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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及其學術

與日本紀念空誨的商業文化

I I- .:lt~ 品主

持土禹寄

甲篇 ZE海及其夢游于

一、關於空海的史料

空海(七七四~八三五)是日本平安時代初期的僧侶，日本真言宗(密教)的始

祖。日本人奉之為超級的大思想家、宗教家、作家、詩人、書法家、旅行家......和神

。今天在日本、空海並不是一個僧侶，而是人人膜拜的東洋菩虛;在中國、空海儘管

是當年遣唐的留學僧，一生都衰現著唐人的思惟和文化方式，然而現代中國人知道他

的並不多，大抵在他所著的「文鏡秘府論」於情未被介紹到中國後ω ，搞中國文學

史或六朝陪唐文學批評的人，才對他略知一二。ω

空海其人的古代史料，有三個系統:一是遺告系統，包括相傳空海弟子真濟著的

L 空海僧都傳1 和相傳空海自著的L 大改官符案并遺告1 L 遺告真然大德等1 L 遺告

諸弟子等 1 l 遺告二十五筒條1 等五種。一是後世史傳系統，包括在公元八六九年左右

薯的 L 續日本後紀1 中的 t 正史崩傳 1 、八九五年貞觀寺座主著的L 贈大僧正空海和

上(尚)傳記1 、九一八年寬平法皇著的L 請賜誼號表1 三種，兩個系統都是用漢文

書寫，內容文字都差不多，依讓學者的研究ω ，傳聞中較早的遺告系統都是後人偽作

(I)見楊守敬L 日本訪書志 1 。

(2)現時通行*為一九七五作北京人民文學1/1 版社的問絲總投點木。一九七六年台北{iIJ淆的版社

印行。

(3)上 llJ春平「空梅J 朝日新聞吐，附和五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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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抄自史傳系統，大約作於公元一000年左右，藤原道長全盛之時。雖然輾

轉相襲，撞事增華，在所難免，但基本素材，去空海未遠，自有相當的可靠性。

二、空;每其人

空海，是日本仁光天皇寶龜五年(七七四) (4)六月十五日生在讚岐國多度郡(

今四國香川縣多度郡多度津阿及善通寺市一帶) ，本姓佐伯直，先人因征討毛人(蝦

夷)有功，被封賜士地、世代為地方豪族，一直傳到他的父親佐伯直田公善通;母親

阿刀玉依，亦出名門。空海，幼名真魚， I!.空海僧都傳可說: r 生而聰明，能識人事

，五、六歲後，鄰里間號神章。」十五歲從舅父讀 L 論語~ I!.孝經~ ，十八歲到京師

(長岡京，在今京都市西南郊) ，入大學明經科，學習 L 毛詩 1 、 L 尚書 1 、 L 左傳

1 。後遇到一和尚，敬他 L 虛空藏求聞法~ ，遂深信佛陀，退學而到「阿故國大福音之

嶽 J r 土佐國室戶之崎」苦煉修念。二十歲在和泉國損尾寺剃髮受沙彌戒，桓武天皇

延曆二十三年(八O四)三十一歲在東大寺戒檀院受具足戒，正式成為一名僧伯，僧

名空海，這一年五月十二日隨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自所率之四船組成的遺唐船圖離開

難設(今大阪) ，同行者還有著名的僧人最澄〈肘 ，七月六日到肥前國(今九州長崎

縣平戶市)靠岸，計劃由北路入唐(即渡對馬海峽，沿朝鮮半島南，越湖海，到山東

)不料週颺風(颱風) ，八月十日他坐的第一船被漂到福州長溪縣赤岸鎮(今福建霞

浦縣)登陸 (6) ，後與葛野麻目等二十三人從福州，經南平、建國、浦城、仙霞關、

江山到杭州，然後由運河，經蘇州、揚州到准女，再西向，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長

安，住進日本留學僧所住的西明寺。先在禮泉寺向來自四蜀賓 (7)的般若三藏及來自

中印度的牟尼室利三藏學習梵文，並得到 L 華嚴經可四十卷、 L 大乘理趣六婆羅密多

經可十卷等佛經。後來文訪青龍寺真言京的名僧惠果，得惠果(七三六~八 0五? )

