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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叙录∗

□阳清　刘静

　　摘要　六朝之后,佛教的西行求法运动在唐代方兴未艾,至宋代则日趋式微.唐宋佛教行记

诸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常愍«历游天竺记»、义净«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

竺记»以及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无名氏«西天路竟»等著作７种,都曾先后别行于世.除«大唐

西域记»之外,这些佛教行记或仅存节本,或略存佚文,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兹对唐宋佛教行记

及其相关文献进行集中考述,同时揭橥其时代特征和人文内涵,藉此丰富中亚南亚史地研究、佛

教文化传播研究以及“一带一路”的文明溯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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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释教东传以来,汉地僧侣前往佛国求经巡礼

者不乏其人,佛教行记应运而生.向达指出:“汉唐

之间世乱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复称盛.其时佛教初

入中国,宗派未圆,典籍多阙,怀疑莫决.于是高僧

大德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

而之柰苑.魏晋以降,不乏其人,纪行之作,时有所

闻”,“当代典籍时时纪及.凡此诸作举,足以羽翼正

史,疏明往昔,其价值与正史不相轩轾”[１].六朝佛

教行记曾别行于世者,实有支僧载«外国事»、释法显

«佛国记»、竺法维«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
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
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

记»、«道荣传»等著作１０种[２],其保存完帙者仅法显

«佛国记»,共同展示出了历史、地理、交通、宗教等多

种学科的研究价值.
有唐一朝,缘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极封建时

代之盛,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下得到了很

大发展,“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人数

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３],由此形成

了另一个高潮,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即可

见一斑.令人遗憾的是,唐人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

依然为数不多.据考察,相关文献有«旧唐书经籍

志»杂传类著录释义净撰«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著录义净«大唐西域

求法高僧传»二卷、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辩机

«西域记»十二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等著录释慧

立等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义净撰«大唐

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以上主要涉及玄奘和义净行

记.抑又,«大正藏»之«游方记抄»收录有慧超行记

«往五天竺国传»节本、圆照撰«悟空入竺记»节本以

及唐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俄藏敦煌写本文献中

还存有义净«西方记»残卷.与唐代相比,宋初亦有

规模较大的西行求法运动,但毕竟为强弩之末.据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记载,高僧道圆于“晋天福

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往五印度凡六年”,于宋乾德

三年自西域还;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

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
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

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４];后亦

陆续有僧人前往佛国巡礼,直至宋仁宗天圣、宝元间

沙门怀问三往西域.以上种种,宋僧志磐«佛祖统

纪»试图梳理往昔.然而自初唐以来,佛教行记日趋

少见,宋人同类著作别行于世者更为罕见.这里,范
成大«吴船录»曾略记继业三藏自乾德二年(应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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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开宝九年期间往返天竺行迹;英藏敦煌写本文

献中存有乾德四年沙门行记«西天路竟»残卷;«佛祖

统纪»卷四十六曾记载沙门怀问尝往天竺,宋仁宗

“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５],惜无佚文.
据上,唐宋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亦应有多种.兹依

据其先后叙录如下:

１　玄奘«大唐西域记»及其相关文献

玄奘(６００—６６４),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

偃师)人.考其生平,俱见玄奘等著«大唐西域记»、
慧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祥撰«大唐故三

藏玄奘法师行状»、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

慈恩寺释玄奘传»、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刘
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刘昫等«旧唐

书»卷一百九十一玄奘本传等,其中以«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最为详实,最具传记学价值.据彦悰

«序»,玄奘“每概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

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

响,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义”,遂于贞观三年(６２９)前
往佛国求经巡礼,“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

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鹫山猨沼,仰胜迹以瞻奇;
鹿野仙城,访遗编于蠹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

见闻百三十国”[６],后于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归国,余生

从事佛经翻译以及弘法活动.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西

行求法的佛教徒中声名最显赫者,与东晋法显和稍

后的义净并为“西行三杰”.«大唐西域记»则是其归

国之后奉唐太宗敕命而作,由玄奘口述,门人辩机笔

受.该书历代史志和经录往往著录之,诸种大藏经

亦多有存录,自唐流传至今,几无缺佚.季羡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高丽新藏

本»为底本,并参以众本,采摘孔翠,校证精审,最为

精良.
玄奘«大唐西域记»较为理性地叙述其西行见

闻,涉及疆域、气候、山川、国家、城邦、风土、人情、语
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
研究中世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以及

