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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叙事:杜甫纪行诗的佛教解读

田晓菲

(哈佛大学 东亚系,美国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

  摘 要: 佛教在文学中的影响具有一种普遍渗透性质。以此角度对唐代诗人杜甫著名

的“秦州—同谷”组诗做出解读,这样一组常被独立阅读和欣赏的纪行诗,实则隐含了一个觉悟

有情的成佛叙事。杜甫的自注把十二首单另的诗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按照作者自注

所指示的那样把“秦州—同谷”诗作为“组诗”进行阅读,会发现组诗的结构只有在读者读到终

篇的时候才得以真正建立,而这一结构正是诗人经历种种磨难最终修炼到觉悟有情的叙事结

构。《发秦州》以对孔子的回应开篇与收尾,然而组诗却以追寻—觉悟/自我解脱—自我牺牲的

佛教叙事结构贯穿始终。因此,在探讨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可以进行多学科交叉的

探讨,但出发点是文学研究还是宗教研究,却会为文本带来不同的观照。如果能够做出文学解

读,注重诗人用诗歌形式展示和暗示(而不是直接表达言说)的意义,却反而会看到组诗的宗教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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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文学”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重在

宗教,可以包括经书、佛经义疏以及一切教义宣传

的文字。狭义重在美文性质:涉及与佛教有关的

题材和意象的美文作品。佛教徒的作品当然可以

属于佛教文学,但是不应该以此为限,一是因为佛

教徒的作品可以完全没有宗教性质,很多僧侣诗

歌是社会性或社交性的;二是因为很多非佛教徒

的作品反而非常具有宗教精神。所以,对立足点

在文学的研究者来说,“佛教与文学”是最好的表

达方式:在这一语汇里,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是

多元的,有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互动和组合。
探讨“佛教与文学”,一般来说不外乎从佛经

翻译、主题、意象、形式(如偈颂、声律等)诸方面加

以分析。但笔者以为,既然佛教从各个角度深浅

不一地进入社会各阶层的物质、精神、感情生活,
那么佛教在文学中的影响也势必具有一种普遍渗

透性质,未必一定只体现在佛学研习、寺庙观瞻、
僧侣交游这些有形的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把视线

集中在有形的方面,可能会和一些具有强烈佛教

精神的重要文本失之交臂,从而忽略了佛教在精

神和思想方面给中国本土传统带来的深厚影响。
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

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中,笔者曾提出南朝后期

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照诗学”。梁代诗歌展现了对

现象界的全新的观看方式,这种新的观看方式深

深受到佛教影响:在诗歌中呈现的物象不再是类

型化和概念化的,而是特殊与特定的、瞬间即逝

的———这是南朝后期特别是萧梁诗歌在佛教思想

的影响下,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带来的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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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因此,佛教对中古诗歌的影响不单是表现

在作品内部的主题和意象或写作外部的写作机缘

和环境如参与八关斋、游寺、登塔、与僧人交往等

中,而具有一种普遍渗透性的潜影响。这种影响

的深浅当然因作者而异,但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品,在换一种

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可以呈递出新的意义。在这

篇文章里,笔者对唐代诗人杜甫(712—770)著名

的“秦州—同谷”组诗做出解读,希望通过本文向

读者展示,一组常被独立阅读和欣赏的纪行诗,实
则隐含了一个觉悟有情的成佛叙事,而像杜甫这

样向来被儒家所包揽的诗人,和中古时期的任何

人一样,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应该被简单化和

标签化。

二

公元759年初冬,杜甫携全家离开秦州(今甘

肃)前往同谷(今甘肃),在同谷略作盘桓之后又出

发前往成都。从秦州到同谷的旅程有诗十二首,
以《发秦州》为首题,题下自注:“乾元二年自秦州

赴同谷县纪行十二首。”① 这个小注很重要,因为

它把可以分开来独立阅读的十二首诗串联起来,
构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阅读为所有的诗赋予

