一云：「驚心往事過風雷，夢說前身是辯才。白社幾

人懸問訊，青山無恙獨歸來。三生相見猶存石，多劫因緣莫辨灰。豈是謝公招

不得，蓮花空有漏聲催。」66蒼雪語含玄機，一語成讖。清順治七年（1650），

錢謙益絳雲樓不戒於火，延及半野堂，凡宋元精本、圖書玩好，悉為煨燼。劫

灰之後，錢謙益「息心棲禪，皈依內典，世間文字眇然如塵沙積劫矣」67。蒼

雪作《寄詢錢虞山絳雲樓火後專意內典》68，開示錢謙益投身華嚴法界。錢謙

                                            
61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汰如法師塔銘》，頁 1 5 7 7。 
62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七《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頁 1016。  
63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汰如法師塔銘》，頁 1 5 7 7。 
64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八六《跋雪浪師書黃庭後》，頁

1800。  
65 《明蒼雪大師趙讀徹行年考略》載：明萬曆三十四年（ 1606），十九

歲 ,「聞雪浪大師晚棲梁溪望亭，師往參焉」；明萬曆三十五年（ 1607），

二十歲，「雪浪接眾於望亭，師往參焉」；明萬曆三十六年（ 1 6 0 8），

二十一歲，「雪浪大師沒，巢師開講于吳之雲隱，師乃進謁聽演《唯

識》。」（王雲五主編，民國王培孫注，《明蒼雪大師趙讀徹行年考

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 5輯，臺灣商務印書館 19 78年，

頁 7-9。）  
66 楊為星注，《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詩注》，《過訪錢虞山北歸二

首》，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頁 1 69。以下引用《蒼雪大師〈南來

堂詩集〉詩注》版本同。  
67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一七《賴古堂文選序》，頁 7 6 8。 
68 《寄詢錢虞山絳雲樓火後專意內典》：好將世事較樗蒲，林下高眠任

老夫。天意未容成小草，河清終欲見遺珠。面非北向安知漢，望到東

山只有虞。不盡奇書探海藏，人間文字可燒無。（《蒼雪大師〈南來

堂詩集〉詩注》，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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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極為推崇蒼雪，「至願居弟子之列」，其曰：「學道之人，嗣如來之法，補