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中世佛教史学

和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尽管如此,«大唐西域记»
与前代佛教行记相比略有差异,亦即除原书卷五羯

若鞠阇国“玄奘会见戒日王”、卷十迦摩缕波国“拘摩

罗王招请”两处之外,玄奘本人及其活动在行记中隐

而不显,故而难以展现旅行者的人物形象和心理情

感.更为确切地说,«大唐西域记»作为方志的文体

特征显而易见,作为游记的文体特征则模棱两可.
据于志宁«序»,该书记玄奘“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

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７].
据敬播«序»,该书记玄奘“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

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颇存

记注,宁尽物土之宜”,“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
“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

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窃惟书

事记 言,固 已 缉 于 微 婉;琐 词 小 道,冀 有 补 于 遗

阙”[８].究其原因,缘于«大唐西域记»乃应统治者要

求而作,并非单纯的个人旅行记录.书首«序论»言:
“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
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

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业? 玄奘辄随游至,
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辩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

畴,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由是之故,访
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同风类俗,略举条

贯.异政殊制,随地别叙.印度风俗,语在后记”[９].
书末«记赞»亦云:“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
“是用详释迦之故事,举印度之茂实,颇采风壤,存记

异说”,辩机“是以诸佛降祥之域,先圣流美之墟,略
举遗灵,粗申记注”,“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
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

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至德焘覆,殊俗来王,
淳风遐扇,幽荒无外.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

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１０].足见玄奘非常明显

的颂圣意图及其对佛教事业的积极经营,已导致«大
唐西域记»以“地”为主,其内容和文风因时而变.

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
堪称双璧.该书前、后五卷分别为玄奘门人慧立、彦
悰撰述,中世经录往往著录,诸种大藏经亦有存录,
自唐至今亦无缺佚.今中华书局出版有孙毓堂、谢
方点校本,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本为底本,
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的«高丽本»和南宋«碛砂藏»
本,较为流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玄奘别传,
前五卷实则叙述玄奘的取经事迹,故而亦可视之为

佛教行记.抑又,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

“人”为主,乃慧立为表彰其师功绩而作,故而旅行者

的形象和情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恰可补充«大唐

西域记»之不足.与«大唐西域记»相比,玄奘别传讲

述现世灵验尤多,追记佛教传说略少.从总体看,该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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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失为僧传经典.梁启超即认为:“此书在古今所

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１１]要之,«大唐西域

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俱为我国古籍中游记

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名著,只不过二书各有侧重,内容

倾向和文风各不相同,故宜参照用之为上,并同时略

参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

２　常愍«历游天竺记»
常愍或曰常慜,其俗名未知,生卒年亦不详.考

其生平,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

慜禅师及弟子»,得见此人籍贯并州(今山西太原),
乃净土宗高僧,曾倡导敬写«般若»,后从海路前往佛

国巡礼,遂附舶南征往诃陵国,又从此附舶往末罗瑜

国,卒葬身于从末罗瑜国往中天竺的大海之中.关

于常慜倡导敬写«般若»之事,另有宋非浊集«三宝感

应要略录»卷中“第四十七并州道俊写«大般若经»感
应”征引«并州往生记»互证.与此相关,清人彭希涑

«净土圣贤录»视常慜为净土圣贤,彭际清«净土圣贤

录发凡»即云:“静蔼为法捐躯,常愍忘身济物,悲心

深广,净愿坚牢.”[１２]不同的是,«三宝感应要略录»
卷中“第四十五并州常慜禅师写«大般若经»感应”征
引并且删节义净类传常慜事迹,证实此僧并非葬身

于大海,而是“后于天竺而卒,得净土迎矣”[１３],由此

的然不同于义净所叙.无独有偶,«三宝感应要略

录»卷上第十曾征引常愍«游历记»,首言“沙门常慜

发大誓愿,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遗迹,至北印度僧

伽补罗国”[１４].该书卷上第二十九亦征引常愍«记
游天竺记»,首句亦云“释常慜,发愿寻圣迹游天竺,
日至中印度鞞索迦国”[１５].这种差异,或缘于义净

类传记载有误,而«三宝感应要略录»采录另书所致,
卒难考证.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序

