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 5期 

酥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238期) 

中古早期中国南方地区普通僧人的生计 

鲁西奇 

摘 要： 中古早期南方地区的普通僧人，主要依靠向原有地方神庙争夺资源与信众、 

向商贾求取布施、乞食等方式，以维持生计；特别着意于在滨海、河湖地带以及 山区活 

动，以得到渔人、山民的供养。南方佛教寺院较少得到君王贵族布施的田产，故普通僧 

人一般亦不从事耕作。北、南方地区僧人生计的差别，根源于北、南方地区政治经济与 

社会文化环境之差别，对于佛教的传播 、影响及其 派别的形成与演化也 产生 了深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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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卷 5记释道安南投襄阳，宣扬佛 

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雍州刺史朱序、荆州 

刺史桓豁等亦深相结纳。清河张殷舍宅为基，供 

道安立檀溪寺 ，“大富长者 ，并加赞助，建塔 五层 ， 

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 斤，秦主苻 

坚遣使送外 国金箔倚像，高平郄超遣使馈米千 

斛 。 与道安 同时南来 的竺法 汰，人 都居 于瓦官 

寺，晋简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 

会 ，帝亲临幸 ，王侯公卿 ，莫不 毕集”。汰遂扩建 

瓦官寺 ，“更拓房宇，修立众业 ，又起 重门，以可地 

势”。及其圆寂 ，孝武帝诏书营丧 ，赙钱十万。②竺 

潜(法深)出身琅琊王氏，乃王敦之弟。出家后居 

于剡东仰山，结旅 山门，其地则 当为王 氏家产 ，故 

支遁曾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 ，潜辄 给之。@ 

凡此名僧大德 ，或位崇身显 ，广受礼敬 ，或 出身豪 

门，挟资隐居，皆生计无虞 ，自可优游山林 ，论道说 

义，弘扬佛法。而佛教进入中国南方地区之初，却 

并不为人所知 ，僧人游历 四方，生计颇为艰难 ，弘 

法更为不易。佛教在南方地区初步立足、略具根 

基之后 ，虽颇得帝王显宦 、达官贵人之信仰 ，舍宅 

立寺 ，广施供养 ，从而培育一众高僧 ，然仍有众多 

普通僧人 ，深人海隅山林 ，筚路蓝缕 ，开辟道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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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连市肆，或深入村里，乞食自给，说法布道，以广 

其教。 

佛教进入中国北方之后，逐步得到君王贵族 

等权势阶层之信仰，布施田产租税及金钱财物甚 

多，遂奠定佛教传播与发展之经济基础；十六国北 

朝时期，北方普通民众亦愈来愈普遍地信仰佛教， 

从而给佛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提供 了深厚的 

社会经济基础。而在南方地区，却迄未见有六朝 

政权统治阶层较大规模地布施田产的记载，南方 

乡村民众，亦非如北方乡村民众一般，以佛教信仰 

为核心，结社立场，共营寺庙，写经造像，供养僧 

众。因此，汉末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普通僧人， 

遂多依靠向当地原有神庙争夺资源与信众、向商 

贾求取布施、乞食等方式，以维持生计；特别着意 

于在滨海、河湖地带以及山区活动，以得到渔人、 

山民的供养。中古早期北、南方地区僧人生计手 

段的差别，固然受到北 、南方地区统治集 团政治文 

化取向的影响，亦与北、南方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 

差别有着密切关联 ；而此种差别 ，对于佛教在中国 

的传播、影响及其派别的形成与演化，更产生深刻 

的影响。 

一

、共 亭湖庙的财物 

《高僧传》卷 1《译经》“汉雒阳安清”记安世 

高(安清)离开洛阳，到南方游历： 

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 

雒扰乱，乃振锡 江南。云 ：“我 当过庐 山，度 

昔同学。”行达郏 亭湖庙。此庙旧有灵威，商 

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 

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 

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 

福。神乃降祝日：“船有沙门，可便呼上。”客 

咸惊愕，请 高入庙。神告 高日：“吾昔外 国与 

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以 

嗔恚故，堕此神报。]今为郏 亭庙神，周回千 

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 ，珍玩 甚丰。(以嗔 

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 

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 

当度山西泽中。此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 

绢千疋 ，并杂宝物 ，可为立法营塔 ，使 生善 处 

也。⋯⋯高即取 绢物 ，辞别而去。舟侣扬帆 

⋯ ⋯ 倏 忽之 顷，便 达 豫 章，即 以庙 物 造 

东寺。① 

世高度盐6亭庙神、移庙中财物立寺的传说，在六 

朝时，即有不同版本。慧皎引不详撰人之《安世 

高别传》云：“晋太康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出 

经竞，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吴末行 

至杨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 

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郏 亭庙神，为立寺 

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又引庾仲雍 

《荆州记》云：“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共5亭庙神， 

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而昙宗《塔寺 

记》则称：“丹阳瓦官寺，晋哀帝时沙门慧力所立。 

后有沙门安世高，以共5亭庙余物治之。”②则世高 

所立之寺，即有豫章东寺、荆城东南隅自马寺、丹 

阳瓦官寺三说，时间亦各不相同。可知世高度神 

立寺之事，当非信史。然此一故事，在六朝时期颇 

多流传，却说明佛教进入中国南方之初，或以不同 

方式，获取民间固有神庙之财产及信众，使之成为 

佛教早期发展的基础。 

上引四种版本的世高度神立寺传说，共同之 

处在于世高移用立寺 的财 物所 自之庙 ，皆为“共6 

亭庙”(或共5亭湖庙)。郏 亭庙，当即宫亭庙。 

《元和郡县图志》又作“官亭湖神庙”(“官”当为 

“宫”之误)，谓“在(浔阳)县东南九十里”。④ 《水 

经注·庐江水》谓庐山南岭(天子鄣)下“有神庙， 

号日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并记载当 

时传说云： 

山庙甚神 ，能分风擘 流，住 舟遣使 ，行旅 

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故曹毗咏云：分 

① 《高僧传》卷 1《译经》上，第 5—6页。 

② 《高僧传》卷 1《译经》上，第 7页。 
③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 2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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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为贰，擘流为两。昔吴郡太守张公直，自守 