處祖位，須有三朝天子福，八代狀元才，中峰大師其人也。」69錢謙益「老歸

空門，與師結契尤篤」70，「師謂《華嚴》一經，經王法海，非精研《疏鈔》，

不能涉其津涯，窮其奧窔」71，錢謙益唱導華嚴應與蒼雪不無關聯。清順治十

二年（1655），錢謙益作《芥閣詩次中峰蒼老原韻四首》72表明心跡。魔外昌

披，法眼澌滅，蒼雪對錢謙益給予厚望，嘗告其徒曰：「風雪當門，孤立不

懼者 ，虞山一人而已！」73華嚴諸師塔銘，《華山雪浪大師塔銘》74、《一雨

法師塔銘》75、《汰如法師塔銘》76，皆是錢謙益應蒼雪之請撰寫。 

錢謙益「昔之同好」77，「方外之友石林源公」78，「儀范清古，風骨稜稜。

禪誦之隙，喜涉外典。焚膏宿火，食蹠祭獺。箋注繕寫，盈囊溢篋。刳心拂

跡，棲神教觀，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其心地瑩如，其神明湛如也」79。「虞

山踰繕那地，伽藍相望。中有真清淨僧，好學多聞，習禪明律，執白牙扇，搖

松枝柄，為我方外友者，長老石林源公一人而已」80。石林道源（1585-1657），

俗姓許，字石林，婁江（今江蘇太倉）人，師巢松慧浸。道源晚年居虞山東塔、

                                            
69 《錢牧齋全集》第 8冊《牧齋外集》卷二五《書楊九皋梅花百詠後》，

頁 848。  
70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六《中峰蒼雪法師塔銘》，頁

1265。  
71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六《中峰蒼雪法師塔銘》，頁

1264。  
72 《芥閣詩次中峰蒼老原韻四首》：其一：何似識拳頭？老宿當機背觸

幽。一粒須彌應著眼，百城煙水好維舟。拂衣石盡憑誰數？彈指門開

讀書不用謀。賸欲披襟談此事，明燈落月正遲留。其二：人世喧豗鏡

裡頭，閑園小閣貯深幽。翻風跋浪分千海，暖日香雲隱一舟。於野鶴

鳴將子和，定巢燕乳為孫謀。笑他世上長年者，白晝攤錢自滯留。其

三：舫齋平系子城頭，穴壁穿欞架構幽。返照閃紅翻雉堞，垂楊槎綠

影漁舟。蕩雲決鳥從吾好，駐月紆風與目謀。騁望即應同快閣，奔星

飛彴任勾留。其四：公車不肯赴綃頭，簾閣疏窗事事幽。清曉卷書如

系纜，當風放筆似行舟。遺民共作悲秋語，禪侶長為結夏謀。衰老不

忘求末契，憑闌真欲為君。（《錢牧齋全集》第 4冊《有學集》卷五，

頁 233-234。）  
73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六《中峰蒼雪法師塔銘》，頁

1265。  
74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華山雪浪大師塔銘》，頁

1574。  
75 《錢牧齋全集》第 3冊《初學集》卷六九《一雨法師塔銘》，頁 1 5 7 7。 
76 《絳雲樓題跋》，《汰如法師塔銘》，頁 90。  
77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五《石林長老七十序》，頁 9 6 8。 
78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一《陸孟鳧墓誌銘》，頁 1 1 3 2。 
79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七《石林長老小傳》，頁 1 2 8 9。 
80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五《石林長老七十序》，頁 9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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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時，與錢謙益過從甚多，關係密切。錢謙益為道源《寄巢詩》作序81。道

源六十八歲時，錢謙益為立小傳82，七十歲時為作壽序83，卒後為撰塔銘84。

道源「禪頌餘晷，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85，道源箋注李義山詩始於明末，

清順治初年以抄本流傳，清順治五年（1648），錢謙益侄子錢龍惕「訪石林

源上人于高林庵。見其取李集一編，隨事夾註其下，旁行逼仄，蚓行蚊腳，

幾不可辨。迫而讀之，乃知徵引極博，搜羅甚苦，經史諸書，紛然雜陳於左

右，而功猶未及半」86。錢龍惕在道源注本基礎上補注，並呈錢謙益審閱，錢

謙益為之作《注李義山詩集序》，其云： 

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

為詞館所宗，優人內燕，至有撏扯商隱之謔。元季作者，懲江西詩社之

弊，往往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迨國初未變。然詩人之論少陵，以謂忠

君憂國，一飯不忘，兔園村夫子皆能嗟諮吟咀。而義山則徒以綺靡香

豔，極《玉台》、《香奩》之致而已。吾以為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

視玄、肅時滋削；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滋甚。義山流浪

書記，洊受排笮。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於結怨洪壚，托言晉石，則

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

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之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

南北水火，中外箝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寐也，不得不紆曲其

指，誕謾其辭，婉孌托寄，隱謎連比，此亦風人之遐思，《小雅》之寄

位也。吾以為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其為人激昂奡

兀，劉司戶、杜司勳之流亞，而無庸以浪子嗤謫。此吾於夕公疏箋之

意，願受成于夫子者也。」 

余曰：「是則然矣。義山《無題》諸什，春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

公真清淨僧，何取乎爾也？」公曰：「佛言眾生為有情。此世界，情世

界也。欲火不燒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於義山，慧極而流，

思深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欲薪盡矣。春蠶到死，蠟

炬成灰，香消夢斷，霜降水涸，斯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

鴉，隋宮《水調》之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

                                            
81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一《寄巢詩序》，頁 88 3。  
82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七《石林長老小傳》，頁 1 2 8 9。 
83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二五《石林長老七十序》，頁 9 6 8。 
84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七《石林長老塔銘》，頁 1 2 6 6。 
85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一五《注李義山詩集序》，頁 7 0 3。 
86 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錢龍惕《玉溪生詩箋敘》，

