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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五台山信仰的传播路径考 
以中古时期的五台山“巡礼”和“化现故事"为中心 

武绍卫 

摘 要： 南北朝以降，五台山逐渐成为文殊菩萨道场，也成为了东亚佛教世界中的重 

要信仰中心。五台山信仰最初只是流布在五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性信仰，而到了 

中晚唐时期，则发展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信仰。这一信仰的扩展过程 ，更多是层 累的 

造成。这一过程 中，巡礼僧 的传播主体作用，口头、文本、图像 等的传播媒介作用 ，长 

安、洛阳在传播路 线上的中心地位 ，都值得重视 。藉此，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 中古时 

期五 台山信仰从 区域性信仰发展为全 国性乃至国际性信仰过程 中的传播阶段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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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严经》译介开始，五台山逐渐成为文殊菩 

萨的道场，也成为东亚佛教世界中的重要信仰中心。 

关于五台山信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自上世纪 

初已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成果非常丰富。 

近年来，尤以林伟正、林韵柔等人对五台山建筑史及 

信仰与政治互动等方面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 。然 

而，对此信仰的层累过程以及传播等问题的关注却 

是不多。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即五台山信仰 

是一种于五台山自发兴起的信仰，还是主要依赖于 

外力推动而形成的信仰。换言之，何种力量主导了 

五台山信仰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近年气贺泽保规 

与林韵柔都曾论及中古时期“巡礼”现象 ，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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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勾勒了中古时期的信仰传播情况。如果从传 

播学的视角观察 ，上述的工作 尚不足以全面揭示 

出五台山信仰在唐五代时期的传播过程。就传播 

主体而言，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僧宝是这一过程 

中的重要元素，而其巡礼活动则是信仰传播的重 

要实现方式；就传播媒介而言，口头、文本、图像等 

在传播中的作用也值得注意；就传播路线而言，五 

台山只是五台山信仰 网络中的一个静态 中心，而 

更为重要的动态中心则可能是长安和洛阳。本文 

仅以北朝以降出现的五台山巡礼为中心，对以上 

问题略作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巡礼而衍生出的各种巡 

礼传闻也是五台山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 

这些传闻进行同步的考察也是本文所要进行的工 

作之一。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这些传闻更多的 

是以“化现”故事 的形态存在①。北朝之前 ，巡礼 

五 台山的事迹较少 ，化现故事情节也 比较单一。 

唐五代是五台山信仰最终形成的时期 ，而也正是 

在这一时期“巡礼”现象明显增多，化现故事不断 

丰富、逐渐传播至各地的，可以说二者是同步的。 

对“巡礼”以及“化现故事”传播 的考察 ，也许是追 

索五台山信仰传播问题 的很好视角。 

一

、化现老人 ：初唐之前(唐高宗龙朔 

二年之前)的巡礼与化现故事 

所谓“化现”故事 ，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大多荒 

诞不经，这些故事中所记述的现象本是佛教徒的 

幻景或有意杜撰 。但这些故事影响了当时很多佛 

教徒和不少民众，客观上推动了佛经信仰的传播， 

因而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文重点探讨的五台山“化现”传说亦然。 

唐初慧祥在追述北周智猛法师遇文殊化现梵僧而 

不识 之事 时 ，评 论 说 ：“此似 晓励 群 蒙 ，令 生渴 

仰 。”②唐初信众对“化现”一事的认识 由此可 以推 

知。也正源于此，中古时期 的多部五 台山山志都 

收录有诸多具有感通色彩的“化现”故事。 

文殊菩萨化现世间、教化信众，在佛经经典中 

是有依据的。《华严经》佛陀跋陀罗本载：东北方 

有菩萨住处，名清凉 山，过去诸菩萨常于 中住 ；彼 

现有菩萨 ，名文殊师利 ，有一万菩萨眷属 ，常为说 

法⑧。随着华严学的广泛传播 ，这种 正典中的说 

法渐为信众所知。这里的清凉 山，后来 就被 比附 

为五台山。如《太平御览》曾收录今本郦道元《水 

经注》之外的逸文：“五台山，其山蛮(峦)巍然，故 

日五台，⋯⋯即文殊师利常镇毒 龙之所 ，今多佛 

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礼焉。”④这一时期，虽 

因诵《华严经》而生巡礼圣迹之心者众多，亲见化 

现者却稀少 。自周隋之际以降 ，化现事迹渐多。 

唐初慧祥所撰《古清凉传》收录了一则隋并 

州人高守节于五台山遇善财童子海云变现之比丘 

之事。当时高守节并不知海云乃是善财童子，并 

拜之为师。后至长安剃度 ，依止卧伦禅师。经 卧 

伦点化方知之前所遇乃圣人⑤。我们已经无法知 

晓此则故事的真实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隋唐之 

初，五台山即文殊道场的观念已传播开来，出现了 

一 些化现故事。 

唐初以前的化现故事多类于高守节一例 ，所 

遇者多乃文殊或其童子化现 之僧人 ，巡礼者也 多 

是五台山周边(大致相当于今山西 、河北等区域 ) 

之人等，如北魏孝明帝 时悬瓮 山沙门灵辩顶戴此 

经而礼山、隋并州释昙义之见神尼等。林韵柔曾 

根据 文 献记 载一 一统 计 了 中古 人五 台 山僧人 

录 ，唐前共二十九人⑦，可考来 源者凡一十四，全 

① 关于五台山“化现”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五台山图》或《五台山化现图》展开的，参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 

台山罔)》，《文物参考数据》，1951年第 4期，第 49—71页；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 

《敦煌研究》，2000年第 4期，第 1—9页；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传人敦煌的中土图像——以五台山图为例》，《文艺研 

