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琺的《安南怪谭》是改写安南故事的集子。单

论故事情节本身，对于看惯了传奇志怪小说的读者来

说，其实也并不能算得上太怪。若说“怪”，或者说这本

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大约倒有两点可说。一是作者刻

意制造的形式，每一篇故事正文后都有一则篇幅与正

文相当的按语性质的“琺案”，介绍故事的不同版本，追

溯其源流，并由此天马行空地引申出同类母题在不同

区域的表现，尤其将其与中国同类故事比较。二是“安

南”本身。自近代化以来，我们关注的外邦往往是欧美，

“安南”与我们地理距离既近，文化上又系出同源，却常

常为我们所忽视。

安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领土或属

国，处于儒家文化圈中，儒家礼教秩序在官方层面对安

南一样有效。当然，由于地处四裔，儒家秩序网络的细

密程度与中心相比或有差别。安南对中国的态度，如

朱琺所说，亦如他们对中国伏波将军马援的态度，又爱

又恨。他们崇拜“白马大王”（马援），但是又将马援留

下来的中原士兵称为马留（大猴子）。(1)

《安南怪谭》中的许多故事在中国亦有流传，双方

分享着同样的母题，如安南灶君的一妻二夫格局来源

的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中张郎休丁香的故事；矫公罕

无头争天下的故事与刑天抗争的故事；安南阿 Q 的故

事、关于四象（四不象）那些不雅驯的故事等在中国也

有类似传说，可见两者出于同源，双方分享着共同的母

题和兴趣。《安南怪谭》中最能体现与中国文化心理相

似而同样在中国也被文字记录的，是神僧转世、道友护

持的故事。

《下一世欲主国家 这辈子必要出家？》是关于神僧

徐道行转生李神宗的故事。该故事的前半部分是徐道

行学艺为父亲报仇，杀死仇人大颠，并设计使其投胎到

皇宫成为下一任皇帝的计划失败，后半部分则是他自

己代替大颠转世，成为李朝神宗，以及化虎的传说。如

果忽略血亲复仇的古老母题，这一故事的关键节点在

于徐道行复仇的执着，神僧的转世，以及转世中自我迷

失时前世道友的扶持。

徐道行结交的诸多道友中，最为相契的是高僧阮

明空，阮明空年龄虽然小徐道行二十岁，佛法修为和神

通造诣显然都远高于对方。他在和徐道行的交往中常

常扮演导师的角色。他传授给徐道行预知术并与之联

合施展，告知他内心埋藏最深的人是大颠，说出大颠未

死的秘密；对于徐道行复仇的执着以及由此深陷因果

的后果早有预知，并予以提示、教化。阮明空在变形术

上的修为也远高于徐道行。徐道行破坏了大颠的转世

计划后，心中畅快，去找阮明空时使用了变形术，化身为

虎，却被对方一眼看穿——与之相对的是，之前阮明空

施展三次变形术，徐道行一次都未能识破。阮明空因早

已看到了徐道行陷于因果转世后的命运而深致叹息：

——道兄修行这么多年，

竟是要灵台自昧，

堕入那畜生道，

甘心做山君？

——山君只是小插曲，

只是把我也牵扯进因果

罢了。不过，眼下

道兄已经惹上

人君的麻烦了……

祸兮？福兮？

你的时机已经到了，可

我的时机还未到呢……

——还有见面的机会。

只是，那时道兄

不管是事先事后，

往事故人皆不记啦。(2)

  
徐道行施展变形术化为老虎，在这里带有预言性

质，即徐道行转世后会“灵台自昧”，忘了本心，甚至可

能“堕入畜生道”；“往事故人皆不记啦”也是阮明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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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行转世中可能迷失自我的一种预示，而迷失的原

因固然可能众多，但是徐道行对仇恨的执着以及由此

牵扯到的诸多因果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后续故

事中，徐道行转世的李神宗最重要的传说也正是“化

虎”，足与前情印证。最终也正是阮明空进宫于密室中

施展法术，使李神宗由迷返觉，重新变回人形。此时，

“耳朵尖的太监和宫女，恍惚间还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

的叹息”，(3) 参诸本篇“琺案”，徐道行转世为李神宗后，

又至少有过两次转世（先后转为乞丐、后黎朝神宗），可

见虽有阮明空护持，李神宗免于堕入畜生道，终究还是

数度迷失于轮回之中。本篇故事中阮明空的多次叹息，

也正是说明他早就预知到了这一点。

阮明空的名字本身即带有佛教色彩，所谓明空可

以是通晓明白“空”的道理，也可能是既“明”且“空”。

如果我们从故事母题共享、传播的角度来看，“明空”也

可以是两个中国和尚“月明”与“法空”的结合：月明 +
法空 = 明空。“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在中国多有