文,可知该书传主次第,“多以去时年代近远存亡而

比先后”,王邦维指出,“本书所记俱为六四一年后,
六九一年前四十余年间事”[１６],亦即唐太宗贞观十

五年(６４１)至武后天授二年(６９１)年之间.而义净撰

常愍本传之前为道生本传,此人“以贞观末年(６４９),
从土蕃路往游中国”,常愍本传之后有隆法师者,此
人“以贞观年内(６２７－６４９)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
欲观化中天”,后又有会宁律师“以麟德(６６４－６６５)
年中杖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１７],则大致可以推

测:常愍主要活动于唐太宗时期,应于太宗末高宗初

期间附舶南征.

缘于常愍卒地难辨,故其行记«历游天竺记»究
竟为本人撰著抑或是他人代笔,尚需进一步考察.
«历游天竺记»或云«游天竺记»«游历记»«记游天竺

记»等,该书早佚,历代并无辑本.惟«大正藏»史传

部«游方记抄»末存“唐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附云:
“«游天竺记»又名«游历记»,其文载在«三宝感应要

略录»,今唯略示所在”,随后略示佚文三种出处:一、
第一优填王波斯匿王释迦金木像感应,«三宝感应要

略录»卷上(大正五一P．８２７a);二、第十北印度僧伽

补罗国沙门达磨流支感释迦像惊感应,«三宝感应要

略录»卷上(大正五一P．８３０b);三、第二十九造毘卢

遮那佛像拂障难感应,«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大正

五一P．８３３b)[１８].今按图索骥,检读«大正藏»收录

«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各条,得见第一则佚文内容

颇长,出自“阿含观佛造像游历记律及西国传志诰

等”,主要叙述佛祖往忉利天为母说法之际,优填王、
波斯匿王因思慕如来始为造像的传说.通过比对文

献,可见该佚文或杂采«增壹阿含经»卷二十八、«佛
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六、«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游
历记»以及«大唐西域记»卷五等,故而可断句为:
“«阿含»«观佛»«造像»«游历记»«律»及«西国传»
«志»«诰»等”,则常愍或曾历经中印度境内憍赏弥国

巡礼圣迹.«历游天竺记»第二、第三则佚文分别记

载常愍历经北印度僧伽补罗国、中印度鞞索迦国所

传有关佛像灵验之事.据研究,«三宝感应要略录»
或摘录、或删节、或补充前代文献典籍中的相关内

容,藉此把佛宝、法宝、僧宝等三宝感应事迹略录出

来以昭示后人.该书对常愍«历游天竺记»的征引,
其实亦并非摘录原文,而应是以原文为基础的删补

之作.由此,«游方记抄»现存常愍«历游天竺记»佚
文,很可能仅仅涵括原文中的部分内容.我们知道,
«法显传»或云«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佛游天竺

记»等.通过对比文献,可见至少有一种«佛游天竺

记»与«法显传»差异较大,而与常愍«历游天竺记»关
系更为直接,由此或能丰富«法显传»的相关研究.
不仅如此,常愍«历游天竺记»中较为精彩的“佛宝”
感应故事,足见该书记载佛教相关传说实为常态,由
此想象其结构规模不应为小制,即便是现存佚文三

则,亦足以丰富唐代不可多见的佛教行记资料,有利

于拓展唐代相关的佛教文化研究.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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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义净行记相关文献与«西方记»
义净(６３５—７１３),俗名张文明,齐州山庄(今山

东济南)人.考其生平事迹,详见于«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卷下、«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与卷四、智昇

«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卷十三附传以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

福寺义净传»等.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自述”,
义净“以咸亨元年(６７１)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

一法师、莱州弘袆论师,更有三二诸德,同契鹫峰,标
心觉树”,后“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至十一月,
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