究》，2010年第5期 ，第 l18—126页；等。林韵柔虽也曾提及“化现”故事在五台山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但并未展开详细 

论证。参林韵柔 ：《五台山与文殊道场—— 中古佛教圣山信仰的形成与发展》，第 161—162页。 

② 慧祥：《古清凉传》卷下，《大正藏》第51册，第 1096页。 

③ 佛陀跋陀罗译 ：《华严经》，《大正藏》第 9册 ，第 590页。 

④ 《太平御览》，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 215页。 

⑤ 慧祥：《古清凉传》，第 1097页。 

⑥ 该统计虽言为“僧人录”，其实表中尚统计了一些信土。根据墓志、碑刻等资料亦可予以补充一些案例，但巡礼 

来源未出五台山周边者。 

⑦ 该统计唐前入台共三十人 ，但将“普明”统计两次，实为二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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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来 自五台山及周边地区①。换言之，唐高宗 

之前的五台山信仰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区域性特 

征。这一时期的“化现”故事也相对简单，其内容 

以文殊“化现老人 ”为主。 

二、佳祥浮动：唐前期(唐玄宗之前) 

官方主导下的巡礼与化现故事 

五台山信仰的区域性和“化现老人”模式的 

化现故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构成了五台山信仰 

的基本面貌。可能随着唐高宗、武后等政治力量 

的介入 ，五台化现的故事孱入了中国式祥瑞 的色 

彩，因而日益绚烂，五台山信仰也传播 日广。《古 

清凉传》载： 

唐龙朔年 中(661—663)，频勒西京会 昌 

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 

检行圣迹。赜等祗奉明诏，星驰顶谒，并将五 

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 荣等十余人 ，共往 中台 

之上。未至台百步，遥见佛像⋯⋯去余五步， 

忽然冥灭。近登至顶，未及周旋 ，两处闻香 ， 

芬列逾盛。又于塔前，遣荣妆修故佛，点眼魂 

毕 ，并闻洪钟之响。后欲 向西台，遥见 西北， 

一 僧着黑衣乘白马奔就，皆共立待相⋯⋯又 

往大孚寺东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飞飙 

及远 ，烧燕花 园，烟焰将盛。其园去水四十五 

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间，堂后立起黑云举高 

五丈。寻便雨下，骤灭无余 ，云 亦当处消散 ， 

莫知其由。便行至于饭仙 山，内侍张行 弘，复 

闻异香之 气。⋯⋯ 皆亲顶礼 。赜 等既承 国 

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赜 

又以此山图为小账，述《略传》一卷，广行三 

辅 云 。② 

会赜此次检行在道世《法苑珠林》中亦有记载，参 

访情节完全一致③。二者 当有共 同史源 ，很有 可 

能即是会赜回京后给朝廷 的对奏 ，抑 或上述引文 

中提及之《略传》。道世的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 

这次参 访 的具 体时 间 “龙 朔 二年 初”，亦 即 662 

年。此次高宗年间的五台山之行，第一次留下了 

官方记录的祥瑞以及五台山图。比之于唐前出现 

的其他化现事迹，这次无疑更为丰富：不仅能见到 

着黑衣乘白马的僧人——可能暗指文殊，还能看 

见似实似虚佛像，听到虚空钟鸣，闻到异香之气。 

“洪钟之响”象征佛寺 。在道宣所谓感灵 而作 的 

《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中便记载了，有拘楼 

秦佛时兜率天王所造之钟被文殊携带入金刚 

窟④。五台山也建有铜钟寺。钟也因此成为《化 

现图》中重要的元素之一。此次圣记检行还留下 

了最早的五台山传——《略传》⑧以及五台山图。 

《略传》可能是对五台山圣迹的第一次总结。这 

次政治性巡礼在 当时的标志性意义 是可 以想 象 

的。在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自此 

以后，前往五台山巡礼的人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频繁。就文献 的记载而言 ，这一时期许多巡 礼都 

与长安有着密切关联。 

乾封二年 (667)六 月，西域梵僧 释迦蜜 多罗 

与鸿胪寺掌客 、凉州沙门智才 、蓝谷沙 门慧祥 ，并 

将五台县官一员、手力四十人及余道俗总五十余 

人登台。其中，勒使王徐而议日：“在京闻此极多 

灵瑞，及到已来，都无所见。虽有钟声香气，盖亦 

未有奇特。人间传者，何多谬也!”⑥显然，跟随释 

迦蜜多罗一起巡礼 的勒使是抱 着见证圣迹 、逢遇 

化现的心情前来五台山的，但事实所见却与之前 

设想有极大反差 ，使他甚为失望。这一事件也反 

映出，五台山化现故事确曾在三辅之地广为流传， 

对推动这一地区 的巡礼 行为有着非 常积极 的作 

① 林韵柔：《五台山与文殊道场一一中古佛教圣山信仰的形成与发展》，第 297—299页。 

② 慧祥：《古清凉传》，第 1098页。 

③ 道世：《法苑珠林》，《大正藏》第 53册 ，第 393页 

④ 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大正藏》第 45册，第 884—888页。 

⑤ 据《日本国承和五年(838)入唐求法目录》载，此《略传》全名《清凉山略传》(一卷 )。参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 

入唐求法 目录》，《大正藏》第 55册，第 1075页。承和七年慈觉大师在其所进经录于“《清凉山略传》”旁注“《大华严寺 

记》”，似此书又名《大华严寺记》，但此名仅见于此。又圆仁曾于开成三年在扬州亦曾得到此书，可见此书流布之广。参 

圆仁：《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大正藏》第 55册 ，第 1077页。圆仁：《人唐新求圣教 目录》，《大正藏》第 55册，第 1086 

