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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詩僧蒼雪 

 

孫昌武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 

 

卓越的唐代思想家、也是著名作家的柳宗元曾說過：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來，有道林、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

游，則謝安石、王逸少、習鑿齒、謝靈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

典並用，而人知嚮方。[註 1] 

 

這就明確指出了中國文化史上儒、釋交流的悠久傳統（柳宗元在這裡是從佛教信仰者的

角度進行評論的）。而縱觀中國歷史，這種交流的成果、作用和意義是多方面的。正是在這

一交流過程中，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廣泛層面發揮著影響，佛教自身也不斷地提高了文化素

質。具有鮮明的文化性格本是中國佛教的特徵之一。在中國佛教漫長的歷史發展過程中，出

現一批批具有高度文化水平的僧侶，在諸多文化、學術領域做出了多方面的貢獻，這也成為

中國佛教自身建設的一大特色。而具有相當水準的詩僧活躍在文壇，正是這方面的典型表現。

這些詩僧的活動無論對於佛教的發展，還是對於文學以至一般文化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

義，值得重視。這裡討論的明末清初詩僧也是著名華嚴宗匠的蒼雪，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位。 

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說： 

 

……自來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不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明末

永曆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神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

隅之地，猶略能萃集禹域文化之精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

相率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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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書以大量翔實可靠的資料，揭示了明清易代之際滇黔佛教之盛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貢

獻；陳序則對於是書的價值做出精闢的評判。 

雞足山是明季滇黔佛教興盛的一個重要中心，活躍在那一時期的有貢獻的僧人鮮有與雞

足山無交涉的。而當時佛教隆盛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陳書卷三所述「僧徒之外學」，其中僧

詩更是其中首先加以論述的。明季僧詩中佔據第一位的無疑當數出身於雞足、活躍於江南、

以《南來堂詩集》名世的讀澈蒼雪。王漁洋說「今日釋子詩，以滇南讀澈蒼雪為第一」[註 3]。

他生活在明清易代前後，「遭際半生荒儉世」 （〈丁丑歲朝〉）[註 4]，「慚愧真僧世未忘」

（〈海印庵解制賦謝吳太史駿公〉卷三下），雖然身處「方外」，但卻關注民生，感時傷世，

特別是「國變後，更棲棲無定所，與往來酬唱者，類皆勝代特立畸行之士。所為詩，悲歌慷

慨，多故國麥黍之思，吳梅邨氏稱大師之詩，蒼深清老，沈著痛快，當為詩中第一，不徒僧

眾第一」[註 5]。 

蒼雪（一五八八－一六五六），名讀澈，事跡略見友人錢謙益所作〈蒼雪法師塔銘〉

[註 6]，中有云： 

 

……師自號蒼雪，晚又號南來……滇省呈貢縣趙氏子。父碧潭，為都講僧；母楊氏。

幼從雞足山水月老人為沙彌，管書記。年十九，慨然遠遊，孤笻萬里。扣《楞嚴》於

天衣，受十戒於雲棲，受滿分戒於古心律師。聞雪浪晚棲望亭，往參焉。雪浪沒，巢

松浸開法甘露寺，師年廿餘，古貌棱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詩，一眾驚異。依

一雨潤於鐵山，與汰如何師並為入室弟子。雪浪之後，巢講雨筆，各擅其長，而師殆

兼有之，諸方所謂巢雨蒼汰者也……師面目刻削，神觀凝粹，所至賢士大夫希風禮足；

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句。住中峰，建殿買田，伽藍一新，在他人為能事，師未嘗

有所作也。示寂寶華，實丙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六十九……。[註 7] 

 

蒼雪傳記又見《滇釋紀》、《吳縣誌》、《賢首宗乘》等書；近人陳乃乾著《蒼雪大師

行年考略》，載王培孫輯《南來堂詩集》卷首，頗為詳密，可以參閱。 

對於錢著〈塔銘〉，這裡可以補敘幾點： 

一是他和雞足山的關係。他於萬曆二十六年（一五九八）十一歲跟隨父親祝髮於昆明妙

湛寺，然後即到雞足山，依水月大師，為侍者。水月名儒全，字周用，為當時遍歷諸方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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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宗匠。蒼雪在雞足九年，內外學接受了良好的熏陶。他後來入川，又到江南，天啟四年（一

