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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
杭州師範大學 教授
黃公元

摘 要

一、引言。對永明延壽思想與《華嚴經》、華嚴學、華嚴宗的關係，以往不乏
有所研究者。而新近發現的北宋靈芝元照重編的《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
有數處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未見的關於延壽與華嚴文化因緣殊勝的事
蹟，由此聯想到延壽其他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相關的事蹟，以及延壽恢
宏著述中大量與華嚴思想有關的文字，深感有必要就延壽大師與寬泛的「華嚴文
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作梳理和探討。
二、傳記行蹟類文獻中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先介绍元照《永明智覺
禪師方丈實錄》中的相關記錄，至少有如下五處：一是延壽出家受戒初期，因讀
《華嚴經‧淨行品》而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二是延壽常受持《華嚴
經》，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三是延壽在杭州永明院立華嚴堂，
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自制贊唄。四是延壽敷阐賢首等諸宗經論。五是延壽雕板
印施《法界心圖》七萬餘本。这些信息大多为以往所未知，對深化延壽與華嚴文
化關系的認識具有重要價值。然后梳理其他諸種延壽傳記類文獻，其中關於延壽
與華嚴文化的關係，總的說來皆不如《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來得充分，有些
甚至毫無相關記錄。
《禪林僧寶傳》、
《人天寶鑒》、
《永明道蹟》等多種文獻對此有
所述及，《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更有較充分的記述，但以往對此缺乏應有的關注。
而不少延壽傳記類文獻，却漠視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未曾提及延壽與華
嚴文化直接相關的事蹟。這既與《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少為人知有關，也與
賢首宗相對衰落不無關係，延壽傳記的眾多作者中幾乎沒有賢首教門下者。
三、延壽大師有關華嚴的著述。從專、兼兩方面扼要介绍延壽有關華嚴文化
的著述。專門的、直接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華嚴論要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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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十玄門》、《華嚴六相義》、《華嚴禮贊文》、《華嚴感通賦》等六種，如再算上因
讀《淨行品》而撰寫的《大悲智願文》，更有七種之多。兼及的則在《宗鏡錄》、
《萬
善同歸集》、
《心賦》、
《觀心玄樞》等許多著述中，華嚴思想均有所滲透，
《華嚴經》
以及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传奥、靈辨、李通玄等華嚴宗祖師與華嚴
學者的觀點和論述多有引用，尤其是法藏、澄觀、宗密、李長者的論述，更在延
壽著作中有大量引述。所有这些，既體現了延壽於華嚴教廣泛深入了解的淵博知
識，也反映了華嚴教對延壽思想與行持有非同一般的深刻影響，而延壽對華嚴教
的靈活運用更顯示了其圓融無礙的大智慧。
四、延壽同華嚴文化有關的圓修行持與弘化活動。诸如華嚴堂的設立，
《華嚴
經》的受持、礼拜、供轉與唱贊，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依
《淨行品》撰願文並日發大願，敷阐賢首宗諸經論，
《法界心图》的雕板印施，在
佛學論辯與僧伽教育中發揮賢首宗知法比丘的重要作用，據華嚴「捨別歸總」圓
理勸導吳越國主「納土歸宋」，以至所謂延壽「後身」善繼、宋濂與《華嚴經》的
因緣，等等，依據能見到的相關資料，從多個方面予以展示。
五、結束語。華嚴思想是延壽諸宗圓融會通思想的重要基石，延壽禪教一致、
禪淨融通等思想和行持無不滲透著華嚴思想的影響。延壽大師通過多種方式，對
華嚴文化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字：永明延壽、《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設立華嚴堂、印施《法界心圖》、
華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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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①

五代至宋初著名高僧、文化巨匠永明延壽（904—906） 的思想及行持與《華
嚴經》、華嚴學、華嚴宗的關係，以往不乏有所研究者。而新近發現的北宋著名高
僧靈芝元照重編的《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有數處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行
蹟類文獻未見的關於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之間因緣殊勝的事蹟，如延壽出家後因
讀《華嚴經淨行品》而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在杭州永明院（淨慈寺）
立華嚴堂集僧眾供轉《華嚴經》並自制贊唄、雕板印施《法界心圖》七萬餘本等，
由此聯想到延壽其他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相關的一些事蹟，以及延壽恢
宏著述中大量與華嚴思想有關的文字般若，深感有必要梳理和探討延壽大師與寬
泛的「華嚴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此即本文最初的緣起。恰逢華嚴專宗學院舉
辦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遂以此為論題，撰文響應。
本文以《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為題，是因為這裏不僅涉及到延壽與華嚴學
義理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到延壽與華嚴有關的諸多社會文化現象。華嚴文化，這
是一個較華嚴學、華嚴宗等相關名相的內含與外延更為寬泛的概念，不僅包括《華
嚴經》、華嚴學、華嚴宗、華嚴教、華嚴禪（賢禪關係）、華嚴念佛三昧（賢淨關
係）等，還包括一切與華嚴有關的文化現象，如《華嚴經》的供轉唱誦、華嚴類
文獻的雕印傳播、華嚴堂（殿）及華嚴塔的構建、華嚴會佛菩薩像的雕造、與華
嚴有關的種種傳說等諸多社會文化現象。也就是說，本文所要展示的是延壽大師
與寬泛的華嚴文化之間的一系列殊勝因緣，進而探討延壽大師對華嚴文化傳播的
貢獻與影響。

二、傳記行蹟類文獻中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
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表現在許多方面，既體現在關於大師的傳記行蹟
類文獻中，也體現在大師恢宏的等身著述中。有些一直以來廣為人知、備受稱揚，
也有一些一度被後人忘卻或忽視而如今又被重新發現。這裏先把筆者目前所掌握
的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的有關信息盡可能全面地展示出來。
（一）《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的相關記錄
《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
（以下簡稱《永明方丈實錄》），是新近發現的關於
延壽生平行蹟的一部宋代文獻，由北宋著名律師靈芝元照（1048—1116）根據先祖
①

延壽生卒年一般標為 904―975 年，延壽圓寂的開寶八年對應的固然是 975 年，但延壽入滅的具
體日期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當於西元已是 976 年 1 月 29 日，故這裏標為 904―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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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文《壽禪師實錄》重加刪治，元照的法孫、杭州北關妙行接待寺僧於南宋紹興
①

三十年（1160）募刻。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部，末後部分有所殘缺。 《永
明方丈實錄》在行拱的刻本之前，元照即鏤板印行過，可惜這一原始版本至今未
能發現，很可能已不存於世。
從《永明方丈實錄》署為“
靈芝蘭若元照重編”
及其序言末後所署“
芝園元照敘”
，
可知元照重編《永明方丈實錄》的時間，當在其駐錫杭州西湖畔靈芝崇福寺（舊
址在今錢王祠）期間，約在 11 世紀末到 12 世紀初，故在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
雖遲於贊寧的《宋高僧傳》
（988）、道原的《景德傳燈錄》
（1004）、王古的《新修
淨土往生傳》（1084），但早於惠洪的《禪林僧寶傳》（1123），南宋及以後的相關
②

