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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中笑在何处？” 

 

卜松山(Karl-Heinz Pohl)，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佛教被认为是一种颇为悲观的宗教。其基本教义始于“四谛”。 第一谛指

活着即受苦——年迈、疾病与死亡。 这不是一种令人特别喜悦的人生观。 人们

好奇，佛教中究竟有否大笑之处——如果不是绝望中疯狂大笑的话。但那并非

佛陀设想的第一谛的结果。他训导说，苦难有因——人的各种欲望。从中解脱

出来有一条道路：遵循“八正道”。即一种适当的道德行为与正见的组合，籍

此最终脱离轮回。 

 

         从这些基本教义考虑，佛教徒不该大笑。自四世纪始，印度人把笑从极浅

一笑（不露齿）到抚腿大笑到打滚狂笑分为六类。不用说，佛陀只受用第一种

称作“静笑”的笑。过去就连和尚也只被允许——倘若确有其事的话——展示

第二类笑，即只稍稍露出些许牙齿。1 

 

         巧合的是，禅宗——中国佛教中最重要的门派——据说就始于微笑。在一

次讲道中，佛陀手拈一朵花默然不语。只有一名叫摩诃迦叶的弟子报以微笑—

—以此显示其完全领悟了此刻的道。在这一被称为“释迦拈花”的典故中，该

弟子籍其微笑在日后被尊为静默领悟学派——禅宗的开山鼻祖。 

 

        然而，微笑并非大笑。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进程中有着引人注目的发展：与

之在印度早期历史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人们确实开始与大笑邂逅——

至少在偶然情况下。我将努力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并予以解析。 

 

一、 虎溪三笑的典故。慧远，中国早期佛教——白莲教的创始人亦在    

           其中。 

二、 唐代被认为是禅宗弟子寒山的大笑。 

                                                 
1 参见 Hyers, 1974, 第 34 页；Clasquin, 2001, 第 98 页。 



 2 

三、 中国艺术肖像解读学中广为传播的弥勒佛形象。 

 

              在第四部分中，我不会冒然对笑的现象进行泛泛（抑或沉闷的）讨论，而

将以现代文学中马克‧索兹门（Mark Salzman）（著名的《铁与丝》一书作者）

一本名为《笑经》的书作为参考以结束全文。 在此，我将不再论述中国的宗

教、文化及艺术史， 而将讨论一本甚至并非由中国人而是由美国人所著的小

说。然而， 如我所盼， 索兹门在其以中国古典喜剧名著《西游记》为蓝本的妙

趣横生的一书中，通过其有关笑的论述，对佛教中的笑——真正解脱的笑—— 

做出了一语中的的阐释。 

 

 

一、 慧远与“虎溪三笑” 

 

         慧远(334- 416)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居于中国南方庐山之

上的东林寺， 是所谓“白莲教派”的创始人。白莲教派被认为是净土宗的开

端。2  据说，慧远与当时一些文人雅士交好，与住在离庐山不远的著名田园诗

人陶渊明（365- 417）更是过从甚密。故事是这样的：一天，慧远款待陶渊明及

一位叫陆修静 (406-477)的道人。话别之际，他们走近横跨在名为“虎溪”的小

溪流上的一座桥。当初慧远入寺时曾发誓恪守寺庙清规戒律，送客止于虎溪。 

但这次，三位雅士如此沉醉于关于佛、道、儒的谈话，以至于他们都没意识到

已走过那座桥。等他们反应过来，三人一阵仰天大笑。3 

        这个故事极可能为虚构（如果故事人物、生卒年月确凿无误，慧远圆寂

时，陆修静才 10 岁）, 但即便如此，为阐述某些重要观点，这个故事编得妙不

可言4。因此该故事常常被画家当作素材。在日本，它被编入一部能剧。5 

         作为三位雅士中唯一的佛教徒，慧远因何大笑？在他发现朋友间一席生动

的对话使他破了戒以后，他一定意识到，在友谊真实的人类情感面前，即便是

                                                 
2 其主要教规为敬拜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3 该故事另有一说：东林寺卫寺之虎长啸一声，他们才顿时回过神来，发觉已走得太远，这亦