六二四）入居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中峰，作為華嚴宗匠名噪一時。但他一生中對出身之地

的雞足山始終懷抱著深厚感情。晚年有〈寄徒三和書〉說：「我一生得力受用處，全得汝水

月師祖些些子，如人飲水，冷暖自知，向人吐露不得，即此真是衣鉢相承。」（遺文）從這

番話可見他的學養主要得自雞足修學時期。其所作〈送唐大來還滇〉詩曰： 

 

小艇難禁五兩風，雞山有路幾時通。殷勤為我傳鄉信，結個毛團在雪中。（卷四） 

 

唐大來即另一位滇南著名詩僧、也曾活動在雞足山的擔當。又〈送僧還雞足〉詩云： 

 

滇南古路路千盤，有客長歌行路難。笻杖半挑雲裡去，遠山一點雪中寒。瘴煙黑處深

須避，烽火紅時仔細看。三月還家春色老，杜鵑啼殺杏花餐。（補編卷三上） 

 

從這些詩可見他對滇南雞足的懷念，也正表現了他對早年所受學恩的回憶。 

蒼雪為華嚴宗匠。錢謙益〈塔銘〉謂：「萬曆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為雪

浪之玄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里，邈若天涯，兩師代興，交光繼照，豈非華嚴法界中分

身接踵乘願輪而至者耶！」他善書，更以詩名世。自兩晉以來，僧團中培養出眾多能文善藝

的人物。中唐以後，更出現許多以能詩著稱的詩僧。宋代以後，中土佛教整體上呈衰落之態，

但其在文化領域的影響卻相延不絕，這與一代代僧人在文化領域多所建樹有關。而眾多詩僧

一方面成為士大夫與佛教交流的津梁，又以其具有特色的創作實踐直接對文壇造成影響。蒼

雪即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蒼雪生活在明末清初擾攘動亂時代，發揚大乘佛教的積極入世精神，慈悲為懷，關注世

事。在詩歌創作上他特別讚賞屈原、李白的浪漫主義傳統，其〈秦淮大社賦得投詩贈汨羅〉

詩說： 

 

行吟遙想放江潭，遺事傳聞自楚南。千古斯人沈不起，滄浪之水碧於藍。湘縲可吊魂

安在，天帝無言問豈堪。蘭佩荷衣長已矣，蘆花蘸月影 。（卷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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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泊舟採石磯謁太白祠〉詩說： 

 

學士祠堂何處尋，峨嵋亭上月沈沈。詩才鵬翼垂天大，酒膽鯨魚入水深。峭壁與人同

卓立，流風到我又狂吟。可堪不盡宮袍色，化作秋山楓樹林。（卷三下） 

 

這樣，正道直行、竭忠盡智、終於投淵自沈以明志的屈原；胸懷大志、笑傲王侯、同樣

以悲劇命運了結一生的李白，無論是人格還是詩才，都是他所神往並以之為楷模的。 

蒼雪的詩「氣盛骨勁，想幽語雋」[註 8]。王漁洋評論說： 

 

南來蒼雪法師名讀澈，居吳之中峰，嘗夜讀《楞嚴》，明月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

萬曆大錢一枚，可往撿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句云：「斜枝不

礙經行路，落葉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路，半春家在雪山中。」此類甚多。

己未二月，師弟子秋皐過訪，說此。秋皐有句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

有家法。[註 9] 

 

這裡所引的第二首詩〈別九玉徐公訂鐵山看梅〉全篇是： 

 

我欲求閑不得閑，君詩刪過又重刪。燈前預定看梅約，歲暮遙憐破凍還。一夜花開湖

上路，半春家在雪中山。停舟記取溪橋外，望見茅庵直叩關。（卷三上） 

 

