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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禅文化内容及当代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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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嘉禅具有非凡的历史地位，它与语言历史、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结合，形成了特

有的永嘉禅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永嘉禅文化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政府、

相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应积极探索和采取弘扬永嘉禅文化的各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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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Yongjia Ze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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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ngjia Zen has an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position. It combines with language, history, literature, art, building, tech-

nology and academic thinking, forming a unique cultur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Yongjia Zen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at both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levels. The government, releva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nd adopt various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the Culture of Yongjia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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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嘉禅的历史地位

永嘉禅是以唐代永嘉大师（玄觉）的尊称而命

名的禅法，永嘉大师及永嘉禅在历史上具有非凡的

地位。

（一）永嘉大师：会通禅教第一人

永嘉大师，法名玄觉，唐代著名高僧，公元

665年出生于温州市鹿城区安仁坊（古属永嘉郡），

幼年出家，依天台宗止观法门修习禅定，后读《维

摩诘经》印心开悟，开悟后前往曹溪谒见禅宗六祖

慧能禅师，得到印证，并在慧能禅师的挽留下住了

一宿，因而谓之“一宿觉”。回到温州的永嘉大师

可谓一夜成名，四方轰动，“三吴硕学，辐辏禅

阶；八表高人，风趋理窟①”。公元 713年，永嘉大

师圆寂，当时的唐玄宗皇帝赐予“无相大师”的谥

号。中国古人历来以避讳为敬，不直接称人名，因

而尊称他为永嘉大师。

关于永嘉大师的历史地位，国内学者和专家有

个观点是一致的，即永嘉大师是会通禅教第一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中国佛教主要有

八大宗派，其他几宗都成为教下，禅宗被称之为宗

门，是以心传心的。把宗和教融合在一起，永嘉大

师是第一人 [1]。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雷泉认为：

玄觉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展开

了禅教会通的理论建构和修证实践[2]。宏明法师提

出：永嘉大师的历史地位就是他把天台的教义同禅

的理论体现出来，形成非常有特色的禅教合一的修

学思想[1]。

（二）永嘉禅：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永嘉禅融禅宗与天台教理于一体，既有“直截

根源佛所印②”的禅宗顿悟之法，又有“夫欲志求

大道者，必先净修三业，然后于四威仪中，渐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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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乃至六根所对，随缘了达，境智双寂，冥乎妙

旨③”的系统严谨的渐修次第。

永嘉禅的这种特色体现在永嘉大师的两部著作

——《永嘉禅宗集》和《永嘉证道歌》当中。这两

部著作都收录在《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里，是中国

大乘禅法的重要典籍，影响极其深远，迄今为止全

世界有近百个版本、十来种语言翻译本在流传，对

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永嘉证道歌》传到

印度，被印度人尊称为“东土大乘经”，没有称为

“论”，可见其思想境界之高超。

二、永嘉禅文化的内容

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与语言历史结

合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与文学艺术结合

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与建筑工艺结合而

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与学术思想结合而有

禅理、禅学、禅道、禅风[3]。禅文化是以禅的思想

为底色的文化概念，是宗教人生化、世俗化的社会

文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嘉禅与语言历史、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学术

思想等方面的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永嘉禅文化。可以

说，永嘉禅文化是以永嘉禅思想为底色的文化表现形

式，从唐朝至今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

（一）历史公案：修学典范

永嘉禅文化中有记载的历史公案中最著名的是

“一宿觉”。说的是永嘉大师到曹溪谒见禅宗六祖慧

能禅师，二人机锋迅利，对答之间，以心印心，后

慧能禅师挽留永嘉大师住了一宿，时谓“一宿

觉”。关于这则禅门公案，在《六祖坛经》《祖堂

集》《宋高僧传》《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典

籍均有记载。北宋苏轼有诗句“归来且看一宿觉，

未暇远寻三朵花”，南宋叶适有诗句“宿觉名未

谢，残山今尚存”。可见“一宿觉”公案影响深

远，成为禅宗修学的典范。

再举一则，庆州刺史魏靖编辑的《禅宗永嘉

集》第九章《劝友人书》中记载，天台宗八祖左溪

玄朗曾致书永嘉大师，说“自到灵溪，泰然心意”