征还 ，道 由庐山，子女观祠 ，婢指女戏妃像人 ， 

其妻夜梦致聘 ，怖 而遽发，明引中流，而船不 

行。合船惊惧 ，日：爱一女而合 门受祸也。公 

直不忍 ，遂令妻下女 于江。其妻布席水上，以 

其亡兄女代之 ，而船得进。公直方知兄女 ，怒 

妻 日：吾何面 目于当世也。复下己女于水中。 

将渡，遥见二女于岸侧 ，傍有一 吏立曰：吾庐 

君主簿，敬君之义，悉还二女 。故干宝书之于 

感应焉。① 

吴郡太守张公直，据干宝《搜神记》，名璞，不 

知何时人，②盖本为传说，不必究其实。《后汉书· 

栾巴传》记顺帝时栾巴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I 

鬼怪 ，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 。巴素有道术 ，能役鬼 

神 ，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巫 ，于是妖异 自消。百 

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注引葛洪《神仙传》日： 

“时庐 山庙有神 ，于 帐中与人 言语 ，饮酒投杯 ，能 

令宫亭湖中分风，船行者举帆相逢。巴未到十数 

日，庙中神不复作声 。郡 中常患黄父鬼为百姓害 ， 

巴到，皆不知所在 ，郡 内无复疾疫 。”④此庐 山庙， 

当即宫亭湖庙。则知在世高南游之前，宫亭庙早 

已存在 ，是当地民众与经行于长江、彭泽湖上的行 

旅商贾奉祀的神庙。《太平寰宇记》引《江州图 

经》，谓宫亭庙“在(江)州南彭蠡湖侧，周武王十 

五年置”@，也曲折地反映出此庙来源甚古。六朝 

时，宫亭庙仍颇得信奉，香火甚盛。《初学记》卷7 

《地部》引盛弘之《荆州记》日：“宫亭湖庙神甚有 

灵验，途旅经过，无不祈祷。能使湖中分风，而帆 

南北。”⑤宫亭庙神甚至得到南朝皇族 的奉祀。 

《南齐书》卷 l8《祥瑞志》载：“舁明三年，世祖遣 

人诣宫亭湖庙还福 ，船泊渚 ，有 白鱼双跃入船。”⑥ 

萧赜初仕 ，即为寻 阳国侍 郎，辟江州西曹书佐 ；沈 

攸之反 ，萧赜据守湓 口城 ；异明二年 (478)，得任 

江州刺史。故江州实为萧赜发迹之所，其问，或曾 

往祈宫亭庙。异明三年 (479)，萧赜 已人为尚书 

仆射、中军大将军，进爵为公，即将成为齐国世子。 

他于其时派人前往宫亭湖庙还福，奉献必然甚丰。 

因此，东汉六朝 时期 ，彭泽 湖畔的宫 (郏 )亭 

庙甚得官民商旅信仰，庙中累积财富甚丰，当非虚 

言，上引《高僧传》庙神称其“珍玩甚丰”，“有绢千 

疋，并杂宝物 ”，应大 致可 信。而 正是 在这 一时 

期，庐 山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 

虽然世高行经彭泽湖 、度共5亭庙神 、移神庙之财 

帛立佛寺的故事未必是信史，但佛教在中国南方 

传播的早期，必然与民众信仰的诸种神祗争夺信 

众与财源，却应当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在《高僧 

传》所记的故事中，共5(宫)亭庙神皈依了佛教，而 

其作为庙神肉身的巨蟒则死于“山西泽 中”，“庙 

神歇末 ，无复灵验”。隋唐以后 ，虽然《元和郡县 

图志》、《太平寰宇记》仍记有宫亭庙，但却再也未 

见有灵验事迹发生 ，亦未见有商旅前往祈祷布施 

的记载。显然，宫亭庙神已基本失去经行商旅的 

信仰，可能只在当地民众中仍保有某些影响。 

佛教在南方地区传播之初 ，以诸种方式 ，与当 

地固有信仰乃至道教争夺信众与资源，或颇有发 

生，惟其事不彰 ，故于文献 中仅得 曲折见出。《高 

僧传》记慧远初到庐山，“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 

水大远，远乃以杖扣地日：‘若此中可得栖立，当 

使朽壤抽 泉。’言毕 ，清流涌出，后卒成溪。其后 

少时，浔阳亢旱，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 

蛇从池上空 ，须臾大雨 ，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 

泉寺焉。”⑦慧远在未得桓伊相助之前 ，如何于庐 

山安居，已无从知悉。据此处所记传说，似可推 

知，慧远盖以奇术，慑伏当地信仰蛇神的民众，并 

可能利用原有奉祀蛇神的神庙资财 ，营建龙泉寺， 

从而在庐 山初步立足。 

① (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水经注》(合校本)卷 39《庐江水》，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据光绪十八年 

新化三味书室《合校水经注》本影印，第 600页。 

② (晋)干宝撰 ，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 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49页。 

③ 《后汉书》卷57《栾巴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 l841—1842页。 
④ (宋)乐史撰 ：《太平寰宇记》卷 111“江州”，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2256页。 

⑤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7《地部》“湖”，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 140—141页。 

⑥ 《南齐书》卷 18《祥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 356页。 

⑦ 《高僧传》卷6《义解》三，第 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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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弟子昙邕受摈出山，于庐山之西南另营 