這首詩典型地體現了蒼雪的風格：格律工穩，語麗情深，餘意無限。 

蒼雪特工於近體，如〈葑門化城庵留別社中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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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送了無意，臨岐忽黯然。回看吳苑樹，獨上秣陵船。春老還山路，江昏欲暮天。白

鷗應怪我，聚散碧波間。（卷二） 

 

又〈送朗臒入匡山投禮憨大師〉： 

 

獨向匡廬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葉寺，五老白雲峰。落日眠蒼兕，飛泉挂玉龍。到

時應為我，致意虎溪松。（卷二） 

 

這兩首詩都以頷聯最工，把地名巧妙地箝入句子中間，濃重的離情別緒被生動感人地表

達出來。第一首以白鷗典結句，表達聚合離散的感慨；第二首用「抗禮萬乘，高尚其事」

[註 10]的慧遠虎溪典故，更具有深意。一般說來，僧人的生活本來窘狹，僧詩的境界多顯得窄

小，多交往應酬或山林寂寞之作，又往往拈弄公案機語以求新巧，或偏枯地表述禪理而缺乏

禪趣，結果難免所謂「蔬筍氣」、「酸餡氣」[註 11]。但蒼雪詩「大約長於詠物，古近體俱有

異彩，不沾沾於近代禪和取支離公案與詩人爭一日名也」[註 12]。同樣下面的懷人之作，〈華

山除夕有懷扈芷弟〉： 

 

極目黃雲凍未消，扁舟隔斷楚江潮。一身雪裡逢除夜，兩處燈前話歲朝。久客不歸天

際寺，送人常過澗邊橋。笑看往事何如夢，依舊東風到柳條。（卷三上） 

 

作者作為僧人往來行腳，對於旅途風光、行路艱難自會有深切的體會，而如此在鮮明如

畫的景物描摹中，交織著世事滄桑的悲涼和宇宙悠遠的永恒之感，則別有意趣。這類題材是

蒼雪特別善於表現的。又如〈楓江晚發〉： 

 

月黑江村樹，雞鳴古戍邊。才分漁火岸，正及稻花天。帆出樹頭去，船深波底眠。前

程何所事，來往自蕭然。（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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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年以後的蒼雪聲名籍甚，在教內外已有相當崇高的地位。但他一直不忘民生疾苦。他

的描寫民生的詩也寫得清真語切，甚為難得。如〈雜木林百八首〉中的三首： 

 

青天犬吠雲，白日花無語。農心那得月，償租似求雨。 

今秋山下田，莫問收幾許。愁課不愁饑，那得上倉米。 

斗水賣十錢，掘井深何底。而我山中人，猶幸富於此。（卷四） 

 

這是描寫大旱之年農民無以為生的苦況的。又是以民歌體出之，把感情表達得格外真摯

動人。這樣的詩特別表現出大乘佛教「四攝」、「六度」、慈悲為懷的救世濟民的精神。又

〈贈蜀僧撾鼓篇〉： 

 

打鼓發船船下灘，灘回石轉幾千盤。掉頭撥尾鼓為令，爾自蜀來非所難。輕衫短袖單

搭帽，腰繫絲絛三五道。勢如擒虎不放鬆，初下一椎驚鐵跑。一椎漸急一椎催，驟雨

狂風大作雷。天門豁達三十六，古宮鐵樹頓花開。腕無力兮心亦苦，宮商變盡聲悽楚。

滿座聞之涕淚橫，不見彌衡三撾鼓。（卷一） 

 

這首詩的內容得自作者出川時的見聞，描寫長江上拉船縴夫的艱辛，充分表達了他的民

胞物與情懷。古今有無數歌詠長江的詩篇，但這一題材卻是少有人描寫的。 

蒼雪被全祖望「目之為『僧中遺老』」[註 13]。他生逢明清易代之際，前朝沒落的痛惜，

鼎革後的故國情思，感時傷世，在作品裡都有十分痛切的表現。蒼雪的這類作品和當時眾多

的「遺民」文學一起，乃是民族大義、愛國精神的特殊體現。他的〈山居四首〉寫於順治五

年（一六四八），表達國變後不與新朝合作的情懷： 

 

