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言在弘一大師一生的行持

當中，起過重大作用。他從童年

起，直至皈依佛門，成為一代高

僧，都很重視格言的學習；並經

常引之自我反省與惕勵。何謂格

言？「格」，據辭書釋義，可解

為一定的法式或標準；「格言」

即指可以作為人生準則，用以砥

礪行為、言簡意賅的短語。這個

詞語最早見於《三國志．魏．崔

琰傳》，崔琰在《諫世子丕書》

中說：「蓋聞盤于游田，《書》

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

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

義。」這說明，早在周代就有格

言存在，為聖賢之所述作；當

然，發展到後來，凡符合聖賢道

德理念、可作為人們行為法式的

話語，即使出於一般士人之筆，

也可稱之為格言。

弘一法師與《格言聯璧》（一）

 徐正綸

一生奉之為「圭臬」

弘一大師生於「詩禮傳家」

的官宦門第，童年時期就在長輩

的督促下，注意道德學習和實

踐，因此他對可以用來規範人們

行為的格言，從少就開始認真閱

讀。特別對《格言聯璧》一書，

他在《格言聯璧題記》中，自

稱：「余童年恆覽是書。」一個

「恆」字，表明他那時對此書不

是唯讀一遍、兩遍，而是經常

讀、反覆讀。成年以後，他仍然

堅持不懈地研讀此書。他說自

己：「三十以後，稍知修養，亦

奉之為圭臬。」說明他在三十歲

之後，致力於道德修養，就把這

本書作為自己的言行準則，更加

高度重視，直至皈依佛門，他還

是常讀不輟。在他向僧侶演講的

編按：本文曾於二○○五年九月發表於第四九五期《慧炬雜誌》，今年適逢弘一大

師─李叔同一百三十週年誕辰紀念，相關單位多有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值此殊

勝因緣，徐正綸教授特將本文重新修潤增添，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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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過實驗談》中，曾說：「余

自兒時，即讀此書，皈信佛教以

來，亦常常翻閱。」

當然，弘一大師一生接觸

過的格言集，決不只是《格言聯

璧》一書。就我們所掌握的資料

看，他讀過的類似格言書籍，

至少還有明代薛文清的《讀書

錄》、清代梁瀛侯的《日省錄》

等等。但就其閱讀時間之長，

體會之深，獲益之多來說，當

以《格言聯璧》為最。對《格言

聯璧》一書，大師不僅自己認

真讀、照著做，而且還向他的學

生、信徒鄭重推薦，要求他們也

注意學習，並付諸實踐。

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

日，弘一大師致函在日本留學的

原「浙一師」學生劉質平，除向

他提出「宜注意」的六條建議以

外，還「附錄格言數則呈閱」。

在同年寫的另一封信中，又一次

提醒他：「不佞（寫信人謙稱）

前致君函有應注意者數條，宜常

閱之；又格言數則亦不可忘。」

這封信中所說的「格言數則」，

其真跡見於《弘一大師全集》九

卷〈即書法卷〉的一百三十頁。

大師在九則格言之後，還寫有如

下跋語：「質平書來，屬書格

言。謹舉余近日所最愛誦者數

則，書以報之，願與質平共奮勉

也。」經查，這九則格言，均摘

自《格言聯璧》。從他勸學生對

這些格言「不可忘」，並「願

與」學生「共奮勉」的文字中，

又一次反映了他對《格言聯璧》

極為珍視，並努力弘揚推廣。

充分肯定其道德教化作用

《格言聯璧》究竟是一本

怎樣的書？這是清代刊行的一本

旨在「隨事醒世，有功于世道人

心」的格言集成。全書共分十

類，即學問類、存養類、持躬類

（附養生篇）、敦品類、處事

類、接物類、齊家類、從政類、

惠吉類、悖凶類。編著者金纓，

字蘭生，山陰人，生於清道光、

咸豐年間。詳細生平，現尚無法

查考。據他在「自序」中稱：平

弘一法師與《格言聯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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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遍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

