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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视野

主持人语: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ꎬ经济史、制度史等研究范式呈

衰落气象ꎬ社会史、文化史则备受学者青睐ꎮ 大量欧美新理论被引介进国内ꎬ囫囵吞枣式生搬硬套

的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ꎬ热闹之余ꎬ实质性的推进则不多ꎮ 故近几年ꎬ呼唤本土理论建构、要求建

立“中国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ꎮ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ꎬ推进旧有研究不外乎两条路径:新史料

的发掘、旧史料的重新关联与解读ꎬ不管哪条路径ꎬ背后都需要新的研究视野来支撑ꎮ 因此ꎬ本专栏

以“古史新视野”为题ꎬ就是要在严谨的史料解析基础上ꎬ凸显新理论、新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

来的新镜像ꎮ
本期的主题是“历史书写”ꎮ 这是一种发轫于日本ꎬ在中国中古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理

路ꎬ并有波及其他断代史研究的迹象ꎮ 尽管目前对这种研究理路还存在不少争议ꎬ尤其是来自实证

史学的质疑声音巨大ꎬ但不可否认ꎬ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之外ꎬ“历史书写”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甚

大ꎬ后者才是其内核所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历史书写”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几乎都出自北京大学历

史系这一以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见长的机构ꎬ他们的研究中也无一不带有实证主义史学的影

子ꎮ 因此ꎬ中古史的“历史书写”并不全然只是后现代主义的注解ꎬ它本质上是对传统史学的解构

与建构过程ꎬ不失为一种新视野的尝试ꎮ (游自勇)

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
中古«五行志»的佛教书写
　 　 　 游自勇

摘　 要:　 中古时期的正史里有不少佛教记述ꎬ除了«魏书释老志»外ꎬ正史«五行志»
中的佛教记载相对集中ꎮ 本文以“永宁见灾”和“佛像流汗”两类佛教神异的叙述模式

为例ꎬ分析此类神异故事被载入«五行志»的过程ꎮ 大体在佛教史学创立之初ꎬ传统史

学中的诸多叙述策略、思想观念等即流淌其间ꎬ难以区隔ꎮ 有些释家神异故事本就是由

士人创作ꎬ经僧传采录后又被正史吸收ꎮ 有些神异故事则是以传统史学的笔法来撰写

的ꎮ 无论经由何种方式进入正史ꎬ都经过了改造ꎬ以符合儒家政治的理念ꎮ 由于佛教神

异故事与中古正史在“感通”上具有共同话语ꎬ前者才能在正史的话语体系内占有一席

之地ꎮ
关键词:　 释家神异ꎻ儒家话语ꎻ«五行志»ꎻ佛教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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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佛教传入汉地以后ꎬ传统史学对其的关注度日渐提升ꎬ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日渐丰富ꎬ①但终究不

能与«名僧传»、«高僧传»之类的释门内典相提并论ꎮ 然而ꎬ正史撰述自有其内在逻辑ꎬ内典与正史的佛

教记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ꎮ 近二十年来ꎬ学者们从“圣徒传”、文本书写的角度来解

读僧传ꎬ跳脱出传统的文献学比勘、考订的路径ꎬ揭示出历史人物是如何被理想化ꎬ以及僧传制造背后的

政治与宗派谱系的需要ꎬ令人耳目一新ꎮ② 但因选题及材料所限ꎬ此类成果仍无法较好地展现佛教史学

与正史之间的关系ꎮ 所以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ꎬ从正史的佛教记述入手ꎬ梳理其史料来源、叙述策略

及承载的意识形态ꎮ 为此ꎬ我将视线集中在中古«五行志»的佛教记述上ꎮ
正史«五行志»是一种被讥为“语怪述异”的特殊志书门类ꎬ是古代官方的灾异大全ꎮ 因其与儒家的

天谴灾异论紧密相连ꎬ自班固首创这种志书之后ꎬ它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较为集中的体现ꎮ 大概在 ５ 世纪

下半叶ꎬ佛教的内容开始被编纂进«五行志»ꎬ其后不绝如缕ꎬ从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佛教史学与

正史关注点的差异ꎮ 然而ꎬ学界只有严耀中先生系统关注过这批被忽视的佛教史料ꎬ用以说明当时社会

意识演变的一个侧面ꎮ 他以«隋书五行志»的记载为中心ꎬ结合佛教东传及中国化的进程ꎬ认为佛教谶

语成为“诗妖”的部分ꎬ佛教异端向社会异端的转化ꎬ史官采佛教资料入«五行志»ꎬ说明这些也是天道变

异的象征ꎬ“是对佛教的一种文化认同ꎬ是佛教在中国存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的结果”ꎻ他还简要说

明了五行说与佛教哲学的共通之处ꎬ从哲学思想层面获得依据ꎮ③ 严氏的论述视野开阔ꎬ对我的启发很

大ꎬ不过我关注的角度和他有所不同ꎮ 严氏实际上解决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ꎬ即史家为什么会采佛

教史料入«五行志»ꎻ而我要回答的是“怎样做”的问题ꎬ即史家如何取舍这批材料ꎬ又如何将其纳入自身

的话语模式中ꎮ 由于中古史料散佚严重ꎬ可资比较的材料实在不多ꎬ因此ꎬ本文的结论可能存在误读ꎬ我
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ꎮ

一、中古«五行志»里的佛教记述

佛教入华史虽有争议ꎬ但三国时期鱼豢«魏略西戎传»中所载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一事则