(4)一說住於寶龜間年。

(5)最積(七六六~八之二)。日本天台京的關祖。蘊號傳教大師。延，關問年， (七八五年)在

京都北ti({lIJJ:.控延層寺。最j在乘第二翩。

(6)最潑的第三船九月一日被潔到明州貿H縣(#Jr江省寧波)。第三、問自H失睬。

(7)在今l喀什米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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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賞識。蝶 L 贈大僧正空海和上傳記 1 稱: (八O五年六月上旬入學法灌頂，接受 L

胎藏法~ ，七月上旬接受 L 金剛界法~ ，八月上旬接受「阿闡梨」位的灌]頁，還獲得

真言教文，兩部 L 憂荼羅 1 道具種種法物，蔥、果賜他「遍照金剛」的權頂號。但日木

人很少用這個名稱。依 L 空海僧都傳~ :真言宗的高祖是(印度的)大昆盧那如來，

傳到惠果是七租，到空海是八代，稱這是「師師相授，嬌媚傳來者」則日人視真言摘

傅已流入日木，同年(唐順宗永貝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惠果就去世。

次年(憲宗元和一年，日木大同一年)八、九月間，空海提前返日，於明州(草

波)發船，十月回到九州，獻日木朝廷 L 御請來目錄 1 計有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

的經典 (8) 。後在槓尾山寺，高雄山寺為鎮護國家而修法，艾任乙訓寺別當(住持)

，弘仁七年(八一六年)上表請建高野山道場，仿中國伽藍配置，遂成為日木真

言京的總木山(10) 。弘仁十三年(八二一年)在四國島(I I) 主持修築滿濃池的堤防，

以防洪灌溉。艾攘 L 贈大僧正空海和上傳記 1 說，在天長(元年為八二四)年中有旱

災，日皇請他在神泉苑念經祈雨，果然大雨澆洽，而任他為少僧都。同時文為東寺(1 2)

別當，建五重塔 4、金堂，並任大僧都，創辦綜藝種智院，以佛、儒教育民眾。承和二

年(八三五)因病居高野[11金剛畢寺，預言死日，遣告弟子等，說: r 吾撰入話或者今

年三月二十一日寅魁，諸弟子等寞為悲泣，吾創辦而歸信兩部三寶，自然代吾被眷顱

，吾生年已六十二，臘 (13) ，四十一。 J 死後追贈大僧正，延喜二十一年(九三一)

喂蝴天皇論號弘法大師。

(8)向平城天早獻番， ~f 有新課耀一百四卡二郎，二百四十七卷、梵文真言經四十二部、四十四

卷。縱論JGit三十二部、一百七 1-卷。

仰視居 ill 寺、高雄 Iii 寺在今成柯1£9北郊三!舌地區。乙&1 11寺在京都西南長闢泉。今寺持非-.物。

叫高野 ill粒大 i攻之俏的手n;~XIIII除北揖'是 H木真言京的小心，有眾多寺院 flf.及密室主的;f;;野山大

學。

帥空海故鄉讚岐 l喝提岐平原之南端。

(的臨~;(都車站!有{HI)。

(I砂僧年法嶼，俏 11'1 11\家受成待過一年-為一!姐，只制起於武則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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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一生，亦僧亦官，遺唐使和留學僧是奈良、平安時代的政閥，空海之創密敬

，正符合日本貴族思想的需要，唐代佛教，在知識階層中以天台、法相、華嚴、禪等

四宗為盛，空海入唐時，四京都已是完整的宗派，空海是日本豪族的知識分子，他拋

棄了抽象的繁瑣哲學宗派，而擇取了重視儀式、法物、明言的神奇密教，與日本當時

較低的文化及巫術的社會有闕，亦即與日本的原始神道的儀式，相互融合 (14) ，這當

中，真言宗一方面與天台宗一樣，為天皇與國家的宗教，特別突顯鎮護國家、招福、

延命、息災、調伏的功能。另一方面由於沒有深澀的佛理，只有明言、儀式，使真言

J 容易傳播民間，深入基層。

天台開祖最澄死後，天台鬥人首受空海影響，有密教化的傾向，然而一千多年來

，天台京的寺院、信徒，始終不能與真言宗相縛，還不到真言的三分之-(則。

天台法華思想在上層貴族社會走不出來，天台僧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推

動改革未遂，乃自創日蓮宗，教義通俗化，更主張明術，使日蓮宗的聲勢，終於駕凌

於真言宗之上。(16)

