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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南與臨濟宗黃龍派
楊曾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中國禪宗在真宗、仁宗時期（十一世紀前半葉）迅速走向興盛。臨濟宗繼雲門宗之後有
後來居上之勢，特別是在石霜楚圓之後，在南方傳播非常迅速。楚圓門下出了不少著名禪僧，
在叢林間影響很大。其中慧南與方會創立臨濟宗黃龍派、楊岐派，將臨濟宗推向一個新的時
期。從此，禪宗有了「五家七宗」之稱。「五家」是禪門五宗：臨濟宗、溈仰宗、曹洞宗、
雲門宗、法眼宗，外加臨濟宗的黃龍派和楊岐派成「七宗」。然而，這一稱法只是表示歷史
上曾經出現過禪門五家、七宗的情況，並非表示它們一直同時存在。因為其中有的禪派早已
消亡，有的是稍後衰微並消亡，到中國近代以後只有臨濟宗楊岐派、曹洞宗存在，其他禪派
法系已經失去傳承了。
下面先對慧南及其重要弟子、臨濟宗黃龍派進行介紹。
有關黃龍慧南的傳記、語錄，載於宋‧惠洪《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二〈慧南傳〉、《黃
龍慧南禪師語錄》（《黃龍四家錄》之一，簡稱《黃龍錄》）、惟白《建中靖國續燈錄》卷
七、悟明《聯燈會要》卷十三、正受《嘉泰普燈錄》卷三、普濟《五燈會元》卷十七等。

一、慧南與臨濟宗黃龍派
黃龍慧南（一○○二－一○六九），也作惠南，因曾在黃龍山傳法，便以黃龍為號。俗
姓章，祖籍信州（治今江西上饒縣）玉山，年十一離家，在懷玉定水院師事智鑾，十九歲剃
髮受具足戒，此後遊方。前往廬山，先在歸宗寺跟自寶禪師學坐禪；又至棲賢寺師事法眼宗
的澄諟禪師（按：原作諟禪師，法眼下二世），澄諟臨眾「進止有律度」，便按其規範約束
自己。三年後辭別，渡淮河，依蘄州三角山懷澄禪師。
懷澄是雲門宗五祖師戒的弟子，屬雲門下三世，是當時著名禪師之一，後至洪州靖安縣
泐潭寶峰寺傳法，故史書也稱泐潭懷澄。[註 1]懷澄見到慧南，十分賞識，在移居泐潭時慧南
也跟隨前往，便讓慧南在他門下擔任首座，有時代他向弟子說法。在南昌傳法的文悅禪師，
嗣法於善昭的弟子大愚守芝。每見到慧南，感歎他投師不當，某次同遊西山的時候，告訴他
說，懷澄雖是雲門文偃之後，然而其禪法與雲門有異，「雲門如九轉丹砂，點銕作金；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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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流去」。慧南聽到他如此貶譏他的師父，十分生氣。然而在此之後，
文悅又借機對他表示：「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
人哉？」[註 2]是說雲門當年具有非凡氣概，絕不容忍死語；而懷澄經常向人傳授禪語，然所
傳不過是死語而已。雲門下一世洞山守初（九一○－九九○）曾說：「語中有語，名為死句；
語中無語，名為活句。」所謂活句或活語實際是對某種問題不作正面解釋，從中找不到與所
問相對應內容，從而可以給人種種聯想的餘地；相反則是死句，死句也就是死語。守初還曾
說：「九丹一顆，點鐵成金；至理一言，轉凡成聖。」（《古尊宿語錄‧襄州洞山第二代初
禪師語錄》）文悅不滿意懷澄運用比較明確的語言說法的方式，稱之為死語，借用當年守初
的話來啟示慧南不要過於相信懷澄的禪法，並且勸他改投石霜楚圓的門下。慧南聽從了他的
規勸，決定投師楚圓。然而聽說楚圓每日不正經處事（「不事事」），又常輕慢叢林中的後
輩僧，又感到後悔。
此後他與人結伴到了南嶽衡山福岩寺，在一位據稱嗣法於曹洞宗大陽明安（警延）禪師
的綽號為「賢叉手」老宿門下擔任書記。不久這位老宿去世，知州請楚圓任此寺方丈。楚圓
到寺之後，慧南見他儀態嚴肅，在說法中經常對各地叢林提出批評，而他所稱之為「邪解」
者多是指泐潭懷澄所密傳之旨。於是決定入室問法。然而楚圓知道他已經領徒並且「名聞叢
林」，在開始並不想立即接納他，邀他一起談談再作決定。《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二〈慧南
傳〉這樣記載：

慈明（按：楚圓）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洞山三頓棒。洞山於時應打
不應打？公（按：慧南）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便是喫棒，則汝自旦及
暮，聞鵶鳴鵲噪、鍾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卻。慈明云：
吾始疑不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理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
趙州嘗言：台州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不知答。趨出，明日
詣之，又遭詬罵。公慚見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豈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
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
傑出叢林是趙州，老婆勘破沒來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行人莫以路為讎。
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易之，而心服其妙密。留月餘，辭去。

楚圓在接納慧南為弟子的過程中，是力求做到讓他心服。他說，既然你曾學雲門禪，對
雲門禪一定十分熟悉，那麼，當年雲門對洞山守初來參時說要打他「三頓棒」，是否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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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他？慧南說要真的打他。[註 3]這一下被楚圓抓住破綻，反過來質問：你每天聽到種種聲音
是否意味著一定要吃棒呢？慧南瞠目結舌而退。楚圓立刻表示，現在他才自信可以收他為弟
子。接著又讓他參唐代趙州和尚所說「勘破」五台山路邊一位婆子的話。[註 4]他反覆思慮，
不知如何答對，每次見到楚圓都被罵一頓。他想不通便問：難道罵人也是教導弟子的方法嗎？
楚圓反問，這是罵嗎？他立即大悟，並且寫偈表明自己的悟境。楚圓只示意第二句的「沒」
字還須推敲，他立即將此字更改。據《黃龍錄‧偈頌》所載〈趙州勘破〉，是將「沒」改「有」，
此句改後為：「老婆勘破有來由」。[註 5]此年，慧南三十五歲，應是仁宗景祐三年（一○三
六）。
楚圓在會見與接納慧南為弟子中，是站在主動地位勘驗慧南對禪法的理解和臨機應對的
機敏程度。在他看來，語言在叢林說法和參禪的場合只是個方便的施設，沒有特定的含義，
當年雲門問洞山從何而來和說要打他三頓棒的話，趙州的所謂勘破婆子，他對慧南的斥罵，
只不過是蘊含某種禪機的動作、符號罷了，豈可執著！重要的是應透過這些語句動作領悟其
中的禪機奧妙。看來慧南當時所悟的，也不過如此。因此他才相信泐潭懷澄的禪語是死語，
並且在描述自己悟境的偈中，迴避對上述任何問題作出具體解釋，只是有意強調世間清平，
行人自擇道路，路路相通。從這裡也反映宋代不同禪法流派之間存在分歧的情況。
此後，慧南訪問在南嶽傳法的楚圓弟子芭蕉谷泉（泉大道），又參荊州（治今湖北江陵）
金鑾寺，在這裡與當初勸他投師楚圓的文悅相見，向他致謝。他一度回到洪州泐潭，然而與
舊師懷澄的關係已經疏遠。
慧南在參訪建昌縣的雲居山寺（在今江西永修縣西）之後，到了同安寺崇勝禪院。住持
神立禪師已老，因賞識慧南的人品道行，決定將寺相讓，經請示州府，聘請慧南擔任此寺住
持。慧南在開堂儀式上拈香示眾中，正式表示自己嗣法於石霜楚圓。消息傳到泐潭，懷澄門
下不少人紛紛離寺而去。
此後，慧南應請到廬山歸宗寺任住持，期間因寺失火一度入獄。後又應請到高安縣黃檗
山（在今江西宜豐縣西）任住持，在溪邊建積翠庵為傳法和養老之地。[註 6]他在此寺時間最
長，參考《禪林僧寶傳》中所載他的一些弟子的傳[註 7]，他至少在宋仁宗慶曆六年（一○四
六）來此，約到治平二年（一○六五）以後才遷住分寧縣（今江西修水縣）城西邊的黃龍山
寺任住持。[註 8]慧南在這三個地方傳法，逐漸名聲遠揚，江湖閩粵慕名前來他門下參禪受法
者絡繹不絕。他的法系成為臨濟宗黃龍派。
臨濟宗禪僧宋‧惠洪在《禪林僧寶傳‧慧南傳》中說慧南「住黃龍法席之盛，追媲泐潭
馬祖、百丈大智」，認為慧南門下僧眾之盛可以與唐代的馬祖（馬祖晚年曾在泐潭傳法而且
墓葬在此）、在百丈山的懷海相比。比喻是否恰當暫且不論，不過臨濟宗黃龍派在北宋後期
十分興盛的確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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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南在宋神宗熙寧二年（一○六九）三月於黃龍寺去世，年六十八。死前上堂辭眾，說：