殆无疑议ꎮ④ 然而ꎬ佛教史事被载入纪传体志书ꎬ就目前史料来看ꎬ首见于沈约«宋书»的«五行志»和

«符瑞志»ꎮ 但«宋书五行志»记事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ꎬ其实是接续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ꎬ而所

涉佛教史料几乎全为东晋后期史事ꎬ故不排除何法盛«晋中兴书征祥说»、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
载有佛教史事的可能性ꎮ 无论哪种情况ꎬ最晚到 ５ 世纪下半叶ꎬ«五行志»中开始载有佛教史事ꎮ

从«宋书五行志»到«旧五代史五行志»ꎬ所载佛教史料共 ７２ 条ꎬ现大体按«洪范五行传»的分类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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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宫川尚志曾专门辑录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佛教史料ꎬ并详加考订ꎬ计有:«陳書仏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
学部紀要»第 １１ 辑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１９ － ２８ 页ꎻ«宋書仏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１３ 辑ꎬ１９６９ 年ꎬ第 ３ － ２３ 页ꎻ
«南齊書佛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１４ 辑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８７ － １０４ 页ꎻ«梁書佛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
要»第 １５ 辑ꎬ１９７１ 年ꎬ第 ４９ － ７８ 页ꎻ«北齊書佛教史料稿———六朝正史佛教道教史料集の八»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要»
第 ４０ 辑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１ － １４ 页ꎻ«魏書佛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４１ 辑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４５ － ８１ 页ꎻ«南史北史
佛教史料稿»ꎬ«東海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４３ 辑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９ － ４１ 页ꎮ

最重要的作品有:Ｐｈｙｌｌｉｓ Ｇｒａ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Ｋｏ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ꎬ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ｋ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Ｍｏｓａ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ꎻ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ｍｏｎｋ: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ｏｎｕ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７ꎻ陆扬:«解读‹鸠摩罗什›: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ꎬ«中国学术»第 ２３ 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３０ － ９０ 页ꎻ陆扬«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ꎬ
«文史»２００９ 年第 ４ 辑ꎬ第 ２２１ － ２４７ 页ꎮ

严耀中:«试说‹隋书五行志›中的佛教史料»ꎬ«中华文史论丛»ꎬ２００７ 年第 １ 辑ꎬ第 ２４３ － ２５６ 页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ꎬ«汤用彤全集»第一卷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３６ 页ꎮ



类目 宋志 /晋志 魏志 南齐志 隋志 两唐志 旧五代志

木不曲直 ２ 两 １ １

貌之不恭

恒雨 旧 ６
鸡祸 晋 １
金沴 ３ １

金不从革 新 １

言之不从

恒阳 宋 /晋 １
诗妖 宋 １ꎻ宋 /晋 ２ １ １ 新 ３ /

白眚白祥 旧 １
木沴金 １ 两 １

火不炎上 ３ １ 两 ２ꎬ旧 １ꎬ新 ５ １

视之不明
羽虫之孽 新 １
赤眚赤祥 旧 １

听之不聪

恒寒
大雨雪 ２
大雨雹 １

雷震 １
鱼孽 １
豕祸 １

思心不睿

恒风 晋 １ ２ １ 两 １ꎬ旧 １ꎬ新 １
金木火

水沴土

地震 ２
土为变怪 新 ２

黄眚黄祥 １

皇之不极

龙蛇之孽 ２ 旧 １
马祸 晋 １
人痾 ２ ４ 新 １

总计 ７ １２ ４ １６ ３０ ３

说明:«晋书五行志»多抄自«宋书五行志»ꎬ二者所载为同一事者合并作 １ 条统计ꎻ两唐书«五行志»所载为同一事者

亦作 １ 条统计ꎻ«魏书灵征志上»记录灾异ꎬ«灵征志下»记祥瑞ꎬ此处只统计«灵征志上»ꎮ

这 ７２ 条涉佛史料并无明显的分布特征ꎮ 推测编纂者的动机ꎬ我将其分为两种情况ꎮ
第一种有 ３８ 条ꎬ与佛教相关的事物纯粹只是一种记录的对象ꎬ并无特殊意义ꎬ主要是一些水、火、雷