空海傳世著作不少，皆用漢文書寫，且學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付 L 三教指歸 1 (一稱 L 聾舊指歸 1 )三卷

是他二十四歲的早期作品，是用對問式的辭賦形式，來抒解由儒、道入釋的三教

思想，首卷以「龜毛先生」言道德人倫，代表儒教，次卷為不老不死的「虛亡隱士」

代表道散，三卷以言涅槃之樂的「假名乞兒」出場，代表佛家來作結，為四六騏體文

，引用漢籍典故達七十種，足見他未到中土前，漢文工夫已經不洩。原跡用行書，現

。。見渡過l¥，1宏 t 日本問佛教 1 I 日本佛教間實醋。岩被新齒。及村-I:造良 t 國家神過 1 I 神通

([) for. ~允志。岩設新書。

(I母一九五六年日本文部有統計:天台宗寺院間千'的徒二六九萬人。真言宗寺院 --fA三千，的

徒七七二萬人。一九八五年則天台信徒三一二萬人。真言但徒一五凶二萬人。見朝日年鑑一

九八八年。

。@一九八五年 fli蛙京的從三間七二:篇人。一九八八年制日年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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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野山金剛墨寺，登列為日本國賽，日人認為如王羲之手跡，我看間架不似，筆畫

亦嫩。

亡~l 文鏡都府論 1 六卷

空海喜愛餅屬文學，在中國時，搜集不少論詩文之書回國，加以分類歸納而成。

有天、地、東、西、南、北六卷，分別討論詩文的聲調、用韻、對仗、定位、病、得

失。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稱「此書蓋為詩文聲病而作，匯集沈隱侯、劉善經、劉滔、僧

岐然、元兢及王氏(王且齡的詩格) ，崔民(崔融唐朝新定詩格)之說，今傳世唯岐

然之書，餘皆混棋。按『宋書』雖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說，近代已不得其詳，此與

所列二十八種病，皆一一引詩，證佐分明J '因此批書足以補中國文學史料的缺失。

(1 7 )

空海寫完 L 文鏡秘府論 1 後，叉摘要抄成 L 文筆眼心抄 1 '為草包府之簡末。

臼『秘密憂荼羅十住，心論』十卷

是空海晚年密教思想代表作。都密晏荼羅是指壘荼羅為草包奧之法。而十住心，出

於『大日經住{，晶.JI '是指修行者所安住的十個階段的心，空海以晏荼羅來論十住心，只

是對密教經典的綜合闡述，並沒有什麼創見，十住心為:

第一異生組羊心 動物本能可

第二愚童持齋心 道德善心|世間三住心

第三寶童無畏心 泰然無畏 J

顯教

密教

一乘教

第四唯蘊無我心 聲聞

第五拔業因種心 緣覺

第六他徹大乘心 法相

第七覺心不生心 三論

第八一道無為心 天台

第九極無自性，心 華嚴

第十秘密莊嚴心 真言-一

(1吵該害怕苦;前，兒，小阿拉-I.文鐵路府論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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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前三心為世間三住心，後七心為出世間七住心，才算是進入佛陀心靈的世界，