了一个大的诠释框架,使人们看到单独每一首诗

自身所不具备的意义。换句话说,杜甫呈现给我

们的不是一个一个单另的地点,而是一幅把所有

的地点都联结在一起的行旅地图。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南朝诗人谢灵运山水诗对

杜甫自秦入蜀诗的深刻影响。②公元422年,谢灵

运从当时的都城建康外放到永嘉(浙江温州),沿
途写诗纪行,第一首诗题为《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

之郡初发都》,接下来写了《邻里相送至方山》《过
始宁墅》《富春渚》和《七里濑》。每一首诗都是一

个独立的个体,具有内在的完整性,但是,除了写

于同一旅途这一事实外,诗与诗之间没有必然的

关联。事实上,谢灵运的山水诗里有一个重复出

现的结构,就是诗人以愁绪开篇,在山水之间发泄

郁闷,最终在诗歌结尾处达到某种感悟和超越。
这样的单篇诗歌结构并不鼓励读者把同一行程中

写下的不同诗篇放在一起作为整体阅读,因为重

复的感悟会降低每一次感悟经验本身的有效性。
与谢灵运相反,杜甫的自注把十二首单另的诗凝

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创造出一个觉悟有情的叙

事,虽然以身体之远行贯彻全局,却以一个令人震

撼讶异的精神与想象之行旅告结。
秦州到同谷的纪行诗十二首以《发秦州》为

首,以《凤凰台》告终。在具体分析这组诗篇之前

有必要指出,组诗以《凤凰台》告终,对读者来说并

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阅读选择。首先,诗人从北

边的秦州南下同谷,可是凤凰台位于同谷县东南,
并不在诗人的旅行路线上。③因此,对于一组纪行

诗来说,以《凤凰台》作结并不合适。第二,诗人在

《凤凰台》题下自注:“山峻,不至高顶。”这一小注

明白地告诉读者,诗人没有登上凤凰山,没有亲眼

看到山顶上的凤凰台,这和从秦州到同谷一路行

来诗人对诗题中所标记的地点总是身履亲历构成

了明显不同。第三,“凤凰台”和诗人歌咏的同谷

县另一地点“万丈潭”,由于都是同谷的风景点,而
且一山一水、一凤一龙(诗中提到潭有黑龙),其实

反而构成了绝妙的对照,以至于有学者专门撰文

对《凤凰台》和《万丈潭》进行对比分析。④ 然而这

也更说明《凤凰台》对于其他秦州到同谷的纪行诗

来说其实若即若离、离大于合,诗人把它作为纪行

组诗的尾声是别具深意的安排。
我们当然可以忽略代表作者意向的诗歌排

序,对诗歌文本做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解读,
比如说把《凤凰台》和《万丈潭》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作者自注所指示的那

样把秦州—同谷诗作为“组诗”进行阅读,会有一

些不同的发现。

1.《发秦州》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

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

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

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

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

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此邦俯要冲,实
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 临 未 销 忧。
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
惘然难久留。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
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
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身体的地理行程和精神之旅,作者的道路和

“道”,在最后一句诗中完全浑然一体,为这次行旅

赋予了象征性意义。⑤ 如果读完全部组诗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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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过头来回顾这首诗,这首诗会显得更有意味。
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点:诗人说他想去同谷,是因