等自然灾害ꎮ 如北魏出帝永熙三年三月ꎬ“并州三级寺南门灾”ꎻ①唐玄宗开元十年二月四日ꎬ“伊水泛
涨ꎬ毁都城南龙门天竺、奉先寺ꎬ坏罗郭东南角ꎬ平地水深六尺已上ꎬ入漕河ꎬ水次屋舍ꎬ树木荡尽”ꎻ②唐
文宗开成元年六月ꎬ“凤翔、麟游县暴风雨ꎬ飘害九成宫正殿及滋善寺佛舍ꎬ坏百姓屋三百间ꎬ死者百余
人ꎬ牛马不知其数”ꎻ③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ꎬ“禁中昭德寺火ꎬ延至宣政东垣及门下省ꎬ宫人死者数百人ꎮ
八年十二月ꎬ禁中昭成寺火”ꎮ④ 两唐书«五行志»所载多为此类ꎮ 上述记载中ꎬ编纂者只是如实记录ꎬ也
未给出事应ꎮ 另有一类情况恰恰相反ꎬ编纂者给出了事应ꎬ是有明确意图的ꎬ只不过不是针对佛教ꎮ 如
唐德宗兴元元年八月ꎬ“亳州真源县大空寺僧院李树ꎬ种来十四年ꎬ才长一丈八尺ꎬ今春枝忽上耸ꎬ高六
尺ꎬ周围似盖ꎬ九尺余”ꎮ⑤ 此事源自宋亳观察使的奏状ꎬ当时奉天之难刚刚平息ꎬ德宗回到长安ꎬ李是唐
朝国姓ꎬ李树长势突然加速ꎬ预示着李唐进入了新一轮的稳定期ꎬ因此当时是将此事作为祥瑞看待的ꎮ
但宋人刘羲叟不以为然ꎬ占曰“木生枝耸ꎬ国有寇盗”ꎬ⑥把它看作藩镇割据的兆象ꎮ 不管是祥瑞还是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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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书»卷 １１２ 上«灵征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版ꎬ第 ２９１３ 页ꎮ
«旧唐书»卷 ３７«五行志»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２ 年版ꎬ第 １３５７ 页ꎮ
同上书ꎬ第 １３６３ 页ꎮ
«新唐书»卷 ３４«五行志»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２ 年版ꎬ第 ８８６ 页ꎮ
«旧唐书»卷 ３７«五行志»ꎬ第 １３７３ 页ꎮ
«新唐书»卷 ３２４«五行志»ꎬ第 ８７５ 页ꎮ



异ꎬ都是围绕“李树”生发的ꎬ“大空寺”在这里仅仅是纯粹的地点而已ꎮ
第二种有 ３４ 条ꎬ作为一种政治表征的佛教现象ꎮ 就内容而言ꎬ主要是人主佞佛、预言和反叛三大

类ꎮ 后两类多涉谶纬、千年王国观念等ꎬ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ꎬ①我就不再多论ꎬ只就第一类略作
描述ꎮ

佛教入华以后ꎬ虽一度想保持宗教的独立性ꎬ但传教者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依托当权者ꎬ佛教实难
有大的发展ꎮ 东晋以后ꎬ佛教徒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焦点话题ꎬ曾引起多次大辩论ꎬ②佛家教
义倡导的是六根清净ꎬ僧人本不该过多参与世俗政治ꎬ但现实中佛教徒对政治的渗透又是不争的事实ꎬ
在士人看来ꎬ这不利于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ꎬ遂引起史家的高度关注ꎬ自然也会反映到«五行志»中ꎮ 如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３８８)四月ꎬ怪异接连出现ꎬ先是广陵高平阎嵩家出生的雌鸡不长右翅ꎬ后来又
有彭城人刘象之家的鸡长了三只脚ꎬ京房«易传»曰:“君用妇人言ꎬ则鸡生妖ꎮ”李淳风以为是“主相并用
尼媪之言ꎬ宠赐过厚ꎬ故妖象见焉”ꎮ③ 其时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宠信尼僧ꎬ尼僧得以“窃弄其权”ꎬ朝政紊
乱ꎬ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上疏言曰:

僧尼乳母ꎬ兢进亲党ꎬ又受货赂ꎬ辄临官领众ꎮ 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ꎬ以五诫为教ꎬ绝酒

不淫ꎮ 而今之奉者ꎬ秽慢阿尼ꎬ酒色是耽尼僧成群ꎬ依傍法服ꎮ 五诫粗法ꎬ尚不能遵ꎬ况精

妙乎!④

传统观念里ꎬ女人干政一直受到诟病ꎬ而今佛门的尼姑也明目张胆地干预政治ꎬ这尤其不为士人所容ꎮ
因此ꎬ尼姑虽然受到佛的庇护ꎬ但触犯了儒家的治政理念ꎬ其所作所为在«五行志»中被归入“人痾”ꎬ属
于妖象ꎮ 佞佛导致帝王受制于沙门ꎬ君道被胁ꎬ昏庸不明ꎬ使得劝谏无从接纳ꎬ所以天变屡现ꎬ«隋书
五行志»里就将种种佞佛之举分别归于大雨雪、大雨雹、黄祥、人痾等类别ꎬ多方面阐发了史臣对于人主
佞佛的痛心疾首ꎬ如«隋书五行志»所言:

夫天有七曜ꎬ地有五行ꎮ 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ꎬ况于日月星辰乎? 况于水火金木土乎? 若梁武

之降号伽蓝ꎬ齐文宣之盘游市里ꎬ陈则蒋山之鸟呼曰“奈何”ꎬ周则阳武之鱼集空而斗ꎬ隋则鹊巢黼

帐ꎬ火炎门阙ꎬ岂唯天道ꎬ亦曰人妖ꎬ则祥眚呈形ꎬ于何不至?⑤

将佞佛之举上升到“人妖”的境地ꎮ 所谓“人妖”ꎬ语出«荀子天论»ꎬ其言曰:

夫星之队ꎬ木之鸣ꎬ是天地之变ꎬ阴阳之化ꎬ物之罕至者也ꎬ怪之可也ꎬ而畏之非也ꎮ 物之已至

者ꎬ人祅则可畏也ꎮ 楛耕伤稼ꎬ耘耨失薉ꎬ政险失民ꎬ田薉稼恶ꎬ籴贵民饥ꎬ道路有死人ꎬ夫是之谓人

祅ꎮ 政令不明ꎬ举错不时ꎬ本事不理ꎬ夫是之谓人祅ꎮ 礼义不修ꎬ内外无别ꎬ男女淫乱ꎬ则父子相疑ꎬ
上下乖离ꎬ寇难并至ꎬ夫是之谓人祅ꎮ 祅是生于乱ꎮ 三者错ꎬ无安国ꎮ 其说甚尔ꎬ其菑甚惨ꎮ 勉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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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则牛马相生ꎬ六畜作祅ꎬ可怪也ꎬ而亦可畏也ꎮ①