页。冯大北曾对五台山历代山志进行过系统考察，可资参看。参冯大北：《五台山历代山志编撰考略》，《沂州师范学院 

学报》，2008年第 3期，第 2—6页。 

⑥ 慧祥：《古清凉传》，第 1098—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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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这一过程中，《略传》等无疑就是坊间巷里 

人们传说的文本来源之一。 

玄奘之上足窥基等也曾亲 自前往五台山礼 

拜，“以咸亨四年(673)，与白黑五百余人，往而修 

焉。或闻殊香之气、钟磬之音”①。在高宗时代， 

慈恩寺是长安佛教的重要寺院，也是全国佛教的 

重镇，玄奘、窥基等都与皇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咸亨四年，窥基率领僧俗五百余人前往五台 

山修建连基迭石室二枚 ，立高如人等之石文殊师 

利立像和石弥勒坐像 ，并供养花 幡、氇荐等资②。 

值得注意的是 ，此后不久 ，上元二年(675)七月十 

日，慈恩寺僧灵察 ，往彼礼拜③。前往五台山的慈 

恩寺沙门也许远不止此二大德 ，次数也远不止这 

两次。 

又《古清凉传》记载了荆州覆舟山玉泉寺沙 

门弘景以咸亨二年(671)二月，从西京往彼礼拜； 

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以上元三年(676)五 

月十三 日，共往登之等事。④ 荆州沙门弘景来 自 

西京 ，应该是在西京听说了五台山化现的故事才 

决定前往巡礼的 ，而房德元 、王玄爽等均为西京的 

清信士，可见五台山信仰在长安僧俗信众中均已 

具有影响。而这些巡礼者所见化现主要是 “闻钟 

嗅香”⑤，完全不 出会赜等所叙 ，也许这正是他们 

受会赜巡礼之影响的表现。 

不久之后，也出现了另一佛教中心——洛阳 

等地信众前往五台礼台的记载 ： 

洛阳白马寺 沙门惠藏 ⋯⋯ 以调 露元年 

(679)四月，与汾 州弘演禅师、同州爱敬寺沙 

门惠恂、汴州沙门灵智、并 州沙 门名远 ，及 异 

方同志沙门灵裕等⋯⋯相次登台。⋯⋯将至 

中台，同见白鹤一群 ，随行数里 ，适至台首 ，奄 

忽而灭。⋯⋯名远 于 中台佛塔 东南六十余 

步，又见杂色瑞光，形如佛像 ，光 高可三丈。⑥ 

也许正是因为洛阳、汴州等河南地与三辅等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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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享着同样 的信仰资源 ，所 以惠藏 、名远 、灵裕等 见 

闻并不出会赜等人所述 。 

高宗调露元年 (679)，慧祥围绕五 台山搜集 

相关史记、传闻等，编撰了《古清凉传》，“凡方域 

名胜及高僧灵迹莫不详载”。这是 自会赜《略传》 

之后 ，对五台山圣迹 的又一次总结。书 中记载了 

许多化现故事。比其稍晚的贤首国师法藏在撰集 

《华严经传记》时对该书多有大段引用。慧祥之 

作 ，影 响可见一斑。 

武周时期 ，又一次朝廷主导下 的巡礼推动了 

化现故事的丰富，也推动了五台山信仰的进一步 

传播。据宋延一《广清凉传》载： 

长安二年 (702)五 月十五 日，建安王仕 

并州长史，奏重修茸[清凉寺]。勒大德感法 

师，亲谒五台山。以七 月二十 日，登 台之顶。 

僧俗一千余人 ，同见五 色云中，现佛手相。白 

狐 白鹿 ，驯狎于前。梵响随风 ，流亮山谷 。异 

香芬馥，远近袭人。又见大僧，身紫金色，面 

前而立。复见菩萨，身带璎珞，西峰出现。法 

师乃图画闻奏。帝火悦 。⑦ 

此次巡礼发生在新本《华严经》译毕(699)之后不 

久，也是武则天从神都洛阳返回长安处理朝政 

(701)后不久，武则天甚至命人雕琢御容代己巡 

礼，其规格之高，有唐一代空前绝后。这也是武则 

天以佛教推行政治的表现之一。引文 中的“感法 

师”即曾参与造作《大云经疏》为武后造势之德 

感。“僧俗一千余人”共同登台，规模空前，其人 

员可能也不仅限于并州 ，其影响也远甚于个人 的 

朝拜。更为重要 的是 ，武则天以帝 王御容代己礼 

台，引发了下面竞效之风，即所谓“帝王 日万机之 

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矧余凡庶，岂不从风”。 

“法师乃图画闻奏 ”，也正是此次 图奏使五 台山化 

现突破了早先以僧人 、老人为主的单调内容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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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绍卫 中古时期五台山信仰的传播路径考——以中古时期的五台山“巡礼”和“化现故事”为中心 