为同谷在他心目中是人间天堂,气候温暖,食物充

足,有栗实、薯蓣、崖蜜、冬笋,还有清池。他在半

夜启程,他的马已经得水而饮,虽然在这句诗背后

隐隐可以听到陈琳《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的
回声。

2.《赤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

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

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

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

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

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在到达天堂之前,诗人必须首先经历地狱:他

带家人离开秦州是为了逃避饥饿与寒冷,可是一

路上饥寒都在追逐他们。第一首诗提到“无衣”,
此处第一句就点出“天寒霜雪繁”,更兼“山深苦多

风”,使“无衣”的寒冷更加难耐。第一首诗提到

“无食”,这里诗人却没有谈自己的饥饿而是写到

孩子们的饥饿:身为父母者都知道,成年人可以忍

受一餐饭的短缺,幼小的孩子则缺乏这样的耐力,
他们的叫饿使身处窘境的父母感到加倍的艰难

(约两年后杜甫在《百忧集行》中描写了同样的情

形,“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日落

之后将更加寒冷,而晚饭和住宿都没有着落。诗

人在秦州时想象同谷气候温暖,草木“未黄落”,但
刚刚才踏上前往同谷的征途,诗人自己却已“转零

落”。

3.《铁堂峡》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硖形藏

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

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

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

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

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如果在上一首诗中诗人好似秋冬的草木一样

“零落”,那么这里他被山风所吹(呼应前首“山深

苦多风”),在诗进行到中半时飘坠“哀壑底”,诗尾

终于以“飘蓬”意象作结。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首

诗里的竹子又出现在这里,但是没有鲜嫩的冬笋,
却覆盖着“太始雪”,也就是亘古以来郁积不化的

雪,甚至不是前首诗里的新鲜的“霜雪”。“水寒”

再次出现(呼应第一首的“寒塘”),但已经不能饮

马,因为冻结着“长冰”。而诗人的马终于“骨正

折”,这既把第一首诗中陈琳“伤马骨”的潜文本推

到显处,而我马虺阝贵的程度也更远甚于陈琳笔下

的了。

4.《盐井》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

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搰搰,出车日

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

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

固自然。
政府垄断了盐的流通买卖,在公元8世纪70

年代 后 期,盐 税 占 唐 帝 国 税 收 的 一 半。天 宝

(742—756)和至德(756—758)年间,一斗盐只卖

十钱,但是到乾元元年时,也就是杜甫写此诗的前

一年,价钱已经涨到每斗一百一十钱。⑥ 不过,尽
管杜诗以“诗史”著称,我们最好不要犯下用诗歌

来判断盐价的错误。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更重要

的是注意到这首诗中提到的两种颜色———“青”与
“白”如何与组诗反复出现的意象与主题互为表

里:在前一首诗里,青竹被白雪覆盖;在这一首诗

里草木虽然“未黄落”,却被盐卤变成了白色,唯一

的青色是煮盐的青烟。诗人在组诗开始时对同谷

冬笋的浪漫想象,渐渐被途中所见投下了暗影。
虽然8世纪诗人对人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描写

几乎令人想到狄更斯小说里对19世纪工厂的描

写,然而,盐又的确是人类食物中最基本的成分,
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食物和生存正是诗人所致

力寻求的,就好比人心之贪利一样,一切都出于自

然物理,是自然的人性导致了不自然的白色草木

和煮盐的青烟。

5.《寒硖》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

绝岸,积阻霾天寒。寒硖不可度,我实衣

裳单。况当仲冬交,溯沿增波澜。野人

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

辞路难。
如果说上一首诗提到人类饮食中的一个基本

因素,这首诗则转向诗人希图在同谷得到的另一

生活条件:能够帮他解决无衣问题的温暖气候。
诗中点出“仲冬”,显示诗人行程从第一首诗的“十
月交”到此经历的时间变化,第一首诗中的“寒塘”
至此变成“寒硖”,伴随着“我实衣裳单”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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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一片静悄悄,行人太寒冷疲倦而寡言少语,与
当地人特意前来和行人攀谈形成对比。上首诗里

的“烟”在这里以野餐的炊烟形式出现,仍和食物

有关,而当地人循烟而至,和前面第二首中诗人在

“悄然”的荒野之中寻“烟火”而不得遥相呼应。此

诗结尾处,因为有了篝火、食物、温暖和土人的攀

谈,诗人的情绪显然受到了积极性的感染,努力看

到乌云的金边,自慰道:“此生免荷殳,未敢辞

路难。”

