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報

2020 年第 1 期

作為文學家的趙樸初與 20 世紀“舊邦新命”
吳懷東

［提

要］

20 世紀白話文學被倡導並流行之後，古體詩常被稱作“ 舊體詩” ，甚至被視作白話文學

的對立面。 然而，文學史的發展是複雜的，舊體詩也有新思想，貌似新提法有時卻是舊思想。 趙樸
初作為跨越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三個時期的社會活動家、佛教領袖和文化名流，政治上與時俱進，卻
堅持古體詩創作，表現了審美文化的強大傳承性。 他的詩歌也在適應社會主義文化規訓而走向通
俗化，表現在形式、內容以及吟詠佛理等多個層面。 趙樸初詩詞創作的個例表明，文學演變的新與
舊並非割裂。 “ 舊邦新命” 是一種崇高，也是一種糾結，是百年來中國文化人最深刻的體驗與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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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中國發生了千年來少有的滄桑巨變，其核心特徵就是脫離了孤立發展的軌道而逐漸融
入世界體系———告別帝制，走向共和，走向現代化。 這一波瀾壯闊的進程至今尚未完成，此間一切
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無法脫離這一大勢的深刻影響。 文學的變化是社會變革的縮影，文學變革
的複雜性也折射社會變革的複雜性。 無論如何評價，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白
話文學確實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古體詩、詞、曲（ 以下簡稱“ 古體詩” ） 和文言文並沒有就此消失，
不過很長時間內，因為白話文學與“ 革命” 、“ 進步” 關聯而受到關注和肯定，而古體詩與文言文與
“ 反動” 、“ 落後” 關聯而遭到忽略甚至否定。 在革命思維和兩極思維淡化的今天，如何客觀甚至“ 同
情之了解” 白話文學興起後的古體詩和文言文創作的性質、特點、作用，古體詩詞創作是否納入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否具有和白話文學同等的地位等，已成為 20 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問題。①
趙樸初出生於清末，去世於新世紀的門檻上。 作為世紀老人，他一生遭遇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
劇烈變革———從古代到現代、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
“富起來” 的新中國，他在家出家，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慈善家和佛學居士的身份積極參與了
將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革過程。 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卓越的佛教領袖、傑出的書法
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在緊張繁忙的社會活動之餘，他的詩詞創作持續數十
年而不輟，留下了大量的古體詩創作和書法作品。 趙樸初出入宗教界、政界和文化界“ 三界” ，其獨
特的人生實踐和文化活動反映了 20 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和文化發展的某些特徵。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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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從審美價值和寫作技巧角度研究趙樸初詩詞創作及其成就，更不是狹隘地在 20 世紀文學版圖
中為趙樸初詩詞爭取某個位置，② 而是將其創作放在 20 世紀中國告別古代、走向現代、新舊嬗變的
宏偉歷史進程中，觀察中國文化嬗變、社會革命及現代化蛻變的艱難陣痛，顯示其新舊交織的複雜
性，或者說，試圖在上述社會背景下來觀察趙樸初古體詩 ③ 創作活動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定位。

一、趙樸初的多重角色與文學家身份
在社會大眾的印象裡，趙樸初（1907 ~ 2000） 是中國 20 世紀卓越的佛教領袖和傑出的書法藝術
家，在很多寺廟都可以見到他的題字，這些都是傑出的藝術品，學術界對他的生平經歷、政治活動、
宗教活動、慈善活動及思想、書法作品都有深入研究，但對其文學創作的研究卻還不充分。
其實，趙樸初的著述以及文學創作極其豐富，早在 1961 年、1977 年、1978 年就先後編輯出版了
詩集《 滴水集》 （ 作家出版社） 、《 永懷之什》 （ 人民出版社） 、《 片石集》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年出
版了《 靈山集》 （ 九州出版社） ，1970 年代中期印行了《 趙樸初詩詞集》 ，2001 年出版《 趙樸初詩詞曲
手跡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趙樸初墨跡選》 （ 江西美術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趙樸

初書法集》 （ 文物出版社） ，另外，還有《 佛教常識答問》 、《 趙樸初居士釋佛》 等解說佛理的著述。

200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趙樸初韻文集》 ，收錄了他從 1927 年到 1999 年間所創作的作品，涉
及古體詩、詞、曲、俳句、對聯乃至賦等，共收詩（ 詞、曲等） 1985 首、對聯 279 副，達 50 萬字，數量相
當巨大，性質相當於一部詩詞全集。④ 如果不考慮新世紀古體詩寫作復興以後的創作情況，在趙樸
初所經歷的各個時代中，這個數量也應該名列前茅。 華文出版社 2007 年編輯出版了《 趙樸初文
集》 ，收入 1942 年 12 月至 1999 年 9 月重要文稿報告、講話、談話、文章、信件 297 件，其中 1940 年
代只有 1 篇，文革十年 1 篇，主要是“ 十七年” 和文革後的文章。 2015 年初，安徽教育出版社宣布組
建“ 趙樸初全集” 編委會，如今尚未見到出版消息，不過，可以預知文字體量肯定十分宏大。
趙樸初詩詞創作不僅數量巨大，其成就也得到時人高度認可。 周恩來就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
華並介紹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⑤ 夏衍曾說：“ 趙樸老行文恬淡，詩也如此，他不用慷慨激昂和轟轟
烈烈的詞，同樣能激勵人。” ⑥ 趙樸初於 1960 年就加入中國作協並當選為理事。 1985 年，中華詩詞
學會成立，趙樸初被聘為第一屆理事會顧問。 1990 年日本龍穀大學還授予趙樸初文學博士學位。