鶴馬遺蹤自道林，相傳野老尚堪尋。花開不擇貧家地，鳥宿偏投嘉樹林。棄世久拼隨

世遠，入山唯恐未山深。命根斷處名根斷，十載應難負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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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深麋鹿好為群，水豐草饒隔世氛。牽犢飲流嫌汙口，讓王洗耳怪來聞。鴻飛易遠逃

羅網。木茂難求脫斧斤。不是絕人何太甚，人情更薄似秋雲。 

 

匹夫有志實堪從，難奪三軍氣所鍾。聖代唐虞如在上，隱淪巢許亦相容。楚狂昔日歌

衰鳳，漢室今誰起臥龍。草木餘年能遂養，大夫何必受秦封。 

 

天子潯陽特詔宣，虎溪慧遠志辭堅。僧因錫號恩逾重，山不稱臣怒受鞭。獅子爪牙隨

踞地，象王鼻孔任撩天。慧持入定今何在？老樹枯禪不記年。（卷三下） 

 

這與當時遺民間的抗清思潮相呼應，成為他詩作裡最激動人心的部分之一。最著名還有

〈金陵懷古四首〉： 

 

倚樓何處聽吹笙？二十四橋空月明。斷岸青山京口渡，江翻白浪石頭城。長生古殿今

安在？餓死荒台枉受名。最是勞勞亭上望，不堪衰柳動秋聲。 

 

天子何年下殿走，蕭蕭變起事先征。挺戈一卒當洪武，罵賊孤臣泣孝陵。青草天涯無

限路，白頭宮禁有歸僧。乾坤莫大袈裟角，覆得雲山到幾層。 

 

浪打山根斷鐵繩，降帆曾見出金陵。三軍天塹如飛渡，六月江流忽凍冰。剪尺杖頭懸

寶志，山河掌上照圖澄。可憐白帽逢人賣，道衍終是未了僧。 

 

石頭城下水淙淙，水繞江關合抱龍。六代蕭條黃葉寺，五更風雨白門鍾。鳳凰已去台

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峰。抔土當年誰敢盜，一朝伐盡孝陵松。（卷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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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用傳統的懷古為題，寫明初惠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爭奪帝位之爭，來寄託對於明室

滅亡的感慨。因為明王朝本在金陵立國，南明王朝又在金陵失敗，影射的意味就更為顯赫。

第一首借詠南朝蕭梁的敗滅，以江山依舊表達世事變幻的悲哀，特別是用梁武帝「餓死台城」

的典故，批判惠帝腐敗無能而喪家滅國。第二首寫燕王破金陵，惠帝君臣回天無力的境況。

孝陵是明太祖朱元璋陵墓，在今南京東北鍾山南。第三首詠道衍事，這也切合作者自己僧人

的身分。道衍（一三三五－一四一八），俗名姚廣孝，《明史》有傳。他年十四度為僧，博

學多才，能詩善畫，元末兵亂，深自韜晦，參徑山愚庵智及得法，洪武中，以宗泐之薦，隨

燕王赴北京，燕王起兵有天下，用力為多，論功居第一，賜復俗姓，復命蓄髮。冠帶而朝，

退則緇衣，曾監修《太祖實錄》，參與編纂《永樂大典》[註 14]。作者以道衍來表達自己終於

未能忘記世情的感慨。第四首描寫金陵一地時移世易的景象，結以明室的殘破荒涼，抒寫朝

代更易的悲憤。這一組詩沈鬱蒼涼，慷慨凝重，頗得老杜風神，歷來受到推重。 

易代之後，蒼雪戀念故國的情懷不忘須臾，作品裡在在有所表現。如〈胡清壑七十年逢

鼎革〉詩： 

 

救世非無術，憂時莫問貧。畫圖聊引杖，詩版代催薪。白雪驚人句，青山不老身。何

當七十叟，又作亂離民。（補編二） 

 