6.《法镜寺》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

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鲜净,萧摵寒

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

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

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

冥子规叫,微径不复取。
这首诗是组诗的中间点,好似幕间休息。在

征途中诗人暂时停止前行,去拜访一家寺庙。到

杜甫的时代,“游寺诗”已有一个漫长的传统,也形

成了一定的程序。在很多游寺诗中,诗人寻访寺

庙的旅程也隐括了求法的历程。然而,杜诗却并

未讲述一个觉悟叙事,而是描述了一段好像被施

了魔法的梦幻般的经历。对宿雨和朝云的描写,
甚至隐隐回响了巫山神女和楚王的幻情。在日光

中闪烁的朱甍和明亮璀璨的户牖都只强化了头目

的晕眩感,让人想到杜甫最钦佩的南朝诗人庾信

在其《梦入堂内》里的两句诗:“日光钗焰动,窗影

镜花摇。”诗人们都是借用光与影的交动及其创造

的恍惚和迷乱来描写一种不真实感。如此一来,
藤萝与竹林交蔽的山寺构成了一个具有魔术魅力

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时间的流逝是以诗人暂时

忘记了他在人世间的责任(“忘前期”)为标志的。
同时,佛教寺庙往往会给访客提供餐饮茶点,我们

可以相信杜甫在此流连徘徊期间享受到的不仅是

精神的休憩,也是身体的舒适。
“冥冥子规叫”打破了魔咒。杜鹃的啼鸣,本

是“不如归去”之意,在这里却只提醒诗人回归人

世,继续他的征程。但是,这里杜鹃的叫声对诗人

和读者来说都是令人吃惊的:就在上一首诗里,我
们得知时序已到仲冬,然而杜鹃一般是到了晚春

和初夏的交配季节才会常常啼叫的,杜甫在公元

766年写下的《杜鹃》诗即有“杜鹃暮春至,哀哀

叫其间”的句子。“冥冥”也同样出乎意料:很多杜

鹃种类都是夜间啼鸣的,但是这首诗的时间明明

是日在中天的“亭午”,此前的诗句还充满了晃朗

的日光! 这首诗的最后数句,从“朱甍半光炯”至
“冥冥子规叫”,充满反常的情形,十分迷离恍惚,
把诗人从梦幻中惊醒的声音本身就和梦幻一样缥

缈不实。
《法华经》“化城喻品”中有一个著名的譬喻,

也就是所谓法华七喻之一的“化城”。一群求宝的

旅人,经历种种“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
“中路懈退”。旅人之中有一导师聪慧明达,为鼓

励众人继续前行,遂以法力幻出一城。“众人前入

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尔时,导师知此人众

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
等去来宝处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

耳。’”在杜甫此诗里,我们看到极其相似的情形:
饥寒交迫、鞍马劳顿的诗人,不仅“身危”,而且“神
伤”,从精神到肉体都处于崩溃边缘,法镜寺为他

提供了休憩之地,它是诗人的“化城”,是他的佛教

桃源,因为休憩之后,化城即灭,而他就像离开了

桃源的渔人那样再也不能重来:“微径不复取。”
我们注意到法镜寺有竹林环绕:“婵娟碧鲜

净,萧摵寒箨聚。”寒箨是冬笋脱落的笋壳,而冬笋

正是诗人在秦州时所梦寐以求期待于同谷的。但

诗人不能留在化城里,他必须继续前行。

7.《青阳峡》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

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硖角来,天窄壁

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

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

浩漠漠。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

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
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漠。
离开了暂时的避难所,诗人的征途变得更加

艰险。青阳峡的山峦似乎具有魔怪气质:“奋怒”
的岩石、平如刀削的峭壁、仿佛魑魅呼啸的风声。
中古早期发展出来一种只有通过地狱才能达到乐

园的文化叙事模式,杜甫在这里的山水描写绝对

是以刀山剑林的地狱描写为范例的。这是在《发
秦州》之后、《凤凰台》之前篇幅最长的一首诗。值

得注意的是,它包含了六个方位:南、西、东、北、
上、下(第2、7、15、16、9、10句),似乎在暗示诗人

的登山和看山经验至此达到了包笼六合的全面性

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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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发秦州》里,诗人哀叹