中國的 20 世紀是苦難的世紀，在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裡，文學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裡，一代宗教領袖，一代政治家，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修養，那肯
定也是不合格的———“ 德不配位” ，難以持久，這是與今天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認知，在這種
觀念的作用下，當時的政治人物也都有數量不等的文學創作。 就現有的對趙樸初的認識而言，其社
會活動的豐富性及其政治、宗教、文化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尚沒有得到充分闡發，他身為佛教大師
的光環或多或少影響了我們對他作為文學家成就的認識。

二、政治上的趨新與文體選擇的守舊
在一個以“ 革命” 、“ 救亡” 為主流話語的時代氛圍中，趙樸初於 1920 年離開家鄉來到當時中國

最繁華、時尚的城市上海，積極投身時代潮流，在戰亂頻仍的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他以菩薩心腸投
身救災救難的社會工作，愛國愛民，救苦救難，並與時俱進，追隨共產黨，與時代同行。 可是，他的文
學創作卻沒有選擇新文化運動以來主流的白話及其文體形式———小說、戲劇、白話詩等，而是沿用
新文化運動所聲討、欲打倒的古體詩詞曲形式，趙樸初的社會活動與文化活動體現出趨新與堅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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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複雜狀態，政治上追求進步的不斷趨新與文學文體選擇的守舊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今天能看到的趙樸初最早的作品是 1927 年所創作詩歌的殘句：“ 江南五月風如酒，一路山花醉
眼看” ，採用古體詩的形式，寫出了五月江南自然風景的特點———東風浩蕩、天氣溫暖、山花盛開，
其一個“ 風如酒” 的巧妙比喻，既寫出了氣候之溫暖，更寫出了作者心頭之溫暖，構思精妙，想象豐
富，意境清新，正是作者青春心態的自然流露和藝術才華的牛刀小試。 我們今天能夠感受這一詩句
之美，正在於其傳承了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審美精神。 當然，這句詩沒有佛教出世意味，而是歌頌世
俗風景———江南春風、春花、春暖，流露了作為熱血青年的生活激情，符合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
人的理想主義立場，這與後來作為佛教居士的詩風明顯不同。 其時，他正在東吳大學就讀，老師中
就有沐浴著新文化運動的陽光成長起來、剛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安徽同鄉蘇雪林。⑦ 但是，趙朴初在
1927 年夏天因肺結核病而終止學業，進入上海佛學界，從此也告別了新派文學，回歸傳統。
趙樸初開始文學創作活動的時代已處於新文化運動興起並取得全面勝利之後，而他卻沒有隨
波逐流，從他的成長經歷可以判斷其文體選擇和文學興趣來自故鄉文化的熏陶。 “ 新文化運動的
偉大旗手” 陳獨秀是趙樸初的安慶同鄉，以理學和古文為特色的安慶竟然孕育了古代文化的“ 逆
子” ，這種複雜多元的地方文化也建構了趙樸初的文化心理底層。 安慶地區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文
化極為活躍的地區，清代安徽建省之後長期作為省會，伴隨著安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形
成，趨新與堅守這兩種不同的思想都極其活躍。 這裡曾出現了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出現了狀元
趙文楷、李振鈞以及一大批進士。 桐城派就是由姚鼐完成創派工作，而早在姚鼐之前，明清之際出
現了方以智、戴名世以及方苞、劉大櫆等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姚鼐之後，桐城派更演進為全國性的
文學流派，開枝散葉，其文學影響和思想影響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作為安慶府的屬縣，趙樸
初故鄉太湖縣“ 屏蔽荊楚，襟帶江淮” ，“ 山川深秀，風土清美” ，“ 元代始建縣學，元統年間縣人黃信
一狀元及第，明代有社學八所，還建有同春、正學兩所書院，可容聽眾 2000 多人” ，此地在元明清三
代，“ 有文武進士 82 人，文武舉人 342 人，尤其有清一朝，可謂人文鵲起，科甲蟬聯” 。⑧ 文風的昌盛