导致他们大笑。 
4 最早的一个出处源于唐代佛家弟子、画家诗人贯休(《全唐诗》)。 
5 遗憾的是，除李公麟、 李唐、牧溪等，那些中国古代著名艺术家的（相关）作品悉数失传。

根据日文资料，32 名禅僧就此故事作画 60 幅。 参见 Leo Shi Chi Yip,  <<Reinventing China: 

Cultural adaptation in Medieval Japanese No Theatre>>, 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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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誓言也显得微不足道。籍佛学术语释之，戒律誓言也是空， 太把它们当

回事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执取。因此，大笑意味着摆脱条条框框束缚后的自由以

及明了自身局限的洞察力。 

         且人们传统上认为，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此三人所代表各教义的局限性：

慧远代表佛教，陆修静代表道教， 而陶渊明代表儒家（我不知道倘若后者在天

有灵，是否同意）。进一步讲，他们的笑声暗示了三教合一。 苏东坡在下面这

首以该故事为题材的一幅画（三笑图）的题跋中，恰好表达了这种领悟。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 

                                       廬胡一笑，其乐也天。 

                                        …… 

                                        爾各何知，亦復粲然。 

                                        万生紛綸，何鄙何妍。 

                                        各笑其笑，未知孰贤。6 

 

         通过笑声，三位雅士显示了对三教相通静默的领悟。作者在诗的开篇借

《庄子》中一则著名的典故将之表述出来：庄子将意与言比作筌与鱼。一旦抓

到了鱼——思想——便可忘记捕鱼的工具——语言了。 

        因此，到最后只剩下笑声：那是三位雅士及其所属教义的平等统一。正如

苏东坡在诗尾所指出，寻求何种笑优于另一种笑是没有意义的。 

 

 

二、寒山 

 

       寒山为我们窥探佛教中的大笑提供了另一范例。他，抑或他的诗，至少在

众多西方人眼里，被推崇为禅诗的典范。他因此在西方多少成为一位风尚人

物。然而， 历史上他是个被淡忘的人。我们几乎对其某些确切的日期或事实一

无了解（他可能生活在七世纪），20 世纪初他被重新发现以来，许多有关他的

描述是学者型的猜测，这更使他显得扑朔迷离。 但我们确有一本大约 300 首归

                                                 
6 同上， 第 241 页。《苏东坡全集》，下册， 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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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下的诗集，连同一篇据称系唐代官员闾丘胤（台州太守）为之所作的序，

自宋代就一起流传下来并收录于《全唐诗》。 

        首先， 寒山似乎既非禅宗追随者，亦非和尚。 根据其文集中的序言，他居

于现今浙江省天台山中，天台山距佛教天台宗的主寺国清寺不远。从这寥寥无

几的资料中我们隐约得知， 他或许是隐居在名为寒山的山中的一位佛教俗家弟

子，与国清寺有着松散的联系，并与另一位在国清寺厨房里做事的名叫拾得的

居士交好。 

        据信，寒山作诗于峭壁与墙上。我们间或从中寻觅到笑声。然而，使他以

“笑僧”扬名的关键，是上述序言中对他（及其朋友拾得）放浪形骸的叙述；

该序言同时引发出众多对狂笑中的他(和拾得)的描绘。 

         让我们摘录相关篇章，然后尝试从他的大笑中找出意义所在。根据序言，

这是闾丘胤所听到的寒山： 

 

           寒山时而在寺中长廊数小时地踱步 ，他或开心地叫

囔，或哈哈大笑，或自言自语。当被带走做事或被数僧棍棒

驱逐时，他会事后静立，大笑，抚掌而后不见踪影。 他形似

枯槁憔悴的乞丐，但他说的每个字都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寒山常在寺中长廊唱咏道：“咄哉，咄哉！三界轮回。”7 