“登临未销忧”,还抱怨说秦州山水不佳,“溪谷无

异石”,可是在这里,他好像已经完全受够了登临,
也看够了奇石,已经达到“苦厌山”的程度了。

8.《龙门镇》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不辞辛

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门云雪隘,古镇峰

峦集。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

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

夜中泣。
成皋是洛阳以东的战略要地。在杜甫动身前

往同谷的那一年,史思明叛军攻下洛阳。这首诗

弥漫着无能为力的情绪。雪再次出现,和云一起

构成白色的关隘,但是不能抵挡胡马的进袭。就

连风和水———在这里成为武器的替代———也是

“涩”(钝而生锈)的;心如铁石的军人也在夜间

哭泣。
第一首诗曾提到渐渐黑暗下来的“孤戍”,以

陈琳《饮马长城窟》的潜文本暗示了边塞屯守的艰

苦。这一母题在第三首、第五首中被重新点到

(“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此生免荷殳”),现在

则彻底重现,对古镇孤戍做出详细的描绘。诗人

逃避饥寒的欲望在此和饱尝寒冷的戍卒的夜泣交

相呼应,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边塞乐府主题,现在成

了诗人见到的实景。

9.《石龛》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

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

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伐竹

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

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

何渔阳骑,飒飒惊烝黎。
越向前行,诗人似乎越陷入迷乱。在第七首

《青阳峡》中,诗人抱怨“道弥恶”,这里他则完全

“道路迷”。前一首视野包括六合,此首则左、右、
前、后皆为熊罴、虎豹、长啸之鬼、哀啼之狨所包

围,又只听得见声音,却看不到影像。诗人对现实

越来越失去控制,还反映在这首诗是整个组诗中

最虚幻不实的。这不是说诗人有了一次梦幻般的

经验,而是说这首诗提供了一个楚辞式的寓言山

水(第1-6句),其中呈现了一个乐府角色(第9
-14句)。

如果说第七首诗写到东西南北,而这第九首

诗也写到东西南北或前后左右,至少第七首诗里

的山峦具有雄伟豪放之美感和真实感,这种美感

和真实感在这第九首诗中却完全缺席。相反,这
第九首诗倒是具有一种神志错乱感,好似高烧病

人的呓语。这主要表现在全诗缺少视觉意象,唯
以声音为主:诗人于前后左右皆听到咆哮啼号,伐
竹者的悲歌似乎从云端传来,诗收尾处以遥远的

西北部渔阳叛军铁骑的“飒飒”声作结。诗人唯一

“见”到的景象是第8句中的“虹霓”。但是因为虹

霓应该在冬天的第一个月就隐藏不见,仲冬见到

的虹霓似乎是诗人的视觉幻象,是特异的、不正常

的现象,也是不祥的兆头。⑦

伐竹者之歌悲叹是因为连年战争,美竹采尽,
这直接威胁到诗人对同谷密竹冬笋的想象。在下

一首诗里,他已经非常接近目的地,开始尝试着对

同谷的生活做出比较现实的打算。

10.《积草岭》
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

响交,惨惨石状变。山分积草岭,路异明

水县。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卜居

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

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

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
在前一首诗里,诗人意识到当地的竹林资源

已然告罄,百姓生活贫困,他在这一首诗里对同谷

生活表达了比当初的浪漫理想要远为现实和谦卑

的愿望。他不再奢谈有栗实、薯蓣、崖蜜、冬笋,表
示只要“食蕨不愿余”就很好。这一首诗的意义和

趣味几乎完全依赖于组诗的语境。
在这首诗里,诗人突如其来地提到同谷县的

“佳主人”———这位“佳主人”既没有出现在第一首

诗里,也没有出现在最后一首诗里———这颇令人

吃惊。这不仅因为离目的地越近,诗人就对他在

那里受到的接待越上心,而且这也是诗人告诉读

者“主人”终于令他失望的含蓄方法。最后一首诗

对主人只字不提,这种沉默正因为《积草岭》而更

加响亮。

11.《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

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

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

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

莫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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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目的地越近,诗人越焦虑,但在到达之前,
却还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哀江南赋》中,庾
信如是描写被俘略到北方去的南人所经历的艰辛

旅程:“饥随蜇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

青。”杜甫和家人虽然是在南行,但是他们也不得

不面对无穷无尽的青泥。在黑色境地中,诗人表

现出他的幽默,第三联“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
回应的是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的