山僧才輕德薄，豈堪人師？蓋不昧本心，不欺諸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輪迴，
今出輪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
無一法可得；六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什麼？

從他臨終的話可見他是充滿自信的：已經擺脫生死輪迴，已經解脫得到自在，然而語氣
一轉，又表示自己如同傳說中釋迦佛從給他授記（預言他未來成佛）的然燈佛處沒得一法，
惠能從五祖弘忍處未得一法那樣，自己一生也未得一法。
他又寫辭世偈曰：

得不得，傳不傳，歸根得旨復何言？
憶得首山曾漏泄，新婦騎驢阿家牽。[註 9]

這實際是以未得為得作為最高的智慧境界，以不傳為傳是傳佛心的妙法，體現出自惠能以來
禪宗奉般若中觀為重要指導思想的傳統觀念。
宋徽宗大觀四年（一一一○）追諡慧南以普覺禪師之號。慧南弟子很多，雲門宗惟白所
編撰《建中靖國續燈錄》成書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年（一一○一），正是黃龍派興盛之時，
卷十二、卷十三記載慧南弟子有七十六人之多，其中有傳錄者四十八人，比較著名的有：繼
任黃龍山寺的寶覺祖心、在廬山東林寺的照覺常總、洪州泐潭寺真淨克文、洪州寶峰山洪英、
洪州雲居山的元祐、潭州雲蓋山守智、洪州仰山行偉、筠州黃檗山惟勝、開封惠林寺德遜等
人。

二、上堂祝聖和黃龍禪法
(一)順應時勢，上堂為皇帝祝壽、為官員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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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是在適應以皇帝為首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的過程中傳播和發展的。作為中
國佛教宗派之一的禪宗，自然也是如此。然而將新任住持拈香為皇帝祝壽，為地方官祝福，
向師父報恩的完整禮儀納入寺院開堂儀式程式的，是宋代的禪宗。在現存宋代禪僧語錄中，
汝州葉縣歸省、潭州神鼎洪諲的語錄對此有最早的較詳記述，他們二人都是首山省念的弟子。
此後，這種做法日漸普及。在楚圓及其弟子慧南、方會、克文等人的語錄中也有這種記載，
看來這已經成為禪宗叢林的一種定制。
在宋代，一位禪師到一所重要的官寺任住持（也稱方丈），一般先由一位或幾位禪師向
地方官──知州或知軍推薦，然後由地方官簽發「請疏」（相當聘書）派人去請。在為這位
禪師進入寺院舉行升座儀式前，還要寫請疏請他開堂說法。按照慣例，請疏要請地方僧官當
眾宣讀，接著禪師拈（或作「撚」）香祝聖、說法。[註 10]慧南前後在四所寺院任住持，現存
《黃龍錄》中雖然只有初住高安縣同安崇勝禪院語錄中有開堂祝聖的記載，然而他在平時的
說法中也常為皇帝、地方官祝福，也構成他說法的一種特色。請先看《黃龍錄》中所載他在
建昌縣同安崇勝禪院開堂升座儀式上祝聖的情況：

開堂日，宣疏罷，師拈香云：此一炷香，為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云：此為知軍
郎中、文武寀僚，資延福壽；次為國界安寧，法輪常轉。又拈香云：大眾且道，此一
炷香，當為何人？多少人卜度，未知落處。今日為湖南慈明禪師，一炷爇卻，令教充
遍天下叢林，與一切衲僧為災為禍去。
維那白槌云：法筵龍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噫云：好箇第一義，幸自完全，剛被維那
折作兩橛。還有人接續得麼？遂左右顧視大眾，乃云：若接續不得，同安今日拈頭作
尾，拈尾作頭去也。有問話者，切須著眼。時有僧問：寶座已登於鳳嶺，宗風演唱嗣
何人？師畫一圓相。進云：石霜一派迸入江西也。師云。杲日當天，盲人摸地。……
[註 11]

建昌縣在北宋屬南康軍（治今江西星子縣），長官為知軍（職權略等於知府、知州）。慧南
提到的「知軍郎中」，當是帶有尚書省及所屬各級官銜的人擔當知軍。寀（原指埰地，也意
為官）僚，即官僚。在開堂升座儀式上，慧南待有人宣讀他任同安寺住持的請疏之後，首先
拈香為皇帝祝壽，為知軍及其屬下官僚祝福，並且祝國家安寧，佛法永在，最後拈香祝師慈
明楚圓的法系昌盛。在維那擊槌告白「法筵龍象眾，當觀第一義」之後，開始說法，中間穿
插禪僧站出來問法，他作回答，所說的內容未必答如所問，有時也用反語、轉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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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到皇帝生日（聖節）的時候，慧南也上堂為皇帝祝壽。《黃龍錄》記載他在同安寺、
筠州黃檗山寺兩次為皇帝祝壽的語錄。從他在經歷推斷，當時的皇帝為仁宗。他在歸宗寺上
堂為皇帝祝壽時說：

今日皇帝降誕之辰，率土普天祝延聖壽即不無。諸仁者，還識王子也未？若人識得，
盡十方微塵剎土，皆屬上座，更非他物，便坐涅槃城裡，端拱無為，統三界以為家，
作四生之依怙；若也未識，佛殿時裡燒香，三門頭合掌。[註 12]