息”,暂至佛逝,善行返棹而归;义净又往末罗瑜国、
羯荼、东天竺裸人国、耽摩立底国,继而拟与大乘灯

师诣中天;“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阇崛,见
叠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次乃遍礼圣迹,
过方丈而届拘尸;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住那

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１９],
后经羯荼国,仍取海路东归,暂居佛逝寄归其著作两

种以及新译经论往京;终于证圣元年(６９５)抵达洛

阳,从此积极参与译经活动.义净西行求法行迹,略
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今中华书局出版有王

邦维校注本.该书以«碛砂藏»本为底本,对照«赵城

金藏»等１１种刻本,参考其他多种文献资料,学术价

值较高.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略叙其西行前后

相关背景以及所见天竺僧侣之日常生活,今中华书

局亦出版有王邦维校注本,可以作为参证.义净翻

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注文,亦有提供其

西行游历天竺诸地的相关信息.
义净一生著译甚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

海寄归内法传»曾提及其另撰有«中方录»«南海录»、
«西方记»«西方十德传»等四书.从书名看,这些文

献应该是研究古代印度和南海的重要资料,惜其早

佚.«西方记»或为义净记录西方内法之作,或为义

净行记,或为两种内容之综合.据«南海寄归内法

传»卷一“受斋轨则”:“然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

等,其法复别.施主先呈华盖,供养制底,大众旋绕,
令唱导师广陈呪愿,然后方食.其华盖法式如«西方

记»中所陈矣.”[２０]可见«西方记»曾叙及“华盖法

式”.而据郑炳林研究,俄藏敦煌文献 Φ２０９«圣地游

记述»“撰写于唐高宗时期”,其叙述内容“与义净所

游历的佛教圣迹基本相符”,记载旅行路线亦与义净

游历天竺的行程路线一致,故其正是“改编后的«西

方记»残卷”[２１],这种残卷应以义净行记原著为基础

进行了加工,同时还删略了其中与行记关系不大的

记载.今检读该卷子,其前部分残缺而后部分没有

写完,内容乃记录义净曾游历舍卫国给孤独园、波罗

奈城鹿野苑、俱尸那城佛入涅槃处、亭瑒明国、阿育

王本生国、言陁城、雀梨浮图、七宝梯、弥勒像、佛降

伏天魔处、舍婆提城悉达太子本生处、摩诃陲投饲虎

处、尸毗王救鸽处、跋陁城月光王舍千头处、檀特山

太子舍施儿女处、奚吴曼地城、迦毗舍国、狮子国等

国家、城池以及佛迹,形式上类似旅游指南,不少文

字可以互证甚至有补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中

世佛教文献,研究价值较大.

４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又作惠超,其生平事迹不详.据张毅研究,

仅知他“为新罗人,其出生年月与地点(是汉地或原

籍新罗),何时入唐,均无法确知”;据近似推测,“他
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７００),也有人认为生

于长安四年(７０４)”;“此后约于开元十一年(７２３)”取
海道前往天竺巡礼,其行程是“先在东天竺诸国巡

礼,然后再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

国,最后辗转经中亚各地,于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十一

月上旬行抵安西”,取陆路归国;后回长安参与佛经

翻译工作,曾在大荐福寺金刚智门下受业,兼为助

手,大概“卒于建中(７８０－７８３)年间”[２２].抑又,裴
漼«少林寺碑»云:“皇唐贞观之后,有明遵、慈云、元
素、智勤律师,虚求一义,洞真谛之源.复有大师讳

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
远契元纵;文翰焕然,宗途易晓.”[２３]温玉成指出,
“法如(６３８—６８９)住少林寺６年(６８３—６８９),弟子惠

超求法于法如只能在此６年之内.碑中对法如众多

弟子中独独推崇惠超一人,称颂他‘妙思奇拔,远契

玄纵’,即指惠超西行而言;又称颂他‘文翰焕然,宗
途易晓’,显然他有著作问世.裴碑作于开元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惠超于开元十五年十一月已回程抵龟