一方面有助於思維的開放和新文化因素的吸納，從安慶走出來的陳獨秀、宗白華、朱光潛、方東美、
鄧稼先以及嚴耕望、余英時等與時俱進，吸收最新的外來文化而走在時代文化的前列，從而成為中
國 20 世紀文化史、學術史上開風氣的一時之傑；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文化主潮發生重大變革之時保
留了傳統的慣性，舊文化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⑨ 雖然在趙樸初青少年時代，新文化運動已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蓬勃展開，而在相對封閉的太湖，傳統文化的氛圍依然濃郁，家鄉的文學風氣以及
佛教氛圍影響了趙樸初一生的道路。 1915 年蘇雪林考入安徽第一女子師範，她覺得“ 安慶這個省
城也有些奇，上有武漢，下有京滬，兩處文風均甚發達，而安慶也算是個戰略要地，文化卻偏偏落後，
風氣甚為閉塞” ，所學的還是古詩文，特別是桐城派古文 ⑩ ———蘇雪林的印象正反映了安慶地區文
化的一般面貌。

趙樸初為清嘉慶元年狀元趙文楷（1760 ~ 1808） 之後裔，出生於安慶，5 歲時隨父母遷回老家太
湖縣寺前居住，7 歲入私塾讀書；1919 年，13 歲的趙樸初離開家鄉到達上海，於 1922 年進入蘇州東
吳大學附中，1926 年考入東吳大學學習，1927 年因生病和戰事而被迫終止學業，進入社會。 可以
說，年輕時在家鄉培養起來的文學興趣以及佛教信仰影響其一生。 趙樸初在 1977 年撰寫的《 片石
集》 “ 前言” 中說：“ 幼年時，由於家庭和環境關係，胡亂讀過一些古詩詞，逐漸受到了感染，發生了興


趣。” 
精神的胎記伴隨著一個人的終生，正如從小受到母親以及家鄉佛教文化的影響而終身信仰

佛教一樣，對古詩詞的愛好也伴隨了趙樸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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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舊瓶裝新酒” 與詩體的意識形態性
然而，舊體並不一定就是守舊。 政治與文學選擇的矛盾其實不止趙樸初，換言之，趙樸初的文
學選擇也是他那一代人的選擇。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是在急切救亡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呈
現出激烈的反傳統姿態，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新文學，舊體詩詞的形式及其承載的思想觀念被簡
單粗暴地否定。 然而，作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革命有一定距離的審美文化，古體詩詞並沒有因此而
消失，仍然是人們表情達意的重要形式，即使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以及白話文學的傑出作家郁
達夫，革命領袖和開國元勳毛澤東、朱德、陳毅、董必武等人，也都是古體詩的愛好者和高超的寫手。
即便在“ 文革” 激烈否定傳統文化的環境裡，古體詩的藝術美仍然積澱在中國人的審美感覺之中。


例如，1976 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有不少詩歌所採用的詩體形式就是古體詩。

如何繼承傳統一直是白話詩創作領域的重要問題，同時，古體詩如何面對白話文學的挑戰繼續
生存也一直是重大的問題。 如何化解文體選擇上的守舊與共產黨批判傳統、追求變革、提倡大眾文
學、反對貴族文學的緊張的意識形態衝突，是共產黨領袖必須思考並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我們可
以看到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後成長為新中國開國領袖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思路。
1957 年《 詩刊》 創刊，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古體詩詞，毛澤東在給《 詩刊》 編輯部《 關於詩的一封
信》 中說：“ 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
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
麼特色。 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 舊體” 之“ 舊” ，當然是陳舊的意思，不單指時間，更重要的是指性質，這就是毛澤東對古體詩詞的
基本立場。 雖然他接受了《 詩刊》 的約稿，但他又說“ 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
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 《 人民日報》 在 1977 年 12 月 31 日公
開發表了毛澤東 1965 年給陳毅談詩的一封信，其中說：“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
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 ……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
絕不能要。 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 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 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
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這段話內容豐富，最重要的理論
觀點就是詩歌創作需要形象思維，這似乎解決了白話與古體之爭———只要有形象思維，詩不分古
今。 毛澤東對白話詩的觀點值得注意，他認為白話詩“ 幾十年來，迄無成功” ，同時要求白話詩和古
體詩在內容上都要“ 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 ———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而詩歌的形式（ 語言和
體式） 也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顯然古體詩改革的任務更重。 毛澤東的詩歌思想是當時的最高權
威，代表了中國社會主義詩歌寫作的基本規範，並指出了解決詩體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問題的方向。
趙樸初從離開家鄉到上海和蘇州求學，就面對著當時勃興的新體白話詩。 他寫道：
“ 五四” 以後，有人又提出了語體新詩主張，打算索性拋棄舊形式，從根本上徹底改革
我國詩歌。 不少人曾為此從各方面付出過可貴的勞動。 可是，詩與文究竟不同，詩歌與口
語差別更大。 要做到既是全新的，又是大家熟習的；既是現代的，又是適合民族口味的；既
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經過琢磨鍛煉的；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之在“ 五四” 後的新文學
中，詩歌的成就，較之其他領域，如散文、小說、戲劇等等，總覺得差著一籌。 我由於個人愛
好，對於所謂新舊這兩種詩體都曾作過若幹嘗試，而結果則都不大理想。 新事物、新情感、
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詩? 如果可以，應當如何寫? 舊形式是否還可以用? 如果可用，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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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 這些都是常在腦筋裡盤旋的問題。 後來反復體會毛主席《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的講話》 的精神，才撥開了頭腦裡的疑霧，打通了心上的茅塞……毛主席在這篇光輝著作
中首先指出，一切文藝都應以人民大眾（ 具體說就是工農兵） 為服務對象，人民的社會生
活是一切文藝的源泉。 這是根本。 對於文藝工作上許多具體問題，如思想性與藝術性，普
及與提高，繼承與創造，動機與效果，歌頌什麼與暴露什麼，等等，毛主席都作了明確、精湛