“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并召他入山来访。永嘉大

师回信，信中这样论述：“先须识道，后乃居山。

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见

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

也。”阐明了“识道不在居山，见道人间亦寂”的

观点，呵斥了居山的偏执，体现出佛教积极入世的

一面。

（二）文学艺术：智慧熏陶

《永嘉证道歌》本身就是永嘉禅与文学艺术相

结合的一部佳作。《永嘉证道歌》是最长的一首唐

诗，为古体乐府诗体裁，全文 1814字，文字优美，

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样用一首长诗歌的形式把如来

禅法以及天台教理法华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境

界非常洒脱自在，一直传唱至今。中国知名佛乐唱

诵人、禅乐歌者释则旭和著名温籍歌手吴涤清都有

演绎这首《证道歌》，并出版音乐专辑收录其中。

此外，2012年6月30日温州市文化与佛教界举办了

《千古绝唱证道歌》晚会，并于当年 7月 15日在温

州广播电视总台播出。

历史上记载永嘉大师或赞颂永嘉禅的作品多不

胜数，如北宋文学家杨亿撰《无相大师行状》、筠

州诗僧惠洪撰《林间录》、南宋永嘉学派首领叶适

撰《宿觉庵记》、清代彻悟禅师撰《证道歌赞》、民

国初江南名士冒广生撰《永嘉高僧碑传集序》等；

而书写《证道歌》的有北宋苏东坡、宋末元初大书

法家赵孟頫、明代憨山大师等。这些作品通过文学

艺术的形式，传达了永嘉禅的智慧，熏陶了广大的

社会群体。

（三）建筑工艺：形象教育

佛教建筑作为一种形象教育，与作为行为教育

的佛教礼仪一起影响着广大信众和游客。流传至今

的与永嘉大师有关的寺院及建筑主要有温州松台山

妙果寺和头陀山头陀寺等道场。

松台山上有永嘉大师纪念馆，馆中介绍永嘉大

师生平，有大师画像、书写的《证道歌》以及各种

版本的《证道歌》书籍和拓片等。永嘉大师纪念馆

附近矗立的七层塔就是净光塔，净光塔是永嘉大师

真身舍利塔，始建于唐元和中期（806—820）。永

嘉大师坐化后过三百年火化得舍利子，于是在松台

山上建塔供奉。2002年开始的重建施工期间，在原

净光塔塔基下出土了近 2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不同

朝代的塔砖、造型别致的瓦当、大小各异的钉帽、

唐文化特征的绿色琉璃瓦、圆润莲花瓣须弥座残

件、五色祥土及灵骨舍利等。净光塔东侧广场“宿

觉名山”前树立一尊永嘉大师塑像，塑像高 4.9
米，以锡铜为主体材料。据了解，塑像是以永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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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谒六祖慧能禅师的故事为背景创作的，再现了

永嘉大师面对六祖“振锡而立”，翘首昂视的情

景。松台山下，妙果寺旁建有宿觉讲堂，讲堂建筑

占地面积约 400平方米，其中一层为讲堂大厅，主

要用于听经闻法、诵经念佛、禅修打坐，最多可容

纳约300人。

头陀寺，旧称密印寺，座落在瓯海区南白象镇

头陀山麓，相传永嘉大师曾栖迟于此。寺院前的照

壁题有“永嘉祖庭”四字，照壁背面刻《证道歌》

全文。寺院内的祖殿里面供奉有永嘉大师塑像，塑

像呈跏趺坐，缁衣漆面，右手握经卷，左手闲搭，

合唇闭目，神态安然，似处禅定之中。

（四）学术思想：净化人心

永嘉禅的思想是融汇贯通的，其智慧是超越界

限的。[1] 永嘉禅的实践与研究在当今越来越受到重

视，因为它不仅对个人的修身养性有利益，而且对

社会的和谐安定也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主要大力弘扬永嘉禅的有中国台湾的惠

空法师和温州的达照法师。惠空法师主要侧重于

《永嘉禅宗集》的研究和实践推广，达照法师根据

永嘉大师的修学、开悟、弘法三个阶段为脉络，架

构了《永嘉禅讲座》初、中、高三级教材，不仅把

永嘉大师的《永嘉禅宗集》和《永嘉证道歌》涵盖

在内，也把《维摩诘经》《六祖坛经》及天台宗的

《童蒙止观》《法华经》的内容也包含其中，形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

三、永嘉禅文化的当代价值

当今社会，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综合实力和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资源和内在精神动力，越来越