荀子所讲的“人祅”其实就是人祸ꎬ是统治者不修礼义、无德无能的后果ꎬ«五行志»的叙述与之一脉相

承ꎬ但内容要丰富得多ꎬ并且承载了众多的象征意义ꎮ 所以ꎬ僧传对人主崇佛之举是以欣赏、受教的眼光

来看待的ꎬ而«五行志»则是从传统儒家政治理念来加以认识ꎬ二者的内在逻辑显然是不一样的ꎮ 下面ꎬ
我将以两个具体的个案来说明上述的论断ꎮ

二、永宁见灾

«魏书灵征志上»载: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ꎬ永宁寺九层佛图灾ꎮ 既而时人咸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ꎮ 永宁佛图ꎬ灵
像所在ꎬ天意若曰:永宁见灾ꎬ魏不宁矣ꎮ 渤海ꎬ齐献武王之本封也ꎬ神灵归海ꎬ则齐室将兴之

验也ꎮ②

姜望来先生最早将此定性为“永宁见灾”谣言ꎬ认为永宁寺是北魏皇家寺院ꎬ是皇权的象征ꎬ故永宁被

焚ꎬ象征着魏室将乱ꎻ佛图入东海ꎬ又合“东海出天子”的谣谶ꎬ是北齐肇兴的征兆ꎻ“永宁见灾”谣言出自

僧徒造作ꎬ乃僧徒投向高欢ꎬ为其造势的举动ꎮ③ 姜氏关注的是谣谶背后所反映出魏齐嬗代之际ꎬ佛教

势力的选择ꎻ我的角度和他不同ꎬ要分析的是此类佛教事件是如何被采撷编撰进正史的ꎮ
永宁被焚ꎬ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此事的是«洛阳伽蓝记»卷 １“永宁寺”条:

永熙三年二月ꎬ浮图为火所烧ꎮ 帝登凌云台望火ꎬ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

千救赴火所ꎬ莫不悲惜ꎬ垂泪而去ꎮ 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ꎬ当时雷雨晦冥ꎬ杂下霰雪ꎬ百姓道俗ꎬ
咸来观火ꎮ 悲哀之声ꎬ振动京邑ꎮ 时有三比丘ꎬ赴火而死ꎮ 火经三月不灭ꎮ 有火入地寻柱ꎬ周年犹

有烟气ꎮ 其年五月中ꎬ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ꎬ光明照耀ꎬ俨然如新ꎬ海上之民ꎬ咸皆见

之ꎮ 俄然雾起ꎬ浮图遂隐ꎮ”至七月中ꎬ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ꎬ奔于长安ꎮ 十月而京师迁邺ꎮ④

此处记载极为周详ꎬ将官民僧俗的反应一一呈现ꎬ大火给洛阳城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ꎮ 作者杨衒之曾在

洛阳生活经年ꎬ即便未能亲睹ꎬ从官私记载以及访之街巷ꎬ想详实记录此事想必不是什么难事ꎮ 火烧永

宁之后三个月ꎬ即有传闻东海之上见永宁浮图ꎬ这应该就是谣言造作的源头了ꎮ 接下来的行文中他转而

叙述北魏分裂ꎬ这样的笔法ꎬ对于一个熟谙中国传统史学撰述的人来说是极为平常的ꎮ 永宁寺极具象征

意义ꎬ在元魏末年混乱的政局背景下ꎬ稍有见识的人都会自然地将之与王朝兴衰联系在一起ꎮ 但杨衒之

撰写«洛阳伽蓝记»是基于反佛的立场ꎬ将佛寺的兴废与社会的变动联系起来ꎬ只是一种传统史学撰述

的自觉ꎮ
后来的佛教史籍«续高僧传»卷一«普提流支传»、«开元释教录»卷六、«佛祖统纪»卷三八等书基本

沿袭了«洛阳伽蓝记»的叙述策略ꎬ均只录“东海之上见永宁浮图”的传闻ꎬ不载谶语ꎮ 直到«魏书灵征

志»ꎬ魏收借“天意若曰”点出了“永宁见灾ꎬ魏不宁矣”这八个字ꎬ才最终为此事作了定性ꎮ 不过魏收很

可能并未参考«洛阳伽蓝记»ꎮ 首先ꎬ«魏书»始撰于天保二年(５５１)ꎬ至五年(５５４)十一月十志完成ꎬ«洛
阳伽蓝记»撰于武定五年(５４７)之后ꎬ二者完成的时间相踵ꎬ魏收估计来不及参考该书ꎮ 其次ꎬ永宁被焚

一事ꎬ«灵征志»的文字较«洛阳伽蓝记»简略许多ꎬ看不出二者有明显的承继关系ꎮ 最后ꎬ孝昌二年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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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曾发生一次很大的风灾ꎬ«洛阳伽蓝记永宁寺»载:“至孝昌二年中ꎬ大风发屋拔树ꎬ剎上宝瓶ꎬ随风
而落ꎬ入地丈余ꎮ 复命工匠更铸新瓶ꎮ”①«灵征志»作:“孝昌二年五月丙寅ꎬ京师暴风ꎬ拔树发屋ꎬ吹平
昌门扉坏ꎬ永宁九层撜折ꎮ 于时天下所在兵乱ꎮ”②二者亦无直接的参照痕迹ꎮ 所以ꎬ魏收应该是参考本
朝史书及官方档案记录ꎬ自行撰写了此条ꎬ与«洛阳伽蓝记»无涉ꎮ