其它时间则与邻村牧人一起唱笑。8 

 

         在出发前往国清寺之前，闾丘胤向一位名叫丰干9的禅师请益， 而丰干向

他推荐了寒山和拾得。 如他所说，尽管他们神似乞丐，行如疯子，但他们是两

个鼎鼎有名的菩萨（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化身。 当闾丘胤赶到国清寺时，

他看到寒山和拾得在厨房灶前笑得一塌糊涂。当他给此二人作揖时，他们双手

相抱笑滚在地。而后他们说：“丰干饶舌！弥陀不识，礼我为何？”10 

                                                 
7 三界： 1）、欲界，2）、色界， 3）、无色界。 
8 吴其昱："A Study of Han-shan", 《通报》, 第 55/56 卷， 第 410-413 页。 
9 据猜，当拾得年幼时，丰干“拾得”他。 
10 根据传说，丰干应是阿弥陀佛 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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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他们隐遁于寒山。闾丘胤的故事结局与陶渊明的桃花源典故类似：他

差人送礼给他们，他们却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后来闾丘胤令人把他们在附

近村庄里岩石、竹子和墙壁上的诗收集起来并编辑成册。 

        在此我们并不关心该序言、诗文及人物真实性的学术问题，而只关心对逐

渐成为某种佛教态度代表的寒山——尤其是对大笑的寒山的接受史问题。然

而，倘若我们想从传说中得知寒山因何大笑，或者其大笑的意义，我们将难以

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寒山与拾得似乎无端便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的笑

近似狂野、无意义的笑。我们从这一特点受到某种启示：禅师在回答弟子的问

题时举止恍若小丑或傻子、疯疯癫癫的样子其实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11

以使弟子正觉。 

        寒山下面的这首诗或许可以进一步揭示他大笑的含义。 

 

                                                      东家一老婆， 

                                                      富来三五年。 

                                                      昔日贫于我， 

                                                      今笑我无钱。 

                                                       渠笑我在后， 

                                                       我笑渠在前。 

                                                       相笑傥不止， 

                                                       东边复西边。 12 

 

        与第一个故事中三位雅士的笑（三教之平起平坐）形成对比， 寒山与老妪

的笑毫无意义：因人超前而嘲笑， 因人落后而嘲笑， 因人富有而嘲笑， 因人

贫穷而嘲笑——从较高层次的佛教“不二”观点看，双方的立场都是空的、无

意义的，因而只能是可笑的。 

        寒山的笑可以阐释为抨击信仰不敬的笑：那是一种无政府的笑，不仅嘲弄

社会的，而且嘲弄僧众的，进而嘲弄僧伽（the sangha）传统、规则及等级。甚

至可以说，他正穿越时代嘲弄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正是那些特点——一千年后

                                                 
11 参见 Clasquin, 第 99 页。 
12 参见 Watson,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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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寒山成为西方文化中一位备受推崇的人物。上世纪 50 年代，寒山被美

国 “垮掉一代”的叛逆诗人和艺术家发现。 他们——并非最少程度——使用禅

作为一种手段以“崇尚自身无政府的个人主义”。13通过寒山的例子我们在此

遭遇了当代将禅作为一种反现行秩序行为的接受。换言之，作为一种对前现代

为所欲为生活方式的选择或作为欧洲人的一种东方版本，禅理解抑或误解了早

期现代达达主义的胡闹表演。 

 

三、弥勒佛 

 

      佛寺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弥勒佛。大乘佛教在中国、韩国及印度曾占

统治地位，在其传统中，作为史上释迦牟尼的继任者，弥勒佛通常被理解成一

尊菩萨。他将显灵世间，功德圆满，普度众生。因此，他是降生的佛陀。 

        基于对弥勒佛这种救世主般的期待，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不同的弥勒佛

教派及宗教起义。所谓弥勒佛教派叛乱旨在铲除过去的妖魔从而创建一个未来

的佛的世界。而且，历史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从唐代武则天皇帝到山

达基教的罗恩·贺伯特（L.Run Hubbard），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弥勒佛的化身—