的原則性的指示。

趙樸初在這篇長篇前言裡還討論了他糾結或探索的內容，他覺得詩歌必須表現新的時代生活，
而形式可以沿用古體。 白話新詩如何繼承古體詩的經驗，自 1920 年代起從聞一多、戴望舒到林庚


都在積極探索，
古體詩的改革也在進行，這種觀點就是眾所周知的“ 舊瓶裝新酒” 之說法。 趙樸初

提出：“ 可否還是酌採人民原已熟習的傳統的詩體，即詩、詞、曲的形式，先解決群眾的需要問題，並
借此提高一般群眾對詩歌語言的接受水平，同時，通過實踐，檢查在古典詩歌中究竟有哪些是還可
以繼承或可以借鑒的東西，為創造將來新詩格局尋找途徑。 儘管‘ 新酒舊瓶’ 之譏，在所難免，但主


觀願望還是想依主席‘ 古為今用’ 的方針，做一點‘ 推陳出新’ 的工作。” 
所以，趙樸初沿用了古體

的詩和詞，尤其喜歡曲，在他看來，“ 曲” 有不少優點，如“ 比較接近現代人的情感與語言” ，“ 可以更
自由地使用一切足以取得預期效果的各種表現手法與作風” ，突破詩詞在句型、字數、句數等方面


的形式限制，“ 除了供演出使用的劇本外，另有專供閱讀的‘ 散曲’ ” 等。

他在 1976 年 12 月的《 毛主席致〈 詩刊〉 函發表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獻詞》 裡認同毛澤東的說

法：“ 文藝改革詩最難，大約需要五十年” “ 舊型那足供回旋？ 新詩為主勢必然” “ 牧歌民謠詩本
源” 。 在他看來，古體詩不是文學的主流，其內容必須要面對新的社會現實。 1987 年他還說到：“ 一
九五三，鄭振鐸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詩的形式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處在
一個探索的階段。” 他主張“ 尊重我們的傳統，民族詩歌的傳統” ，這一傳統形式層面的重要特徵就


是有節奏，有韻律，遵守平仄規律，講究韻腳一致，
具體體現就是古體詩的形式與格式規範。

趙樸初的新體白話詩創作今天已看不到，根據他晚年的意思編輯、出版的《 趙樸初韻文集》 所
收則全部為舊體詩詞曲以及對聯。 然而，趙樸初當然並非抱殘守缺者，他在形式上堅守古體詩詞的
基本韻律規範，但文字更為淺易、平仄押韻的規則比較寬，並且創制很多漢俳、自度曲等；同時，趙樸
初也要求古體詩詞在思想上、內容上必須改革，必須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 應該說，趙樸初的詩歌
觀念體現了和主流思想的高度一致，他用大量的詩詞創作落實“ 舊瓶裝新酒” 的說法。

四、“ 現實主義” 與趙樸初詩詞的主要內容
《 趙樸初韻文集》 雖在趙樸初身後出版，卻經過趙樸初生前親自審定，所收作品除了附卷收錄

對聯之外，分為十卷。 是集選用了三首詞作為代自序，第一首《 金縷曲》 （ 王昆侖同志為文談余詩
詞，章孤桐先生為拙稿題詩，皆獎飾過當，感其鼓勵之意，賦此答謝） 有句云：“ 慶東風、鼓吹何辭
鬧？”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映了自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趙樸初建國後詩詞創作的基本思想，即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思想。 按茅盾的解釋，現實主義就是要反映現實，揭露敵人，歌頌人民，“ 現實


主義文學總是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富於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的” 。
趙樸初自覺接受共產黨文藝

思想的指導，堅持“ 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 ，“ 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以“ 表現工農兵為核
心” ，趙樸初的詩詞曲創作生動地反映了他親身經歷的社會生活。 文集編者云：這些詩詞作品“ 既
連接為記錄作者本人漫長的世途和心路歷程的生活畫卷，也連接為展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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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政治風雲的歷史長卷。 至於其眾多作品中對佛學哲理的闡發、對宗教政策的表達以及與日
本、韓國、印度、東南亞各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記述，則是研究當代佛教發展史、交流史