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增强文化自

信，保持文化自醒，回归文化本源是这个时代的潮

流。因此，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永

嘉禅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社会层面：文化整合、促进发展

温州所属的瓯越文化中有着灿烂辉煌的两部

分，一是唐代起源的永嘉禅文化，二是南宋兴起的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永嘉学派思想的影响

下，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诞生了“温州模式”，形

成独特的“温州人精神”，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快

速的发展。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

变革，“温州模式”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

“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精神”亟需注入新的文化

内涵。

永嘉学派思想对今日温州的影响至少可概括

为：一是经世致用，求实务实的影响；二是变通图

新，富有改革精神的影响；三是重视功利，主张宽

民富民思想的影响；四是重视教育，尊重人才观念

的影响[4]。而永嘉禅文化能够培养稳定的心态，同

时永嘉禅思想蕴含“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博

大情怀，既积极入世又超越世俗，做事认真负责又

不黏着其中。若在提倡务实、重视功利的永嘉学派

思想中，融入永嘉禅思想，进行文化整合，对当今

重塑和完善“温州人精神”以及推进“温州模式”

创新发展具有现实作用和启示意义。

（二）个人层面：有益身心、适合修学

当今社会物质条件日益丰富，而人们内心却容

易浮躁和不安，身心难得自在。永嘉禅文化中，不

管是文学艺术还是建筑环境方面都能给人们带来清

凉和安定的效用。净慧法师曾说：“当你静静地对

着赵州祖师塔，生命中所有的负担都会统统的卸

下。因为你感受到生命的真谛，因为你经历着开悟

的战栗。在觉悟中成就，在奉献中喜悦”④。那

么，如果夜晚来到温州松台山，拾级而上，登上净

光塔，微风带着松叶的清香扑面而来，望着不远处

的瓯江倒映着皎洁的月光，吟上一句永嘉大师的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⑤”内心肯定能

感受到一份自在安详的境界。

如果能更进一步，按照永嘉禅文化所指导的心

灵安顿方法去落实，则会培养人的定力，开发人的

智慧，得到身心的自在。

四、弘扬永嘉禅文化的途径

认识到永嘉禅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政

府、相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应积极探索和采取弘扬永

嘉禅文化的各种有效途径。

其一，加强学术研究，深入挖掘永嘉禅文化价

值，汲取有益成分，注入“温州模式”新的理论内

涵。永嘉禅文化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亟需深入

挖掘，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永嘉禅文化的研究非常稀

少。因此应当鼓励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和研究人

员，加强永嘉禅文化的学术研究，为新时期“温州

模式”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其二，加强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和各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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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弘扬永嘉禅文化。永嘉大师及永嘉禅在历史上

地位非凡，影响深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还有很多人甚至在温州地区的很多人连永嘉大师是

谁都不知道。因此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应当加

强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和各种媒体，除了加强传统

的电视及报纸报导之外，还要增加以微信推送等现

代方式进行宣传，积极弘扬永嘉禅文化，推动永嘉

禅文化实践。

其三，继续推进有关政策的实施，支持永嘉禅

文化活动，如举办永嘉禅文化国际论坛、永嘉禅文

化艺术晚会、永嘉禅文化讲座、永嘉禅禅修体验营

等活动。永嘉禅在国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

说永嘉禅是温州一张不可多得的国际名片。鼓励和

支持举办永嘉禅文化国际论坛等以上活动，可以提

高温州的国内外声誉和影响力。

其四，作为永嘉禅发源地的温州，可以充分利

用永嘉大师道场，促进开发永嘉禅文化资源，助推

温州城市内涵建设。比如可以在永嘉大师道场附近

规划建设永嘉大师文化园，另外如妙果寺作为永嘉

大师的道场之一，附近的松台山、大士（师）门、

蝉（禅）街、信河街等地名都有永嘉禅文化的历史

印记，若能统一规划，加强文化符号，可以助推温

州城市内涵建设。

注释：

① 出自魏靖《禅宗永嘉集》序.
② 出自玄觉《永嘉证道歌》.
③ 出自玄觉《永嘉禅宗集》.
④ 出自净慧法师《禅法概要》.
⑤ 出自玄觉《永嘉证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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