這裡是以「王子」比喻佛性、自性，意為在因位的佛。他藉為皇帝祝壽之機，引導門下體認
自己本性──「王子」，說能夠體悟自性，便可涅槃成佛，與十方三界統為一體，否則，還
是在寺院燒香禮拜的普通僧。
在黃檗山上堂為皇帝祝壽時說：

斯辰今上皇帝慶誕之日，普天皆賀，率土欽崇，堯天舜德，同日月以齊明；玉葉金枝，
共山河而永固。恩憐萬國，澤降他邦。獄無宿禁之囚，馬共牛羊之洞。修文偃武，罷
息干戈，萬民鑿井而飲，百姓自耕而食。家國晏然，事無不可。[註 13]

說完下座。在這裡除了歌頌仁宗的德政、社會安定之外，沒有接觸任何禪法。
慧南在廬山歸宗寺（在今江西星子縣）上堂說中說：

昨蒙本郡（按：此應指南康軍）殿丞、判官、秘書特垂見召。然部封之下，不敢不來。方
始及門，便有歸宗之命。進退循省，深益厚顏。此乃殿丞、判官，曩承佛記，示作王
臣，常於布政之餘，寅奉覺雄（按：指佛）之教，欲使慧風與堯風並扇，庶佛日與舜日
同明。苟非存意於生靈，何以盡心之如此。是日又蒙朝蓋光臨法筵，始卒成褫，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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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荷。昔日裴相國（按：唐裴休）位居廊廟，黃檗受知；韓文公（按：韓愈）名重當年，
大巔得主。以今況古，有何異哉！[註 14]

大意是他奉命到南康軍府，受命任歸宗寺住持，在入寺說法之時，軍府官員又特地前來聽法，
他在感激之餘，表示軍府官員是前世得到佛的授記（預言）來人間為王臣，從政之餘還信奉
佛法，想使佛法與王法共相輝映，庇佑生靈，最後以唐代裴休與黃檗希運、韓愈與大巔和尚
的關係來比喻軍府長官對自己的理解和護持。
宋代負責各路司法刑獄、巡察盜賊的官署名提刑司，其官稱提點刑獄同事，簡稱提刑。
南康軍在北宋一直屬江南西路，也有此官。某日，提刑官員到廬山入歸宗寺，慧南上堂說法，
在說法中以生動的語言對禪宗傳承、禪法要旨略作說明，其中說：

是法非有作思惟之所能解，非神通修證之所能入，不可以有心知，不可以無心得，悟
之則頓超三界，迷之則萬劫沈淪。只如今日，王官普會，僧俗同筵，坐立儼然，見聞
不昧。為是迷耶悟耶？於此見得，不待三祇劫滿，萬行功圓，一念超越，更無前後。
此日山寺多幸，伏蒙本路提刑都官、提刑舍人，親垂朝蓋，光飾荒藍，經宿而來，起
居萬福。況二尊官，夙植德本，現宰官身，以慈惠臨民，代今天子宵旰之急，若僧若
俗，若貴若賤，悉皆受賜其福其壽，可勝道哉！既沐光臨，且寬尊抱。[註 15]

慧南是主動還是應請上堂說法雖不清楚，然而這種做法本身是表示對提刑一行官員的隆重接
待，在說法中對禪宗不重言教而重自性覺悟的宗旨以十分簡潔的語言交待清楚，並且用動聽
的語言對他們作一番讚美，自然會使他們對自己、對禪宗產生好感。
應對時勢，為生存和發展創造好的條件，在佛教來說是與「般若」（智慧）並稱之的「方
便」、「智巧」。在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以綱常名教為中心的儒家學說空前發展的
情況下，禪宗高僧通過開堂、上堂說法對皇帝祝壽，對地方官員祝福，祈禱天下太平，並且
按叢林禮儀廣泛地結交儒者士大夫，可以看作是對時勢的順應，是為了取得以皇帝為首的統
治階級理解和支持而採取的措施。這種做法在流行中成為叢林定制，甚至元代《欽定百丈清
規》把它作為叢林清規固定下來。宋以後禪宗的興盛，甚至占據中國佛教的主體地位，除其
禪法主張等原因之外，應當說與它的叢林清規和寺院運營方式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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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龍慧南的禪法

慧南原屬雲門宗，後來投到臨濟宗石霜楚圓的門下，在禪法上繼承自臨濟義玄以來特別
是汾陽善昭、楚圓的禪法。現存相關資料不多，從中看不出他有什麼大的創見。這裡僅簡單
介紹兩點。
1.「貴在息心」
自從惠能提出「無念為宗」的禪法之後，歷代禪師在不同的場合用不同的語句宣述這種
禪法。「無念」，也稱「無心」、「息心」、「息想」，意為雖按常人照常生活在現實的社
會環境之中，一樣地不間斷思念，照常從事各種活動，然而要求對任何事物、任何對象都不
產生貪取或捨棄的念頭，沒有執意的好惡、美醜的觀念。慧南有時稱此為「息心」、「一念
常寂」。他在黃檗山上堂說法中說：

道不假修，但莫污染；禪不假學，貴在息心。心息，故心心無慮；不修，故步步道場。
無慮，則無三界可出；不修，則無菩提可求。不出不求，由（按：此應是「猶」）是教乘
之說。若是衲僧，合作麼生？良久云：菩薩無頭空合掌，金剛無腳謾張拳。[註 16]

第一句「道不假修，但莫污染」是取自馬祖的語錄，下面是他的發揮。引文是說，無須修菩
提之道，也不必學禪，然而應當做到使自性不受到污染，使自心停止向內外的任何追求。這
樣才能使心安靜、清淨，無處不是入悟的道場，哪裡有三界可出，菩提可求呢！然而對此借
助語言表述的「不出不求」的道理，他認為已經是屬於「教乘」（禪宗之外的言教，俗諦）
的範疇，還是多餘的，更高的境界是絕非一般人意念、語言可以表達的，以所謂「菩薩無頭
空合掌，金剛無腳謾張拳」來加以比喻。然而從現實來講，他還是提倡所謂的「息心」的。
他在同安寺時，某年初一上堂，有僧問：「不求諸聖，不重己靈，未是衲僧分上事。如
何是衲僧分上事？」他以「三十年來罕逢此問」，表示問題提得好。他在說法中對於日月更
替，除舊布新，人們在此日彼此祝賀，各敘往來之禮，表示不以為然。他說：

真如境界，且非新舊之殊。何故？豈不見道：一念普觀無量劫，無去無來亦無住。既
絕去來，有何新舊？既非新舊，又何須拜賀，特地往來？但能一念常寂，自然三際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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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何去來之可拘？何新舊之可問？故云：如是了知三世事，超諸方便成十力（按：佛
教謂佛有十種非同一般的力，此指成佛）。[註 17]