文獻自然就更遲了。 而且元照所依據的先祖遺文《壽禪師實錄》，顯然在時間上
更早。所以《永明方丈實錄》是北宋時編著的關於延壽生平行蹟的極為重要的始
源性文獻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只是由於元照文集中失卻此錄，諸種藏經
亦未收入此錄，遂致延壽傳紀研究及元照研究中，此錄一直未曾得到相關研究者
的應有注意。而《永明方丈實錄》中有許多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所沒有的
信息，可以大大豐富對延壽生平行蹟的認識，並糾正以往一些不僅符合實際的說
③

法。 這裏不擬對此作詳細的論述，僅就與華嚴文化直接有關的事蹟作些介紹與
分析。
《永明方丈實錄》中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的事蹟，至少有如下五處：
一是延壽出家受戒初期，「纔登戒品，持守清嚴，因讀《華嚴經淨行品》云：

①

關於《永明方丈實錄》行拱刻本的發現及其分析，參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
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46―559。行拱是被無為子楊傑稱
為“喻彌陀”的思淨律師（1068―1137）的弟子，思淨是接待寺的開山，依元照祝髪，並隨之學律，
故行拱乃元照之法孫，由他募刻師祖的《永明方丈實錄》
，順理成章。
②
關於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的問世時間，參考釋智學《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法光學壇》第
五期，2001。
③
試舉一例，
《永明方丈實錄》之外的所有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皆說延壽在天臺山修學成就
後廣開法化是從雪竇山開始的。
《永明方丈實錄》中則有延壽到雪竇山之前即已開始弘化的行蹟記
錄：
「往句章慈溪西峰院，發揚祖道，四方禪學奔赴如歸。續有檀信，請住護國華嚴院。未及半載，
又入四明山梨州院，慕法者不遠千裏，追隨不舍。
」由此可見，延壽廣開法化從雪竇山開始的說法
是不准確的。而且在延壽往慈溪之前，
《永明方丈實錄》中還有「振錫金華天柱山，誦經三載。次
詣東陽雙林寺，披尋大藏」的記載，這也是所有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未曾述及的（有的傳記雖
也述及延壽在金華天柱峰誦經三載，但所誦之經往往記作《法華經》，而《永明方丈實錄》未具體
標明某一部經，有可能並不限於一部經）。據此，延壽後來之所以能在融通禪教等方面作出巨大貢
獻，就有了可靠的史料依據，正是延壽在天臺山禪悟之後，有此「誦經三載」
、
「披尋大藏」的經曆，
奠定了他成為教海大通家的堅實基礎。這對理解延壽融會諸宗之特色的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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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即獲一切勝妙功德。又聞佛言：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七
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代為眾生日發一遍。」①
二是「師常受持《華嚴經》，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
三是延壽居杭州永明院大開法化期間，「立華嚴堂，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
自制贊唄。
」
四是述及延壽所敷闡的經典時，特別提到「天台、賢首等諸宗經論。」
五是所記錄的延壽雕板印施的佛教經像中，提及延壽「開《法界心圖》板，
②

印七萬餘本，展轉遍施，勸誘於人。」

由於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永明實錄》乃殘本，末後有所缺失，是否還有延壽
與華嚴文化相關的其他信息，雖不得而知，但還有的可能性很大。不過，僅就此
五處而言，即已表明延壽與華嚴文化之因緣甚為殊勝而深厚。而這些信息，除第
一處在曇秀《人天寶鑒》、行明《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有所述及，第二處中「受持
《華嚴經》
」在《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有所體現外，另幾處在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
文獻中卻均無相應記錄。故《永明方丈實錄》對全面認識延壽與華嚴文化的關係，
有其特別重要的史料價值。尤其是立華嚴堂集僧供轉《華嚴經》，此乃延壽大師圓
修行持中重視華嚴頗富特色的一種修為，與延壽誦持《法華經》、建法華懺堂等修
為，可謂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而延壽的不少傳記資料，尤其是遲出的那些，往
往突出彰顯延壽行持中與《法華經》的殊勝因緣，而延壽與《華嚴經》的勝緣卻
被明顯低估和淡化了。其原因何在？這裏暫不展開，留待下文再作分析。
元照是北宋最有成就和影響的以律淨兼弘著名的南山律宗高僧，他與延壽一
樣是杭州人，又長期以杭州為基地弘法利生，還見到過先祖遺文《壽禪師實錄》，
對延壽最為推崇，只是由於「舊本繁瑣，不足可觀」，纔「重加刪治，鏤板流行」。
所以，
《永明方丈實錄》應該說是很可靠的延壽行蹟的早期實錄。為了說明這一點，
不妨將《永明方丈實錄》正文之前元照所撰的《壽禪師實錄序》照錄於下：
佛始出世，化行西竺，乃當此土姬周之歲時滅後千年。至後漢明帝時，摩
騰、法蘭初至此方，其化但行於關輔河洛而已。又數百年，至三國時， 僧
①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方丈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7。其中〈大乘悲智六百願文〉
，在《智覺禪師自行錄》
所列的延壽著述目錄中簡稱為〈大悲智願文〉
。
②
第二、三、四、五處所引之文字，均見釋定源：
〈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
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方丈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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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吳，始流於荊楚耳。東南二浙，雖有佛祠，而未甚興振。逮於唐末五
代，錢氏武肅據有吳越，大崇佛事，寺院不下數千，僧尼無慮數萬。此時
多諸僧傑，輔翊王化，如天台韶國師、陸蓮巖禪師、永明壽禪師、彙征、
希覺、贊寧等，皆王公師敬，名冠一時。其間善巧提誘，唯壽禪師最有力
焉。予竊謂當時一會名賢，將非大權示現，共揚佛化於此一方乎。是以方
今天下言佛法之盛，無出浙右者蓋此也。予嘗於先祖遺文中，得《壽禪師
實錄》，觀其奧學峻行，遠識大度，實吾門真善知識，末世四依大士。惜
乎斯文不傳於世，但舊本繁瑣，不足可觀，故重加刪治，鏤板流行，千載
之下，得不為宗師之衡鑒歟。芝園元照敘。