菩提心最高之極主為密教的莊嚴心。

此書引諸經論太長，乃刪節為『秘藏寶鑰』三卷。

四 L 遍照發揮性靈集~ (簡稱 L 性靈集~ )十卷

空海的詩文集，為弟子真濟所騙，文多騏儷，毫不知與他同時的韓愈，柳京元已

在大量創作散文。所收詩賦、上表、顧文、碑銘、書簡幾乎全是騏文。原本藏京都揖

蝴寺，列為「重要文化財」。

由『象隸萬象名義』

以漢字畫在隸書為目，加以簡單音義注釋，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辭書。

以上五種之外，尚有散篇，所有著作，密教文化研究所偏有「弘法大師全集~(

一九六七)及筑摩書房出版的 L 空海全集~ (一九八四年)。

四、空;每年表

公元七七四年寶龜五年唐代京大曆九年一歲

生於讚岐國多度郡，父佐伯直田公善通

七八八年延曆七年十五歲

從舅父阿力大足學儒家經典

七九一年延曆十年十八歲

至京師，入大學明經科

七九三年延曆十二年二十歲

在慎尾山寺受沙彌戒

七九六年延曆十五年二十三歲

在大和久米寺發見 L 大日經 1

七九七年延曆卡六年二十四歲

著 L 三教指歸 1 。

八O四年延曆二十三年三十一歲

四月，在東大寺戒壇院受其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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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隨遭唐便，在難波上船西渡唐土。

十二月 到長安

八O五年 延曆二十四年唐順宗永貞元年(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三十二歲

在長安，青龍寺，受惠果傳阿闇梨灌頂。

八O六年大同一年唐憲宗元和一年三十三歲

四月，在越州收集經典。

八月，明州永船歸日本。

十月，獻 L 請來目錄 1 於朝廷。

八O九年大同四年三十六歲

至高雄(尾)山寺。

八一0年弘仁元年三十七歲

在高雄山寺為鎮護國家修法

八一一年弘仁二年三十八歲

任乙訓寺別當

八一三年弘仁三年三十九歲

乙訓寺會見最澄

獻 L 急就章 1 、 L 王昌齡集 1

八一三年弘仁四年四十歲

撰 L 中壽感興詩 1 、 L 文殊讚法身禮方圓圖1 及 L 注義 1

八一四年弘仁五年四十一歲

撰 L 沙門勝道歷山水瑩玄珠碑并序1

八一六年 弘仁七年四十三歲

上表請建高野山道場。

八一九年弘仁十年四十六歲

著~ ~P身成佛義~ ~秘密晏荼羅教付法傳1

八二0年弘仁十一年四十七歲

著 L 文鏡秘府論~ ~文筆眼心秒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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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一年弘仁十二年四十八歲

任讚岐圓滿灑池之修築別當，負責修築堤防。

八二三年弘仁十三年四十九歲

建東大寺灌頂道揚

八二三年弘仁十四年五十歲

仿長安青龍寺配置，重訂規畫東寺。並稱「教王護國寺」。

八二五年天長二年五十二歲

建伊勢朝熊山金剛證寺

撰 t 大和國益田池碑並序1

八二七年天長四年五十四歲

被任為大僧都。

八二八年天長五年五十五歲

創立綜藝種智院。

著 t 笈隸萬象名義可。

八二九年天長六年五十六歲

任大安寺別當

八三0年天長七年五十七歲

著 L 秘密憂荼羅十住心論1 l 秘藏寶鑰 1 '並進獻朝廷。

八三二年天長九年五十九歲

歸高野山，修萬燈會。

八三四年承和元年六十一歲

為高野山昆盧遮那法界體性塔之建基，而撰L 勸進文 1 。

八三五年承和二年六十二歲

道言教戒弟子二十五條。

三月二十一日病逝於高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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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來，日本在東方茁壯起來，成為數凌近鄰的強權。戰後，很快叉成為經

濟的大園，他們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相當孺慕輿驕傲，透過資本主義的商業體系

，他們辦了許多紀念古歷史、事跡的活動，像大阪在一九八三年辦「大阪築城四百年

祭」一九八七年辦「開港一百二十年紀念會J 及「御堂筋完成五十年紀念會J (1 8) ,

一九八八年奈良縣辦「天理教一百年祭 J (圳，一九八五年橫潰及神戶皆將辦「市政

一百年」紀念博覽會，而京都在數年前就開始籌畫「京都一千二百年紀念 J (一九九

五年)。

對於空海，日本在一九七三年己辦過「弘注大師生誕千二百年紀念 J '要大紀念

嘛，照說也要再等一百年，但等不及，於是另找出紀念的方法，即是在一九八四年空

海逝世一千一百五十年，便文大事鋪張一番，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透過大眾媒體把各

個層面的活動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主事團體不僅不花錢，而且財源滾滾，雖然不無瑕

疵，然社會教育的功能，傳統文化的傳播，也因之能收具成效，或許是一種寓傳統文化

於現代商業文化的表現吧!