是說站在真如實相──畢竟空的高度，宇宙間的一切是融通無間的，既無空間範圍，又無時
間往來，超絕思惟分別。從這個角度來看，世間人們的送舊迎新，賀歲拜年的禮儀便沒有意
義。如果進而將這種認識運用到修行上，取法於真如空寂，則應「一念常寂」、無念，於是
便會萬法圓融的道理，達到佛的境界。在這裡運用的是大乘佛教真俗二諦的思想和相對主義
的圓融道理，從心寂無念的真諦角度否定俗諦，以諸法圓融的思想批評執意分別。
慧南在黃檗山一次說禪中說，到處行腳參禪屬於外求，若「以毘盧自性（按：指佛性）
為海，般若寂滅智為禪，名為內求」，向外求是「走殺汝」，向自身中內求是「縛殺汝」，
要求禪僧「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表示一切「內見外見俱錯，佛道魔道俱惡」
[註 18]，蘊含要求禪僧做到「息心」，做到無所思慮，無所分別，無所欲求。

應當說，在現實的叢林生活中是難以做到這點的，有誰能做到絕對無念、息心呢？如同
前人一樣，慧南的說法只是提供一個最高的修行目標。從現實來說，怎樣引導門下修行呢？
當代溈山靈祐曾說：「凡聖情盡，體露真常，理事不二，即如如佛。」[註 19]意為無論是凡是
聖，只要將情欲煩惱完全斷除，心體的清淨真如本性就會顯現，體悟理事不二，達到佛的境
界。慧南在說法中也一再引用這段話，然而卻改變了部分內容。他說：

云凡聖情盡，體露真常，但離妄緣，即如如佛。雖是古人殘羹餿飯，有多少人不能得
吃。黃龍與麼舉，失利也不少。還有人檢點得出麼？若檢點得出，便識佛病祖病；若
檢點不得，陝府鐵牛吞乾坤。[註 20]

他將「理事不二」改為「但離妄緣」，增加了可實踐性。「妄緣」範圍很廣，一切內在外在
的能夠給人帶來情欲煩惱的東西都可以稱為「妄緣」。既然範圍泛廣，也給人以可根據時機
條件選擇的自由伸縮性。然而他接著以下面的話表示對此也不可執著，似乎是說解脫的道理
以此表述也是多餘的。後兩句似乎是說：能找出這種語言表述的局限，便識得所謂「佛病祖
病」；分辨不出，也無礙於陝府鐵牛與乾坤混然融通的自然狀態。
2.所謂「黃龍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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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南出名之後，門下弟子逐漸增多。他除了上堂說法外，平常還以三句話勘驗弟子或參
禪者，稱之為「黃龍三關」，凡回答得出便得到他的默認，意為過關；回答不出自然得不到
他的印可，便不算過關。據《建中靖國續燈錄》卷七〈慧南章〉記載：

師室中常問僧出家所以，鄉關來歷。復扣云：人人盡有生緣處，哪箇是上座生緣處？
又復當機問答，正馳鋒辯，卻復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問諸方參請宗師所得，卻
復垂腳云：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年示此三問，往往學者多不湊機。叢林目為三關。

第一問是從佛教的生死輪迴思想提出的：人人都是據前世的行為業因轉生來的，那麼你的前
世和業因是什麼呢？對這個問題恐怕任何人也回答不出。按照禪宗的宗旨，對此也是不能正
面回答的，大概可以不答為答，可提出反問，也可以般若空義籠統地回答。第二問是從佛與
眾生相即不二的角度提出的：我的手與佛的手沒有根本差別，是相似的。然而對此也不能正
面回答似與不似，可以用不相干的話搪塞過去。第三問是從眾生平等的角度提出的：既然人
與驢、其他動物都屬於眾生，都不能超脫善惡、生死的因果律的制約，那麼，我的腳與驢腳
又區別在什麼地方呢？對此，同樣也不能按照原問回答。
《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五〈慶閑傳〉記載一段慧南與門下弟子慶閑（後來住廬陵的隆慶
寺）關於「三關」的對話（慧南問，慶閑對答），可以作為生動的例證：

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曰：
月下弄琵琶。又問：我腳何似驢腳？對曰：鷺鷥立雪非同色。

這三個回答，沒有一處是正面回答問題的。對這種回答，慧南雖然沒有明顯表示肯定，然而
從稱他為「伶俐衲子」來看，還是認可的。[註 21]
在叢林間，對這類禪問的回答本來是沒有客觀標準的，帶有很大的隨意性，關鍵在於禪
師是否認可。這從燈史記載一些禪師動輒批評古代禪師的禪語，或同代禪師經常互相批評的
事例可以得到證明。因此，所謂三十年來很少有人能過此三關的說法，是可以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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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龍三關」也就是慧南的門庭施設。據《禪林僧寶傳‧慧南傳》記載，對於慧南的三
問，即使「脫有詶者（按：其回答被認可者），公（按：慧南）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
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吏。從吏問可否，此未透關者
也。」慧南即使對那些回答認可者也沈默不語，認為對這種充滿自信的人已經無關可言；那
些對自己回答沒有自信的人，才會向他問這問那。
慧南繼承南宗禪法，落腳點還是引導弟子體悟自性，所謂「向和泥合水處，認取本來面
目」，是要求弟子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領悟自性；又說：「人人盡握靈蛇之珠，箇箇自抱荊
山之璞，不自回光返照，懷寶迷邦……。」[註 22]是說人人都具有像靈蛇之珠、荊山之璞玉那
樣的清淨佛性，而如果不能直探心源，就無異於「懷其寶而迷其邦」（語出《論語‧陽貨第
十七》），不能體悟自性，擺脫生死。應當說，類似的意思早已叢林間常談的禪話了。

三、慧南的主要弟子
北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錄》卷十二、卷十三記載慧南有弟子七十六人，其中最著名
並且對後世影響較大者有：黃龍祖心、東林常總、真淨克文、寶峰洪英、雲居元祐、雲蓋守
智、仰山行偉、黃檗惟勝、惠林德遜等人。他們在相當現在的江西、湖南一帶傳法，有的也
應朝廷之請到京城傳法，迎來臨濟宗興盛的新時期。這裡主要介紹前面三位禪師。
(一)黃龍祖心