现了五色云、佛手、白狐自鹿、紫金色大僧、璎珞菩 

萨等。诸如五色云、白狐白鹿，可能是对中国传统 

祥瑞元素的吸收；诸如佛手等，则是源于佛典①。 

德感等人奏言曾见五色云、佛手、佛光等化现 

圣迹，很可能是糅合了当时流传在三辅、五台山等 

地的灵验故事。德感之影响，持续甚久，直至天宝 

之后，每当文人信众来至五台时，仍频频提及德感 

此行。大致作于748—749年间的《五台山清凉寺 

碑》便曾如此回忆：“长安年中敕国师德感供以幡 

花，文殊应见于代，具大神变，发大光明，俨兮以或 

存，倏兮无处所。凡厥稽首，咸怀欣怀，傍顾此身， 

尽在光影。”② 

武周时期，法藏撰《华严经传记》，收集了有 

关《华严经》译传、转读、讽诵、书写等故事，其中 

关涉五台山之事甚多。法藏在书中曾言： 

自古以来迄乎唐运，西域梵僧，时有不远 

数万里 ，而就兹顶谒者；及 此土道俗 ，亦尘轨 

相接。或遇神僧圣众，仙阁珍台，灵光哮晔， 

妙香芬馥，空钟 自响 ，宝偈遥 闻。倏 忽俄 顷， 

抑扬千变。③ 

这可以看作是唐前期有关五台山化现的全面总 

结，这种总结当然也是基于《古清凉传》以及其所 

撰《传记》得出的。 

就唐玄宗以前巡礼人员的来源而言，有记载 

者五十一人，太宗朝三人、高宗朝二十八人、武周 

时期十人、中宗朝十人。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朝以 

后的巡礼可能都是发生在会赜检行五台之后，并 

且这一时期，从长安出发者占有相当比重。官方 

主导下的巡礼活动对五台山信仰传播的重要推动 

力，由此亦可以窥得。 

从上文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唐初 自会赜检行 

五台之后，巡礼五台的次数更加频繁，并且常有数 

以百计 、甚至千计 的大规模巡礼群 。这样 的人文 

宗教景观，对推进五台山信仰的传播无疑产生了 

巨大的推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信众 

对五台山化现见闻的热衷，出现了一些以化现故 

事为核心内容的五台山传记，其中最为可道者即 

是会赜的《略传》、慧祥的《古清凉传》和《法华传 

记》以及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值得指出的是， 

这些传记几乎全部都是曾经长期生活在长安的僧 

人完成的。这些故事或是他们亲至五台山等地所 

搜集，或是他人亲至其前口述。这表明唐初长安 

虽不是这些故事的创造地，但却是它们的集结地 

和扩散地。 ．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化现故事不断丰富，但 

其背后的助力更多的源自具有官方背景的检行 

僧。而传播的途径则可能更多的藉助于口头和几 

部集成性的五台山志。随着五台山信仰的不断发 

展，无论是巡礼群体，还是故事流传，都呈现出了 

多元化的趋势。 

三、驻锡华都 ：中晚唐时期 

多元化的巡礼和化现故事 

据林韵柔统计，唐玄宗至后周世宗朝，巡礼五 

台山且有记载者共计八十三人，其来源地区则包 

括今之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 、江西、 

浙江 、福建、湖北 、四川等，可谓是遍及全国 ；期间 

也多有来自西域、朝鲜、日本等异域巡礼者，这说 

明五台山信仰已经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周边四 

域。并且，敦煌、西藏等地区发现的中古时期的 

《五台山化现图》，与至今仍保存在五台山地区的 

《化现图》内容一致，说明五台山信仰的化现内容 

当时有统一的蓝本。但这样统一的宗教图景却有 

着一个层累的过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是那些 

对新的化现故事的编造和传播具有关键性影响的 

高僧大德。 

(一)佛陀波利入金刚窟：文殊大宅的传说 

根据武则天时期定觉寺主僧志静写《佛顶尊 

胜陀罗尼经序》，当时流传着佛陀波利从印度取 

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在译出此经后又曾 

携梵本人五台山的故事。但其故事真正的盛行与 

① 关于文殊化现，已有学者从化现的佛教依据等方面进行过论述，参崔福姬：《五台山文殊信仰；：挡c于为化现》， 

《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第 33号 ，2005年 3月，第 15—29页。 

② 李畴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第4563页。历代均将此文系于李邕名下 ，但经王亚荣 

等辨析 ，可知其误。参王亚荣：《李邕(五台山清凉寺碑>考辩》，《人文杂志》，1990年第 1期，第 87—89页。 

③ 法藏 ：《华严经传记》，第 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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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遇文殊以及入金刚窟的传说有莫大的关联①。 