①

由此可知，
《壽禪師實錄》在北宋前期即已編成，只是不傳於世，且比較繁瑣。
在吳越諸僧傑中，元照最為服膺與推崇延壽大師，明確指出「善巧提誘，唯壽禪
師最有力」，並盛贊延壽「實吾門真善知識，末世四依大士」，評價可謂高矣。因
此，元照要對《壽禪師實錄》「重加刪治，鏤板流行」，以為後世「宗師之衡鑒」。
元照之苦心孤詣，為其法裔所領會並繼承，故南宋初遂有接待寺僧行拱的募刻本
問世。惜乎後來《永明方丈實錄》亦「不傳於世」，幾被隱匿了近千年。如今幸得
定源法師將其從館藏中發掘出來，再次公之於世，此亦延壽的思想行持於今日佛
教之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因緣所致。就華嚴文化而言，
《永明方丈實錄》重現於
世，也表明延壽與華嚴文化的因緣應該予以進一步彰顯，乃是以圓融為顯著特色
的延壽思想與華嚴文化於當今世界具有巨大價值和特殊意義的一種顯現。
（二） 其他延壽大師傳記行蹟類文獻中的相關記錄
雖然其他延壽大師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的記錄，不如《永
明實錄》來得充分，但也不是沒有任何記錄，如惠洪《禪林僧寶傳》、曇秀《人天
寶鑒》等也有所述及，特別是行明記錄整理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更有較充
分的記錄與展現。
《智覺禪師自行錄》
（以下簡稱《智覺自行錄》），一般均標為宋釋文沖重校編
集，其實是延壽剃度弟子行明禪師根據恩師所述記錄整理的，故被明確列入延壽
②

六十一本著述之中。 《智覺自行錄》既然被歸入延壽著述之列，其可信度自然是
①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方丈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6―557。
②
行明禪師（？―1001）
，杭州人，依延壽剃度，为德韶法嗣，故與延壽既是師徒，也是法兄弟，
是延壽在永明院廣開法化的得力助手；延壽示寂後，吳越王令其住持六和塔院開化寺，後宋太宗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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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沒有問題的。而其中所錄與華嚴文化相關的行蹟亦有多處，恰可與《永明方
丈實錄》的有關內容，相互印證。
《智覺自行錄》乃是最早記述延壽與華嚴文化勝緣的行蹟類文獻，其所錄之
延壽常行的一百八件佛事中，與華嚴文化直接有關的事蹟，至少有如下四處：
一是「第八。每日常讀《大方廣佛華嚴淨行品》，依文發一百四十大願，普令
①

一切法界眾生，見聞之中，皆得入道。」

二是「第十三。自制《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每日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願禮
②

拜。
」

這與前述《永明方丈實錄》中的第一處引文相聯係，延壽自制《大乘悲智六
百願文》，當與讀《華嚴經淨行品》直接有關。再與上述第八件佛事聯系起來，可
知延壽不僅出家初期讀誦過《淨行品》，對他發菩提心與悲智大願具有深刻影響，
而且後來還每日常讀《淨行品》，並發大願普皆回向一切法界眾生。
三是「第二十二。午時，禮《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藏，普願一切法界眾
③

生，入緣起性德之門，遊毗盧大願之海。」

這表明，延壽不僅常讀《華嚴經》，尤其是《淨行品》，而且常常禮拜《華嚴
經》，《華嚴經》的誦持禮敬與發願回向，成為延壽日常功課中的重要內容。
四是「第一百八。常纂集制作祖教妙旨《宗鏡錄》等，法施有情，乃至內外
搜揚，寄言教化，共六十一本，總一百九十七卷。…
…
」

④

延壽不僅讀誦禮敬《華嚴經》，而且撰有不少與華嚴相關的著作。《智覺自行
錄》所列之延壽著述目錄中，直接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三卷、
《華
嚴論要略》一卷、
《華嚴十玄門》一卷、
《華嚴六相義》一卷、
《華嚴禮贊文》一卷、
《華嚴感通賦》一道等，共六種八卷。如再加因讀《華嚴經淨行品》而撰寫的《大
悲智願文》（當是《大乘悲智六百願文》的簡稱）一卷，更有七種九卷。更何況，
其《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觀心玄樞》、《唯心訣》等不少名著，均
與《華嚴經》及華嚴學密切相關。是知延壽大師對《華嚴經》與華嚴教的高度重
號「傳法大師」，世稱開化行明或傳法行明，
《景德傳燈錄》有其傳記。
《智覺禪師自行錄》序中曰：
「是以行明因示誨次，遂請問所行，或因師自說，編紀二三。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弗墜，
有斯益故，乃敢敘焉。今具錄每日晝夜中間總行一百八件佛事，具列如後。
」
（《卍續藏經》冊 111，
頁 154 下 1―4）可見《智覺禪師自行錄》實乃延壽自述、行明記錄整理的。
①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5 上 17～下 1。
②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6 下 18―157 上 1。
③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7 下 2―4。
④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65 下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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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是不言而喻的。有意思的是，在其六十一本著述中，直接以法華為題的，僅
有《法華靈瑞賦》一道，雖然《智覺自行錄》中與《法華經》直接相關的行持還
①

有四件。 這裏似乎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在實際行持上，延壽對華嚴與法華是同樣
重視的，甚至可以說與法華的關聯更多一些；而在佛教義理方面，他雖然圓融看
待華嚴與法華，但對華嚴顯然著力更多，華嚴教對他思想體係的影響更為深刻，
故相關著述也就更加豐富多彩。
《智覺自行錄》裏除了上述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四件佛事外，在其他不少
佛事中也無不滲透著華嚴的圓融精神。禮敬諸佛、稱贊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
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恒順眾生、普皆回向等普賢十
大願王，在延壽所常行的一百八件佛事中均有所表現，有的方面（如禮佛、贊佛、
懺悔、供養、誦經持咒、發願回向、法施教化等）還表現得非常突出。可以說，
《智
覺自行錄》所述延壽大師的種種佛事修為，正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在延壽
自身行持中無不得到具體落實的生動體現。
《智覺自行錄》之外，述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行蹟的傳記類文獻，還
有《禪林僧寶傳》、
《人天寶鑒》、
《釋門正統》、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蓮宗寶鑒》、
《淨土指歸集》、
《指月錄》、《永明道蹟》、《西舫彙征》、《淨土聖賢錄》等多種。
惠洪（1071―1128）的《禪林僧寶傳》，是元照《永明方丈實錄》之後最早述
及延壽與華嚴宗等教下三宗關係的傳記類文獻。該書「永明智覺禪師」部分，有
這樣一段文字：
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臺、賢首、慈恩，性相三宗，
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
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
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

②

惠洪《林間錄》中也有類似的文字，如：

①

這四件佛事是：
「第一。一生隨處常建法華堂，莊嚴淨土。」
「第六。每日常念《妙法蓮華經》一
部七卷逐品。……」「第十五。晨朝，禮《妙法蓮華經》真淨妙法，普願一切法界眾生，同證法華
三昧，咸生彌陀淨方。」
「第八十四。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晝夜六時，別置香花，供養《妙法蓮華經》，
同悟究竟一乘，咸證法華三昧。
」
②
惠洪《禪林僧寶傳》，
《卍續藏經》冊 137，頁 479 上 14―下 1。這在現存《永明方丈實錄》中倒
未見，但因是殘本，故難下《永明方丈實錄》中並無此說的結論，缺損的部分或許會有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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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嘗遊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
衲謂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臺三宗互相水炭，不達大全，故館
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准平之。
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書一
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為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