祖心（一○二五－一一○○），因住黃龍山及晚年退住晦堂，故也以黃龍、晦堂為號，
死諡寶覺之號。俗姓鄔，南雄州始興（在今廣東）人。年十九出家為行童，第二年參加為得
度的試經，他不試經而獻詩，被破格允准剃度為僧，參訪叢林，先參謁在南嶽衡山雲峰寺傳
法的臨濟宗大愚守芝的弟子文悅（九九七－一○六二），留止三年，不契，告辭想到別處，
文悅勸他到高安縣黃檗山師事慧南。
他在黃檗山師事慧南四年，無所契悟，又回雲峰寺，此時文悅已去世，便前往石霜山，
試讀《景德傳燈錄》，見其中記載有僧向杭州多福和尚（按：馬祖下三世）提問：「如何是
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兩莖斜。僧曰：不會。福曰：三莖四莖曲。」[註 23]何為多福寺的一
叢竹？多福和尚以竹子的自然形態回答，沒有外添成份。祖心讀此忽然有所契悟，便急忙回
到黃檗山，便立即得到慧南的印可，成為他身邊的弟子。
此後祖心到洪州西山翠岩寺依止楚圓弟子可真禪師（？－一○六一）二年，在可真去世
後又回到黃檗山，擔任首座，有時受慧南之命，分座說法接引學眾。在慧南遷住黃龍山時，
他到靖安縣泐潭寶峰寺參謁曉月。曉月嗣琅邪慧覺，以精通經論著稱。因病寓居章江（此指
章水，即豫章水、贛水，這裡當指豫章──南昌）[註 24]，擔任轉運判官的夏倚對禪宗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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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傑處聽說祖心之名，特地請見。二人在論及《肇論》中「會萬物為己者」[註 25]及有情與
無情一體的時候，正好有只狗伏在香桌下，他便用尺子打狗一下，又敲香桌一下，接著解釋
說：「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夏倚不知如何應對。祖心
便告訴他：「纔入思惟，便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為自己哉？」[註 26]意為通過思惟不能真正認
識真諦，又何有物我一體之說！他實際是從禪宗不提倡借助語言文字思惟的角度，對前代叢
林禪師經常引用的這段話加以否定的。
慧南在熙寧二年（一○六九）去世之後，祖心繼任黃龍山住持，逐漸聲名遠揚，前來投
師和參學者很多。十二年後，主動請求卸任，退居於西園的堂舍，以晦堂為額。他特地在堂
門張榜，提示門下學人：「要窮此道，切須自看，無人替代」，通過晝夜「克己精誠，行住
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體悟「離言之道」；如果不能這樣，不如「看經持課，度此
殘生」；表示對修行有所「發明」者，可以入室請教，否則只在每月初一、十五才對僧眾開
示。[註 27]
隨著禪宗的迅速傳播，儒者士大夫對禪宗發生興趣乃至信奉者增多。祖心也受到他們的
的歡迎，《禪林僧寶傳‧祖心傳》說他「於四方公卿，合則千里應之；不合則數舍亦不往」。
他曾與歸鄉居喪的黃庭堅有密切交往。知潭州的謝景溫曾邀請赴潭州任大溈山住持，他力辭
不赴，他表示：「願見謝公，不願領大溈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
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禮為天人師。今則不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
伍伯（按：此借指地方最底層的官吏）追呼之耳。」（《禪林僧寶傳‧祖心傳》）後來只是
應邀前往潭州為謝景溫說法。他在入京觀光時，外戚駙馬都尉王詵特在城外設庵接待；回來
路經九江受到知江州的彭汝礪的接待。祖心在晚年離群住入通過棧道與外連接的庵室，謝絕
一切來訪者達二十年，哲宗元符三年（一一○○）去世，年七十六歲。弟子建塔喪於慧南塔
之東，惟清為寫〈行狀〉，後又提供此行狀請黃庭堅撰寫〈黃龍心禪師塔銘〉（載《黃庭堅
文集‧正集》卷三十二）。現存祖心的侍者子和輯錄的《黃龍晦堂和尚語錄》，為《黃龍四
家錄》之二。
祖心的弟子中著名的有繼任黃龍山的靈源惟清、死心悟新，在洪州靖安縣泐潭寺的草堂
善清，此外有吉州青原山的惟信、潭州夾山的曉純等人，多在南方。其中惟清與悟新曾名重
一時，與儒者士大夫黃庭堅、謝景溫、徐禧等人有密切交往，影響很大。黃庭堅（一○四五
－一一○五）是宋代著名詩人、文學家，早年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得知於蘇軾，被稱為「蘇
門四學士」，為江西詩派創始人，與蘇軾並稱「蘇黃」，有《全集》傳世。
至慧南下七世、惟清下五世虛庵懷敞（約一一八七－一一九一年間）住持天童寺（在今
浙江鄞縣）期間，日本僧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前來求法，將臨濟宗黃龍派傳入日本。
(二)東林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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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南去世不久的時候，在他的弟子中名聲最高的是常總。
常總（九二五－一○九一），廣惠、照覺皆受自皇帝的賜號，俗姓施，劍州尤溪縣（在
今福建省）人。年十一出家，八年後在劍州（治今福建南平市）大中寺跟契恩律師受具足戒，
身材偉岸，相貌出眾。
初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禾山師事禪智材禪師，不久因仰慕慧南之名到廬山歸宗寺
禮慧南為師，然而在他的門下久無所得，離去。慧南在遭遇歸宗寺失火的災厄之後，南下至
洪州靖安縣石門南塔住持傳法時，常總又前往從學。此後，慧南自石門遷高安縣的黃檗山積
翠庵、分寧縣黃龍山寺時，常總都跟隨在他身邊。據載，他與慧南關係最為密切，「二十年
之間凡七往返」，受到慧南的稱讚，在叢林間逐漸出名。
宋神宗熙寧三年（一○七○）慧南去世的第二年，常總應知洪州的榮修撰（按：修撰當
是官位）聘請為靖安縣泐潭禪寺的住持，此寺的信徒稱之為「馬祖再來」，「道俗爭願見」。
（《禪林僧寶傳》卷二十四〈常總傳〉）
宋神宗繼仁宗、英宗之後也扶持禪宗傳播。元豐三年（一○八○）四月經提點寺務司
[註 28]官員的上奏，決定將開封相國寺東西兩序的院舍統合改建為八區，以其中六區為律院，

東西兩區為禪院，並賜祠部牒二○○份和改建經費。同年，降詔洪州，命將廬山原屬律寺的
東林寺改為禪寺。
當時知洪州的是觀文殿學士王韶（一○三○－一○八一），原想請已退居黃龍晦堂的祖
心出任東林寺住持。然而祖心推辭，推舉常總代任。常總得訊後連夜逃走，王韶下令各地必
須將他找到，最後在新淦縣的一個山谷中將他找到，他便應請到東林寺任住持。寺眾稱他是
東晉慧遠滅後七○○年變東林寺為禪寺的菩薩。（《禪林僧寶傳‧常總傳》）
元豐六年（一○八三）七月，相國寺改建完成，詔賜在東側的禪院為慧林禪院，西側的
為智海禪院。尚書禮部官員命開封淨因禪院住持、臨濟宗禪僧道臻負責在全國叢林中為這二
寺選擇住持。他推舉蘇州瑞光寺宗本（雲門下五世）、東林寺常總為智海寺住持分別為慧林、
智海寺住持。然而常總以病辭不赴，詔「勿奪其志」[註 29]，同意他繼續在東林寺傳法，並賜
給袈裟和「廣惠」的師號。常總在叢林中威望很高，遠近前來投師者很多，門下弟子常達七
百多人。宋哲宗元祐三年（一○八八）經徐王（趙顥）奏請，賜常總以「照覺禪師」之號。
常總住持東林寺長達十二年，在僧俗信眾的大力支持下將寺院進行擴建，並設置經藏，從此
東林寺成為廬山最大一座規模宏偉，輪奐莊嚴的禪寺。《禪林僧寶傳‧常總傳》描繪說：「廈
屋崇成，金碧照煙雲，如夜摩、睹史（按：佛教所說的夜摩天、兜率天）之宮從天而墮，天
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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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總禪法語錄主要載《建中靖國續燈錄》卷十二〈常總章〉。常總在東林寺的開堂說法
的儀式上，有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他沒有正面回答，說：「白雲
封嶽頂，明月映天心。」以常見的山覆白雲，月映天心的夜景作答，似乎蘊含他用以報皇恩
的禪法本來就在自然之中。他某日上堂說：「天啟聖嗣，祥開慶時，紫蓋盈庭，神光照室，
見感真人之應運，爰丁大聖以臨民，數越堯年，道光舜日，萬邦樂業，四海 謠。此乃十地
滿心大乘菩薩之所應現，為人王帝王之寶位。且道有何表證？」然後自答：「是處山呼萬歲
聲。」從他所處的時代看，他當是為宋哲宗即位祝賀。哲宗於元豐八年（一○八五）即位，
翌年改元元祐。由此可見，常總在說法中也很注意適應社會，迎合皇權，以便取得朝廷的支
持。
常總平時很少從正面講述禪法，然而有時也從原則上向弟子傳授禪宗的宗旨。他曾說：