中華書局 2004年，頁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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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胥，感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雄

陽炎。由是可以影視山河，長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阿徒證那含之

果。寧公稱杼山能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吾又何擇於義山乎？」87 

道源對李商隱文品及人品所作的不同前人的詮釋和評價得到錢謙益贊同。  

「崇禎十二年，汰如河法師講大鈔於花山。……余嘗有詩贈講師云：誰拈

咬蚤家常話，忽漫天花下講臺」88。汰如明河（1588-1640），字汰如，江蘇通

州人，師一雨通潤。「明公實汰師高足弟子，當盲禪塞路之時，守玄鏡一線之

緒。缺月孤圓，半珠自耀。風雪當門，隱然有重寄焉。吾進而與之談，心言易

直，教義明瞭，居然尊宿也」89。固如通明（？-1663），俗姓周，字固如，江

蘇昆山人，師汰如明河。 

「余有方外之友曰：道開扃公。……道開每出遊，余輒痛為錐劄。今銘

其塔，猶斤斤不少假者，良以邪師魔民，竊禪埽教，旁生倒植，正法垂

盡。舉揚末後一著，藥狂薙穢，如用一線引須彌，是以心言俱直，不可得

而回互也」90。道開自扃（1599-1652），俗姓周，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師

蒼雪讀徹。 

「渠公網羅三藏，鉤貫三昧，精心慧辯，超然義解之表」91。含光炤渠

（1599-？），師汰如明河。「含光法師，坐蓮子峰頭，宣演《清涼大鈔》、畢

蒼汰二師未了誓願，學徒英敏者，翹勤啟請。連章累牘，爛然可觀」92。錢謙

益文集中收與含光師書十四首，主要是錢謙益向含光法師請示注經事宜，商討

心得： 

別後翻閱《心經疏略》，始知為賢首寄釋法界之文。《連珠記》纂集雖

勤，殊未克了此。此中以往開悟，似有冥加，非關智證也。但義門圓

奧，引據浩博，必須法眼證明，方可自信信人耳。……《諮決》一編，

乞批削見示，勿以示人。抄略次第，意欲先《金剛》而後《佛頂》，以

佛法精深，流通不易，不同外典，可以聊爾卒業也。《會圓記》先奉還

                                            
87 《錢牧齋全集》第 5冊《有學集》卷一五《注李義山詩集序》，頁 7 0 3。 
88 《絳雲樓題跋》，《又書汰如塔銘後》，頁 92。  
89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一《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

頁 1412。  
90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三六《道開法師塔銘》，頁 1 2 6 8。 
91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四五《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頁 1504。  
92 《錢牧齋全集》第 6冊《有學集》卷五 ○《題華嚴法會箋啟》，頁 1 6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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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冊，其二冊尚俟繕寫。秋間先《會圓》談，後理餘經，而《會圓》中