①

惠洪的這一說法，此後廣泛流傳，為南宋曇秀《人天寶鑒》、宗鑒《釋門正統》、
元複、元敬《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元代普度《蓮宗寶鑒》、明代大佑《淨土指歸
集》、瞿汝稷《指月錄》、 大壑《永明道跡》、清代瑞璋《西舫彙征》、彭希涑《淨
土聖賢錄》等所採用。其中有基本照抄《禪林僧寶傳》中有關文字的，如《指月
②

錄》； 也有對具體文字另行組織的，大多比惠洪的要簡練一些，試舉幾例：
《釋門
正統》云：
「在淨慈慨天臺、賢首、慈恩互相同異，建閣於寢堂兩廡，館其徒精法
義者，博閱義海，更相質問，而以心宗之衡準平之。集大乘經論六十餘部，西天
③

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宗鏡錄》一百卷。」 《武林西湖高僧
事略》曰：「著《宗鏡錄》百二十卷，以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弊。」文末贊
④

詞中還有「我以一鏡，照彼三宗」句。 《西舫彙征》云：「以天臺、賢首、慈恩
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準平
⑤

⑥

「會三宗師德，制《宗鏡錄》一百卷。」 《淨土指
之。」 《蓮宗寶鑒》僅此一句：
⑦

歸集》也只一句：
「延三宗學者，會同諸說，為《宗鏡錄》一百卷。」 《淨土聖賢
⑧

錄》亦僅一句：
「著《宗鏡錄》一百卷，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旨。」 如此等
等。
南宋曇秀《人天寶鑒》的最後一則「永明壽禪師」，有較長的一段文字述及延
壽與華嚴文化的因緣：

①

惠洪《林間錄》
，《卍續藏經》冊 148，頁 645 下 10―16。
瞿汝稷《指月錄》中的有關文字，見《卍續藏經》冊 143，頁 554 上 3―8。
③
宗鑒《釋門正統》，
《卍續藏經》冊 130，頁 899 下 2―6。
④
元複、元敬：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
《卍續藏經》冊 134，頁 473 上 14―18。這裏的「
《宗鏡錄》
百二十卷」有誤，
「以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弊」的表述也不夠准確。
⑤
瑞璋《西舫彙征》，
《卍續藏經》冊 135，頁 487 下 17 ―18。
⑥
普度《蓮宗寶鑒》，
《卍續藏經》冊 108，頁 53 下 9。
⑦
大佑《淨土指歸集》，
《卍續藏經》冊 108，頁 134 下 18。
⑧
彭希涑《淨土聖賢錄》
，《卍續藏經》冊 135，頁 243 上 9―1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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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撰《大乘悲智願文》，
代為群迷日發一遍。……著《宗鏡》一百卷。寂音曰：切嘗深觀之，其出
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
天臺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
釣深賾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自心
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

①

曇秀的這段文字，其實說了二件事。前者是綜合了《永明方丈實錄》與《智
②

覺自行錄》中的相關內容， 但「偶讀」二字顯然不太確切，與元照與行明的表述
不盡相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深厚因緣。後者則沿襲了惠洪《禪
林僧寶傳》與《林間錄》中的說法。
晚明「永明嗣法雲孫」大壑所編《永明道蹟》中，除在正文中有「會三宗師
德，集《宗鏡錄》一百卷」一句外，在述及著名的關於「永明旨」的機鋒語錄之
後的贊辭中，還有如是一段文字：
「傳如述紫柏大師言：古今禪教相非，性相相忌
久矣。唯壽師《宗鏡錄》括三藏，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升
坐，直拈西子一湖，擲向當臺。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是教，是性是相，
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涉擬議，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旨矣，況諸宗義學
筌蹄乎！後之覽《宗鏡》者，具只眼始得。古之伯牙絕弦，匠石輟斤，讀斯語不
③

《永明道蹟》還記述了延壽圓寂數百年後轉
能不為二師感也。
」 特別有意思的是，
世的「後身」元代善繼禪師、明初宋濂大學士與華嚴的勝緣。這是延壽大師與華
嚴文化關係的一種特殊表現，也是華嚴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種文化現象。這裏暫
不展開，容後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另外，元代熙仲的《歷朝釋氏資鑒》，雖無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事蹟的記
載，但在述及高麗國聞延壽之名而遣僧問道、敘禮賜物、彩畫中國圖本、高麗僧
受法歸國各化一方等史實後，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文字：
「國主玉徽，常看《華嚴經》，
願生中國。一夜夢到中華，所歷界界，皆如其圖。覺而述偈曰：惡業因緣近契丹，

①

曇秀《人天寶鑒》，
《卍續藏經》冊 148，頁 141 下 4―13。
曇秀在此則最後標明資料來源為「《實錄》等」，此《實錄》當為《永明方丈實錄》
，因《人天寶
鑒》關於延壽籍貫丹陽而出生於錢唐的說法，亦與《永明方丈實錄》吻合，曇秀編撰《人天寶鑒》，
顯然參考了《永明方丈實錄》
。
③
大壑《永明道蹟》，
《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1 上 11―18。
②

回目錄頁

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

411

①

一年朝貢幾多般。夢中忽到中華地，可借（惜）中宵漏滴殘。」 這就與華嚴文化
又有了聯係，而且透露了這樣的信息，常看《華嚴經》願生中國的高麗國主，其
所以對延壽特別青睞，顯然同延壽思想與華嚴思想多有契合不無聯係，延壽的高
麗弟子歸國後能各化一方大有作為，很可能同高麗重視《華嚴經》也有一定關聯。
遺憾的是，不少延壽的傳記類文獻，似乎漠視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
未曾提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關聯的事蹟。其中既有北宋時在《永明方丈實錄》
之前早出的《宋高僧傳》、
《景德傳燈錄》和《新修往生傳》，也有在《永明方丈實
錄》之後的諸多延壽傳記，如南宋的《聯燈會要》、《龍舒淨土文》、《五燈會元》、
《樂邦文類》、
《法華經顯應錄》、
《五家正宗贊》、
《佛祖統紀》，元代的《佛祖曆代
通載》、
《釋氏稽古略》、
《新修科分六學僧傳》，明代的《神僧傳》、
《諸上善人詠》、
《禪門正脈》，清代的《角虎集》、
《淨土晨鐘》、
《淨土全書》等等。其原因何在？
竊以為一種可能是同入宋以後禪宗、淨土宗、天臺宗較為興盛，而賢首宗較為衰
落有一定關係。綜觀延壽諸多傳記資料的編撰者，除贊寧、元照兩位律僧外，基
本上是禪宗（如道原、悟明、普济、念常、昙噩、濟能等）、淨土宗（如王古、王
日休、周克複、俞行敏等）、天臺宗（如宗曉、志磐、宗鑒等）的僧人或居士，幾
乎沒有賢首宗的，如此則延壽與華嚴文化的關係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似乎也在
情理之中。還有一個原因，則與後人對《智覺自行錄》重視不夠、
《永明方丈實錄》
（包括此前的《壽禪師實錄》）甚少流傳以至失傳有關，兩部文獻中有關延壽與華
嚴文化相關的事蹟也就淡出人們的視野了，而這又同前一個原因有著必然的聯係。