這本是祝壽詩，一般多做應酬語，但這裡卻在祝禧頌揚中表達了時事喪亂的感嘆，在一

般地對懷才不遇的同情中注入了國破家亡的沈痛。 

江南本來是文人薈萃之地。清室定鼎北京之後，建都南京的南明王朝曾一度成為抗清復

明爭鬥的中心，匯集了更多人才。後來在新朝鞏固之後，這些人的進退出處不一。例如下面

將提到的錢謙益（一五八二－一六六四），史書上被列入「二臣傳」，後人對其操守變易多

有微詞。蒼雪與他結下長久的交誼。後來他為蒼雪寫了〈塔銘〉，又寫了〈南來堂集題詞〉。

與蒼雪交往最為深厚、唱和最為頻繁的當屬吳偉業。吳偉業（一六○九－一六七二），字駿

公，號梅村，崇禎朝任翰林編修等職，參與復社，為海內賢士大夫領袖，名重一時；曾參與

南明王朝，以與馬世英等不合，僅二月即歸鄉里；清順治十年（一六五三）被迫出仕北京，

三年後奔母喪南歸，隱居終身。鼎革後他夾在卷懷故國和出仕異朝的矛盾之中。蒼雪與他可

說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作詩唱和，大體也旗鼓相當，也正表明其創作的藝術水平。如〈丙

戌立春曉望懷婁東吳司成梅村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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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東百里別來長，夢破淮南國已亡。萬井人煙沈下界，一時群動起東方。六街天外迎

春色，半夜空中見海光。遙憶人龍當此際，九淵深處好潛藏。（補編卷三上） 

 

丙戌（一六四六）是清王朝立國第三年，也就是南明王朝滅亡的次年。順治二年五月，

南明大臣趙之龍等獻南京降清，繼起者有福州的隆武政權、魯王紹興監國等。詩裡「萬井」

一聯，用「人煙沈下界」來形容金陵陷落，南明滅亡，用「群動起東方」來表現各地繼起的

抗清勢力，詩人的政治傾向十分明顯。次年有〈丁亥秋王奉常煙客（時敏）西田賞菊和吳宮

詹俊公韻二首〉詩，說： 

 

東籬寂曆抱幽香，誤認柴桑是墨莊。霜下染來僧衲素，風前翦去羽衣黃。自甘野逸惟

宜冷，未必秋心不向陽。草色也同霜色落，更從何處覓花王？ 

 

傳來野圃成家世，漫比芙蓉老更妍。一笑正逢留客醉，滿頭爭欲插花鈿。好看傲色嚴

霜後，獨耐秋寒晚節全。恥向西風鬥紅紫，避人終不受人憐。（集三下） 

 

丁亥是順治三年（一六四六），是清朝建立後的第四年。吳偉業原唱曰：「九秋風物令

公香，三徑滋培處士莊。花似賜緋兼賜紫，人曾衣白對衣黃。未堪醉酒師彭澤，欲借餐英問

首陽。轉眼東籬有何意？莊嚴金色是空王。不扶自直疏還密，已折仍開瘦更妍。最愛蕭齋臨

素壁，好因高燭耀華鈿。坐來豔質同杯泛，老去孤根僅瓦全。苦向鄰家怨移植，寄人籬下受

人憐。」[註 15]吳原唱表示不能學陶潛（彭澤）的隱居，又羡慕伯夷叔齊的不食周黍，餓死首

陽山。蒼雪和作則主要借詠菊花的經寒傲雪、秋心向陽來表達眷戀故國的情懷，意味深長，

感慨無限。又蒼雪〈次韻吳駿公見寄〉： 

 

國破家何在？山深猶未歸。不堪加皂帽，寧可著緇衣。夜氣含秋爽，空香濕露微。遙

憐玄度夢，時傍月烏飛。（補編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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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首句用杜甫成句，意味更顯得深遠。頸聯更明確表達不仕新朝而寧可棄世逃禪的

志向。吳梅村晚年不得不違心出仕，內心裡懷著無限矛盾，他「屬疾時作令書，乃自敘事，

略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不歷艱難，無一境不嘗辛苦，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