立茅宇，别创门户。《高僧传》说昙邕弟子昙果 

“梦见山神求受五戒，果 日：‘家师在此，可往咨 

受。’后少时，邕见一人着单衣帽，风姿端雅，从者 

二十许人，请受五戒。邕以果先梦，知是山神，乃 

为说法授戒。”①这个故事折射出的事实，应当是 

昙邕、昙果师徒，被摈离开东林之后，借居庐山西 

南原有之山神庙中，复渐将山神信仰纳入佛教信 

仰范畴之内。 

《高僧传》卷 4又记竺法崇：“尝游湘州麓山， 

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 

之，少时，化洽湘土。”②法崇初到麓山，显然居止 

于原有的夫人庙中，后来渐渐吸引民众，使之改信 

佛教 ，麓 山夫人庙遂渐变为佛寺。 

而最为典型的例证则是法安伏虎立寺的故 

事。《高僧传》卷 5《义解》三谓： 

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 

筑神庙 ，左右居 民以百数 ，遭虎死者，夕有一 

两。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 

闾。安径之树下，通夜 坐禅 。向晓 闻虎 负人 

而至，投 之树北，见安 如喜如惊 ，跳 伏安前 。 

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 

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 

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 

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⑧ 

新阳县为竞陵郡属县，在今湖北京山县。新阳县 

村里的神庙 ，在大社树下 ，应 即社庙 ，祀社 神 (土 

地神)。法安降服吃人老虎，遂得村人乃至全县 

士庶尊崇信仰，乃改庙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 

众业”，是以原有神庙资产为基础，发展佛教的 

事业。 

与此相类似的降虎立寺故事，在六朝时期颇 

有所见。《高僧传》卷 11《习禅》记帛僧光于晋永 

《高僧传》卷 6《义解》三，第 237页。 

《高僧传》卷 4《义解》一，第 171页。 

《高僧传》卷 6《义解》三，第235页。 

《高僧传》卷 11《习禅》，第 402页。 

《高僧传》卷 11《习禅》，第 403页。 

《高僧传》卷 5《义解》二，第 198—199页。 

和初游于江东 ，投剡县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 中 

旧有猛兽之灾 ，及山神纵暴 ，人踪久绝。光了无惧 

色，雇人开剪，负杖而前”，人于山南石室中修禅， 

“经三 日，乃梦见 山神，或作虎形 ，或作 蛇身 ，竞来 

怖光，光一皆不恐。经三 日，又梦见山神，自言移 

往章安县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尔后薪采通流， 

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 

舍。”④在这个故事里，山神自动退让，把山神庙交 

给了帛僧光。竺昙猷在始丰县赤城山石室坐禅， 

也是山神“推室以相奉 ”，且 山神称 自己是夏帝之 

子，“居此山二千余年”，虽自身愿皈依佛尊，然其 

“部属未洽法化”，故率部属移往山阴庙。⑤ 则知 

赤城山神庙已颇历岁月，香火供奉不菲。 

而另一些故事则折射出佛教未能“战胜”固 

有民间信仰，双方采取了共存互助的方式。《高 

僧传》卷 5《义解》二记昙翼为造江陵长沙寺，入巴 

陵君山伐木，“山既灵异，人甚惮之。翼率人人 

山，路值白蛇数十，卧遮行辙。翼退还所住，遥请 

山灵为其礼忏 。乃谓神 日：‘吾造寺伐材 ，幸愿共 

为功德。’夜即梦见神人告翼 日：‘法师既为三宝 

须用，特相随喜，但莫令余人妄有所伐。’明 日更 

往 ，路甚清夷 ，于是伐木 ，沿流 而下 。”⑥在这个故 

事里，佛教未能“征服”君山的山灵，但却得到了 

山神的支持与帮助 。 

二、渔人与山民 

《高僧传·兴福》记竺慧达东游吴县，礼拜石 

像，据传其像乃建兴元年(313)浮在吴淞江沪渎 

口，“渔人疑 为海 神，延巫祝 以迎 之 ，于是 风涛俱 

盛 ，骇惧而退 。时有奉黄老者 ，谓是天师之神 ，复 

共往接 ，飘浪如初。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 ，闻 

而叹曰：‘将非大觉之垂应乎?’乃洁斋，共东云寺 

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 口。稽首尽虔，歌呗至 

德 ，即风潮调静。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 

背有铭志，一名惟卫 ，二名迦叶。即接还安置通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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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吴中士庶 ，嗟其灵异 ，归心者众矣。”①此事亦 