三、延壽大師有關華嚴教的著述
相對於延壽傳記中與華嚴文化有關的行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淡化與漠視，
延壽重視華嚴教的義理探究及實際運用，尤其是延壽的華嚴思想，還是較受關注
的。因為延壽不僅有多種直接與華嚴相關的著述，而且華嚴圓理滲透於其《宗鏡
錄》等一系列著述之中，
《華嚴經》與華嚴教是延壽融合會通思想體係的主要基石。
綜觀延壽有關華嚴文化的著述，包括專論、兼及兩個方面。
專門的、直接與華嚴有關的，前面已經述及，按《自行錄》第一百八件佛事
中的著述目錄所列，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華嚴論要略》、《華嚴十
玄門》、《華嚴六相義》、《華嚴禮贊文》、《華嚴感通賦》等共六種，如再算上因讀
《華嚴經淨行品》而撰寫的《大悲智願文》，更有七種之多。令人遺憾的是，這些
①

熙仲《曆朝釋氏資鑒》
，《卍續藏經》冊 132，頁 169 下 17―170 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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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的華嚴著述，已基本不存。很長時間裏還以為這七種著作均已佚失，後來幸
①

得有心人在《全唐文》、《全宋文》中發現了《華嚴感通賦》， 總算稍稍彌補了一
些缺憾。延壽《感通賦序》概括五道《感通賦》的要旨時曰：
「《華嚴感通賦》者，
性海無盡之門，法界圓融之旨。」這其實也可以說是延壽對《華嚴經》與華嚴教要
旨的概括。賦文中列舉大量感通靈驗事蹟，盛贊華嚴教、法界宗為「華嚴至教，
②

無盡圓宗」、「法界圓宗，真如榜樣」。 王翠玲的〈《華嚴感通賦》初探〉，探討了
延壽所認知的《華嚴經》及其宗教效應、華嚴信仰，對解讀延壽的《華嚴感通賦》
③

頗有幫助。 其他六種，因尚未發現，雖其具體內容難以妄測，但據其題目大致可
窺知涉及華嚴義理的闡釋探究與實際行持中的頌贊儀範等多個方面，其中的《華
嚴禮贊文》，很可能就是延壽立華嚴堂時所作。
非專論華嚴而兼及華嚴的著述則更多。
《宗鏡錄》、
《萬善同歸集》、
《唯心訣》、
《觀心玄樞》、
《心賦》
（及注）等延壽許多著述之中，華嚴思想無不有所滲透，有
些著作就是以華嚴教理為主要依據的；《華嚴經》以及杜順、智儼、法藏、澄觀、
宗密、傳奧、靈辨、李通玄等華嚴宗祖師與華嚴學者的觀點和論述多有引用，尤
其是法藏、澄觀、宗密、李長者的論述，更是在延壽的著作中有大量引述。延壽
富有特色的諸宗會通思想，正是以華嚴圓教為主要基石的。這已引起研究者的關
注，並有不少相關成果問世。因此，盡管這是延壽與華嚴教關係研究中非常重要
的論題，但本文不打算以此為重點，只是從延壽有關著述的文字中，隨舉若幹例
證，以窺一斑而已。
延壽以詩人情懷與手筆直抒其「一心」思想的《唯心訣》，開首即曰：
詳夫心者，非真妄有無之所辨，豈文言句義之能述乎。然眾聖歌詠，往哲
詮量，非不洞明，為物故耳。是以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歸一法而
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
純真法界，《圓覺》建立一切，《楞嚴》含裹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
積》根塵泯合，
《涅槃》咸安秘藏，
《淨名》無非道場。統攝包含事無不盡，
①

延壽以賦的體裁所作的文字般若，按《自行錄》記述，共有七種，包括《心賦》、《愁賦》及五
道《感通賦》
（《華嚴感通賦》
、
《金剛證驗賦》、
《觀音靈驗賦》、
《法華靈瑞賦》、
《神棲安養賦》）
，除
《愁賦》尚未發現外，均已發現，或收錄在藏經，或收錄在《全唐文》
、《全宋文》；劉澤亮點校整
理的《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之下冊，錄有《心賦》和五道《感通賦》以及置於《華嚴感通賦》前的
《感通賦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3 月。
②
延壽《華嚴感通賦》，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页 1952。
③
王翠玲〈《華嚴感通賦》初探〉，
《成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頁 1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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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
①

之名。

《唯心訣》是延壽較早的著作，其融會諸說、指歸一法（即一心為宗）的思
想已經形成。
「《華嚴》純真法界」，既是諸說之一，也是其「指歸一法」的基本依
據。只是在這五千餘字的《唯心訣》中，因體裁之故未及引經據典地進行考釋。
此後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宗鏡錄》中，延壽則廣引經論，詳加考釋，不止
一次明確表述了「教依華嚴」的基本觀點。諸如：
卷一「標宗章」中說「宗體」時，延壽即曰：
諸聖賢所立宗體者，杜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是如
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以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
性體遍照而無幽不矚，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
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
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眾生
自性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非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教體。
卷六中談「宗趣」時，延壽如是云：
法藏法師依《華嚴經》立因果缘起理實法界以為宗趣。……以華嚴之實教
總攝群經，標無盡之圓宗能該萬法，可謂周遍無礙自在融通，方顯我心能
②

成宗鏡。

卷三十四中，延壽再一次明示《宗鏡錄》「教依華嚴，宗依達摩」：
若依教是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文。若依宗即達摩，直顯眾生心性之旨。
③

如宗密禪師，立三宗三教，和會祖教，一際融通。

①
②
③

延壽《唯心訣》
，《大正藏》冊 48，頁 993 下 14―23。
延壽《宗鏡錄》，
《大正藏》冊 48，頁 448 下 1―24。
延壽《宗鏡錄》
，《大正藏》冊 48，頁 614 上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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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中在釋疑時，延壽如是曰：
今《宗鏡》所錄，皆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隨聞一法盡合圓宗，實可
以斷深疑成大信。如《清涼記》云：謂聞空莫疑斷，是即事之空非斷滅故。
聞有莫疑常，非定性有從緣有故。聞雙是莫疑兩分，但雙照二諦無二體故。
聞雙非莫疑無據 ，以但遮過令不著故。又聞空莫疑有，是即有之空故。
聞有莫疑空，是即空之有故。聞雙是莫疑雙非，是即非有無為有無故。聞
雙非莫疑雙是，是即有無方是非有無故。是知，諦了一心群疑頓斷，則有
不能有，空不能空，凡不能凡，聖不能聖，豈世間言語是非之所惑哉。