二、高野山

高野山是密教聖地，從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到五月二十日，舉行「弘法大師御入

定千百五十年御遠忌大法會」這不是光開著山鬥'讓信徒參拜而已，而是別裁退出，

花樣無窮，每天幾乎都有一個主題，包括「開自法會」、「東塔(重建)落慶法會 J

、「燈籠堂」及「孔雀堂落慶法會 J '二次大戰「戰役英靈追悼法會」、什麼「正御

。母御堂筋給人:1絞 ilirl'心南北向的大銜。

(19):大理教 1萬受佛教影響的教低Ili l~ ji;j。一八八八年正式受口水 Tr方的承紹，總 i明:在奈良縣天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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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供」、什麼「正當御遠忌法令」、還有「世界平和祈願法會J r 金剛講詠舞法會」

•... ，大概不好意思為日本兵追悼，被無辜死於日本兵砲口的更多，因此也來個「萬

國戰爭犧牲者追悼法會」計五十天中，全國各地輻轅而至的信徒觀光客有一O四萬人

，門票、各種受付添袖金，出售護摩木、蠟燭、紀念品，還有抽籤等等的收入，至為

可觀，恐怕要以數十億日圓計，其中一項比較可靠的資料，是三十萬人看靈寶館，此

館以「今世紀最後密教美術秘寶大公鹿l為號召，收有畫跡、工藝、雕刻、繪畫等數十件而已，缺德

的是「國寶級」的文物如「佛涅槃圖J r 八大童子立像」等及「重要文化財」般的如

「孔雀明王像」等輪流而不同時展出，借佛措油，昭然若揭，門票大人六百、小孩三

百，平均以四E五十算，這館就購進一億三千五E萬圓以上，而其他如金剛畢寺、根

本大塔、金堂亦皆要門票，此外他們發明一樁在家人受戒，列入僧籍的花樣dJl. r 結

繳灌頂」每人繳數千園，依次排隊進金堂，讓和尚比劃比劃，就出來，這一項也許也

有上億的進金，還有舉辦佛教文化教室、攝影會(朝日新聞協辦)，不一而足。而近

九十高齡的高野山大僧正建部快運(一八九七一?)也為空海入定紀念，出賣墨跡的

廣告也出現在新聞紙上，一幅橫額寫「福運招來」四字賣六萬圓(真筆)一幅寫「南

無阿彌陀佛」六字立軸賣八萬四千圓。

高野山在和歌山縣的群山之中，高近一千公尺，交通較為不便，除去蝴延的公路

外，只有一條從大阪來的南海電鐵，在終點「極樂橋」下車，還要轉乘纜車，一趟大

人一千圓，指定席還加七百，南海會社乾脆和高野山和尚合作，出賣「一日周遊券」包

括車票、門票，大人一張四三八O圓，一0四萬人除少數自備車或搭巴士外，大半都

得與南海電鐵交闕，難怪南海電鐵要大量印發「弘法大師仰遠忌法會」的精美海報，

每天大開加班車。這四千多圓，另再加上最起的午餐并當或寺陀受付約一千圓，空海

地下有知，很快的會算出有多少鈔票撒在高野山的泥士襄。

三、東寺

在京都後驛前的東寺，也大張旗鼓，別出心裁的，把塾術呈現給空海。五月十七

日，有「獻華式」和「供音式J '前者是草月流家元〈船，勳使河原宏(男性)表演，插

帥玲:月流~n木花;自沈派。法(Jl;是流派的制袖， jlt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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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後者由打擊音樂家山下動(英文Stomu Yamashta )敲擊各個打擊樂器。五月二

十日行獻茶式，由方圓流家元水口豐園(女性)出馬表演茶道，在大師堂兩側搭蓬設席

，受付樂捐後入坐。同時從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受理「結繳灌頂J '報名的達一千六