见于传为梁简文帝萧纲所撰之《浮海石像铭》中， 

而叙述更为详悉 ： 

晋建兴元年癸酉之岁，吴郡娄县界 ，淞江 

之下，号日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者为业。 

挂此詹纶 ，无甄 小蚧 ；布斯 九晟，常待 六鳌。 

遥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视沈浮 ，疑诸蜃 气； 

夕复显晦 ，乍若潜火。于是谓为海神 ，即与巫 

祝 ，同往祈候 。七盘 圆鼓 ，先奏 盛唐之歌 ；百 

味椒浆，屡上东皇之曲。遂乃风波骇吐 ，光景 

晦冥，咸起渡河之悲 ，窃有覆 舟之惧 ，相顾 失 

色，于斯而返 。又有受持黄老、好 尚神仙、职 

在三洞、身带八景，更竭丹款，复共奉迎。尊 

像沉躯 ，没而不见。经历 旬日，遐迩俱 闻。吴 

县华里朱膺，清信士也 ，独谓大觉大 慈，将宏 

化迹，乃沭浴清斋，要请同志，兴东灵寺帛尼 

及胡伎数十人 ，乘舡 至沪渎 口，顶礼归依 ，歌 

呗赞德。于时微风送棹 ，淑景浮波 ，云舒盖而 

未移，浪开花 而不喷。 虽舟子 招招，弗能远 

骛 ；而灵相峨峨 ，渐来就浦。仰视神像，嶷然 

重泛。非因鹚首，讵假龙桥；岂藉银连，宁须 

玉轴。背各有题，一名维卫，一名迦叶。于是 

时众踊跃，得未曾有。复惧金仙之姿 ，非凡所 

徙 ，试就提捧 ，豁 尔胜舟。指 燕宫而西归，望 

葑门而 一 息。道 俗 侧 塞，人 祗 协 庆 ，膺 家 

住 近 ② 

《高僧传》与萧纲铭文都提到渔人延巫祝以迎海 

神。这里虽然未见渔民祠海神 的庙宇，但可以相 

信 ，其所延巫祝 当就是海神祠 的巫祝 。萧纲铭文 

中说渔人、巫祝前往沪渎口迎接海神时，“七盘圆 

鼓 ，先奏 盛唐 之歌 ；百味 椒浆 ，屡上 东皇之 曲”。 

七盘，《初学记》“乐部·舞”叙事谓“古之舞曲，有 

回鸾舞、七盘 舞 ”。原 注：“张 衡 有 《七盘 舞 

赋》。”③《文选》卷 l7傅武仲《舞赋》：“眄般鼓则 

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 。”句下李善注云 ：“般鼓 

之舞，载籍无文，以诸赋言之，似舞人更递蹈之而 

为舞节。古新成《安乐宫辞》日：‘般鼓钟声，尽为 

铿锵。’张衡《七盘舞赋》日：‘历七盘而屣蹑。’又 

日：‘般鼓焕 以骈罗。’王粲《七释》曰：‘七盘陈于 

广庭 ，畴人俨其齐俟 ；揄皓袖以振策 ，竦并足而轩 

踌。邪睨鼓下，伉音赴节 ，安翘足以徐击 ，趿顿身 

而倾折。’卞兰《许昌宫赋》日：‘振华足以却蹈，若 

将绝而复连 ，鼓震动而不乱 ，足相续而不并。婉转 

鼓侧 ，崾蛇丹庭 ，与七盘其递奏，觐轻捷之翱翱。’ 

义并同也。”④则七盘是一种由鼓乐相伴的舞蹈， 

当以节奏 明快为其显著特征。盛 唐之歌，据 《汉 

书·武帝纪》，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南巡盛 

唐时所作之歌；⑤东皇之曲，当即《楚辞·九歌》中 

的“东皇太一”之 曲，为娱神之乐。七盘之舞 、盛 

唐之歌 、东皇之 曲以及百味椒浆 (酒 )，虽 然是 萧 

纲的典雅之辞 ，但沪渎渔人在巫祝的带领下 ，备椒 

浆，载歌载舞，去迎接海神，却是可以肯定的。沪 

渎民众以奉祀海神的方式迎接石像而不可得，又 

见石像之灵异 ，至少有一部分渔 民“归心”佛 教， 

而其原来给海神的奉献，当有一部分改奉给了佛 

教。《高僧传·兴福》“竺慧达”又说慧达离开吴郡 

通玄寺之后 ，“进适会稽 ，礼拜[郧县 ]塔 。此塔亦 

是育王所造 ，岁久荒芜 ，示存基跖。达翘心束想 ， 

乃见神光焰发 ，因是修立龛砌 ，群鸟无敢栖集。凡 

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 

信。”⑥郧县阿育王塔据说为西晋时所造。按《高 

僧传》的说法，慧达修立龛砌之后，阿育王塔复显 

神光，并 出现 群鸟不 敢栖 、渔 畋无 所得 的异 迹 ， 

“道俗”方“移信”佛教。换言之，郧县渔人本有所 

信 ，见塔显神迹之后 ，乃皈依佛教。渔人原本给其 

所信之神明的奉献，自也“移”给了佛教。《高僧 

传》卷 3又说厨宾僧人昙摩蜜多于元嘉间来到会 

① 《高僧传》卷 l3《兴福》，第478—479页。 

② (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卷 31《宫观》“开元寺”条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一 
册 ，第 932页 。 

③ 《初学记》卷 is{乐部》，第 380页。 

④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 17“傅武仲《舞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 323页。 

⑤ 《汉书》卷 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 196页。 

⑥ 《高僧传》卷 13《兴福》，第 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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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于郧县之山，建立塔寺。东境旧俗，多趣巫 

祝 。及妙化 所移 ，比屋归 正 ，自西徂 东 ，无思 不 

服 。”①接受教化而归正 的“东境”(会 稽郡所辖 ) 

民众 ，自然有一部分是滨海的渔人。 

滨海渔人“移信”佛教的故事，在中古早期文 

献中颇有所见。《高僧传》卷 6《义解》三“晋庐山 

释慧远”中说：“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 

海中见神光，每夕鲍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 

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 

寺。”②广州滨海渔人在海中见到神光，并向刺史 

陶侃报告，这些(并非一人)渔人应当是信奉佛教 

的。《高僧传·兴福》“竺慧达”又说东晋时“有临 

海渔人张系世，于海 口得铜莲华趺 ，浮在水上 ，即 

取送县。县表上上台”。敕使将铜莲华趺安置于 

前此在建康张侯桥浦所 出、时已置在长干寺中的 

金像足下，“契然相应”；又说：“晋咸安元年，交州 

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于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 