—这当然值得一笑。 

        然而，从印度佛教传统中睿智地微笑的瘦削菩萨形象到其在中国所描述的

模样——大肚笑佛——弥勒佛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形象变化。 

       笑佛形象的起源模糊。对揭开其历史之谜的尝试带来不同的答案。一种理

论是，他源于唐代画家贯休的一幅名画——十六罗汉之一。据说那十六罗汉中

名为因揭陀的第十三尊是弥勒佛的原型或另一化身。另一种理论是，笑佛演化

于梁代的一个和尚。由于他肩扛一根棍子，棍子上挑有一只布袋，他被称为布

袋和尚。他因而是弥勒佛的化身。还有人持有结合这两种理论的观点，即，布

袋和尚是第十三罗汉的化身。 

       无论何种说法，笑佛的由来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满意解答的谜团，所以我

们也就不再细究了。 相比之下，我们对笑佛形象的意义更感兴趣。         

                                                 
13 参见 Eco, 1973, 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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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有人指出它的大肚象征着一颗博大的心，即无尽的宽容与大度。14

这就是人们总能看见孩童在笑佛身上玩耍的原因。 

        其次，他的笑是愉快的。 这意味着未来的笑佛将带来未来的幸福——却不

是以净土宗所信仰的西方极乐世界里的转世形式，而是在今生今世。他的笑预

示此时此地的美好生活：食物充足（大肚）与子孙满堂。 

        鉴于此，笑佛进入中国寺庙并占据显要位置就不足为奇了。一尊弥勒佛

（正如中国人这样称呼他）的雕像，在供奉着天王的首间庙堂中，常常让人一

眼就能看见。 

        最后， 在佛象演变史中有一个变化，它类似于观音从印度的男性形象演变

成在中国的女性形象，这种变化因此顺应了普通民众的需求。 同样，在弥勒佛

的艺术肖像解读学中，我们则看到一个从在印度超凡脱俗到在中国完全世俗化

形象的转变。这一由超验到世俗的演变与佛教适应于中国国情及以儒家思想为

指导的积极入世人生观相当吻合，也顺应了普通人的需求。因此，于中国佛教

徒而言，弥勒佛的笑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佛教教义并非那么悲观。 

 

 

四、笑经 

 

        上述例子表明——至少在中国传统中——笑声在佛教里占有一席之地：对

自身局限与愚笨的笑，无政府主义不敬的笑及最后世俗幸福乐观的笑。这其中

无一是真实解脱的笑。让我们现在转向马克‧索兹门的《笑经》来看看佛教是否

也提供这样的笑。 

          索兹门一书的摹本是讲述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名著《西游记》。该故事闻

名海外亦缘于取经途中的一个参与者：猴王孙悟空。途中，这一由五位朝圣者

组成的团队（另有三人伴随）必须在异域勇敢面对重重危险，避开众多妖魔，

历尽艰难险阻，遭遇千奇百怪。这个故事最终可被理解为走向正觉的历程。 

                                                 
14  http://www.taoism.net/living/1999/199907.htm  

 

http://www.taoism.net/living/1999/199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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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经》 的故事主线与《西游记》连为一体。故事围绕现代一个名叫卫经

的老和尚展开。他听说，有一卷经文本该由玄奘从天竺带回，却被遗忘了很

久。 

              

 一卷非常珍贵的经文，无论何人，悟出了其中的道便可 

立即成佛，并且——这是非同寻常的一点——还可长生不老。15 

 

        据说，该经卷的内容基于佛祖给他一名最聪慧弟子的训诫: 

 

 