多與《疏鈔》重複，必須大加芟削，方可和會，其中由致，亦須面商之。93 

弟以長夏屏居荒村，思卒業《楞嚴蒙鈔》，以了夙願。草本略具，疑義

弘多。非得面聆慈誨，手授筆削，故未可以會通諸家，折衷近德

也。……又去冬發願會鈔《金剛》論疏，已具草本。是中章門，正待商

榷。94 

《首楞》四錄及經鈔首冊，知已經繩削，幸即檢付。其餘幾冊，日下到

郡城，親攜請教也。諮決十義及十門懸敘，如命點竄一過，亦俟晤時更

求指示耳。所云推檢法出《起信論》者，徧檢論中，並無此文，想是教

典未熟，不能檢出耳。乞詳細示之，以便舉筆。又《七征》一偈，未知

何人所作？並出何典？以求見教也。95 

傾接得諮決旁論，不任喜躍。愚所以不揆固陋，翹勤啟請，正欲大德曲

與鉗錘，痛加箴砭。捧誦再三，不惟法燈智炬，照徹誨盲，而一片直心

古道，盎然於楮墨之外。此番的奉誨示，直是積劫因緣，非複尋常經義

商榷也。其中妙義，雖欲砧錐相向，亦多有彼此相發明者。意欲采其和

會者，逐段注入，以補愚陋之闕略。更有鄙意所未葉，更欲仔細商量

者，則待從容更加分疏，參諸座下，再求指示。所謂法門著作，經久乃

定，此不易之論也。受教弘多，先此馳謝。諸俟武林回日，更有諮稟。

法堂事敢不留心，機緣二字，亦看時節，知天眼定中，自能照破也。96 

錢謙益《心經略疏小鈔緣起後記》云：「循文下筆，勒成小鈔二卷，持示

含光渠師，師出玄鏡私記相質，推求義門。」97《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後

記》云：「與聞草創，共事藍縷，采掇清涼，佽助旁論者，含光渠師也。」98可

以說，含光是錢謙益注疏佛經的導師，含光佛教思想直接影響錢謙益。錢謙益

赞曰：「講罷清涼疏一回，西堂趺坐陷爐灰。」99 

                                            
93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含光師》其一，

頁 337。  
94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含光師》其二，

頁 338。  
95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含光師》其三，

頁 340。  
96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含光師》其六，

頁 340。  
97 《錢牧齋全集》第 8冊《牧齋外集》卷二《心經略疏小鈔緣起後記》，

頁 616。  
98 《錢牧齋全集》第 7冊《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大佛頂首楞嚴經疏

解蒙鈔後記》，頁 47 7。  
99 《錢牧齋全集》第 4冊《有學集》卷八，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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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十三年（1656），含光應錢謙益之邀，造訪錢謙益紅豆山莊，盤桓

數日，錢謙益作《七月朔日含光法師駐錫紅豆村談玄累日石師潘老賦聽法詩拈

華嚴玄談四字為韻依次奉和》100，「恨不得長侍左右，借斬丁切玉之手，斷我

葛藤也」101。清順治十四年（1657），錢謙益應含光之請再作《汰如法師塔

銘》102。 

錢謙益年少侍雪浪，八十二歲作《固如法師塔銘》，一生與華嚴諸師法乳

相契。這是錢謙益提出「通經汲古、治經正學」的思想基礎。在佛教向社會領

域傳播，特別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以錢謙益為代表的士人階層發揮了極為重

要的作用。晚明士人已不滿足於一般性的討論佛法或將禪藻應用于文學創作方

面，更重要的是，他們直接加入到佛典著述、佛經刊刻等深層領域，並發揮了

積極作用。如何評價宗教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以及宗教與整個社會思潮的關

係問題，是一個很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課題。錢謙益與晚明華嚴諸師交遊

及思想交流互動，為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一些史實依據和理論思路。  

 

 

 

 

                                            
100 《七月朔日含光法師駐錫紅豆村談玄累日石師潘老賦聽法詩拈華嚴

玄談四字為韻依次奉和》：其一：伊蒲盛饌只茶瓜，執麈搖松影未斜。

片滴味全諸海水，十玄門具一蓮華。經函日照分龍鬣，團扇風清起象

牙。身在普光明殿裡，無容讚歎手頻叉。其二：清齋燕處得香嚴，落

落圓音解縛粘。兩鏡金容光互攝，千珠帝網影交拈。披襟淨月常懸座，

憑幾涼風自捲簾。重向雪山餐藥樹，始知食蜜未為甜。其三：鴦伽六

術並三玄，穴紙分明見大千。世界蓮華鹹法爾，手中葉物總茫然。身

雲坐向千光湧，心月行依百器圓。蘭菪花針誰拾得？莫將翳眼說隨

緣。其四：浮生如聽魘人談，雪頂方依除饉男。身座肉燈思往劫，紙

皮墨骨誓新參。日光定處天宮上，煙水行時古廟南。彈指即看樓閣啟，

宵來彌勒許同龕。（《錢牧齋全集》第 4冊《有學集》卷六，頁 302。） 
101 《錢牧齋全集》第 7冊《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與含光師》其八，

頁 341。  
102 《絳雲樓題跋》，《汰如法師塔銘》，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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