上。晋 简文帝 勒施此像。孔 穴悬 同，光色一 

重。”③临海县与合浦县相隔数千里，而临海渔人 

与合浦采珠人分别得到佛像底座之铜莲花趺与佛 

像头上的佛光，并献之于朝廷。无论其事之真相 

如何，均说明这两处的渔人已信奉佛教，并在传播 

佛教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上引《高僧传》说共5亭庙“旧有灵威，商旅祈 

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似乎主要是经行其 

地的商旅奉祀 的神庙 。而下文又说 “舟人敬 惮 ， 

莫不慑影”。“舟人”既包括从事中远程航行的商 

旅舟人，也当包括当地业渔的舟人。共5亭庙神的 

形象，是一头大蟒，也说明它本来应当是当地人信 

仰的蛇神。那么，在共5亭庙的故事里，也当有一 

部分河湖渔人皈依了佛教。 

山区民众 也 是较 早接 受佛 教信 仰 的人 群。 

《高僧传》卷 3《译经》下记释宝云取经归来，初入 

长安，后于元嘉中安止于建康道场寺，治定诸经。 

“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 

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 

多有改更 ，礼事供养 ，十室而八。”④六合 山在建康 

郊区。《南齐书·李安民传》载：“先是，宋世亡命 

王元初聚党六合山僭号，自云垂手过膝。州郡讨 

不能擒，积十余年。安民遣军侦候 ，生禽元初，斩 

建康市。”⑤则知六合山区虽密弥建康，却并不安 

宁。“荒民”，当指流荒之民，亦即脱离版籍的民 

户。山区“俗好草 窃”的荒 民，受宝 云教化后 ，礼 

事佛教，供养僧人，山区风俗并因之而改变。 

《高僧传》又记厨宾僧人求那跋摩随商人竺 

难提舶到广州后 ，宋文帝敕州郡“资发下京”，“路 

由始兴 ，经停岁许 ”，居 虎市山 ，“于 山寺之外 ，别 

立禅室。室去寺数里 ，磬音不 闻，每至鸣椎 ，跋摩 

已至 ，或冒雨不沾 ，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 ，莫不肃 

然增敬。⋯⋯此山本多虎灾 ，自跋摩居之 ，昼行夜 

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 

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⑥神僧伏 

虎之类故事，曲折反映了佛教进入山区之初，通过 

各种方式，获得民众的信仰的过程。 

三、广州客 、会稽市与建康的“南海商人” 

安世高之南游，乃随商旅而行，并颇得商贾之 

助，于前引《高僧传》已可见出。《高僧传》续云： 

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 害己少年 ，时少 

年尚在，高径至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 

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 当往 

会稽毕对。”广 州客悟 高非 凡，豁 然意解 ，追 

悔前愆，厚相资供 ，随 高东游 ，遂达会稽。至 

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着高头，应 

时陨命 。⑦ 

世高到广州所见之“客”，当为安息客商。2世纪 

① 《高僧传》卷 3《译经》下 ，第 122页。 

② 《高僧传》卷 6《义解》三，第 213页。 

③ 《高僧传》卷 13(兴福》，第 478页。 

④ 《高僧传》卷 3《译经》下 ，第 103页。 
⑤ 《南齐书》卷 27{李安民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 507页。 

⑥ 《高僧传》卷 3《译经》下 ，第 107页。 

⑦ 《高僧传》卷 1《译经》上 ，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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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 ，广 州已颇 有来 自印度的商人居住 ，向无疑 

义 ，而基本可确定来 自安息者 ，则并不多见。同为 

安息人的广州客不仅对安世高“厚相资供”，且随 

世高北上会稽(当走海路，亦即沿海北上)，“至便 

人市”，应是到会稽“市”去寻访其同道 ，说 明会稽 

也很可能有安息商人居住或 经营商业。联结 广 

州、会稽的安息商人网络 ，给安世高等在中国南方 

旅行并传播佛教提供了条件(虽然安世高本人未 

必实际经行此一路程)；同时 ，无论 这些安息客商 

在来 中国前 已皈依佛教 ，还是他们受安世高的影 

响后方信奉佛教，他们都是中国南方地区较早皈 

依佛教的人 群，也是最重要的布施者。而世高在 

市中为人所杀，《高僧传》虽称为误杀，然其实更 

可能是因为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所致 。 

当汉末三国之时，中国南方沿海各港 口，盖颇 

有中亚、印度商人居住、经商，他们声气相通，结成 

网络，且多信奉佛教，从而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可 

资利用的社会网络和经济基础，也给游方僧人提 

供了基本的生计条件。《高僧传》卷 1《译经》上 

谓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 

移于交[5止](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 

服毕出家。”①僧会虽为康居人，然其祖已世居天 

竺 ，而其父又移居交5止。僧会出家之所 ，亦当在交 

5止。《高僧传》说：“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 

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 

赤乌十年初达建邺 ，营立茅茨 ，设 像行道。”僧会 

入建邺之途，不能详知。然传文既称其“东游”， 

则其必经建业以西之荆楚地区。《高僧传》记江 

陵辛寺昙摩耶舍弟子竺法度之事云 ： 

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 

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 南康，长名金迦，入道 

名法度。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 

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 以摄物，乃 言专 

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 

用铜钵 ，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 而行，悔罪 

之 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 阳尹颜竣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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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 明尼，初受其法。今 