百多人。寶物館收有約十件國寶級的文物，包括，空海所寫的「風信帖」ω3 和最澄

寫的「弘法大師請來目」錄等，門票是三百圓，草月流也展出插花展，免料，但花擺

在一六O六年造的國寶金堂內，進金堂要鬥票五百圓，真是佛法無邊，奧妙無窮。

凡與空海站上邊的寺院史蹟'莫不以弘法大師御遠忌」為號召，如京都高雄山寺

、奈良東大寺、四國八十八所(22) 等，我於五月十一日到長岡市乙訓寺觀牡丹，門口

看到了「牽修御遠忌法要」的木牌，原來空海曾為此寺別當，購票入門，遊客如織，

一為牡丹，一為空海，而寺僧高枕，日進斗金，真羨然我士沙門。五月十九日報載東

京關稅局調查首都因約三百寺院及神社，百分九十的住持都侵吞公款(寺院為宗教法

人) ，飽入私囊，有一住持五年間侵佔一億六千五百萬，養兩個女人，兩家小公館，

叉有一個五年中侵佔一億四千萬，妻子(日本和尚可帶妻修法)有三千多萬貂皮大衣

，一千多萬鑽戒，三千萬的別墅，高爾夫會員證。空海，就似乎不斷的在幫忙造就這

種現代化的僧閥。

四、藝文與出版界

在百貨公司、商店也炒起空海熱，大阪阪急梅田百貨公司在四月底，以「永遠的

空海，空海及世界」為題，展出佛像、佛具，其意在招來顧客，但門票也要五百圓。

書店也設專槽擺出有關空海或密敬的著作，大阪梅田的「紀伊國」、京都三條的「鰻殿堂」等

大書店都貼出標示，並有約收二百種書目的單子送人，上面有「空海」電影的廣告。

「空海」是東映電影公司和全真言宗青年連盟合作的巨片，接說為了造空海所乘的

遺唐使船，就化一億三千萬日圓，由北大路欣也主演空海，並在中國大陸拍外景，中

國演員不少也入鏡頭，四月中全國東映系的電影院推出，票價一千五百圓。同時北大路

帥「風-r.i 巾ri J t來空悔自的最 j穹的(， i' 被品但是 f]木書法的興施，超級倒It( 0

~4lF月 l圳，3 千T~it:H r'~蟬JJ/，八|八、Ii' ， 丘|阿攸|喝二 HYi好， I:你|叫 1'/之所，伊 ft羽二 -1-;''\1奸 ， F.rt~1支

國二十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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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也出現在電視中，為「白鶴」清酒，大作廣告。而京都中座歌舞仗由中村梅之助主

演「空海」。

五月十一日，格調頗高的京都市交響樂團在京都會館，以「交響詩一一空與海」

為題，作特別的紀念演奏會，由山下作曲，是利用跳躍的雷射五彩光符，融解了音

樂的旋律，讓人們沈浸在神毒品的長荼羅之中。門票是三千圓，與平常交響樂演奏時相

似。

在文化界，關於空海的論著或密教儀式音樂的錄音帶，多搶在四、五月出版，眼

睛任意從新聞的書籍廣告欄一抓，不是空梅，就是弘法，零碎的不去說了。八大冊的

『空海全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就推出預約了，東京筑摩書房出版，八卷，一至三卷為思想