①

上述四段引文，所依皆是華嚴宗祖師的法語，是知延壽《宗镜录》核心思想
的基本依據，即是《華嚴經》與華嚴教。
《宗鏡錄》中類似的說法，以及引自《華
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華嚴學者的論述，還有許多，不勝枚舉。現當代有
些學者曾做過《宗鏡錄》中華嚴思想資料的梳理與研究，可供參考。

②

《宗鏡錄》如此，
《萬善同歸集》亦如是。卷上第一個問答中，延壽即明確指
出：
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
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

③

卷下就「理事無閡，萬事圓修，何教所宗？」的問題，延壽答曰：
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

④

《萬善同歸集》中類似的說法，以及引自《華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
華嚴學者的論述，也有不少，恕不多舉。是知，華嚴教也正是延壽六度萬行會歸
於一心的「萬善同歸」思想與行持的主要依據。
《觀心玄樞》中，延壽亦大量運用華嚴的義理與方法，如曰：「或花嚴四觀，
①

延壽《宗鏡錄》
，《大正藏》冊 48，頁 954 上 12―23。
鐮田茂雄曾從《宗鏡錄》中鈔出與華嚴宗有關的資料有一百多頁，《禪藉內華嚴資料集成》
，頁
94―199；冉雲華撰有〈宗鏡錄中所見的華嚴思想〉
，收於《華嚴學論集》頁 41―49。
③
延壽《萬善同歸集》，
《大正藏》冊 48，頁 958 下 7―10。
④
延壽《萬善同歸集》，
《大正藏》冊 48，頁 992 上 6―9。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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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賢十觀，乃至絕觀，皆不離心，而得成就。」 還用不小的篇幅述及觀心與華嚴
②

十波羅蜜的關係。

可見，在延壽那裏，華嚴法界觀與廣行華嚴十波羅蜜，是觀心行持非常重要
的一個方面。
《心賦》及其注中，延壽同樣大量引用《華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華
嚴學者的論述。賦中出自華嚴教的，隨舉一例，如「十玄門之資糧，無窮無盡；
③

六相義之融通，不斷不常。」 注中引用的華嚴著述甚多，隨舉幾例，如法藏《修
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華嚴策林》、《華嚴義海百門》、《華嚴發菩提心章》、《大
乘起信論義記》，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
《原人論》、
《注華嚴法界觀門》、
《圓覺
經略疏》，慧苑《新譯華嚴經私記音義》，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清涼疏》）、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華嚴經略策》，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傳奧《華嚴經
錦冠鈔》等等，有的引用還不止一處，甚至多達數十處。

④

延壽引用的華嚴著述，有的已經佚失，延壽的引文使後人得以窺見這些著述
的一斑，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還有重要的資料價值。這些已佚的著述，有傳
奧的《華嚴錦冠》及五臺山系華嚴思想的早期人物靈辨和尚的《華嚴論》和解脫
和尚的傳記資料。傳奧的《華嚴錦冠》乃對宗密著作的解釋，在《宗鏡錄》及《注
心賦》中皆有多次引述。靈辨《華嚴論》，在《宗鏡錄》中有二處引文（分别在卷
二十五与卷九十八中），解脫和尚依華嚴作佛光觀的事蹟，見《宗鏡錄》卷九十八。
從延壽對諸多華嚴祖師與華嚴學者著述的大量引用，既體現了他於華嚴教有
廣泛深入了解的淵博知識，也反映了華嚴教對他的思想與行持有非同一般的深刻
影響，而他對華嚴教出神入化的靈活運用更顯示了其圓融無礙的無上智慧。

四、延壽大師同華嚴文化有關的圓修行持與弘化活動
延壽大師不僅在佛學義理的闡釋方面具有「教依華嚴」而融會諸宗的明顯特
色，而且在實際修持與法化活動方面與華嚴文化也有廣泛而密切的聯係。這種聯
係，既表現在依華嚴教的圓融精神而圓修諸法、廣弘諸宗的實際行持中，還體現
①

延壽《觀心玄樞》，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670；花嚴四觀與普賢十觀，即是華嚴教的
觀心法。絕觀，則是牛頭法融《絕觀論》所述觀心法。
②
延壽《觀心玄樞》，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685―1687；延壽闡釋了以下十個方面：
「若
不觀心，何以行施？何以持戒？何以忍辱？何成精進？何成禪定？何成般若？何成方便？何成大
願？何以成力？何以成智？」
③
延壽《心賦注》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734。
④
這裏參考了《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中《注心賦》有關引文的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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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活動中。他禪教律淨會通的思想，落實在他的行持
中，便是禪教律淨兼行。就其同華嚴的關係而言，則具體表現為禪賢融通的華嚴
禪和賢淨融通的華嚴念佛三昧，以及形式多樣的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諸種活動。
相對於延壽佛學思想與華嚴教的因緣較受後人關注，這方面的活動在以往的研究
中則缺乏必要的關注，有的甚至完全被漠視了。所以，這裏主要依據《永明方丈
實錄》和《智覺自行錄》，並結合其他一些相關資料，對此做些初步探析。
延壽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形式多樣的諸種活動，除上面提到的華嚴著述外，
主要還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華嚴堂的設立。
延壽一生隨處常建法華堂，代為眾生修法華懺，廣為人知，備受贊揚。①而延
壽立華嚴堂，以往卻鮮為人知，幾乎完全被遺忘了。值得慶幸的是，
《永明方丈實
錄》中的相關記載，保存了延壽這一重要行蹟的曆史記憶。延壽在永明院「立華
嚴堂，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自制贊唄」這段文字，反映了延壽高度尊崇《華
嚴經》並落實於日常修行法事之中的一個重要側面。延壽為此設立專門的堂口，
每日集合八十位僧人，供轉一部，且自制贊唄。由此可以想見，華嚴堂的法事莊
嚴隆重富有特色，八十僧之數，表明供轉的經典很可能是八十《華嚴》，自制的贊
文（很可能就是《華嚴禮贊文》）與梵唄，優美而動聽，唱誦利人天。這裏透露了
延壽重視佛教梵唱音樂功德的信息，其他傳記類文獻中是沒有相關記載的。可惜
未見延壽自制贊唄流傳下來的相關資料。
二是《華嚴經》的經常受持和虔誠禮拜。
對此，不僅《永明方丈實錄》中有記載：「師常受持《華嚴經》，習海幢比丘
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②《智覺自行錄》裏亦有類似的記錄，第二十二
件佛事即是「午時。禮《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藏，普願一切法界眾生，入緣
起性德之門，遊毗盧大願之海。」③但因《永明方丈實錄》長期不為人知，
《智覺自
行錄》又未得到應有重視，故延壽這方面的行持，與廣為傳播的延壽經常誦持和
虔誠禮拜《法華經》的事蹟相比較，未能得到應有的彰顯。
《永明方丈實錄》的重
新發現，與《智覺自行錄》的相關記錄，正可以相互印證。若再與上述的「立華