都下宣业、弘光诸尼 ，习其遗风。 东土尼众 ， 

亦时传其法。②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 5所记与此大致相同，谓： 

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 

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 

伽。后得入道，为昙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 

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土 ，天 竺科轨，非其所 

谙。但性存矫异，欲 以摄 物，故执 学小乘，云 

无十方佛 ，唯礼释 迦而 已，大乘 经典 不听读 

诵。反抄着衣，以此为法 ，常用铜钵 ，无别应 

器。乃令诸 尼作镇肩 衣，似尼 师坛，缝之 为 

囊，恒着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 

路 ，相捉而行 ；布萨悔过 ，但伏地相向，而不胡 

跪。法度善闲汉言，至授戒先作胡语 ，不令汉 

知。案律之明文 ，授 法资解 ，言不相领 ，不得 

法事。而竺度昧罔，面行诡术，明识之众，成 

共骇弃。唯 宋故丹 阳尹颜竣女 宣业寺尼 法 

弘，交州刺史张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信受其 

教 ，以为真实。⑧ 

竺婆勒为天竺人，在广州经商。南康 ，即南康郡。 

《宋书-州郡志》“南康公相”条下云：“晋武帝太康 

三年，以庐陵南部都尉立。领县七，户四千四百九 

十三 ，口三万 四千六百八 十四。去州水三千七百 

四十。去京都水三千八 十。”④“州”指江州，“京 

都”指建康。南康郡治赣 县，在今 江西赣州。由 

南康沿赣水而下，至江州转入大江，沿江下至建 

康 ，溯江上达江陵。故法度师从江陵辛寺昙摩耶 

舍，当由广州，北逾大庾岭，经过南康，沿赣水而下 

至江州 ，复西至江陵。三国时康僧会 由交5止至建 

邺，亦当经行此途，即先至广州，经过南康、江州， 

复“东游”建 邺。法度 生 于汉土 ，在师 从耶舍 之 

前 ，当已于广州皈依佛门，而其所习 ，乃是小乘佛 

《高僧传》卷 1《译经》上 ，第 14—15页。 

《高僧传》卷 1《译经上》，第 42—43页。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 5《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 232—233页。 

(梁)沈约撰 ：《宋书》卷 36《州郡志》二，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 1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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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后来他人建邺传道，所传亦为小乘。交州刺 

史之女普明，又见于《高僧传》所记昙摩耶舍事迹 

下，谓耶舍 “以晋隆安 中，初达广州，住 白沙寺。 

耶舍善诵《昆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昆婆沙。时年 

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 

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 

经》一卷。”④看来普明(及其父)很可能就是耶舍 

在广州时的“檀越主”。耶舍所传，本为小乘，其 

所译《阿毗昙论》，乃著名的小乘之学。耶舍人广 

州之前，普明已称为“清信女”，则其时当已信奉 

小乘。“东土”，指会稽、临海诸郡。“东土尼众， 

亦时传其法”，则法度、普明所宗之小乘佛教在会 

稽、临海等沿海地区亦有相当影响。然则，法度、 

普明等信奉的小乘佛教就广布于广州、会稽与建 

康诸处，亦与航海贸易之路相合。 

六朝时番舶当可经由长江直航建康。《高僧 

传》记天竺僧佛陀跋陀罗(觉贤)受秦沙门智俨之 

邀，由天竺至交5止，“附舶循海而行”，至青州东莱 

郡，往长安从鸠摩罗什；复由长安，南诣庐岳，又西 

适江陵，“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 

先所见者也”。② 此一故事颇为神奇，不可据为信 

史，然其说或有故。沿海航行的天竺舶，入长江口 

后，溯江而上，经建康而达江陵，并非没有可能。 

《续高僧传》卷 1记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僧养、 

僧铠)，“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 

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③ 僧伽婆罗由扶南 

至建康，亦附商舶而行，说明当时建康与南海间航 

路较为通达。同书卷记天竺僧人拘那罗陀，受出 

使扶南国的梁使张汜之邀，于大同十二年(546) 

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 

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④梁使往来扶南及 

拘那罗陀之来梁 ，皆当经由海路 。 

因此之故，六朝时建康当颇有航海而至的胡 

商居住。《高僧传》卷 3记天竺僧人求那昆地于 

齐建元初来到建康，“止昆耶离寺，执锡从徒，威 

仪端肃。王公贵胜，迭相供请”。又说他：“为人 

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 

悉为营法。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 

殿堂整饰。以中兴二年冬终于所住。”⑤《出三藏 

记集》于“万里归集”上有“是以外国僧众”⑥，则 

“南海商人”当指经由南海而来的商人，非指南海 

郡的商人。正观寺在建康秦淮河畔，由“南海商 

人”赞助建成 ，其地很 可能就是 “南海商人 ”的聚 

居地 ，也可能是“胡市”所在。 

建康秦淮河畔的正观寺，盖为“胡僧”集聚之 

所。天竺僧求那毗地、扶南僧人僧伽婆罗、天竺僧 

人拘那罗陀等安止于此。《续高僧传》卷 1《僧伽 

婆罗传》说梁天监五年(506)，婆罗“被勒征召，于 

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 

处传译 ，讫 十七 年”，共 译 经十 一部 、四十八卷 。 

占云馆，当取“占云望 日，梯 山航海 ，重译 而至”之 

意，应是接待远来诸国人的场所；扶南馆，则显系 

扶南人集居之馆。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都当是 

经由南海而来之天竺(以及中亚)、扶南等处僧俗 

聚居之所。 

四、乞索以自营 

《高僧传》记佛陀跋陀罗(觉贤)率门侣至于 

江陵，与弟子一同持钵分卫： 

倾境士庶 ，竞来礼事。其有奉遗 ，悉皆不 

受。持钵分卫，不问豪贱。时陈郡袁豹 ，为宋 

武帝太尉长史。宋武南讨刘毅 ，随府届 于江 

陵。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 ，豹素不敬信 ，待 

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日：“似未足，且复小 

留。”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 已罄。” 

豹 即呼左 右益饭 ，饭 果尽 ，豹 大惭愧 。既 而 问 

慧观日：“此沙门何如人?”观 日：“德量高邈 ， 

非凡所测。”豹深叹 异，以启太尉 。太尉请 与 

相见 ，甚崇敬之 ，资供备至。俄 而太尉还 ，便 

《高僧传》卷 1《译经上》，第42页。 

《高僧传》卷 2《译经中》，第70—72页。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1《译经》，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 5页。 