遇见文殊化身，并非肇始于波利。慧祥之前 

既已存在“文殊师利周宇文 时，化作梵僧，而来此 

土”的传说②。隋唐时期，“金刚窟”被视为文殊所 

居，但这一说法似乎并没有经典依据。甚至在德 

宗时期般若翻译的《华严经》本中，金刚窟乃观自 

在菩萨所居⑨。但据 《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 

经》，有维卫佛时香山中摩利大仙所造之乐等五 

种功德 ，在佛灭度后 ，由“文殊圣者还持清凉 山金 

刚窟中”。金刚窟乃“三世诸佛供养之具多藏于 

此”之地④。除此之外，其时可能还流传有名为 

“五台山金刚窟收五功德记”的一卷之书，由此可 

见这一说法相当流行⑤。慧祥亦 曾引用此说 ，并 

且称此说 源 自隋初 魏郡灵裕法师 (518—605)所 

撰《圣迹记》⑥。《古清凉传》载高齐时祥云进入 

金刚窟与窟内山神对话的传奇，则可能暗示了文 

殊与金 刚窟 的关系在 隋前 既 已存 在⑦。无论 如 

何，“金刚窟”在隋唐之时就 已被视为“文殊大 

宅”。而后世巡礼拜 山者如无著、法 照等礼遇文 

殊之事也多发生于此。 

佛陀波利遇文殊、入五台山的故事至晚在武 

则天时期既 已经 出现 ，但在武则天时期 尚未出现 

佛陀波利入金刚窟的传说。此传说真正流行起来 

则是在代宗朝 以后⑧。 

(二)巡礼和尚入化寺：一个传统的开始 

有唐一代，五台山新建了很多大寺 ，延一将他 

们称为“今益唐来寺”，如南台之法华寺、中台之 

竹林寺、金阁寺等。这些大寺也成为诸如禅宗、密 

宗、净土宗等教派的重要道场。入化寺的传闻，北 

朝时期就屡有见闻，⑨而建立化寺 的传统始 自唐 

神英和尚。《宋高僧传·神英传》载： 

释神英，罔知姓氏，沧州人也。⋯⋯以开 

元四年(716)六月 中旬到山瞻礼 ，于僧厨 止 

泊。一 日食毕游于西林，忽见一院题日法华。 

⋯ ⋯ 乃 发 愿 日：我 依 化 院 建 置 一 所住 持 。 

⋯ ⋯ 乃于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 。细 

妙光莹，功侔所见。其壁乃王府友、吴道子之 

迹 ，六 法绝妙 ，为世 所 尚。⑩ 

神英乃神会和尚的法嗣，也是 因神会指点而来至 

五台山。开天时期 ，南宗逐渐取得了对北宗优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 ，神英发愿建寺一事得 到了很多 

支持 ，“归依者众”，并且“营构不酬工直”，吴道子 

等也曾为寺院修建泼墨挥毫。神英在五台山得入 

化寺一事在当时之影响可以想知了。 

随着“费盈百万”法华寺之修建以及南宗之 

发展 ，神英之事 当流传甚广。对五 台山佛教发展 

影响更大的可能是 ，他开启了言称入化寺并于五 

台山建立所见化寺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代宗时期 

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代宗时期是五台山化现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 

时期。大历年间甚至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巡礼 

五台的热潮⑩。而这次热潮的起点即是释道义的 

巡礼。 

《广清凉传》载： 

① 林韵柔 ：《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传与信仰》，《法鼓佛学学报》第三期，台北：法鼓佛教学院，2008年版， 

第 145—193页。 

② 慧祥 ：《古清凉传》，第 1096页。 

③ 般若译：《华严经》，《大正藏》第 10册，第733页。 

④ 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第 884—888页。 

⑤ 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第 55册，第 1084页。史睿认为《五台山金刚窟收五功德记》即圆仁所记 

之《金刚窟记》，参史睿：《圆仁求法 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文献》，2005年第4期，第 134—136页。 

⑥ 《古清凉传》“王子烧身寺”条载：“按《灵迹记》云：此乐是楞伽山罗刹鬼王所造，将献迦叶佛，以为供养。迦叶佛 

灭后，文殊师利将往清凉山金刚窟中。释迦佛出时，却将至祗洹。一十二年，文殊师利还将入清凉山金刚窟内。”参慧祥： 

《古清凉传》，第 1095页。 

⑦ 《古清凉传》载：“昔高齐王时，大孚寺僧祥云⋯⋯既闻此山灵，乃往居之。后于寺南，见数十余人，皆长丈许。中 

有一人威棱最盛，直来迎接，顶礼云：请师行道七日。云日：不审檀越何人?家在何处?日：弟子是此山神，住金刚窟。于 

是将云北行，至数里，见宫殿园林，并饰以朱碧。”慧祥 ：《古清凉传》，第 1095页。 

⑧ 林韵柔 ：《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传与信仰》，第 l8O页。 

⑨ 慧祥：《古清凉传》“齐定州僧明勖”、“周沙门”等条，第 1096—1097页。 

⑩ 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5—536页。 

⑩ 张先堂 ：《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第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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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义禅师]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四 