後斂以僧裝，葬鄧尉靈岩相近，墓前立一圓石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註 16]。蒼雪與他有深交，

唱和之作正表現了對友人情懷的瞭解。 

又〈讀吳太史永和宮詞〉： 

 

永和詞讀罷，國史憶江東。御水流紅字，官階怨草蛩。行雲驚夢斷，飛雁寫生工。話

到豪華盡，昭陵夕照中。（補編卷二） 

 

〈永和宮詞〉是吳梅村的代表作之一，描寫帝王嬪妃（田貴妃）的恩寵悲歡，引發出改

朝換代的滄桑之感。蒼雪讀後，深有同感。又〈過訪駿公吳太史次西田韻二首〉： 

 

建章封事未全稀，曾望天門欲扣屝。三詔征來堅不起，一官休去早知微。懷深楚客悲

相向，夢入秦庭哭繞圍。始信秣陵當日事，袈裟猶勝袞龍衣。 

 

潮凍婁東信見稀，不辭遠訪繫船屝。別峰早已安心竟，斯日難酬問法微。樹下覓環驚

夢破，身後留帶解腰圍。優場笑殺真浮世，不換原人只換衣。（補編卷三上） 

 

這前一首寫吳梅村在南明王朝的遭遇，代抒大勢已去、無力回天的悲哀；後一首寫他隱

居不仕新朝的志向。又〈次答吳太史駿公〉： 

 

高閣清華憶木天，南山久不到西田。秋光惜別分三徑，月色思看坐一船。舉世不堪皆

盡醉，獨醒誰更復相憐？《春秋》著罷須藏稿，甲子書來又六年。（卷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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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頸聯稱讚中有期許，尾聯則期望對方著作《春秋》以尊王攘夷，褒貶時事，而「書

甲子」則用陶淵明典：沈約《宋書‧陶淵明傳》上記載：「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復屈身後

代，自高祖王業漸隆，不復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年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年號，自永

初以來，唯云甲子而已。」[註 17]實際上蒼雪本人的詩也採取「唯云甲子」的做法，來表達其

眷戀故國、不與新朝合作的姿態。 

吳梅村生不逢時，仕途多舛，無力挽救舊朝的覆滅，又不得不違心出仕新朝，其作品感

慨興亡，被評論為「千古哀怨托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註 18]。如果合讀他與蒼雪的詩作，

可以更清楚地看到二人的情誼是不同凡響的。 

與蒼雪交誼深厚的還有毛子晉、陳繼儒、朱彜尊、姚希孟、朱鶴齡等一代著名人物。最

可注意的還有那些剛正不阿、有志恢復之士。可舉出劉曙為例。劉曙字公旦，崇禎進士，復

社成員，南都陷，被殺。被殺前絕不屈膝，賦詩別母就刃，詩云：「孤臣孤子淚如泉，死傍

君親即灑然。吾道直如弦上矢，此心清似水中蓮。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筆空勞史冊傳。欲戀

春暉報慈母，登堂愁賦〈白華篇〉。」[註 19]劉永錫有〈弔劉公旦〉詩：「平生志節許誰攀，

慷慨孤忠誓不患。張許塚前惟碧血，夷齊身後有青山。魂依故嶺啼玄鶴，死望南州舞白鷳。

忠孝誠為千古事，慚予鬢髮淚斑斑。」[註 20]蒼雪則有詩〈次答劉使君公旦見贈〉： 

 

支床雞骨鶴形儀，盡向新亭泣亂離。彭澤飲冰休問渴，首陽高臥竟忘饑。煙塵蔽日天

無色，風雨聞雞夜刉眉。一息僅存亡國恨，片言相對是何時。（卷三） 

 

又〈花朝前二日過訪劉公旦廬墓〉： 

 

披帷斯在訪溪幹，水樹當門墓氣寒。臥病但書殷甲子，避人猶是漢衣冠。恩愁感切情

何有，草木春深淚不乾。日望故都吟更苦，舉頭遠近問長安。（卷三） 

 