①

《智覺自行錄》的第一、第二件佛事即是建法華堂，修法華懺，其他延壽傳記文獻也都有類似記
錄。
②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方丈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
③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7 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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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堂」結合起來，延壽不僅自己受持禮拜《華嚴經》，而且組織僧眾在華嚴堂日日
供轉梵唱，法事的主要內容顯然也是受持和禮拜《華嚴經》，足見在佛教修行實踐
中延壽對《華嚴經》也是高度重視的。
三是依《淨行品》撰六百願文並日發大願。
這一點在《智覺自行錄》中有兩處記載：
「第八。每日常讀《大方廣佛華嚴淨
①

行品》，依文發一百四十大願，普令一切法界眾生，見聞之中，皆得入道。」 「第
②

十三。自制《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每日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願禮拜。」 《永明
方丈實錄》中的相關文字「纔登戒品，持守清嚴，因讀《華嚴經淨行品》云：若
諸菩薩善用其心，即獲一切勝妙功德。又聞佛言：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七夜
③

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代為眾生日發一遍。」 不僅印證了《智覺自行錄》
的相關記載，而且使《智覺自行錄》中似乎關聯不大的上述兩處佛事的緊密聯係
也清晰顯示出來了，原來延壽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正是讀《華嚴經淨行品》
之後激發出來的悲智宏願。他七夜忘寢而撰成此文，還將《淨行品》的一百四十
大願進一步具體化為六百大願，足見其願力之宏深細密。延壽的這種悲智宏願，
在出家受戒初期即已確立，並終其一生，持之以恒，日日常行不懈，堪為修行者
典範。
四是賢首宗經論的宣講敷闡。
延壽於賢首宗經論，十分熟悉，融會貫通。他有專門的華嚴類著作，其他著
作中也大量運用華嚴宗諸經論，還曾召集賢首宗知法比丘參與《宗鏡錄》的撰著，
這是廣為人知的，本文前面亦有論及。因此，延壽敷闡賢首宗經論，乃是情理中
事。但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類文獻中，並無明確的文字記載。
《永明方丈實錄》則
明確記述了這一點，有關文字是這樣的：「師一日告眾云：《四分律》文，是佛壽
命，理無分隔。近代禪宗，翻成忌諱，後生新戒，觸事面牆，罔辨威儀，寧知觸
淨，人自執著，妙見本通。遂長講律文，常行布薩。或講《法華》、《維摩》、《光
明》、
《起信》，天臺、賢首等諸宗經論。以至諸方寺院有敷闡者，或捨衣物，或備
④

香茶，皆為發揚，恭為請首。」 雖然這裏並非專說延壽與賢首宗經論的關係，而
①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5 上 17―下 1。
《智覺禪師自行錄》，
《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6 下 18―157 上 1。
③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7；其中〈大乘悲智六百願文〉，在《智覺禪師自行錄》所列
的延壽著述目錄中簡稱為〈大悲智願文〉。
④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實錄》
，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原文內「諸方等寺院」中的「等」字似為多餘，可能是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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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宣講律文及敷闡其他經論一並提及的，但這正體現了延壽大師融會諸宗的特
色。延壽重視戒律與經教，出於糾治當時禪宗末流忽視戒律經教的弊端以圖振興
禪宗整合佛教的長遠考慮。是以他不僅在永明院如此示範，亦大力引導並支持諸
方寺院如此敷闡，恭為請首。而賢首宗經論，正是延壽宣講敷闡的諸種經教中的
一個重要部分。
五是《法界心圖》的雕板印施等。
《永明方丈實錄》中列舉了延壽印施的諸多佛教經像咒語等法寶的名目，其
中與華嚴思想直接有關的是「開《法界心圖》板，印七萬餘本，展轉遍施，勸誘
①

於人。」 法界觀是華嚴教的核心思想，「法界心」即是延壽舉以為宗的「一心」，
故延壽雕印《法界心圖》，大量遍施有緣者，正顯示了他對華嚴法界觀的高度認同
與重視。延壽是否雕板印施過《華嚴經》，因未見明確的相關記錄，不敢妄下斷語，
但當年吳越忠懿王錢俶與延壽大師曾大量印行佛教經像咒語等法寶，其中包含《華
嚴經》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據研究目錄學與印刷史的學者張秀民統計，錢俶與
延壽印刷的佛教法寶有數字可考者達 68 萬 2 千卷，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後
②

來也是少見的。 可見，延壽大師對五代吳越國佛典印刷和江南印刷業發展是有巨
大貢獻的。至於永明院（淨慈寺）對面雷峰塔內壁八面所鐫刻的整部《華嚴經》，
雖是忠懿王錢俶組織實施的，但錢俶之尊崇《華嚴經》及鐫刻石經以祈佛法永駐
的護法行動，顯然得到佛教高僧的指點與襄助，其中深受忠懿王敬重的延壽大師
很可能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未見確鑿的資料，難下斷語而已。延壽「教
依華嚴」的百卷巨著《宗鏡錄》，是傳播華嚴思想的重要載體，錢俶親為制序，是
廣為人知的。《永明方丈實錄》在此基礎上又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元帥大王，
親為序引。仍施錢三百千，繕寫散入諸藏。宣德大王施財寫一十部，後傳至海東
③