由于北朝早期佛教史籍严重缺失ꎬ«洛阳伽蓝记»毕竟出自反佛者之手ꎬ我以之与«魏书»比较ꎬ实属
无奈ꎮ «魏书»首立«释老志»ꎬ显见魏收对于佛教已有较为通盘之考量ꎬ又因永宁寺无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ꎬ故将此事编撰进王朝兴衰指针表的«灵征志»也属自然ꎬ内有两点尤值得注意ꎮ 第一ꎬ魏收认为本次
事件的核心是“灵像”ꎬ永宁佛塔只是灵像所在而已ꎮ 佛像与王国命运结合的观念ꎬ在十六国时期已经
较为流行ꎬ如吕光攻龟兹城ꎬ“夜梦金象飞越城外ꎮ 光曰:‘从谓佛神去之ꎬ胡必亡夷ꎮ’”③至少表明在西
域佛教流行的国度ꎬ佛像成为保护神是广为熟知的ꎬ吕光才能藉此提振士气ꎮ 至于中原地区ꎬ我们只要
结合北魏、北齐皇室崇佛的历史ꎬ以及佛教徒大肆流布“瑞像”神异(详见下文)的诸多背景来观察ꎬ便可
明了魏收所谓的“灵像”该是皇权与神权的综合体ꎮ 浮图飞入东海ꎬ灵像自然随之移到东海ꎬ也就意味
着皇权、神权尽归渤海高氏ꎮ 因此ꎬ这次佛教事件的政治意义非凡ꎬ佛教瑞像之说不可避免地渗入正统
史学ꎮ 第二ꎬ魏收虽将佛教神异解说成高氏应运之兆ꎬ其叙述策略仍沿用传统的«五行志»话语框架ꎮ
他将此事归于“火不炎上”一类ꎮ 关于火、灾ꎬ«春秋»经传有明确的区分ꎬ最重要的解说是“人火曰火ꎬ天
火曰灾”ꎬ故灾为大者ꎬ乃上天预警ꎮ «五行志»继承春秋灾异的思想ꎬ又近承«洪范五行传»“弃法律ꎬ逐
功臣ꎬ杀太子ꎬ以妾为妻ꎬ则火不炎上”之说ꎬ强调统治者的德性ꎮ④ «洛阳伽蓝记»云“浮图为火所烧”ꎬ
«灵征志»则云“永宁寺九层浮图灾”ꎬ“灾”字可见春秋笔法ꎮ 魏收剖析谣言ꎬ以“天意若曰”起句ꎬ这是
«五行志»灾异论独有的一种表达形式ꎬ⑤显示儒家天命之说高踞于瑞像之上ꎬ依旧是最终的依据ꎮ

唐代高僧道宣曾记载过另一则故事ꎬ与永宁被焚极其类似ꎬ«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陈武帝崩ꎬ兄子蒨立ꎬ将欲修葬ꎬ造辒辌车ꎬ国创新定ꎬ未遑经始ꎮ 昔梁武帝立重云殿ꎬ其中经像

并饰珍宝ꎬ映夺诸国ꎮ 运虽在陈ꎬ殿像仍在ꎮ 蒨欲收取重云佛帐珠佩ꎬ以饰送终ꎮ 人力既足ꎬ四面齐

至ꎮ 但见云气拥结ꎬ流绕佛殿ꎬ自余方左ꎬ开朗无阴ꎬ百工怪焉ꎬ竞往看睹ꎮ 须臾ꎬ大雨横注ꎬ雷电掣

击ꎬ烟弱鸱吻ꎬ火烈云中ꎬ流布光焰ꎬ高下相涉ꎮ 欻见重云殿影二像峙然ꎬ四部神王并及宝座一时上

腾ꎬ烟火挟之ꎬ忽然远逝ꎮ 观者倾国ꎬ咸归奉信ꎮ 雨睛之后ꎬ覆看故处ꎬ唯础存焉ꎮ 至后月余ꎬ有人从

东州来云ꎬ于此日见殿影像乘空飞海ꎬ今望海者有时见之ꎮ 魏氏洛京永宁寺塔去地千尺ꎬ为天所震ꎬ
其缘略同ꎬ有人东海时见其迹云ꎮ⑥

此事在«隋书五行志»里仅寥寥数字:“陈永定三年ꎬ重云殿灾ꎮ”⑦«陈书»系于七月乙丑ꎮ⑧ 重云殿是
梁武帝时期极其重要的礼仪建筑ꎬ重要的讲论法会均在此或同泰寺举行ꎮ 梁武帝死后ꎬ侯景立简文帝ꎬ
“升重云殿礼佛为盟曰:‘臣乞自今两无疑贰ꎬ臣固不负陛下ꎬ陛下亦不得负臣ꎮ’”⑨重云殿在梁国的地
位可见一斑ꎬ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梁国皇权的象征ꎮ 陈霸先行禅让之礼后ꎬ重云殿依旧是陈国重要的奉佛
之地ꎮ 如此具有政治意味的地方ꎬ偏偏在陈霸先的送葬仪式时发生火灾ꎬ付之一炬ꎬ不祥的意味十分明
显ꎮ 但陈国初立ꎬ“天火”到底要预示什么ꎬ后知后觉的正统史家却无法给出事应ꎬ反倒是僧人以“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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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ꎬ殿像仍在”为由ꎬ试图将重云殿的燔毁看做是梁陈嬗代最终完成的一种象征ꎮ 当然ꎬ表面上重云