句子:“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谢灵运意在表

示他不在乎离群索居,只遗憾无人和他分享山水

之美。杜甫则用了同样的句式,甚至是同样的韵

字,来表明他不在乎道路漫长,只担心他会和全家

老少被穷山恶水所困,一同沦陷在青泥中。我们

意识到,杜诗的开头两句“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

中”虽然运用了“朝发黄牛”的谣谚,但其实也与谢

灵运此诗的开头“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遥相

呼应,构成了对谢灵运的戏仿。
杜甫这首诗另一幽默之处在于“泥功”和“人

功”的对比。对造物主来说,此山之泥泞“非一

时”,出于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可就;同样,对
人来说,他们如要在此山修筑一条通道,也必须付

出长期的劳力。就连对于那些试图穿越的行人来

说,也同样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就连比人敏捷百

倍的猿与鹿都无法依靠它们的灵敏迅速逃脱青泥

的陷阱。如此,当诗人在结尾处告诫北来人“莫匆

匆”的时候,这一告诫带上了一层黑色幽默色彩,
因为此山是“匆匆不得”的。

把一座山的名字坐实,让人想到第一首诗中

诗人也曾把“栗亭”的名字在想象中坐实,但现在

诗人已经不再那么天真了。

12.《凤凰台》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

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

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

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饮啄

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忘外求。血

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
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 意 八 极 周。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
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对于一路陪伴着杜甫经历千难万险来到同谷

的读者来说,这最后一首诗真是一个令人震惊、困

惑、挢舌不下的反高潮! 也只有把它放在组诗的

语境里看待,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力量。这里没

有一句提到诗人曾幻想过的人间仙境,甚至没有

一字提到同谷。前面我们说过:凤凰台在同谷县

西南,根本不是诗人从秦州到同谷所经之处,而是

已经过了同谷。在旅程尽头,诗人把眼光集中在

一座至高至峻、他根本没有攀登到顶的山上,似乎

是在告诉读者,那曾经激励着他长途跋涉的天堂

根本不存在,现在已然精疲力尽的诗人只能在精

神上继续他的远游。
在《发秦州》里,诗人谈到自己迫于饥寒才动

念去同谷;在第二首《赤谷》中,他谈到的却不是自

己而是孩子们的饥寒。无论古今中外,我们都可

以想象这种最普遍的人性的情形。孩子在旅途中

不断询问父母:“我们到了没有? 什么时候才会

到?”我们也可以想象大人和孩子在终于到达同谷

之后对一切不符所想的失望。然而,在最后一首

诗里,诗人却只字不提自己的失望,而是把他的失

望升华为至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从自己忍饥挨

饿的幼子,想到山顶上或有失母的凤雏在嗷嗷待

哺。诗人因此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愿望———把自己

的心剖出来,把自己的血献出来,供给饥渴的凤

雏。整个组诗里竹子的意象贯彻始终,在这首诗

里也果然不出所料地再次出现:杜甫不再为自己

企求“冬笋”和“清池”,相反,他虽然愿自己像第九

首《石龛》里的伐竹者那样攀登万丈云梯,却不是

为了砍伐竹子,而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竹子的替

代,要饥饿的凤雏把他的心当作竹实来啄食,把他

的血当作甘泉来吸饮。
这种鲜血淋漓的巴洛克风格的想象,这种极

端的授食,绝无“温柔敦厚”可言,使许多明清时期

见识平庸、成见在心的论者感到不安,不以为然,
无不以“极变”(何焯语)视之。王士禄的评论简短

而颇有微词:“似孟郊。”张溍称之为“变调”,并说:
“以一首观,则若可删。”乔亿褒中含贬:“意正,不
嫌辞诞。”郭曾炘则索性直言:“此诗毕竟不佳。”⑧

但是,诗人的确做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惊人

之处不在于对句的雕琢,而在于诗人通过这次征

途发生的巨大转变:在组诗开始时,他只想到为自

己寻求食物,哀叹“身危”与“神伤”,现在他却想要

把自己的身与心变成食物、作为牺牲,解救山上受

困的神鸟,让它能够再次翱翔天际,衔来瑞图,“再
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这样的巨变———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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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担忧自己的家庭成员,到同情他人,再想