的一份珍貴史料” 。
其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世俗事務的詩歌，包括歌頌黨和國家領

導人、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作品，另一類則是涉及佛事活動、佛教外交的詩詞，後者數量更多。
當然，與政治關聯的作品，在後來編集時被有意剔除了一些。
由於趙樸初獨特的身份和經歷，他有些作品對 20 世紀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有深刻的
臧否，有些創作在當時發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例如，1964 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舉國揚
眉吐氣，欣喜若狂，與此同時，前有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後有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中間有印
度總理尼赫魯拙劣的反華表演，趙樸初因此創作了散曲《 某公三哭》 ，三個曲子分別由毛澤東改名
為《 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 肯尼迪） 》 、《 哭皇天帶過烏夜啼·哭東尼（ 尼赫魯） 》 、《 哭途窮·
哭自己（ 尼·赫魯曉夫） 》 後公開發表。 如《 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 ：

我為你勤傍妝台，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 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

可憐我衣裳顛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兒來，又誰知命蹇事多乖。 真奇怪，明智人，馬能
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 你的災壓根是我的災。 上帝啊！ 教我三魂七魄飛
天外。 真個是如喪考妣，昏迷苫塊。 我帶頭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 血淚兒染不紅你
的墳台，黃金兒還不盡我的相思債。 我這一片癡情呵！ 且付與你的後來人，我這裡打疊精
神，再把風流賣。
這組散曲把姓名中含有“ 尼” 的政治人物聯系起來，詼諧風趣地進行諷刺挖苦，用典適切，用詞
精當，敘事嚴實，比喻貼切，是三首難得一遇的政治諷喻詩，配合了當時中央的國際鬥爭，發揮了重
要的社會輿論作用，當時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轟動一時。 又比如“ 文革” 結束後，趙樸初創
作的借古諷今的《 故宮驚夢———江青取經（ 觀故宮博物院慈禧罪行展覽後作） 》 （ 套曲） ，也是轟動
一時的名作，很有代表性，如其開始曲【 字字雙】 云：

宮門騎馬帶夥計，四匹。 紅旗車隊後跟隨，神氣。 向來佩服武阿姨，皇帝。 無奈乾陵
還封在山溝裡，可惜。 且圖就近訪慈禧，有理。 早安排包管稱心的見面禮，表意。 送您一
副假牙好啃童子雞，補氣。 送您一副假髮好和姑娘比，美麗。 送您一套特制布拉吉，換季。
送您一架萊卡照相機，拍戲。 有人勸我把文藝大旗也送你，放屁。 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


去，哎咦! 這分明是反革命的壞主意，可氣。 趕快給我拉出去，槍斃!

雖然文體屬於古已有之的散曲，但此曲語言不避俚俗，嬉笑怒罵，具有強烈的諷刺效果。 趙樸
初作品集中，散曲最有特色。 之所以選擇套散的形式，顯然他是注意到散曲的通俗性。 相對於詩


詞，在元朝出現並流行起來的散曲通俗性更加明顯。

總體而言，趙樸初的詩詞內容反映社會現實、尤其是重大政治問題，在遣詞造句以及藝術上也
比較大眾化、比較淺俗，表明他雖然沿用了古體詩的形式，也在因時而變。 這是白話文學影響的結


果，更是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精神和共產黨文藝政策引導的結果。

五、“ 人間佛教” 與僧詩的現代演進
趙樸初自小受到家鄉太湖佛教文化和信佛的母親的熏陶，而因病離開東吳大學到上海後即到
表舅關絅之身邊工作，並受其影響積極參加佛教界救世化俗的社會活動。 1935 年秋天，圓瑛法師
在上海興辦圓明講堂，趙樸初經其介紹而皈依佛門，成為在家居士。 抗戰期間，他以居士的身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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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慈善活動，救苦救難。 建國後，居士是趙樸初參與社會活動的基本身份：1949 年 9 月，他作為兩
位佛教界代表之一（ 另一位是巨贊大師） 受邀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953 年，中國佛教協
會成立後任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 年開始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直至去世。 可以說，佛教信仰影
響了趙樸初一切的社會實踐活動，他承襲了古代詩、僧結緣的傳統又具有新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趙樸初時代佛教本身的新變，這種變化是 20 世紀中國社會演變導致的結果。 20
世紀以來，佛教面臨巨大挑戰：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民不聊生，佛教不得不面
對苦難的時局，同時，伴隨著科學的昌盛，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後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主導思想，作
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的佛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很大的調整。 王守常、錢文忠曾指出，佛教“ 在
各自本國文化的土壤上枝繁葉茂，開花結果。 其中固然有許多歷史的機遇，但佛教不預設超越眾生