言，輒手錄之，積久成帙，編

為十類，曰《覺覺錄》。卷帙繁

多，工資艱巨，未能遂付梓人。

因將《錄》內整句先行刊佈，名

《格言聯璧》。」此書于咸豐元

年（即一八五一年）問世以後，

流傳很廣，「幾乎家置一編」。

但在流傳之間，出現各種版本，

有的「刊印草率，訛奪滋多」；

還有的在刊印時「搭便車」，附

刻《勸孝文》、《三聖經》和

乩訓、藥方等等，以至「喧賓奪

主」。至於各種版本的個別字句

互有差異，更不在話下。有鑑於

此，清咸豐辛未年（即一八七一

年），潮陽人郭輔庭，收集各種

版本，悉心校勘，「從其所長，

勒為定本」；並對原本進行整

理，刪去其原附的銘訓歌訣等，

然後端楷書寫，重付精印。弘一

大師讀到的版本，是否就是這個

修訂本？有待進一步考證。

為什麼弘一大師會如此推

崇《格言聯璧》？我們無妨對此

書的有關題辭、演講等資料，作

些分析，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

案。從這些相關資料中，我們

看到，大師充分肯定了這本書

對人們道德修養的重大作用。

一九三三年正月，他在廈門妙峰

寺向念佛會的信眾演講《改過實

驗談》，在講到「改過之次第」

的第一條「學」時，他就說：佛

門信徒要「詳知善惡之區別及改

過遷善之法」，必須「多讀佛書

儒書」。若感諸書「浩如煙海，

無力遍讀，而亦難以瞭解者」，

怎麼辦？他毫不含糊地回答：

「可先讀《格言聯璧》一書。」

在弘一大師看來，《格言聯璧》

濃縮了道德理念的精華，而且文

字淺近，明白易懂，因而可以解

決人們面對「浩如煙海」的眾多

書籍，「無力遍讀」而又「難以

瞭解」的困惑。這也就是說，

《格言聯璧》作為道德修養的啟

蒙讀物，能使閱讀者較易掌握

「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

的知識和途徑，能夠有效地提高

自身的道德水準。

然而，值得人們思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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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有利於人們道德啟蒙的類似

格言集，並不少見；為何大師卻

唯獨鍾情于《格言聯璧》？筆者

認為，這可能因為這本書的內容

上具有兩個不可忽視的特色。

其一、從廣度上看。中國的

封建社會提倡道德至上，主張以

德治國，因而十分重視德教。於

是，宣傳儒家有關道德理念的語

錄體讀物，歷代陸續出現。特別

在宋代以後，宋明理學興起，逐

漸統治中國思想領域，類似讀物，

更是盛極一時。其中大體上可分

這樣幾類：一、「家訓」，如《朱

子家訓》、《袁氏世範》等，包含

了許多治理家庭、教導子孫的名

言警句。二、「官箴」，如汪輝祖

《學治臆談》、《佐治藥言》等，

從多方面弘揚賢臣嘉宦之道、清

官良吏之法，對官吏在執政中如

何戒惡向善的諄諄規勸。三、更

多的是偏重于加強個人修身養性

的訓誡，如洪應明的《菜根譚》，

就提升自身的道德素養方面，提

出了許多應當遵奉的軌範。這些

讀物在當時，以至於今天，都有一

定影響。然而，從前面提及的《格

言聯璧》十類內容可以看出，這本

書與以上諸書不同，不停留在家

庭和官場，也不側重於自我，它所

涉及的範疇相對更為寬廣。我們

知道，《大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

之一，曾被程頤稱為「初學入德之

門」。在這本書中提出了「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從內到外的「明

明德」實踐之路；體現了由個體

道德修養到社會理想實現的全過

程。而《格言聯璧》的「十類」內

容和《大學》上的「八條目」幾乎

對應，甚至連前後次序也相一致。

如書中的「學問」類相當於《大

學》的「格物」、「致知」條目；

「存養」類又相當於《大學》的

「誠意」、「正心」條目；而「持

躬」、「敦品」、「處事」類則是

《大學》的「修身」條目的具體

化，從中不難看到本書的重點所

在。至於「齊家」類，與《大學》

的「齊家」條目同名，其關係更無

待言。其後的「從政」類，自然也

就相當於《大學》的「治國」條

弘一法師與《格言聯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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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此，不論為民還是為官，治