到整个天下———也可以在其他杜诗中看到,如现

代读者耳熟能详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即是。但

是,《凤凰台》却有所不同:它同情的对象不是人而

是鸟(虽然是神鸟),它所提出的解决方式是把自

己的肉身作为食物和牺牲。在《发秦州》中,诗人

两次引用孔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论语》里著名的

故事:马厩着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我们

也都知道孔子乃斯人之徒,不与鸟兽同群。儒家

最基本的一个教导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损

伤,这里诗人却偏偏要挖心沥血施舍给禽鸟之幼

雏。这种同情心不止于君子远庖厨而已,而是佛

教教义里菩萨救助一切有情众生、甘心舍身的大

悲之心。古今论者往往一看到“渴望中兴”就想到

儒家情怀,把拯济苍生全然归结为儒者意识,但是

一方面诗歌文本不是哲学文本,必须用文学研究

的方式处理,而不是用思想研究的方式处理;另一

方面,这首诗完全颠覆了儒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

的诗教,其极端的狂想开中唐孟郊之风,然而从宋

代以来对杜甫的接受以强调忠君为主,特别因道

学的影响不但压抑了传统儒学传统中任何不符合

新儒家观念的因素,而且在很多方面简化了杜甫。
佛教传统有很多关于自残肢体、施舍肉身的

佛本生故事,像如来断头施人、挑眼施人、割肉饲

鹰种种皆是,其中尤以舍身饲虎的故事最为著名,
讲述佛的前身摩诃萨埵王子出行时看到饥饿的母

虎将要吞食自己的幼崽,决定牺牲自己来拯救幼

虎,因饿虎已无力吃人,他遂以竹枝自刺出血以饲

虎,直到虎恢复气力之后又吞噬了他的肉身。这

则故事出现在很多中古时代翻译和流传的佛教经

典里,如三国时期康僧会 (? -280)翻译的《六度

集经》,慧觉 (约445)翻译的《贤愚经》,以及昙无

谶(385-433)和义净(635-713)翻译的《金光明

经》;中古佛教类书《经律异相》和《法苑珠林》也有

收录;其他尚有《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等。
中古艺术如敦煌石窟壁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雕

刻等,对此故事更是有丰富的表现。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杜甫盘桓日久的秦州、同谷等地所在的甘

肃省,至今仍流传下来很多表现舍身饲虎本生故

事的北朝佛教壁画、雕塑和造像碑塔,如天水麦积

山石窟壁画、秦安造像碑塔等,都是杜甫在其生活

的时代可以亲见的。⑨

《法华经》用“化城”来比喻小乘的涅槃果位。

相对于大乘对普度众生的强调,小乘教义宣扬自

我解脱。如果说组诗中间的《法镜寺》给诗人提供

了暂时休憩的化城,那么我们必须记得《法华经》
中在化城休憩的旅人所要寻觅的“大宝”,正是对

一切有情众生的救度。组诗的末尾应该提供一个

结局和问题的解决,而杜甫也确实做到了此点。
是以诗题下面特别强调纪行组诗一共“十二首”的
自注非常重要:组诗的结构只有在读者读到终篇

的时候才得以真正建立,而这一结构正是诗人经

历种种磨难、最终修炼到觉悟有情的叙事结构。

三

《发秦州》以对孔子的回应开篇与收尾,然而

组诗却以追寻—觉悟/自我解脱—自我牺牲的佛

教叙事结构贯穿始终。这种混杂的话语本身最有

代表性,它展示了一个中古人士的复杂的精神世

界,更展示了诗人一路行来思想感情伴随着经历

的变化而发生的种种变化。诗人并不直接叙说,
而是借助若干意象和主题的反复出现、多重变化

来委曲地暗示这一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样一

来,不仅把诗歌的文体形式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组诗的框架之外,每一首单另诗歌都具有

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独立欣赏。这是一

个出色的文学文本与一个纯宗教文本最显著的

区别。
在探讨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可以

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探讨,但出发点是文学研究还

是宗教研究,却会为文本带来不同的观照。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出发点是宗教研究,也许会只注意

到《法镜寺》这首诗,因为直接涉及寺庙;但是,如
果做出文学解读,注重诗人用诗歌形式展示和暗

示(而不是直接表达言说)的意义,却反而会看到

组诗的宗教精神。⑩

注释:

①本文使用杜诗版本为王洙《宋本杜工部集》(上海印书馆1957
年版)以及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四)卷七(人民文学出

版社2014年版),第1699-1770页。嗣后引文不再一一注明。

②近文可参苏怡如:《杜甫自秦入蜀诗对大谢山水诗之继承与逸

离》,《文与哲》2010第16期,第203-236页。

③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研院”1986年版),第

836页,李济阻:《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杜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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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刊》2003年2月第76期,第44-51页。

④黄奕珍:《论<凤凰台>与<万丈潭>“凤”“龙”之象征意义》,见黄

氏著《杜甫自秦入蜀诗歌析评》(里仁书局2005年版),第83-

128页。温虎林按《万丈潭》题下有一小注“同谷县作”,然而在

杜集早期版本中,此诗总是排列在《发秦州》一诗之前,这一做

法违反了在诗体之下按照写作时间排列诗歌顺序的常态,和后

来的清代杜集版本形成鲜明的反差(清代版本一般来说总是把

《万丈潭》放在《凤凰台》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

后)。台湾地区学者黄奕珍据此推测说,早期版本的诗歌排列

顺序大概反映了诗人本人的设计,因《万丈潭》不符合纪行诗的

形态,所以把它放在《发秦州》之前,以保证它不和“秦州—同

谷”纪行诗混淆,但又担心读者会误以为万丈潭是秦州地名,所

以特别加注说诗写于同谷。这一说法可供参考。见《杜甫自秦

入蜀诗歌析评》,第83页。

⑤黄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诗歌析评》对此有详细讨论。卢本德

(LucasR.Bender)2016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杜甫:诗史与诗

圣》中对这首诗做出格外细腻的解读,特别指出开篇和结尾对

孔子的回应:甚矣我衰,和反用“吾道穷矣”(第328页)。

⑥《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54,1378页。

⑦按“虹藏不见”曾是唐代进士考试的题目。李处仁曾以此为题

写过一篇赋,建中时期(780—783)的进士徐敞以此为题写过一

首诗。

⑧《杜甫全集校注》(四),第1765-1768页。

⑨很多艺术史和文物学者对此有所撰述,可参看魏文斌、高海燕:

《甘肃馆藏造像碑塔舍身饲虎本生图像考》,《中原文物》2015
年第3期,第63-73页;高海燕:《中国汉传佛教艺术中的舍身

饲虎本生研究述评》,《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1期,第170-

180页。

⑩本文曾在2016年12月武汉大学文学院与武汉大学宗教文学

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谨向会议举办者和提问的听众致谢。

ConsciousNarration:ABuddhistReadingofDuFu’sTravelPoems

TIANXiaofei
(DepartmentofEastAsianLanguagesandCivilizations,HarvardUniversity,Boston,USA)

Abstract:TheinfluenceofBuddhismonChineseliteraturepermeates.ThepaperanalyzesDuFu’s“Qinzhou-
Tonggu”grouppoemsfromtheperspectiveofBuddhism.Thegrouppoems,oftenreadandappreciatedindependently,

actuallyimplyconsciousnarrationofreachingBuddha.DuFu’sself-annotationcombined12separatepoemsintoanor-

ganicwhole.Ifthe“Qinzhou-Tonggu”poemsarereadasDuFuindicatedinhisself-annotationasagroup,readerscan
findthatthestructureofthegrouppoemsarenotcompleteuntilthelastpoemofthegroup.Thisstructurereflectsthe
trialsandfinalepiphanyofthepoetwhichisakindofBuddhistnarrativestructure.Thepoem “FaQinzhou”beginsand
endswithitsechoeswithConfucius,whiletheBuddhistnarrativestructureofquest-self-release-self-sacrificerunsthrough
it.Eventhoughtherelationshipbetweenreligionandliteraturecouldbediscussedinthemulti-disciplineway,theperspec-
tiveofliterarystudiesorreligiousstudieswillbringaboutdifferentreadings.Focusingontheformandsuggestionsofthe

poems,aliteraryreadingrevealsthereligiousspiritofthegrouppoems.
Keywords:Buddhismandliterature,“Qinzhou-Tonggu”grouppoems,Buddhistreading,conscious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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