的造物主，且不舍世間的理念實在是最為主要的原因” 。
宋朝以後，佛教與上層精英文化產生了一

定的距離，而與世俗文化日益融合，這是總體的趨勢。 20 世紀是科學昌明的世紀，古老的佛教因應
現代社會的需要而不斷變革。 謝重光認為：“ 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由太虛法師首倡，印順法師發揚
而光大，近一個世紀來海峽兩岸的佛教界付之實踐，已蔚為現代佛教發展的主流。 由於人間佛教的
旗幟高揚於現代，力行於現代，有人或許會認為人間佛教的思想是現代才產生的，其實這是一種誤
會。 人間佛教不是無源之水，其思想淵源蘊含於佛陀創立的原始佛教之中，更盛行於中國兩千年傳


播的佛教主流大乘佛教之中。” 
這屬於文化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主政後，有神論的佛教如

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相處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政治問題。
趙樸初基於強烈的社會關懷積極入世，順應了佛教入俗的大趨勢，進一步發展了太虛大師最早
提出來的“ 人間佛教” 的思想，以深湛的佛學修養和極高的智慧積極探索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
思想、社會主義文化、共產黨領導的兼容與圓融，從而深得黨的信任，並引領佛教重新興盛，他也逐
步成長為一代佛教領袖。 趙樸初對“ 人間佛教” 的具體修持內容和目的有過清晰的解說：“ 人乘、天
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叫五乘。 其中後三種叫出世間法，教理深奧，比較難懂；前二人天乘教
是世間法。 世間法是世人易學而能夠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前人名之為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主
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 ……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準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
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就就會出現一種和平安樂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


世界。 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的。” 
關於趙樸初佛教思想的獨特性，有學者論之甚詳：

趙樸初繼承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傳統，明確肯定世俗性的意義。 ……取大乘佛教關於
滅諦“ 無住涅槃” “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 的解釋，他強調應“ 在因緣生滅的世界中，永
無休止地做‘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的事，而隨時隨處安住在涅槃的境界” ；取緣起觀“ 一切
眾生皆是我父母” “ 視眾生如一子” 的大慈悲心的解釋，強調菩薩行的人生觀：“ 只有利他
才能自利，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這就是佛教無常觀的世界觀和菩薩
行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 “ 為社會服務，是我們佛教徒的天
職。” 通過利他而自利，以救助眾生為自救的方式———這種菩薩行的入世態度，亦即弘一
法師所推崇的“ 以無我之精神，努力切實做種種之事業” 的人生觀，成為達到出世目的的


必需環節。 這樣，世俗生活即是道場，世俗性就是神聖性的必要外現。

面對科學思潮和各種現代思想，傳統佛教的流派之別已趨淡化，而趙樸初身為新中國的佛教領
袖，既要面對國內廣大的佛教流派，也要與國外佛教流派進行友好交流，因此，他淡化了佛教傳統的
宗派思想，表現出博學與包容：修持、慈愛、寬容、平易，構成所有佛教信仰者外在社會行為的最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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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數和共同特徵。 這也是趙樸初基本的佛學立場，慈眉善目的微笑便成為他終生最經典的形象。


他強調：“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樣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 

“ 人間佛教” 觀念既是趙樸初參與一切社會活動的指導思想，是其一生救苦救難、愛國化俗的

動力，也是影響其詩詞創作境界與風格的最重要因素。 趙樸初通過詩詞創作，一方面實現個人精神
的提升，另一方面借以化俗，正如他一生為很多寺廟題字一樣。 宋人李之儀早就說過：“ 說禪作詩，
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 （ 《 姑溪居士前集》 卷二九《 與李去言》 ） 佛教化俗，要借助文學的力
量，如唐代王梵志的通俗詩以及敦煌變文等，趙樸初就特別注意到佛教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因此，他
的涉佛詩詞（ 包括為佛寺和廣大信眾的書法題寫） 創作正是上述傳統的發揚光大。
關於佛教對其詩境的影響，趙樸初對此有過明確的自我評述：“ 我年輕的時候寫詩曾送給一位


先生 
評看，他看過我的詩後就講，你寫的詩最大的毛病就是帶有禪的意念，禪是講‘ 空，講解脫的，

而詩則不同，寫詩不要過分地把禪的意念擺進去，如果所寫的詩帶有禪的意念，就要像蘇東坡的詩


詞那樣，如同淡水中稍微加一點鹽，恰到好處。” 
趙樸初顯然理解並尊重世俗者的考慮，這體現了

他謙虛高尚的人格，其實，這種質疑恰恰揭示了趙樸初詩詞作品的佛教色彩。 除了在其詩詞中有大
量刻畫佛寺、佛教故事的內容以及直接的佛教詞彙之外，趙樸初詩詞還喜歡談論佛理，如《 贈奧比