        在那次训戒中，佛祖描述了无形而紊乱的存在本

质。他坚称，人处于彻底绝望的境地，宇宙不可知，而

我等个人的灵魂仅是幻相而已。那名弟子听到这里，顿

时陷入深不可测的绝望。在全弃全舍的一刹那，他立刻

感受到他正觉了并从此获得永生。于是他释怀大笑，笑

得如此精深洒脱，就连身边的石头也被渲染得颤栗。16 

 

         据说， 出于对这名弟子笑声的误解——有人认为他的笑是对佛祖的不敬

(愚弄佛祖)——该经卷不再流传，并连同那名弟子一起销声匿迹。 

        出于某种蹊跷的原因（在此我们不予细究），该书最终的现存经卷应在美

国， 而卫经有幸找到一名叫寻经的年轻弟子并让他赶赴美国，以便找到这份重

要的经文并带回中国。途中，他由长相狰狞、神秘而武艺高强的 Colonel Sun 相

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猴王孙悟空，不过是以另一面目出现而已。 

        此二人历经千辛万苦，于 70 年代从华南出发，越过重兵把守的边防线进入

香港，然后从该地乘船抵达旧金山。书中描述了特别是在美国（及香港）由于

众多文化差异碰撞所产生的闹剧（这亦使他的《铁与丝》成为一本经典之

作。） 

        寻经设法得到了笑经，作为一个“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他攻克重重难

关，成功地从香港返回中国（“也许是这世间唯一一个试图叛逃又返回中国的

                                                 
15 参见 Salzman, 第 11 页。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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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那里，他被公安人员抓住并面临反党反革命的指控。 他同意与官方

的宣传部合作，而一名友善的党干部同意他在经卷送交博物馆前把它带给患病

的卫经。 

        在见卫经前，寻经打开经卷试图自己阅读，但由于上面特殊的古语言他读

得一知半解。 但后来他在经卷底端发现了由高僧玄奘写的一段题跋： 

 

          

 

以讹传讹的文本现今在中国和印度大行其道，此经卷即

为明证。贫僧将此卷呈献给威严的天子。一切无知导致

受苦，万物皆虚无，虚无源于我等对幻灭五蕴的执取。

该经卷虽起头恰当，却偏离了道。它暗示，精神训导同

物质执著同样都令人受欺骗和被蒙蔽。 

 

 

         这段训示理所当然与佛教中正统的“空”的教义保持一致，佛祖本该将之

揭示给其最虔诚的弟子。但当该弟子受到佛祖的耳提面命时，他并未以一种恰

当或正统的方式予以回应，而是全力把自己掷于万劫不复之地。“他这样做，

想必已无欲无求，正如盛宴中的食客，饕餮而噎，而后再无吃的欲望。”玄奘

在他的题跋中总结道:  

 

 

于是，从欲望中解脱出来的瞬间，该弟子幡然醒悟，其

自身对正觉的欲望实际上无异于贪婪之辈对名利的渴

望。领悟了一切欲望本为一体，他便得到正觉，并大笑

不已。 

 

 

          然而，玄奘在题跋中对上述故事作了一个冷静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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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轶事听似引人入胜，却未必是事实。世人皆知，人愈

堕落，就愈想堕落。况且，已堕落之人总错误地相信，

当他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时，他便享受到巨大的

愉悦。这当然是错误的愉悦，无益于我等寻求得道。我

等必须以一切代价避开错误的愉悦，必须谴责此类无价

值的文献。17 

 

 

         换言之，玄奘鉴定该经文是伪经且毫无用处。但因寻经曾许诺要将经文给

卫经看，于是他弄掉了题跋并去医院探望卫经。看到寻经历尽艰辛将经卷找回

并送还自己，卫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热切地读起来： 

 

         寻经坐在床边自个儿笑着。他笑因为他知道卫经

不必忍受读那篇该死的题跋的痛苦；他已用小刀把它裁

了下来并将之扔进了一个熊猫状的垃圾桶。 

 