月二十三 日，⋯⋯游至 台山⋯⋯访 寻文殊所 

在⋯⋯举 目见一金桥 ，义即随登 ，乃金 阁寺。 

⋯ ⋯ 遂入寺庭⋯⋯义日：和尚寺舍尤广，触 目 

皆是黄金所成 ⋯⋯ 觉一将茶及 药食 来。既 

至，命义啜食。香味芬馥，回殊常味。⋯⋯道 

义遂辞老僧。 出寺百步，回顾 已失所在 ，但 空 

山乔木而 已。方知化 寺，遂回长安。大历元 

年(766)，列其上事，闻奏太宗皇帝(——按， 

太宗当为代宗之误)。帝下勒建置，诏十节 

度使照修创焉。① 

延一的记载存在错乱之处。关于建立道义所见金 

阁化寺一事，《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 

上表制集》、《宋高僧传》均有相关记载。《代宗朝 

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载： 

五 台山金 阁寺 

右大兴善寺沙门特进试鸿胪卿大广智不 

空奏：上件寺先圣书额 寺宇未成。准开元二 

十四年衢 州僧道义至台山所见文殊 圣迹 寺， 

号金 阁院。⋯⋯登时图画一本进入在 内。天 

下百姓成欲金 阁寺成 ，人 谁不愿?令 (—— 

按 当为“今”之误 )泽 ,kl1僧道环 日送供 至山， 

遗慕道义禅师所见之事，发心奉为国家依图 

造金 阁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见。今夏起 手工 

匠什物兹 自营办。② 

由“登时图画一本 ，进入在 内”，可知道义 当时可 

能是以进奏祥瑞的方式，向皇帝呈上了化现图以 

及 自己所见化现圣迹。不久 ，乾元 元年 (758)九 

月十一 日，新即位的肃宗下敕建寺，并亲题寺额。 

可能由于战乱，寺院修建并没有很快完成，甚至官 

方的支持也不能维系。但也正因为得到了皇帝的 

肯定，道义所见化现神迹在当时广为传布，影响甚 

大，成为僧俗景慕之事，“天下百姓咸欲金 阁寺 

成”。为了完成金阁寺的修建，诸如道环等僧人 

“日送供至山”。修建金阁寺在代宗朝出现了转 

机。永泰二年，不空请求代宗允许帮助僧道环，按 

照道义所描述之见闻，修建金阁寺。此后，不空还 

曾多次就金阁寺修建、度僧等事务上表代宗③。 

国家力量的干预，进一步增强了新修金阁寺在五 

台山乃至当时整个社会 的影 响力。不空也藉助此 

次修寺，使密宗在五台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金阁 

寺则成为宣扬密宗 的一个重要道场。 

在此次巡礼中，道义号称目睹了之前礼拜者 

所能见到的所有圣迹 ：如 目睹文殊化现之老僧 ，步 

入化寺，药食仙果等。除此之外，道义所历还有很 

多超出以往化现内容者，诸如与文殊有往来问法、 

遇见化现金桥等。这些见闻传说为后世《化现 

图》提供了更多的元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金 

阁寺和化金桥。随着官方势力 的介入 ，金 阁寺 由 

化现寺而成为真实寺，它更多的发挥着密宗道场 

的作用，其最初的象征意义 日益弱化。金桥的象 

征意义则愈发凸显，它已成为巡礼者极欲礼拜的 

重要圣迹 。 

(三)梁汉禅师出世间：法照与化现故事的 

集结 

随着道义事迹 的传播 ，他那种杂糅过各种化 

现内容的经历，也成为后继巡礼者追寻圣迹的模 

版 ，其 中释法照最为著名 。 

法照在中国净土宗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 

宣称自己受到了文殊菩萨的点化，便从衡州来到 

五台山巡礼。大历四年(769)八月启程，五年四 

月到达五台。上山即见“大圣不思议之光相”。 

他曾将其所见化现之事“立石题记”，并书写流 

传。日本僧人圆仁在五台山华严寺住夏时，曾获 

得《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释法照得见台山境界记》 

一 卷④；《宋高僧传》、《广清凉传》等所录的《法照 

传》的相关 内容，应是源 自法照的记述和石刻等 

资料。法照还曾作《五台山赞》，以诗的形式记录 

① 延一：《广清凉传》，第 1113页。 

②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 834页。 

③ 不空的上表有《请修台山金阁玉华寺等巧匠放免追呼》(大历二年二月十六日)、《请台山五寺度人抽僧》(大历 

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参不空《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 835页。 

④ 圆仁：《入唐新求圣教 目录》，第 1085页。据史睿考察，敦煌文书 P．3792V{念佛大圣竹林之寺赞佛文》可能即 

是圆仁所见《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释法照得见台山境界记》，即或不是，亦当不远。参史睿：《圆仁求法 目录所记五台山石 

刻考》，第 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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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传其巡礼所见化现之事①。从其传记及赞文 

等描述看 ，法照所见化现有 ：五色云、化寺、佛光、 

金桥、文殊侍从 、文殊普贤、圣灯、佛陀波利等。从 

他的巡礼路线和见闻看 ，他的巡礼似乎追寻了道 

义 、无著等在他之前有传奇经历僧人的足迹 ，实际 

上 ，对于前人 的事迹 ，他是可 以很 容易得到 的②。 

在他编造的记录中，他看到了前人未曾有“圣灯” 

和“佛陀波利”。 

“灯”是佛教的六种供养之一，在佛经 中多被 

用于喻法和智慧。中古时期，燃灯供养非常盛行， 

在敦煌就有大量《燃灯文》。③ 甚至很多僧人也曾 

身上燃灯，以示虔诚。法照称，他曾见灯千盏，行 

行相对，遍于山半，出现了佛国化境，并因此忘身。 

在其所作《五台山赞》中也有类似描述：“五台圣 

化夜光灯 ，遍满山北万千幡。照耀众生造十恶 ，总 

教归 向比丘僧。”法照将其所见“灯 ”冠以“圣”字 ， 

也是在用语言神话其所见 ，并强化其所 营造的神 

圣感。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数件《五台山行记》(如 

P．3931等)也表明普化大师等巡礼时都曾目睹 

圣灯隐现。五代时期，在创作新的《五台山化现 

图》时，画师们也曾用艺术的方式将这一圣迹表 

现了出来。甚至到了宋元明等时期，此种描述仍 

然流行(垒)。 

法照称，在金刚窟接引 自己并将其迎人金刚 

窟见文殊的人正是佛陀波利 。文殊居金刚窟，是 

早已存在的传统，但将佛陀波利和金刚窟联系在 
一 起则是第一次见诸记载。正因佛陀波利入金刚 

窟的传说并未见于法照之前的文献，笔者颇为疑 

心，佛陀波利入金刚窟一事即是缘起于法照⑤。 

法照之前 三年 ，大历二 年 (767)，无著 巡礼金 刚 

窟 ，有一牵牛老人引其入化般若寺见文殊 ，但并未 

提及波利 ，似乎他当时并不认为老人即是波利⑥。 

易言之，无著时，尚未将波利和金刚窟联系在一 

起。大历五年(770)，法照沿着无著的足迹亲礼 

金刚窟。他 口中的经历 和无著几乎完全一致 ，显 

著不同的即是 ，他号称引其人金 刚窟者即是梵僧 

佛陀波利。这应当是法照在无著经历上进一步神 

话 自己的表现。果如此，在法照之前 ，流传的佛陀 

波利传说止于入五台山；而法照之后 ，故事的结尾 

被改为“相传入金刚窟，于今不出”。 

法照见“化现金桥 ”，可能是受到了道义和无 

著故事的影响。在现存 的法 照所撰《净土五会念 

佛诵经观行仪》卷中亦出现了具有类似意像的 

“金桥”。⑦ 但 法照为 “金桥”加入 了“五会念佛” 

净土信仰的色彩。敦煌保存的《五台山赞》(甲 

类)其创作年代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以后，文 

中载 ：“五色云里化金桥，大悲和尚把幡招。有缘 

佛子桥上过，无缘佛子逆风飘。” 