家還是治國，正己還是正人，都可

以從中獲得教益。它與以上所說

各類道德啟蒙讀物比較，對讀者

具有更大的普效性。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在弘一大師看來，這本帶

有強烈入世色彩的讀物，甚至也

完全適用於佛門。他在一九三九

年為《格言聯璧》所作的題記中，

曾這樣說：「或疑『齊家』、『從

政』二門，與出家人不相涉；然整

頓常住，訓導法眷，任職叢林，方

便接引，若取資於此二門，善於

變通引用，其所獲之利益，正無限

也。」不論地位高低，身分迥異，

只要是有志于道德修養的，都能

從中獲益。這就難怪此書發行以

後，人們爭相閱讀，傳佈很廣。這

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其二，從容量上看。《格言

聯璧》的作者在說到該書的製作

過程時，曾稱：他是在遍閱先哲

的有關道德名言警句基礎之上，

才開始編著該書。他在這本書

中，除了正文以外，還在許多正

文之後寫有注文。作者在注文中

引申了正文的觀點，還把先哲的

有關論述附在其中；有時一條注

文見到的先哲名言就多至四、五

則。作者此舉，意在表示該書的

正文，正是參考了眾多先哲的論

述而提煉出來的。全書附載的先

哲名言，有的是無名無姓的，如

「古人云」、「古語云」、「古

詩云」、「古聯云」等等；但大

部分是有名有姓的。據粗略統

計，書中指名道姓提到的歷代先

哲，有五十餘位之多，其中除孟

子、張子（載）、程子（頤）、

朱子（熹）等屬於「聖賢」級的

先哲外，大多是明清兩代有影響

的儒學大家。如《人譜》作者劉

宗周（書中也稱劉念台），《了

凡四訓》作者袁了凡（名黃），

《呻吟語》作者呂新吾（名坤）

等等；尤其是書中曾先後十八次

提到的陳榕門，據《清史稿》傳

中稱：他名宏謀，清雍正進士，

累官至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

外任三十餘年，所至之處，無論

久暫，必究心于人心風俗之得失。

其學以不欺為本，曾說：「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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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

安之於天，三者缺一不可。」卒

諡文恭。著有五種遺規，提供了

不少修身養性、處事應物的道理

和方法。也許因為他有關道德修

養的論述，其影響遠不及以上提

及的《人譜》等諸書吧，《格言

聯璧》作者有意在書中近二十次

地反複援引，以提高其知名度。

由此可見，這本書的所謂格言，

除了作者本人的，還包括歷代諸

多先哲的。作者把它取名為《格

言聯璧》，這「聯璧」二字，大

概蘊含了這樣一層意思。這樣一

來，也就大大拓展這本格言集的

包容量；一冊在手，既能讀到作

者本人的道德體悟，又能讀到古

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至理名言。值

得注意的是，弘一大師對《格言

聯璧》一書，既看重該書的正

文，即作者金纓所選著的格言；

也十分注意該書注文中引用的大

量先哲的警句。他抄寄給劉質平

的九則格言中，就有兩則是分別

抄自該書「存養類」注文中劉念

台的名言，和該書「接物類」注

文中呂新吾的名言。

總之，《格言聯璧》與當時

流布的其他道德啟蒙格言書籍相

比，不僅具有廣度上的優勢；而且

具有厚度上的優勢。這正是弘一

大師偏愛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兩棲性文體的讚賞

以上我們分析了弘一大師

推崇《格言聯璧》的主題原因和

內容原因；但它們尚未囊括其全

部。筆者認為，該書的文體特

色，也是引起大師興趣的一個重

要原因，我們對此不應忽視。

弘一大師在說起《格言聯

璧》時，一再提到這本書給他帶

來的審美愉悅。他在《改過實驗

談》中說自己皈信佛法以來，也

常常閱讀《格言聯璧》，「甚覺

其親切而有味也」。他在為《格

言聯璧》作題記時，還說：「離

俗二十一載，偶披此卷，如飲甘

露，深沁心脾，百讀不厭。」這

裡所說的「親切有味」、「如飲

甘露，深沁心脾」的感覺，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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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指這本書豐富的道德內涵，

使他深受啟迪；但更重要的還在

於這本書採用的文體，形式生

動，引人入勝。否則，我們就無

法理解，他為何在閱讀思想更豐

富、更深刻的儒家四書五經時，

卻沒有產生這種感覺，也從未作

過這樣的品評。

《格言聯璧》採用的是一種

被稱為語錄體的文體。「語錄」

本來是指對某人言論的記錄或摘

錄。此一詞語，最早見於《舊唐

書•經籍記》。唐以來，佛教禪

宗弟子記錄其師的言談，因所錄

者多係口語，不事文字修飾，就

沿用了這一名稱。其後，宋理學

家的門人也採用此法，記錄其師

的論學之語。如程灝、程頤的門

人所編的《二程語錄》等。經過

多年發展，它逐漸成為一種文

體而廣泛流傳。朱熹的《近思

錄》、王陽明的《傳習錄》、王

夫之的《思問錄》等等，就都是

屬於這種語錄體的著作。當然，

作為一種文體，它不侷限於口語

的記錄；凡用淺顯平實而接近口

語的文字，三言兩語，記述某一

具體見解或片斷觀念，然後彙集

成文（書）的文體，大概都可

算是語錄體。從這個定義上來理

解，《格言聯璧》的文體，當屬

語錄體。但是，它與一般語錄體

的格言集又有所不同，行文中顯

然還加入了其他文體的因素，這

就是駢文的因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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