……直饒問極西旨之源，答盡南宗之要，猶是化門，未為臻極。何為至道淵曠？大法
沖虛，非言象之所詮，非文墨之能解，彌綸三有，囊括大千，性一切心，印諸法相。
蓋眾生迷不自覺，至人（按：佛）愍此，出興於世，張皇教網四十九年，三藏圓修，五
乘（按：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五乘，泛指一切佛法）頓備，功成果滿，欲致（按：從意思
看當為「置」字）言詮，乃告人天大眾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葉。
後五百歲，西天二十八祖，唐土六祖，佛佛授手，祖祖傳燈。曹溪老盧法道盛行天下，
遂有五宗之說。若乃統宗會元，飲光悟拈花而微笑，慶喜倒剎竿以忘言，神光斷臂傳
心，盧老舂糠為道。[註 30]蓋投機自得，遇緣即宗。……向上一路，千聖不傳，學者勞
形，如猿捉影。（《建中靖國續燈錄‧常總章》）

他主要是說：1.凡是借助語言表述的佛法皆屬「化門」，即向世人說教的法門，不是最高的
佛法──「臻極」、「大法」，最高的佛法是超言絕相的；2.這種最高的佛法實際指真如、
佛性，認為雖非語言可以表述，然而卻體現於三界萬有現象之中，是宇宙一切事物的「心性」；
3.因為眾生對此不瞭解，所以釋迦佛才出現於世，以大小乘佛法應機進行教化，最後以「拈
花微笑」的方式將無言的心法（「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授摩訶迦葉，才有世世代代以
心傳心的禪宗的流行；4.從終極的意義來說，「向上一路」──成佛解脫的最高真理，是沒
有語言文字的傳授的，如果執意地想求佛求法，那是徒勞無功的。他這樣講的目的是引導門
下弟子和參禪者在參扣和自悟本性上下功夫。
常總曾上堂說：「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辰，每談實相。」（《建中靖國續燈錄‧
常總章》）這種說法的理論根據是《華嚴經》等經典中所表述的佛身普現宇宙、萬物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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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既然佛身無所不在，所以天地日月和萬物皆可宣述佛法。此與惠能的弟子南陽慧忠當
年所說「無情說法」的思想是一致的。[註 31]
元祐六年（一○九一）九月，常總令人鳴鼓集眾，結跏趺坐說偈曰：「北斗藏身未是真，
泥牛入海何奇特，箇中消息報君知，撲落虛空收不得。」言畢泊然去世，年六十七。弟子將
他的全身安葬於雁門塔之東。
一代文豪蘇軾（一○三七－一一○一），曾與常總有過密切交往。蘇軾在宋神宗時歷任
判官告院、開封府推官，因上書陳述王安石變法之弊，在宋神宗熙寧五年（一○七二）被貶
官任杭州通判。三年後移知密州、徐州、湖州，因被告以詩訕謗朝廷，在元豐二年（一○七
九）底被貶為黃州團練使、通判。元豐七年（一○八四）四月奉詔移知汝州，途中請改知常
州。蘇軾在從黃州赴汝州途中，特地到廬山遊玩十餘日，見山谷奇秀，目不暇接，以為絕勝
不可描述，山巒形勝之處有開先寺、棲賢寺、圓通寺、歸宗寺等著名禪寺坐落其間。他最後
參訪東林寺，在此住宿，夜間與常總禪師談論禪法，對常總所說「無情說法」的道理進行參
究，有所省悟。黎明，他將悟境以偈寫出獻給常總，曰：

溪聲便是廣長舌，山色豈非清淨身。夜來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註 32]

詩中的「廣長舌」原是指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謂佛之舌廣而長，柔軟紅薄，能覆面
至髮際，也用以指佛開口說法的形象；「清淨身」是指法身；「八萬四千偈」是指無量的佛
法，偈是佛經文體之一，一般有韻，佛經原典常用偈頌的多少計經文篇幅的大小，如說般若
類經典「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六百偈」，《大涅槃經》的「胡本」有二萬五千偈等[註 33]。
蘇軾的詩意為：既然無情能夠說法，那麼山巒秀色皆是佛的清淨法身的顯現，山間小溪潺潺
的流水聲也意味著是佛在說法，可是對昨夜山川宣說的無量佛法，以後如何向別人轉述呢？
在常總陪他參訪西林寺時，他在寺壁上題詩曰：

橫看成嶺側成峰，到處看山了不同。
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註 34]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普門學報》第 13 期 / 2003 年 1 月

第 16 頁，共 21 頁

論文 / 慧南與臨濟宗黃龍派
ISSN：1609-476X

身在廬山，看到的是廬山千姿萬態的景色，然而若要真正看清廬山面目，還要走出廬山。
詩中有畫，詩中蘊含哲理：只有超越於現象之上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
古來禪宗史書皆將蘇軾看作是常總的嗣法弟子，實際上未必如此。從他與禪僧的關係看，
他與雲門宗僧雲居了元的情誼最深。然而他也確實對東林常總懷有很深的敬意。他在看了常
總的畫像後所寫的〈東林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中，對常總評價很高，說：

忠臣不畏死，故能立天下之大事；勇士不顧生，故能立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
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立如此，而況於出三界，了萬法，不生不老，不病不死，應
物而無情者乎？
堂堂總公，僧中之龍，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
笑，不起於坐，而使廬山之下化為梵釋龍天之宮。（《東坡續集》卷十）

認為常總已經達到超離三界，了悟諸法真諦，超越於生死的局限，雖順應世間卻又不受俗情
制約的境界，是世間尚未入「道」（此實指佛道）的忠臣、勇士不能比的。他甚至把他形象
地比做僧中可以呼風喚雨的龍，將常主持擴建的東林寺比做天宮、龍宮。
蘇軾入朝任官後，與常總也有書信往來。常總曾派人贈送給他茶，請他書寫〈東林寺碑〉，
並告訴他自己患臂痛。現存蘇軾回復常總兩封信，他在信中向常總介紹醫治臂痛的藥方，從
信中語氣看，他尚未動筆書寫碑。[註 35]
(三)真淨克文