兹,则裴作碑时惠超已回到洛阳矣”,义净«大唐西域

求法高僧传»(作于６９１年)无惠超记载,“可能惠超

的西行在６９１年之后.假定惠超从法如学习时是

２０岁至３０岁,则他到龟兹时的年龄在５８岁至６８
岁.推知惠超的生年在６６０－６７０年之间”[２４],可备

一说.无论如何,慧超被认为是继玄奘、义净之后来

自东方的最伟大的旅行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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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超回汉地之后,撰有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
卷.该书仅见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引注词

条,中世佛教经录未见著录,历代典籍亦未见征引,
足见其亡佚已久.据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等研

究,敦煌写本残卷伯３５３２即«一切经音义»所载«惠
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节录本.日本高楠顺次郎最初

收入«游方传丛书»,后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
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
方记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今有德、英、朝鲜语

等多种译本,国内中华书局出版有张毅«往五天竺国

传笺释»,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精良.
检读敦煌残卷,可见慧超的旅程路线应是:“由中国

南海乘船南下,直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经阁蔑

国、裸形国(安达曼群岛)向北航行,抵恒河入海处的

耽摩立底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登岸,到达印度东海

岸,先在东天竺诸国巡礼,接着巡礼中天竺、南天竺、
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再周游迦叶弥罗、大勃律(今
巴基斯坦的巴勒提斯坦)、杨同(羊同)、娑播慈国、吐
蕃、小勃律(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等,遍访吐火罗

(阿富汗)、波斯,从托罗斯山进入大食(叙利亚)、小
拂临(亚美尼亚)、大拂临(拜占庭),然后转游中亚各

国,再转而东经突厥等国,横越葱岭,历经疏勒”,“抵
达安西大都护府龟兹(今新疆库车),复经焉耆回到

长安”[２５].敦煌节录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虽亦形

似旅游指南,其学术价值颇高.罗振玉认为,“慧师

行业,释氏记录多弗及,其成此书殆在元宗朝”,“书
中记述不能如«西域记»之详赡”,然足以补正«唐书

外国传»、慧琳«一切经音义»等相关记载之非,“其
他可资考证者尚不少”[２６].该书记录了天竺各国的

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军事形势、社会生活状态

以及佛学发展概况等,是继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

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后,研究八世纪上半叶

突厥各部和中亚各国的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史学、
旅游学以及文学意义.

５　圆照«悟空入竺记»
悟空(７３１—８１２),俗名车奉朝,旧名法界,京兆

云阳(今陕西泾阳)人.其生平事迹,见于圆照«悟空

入竺记»、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

传»、明人如通«唐悟空禅师塔铭文»等.据圆照记其

行状,悟空初为白衣,乃“后魏拓跋之胤裔”,“时罽宾

国愿附圣唐,使大首领萨波达干与本国三藏舍利越

魔,天宝九载(７５０)庚寅之岁来诣阙庭,献欸求和,请
使巡按.次于明年(７５１)辛卯之祀,玄宗皇帝敕中使

内侍省内寺伯赐绯鱼袋张韬光,将国信物行,官奉傔

四十余人,蒙恩授奉朝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员外置

同正员,令随使臣,取安西路”;至天宝十二载(７５３),
“奉朝当为重患,缠绵不堪胜致,留寄健驮逻国”;“中
使归朝后渐痊平,誓心归佛,遂投舍利越魔三藏,落
发披缁”,“蒙 三 藏 赐 与 法 号”,时 肃 宗 至 德 二 载