斯眼科飛行醫院》 ：“ 眾生病有盡，大悲心光明。 光明照十方，千手開千眼。” 
作者將眼科醫生治療

好患者的眼病，重見光明，而以佛教發大悲心普慧世間作比，既是言事，也說佛理。 在我們世俗人看
來，少數即事寫景詠物的詩歌， 散發出盎然禪意， 具有一種空靈靜美脫俗之感。 如 《 題 〈 茶經新


篇〉 》 ：“ 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 空持千萬偈，不如吃茶去。” 
1987 年訪日撰《 八月九日，庭野日

敬先生自東京來；十日，山田惠諦長老自京都來》 五首之一、二云：“ 此地即淨土，此會即靈山。 三人
此聚首，一大事因緣。 日浴清淨水，日著清淨衣。 內外俱清淨，濁世願無離。” 《 八月十五日》 詩云：
“ 散步入松林，萬綠浸形影。 賓主共忘機，筇聲亂復整。” 這些詩用語平實，而禪意濃郁，讀之令人忘
機，正如柏岩明哲禪師的體會：“ 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 （ 《 景德傳燈錄》 卷七） 。

從世俗的眼光看來，文學藝術與佛教在本質上也有一定的兼容性。 藝術審美，就是通過感性的

形象引導人超越世俗、追求真善美，而佛教超越現象，靜觀宇宙永恆變幻，獲得心靈的恬靜安詳，並
且引導人積德行善，二者在目的和表達手段上有一定的交叉或相同之處。 叔本華談及月光之美時
說：“ 為什麼滿月的景色具有這樣一種仁慈的、寧靜的和崇高的印象？ 因為月亮是一個觀照的對


象，卻從來不是欲求的對象。” 
藝術和宗教都具有一定的引導人擺脫物質有限性對人肉體和心靈

束縛從而具有實現精神自由、張揚個性的共同作用。 王國維在《 紅樓夢評論》 中也說：“ 美術之務，
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
得其暫時之和平，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 王國維所謂“ 美術” 就是藝術。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
樸初詠歎佛理的詩詞，淡化了宗教之色彩，具有類似文學審美的“ 望峰息心” 、“ 窺谷忘反” （ 吳均
《 與朱元思書》 ） 之功效。 其 1996 年十月在北京醫院作佛偈“ 生固欣然，死亦無憾。 花落還開，水流
不斷。 我兮何有，誰歟安息？ 明月清風，不勞尋覓” 以花為喻，我們由此想到《 華嚴經》 中之說：“ 一
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 。

總體而言，趙樸初延續了詩僧一體的傳統，其所吟詠思想並不深湛，整體風格也很通俗，詞彙典

故並不生僻，可以目為唐代以來佛教通俗文學傳統的現代傳承。 但需強調的是，佛教面對 20 世紀
中國社會文化民主化、平民化、大眾化而主動進行自我調適，面對社會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意識形
態壓力而主動應變，趙樸初身為當代佛教領袖，其詩歌的通俗化顯然與這個大背景有關。

158

六、餘論：趙樸初的出世、入世與中國的新、舊嬗變
身為佛教虔誠信仰者的趙樸初也生活在萬丈紅塵之中，生活在 20 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他的
人生道路和文化活動關聯著 20 世紀中國的進程與命運。 20 世紀是苦難的世紀，也是古老中國實
現鳳凰涅槃的世紀，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社會革命、文化革新相交錯，有血與火，有戰爭與死亡，有
不屈的抗爭和堅守：從大清滅亡到民國建立，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國共內戰到人民共和國建
立，從十七年探索到十年“ 文革” ，從 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到 20 世紀結束，中國從開始不得不屈辱
地接受西方文明，到逐或被動或主動地融入世界大潮，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不斷激烈碰撞，在這
個高速而劇烈變化的過程中，新與舊處在一個複雜交錯的狀態。
趙樸初不是叱吒風雲的革命家和政治領袖，只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他關注社會，關心人
間，在基本社會價值觀上與時俱進，卻不激進。 他的佛教傳播活動是化俗的途徑，而他的詩詞不僅
是個人審美的愛好，也是他化俗的渠道。 一生豐富的詩歌創作，正是他以一位佛教信仰者關愛人間
憂樂的具體而豐富的表現，他欣喜於祖國的建設成就，對基層群眾受苦受難感同身受，關注國際和
平，關心友朋，這些詩詞中的憂樂之情汩汩而出，這是一種虔誠的佛教信仰者慈悲為懷者的胸中世
界，是出世者的入世境界，這也是他與社會主義兼容的感情基礎。 趙樸初古體詩創作不同於白話文
學創作的專業性和主流性，而是屬於其工作餘事，更多屬於個人愛好和交流應酬，而且，這些詩詞內
容與形式都表現出明顯的通俗性，這和他的“ 人間佛教” 思想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與文化強大
力量影響之結果。 另外，我們看到，趙樸初在文學創作的形態上不趨時，幾十年堅持不輟，反映了古
體詩作為一種審美傳統文化強大的慣性存在，而從文學演進的角度觀察，即使面對劇烈的政治變革
與社會變革，文化審美傳統仍然保持了相對的文化恆定性。 趙樸初詩詞創作就是承與變、新與舊的
結合體，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也顯示了人類社會文化活動的複雜性———文學及其演變不同於政
治及“ 革命” ，其評價並不遵循先進與落後對立的邏輯，即使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也仍然帶著故鄉
文化的胎記，這其實也生動地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於功利的目的不斷“ 革命” 、不斷前進而民族與國
家卻能夠保持其基本文化特徵這一現象的內在邏輯。