“五色云里化 金桥 ”一 句是 描写 五台化 现， 

“大悲和尚”当即弥陀胁侍菩萨观音。现于金桥 ， 

正是他作为引路菩萨的表现。故金桥化现始于道 

义，而在法照之后又被加入了净土信仰的成分，最 

终成为每位巡礼五台山的信徒所欲亲睹的圣迹。 

金桥的地位也在一位又一位体验者的宣传中得到 

强化 ，继而成为虽非经典 之载却跻身化现故事的 

元素之一 。之后 ，金桥的元素也 出现在《化现图》 

中，约完成于9世纪40年代吐蕃统治后期的莫高 

窟 361窟中就在壁画中标识了“圣金桥”。 

巡礼五台山是法照发展的转折点，而进驻长 

安则使法照迎来了其生涯最辉煌的时段：他所创 

立的“五会念佛法门”，影响之广，西至敦煌流沙 

之地，东至 日本扶桑之国，皆有信徒 。他的五台巡 

礼之事也广为流传 。从后世巡礼行记看 ，巡礼者 

们几乎都在延着法照描绘的路线去观礼。著名者 

① 杜斗城曾将敦煌出土的《五台山赞》分为四类。按法照所作即(丙)类(凉汉禅师出世间)。参杜斗成《敦煌五台 

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道义的巡礼随着金阁寺的修建，早已广布；而无著的奇遇，在当时也被记录下来，即一卷本的《沙门无著人圣般 

若寺记》，此记的最早形态，可能是石刻，故当法照来台时，可以根据记载“往金刚窟巡礼，到无著见大圣处”。参《人唐新 

求圣教目录》，第 1084页；史睿《圆仁求法 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第 128—129页。 

③ 马德：《敦煌遗书莫高窟岁首燃灯文辑识》，《敦煌研究》，1997年第 3期，第 59—68页；冀志刚：《燃灯与唐五代 

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第 8—12页。 

④ 张商英：《续清凉传》，《大正藏》第 51册，第 1127—1129页、第 1134页。 

⑤ 林韵柔也曾考察佛陀波利人五台山一事，但并未分析何以出现人金刚窟之情节。参林韵柔：《唐代(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的译传与信仰》，第 145—193页。 

⑥ 延一：《广清凉传》，第 1111—1113页。 

⑦ 《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大正藏》第 85册，第 1253页；并参法藏敦煌文献 P．20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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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释无染、印度普化大师、张商英等 ，其所见未有 

突破法照者。五代完成的莫高窟 61窟《五台山 

化现图》中画有“法照和尚庵”，也说明了法照对 

“化现”故事传播的重要影响。他本是化现故事 

的编造者、集结者，也终成为后世“化现”故事的 

一 部分。 

(四)游华都上五台：法照之后的巡礼者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来华的日本求法僧圆 

仁曾于五台山华严寺获得《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释 

法照得见台山境界记》一卷等，也曾于扬州收集 

到《清凉山略传》，到达了长安城后更是在兴善、 

青龙及诸寺求得《沙门无著人圣般若寺记一卷》、 

《五台山金刚窟收五功德记一卷》等。① 这表明记 

载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文献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寺院 