(７５７),年二十七;如是巡礼数年,“从此南游中天竺

国,亲礼八塔”,“如是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

记»说无少差殊”;后因“思恋圣朝本生父母内外戚

属,焚灼其心,念鞠育恩深,昊天罔极,发愿归国瞻觐

君亲”,“当欲汎海而归,又虑沧波险阻,乃却取北路

还归帝乡”,以贞元六年(７９０)达京师,“凡所来往经

四十年”[２７].经比对文献,得见«宋高僧传»悟空本

传与«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均以«悟空入竺记»为基

础.抑又,聂静洁曾校补«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得见

大师“法号晋沛”,“谥曰悟空,姓□□□,张氏子,母
车氏”,“以元和七年(８１２)正月二十三日归灭于护法

寺,大中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建塔”[２８],可补充唐宋文

献之不足.
汤用彤指出,沙门悟空“或唐代最后之西游知名

者”[２９].«悟空入竺记»则是僧人圆照于８世纪末９
世纪初简略叙述悟空西行历程的佛教行记.该行记

最先为«佛说十力经»前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

记»(«十力经序»),９世纪初即由日本入唐僧人空海

抄往日本,后被高楠顺次郎收入«游方传丛书»并取

名,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新修大藏

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同时,
唐勿提提犀鱼译«佛说十力经»以及«大唐贞元新译

十地等经记»亦见于«大正藏»经集部(No．７８０).据

圆照记载,悟空归国之际,蒙越魔三藏“手授梵本«十
地经»及«迴向轮经»并«十力经»”;后途经龟兹莲花

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
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

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后
又“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

寺僧,请于阗国三藏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
地经».三藏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授,沙门法

超润文,沙门善信证义,沙门法界证梵文并译语.
«迴向轮经»翻译准此.翻经既毕,缮写欲终”[３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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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记»得以叙及悟空西行事迹,行记内容则为圆

照受悟空委托而撰写.今检读上述三种悟空传记资

料,参照其他相关西域文献,得见该僧先是从长安西

行进入北天竺,自疏勒国迄乾陀罗国,历经多个国家

和城池;继而长期往来于北天竺、中天竺各地巡礼求

法,其经行路线“正是丝绸之路西段路线之南亚支

线”;又“取道沙漠丝绸之路东归,途中滞留于安西、北
庭,后获得机会绕行回鹘衙帐,终于回到长安”,亦即

经行“草原丝绸之路的一段线路”;悟空西行呈现出三

个时期的行程特点,“即为顺畅入竺路(历时约两年)、
漫长求法路(历时约２３年)以及曲折归国路(历时约

１０年)”,其独特之处“即在于归途经沙漠丝绸之路绕

行草原丝绸之路———回鹘路,见证了晚唐军政形势的

变化及丝绸之路的变迁”[３１],有助于８世纪下半叶中

印陆路的交通史研究.从宏观上看,«悟空入竺记»形
如同时代佛教行记,其学术价值较大.

６　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与«西天路竟»
北宋僧人继业俗姓王氏,耀州(今陕西铜川)人,

隶属东京(今河南开封),其生卒年不详,生平资料很

少.据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四川峨眉牛心寺“即继

业三藏所作”,“乾德二年(９６４),诏沙门三百人,入天

竺求 舍 利 及 贝 多 叶 书,业 预 遣 中.至 开 宝 九 年

(９７６),始归寺”,时“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

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
遂作庵居,已而为寺”,“年八十四而终”[３２].宋初西

行求法运动,以前述«宋史»卷四百九十记载乾德四

年(９６６)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参与其中为最,«佛
祖统纪»所记略同,故乾德二年应为四年之误.抑

又,张星烺认为:“宋太祖乾德年间,派僧一百五十七

人往天竺求经,见之于«宋史»卷四九○«天竺国传»
及«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志».«宋僧史略»谓
遣僧百人,而«吴船录»此处有三百人之谱.吾意«僧
史略»及«吴船录»皆为误记,应以«宋史»及«佛祖统

纪»为确也.”[３３]王邦维亦赞同此说.«继业西域行

程»即范成大«吴船录»卷上附及«峨眉山牛心寺记»,
文本源于继业自撰行记,是为略本①.沙门继业在

西行途中随身“所藏«涅盤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

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
世所罕见”[３４],历代史志、经录均未著录该行记,却
因范成大抄录而留存至今.范氏«继业西域行程»传
入日本后,高楠顺次郎收入«游方传丛书»并为之命

名,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新修大藏

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检读该

记,可见沙门继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
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疎勒、
大石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３５],又历经伽湿弥罗