這篇作品歌頌墓主心懷故國、堅持操守的忠義風神，而這種讚賞正表現了作者自身的政

治態度。 

僅就詩歌創作而言，蒼雪在生前也得到相當崇高的評價。文祖堯〈壽蒼雪法師六十〉詩

評論說：「鍾、王不敢獨縱橫，太白從今常壓倒。」前一句說的是他的書法，比擬為鍾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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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後一句則說他的詩壓倒李白。這當然是誇大之詞。但如上面提到的，蒼雪寫詩確實

有意追蹤李白，其浪漫氣質確也得到李白的某些風神。吳偉業的〈哭蒼雪法師〉有句曰：「得

道好窮詩正變，觀心難遣世興亡。」[註 21]前一句是說他的詩繼承和發揚了《詩經》傳統，後

一句則指出他的作品內容的興亡之感。汪縉〈中峰題蒼雪大師畫像〉有句云：「花開湖上宗

風妙，聽澈泉生句法留。」[註 22]上句說他弘揚了華嚴宗風，下句則讚揚其詩法可作為後學楷

模。近人陳衍說「蒼雪南來妙諦拈」[註 23]，金葆楨稱讚 「蒼雪生平詩力健」[註 24]，都給與

這位詩僧崇高的評價。 

以上介紹詩僧蒼雪，是明末滇南佛教文化成就的一例。明代的滇南得到大力開發，佛教

的發展是其一個重要方面，而當時的佛教又對整個雲南的發展做出了重要貢獻。包括雞足山

在內的滇南佛教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弘法人才，其中更多有文化領域成績傑出的人士。他們不

僅成為當地教內外交流的紐帶，也促進了與中原的文化交流，這對於雲南地區的經濟、文化

發展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註釋】 

[註 1] 〈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柳河東集》卷二十五。 

[註 2] 《金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年）第二四○頁。 

[註 3] 《漁洋詩話》卷上。 

[註 4] 《南來堂詩集》補編卷三上。本文引用蒼雪詩文據王培孫輯本（上海：一九四○年）；隨文註出篇名、

卷次。 

[註 5]  姚子甫，〈南來堂詩集序〉。 

[註 6] 《滇系‧藝文》卷六載此文，署吳梅村撰，蓋以乾隆年間錢集被查禁，以避時忌；見陳垣，《釋氏疑年

錄》卷十一（中華書局，一九六四年）第三九二－三九三頁。 

[註 7] 《牧齋有學集補》，《續修四庫全書》本。 

[註 8] 陸汾，〈南來堂詩集序〉。 

[註 9]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 

[註 10] 〈沙門不敬王者論‧求宗不順化三〉，《弘明集》卷五。 

[註 11] 葉夢得，《石林詩話》卷中：「近世僧學詩者極多……又自作一種僧體，格律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

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來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

餡氣也。』聞者無不失笑。」何文煥輯《  歷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一年）第四二六頁。 

[註 12] 魏憲，《百名家詩選》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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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3]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年）第九五三頁。 

[註 14] 參閱《明史》卷一四五。   

[註 15] 〈王煙客招往西田同黃二攝六王大子彥及家舅氏朱昭芑李爾公賓侯兄弟賞菊〉，《吳詩集覽》卷十一上。 

[註 16] 《吳梅村年譜》。 

[註 17] 《宋書》卷九十三（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二二八八－二二八九頁。 

[註 18] 陳文述，〈讀吳梅村詩集因題長句〉，《頤道堂詩集》卷一。 

[註 19] 此據《小腆紀年》卷四十九〈忠義一〉。 

[註 20] 《啟禎遺詩》。 

[註 21] 《吳詩集覽》卷十三下。 

[註 22] 《南來堂詩集》附錄四，〈諸家酬唱彙錄〉。 

[註 23] 〈戲用上下平韻作論詩絕句三十首〉，《萬首論詩絕句》第四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年）第一

五一一頁。 

[註 24] 〈北雅樓論詩新詠〉，同 [註 23] ，第一六○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