都可能存在，而作为佛教中心的长安无疑更为丰 

富。圆仁之所以选择去长安，也正是出于长安的 

中心地位之考虑。 

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一批中晚唐五代时期 

的僧人巡礼行记 ，透漏 出在那一时期 的巡礼路线 

上长安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而他们巡礼的重要内 

容则是巡览化现之迹。关于他们的路线，可以通 

过 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记载的五代时 

期一高僧行迹大体勾勒出来：东游唐国华都，圣君 

赏紫，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攀松竹以经 

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而他们的行记所记 

之化现 ，最为典型者如后唐庄宗时期来华之天竺 

普化大师，P．3931《普化大师行记》载： 

普化大师⋯⋯喜逢今圣⋯⋯昨四月十九 

日平[旦]达华严寺，寻礼真容。⋯⋯宿在殿 

中，持念更深，圣灯忽现⋯⋯二十二 日游王子 

寺，上 罗汉堂，礼降龙 大师真 [容 ]⋯⋯夜观 

真相，忽现毫光，晃辉尊颜，如悬朗月，睹期圣 

端．转 切殷 勤。⋯⋯巡 礼 未周 ，五 色云 现。 

⋯ ⋯ 晚际有化金桥 ，久而方灭。⋯⋯礼佛之 

次，忽有祥云之中，化菩萨三尊，举众皆礼敬。 

此《行记》之记载与法照所撰之《五台山赞》(丙 

类)所载并无二致。与之相应的图像表现，最为 

突出者则是同一时代敦煌莫高窟 61窟文殊堂之 

《五台山化现图》。图像所见化现，一一均可见诸 

这些行记见闻。这种一致正是经过长期层累又经 

僧人统一整合编造的结果。 

在《普化大师行记》中所记有一点需要注意， 

即他曾“礼降龙大师真容”。61窟《五台山化现 

图》中绘有龙泉店、降龙兰若和降龙和上之塔，据 

赵声良研究此三处地名均与降龙大师有关。根据 

《旧五代史》、《宋高僧传》、《广清凉传》、《资治通 

鉴》等文献记载，降龙大师即李诚惠，先是活动于 

五台山，后得到后唐庄宗的礼遇，被迎至洛阳，影 

响盛极一时。但后来 因祈雨无验 ，仓皇而逃 ，并渐 

惧而卒②。后晋时，仍为台山僧人信奉③，并成为 

不断更新着的《五台山化现图》中的重要元素。 

从《化现图》中多达三处描绘与之相关遗迹，可见 

对降龙大师的推崇。但降龙大师生涯并不光彩的 

结尾凸显出这种推崇更多的是单方性的，很可能 

是台山僧团推崇自己内部高僧的结果。 

此外，从降龙大师人洛阳、普华大师遇庄宗、 

S．6551所记讲经僧入“唐国华都”，亦可见五代 

时期，洛阳取代长安，成为了高僧巡礼五台山路线 

上的重要选择，这种改变与长安和洛阳政治地位、 

佛教中心的转变是一致的。 

四、小结 

通过对巡礼以及“化现”故事层累脉络的梳 

理 ，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 

1．就主导五台山信仰发展和传播的力量而 

言 ，唐前和中晚唐是有变化 的。初唐 以前 ，五台山 

信仰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五台山周边地区，附加在 

信仰之上的辅教故事如化现传闻，则相当模式化 

和简单化。这一时期的五台山信仰更多的呈现出 

一 种 自发性发展 的形态。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重新 

出现，玄宗之前的官方主导下的检行活动，对五台 

山信仰的发展形成 了巨大 的推力 ，也成为 “化 现 

故事”流布天下的重要契机 。这一过程 中，来 自 

长安的高僧通过大规模的仪式化的巡礼活动，在 

① 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lO84页。 

② 赵声 良：《莫高窟第 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 4期 ，第 88—124页，等。 

③ 赞宁：《宋高僧传》，第 698—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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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文殊信仰的同时 ，也强化了政治 中心对五台 

山的影响。政治与信仰互动之影响，在当时成为 
一 道宗教景观，但其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在开天之 

后。这一时期 ，巡礼活动高涨 ，巡礼者的来源遍及 

全 国各 地。但 通 过 对 巡 礼 者 礼 拜 内容—— 化 

现—— 的考察 ，有一点是非常明晰的 ，即在此时， 

文殊信仰迅速传播的阶段，诸如神英、法照等创作 

和整合化现故事的高僧主导着信仰内容的发展。 

这一时期 ，政治势力各派、佛教显密各宗 ，你方唱 

罢我上场，纷纷在圣地施加 自己的影响 ，力图攫取 

更多的政治 、宗教等资源。为此 ，他们接连编造各 

种五台化现 ，并将 自己置 于化现舞 台的中心。他 

们是化现故事的编造者和讲述者，而在后世，他们 

本身也成为化现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 

中，当然不能忽视五台山僧团在扩大自身影响中 

的作用 ，无论是神英 、道义抑或是五代时期失势的 

降龙大师等僧众 ，他们本身便是五台 山佛教 的重 

要成员 ，所有 的化现故事本质上都是 出 自五台山 

僧团之手。这些层累地 出现的化现故事扩撒至各 

地，在不同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宗教想象，并激发了 

信众巡礼五台山的宗教热情。 

2．就传播方式和载体来看 ，口头、文本、图像 

等都在五台山信仰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清凉传》之前，五台山的旧闻多以口头传播。 

所以 ，为了撰写山志，慧祥曾多次前往五台山搜集 

化现见闻。对于在地域上远离 五 台山的信众而 

言，《略传》乃至集成性的《古清凉传》、《华严经传 

记》等无疑是坊间巷里人们传说的文本来源。此 

外，诸如《沙门无著入圣般若寺记一卷》、《五台山 

金刚窟收五功德记一卷》等多种 单行本传记 ，也 

是信众搜集的重要对象。无著、法照等人在五台 

山上树立的碑石，最初就是一种信仰的塑造，继而 

成为了五台山的风景，更成为了信仰观念的传递 

媒介。后世的巡礼人每一次观礼碑石、聆听化现 

旧闻，都使这种观念在客观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复 

制和传播。众多巡礼人的行记，虽然是对 自己行 

程的私人化记载，但却 在传播化现故事上起到了 

类似灵验记的功效 ，它们 以亲历者的姿态一次又 

一 次地向阅读到它们 的人证 明化现圣迹 的真实。 

《化现图》的出现，是对化现故事的直观展示。比 

之于文字 ，图像更能激发人们对五台化现的想象 。 

配合着口头和文本的丰富，《化现图》也不断将更 

加奇特的灵瑞增入其中。《五台山赞》等词曲，则 

以一种易于传唱的形式流传，可能会与《化现图》 

配合使用起到一种旅游指南的作用①，但传唱间 

也无疑会加深人们对化现故事 的想象。 

3．就传播路线而言，五台山信仰虽起源于五 

台山，但在其传播路线上，作为政治中心、宗教中 

心的首都可能更具有 中心地位。初唐以前 ，五 台 

山更多的是一种 区域性信仰 ，信众来 自五台山周 

边 。但会赜 、德感等人 的巡礼活动改变 了这一面 

貌 。这一转变在文献中就表现为 ：长安地区的高 

僧和信士成为了巡礼活动的主体。玄宗以降，各 

宗元匠的行迹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五台山信仰 

传播的路线。与唐以前高僧局限在五台山修行的 

状态不 同，与玄宗以前高僧始发 自长安的情况也 

不 同，唐中后期的巡礼出现了新的动向：佛教大德 

更多的是从地方巡礼至五台，进而再向长安辐辏。 

事实上，只有进入长安 ，他们的地位才可以得到最 

高层次的认可；而也只有通过长安，他们的学说和 

影响才可以传播至全国。可以说 ，中晚唐时期 ，都 

城长安不仅是一座静态的佛教 中心 ，也是五台山 

信仰动态传播网络上的中心；而到了五代，洛阳则 

取代长安成为五台山信仰传播网络上的重镇。 

(责任编辑 ：仲平) 

① 关于《五台山赞》与《五台山图》的关系，参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之《(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 

及其与“经变”的关系》，第 133—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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