国、健陀罗国、流波国、太烂陀罗国、大曲女城、波罗

奈国、摩迦提国、菩提宝座城、伽耶城、骨磨城、王舍

城、花氏城、毘耶离城、拘尸那城、泥波罗国等诸多国

家和城池,历观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处、鹿野苑、鸡足

三峰、金刚座、尼连禅河、佛苦行处、牧牛女池、正觉

山、降醉象塔、鹫峰、迦兰陀竹园、毕波罗窟、那烂陀

寺等诸多圣迹,最后经由故道入阶州回国,惜其文本

简略,既无旅行细节,亦不详叙传说,庶几可补唐以

后中印交通、印度佛教在史料方面的阙遗.
与北宋初年的西行求法运动直接相关,英藏敦

煌文献中还有一种题名为«西天路竟»(斯０３８３)的
佛教行记.«西天路竟»撰者不详,历代史志、经录均

未著录,各种大藏经亦未收录.该敦煌写本是为原

书删略本,题名“路竟”亦即“路境”,意为行者经历印

度的路程.据黄盛璋研究,“敦煌写本«西天路竟»为
北宋乾德四年诏遣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西域求法中

之一沙门行记,与同次赴印之«继业行程»及«宋史»
«佛祖统纪»所记行勤等路程皆合”[３６].与此不同的

是,钱伯泉对该行记东段进行释地研究,并结合其他

相关史料,认为“«西天路竟»详细记录了五代时期内

地僧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取经的行程”,
“是唐朝后期至五代的第一部西域行记,也是行程最

长的一部中西交通实录”[３７].无论如何,«西天路

竟»无疑是圆照«悟空入竺记»之后较为显著的中世

僧人行记.今检读敦煌残卷,可见某僧从东京出发,
先后历经灵州、甘州、肃州、玉门关、沙洲、瓜州、伊
州、高昌国、月氏国、龟兹国、割鹿国、于阗国、疏勒

国、布路沙国、迦湿迷罗国、左兰那罗国、祛罗理、波
罗奈国、旷野国、伽罗里、那兰陀寺、王舍城、金刚座、
昧底寺、南天竺国宝陀落山等,其西行历程可与范成

大«继业行程»相互参证,惜其过于简略,仅记东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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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继业三藏自撰行记,当时应有两种版本:其一,范成大«继业西域

行程»,源自继业所藏«涅槃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是为略本,今
存.其二,继业另撰有西行传记,范氏所谓“业自云别有传记,今
不传矣”([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吴船录»,«范成大笔记六

种»,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４页),是为详本,早佚.详本或

以略本为基础增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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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之游览路线.从宏观上看,«西天路竟»“虽所记

较简,然而首尾完整,自宋东京开封一直到南印度海

边,大抵皆实地所经,此可贵者一”;“唐以后入印行

程惟此与«继业行程»最为详瞻”,而同时代国内外其

他相关文献所录行程均较为有限,“中国境内远不及

此之详,印度境内距离亦短,迄今所见行程一直到南

印度者,法显、玄奘而外,唯以此记最长,此可贵者

二”[３８],其学术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北魏慧生以后,汉地僧人前往佛国巡礼求法者

虽前后相继,但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却依然

非常有限.以上叙及唐宋之际佛教行记别行于世

者,诸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及其相关文献、常愍

«历游天竺记»、义净行记相关文献与«西方记»、慧超

«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竺记»以及宋代范成

大«继业西域行程»与«西天路竟»等,大致与六朝佛

教行记十种类似,一方面其存世文本较少,保存完帙

者尤其罕见,另一方面则共同展示出了多重的学术

价值,因而值得引起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值得指

出的是,唐宋佛教行记一方面吸收前赋写作传统,另
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了某种较为明显的

特征:其一,从文献体制看,六朝佛教行记通常表现

为单行的别本,后又被其他著作吸收并且删改其内

容,最终“成为某种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以及寺塔

记的部分内容”,“自唐代以来,佛教行记单本、高僧

别传、西行僧人类传乃至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等并

存不悖,几乎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因为不同的写作意

图或者叙事动机而被撰写出来”,从别本到类传的演

变,“佛 教 行 记 集 中 表 现 出 了 某 种 综 合 化 的 态

势”[３９].以«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
五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为例,佛教行记文献

形式之弥繁,实际上通过展示其自身在唐代的传播

方式和客观状况,证实西行僧人及其撰著的时代影

响力日趋增强,其学术价值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其二,从创作机制看,六朝佛教行记通常为高僧自