真淨克文（一○二五－一一○二），陝府（指今陝西）閽鄉人，俗姓鄭。真淨是經王安
石奏請神宗所賜的號，也以居處以泐潭、雲庵為號。自幼學習儒書，因經常受到後母因辱，
接受親友勸告出外遊學，在復州（治今湖北天門市）北塔寺從歸秀法師門下為童學習佛法，
年二十五受試為僧，翌年受具足戒，此後遊歷開封、洛陽等地，深入學習華嚴宗、法相宗的
典籍，逐漸出名。在龍門山的殿廡間見到雕造的比丘像閉目好像入定的形象，忽然聯想到自
己過去所修習的佛法如同這些造像一樣，沒有生氣，對同伴說：「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
物，雖盡妙，然非活者。」於是棄舊所學，轉而南下參訪禪宗寺院。宋英宗治平二年（一○
六五）在潭州（治今湖南長沙）大溈山聽一僧誦雲門文偃以「清波無透路」回答某僧「佛法
如水中月是否」之問，心中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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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慧南禪師在高安縣黃檗山寺的積翠庵傳法，克文慕名前往投師，在慧南門下參禪，
曾與首座洪英齊名，人稱「文關西」。慧南到黃龍山後，他也隨往。在慧南死後，他曾到仰
山擔任首座。宋神宗熙寧五年（一○七二），他到筠州（治今高安縣）大愚寺任住持，後應
知州錢弋之請住持聖壽寺、洞山普和禪院，先後十二年。元豐八[註 36]年（一○八五）克文取
水路到東吳（今江蘇省江南一帶）遊歷，至金陵（今南京）時，往鍾山定林庵拜謁王安石。
王安石從熙寧九年（一○七六）以後在政治上逐漸失勢，回到金陵。元豐二年（一○七
九）復拜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舒國公為荊國公。哲宗即位，封司空，翌年，即元
祐元年（一○八六）四月去世。王安石平生信奉佛教，對禪宗尤有興趣，經常與禪僧往來。
元豐七年（一○八四）王安石病，神宗派御醫前來診視。病癒之後，他上奏神宗，請求將他
自己所居住的江寧府上元縣的園屋改為寺院，「永遠祝延聖壽」，並請皇帝賜名。神宗准其
奏，賜名報寧寺。王安石為此寺置田莊、度僧。克文前來拜訪他時，是他去世前一年，大概
寺院剛建成不久。[註 37]
王安石從禪林早已聽說克文之名，對他到來十分歡迎。在談話中，王安石問他：各經的
開頭皆標佛說法的時間、處所，為什麼只有《圓覺經》沒有標出時處呢？對此，克文回答：
「頓乘所談，直示眾生日用現前，不屬今古。只今老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按：一般解釋
為佛的法身所依持的國土，稱常寂光土），遊戲三昧，互為賓主，非關時處。」王安石是常
讀佛經的，他將自己發現的問題問克文。克文按照他的理解並結合當時的場合，回答王安石
說：《圓覺經》所說屬於頓教之法，通過一切眾生的日用表現出來，超越於今古。好像我與
您此時同入「大光明藏」（法身土，禪宗主張真俗不二，佛的三身不自性，不離日用），遊
戲於禪的境界（禪宗主張禪無定相，「見本性不亂」為禪），互相是賓主，有什麼時處可言？
王安石對此回答十分滿意，又問：《圓覺經》中有「一切眾生，皆證圓覺」這句話，但圭峰
宗密認為其中的「證」字是錯譯，主張改為「具」字，此義如何？克文以《維摩詰經》中的
「亦不滅受而取證」為據，說：

夫不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眾生現行無明，即是如來大智。圭峰之言
非是。[註 38]