殿遭天火燔烧ꎬ其实是凤凰涅槃ꎬ飞入东海ꎮ 如果说“永宁见灾”时东海尚可作渤海解ꎬ此处的东海实已

无解ꎬ类似传闻的造作已缺乏政治意义ꎬ只剩下对“永宁见灾”的模仿了ꎬ所以后世有人嘲讽此类传闻

曰:“塔焚皆云往东海ꎬ海岂纳煨烬耶?”①

三、佛像流汗

“佛像流汗”是佛教神异叙述的一种常见模式ꎮ 早期佛像因模拟“真容”ꎬ因而具备了一定的神

通ꎬ②通过流汗等神异现象来预示吉凶ꎬ遂成为当时南北通行的一种观念ꎮ 如«高僧传释法悦»载彭城

宋王寺有丈八金像ꎬ“州境或应有灾祟ꎬ及僧尼横延衅戾ꎬ像则流汗ꎮ 汗之多少ꎬ则祸患之浓淡也”ꎬ下举

数种事例佐证之ꎮ③ «洛阳伽蓝记»卷二“平等寺”条:

寺门外有金像一躯ꎬ高二丈八尺ꎬ相好端严ꎬ常有神验ꎬ国之吉凶ꎬ先炳祥异ꎮ 孝昌三年十二月

中ꎬ此像面有悲容ꎬ两目垂泪ꎬ遍体皆湿ꎬ时人号曰佛汗ꎮ 京师士女空巿里往而观之ꎮ 有一比丘ꎬ以
净绵拭其泪ꎬ须臾之间ꎬ绵湿都尽ꎮ 更换以它绵ꎬ俄然复湿ꎮ 如此三日乃止ꎮ 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

阳ꎬ诛戮百官ꎬ死亡涂地ꎮ 永安二年三月ꎬ此像复汗ꎬ京邑士庶复往观之ꎮ 五月ꎬ北海王入洛ꎬ庄帝北

巡ꎮ 七月ꎬ北海大败ꎬ所将江淮子弟五千ꎬ尽被俘虏ꎬ无一得还ꎮ 永安三年七月ꎬ此像悲泣如初ꎮ 每

经神验ꎬ朝野惶惧ꎬ禁人不听观之ꎮ 至十二月ꎬ尔朱兆入洛阳ꎬ擒庄帝ꎮ 帝崩于晋阳ꎮ④

如果说杨衒之对“永宁见灾”的叙述笔法是出于一种传统史学撰述的自觉ꎬ此处的“佛汗”叙述恐怕是真

的接受了瑞像之说ꎬ毕竟有京师众多士庶亲眼见之ꎬ随后的一系列战事又可作为佐证ꎬ所以他才会下了

“国之吉凶ꎬ先炳祥异”的结论ꎮ
“佛像流汗”在正史«五行志»里亦有记录ꎮ «魏书灵征志上»记:“太和十九年六月ꎬ徐州表言丈

八铜像汗流于地ꎮ”⑤本条记录源于徐州的“表言”ꎬ中古时期ꎬ各地方官负有奏报本地灾异祥瑞的职责ꎬ
显然ꎬ徐州地方官是将佛像流汗视作灾异上报的ꎮ «洛阳伽蓝记»所载平等寺“佛汗”事也见载于«魏书

灵征志上»:“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ꎬ国有事变ꎬ时咸畏异之ꎮ”⑥虽然极为简

略ꎬ但传统史学对佛教神异故事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ꎬ正统史家已然接受了佛教对国运兴衰的预见ꎮ
个中原因除了佛教在中古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外ꎬ还与双方对“佛像”性质的认定具有契合点有重要关

系ꎮ 此类佛像在内典中多以金像、瑞像名之ꎬ被赋予了种种神通ꎬ尤其是预兆能力ꎬ观«续高僧传»慧最、
慧达传记ꎬ⑦«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载荆州金像等ꎬ⑧无一不凸显此点ꎮ 然究其材质ꎬ不外乎泥塑外包

以铜、金ꎬ或是凿石成像ꎮ 而在中国传统五行观念里ꎬ“金”的涵义要宽泛得多ꎬ从最初指自然界金属矿

物延伸至金属器物ꎬ刘歆又以为“金石同类”ꎬ此说来源史无明载ꎬ推测是因金器均由矿石冶炼而成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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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五行志»的体系内ꎬ佛像一般是被归到“金不从革”一类ꎮ «洪范五行传»云:“好战攻ꎬ轻百姓ꎬ饰
城郭ꎬ侵边境ꎬ则金不从革ꎮ”①在灾异论的叙述中ꎬ“金”偏指兵械ꎬ与战事相关ꎻ五行方位中金对应西方ꎬ
代表肃杀之气ꎮ② 有了这二层涵义ꎬ佛像神异现象所展现的预示功能与传统灾异论之间找到了契合点ꎬ
遂能为正统史家所接受ꎬ在此基础上将此类佛教事迹根据需要归入«五行志»的不同类目中ꎮ 比如ꎬ开
皇二十年十一月长安“地大震ꎬ鼓皆应ꎮ 净刹寺钟三鸣ꎬ佛殿门锁自开ꎬ铜像自出户外”ꎮ 李淳风认为