        卫经花了近一小时读完经文。 读毕，经卷跌落在他

的胸膛。一种悲伤的神情掠过他的脸庞，然后他闭上双

眼。寻经以为这位老人要哭了，可是他向前伸伸没牙的

下巴，挣扎着坐了起来。他把经文卷起来交还给寻经。

“我很惭愧、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经文没有任何价

值。 它空无一物，不过是迷信的一派胡言。我很惊讶玄

奘在给皇帝翻译时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较之于学者，

或许他是一个更好的旅行者。” 18 

 

         就这样，无需借助玄奘的题跋，卫经就明了该经文系伪作。因此，寻经所

有的努力以及他去西方的行程都似乎徒劳无功。“多糟啊。”但是接着，卫经

开始大笑；这是二人最后的对话： 

 

                                                 
17 参见 Salzman, 第 257 页。 
18 参见 Salzman, 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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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大笑，”卫经说道，“但毕竟它叫笑经。

至少它给起了个恰如其分的标题。” 

        “我非常遗憾。”寻经说。 

        “不要遗憾。”卫经兴高采烈地说道。“我大半辈

子都在等这卷经书，可现在我知道它竟毫无用处！那是

件糟糕的事。 但是想想吧，如果我没发现真相，又岂

止糟糕呢？即便我现在只能活一天了，那也是从另一种

无知中解脱出来的自由的一天！”卫经的眼睛闪烁着无

法描述的感激。 

       “你难道没明白吗？”他喊道。“你解放了我！那

个我力图授之佛学的男孩竟给我上了一堂最伟大的课！

感谢佛祖把你送给我！就像佛祖一直说的那样：正觉不

可在书中觅见。它必须直接体验！愚笨如我，我不曾领

悟他这句话的意义。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自由

了！”他兴奋得几乎从床上滚落下来。19 

        这次会面后近两周，卫经都沉浸在解脱于无知的喜

悦中，后来他在睡眠中与世长辞。20 

 

         由是，该故事在正觉的自由的笑声中结束。但是，在我们对《笑经》中的

笑进行阐述之前，我们最好简要地论述该故事的独特构成，以便我们更深刻地

理解个中含义。作为一本以另一名著（《西游记》）为中心而展开叙述的书，

《笑经》是一本典型的后现代小说。 我们不仅看到角色重现——孙悟空以

Colonel Sun 重现——而且还看到相似的故事设计：西天取经。唯一的不同在

于，前者的主人公是个高僧，而后者中的寻经是个失去佛教信仰的现代中国

人。他在取经途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只是出于对他父亲替代者卫经的感激。两种

历险都发生在异国他乡，两者都同样具有喜剧效果。 

         后现代评论家们将这种特点——关于著作的著作——称为互文性。这也意

味着，如果你想透彻理解此类故事，了解一点文学是有所裨益的。正如翁贝

                                                 
19 参见 Salzman, 第 260 页。 
20参见 Salzman, 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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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艾柯曾说，互文性指“总讲述其他著作的书，而每个故事都在讲述一个被

人讲述过的故事”。艾柯自身是最负盛名的后现代一书《玫瑰之名》的作者。

《笑经》与该书亦有相通之处。两者皆围绕关于笑的经书展开故事：在艾柯的

书中，能将笑的颠覆性能量予以释放的，是亚里斯多德所著《诗学》中一度被

发现却又失传的有关喜剧的第二部分。在索兹门的书中，正是一卷关于笑预示

着正觉的经文（后又一度被揭露为伪经）表明，正觉不可在经书中找到，这样

就引向摆脱无知的自由以及正觉的大笑。因此，如同卫经所讲，虽然那卷经文

系伪作，“却给起了个恰如其分的标题”。 

        作为一件文学作品，该书并未从中国文化或宗教史的视角提供真正的佛学

观点，而是更多地将正觉、自由之笑完美地融于美学之笑中——对渗透于互文

性内辛辣讽刺的理解——那使之成为一本宜读宜笑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