《续高僧传》卷 1《译经》，第 19页。 

《高僧传》卷 3《译经》下 ，第 138—139页。 

《出三藏记集》卷 14《求那毗地传》，第 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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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俱归，安止道场寺。① 

其时觉贤师徒实为游方僧人 ，并无寺院可供安止 ， 

故在江陵分卫。袁豹，《宋书》卷 52有传，谓其以 

太 尉长史从刘裕征讨时镇荆 州的刘毅 ，②其 时当 

住于军中。则觉贤与弟子慧观是往军营时乞食 ， 

因而得见主管随军事务 的袁 豹。但前往军 中乞 

食，当非常例，故袁豹初待之甚薄，后“深叹异”， 

盖皆以其人营中乞食之故 。 

《高僧传》卷4记康僧渊于晋成帝时，与康法 

畅、支敏度等俱过江，“渊虽德愈畅、度 ，而别以清 

约 自处。常乞匈 自资 ，人未之识 。后因分卫之次 ， 

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 ，却辩俗书性 

情之义 ，自昼至 曛，浩不 能屈 ，由是改观 。”③僧渊 

见殷浩事，亦见于《世说新语·文学》，谓： 

康僧渊初过 江，未有知者 ，恒周旋 市肆 ， 

乞索以 自营。忽往殷渊源许 ，值盛有宾客 ，殷 

使 坐，鹿与寒温，遂及 义理。语 言辞 旨，曾无 

愧色。领略鹿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④ 

殷渊源(又作深源 )即殷浩。“忽往殷渊源许”，盖 

殷浩此前曾“许”下施舍之愿 ，僧渊遂往就其施。 

故往军营官署豪门府邸“分卫”，大约需应“许”方 

可往就 。 

《世说新语》谓康僧渊“恒周旋市肆，乞索以 

自营”，说明市肆是僧人乞食最主要的场所。《高 

僧传》卷 10《神异》下记有巴西阆中人范材：“初 

为沙门，卖 卜于河东市。徒跣 弊衣 ，冬夏一服 ，言 

事亦颇有验 。”⑤范材 以沙 门而卖 b于市 中，也是 

乞食的一种方式。又记史宗 ：“常在广陵白土埭 ， 

凭埭讴唱引稚，以自欣畅 ，得直 随以施人。”⑥白土 

埭在广陵城外 ，是著名的交通要道 ，往来船舶行人 

甚多 ，当形成集市 。史宗于埭上讴唱引榨，以向行 

人求直的方式乞食 。 

僧人亦 常入普通人家 乞食 。《高僧传》记 于 

法开(于法兰弟子)：“尝乞食投主人家 ，值妇人 在 

草危 急，众 治 不验 ，举 家 遑 扰。开 日：‘此 易 治 

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少肉为羹， 

进竞，因气针之。须臾，羊膜里儿而出。”⑦又记竺 

法慧入襄阳，止羊叔子寺，“不受别请，每乞食，辄 

赍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 

雨 ，以油帔 自覆 。”其下文述法慧在新野 ，“行于畦 

畔之间”，向一老 公乞 牛。⑧ 说 明僧人或 离开 寺 

院，行走乡村乞食。其卷 l0《神异》下说释慧通到 

寿春 ，“游历村里 ，饮燕食瞰 ，不异恒人”。⑨卷 11 

《习禅》记帛僧光投剡县石城山，于山南石室中禅 

修 ，“至明旦雨息 ，乃入村乞食 ，夕复还 中”。⑩这都 

是人乡村乞食之例 。 

《高僧传》卷 11《习禅》记释道法入成都，为 

兴乐 、香积二寺主，“训众有法 ，常行分卫，不受别 

请及僧食 ”。⑩ 别请 ，即私请 ，在家人于众 比丘 中 

特请一人而供养之。《高僧传》卷 10《神异》下记 

杯度到建康 ，“时潮沟有朱 文殊者 ，少奉法 ，度多 

来其家”。朱文殊受度 出家后 ，“时南 州有陈家 ， 

颇有衣食 ，度往其家 ，甚见料理 ”。⑩杯度入湖沟 

朱文殊、南州陈家受其供养，当即“别请”。僧食， 

当即设供饭僧。 

僧人亦或直接从事贸易。《高僧传·神异》下 

记：“江陵边有僧归者 ，游贾寿春。将应 反乡 ，路 

值慧通 ，称欲 寄物。僧归时 自负重担 ，固以致辞 ， 

《高僧传》卷 2《译经》中，第72页。 

《宋书》卷 52《袁豹传》，第 1500页。 

《高僧传》卷 4《义解》一，第 151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下《文学》，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231—232页。 

《高僧传》卷 10《神异》下 ，第 372页。 

《高僧传》卷 10《神异》下 ，第 376页。 

《高僧传》卷 4《义解》一，第 167—168页。 

《高僧传》卷 10《神异》下 ，第 371页。 

《高僧传》卷 lO《神异》下 ，第 393页。 

《高僧传》卷 11《习禅》，第 402页。 

《高僧传》卷 11《习禅》，第 420页。 

《高僧传》卷 10《神异》下，第 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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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强置担上，而了不觉重。行数里，便别去。”①僧 