撰,撰著行记与赍经翻译往往产生于归国之后,自撰

行记通常旨在追记怀想与令人闻见.自唐代以来,
一些重要的佛教行记被证实为他人代撰,他撰行记

或为满足封建政权的需要,或为颂扬恩师崇高风范,
或为存录、抄录其主要经历而已.这种所谓写作意

图抑或叙事动机的时代转向,必然会导致佛教行记

文风的改变.以«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

师传»前五卷为例,两种文献呈现出了不同于六朝同

类著作的叙事特征,其人文内涵与文学张力得到最

大程度地呈现,遂成中世最具文学价值的两种佛教

传记.换言之,唐代佛教行记具有多种学术价值自

不待言,其中的文学功能显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六朝佛教行记的初步文学演绎,至唐代不仅踵事增

华,而且特别通过写人与记事这两个文学层面进行

功能强化,充分表现出了其独特性和时代性,成就了

中世佛教叙事文学的高峰.其三,从求法途径看,除
法显«佛国记»与«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
曾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经由陆路前往天竺,继而由

海路回归汉地,六朝行记所载旅行者大多经由新疆

来往西域和佛国.宋代现存佛教行记略本亦可见僧

人西行大多遵循六朝传统的求法路线.统观唐代佛

教行记,西行高僧往还佛国的旅行路线更为纷繁复

杂,事实上出现了经由新疆、西藏、云南、南海等诸种

不同的路径.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有唐

求法高僧则以经由海路者为多.这种客观情况,一
方面印证了唐时中外交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亦

说明这个时代的西行求法运动处于风靡云蒸之势.
不仅如此,中世佛教行记所见高僧求法路线之多样

化,必然让行记所记风物、遗迹、人物、事件、传说等

更为绚丽多彩,由此得以更加宽广地展示社会生活.
要之,唐宋佛教行记在文献体制、创作机制、求

法途径等方面,已经明显表现出了某种时代转向甚

至独特性,藉此与六朝佛教行记毕竟有别,这些佛教

行记的宗教和文学价值以及时代意义更是不容忽

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而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在

六朝之际还是在唐宋时代,汉地僧侣西行求法往往

伴商而行、荣辱与共,我们可以在古代史著中找到许

多明显的证据.中世佛教行记既有针对汉地僧侣与

商人所谓依附关系的相关叙述,又有记载他们经历

劫难抑或终偿所愿、抑或命运各异的相关叙事,还有

证实汉地风物如何在西域和佛国出现的相关描述.
正因为如此,作为求经巡礼者之旅行笔记的佛教行

记,从某种程度上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承载者

和时代见证者,同时不失为溯源“一带一路”文明的

重要文献资料.近代以来,从史学角度研究中世佛

教行记者蔚然成风,且大多聚焦于«佛国记»«大唐西

域记»的地理和交通考察,至于积极采用交叉学科视

野,全面而又系统地审视并且透析现存文献,充分挖

掘其当下人文内涵,藉此丰富“一带一路”文明的溯

源研究,依然存在着比较广阔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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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theSixDynasties,themovementofChinesemonksgonetoBuddhismcountriesand
soughttheclassicswasstillgrowingintheTangDynasty,butdecliningintheSongDynasty．Thereare
sevenkindsofBuddhisttravelnotesintheTangandSongexistingatonetime,suchasXuanzangsBudＧ
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intheTang,ChangminsrecordsfortravelIndia,Yijingsrecordsofthe
west,HuichaosmemoirofthepilgrimagetothefiveregionsofIndia,YuanzhaosrecordsaboutWukong
traveltoIndia,andwesternregiontravelaboutJiyewrittenbyFanChengＧta,westernregionrecordswritＧ
tenbysomeone．Exceptthefirst,theseworkseitherexistedwithabridgededition,orwerejustsomelost
articles,butalloverhadhighacademicvalue．NowwecentrallydescripttheBuddhisttravelnotesandreＧ
latedliteraturesintheTangandSongdynasty,revealtheircharacteristicsandculturalconnotations,inorＧ
dertoenrichthestudiesofhistoryandgeographyinSouthandCentralAsia,BuddhismculturedisseminaＧ
tionandthecivilizationorigi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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