諸國。高麗王差使賷書，寄銷金袈裟、紫水精念珠、金淨瓶等，以伸敬信。」 忠
懿王、宣德大王等出資繕寫《宗鏡錄》，既促成了《宗鏡錄》的入藏與傳播（甚至
播於海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華嚴文化傳播的推動。
另外，《永明方丈實錄》還述及「師一生好嚴佛像，所有施利，盡營佛事。」
錄所致，故這裏更改為「諸方寺院」
。
①
轉引自釋定源：
〈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實錄》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9。
②
张秀民：
〈五代吴越国的印刷〉，
《文物》，1978 年第 12 期，頁 74―76。
③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
明實錄》
，
《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元帅大王即指忠懿王钱俶，宣德大王可能是指宣德军节度
使（治所在湖州）
，钱俶的兄弟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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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即列舉了延壽「造法華臺」、
「立華嚴堂」、
「立觀音堂」、
「作法華堂」等事蹟。
可以想見，延壽在法華臺、華嚴堂、觀音堂、法華堂等處，用眾信供養的淨資莊
嚴佛像乃是題中應有之義。據此可合理推測，華嚴堂除供《華嚴經》外，雕造供
奉華嚴會上諸佛菩薩聖像，也是很有可能的。
六是在佛學論辯與僧伽教育中發揮賢首宗知法比丘的重要作用。
延壽為落實「藉教悟宗」理念，在永明院演法堂（即後來著名的宗鏡堂）會
集教下賢首天臺慈恩三宗知法比丘探討佛教義學，並以心宗之衡準平之，而編撰
了佛教百科全書《宗鏡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備受稱揚且影響深遠的一件盛事。
延壽的這一舉措，如與當年永明院設有蒙堂、三宗室、演法堂（宗鏡堂）、永明室
（壽光室）這些不同層次的僧伽教育場所結合起來考慮，則三宗知法比丘不僅是
佛學論辯和《宗鏡錄》編撰的參與者，也是永明院階梯式教育系列中僧伽教育活
動的參與者。延壽邀集的三宗義學僧可能水平有別、各具特長，有的側重於教學，
有的側重於研究，有的擅長辯論，有的擅長寫作，延壽把這些僧才資源有效地組
織起來，發揮他們各自的特長，共同為資料收集整理、佛教論著編寫，以及永明
院的僧伽教育，做出各自應有的貢獻。其中賢首宗知法比丘，與天臺宗慈恩宗知
①

法比丘一起，在延壽的組織與指導下，皆發揮了重要作用。 賢首宗的這些義學僧，
乃是傳播華嚴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七是據華嚴「捨別歸總」圓理勸導吳越國主「納土歸宋」。
北宋自号「華嚴居士」的忠肃公陳瓘所撰的《智覺禪師贊》中，有這樣一段
文字：
「錢氏之好生戒殺，師有助焉。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師
②

之勸誨也。」 這是說吳越國「捨別歸總，納土歸宋」，乃是接受了延壽的勸誨。
分裂割據的五代十國，社會動蕩不安，百姓苦難深重，相對穩定的吳越國乃
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一片樂土。「分久思合」、「亂久思安」，五代末趙宋乘勢而起，
雄心統一中華，基本掃平其他各國後，收拾吳越勢不可免。盡管吳越國憑其實力
可與趙宋對抗周旋一段時間，但一場戰爭必將葬送吳越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並
使千百萬生靈慘遭塗炭。延壽智慧善巧地運用華嚴六相義中總、別之相的圓融關
係，勸導吳越王錢弘俶「捨別歸總，納土歸宋」。從而消弭了一場幾乎不可避免的
流血戰爭，既促進了華夏的和平統一，也維護了江南的繁榮穩定，
「國界安寧兵革
銷」的願景得以變成現實。這是延壽將華嚴思想文化運用於護國佑民社會治理實
①

關於《宗鏡錄》編撰與永明院僧伽教育的關係，筆者在〈永明延壽與佛教教育二題〉的第二部
分有較詳細的論述，《福建佛學院成立三十周年佛教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75―85，2013.10。
②
轉引自寺志編委會《雪竇寺志》第九章“詩贊聯額”，頁 485，寧波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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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的傑出表現，也是佛教文化成功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的典型案例。
八是延壽「後身」與華嚴文化的因緣。
這雖非延壽住世時的事蹟，但按照佛教的因果論與輪迴說，延壽在世時常常
發願倒駕慈航再來娑婆世界廣度眾生，故后世有延壽「後身」也并不奇怪。晚明
大壑编撰的《永明道蹟》明确谈到延壽的两位「後身」：元代的善繼禪師和明初的
宋濂大學士，兩人均與華嚴文化有著深厚因緣。
關於善繼，《永明道蹟》如是曰：「師身後為善繼禪師，嘗刺血書《華嚴經》
於姑蘇半塘寺。頃有聽經之雉，一日集堂中，逾時不動，眾驚視之，已瞑目斂翮
①

立化，遂為築塔寺中。」 善繼禪師刺血所書之《華嚴經》，歷經劫難而在諸護法者
的捨身保護下至今猶存蘇州西園寺，乃極為珍貴的法寶和文物。聽《華嚴經》之
雉，瞑目斂翮立化，亦是華嚴感通一例，雉兒塔乃華嚴感通之見證也。
關於宋濂，《永明道蹟》如是云：「宋學士濂，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華
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學士即生。因
名曰壽，後更名濂。…
…
學士得法千巌長禪師，撰塔銘三十餘篇，堪續傳燈。其《護
②

教編記》，則《宗鏡》之末光也。…
…
論者謂深得《華嚴》之旨。…
…
」 有意思的是，
謂宋濂為延壽「後身」，並非後人附會，而是根據宋濂在〈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
贊（有序）〉中的自述。宋濂於此深信不疑，還多次提及。如其《題智覺禪師遺像
贊》最後曰：
「我與導師有夙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
③

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宋濂與延壽的深緣，源自其母夢延
壽寫《華嚴經》而生他，宋濂對善繼血書《華嚴經》甚為關注與贊賞，宋濂稱延
壽為導師，深受延壽教依華嚴而融會教內諸宗、會通釋儒道思想的影響。由此觀
之，與《華嚴經》關係如此密切的宋濂，不愧為延壽「後身」。宋濂與延壽及《華
嚴經》的因緣，亦是華嚴感通的一個典型案例也。
善繼、宋濂之所以是延壽的「後身」，關鍵在於他們與《華嚴經》的殊勝因緣，
這與延壽《華嚴感通賦》的瑞應思想若合符節。延壽對華嚴文化的傳播弘揚，在
其身後依然在繼續，這是與華嚴相關的一種特殊社會文化現象。

五、結束語
盡管有些延壽傳記類文獻淡化以至漠視延壽與華嚴文化關係密切的殊勝因
①
②
③

大壑《永明道蹟》，
《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4 下 16―18。
大壑《永明道蹟》，
《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5 上 9―下 6。
轉引自大壑《南屏淨慈寺志》卷六，頁 165，杭州出版社，2006。

回目錄頁

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

421

緣，但《永明方丈實錄》、《智覺自行錄》、《永明道蹟》及《禪林僧寶傳》等諸多
文獻還是或多或少記錄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勝緣，尤其是重新發現的北宋文獻《永
明方丈實錄》，更存留了不少值得重視的相關信息，結合延壽恢宏著述中蘊藏的豐
富多彩的華嚴思想，可以大大深化延壽與華嚴文化聯係緊密的認識。華嚴思想是
延壽諸宗圓融會通思想的重要基石，延壽禪教一致、禪淨融通等思想無不滲透著
華嚴思想的影響，延壽的修持實踐和法化活動中，華嚴文化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
重要方面。總之，延壽大師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對華嚴文化的廣泛傳播作出了
重要貢獻，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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