归盖为江陵僧人，游贾寿春，自负担而归，应当是 

较小的行商。 

五、中古早期普通僧人生活的南北差别 

《高僧传》卷 3《译经》下记法显少时，在故乡 

平阳郡武阳县 出家为沙弥 ，“尝与 同学数十人 ，于 

田中刈稻 ，时有饥贼欲夺其谷 ，诸沙弥悉奔走 ，唯 

显独留，语贼日：‘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 

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 

为君忧耳。’言讫即还 ，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 ， 

莫不叹服。”②法显与众沙弥刈稻之田，显属寺院。 

卷 5《义解》二记道安少时于常山郡扶柳县出家， 

不为师之所重 ，“驱役 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 

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还说他从师处 

求得经书后 ，“赍经人田，因息就览”。③ 则知从事 

农业生产 ，乃北方普通僧人之义务 ，亦为其获取食 

物之主要途径 。 

支遁 (支道林)投迹剡山 ，于沃洲小岭立寺行 

道。其立寺之 地产，来 自竺潜 (竺法深 )所赠 ，当 

有田可耕。然“僧众百余 ，常随禀学”，并不见其 

耕田劳作。④竺法义居于始宁县之保山，“受业弟 

子常有百余”，似也不事生产。⑤ 慧安少时，被虏 

卖至荆 州为奴 ，后 出家 为沙 弥，止江 陵琵 琶寺 ， 

“风 貌庸率，颇共轻 之”，“众僧列 坐，辄使行 

水”。⑥慧安在琵琶寺中地位甚低，然亦不过受使 

汲水而已，并不见其耕田。苟济说：“佛家遗教， 

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⑦不 

耕垦田原是僧人应守的本分。 

竺僧朗(京兆人)居于泰山金舆谷昆仑山，徒 

众颇盛。秦主苻坚沙汰众僧，独昆仑山不在搜检 

之列。南燕慕容德据有青齐 ，“钦朗名行 ，假号东 

齐王 ，给 以二 县租 税 ，朗让 王 而取 租税 ，为 兴福 

业”，⑧是以官租为僧供。而晋孝武帝征请竺法义 

入都讲说，法义卒于建康，“帝以钱十万，买新亭 

岗为墓，起塔三级，义弟子昙爽于墓所立寺，因名 

新亭精 舍”。⑨ 孝 武 以皇帝之 尊 ，尚需 “买”地 营 

墓 ，与慕容 氏 “给 以二县 租税 ”，形成 鲜 明对 比。 

至若郄超遣使馈道安以千斛米，长沙太守滕含于 

江陵舍宅为寺 (长沙寺 )，大抵 皆出于私 财，乃 因 

信仰而施舍，非藉官资以求福报。 

释道安南投襄 阳，至新 野 ，谓徒众 曰：“今遭 

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而其令法汰诣扬 

州 ，谓法 汰日：“彼 多君子 ，好 尚风流。”⑩弘法北 

方，则须依“国主”；传道江南，则当赖“君子”。道 

安于北南政治经 济环境之差别 ，了然在胸。而其 

居于襄阳，既可依国主，复得赖君子，“弥天释道 

安”之谓 ，诚 为不 虚。庐 山慧永 由邑中还山 ，“至 

乌桥 ，乌桥营主醉 ，骑马当道 ，遮永不 听去 ”，慧永 

以杖指马，马惊，营主倒地，因尔致疾，明晨往寺， 

向永悔过 。⑩ 此一故事 ，或者仅得产生于庐 山，而 

不得传说于泰山也。 

长安沙门道恒(346—417)《释驳论》说：“沙 

门既出家离俗，高尚其志，违天属之亲，舍荣华之 

重，毁形好之饰，守清节之禁，研心唯理，属已唯 

法，投足而安蔬食而 已。”佛家虽提倡 “少欲知 

足”，认为“钱、财、宝”对修行是一种障碍，但僧人 

毕竟需要“投足”之所 与必要之 “蔬食 ”。而在物 

资并非充裕甚乃匮乏之时代，投足、蔬食并非易 

事 ，更惶论若弘扬佛法 ，则须“庄严具足”，以宝塔 

宏寺、豪华物品来吸引信徒。正因为此，僧人虽栖 

① 《高僧传》卷 10《神异》下，第 393页。 

② 《高僧传》卷 3《译经》下，第 87页。 

③ 《高僧传》卷 5《义解》二，第 177页。 

④ 《高僧传》卷4《义解》一，第 160页。 

⑤ 《高僧传》卷4《义解》一，第 172页。 

⑥ 《高僧传》卷 lO~神异》下 ，第 390页。 
⑦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 7《辨惑篇》第二之三“梁苟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与《弘明集》合 

刊)，第 135页。 

⑧ 《高僧传》卷 5《义解》二，第 190页。 

⑨ 《高僧传》卷4《义解》一，第 172页。 

⑩ 《高僧传》卷 5《义解》二，第 178页。 

⑩ 《高僧传》卷 6《义解》三，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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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高远，四大皆空，而为生存计，却难免行为鄙近， 

乃至“营求孜汲 ，无暂宁息”，“或垦殖 田圃与农夫 

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 

暑，或机巧异端 以济生业 ，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 

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抵 

掌空谈坐食百 姓”。①凡此在 道恒看来 “德不称 

服、行多违法”之事，却是当时南方僧人赖 以为 

生、且得弘扬佛法之必须，而道恒斥之 ，正反映出 

北南方僧人生存环境之巨大差异 。 

On the Livelihood of M onastics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M edieval Period 

Abstract：The ordinary monastics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obtained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livelihood a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ways：competing for 

resources and devotees with existing local temples；seeking alms and charities from local merchants；or simply 

begging for sustenance， especially among local fishermen and mountain people． And they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activities in the coastal and mountainous areas． The ordinary monastics in Southern China 

generally did not engage in agricultural work，because their usually boasted less~rmland in the form of 

donations from the monarchy，the nobilities and other wealthy landowners，as their northern counterparts 

fellows did and had．This distinction in the livelihood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monastics was rooted in the 

disparities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which 

produced profound effect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difierent sects or 

schools of Buddhism in the upcoming Sui—and—Tang Period． 

Key words：livelihood；monastics；Southern China；early mediev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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