認為《圓覺經》、《維摩詰經》兩段經文意思一致，皆主張眾生不滅無明煩惱而成佛，而不
必如宗密理解的應是眾生本具佛性，改「證」為「具」。王安石對他的回答十分滿意，決定
請他住錫報寧寺，為「開山第一祖」。他與其弟、擔任尚書左丞的王守禮親自寫請疏，稱讚
克文「獨受正傳，歷排戲論」，「頓悟真乘，久臨清眾」。[註 39]此後王安石又奏請皇帝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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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紫袈裟及「真淨大師」之號。鑑於王安石、安禮兄弟的權勢和克文的名望，在克文任住
持後，前來參禪、聽法的僧俗信眾、士大夫很多，以致寺院狹窄難以容下。克文感到難以承
受其勞，不久便辭別王安石回到高安，在九峰山下建投老庵居住，前來參學者很多。
宋哲宗紹聖元年（一○九四）禦史黃慶基知南康，請克文住持廬山歸宗寺。三年後，張
商英知洪州，請克文到靖安縣的石門泐潭的寶峰寺任住持，不久他退居於雲庵，於徽宗崇寧
元年（一一○二）十月去世。死前，弟子請他說法，他說偈曰：「今年七十八，四大相離別，
火風既分散，臨行休更說。」[註 40]
現存克文的禪法語錄全稱《寶峰雲庵真淨禪師語錄》，包括住筠州聖壽寺語錄、住洞山
語錄、住金陵報寧寺語錄、住廬山歸宗寺語錄、住寶峰禪院語錄及他著的偈頌等，共四卷。
南宋‧賾藏主編《古尊宿語錄》將王安石、安禮請克文住金陵報寧寺的疏文、蘇轍序、程袞
序置於全書卷尾，而明《嘉興藏》本則將王安石兄弟的請疏置於卷首，後面附錄載有克文的
弟子惠洪的〈雲庵真淨和尚行狀〉及其〈祭雲庵和尚文〉、〈雲庵真贊〉等文，沒有蘇轍、
程袞二序。據蘇轍之序，蘇轍在元豐三年（一○八○）「以罪來南」（指因兄蘇軾的詩受牽
連謫監筠州鹽酒稅），與克文一見如故，此後克文之徒以其語錄相示，請他寫序。蘇轍在序
中說克文「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龍南公，說法於高安諸山，晚居洞山」。可
見蘇轍所序的克文語錄還沒有包括他後來住金陵報寧、廬山歸宗、石門寶峰三寺的語錄。
據惟白《建中靖國續燈錄》卷二十三目錄，克文有著名弟子十七人，其中有傳錄傳世者
有八人；正受《嘉泰普燈錄》卷七目錄，載其弟子三十三人，有傳錄者二十人；普濟《五燈
會元》卷十七載其弟子十九人。主要弟子有兜率從悅、泐潭文准、黃檗道全、石門惠洪等人。
惠洪是宋代著名學者型禪僧，著有《禪林僧寶傳》、《林間錄》、《石門文字禪》、《冷齋
夜話》等。在徽宗時一度擔任宰相的張商英（一○四三－一一二二）曾與兜率從悅過從甚密，
從他受黃龍禪法。
臨濟宗黃龍派在慧南下的二、三世是最繁盛的時期，慧南弟子晦堂祖心、東林常總、真
淨克文；祖心的弟子靈源惟清、死心悟新及草堂善清，克文的弟子兜率從悅、泐潭文準及惠
洪等人，都是在叢林乃至社會上十分活躍的著名禪師，極大地推進了臨濟宗在江南的傳播，
與他們有密切交往的王安石、謝景溫、蘇軾、黃庭堅、張商英等士大夫，或是在政治上，或
是在文學上，都是有較大影響的人物。由此也可以說，北宋後期臨濟宗黃龍派在中國佛教史、
文化史上寫下了色彩斑斕內容豐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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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關於法眼宗澄諟，請見《天聖廣燈錄》卷二十七；雲門宗懷澄，見《天聖廣燈錄》卷二十三，並《五燈
會元》卷十五。
[註 2] 以上關於慧南的經歷主要據《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二〈慧南傳〉。
[註 3] 據《禪林僧寶傳》卷八〈洞山守初傳〉，原文是：「（文）偃問：近離何處。對曰：查渡。又問：夏在
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離。對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良久，又申
問曰：適來祗對，不見有過，乃蒙賜棒，實所不曉。偃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便爾商略。初默悟其
旨。」雲門對洞山守初對問話作正面回答，沒有任何禪的意境，表示不滿。大概此即所謂的死語。
[註 4] 《景德傳燈錄》卷十〈趙州和尚章〉載：「有僧遊五台。問一婆子云：台山路向什麼處去？婆子云：驀
直恁麼去。僧便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至明日便去問：
台山路向什麼處去。婆子云：驀直恁麼去。師便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為汝勘破
遮婆子了也。」（《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二七七頁中）勘破，意為看透、認清；這裡的勘破，相當
於查驗清楚。路邊老嫗告訴問僧，到五台山應一直走，一會又說可往那邊走。這本來沒有什麼，但通過
言傳，倒把問題弄糊塗了。趙州和尚經親自查驗，便把事情弄清楚了。然而這裡是包含著禪機的，古來
叢林雖多引用，但皆不正面解釋。筆者認為其中蘊含的意思是：通往五台山的路不止一條，同樣，對解
脫之道也可以有不同的解釋。
[註 5] 《大正藏》第四十七冊，第六三四頁下。
[註 6] 據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十七〈江南西路─瑞州‧景物下〉，黃檗山在新昌縣（今宜豐縣）西
一百里，唐‧黃檗（希運）禪師曾在此傳法。
[註 7] 主要參見卷二十三〈祖心傳〉、〈克文傳〉、卷二十四〈常總傳〉等。
[註 8] 分寧縣在唐貞元十六年（八○○）前屬武寧縣。據《輿地紀勝》卷二十六〈江南西路－隆興府‧景物下〉，
黃龍院在分寧縣西一百四十里，謂駙馬都尉王詵曾參禪於此，又載黃山谷（庭堅）詩，有「幕阜峰前對
落暉」之句。另，參考江西省測繪局編，中華地圖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出版《江西省地圖冊》。
[註 9] 《建中靖國續燈錄》卷七〈慧南章〉。首山省念曾以「新婦騎驢阿家牽」回答「如何是佛」之問，載《聯
燈會要》卷十一〈省念章〉。
[註 10] 實際上更多的情況是各地寺院自己為新住持舉辦開堂升座儀式，情況與此有異。請參考元代《敕修百丈
清規》卷三〈請新住持〉。
[註 11] 同 [註 5] ，第六二九頁下。
[註 12] 同 [註 5] ，第六三○頁下。
[註 13] 同 [註 5] ，第六三三頁中。
[註 14] 同 [註 5] ，第六三一頁中。
[註 15] 同 [註 5] ，第六三一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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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6] 同 [註 5] ，第六三二頁下。
[註 17] 同 [註 5] ，第六三○頁上。佛之十力：知覺處非處智力、知三世業報智力、知諸禪解脫三昧智力、知
諸根勝劣智力、知種種解智力、知種種界智力、知一切至所道智力、知天眼無礙智力、知宿命無漏智力、
知永斷習氣智力。
[註 18] 同 [註 5] ，第六三三頁下。
[註 19] 《景德傳燈錄》卷九〈溈山靈祐章〉，載《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二六五頁上。
[註 20] 同 [註 5] ，第六三四頁下。
[註 21] 關於禪僧對黃龍三關的回答，尚可參考惠洪《林間錄》卷上的記載。
[註 22] 兩句話分別引自《建中靖國續燈錄》卷七〈慧南章〉、《續古尊宿語要》卷一〈黃龍慧南傳〉。
[註 23] 原文稍異，出自《景德傳燈錄》卷十一，載《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二八七頁下。
[註 24] 《禪林僧寶傳‧祖心傳》作「漳江」，此不太可能。此據黃庭堅〈黃龍心禪師塔銘〉，載劉琳等人以清
光緒本《宋黃文節公全集》為底本校點，四川大學出版社，二○○一年出版的《黃庭堅全集》卷三十二。
[註 25] 《肇論‧涅槃無名論》中有曰：「會萬物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意為萬物以法性為體，故天地同根，
物我一體。
[註 26] 以上據《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三〈祖心傳〉。
[註 27] 南宋‧曉瑩，《羅湖野錄》卷下。
[註 28] 據《宋史》卷一六五〈職官五〉，在鴻臚寺下設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管諸寺葺治之事。
[註 29] 以上據黃庭堅《江州東林寺藏經記》，載《黃庭堅全集‧正集》卷十七。
[註 30] 四句皆講心法妙道不是可以通過語言佛教表述的。飲光即摩訶迦葉，慶喜即阿難，神光即慧可，盧老是
惠能。關於佛以正法默傳迦葉，及阿難以寶蓋墜地的夢境向阿闍世王顯示他將入滅，慧可在達磨前斷臂
求法，惠能在東山碓房舂米的典故，請看《景德傳燈錄》卷一、卷三、卷五有關章節。
[註 31] 對此這裡不擬詳加解釋，請對參考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第五章第三節之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年）。
[註 32] 《東坡集》卷十三〈贈東林總長老〉，另見惠洪，《冷齋夜話》卷七〈東坡廬山偈〉、南宋‧正受，《嘉
泰普燈錄》卷二十三及明‧朱時恩，《居士分燈錄》卷下〈蘇軾傳〉等。
[註 33] 參考梁‧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載僧叡〈小品經序〉、未詳作者，〈大涅槃經記〉，《大正藏》第
五十五冊，第五十五頁上、六十頁上。
[註 34] 王松齡據一九一九年涵芬樓以明萬曆趙開美刊本為底本的校印本點校，《東坡志林》卷一（中華書局，
一九八一年）。《四庫全書》本《冷齋夜話》卷七〈般若了無剩語〉的第二句作「遠近看山了不同」；
《東坡集》卷十三作「遠近高低了不同」。
[註 35] 〈與東林廣惠禪師二首〉，載《蘇軾文集》卷六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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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6] 以上據惠洪《禪林僧寶傳》卷二十三〈克文傳〉，並參考惠洪〈雲庵真淨和尚行狀〉，載《嘉興藏》本
《雲庵真淨禪師語錄》的附錄。
[註 37] 《禪林僧寶傳‧克文傳》及〈雲庵真淨和尚行狀〉皆謂捨宅為寺在王安石接見克文之後，然而據清蔡上
翔《王荊公年譜考略》，捨宅為寺是在元豐七年，而〈行狀〉謂克文在「元豐之末」（即八年）東遊，
故接見克文時報寧寺已改建完成。
[註 38] 惠洪，〈雲庵真淨和尚行狀〉。
[註 39]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三〈乞以所居園屋為僧寺賜額劄子〉，並
參考清蔡上翔《王荊公年譜考略》。另據王安石、王安禮的請疏，載於《嘉興藏》本《雲庵真淨禪師語
錄》卷首。
[註 40] 同 [註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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