“锁及铜像ꎬ并金也ꎮ 金动木震之ꎬ水沴金之应”ꎬ应验于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和杨素之言ꎬ黜高颎、废太

子勇、立杨广等系列事件ꎮ③ 武则天长寿年间ꎬ“东都天宫寺泥像皆流汗霡葸”ꎬ④此事归入“土为变怪”
一目ꎬ具体事应不明ꎮ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二月ꎬ“太仆寺廨有佛堂ꎬ堂内小脱空金刚左臂上忽有黑汗滴

下ꎬ以纸承色ꎬ色即血也”ꎬ按照“佛汗”的一般预兆ꎬ史臣把它与隔年代宗之死联系起来了ꎬ归入“赤眚赤

祥”一目ꎮ⑤ 总之ꎬ释家神异被纳入«五行志»的话语模式之后ꎬ其原本所承载的教义、观念遂融汇于儒家

的传统政治理念中了ꎮ
除了“永宁见灾”和“佛像流汗”两类神异叙述外ꎬ佛教的预言神通是另一类常见的叙述模式ꎮ 由于

此类事件在中古期间频繁发生ꎬ史家亦将之载入«五行志»ꎬ但我们还需注意到ꎬ尽管此类预言的思想基

础与儒家有根本差别ꎬ但正统史家一律站在维护既有政权的立场上ꎬ将其归入“人痾”一目ꎮ “神通”是
佛教在建立和传播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概念ꎬ是否具有神通也是衡量僧人能力的重要指标ꎬ对于释门内典

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ꎮ⑥ 汉译佛典中“神通”的内容与类型ꎬ一般认为以“六神通”为主:神足通、天耳

通、他心通、天眼通、宿命通、漏尽通ꎮ⑦ 但正统史家在面对各种佛教神异故事时ꎬ往往只选取与预言相

关者ꎬ在编纂入«五行志»时依旧遵从传统的正史叙述模式ꎬ任何威胁、动摇既有秩序的行为都被视作

妖、孽、祸之类ꎮ 换言之ꎬ在正史«五行志»的话语框架内ꎬ佛教原有的叙述被消解了ꎮ

四、余论

佛教与本土文化间的碰撞交融ꎬ是学界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命题了ꎮ 二者间的互动最基本的方式便

是“借用”ꎬ一方面是佛教套用本土观念特别是儒家术语ꎬ另一方面是本土观念比附于佛教思想ꎮ 后者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隋代李士谦与客的对答:

士谦善谈玄理ꎬ尝有一客在坐ꎬ不信佛家应报之义ꎬ以为外典无闻焉ꎮ 士谦喻之曰:“积善余

庆ꎬ积恶余殃ꎬ高门待封ꎬ扫墓望丧ꎬ岂非休咎之应邪? 佛经云轮转五道ꎬ无复穷已ꎬ此则贾谊所言ꎬ
千变万化ꎬ未始有极ꎬ忽然为人之谓也ꎮ 佛道未东ꎬ而贤者已知其然矣ꎮ 至若鲧为黄熊ꎬ杜宇为鴂ꎬ
褒君为龙ꎬ牛哀为兽ꎬ君子为ꎬ小人为猿ꎬ彭生为豕ꎬ如意为犬ꎬ黄母为ꎬ宣武为ꎬ邓艾为牛ꎬ徐伯为鱼ꎬ
铃下为乌ꎬ书生为蛇ꎬ羊祜前身ꎬ李氏之子ꎬ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客曰:“邢子才云:‘岂有松

柏后身化为樗栎仆以为然ꎮ’”士谦曰:“此不类之谈也ꎮ 变化皆由心而作ꎬ木岂有心乎?”客又问三

教优劣ꎬ士谦曰:“佛ꎬ日也ꎻ道ꎬ月也ꎻ儒ꎬ五星也ꎮ”客亦不能难而止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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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前者ꎬ谓之“格义”ꎬ①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ꎮ 中古佛教借助神异故事来激发民众的宗教热情时ꎬ对
上层统治者还需从义理层面作出解释ꎬ往往会借用到本土的谶纬、术数、阴阳灾异说ꎮ 如康僧会见孙皓ꎬ
孙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ꎬ何者是耶?”康僧会对曰:

　 　 夫明主以孝慈训世ꎬ则赤乌翔而老人星见ꎻ仁德育物ꎬ则醴泉涌而嘉禾出ꎮ 善既有瑞ꎬ恶亦如

之ꎮ 故为恶于隐ꎬ鬼得而诛之ꎻ为恶于显ꎬ人得而诛之ꎮ «易»称“积恶余殃”ꎬ«诗»咏“求福不回”ꎬ
虽儒典之格言ꎬ即佛教之明训也ꎮ②

即便如许理和所怀疑的那样ꎬ这个故事是伪造的ꎬ③也能反映创作者所处的南朝初期已经将佛教的善恶

报应与本土的感应观念相比附ꎮ 又如东晋简文帝向竺法旷谘询妖星之事ꎬ竺法旷答曰:

昔宋景修福ꎬ妖星移次ꎬ陛下光辅以来ꎬ政刑允辑ꎬ天下任重ꎬ万机事殷ꎬ失之毫厘ꎬ差以千里ꎮ
唯当勤修德政ꎬ以赛(塞)天谴ꎬ贫道必当尽诚上答ꎬ正恐有心无力耳ꎮ④

如果我们忽略康僧会和竺法旷的佛教徒身份ꎬ一定会以为这是朝堂之上的君臣问答ꎬ完全是儒家天道观

的展现ꎮ 这是东晋以来诸多僧人深入到儒家话语体系的结果ꎮ⑤

探讨佛教史学者ꎬ均不否认本土传统史学的影响ꎮ⑥ 近二十多年来ꎬ西方学者从“圣徒传”的角度来

解读僧传ꎬ揭示出历史人物是如何被理想化ꎬ以及僧传制造背后的政治与宗派谱系的需要ꎮ⑦ 陆扬先生

曾总结道:

中古的僧传ꎬ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僧传结构之精巧和意旨之微妙超过了许多同时期的官方史乘ꎮ
这些僧传一方面将种种宗教的理想加以人格化ꎬ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宗教传记和儒家与官方理念支

配下的史传传统的关系ꎬ目的是在信徒和非信徒心目中建立起一种可以信赖的权威和系谱ꎮ⑧

遗憾的是ꎬ上述研究都没有给我们展现出佛教神异故事与传统史学的关系ꎮ 如果我们以正史作为传统

史学的代表ꎬ那么ꎬ中古时期的正统史家是如何看待僧传中充斥的神异故事呢?
本文的探讨至少揭示了一种途径:采撷那些对为政者有警醒作用的故事入«五行志»ꎬ但故事的核

心思想已由宣扬佛教神异变成了儒家的政治理念ꎮ 正史之所以能够接纳佛教的神异故事ꎬ不管原因多

么复杂ꎬ在我看来ꎬ最基本的是二者拥有互通话语的平台ꎬ这个平台或许可以称之为“感通”ꎮ 孙英刚先

生将汉代至隋唐时期看作是“一个绵延近千年的儒家的神学主义时代”ꎬ⑨我十分赞同ꎬ中古时期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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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作品有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Ｇｒａ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Ｋｏ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ꎬ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ｋ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Ｍｏｓａ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ꎻ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ｍｏｎｋ: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ｏｎｕ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７.

陆扬:«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ꎬ第 ２２１ 页ꎮ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绪论”ꎬ第 ２ 页ꎮ



思想核心依旧是“天人感应”ꎬ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深浸其间ꎬ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佛教史学自

然难以逃逸出来ꎮ 如上所述ꎬ当深谙儒家话语的僧人以格义之法打通了传统史学与佛教神异故事之间

的樊篱时ꎬ基于“感通”这一共享的平台ꎬ正史逐渐吸纳并改造了佛教神异故事ꎮ 一方面是缘于不少佛

教神异故事本就是出自士人之手ꎬ僧传采录后又被正史吸收ꎮ 另一方面ꎬ有些神异故事就是以传统史学

的笔法来撰写的ꎬ如«高僧传释慧力»载慧力于东晋兴宁中建瓦官寺:

记者云:寺立后三十年ꎬ当为天火所烧ꎮ 至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ꎬ自然火起ꎬ寺僧数十都

无知者ꎬ明旦见塔已成灰聚ꎮ 帝曰:此国不祥之相也ꎮ 即□杨法尚、李绪等速令修复ꎮ 至九月ꎬ
帝崩ꎮ①

观这段叙述方式ꎬ与中国传统史学对灾异的描述笔法完全一致ꎬ可以一字不差地挪入«五行志»ꎮ 这段

文字的史源已不可考ꎬ如果我们当作是慧皎自己的撰述ꎬ在东晋以后佛教史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的

大背景下ꎬ这样的认识应该不会显得突兀ꎮ 佛教的预言、征兆之说自有渊源ꎬ本不足为奇ꎬ但能有如此之

叙述则显示传统史学对僧徒的影响至深ꎮ 所以ꎬ当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广泛渗透进中国本土文化

时ꎬ我们看到在史学领域ꎬ正统史家坚韧地以儒家的思维方式化解外在冲击ꎬ将释家神异故事以儒家的

话语表达ꎬ展现出了别样的佛教书写ꎮ

附识:本文初稿以«中古时期佛教神异故事与正史的关系———从‹晋书艺术传›谈起»为题ꎬ宣读于

“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知识、信仰与社会的交互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ꎬ２０１４. １１. ８ － １０)ꎬ
后又提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第 ３０ 期(２０１５. ３. １９)讨论ꎬ感谢各位师友的批评指正ꎮ 本文

已经尽量吸纳各方意见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ꎬ文中若有错漏之处ꎬ概由本人负责ꎮ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ｖ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Ｗｕｘｉｎｇｚｈｉ 五行志[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ＹＯＵ Ｚｉ￣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ｇ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ｅｉｓｈｕ
Ｓｈｉｌａｏ Ｚｈｉ(«魏书释老志»)ꎬ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Ｗｕｘｉｎｇｚｈｉ(«五行志»)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ｗｏ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Ｗｕｘｉｎｇｚｈｉ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ꎬ ｍａｎ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ｈａｒｄｌｙ 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ｓ.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ꎬ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ｓｏ ｓｈ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ｓ(感通)ꎬ ｓ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ｅｉｔｉｅｓꎻ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ꎻ Ｗｕｘｉｎｇｚｈｉꎻ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责任编辑:仲平)

２２

游自勇　 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中古«五行志»的佛教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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