篇，四卷為實踐篇，五至七卷為詩文篇，八卷是研究篇。全集均譯日文，不附漢文，

只印漢文大概不好銷售，但對中國人而言，覺得不是味道。該書房每月出一冊，八月

可墓出齊。還有東映也乘機印製精美的「弘法大師御影」的輯本掛軸，用以讓人供奉

，一幅高達六萬圓，比一套全集還貴。

七月著名的京都西陣織，用最新電腦織物技法，織出包括金剛、胎藏兩界的晏荼

羅圖，寬一八0公分、高二O五分，二幅值二千一百萬圓，將置於西安空海紀念堂。

五、旅遊界

再談到旅遊業。高野山真言宗總本山所掀起的空海潮，第一技便是法出僧圈，依

空海舊略到西安。今年二月屬密敬的高野山大學，在每日新聞的贊助下，以靜慈圓助教

授為團長的五人僧圈，於二十七日飛到北京，三月一日到福建赤岸鎮，戴著大斗笠，

穿著印有「高野山」的黑僧衣，東望日本，跪拜海潰，開始踏著一一八0年前空海的

足跡，馬車輪船兼乘，於三月三十一日到達西安，每日新聞社記者把沿途所見，以照

片為主，編成一本「空海到長安之道」的畫冊。接著旅行社就大作旅遊大陸西安等地的

廣告，把空海去過的地方都特別標注。結果，六月十日一旅行國在西安車禍，從東京

成田機場掛彩回來，從電視中看到大雁塔前的林藍道上，腳踏車事就如沙灘橫行的螃

蟹，汽車無地可行，焉得不出事?同時由日本真言宗總大本山會，日中友好真言宗協

會及中共共同在西安青龍寺中建築「惠果、空海紀念堂」師徒兩人坐姿木雕並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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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體制叫) ，一九八四年九月八日紀念堂落成蟬，日本旅遊業叉大力鼓吹日人前往

觀禮。在日京國內，空海的活動圈不大，最遠的地方是渡唐地的九州平戶E圳，這樣

，日木交通公社便大做「空海渡唐之地一一訪問平戶」的生意。由大阪到平戶，參觀

遭唐使船、最教寺三天二夜，一人達六、七萬圓。

~、妥:!- i~
-'、、、電... ...1..1

空梅、空海、賴汝以生的人可真多啊!一個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高僧，我們很難想

像，居然被現代的日末人以如此多的花樣利用來達成企業的利潤。空海是人，一定有

缺陷，尤其是時代差臣所造成的缺陷，六月初被人指摘在 L 性靈集 1 說: r 施陀羅，

惡人;佛法國家大賊。 J (別是對低階級民眾的差別思想，而真言京的僧侶叉企闡加

以掩飾，都是由空海被偶像化的結果。

日未對傳統文化(不論是否來自中國)的維護是不餘遺力的，尤其懂得透過民俗

的鄉士的群眾活動，來達成傳遍文化、教育民眾的功能，這就不能以學術研究的立場

來分析了，它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對古文化古人物崇拜的傾向，特別是宗教性的民俗活動

，則空海之成為神，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像日京這樣富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固然政府有錢也有決心來辦文化活動，但主

要還是依賴民間的人力財力的投入，鼓勵民間團體自主性的來舉辦傳統與民俗，就不

必畏懼商業性的行為，日木傳統與現代所以能詢和與並進，就是自由的讓民間鄉土發展自我

，讓他們的民藝、與商業結合，這似乎是傳統文化能保留下來的不二法門，空海是吸

取唐代的釋儒文化而返日開創真言宗，是日末的偉人，但其成就絕不可能超越同時代

中國的法藏、玄裝、慧能，可是近代的中國人，能如日人之了解空海去了解他們嗎?別

帥主任像高八 L公分· f II ~;rXn:~街院制作 • t~ 用迪二二千此元。 fl 水人化鈍，的然要從 7十字會俏的地

位。中國名的不知幾何.，:H、果有一個子孫富有的 H本弟了° .才有誰被供奉在新紀念空內。

叫李戶是九州內北的小舟. )!到自:1'(縣。

帥一九八問年六月三 H 朝 11 新問神論: r 空悔戶、人間幌屁的文 J 一文。 t的話陀篇[~/i印 III 綿的

制皮中最何股It I'(j: 的 ~l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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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西安、洛陽建坡有幾年。台北建城、姐化街的建立在何時叉有幾人知道?為敢當局

徒知虛矯丈飾而不知崇實務末，倡導傳統文化，為何不對古代無數的哲人、詩人

和鄉土大事加以重視呢?日本人紀念空海、紀念大城築城就是肯定他們之自我與傳統

。今年是孟浩然讓生一千三百年紀念，台北築城興士一百年紀念，雖會去情懷先人著

述之美與開闢之勞呢?

後記:此文原稿於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原作於京都，積壓多年，幾乎忘記，適

周一田院長索稿，以所寫或尚能為文化界參考，因再改寫補充，以求正於方家。

(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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