“ 舊邦新命” （ 馮友蘭《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 ） ，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從 1840 年開始、經過新

文化運動至今仍在持續的逐漸融入世界的偉大而悲壯的歷史進程中，中、西與古、今的矛盾與糾結
是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內心最深刻的體驗與糾結，從代表性和典型性角度看，趙樸初的創作乃至人
生道路深刻地折射了這個本質的時代宿命。

①樊駿、黃修己、錢理群、陳思和、孔範今、范伯群以

活動及其“ 人間佛教” 思想的論文最多，也有不少書

及陳友康、王澤龍、馬大勇、劉夢芙、曹辛華等都對此

法藝術的論文，而專門研究趙樸初文學創作（ 詩詞曲

問題發表過見解，其中一些觀點甚至針鋒相對，參見

賦） 的論文不多。 近年來不少學者倡導研究 20 世紀

孫志軍：《 現代舊體詩的文化認同與寫作空間》 ， 武

的古體詩詞曲以及文言文創作，不過有關論著幾乎

漢：華中師大 文 學 院， 博 士 學 位 論 文，2004 年； 馬 大

對趙樸初詩詞沒有著墨，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有：徐

勇：《20 世紀詩詞文獻研究的問題與方法》 ，湖南湘

志嘯：《 論趙樸初先生的舊體詩詞曲創作》 ， 福建漳

潭：《 中國韻文學刊》 ，2011 年第 3 期。

州：《 漳州師範學院學院報》 ，2004 年第 3 期；周萍、麗

②當下趙樸初研究頗熱，在現有成果中，研究其生平

娜：《 現代舊體詩的現代性———論佛教領袖趙樸初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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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詩歌創作》 ，上海：《 華東師大學報》 ，2013 年第 2

三聯書店，2004 年。 近年來，新詩（ 白話詩） 寫作與研

期；鍾揚：《 中國新詩格律化嘗試———論趙樸初的“ 自

究再度成為社會熱點，其自身獨立價值似乎已經不

度散曲” 》 ，合肥：《 江淮論壇》 ，2005 年第 5 期；王彥

是問題，有的學者正是以此為前提討論新詩與傳統

明：《 人間佛教與趙樸初佛教文學略論》 ，哈爾濱：《 哈

詩詞的內在關聯，如趙黎明《 古典詩學資源與中國新

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2015 年第 5 期；等等。 安徽省

詩理論建構》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等。

趙樸初研究會主辦的《 趙樸初研究動態》 （ 已更名為




趙朴初：《 趙樸初居士釋佛》 附錄，北京：中國長


《趙樸初研究》 ） 刊載了不少研究趙樸初詩詞曲的論
文，這些論文一般篇幅不大，且大多賞析趙樸初的具
體作品，作者大多是與佛教界關係密切的詩詞愛好
者。 中華詩詞學會與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還於 2018
年 10 月在趙樸初故里太湖縣聯合舉辦了趙樸初詩
詞研討會。 上述學者重在討論趙樸初詩詞的寫作技

安出版社，2005 年，第 183、188 頁。

茅盾：《 夜 讀 偶 記》 ， 天 津： 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1958


年，第 40 頁。

趙朴初：《 趙樸初韻文集》 “ 編輯出版說明” 。



趙樸初擅長散曲、組詩（ 詞） ，關於趙樸初對詞牌、


詞調的選用及偏好等藝術問題，學術界已有專門研

巧以及“ 現代性” 問題，而本文則是從國家演進的現

究，參見中華詩詞學會、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 全國

代性的角度論趙樸初詩詞的特點。

趙樸初詩詞研討會暨“ 樸初故里禪源太湖” 詩詞大會

③本文所討論趙樸初創作，涵蓋古體詩、詞、曲、賦、

論文、詩詞集》 ，2018 年，此處不贅。

④趙朴初：《 趙樸初韻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趙樸初古體詩形式與內容通俗化的變革特點，本文

對聯等，為表達簡便，一律概稱“ 古體詩” 。

前引鍾揚和周萍、麗娜等文從“ 現代性” 角度認識



2003 年。 該集按編年編排，頗便於閱讀和研究，但所

則強調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作用。

收作品不全，還有意刪汰了一些作品，特別是與過往

王守常、錢文忠編：《 人間關懷———20 世紀中國佛



政治關聯密切的作品，如就沒有收入本文引述的《 故

教文化學術論集·序》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新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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