流传。在《喻世明言》的版本中，柳宣教少年得志，出任

临安府尹，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和尚未来迎驾，

柳宣教怀恨在心，令官妓吴红莲设计引诱玉通破戒，并

留下证据，玉通知晓真相后沐浴坐化，临死前留下偈子

曰：“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转世为柳宣

教之女柳翠。柳家败落后，柳翠流落风尘，果然败坏

了柳家门风。皋亭山显孝寺住持月明与南山净慈寺长

老法空不忍见其迷失本性，相继度化，柳翠悟得前生因

果，沐浴后坐化而去。月明，自然指的是本心皎洁如明

月；法空，也是诸法皆空，劝人不必执迷世俗虚幻。安

南高僧阮明空名字的解释取此意更为妥帖。高僧前生

一念之差犯了淫戒，后世又执着于恩怨，堕落风尘，迷

误更深，幸得道友为说因果，方才识得本性，由迷转觉。

这类故事尚有同出于《喻世明言》的“明悟禅师赶五

戒”。在这则故事中，五戒和尚犯了淫戒，为师弟明悟

所讽，羞愤坐化，转世为毁佛谤僧的才子苏轼，明悟禅

师预料及此，也同时坐化转世为佛印，时时度化，终于

使苏轼觉悟本心，修行佛法，最终二人同时坐化，苏轼

（五戒）也终于跳出轮回，成为大罗金仙。

徐道行与玉通、五戒故事的共同点，也是故事的讲

述者和读者共同的兴趣点，在于佛教的转世轮回和对

人在转世过程中自我迷失的忧虑。两类故事里高僧迷

失之因中都有对前世恩怨的执着，但是玉通和尚和五

戒和尚的破戒，无论是主动（五戒）还是被诱（玉通），更

主要的原因还是色欲。高僧因色破戒堕落的故事在中

国有很多，知名者尚有萧九娘诱巨德禅师故事，现代香

港女作家中李碧华重写白蛇传故事的小说《青蛇》中也

增添了青蛇色诱法海使其产生欲望的情节，作者和读

者对于高僧破色戒这一母题持续不衰的兴趣，恐怕也

说明中土男女大防更严，儒家秩序之网更密。

与《喻世明言》中这两则故事相比，朱琺讲述的徐

道行的故事气息有明显不同，这和他拒绝赋予故事以

明确的教化意义相关。过于强烈的教化性，会使故事

从一开始便具有确定的目标，中途无论设计出多少歧

途，最终的目的地却是一开头便已确定了的。而《安南

怪谭》里那些即便是中途不断提示终点所在的故事，关

注点也在于故事走向中的节奏，而非最终的目标。同

样是对道友转世中自我迷失的担忧，无论是月明、法空

还是明悟禅师，他们都很清楚知道如何做可以使其由

迷返觉，也很自信可以做到这一点：阮明空则对命运和

未来的走向并不能有明确预知——关于这一点，在徐

道行学艺部分已有提示，即他学到的每一个神通法术，

都是不完全的，传说中的“全本”都在印度，而父亲徐荣

的那些友人传授法术给徐道行时明面上的理由都是请

他去印度取来“全本”，尤其是预知术，“在南国和北国

也都只剩下最鸡肋的能力”(4)——他只能隐约预知命

运的大体走向，而不能精确知道每一个细节，或者他明

明预见了命运的结果，却无力改变，故事中阮明空的屡

屡叹息，使故事染上忧郁犹疑的低回气息，也提示着这

位神通广大的高僧面对命运和因果的无奈，对人因欲

望、执着导致的愚蠢、迷失的忧虑。读完这样的故事不

仅不能使我们得到于现实人生有明确指导性的训诫，

反而会使我们对人的有限性和命运的难以把握有更深

感知。

《喻世明言》中这两篇故事的确定性正与其说教性

有关。通俗文学总是具有说教性，虽则要达成读者内

心潜意识的满足，也需要传达一种确定的价值观念，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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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惆怅、犹疑等不确定的“负面情绪”皆与说教性犯

冲，尤其是《明悟禅师赶五戒》还带有强烈宗教（佛教）

宣讲性质，因宗教门户之见而排斥本派之外的一切可

能性，其说教性比着眼于世俗教训的一般通俗文学更

强，也更具有独断气质。

《明悟禅师赶五戒》中的转世与《下一世欲主国家 
这辈子必要出家？》和《月明和尚度柳翠》的另一不同

之处在于，后两篇只是犯戒僧人投胎转世，前者则是犯

戒者（五戒）与道友（明悟）双双转世，颇类似于当下穿

越文学中流行的“双穿”（两人同时穿越）。明悟在前

世对五戒的犯戒有所讽喻，转世后化身佛印仍然充当

化身苏轼的五戒的精神导师。由于苏轼身份的特殊性，

《明悟禅师赶五戒》如果撇除高僧破色戒情节和宗教的

门户之见的话，还是一个高僧大德转世为著名文人的

故事，这也是中国文学尤其是文人笔记中颇为流行的

母题，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直到现代仍有其遗风

流韵，比如周作人身上便附有这样的传说。据周作人

自述，他出生时一位堂叔半夜回来“仿佛看见一个白须

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便

出生了，此后更讹传为周作人为和尚转世。周作人历

来信奉“清明理性”精神，自然不会真的相信自己是老

僧转世，在回想录里也明确指出这是“传说”“传讹”，

甚至为堂叔的所见做合理化解释——“可能是他的眼

花，所以有此错觉”，但也说“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

有点喜欢”，并由此产生自我暗示，半推半就地以此为

题做了不少文章。1931 年“梦中得一诗”：“偃息禅堂中，

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5) 后来的五十

自寿诗，亦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

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之句，引来一群文友

唱和，成为引起轩然大波的文学事件。周作人的传说

由“老人转世”讹传为“老僧转世”，本身便可见“老僧

转世”更契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而周

作人最讨厌宗教式的独断，他的自述切断了一切宗教

迷信、宣讲的成分，只留下文人趣味。

在传统文人社会里，被认为老僧转世的多是名臣

硕儒。《侯鲭录》卷七说到张安道、苏轼入僧舍便悟前

生事，有议论曰：“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来，非

一世薰习所致。”《扪虱新话》卷十五《房琯娄师德张文

定苏东坡知前身》中提及房琯前身为永禅师，更说“岂

世所谓聪明英伟之才者必自般若中来耶？”(6) 这类传

说在文人中的流传，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佞佛风气之盛，

人们认为出家为僧是一种修行，也是行善，所以得到福

报，后世转为帝王将相。《坚瓠续集》卷四有“前身”一

则，详细罗列诸名人前后身。(7) 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

制造、配合完成这类佳话，既是一种游戏，也可以增加

神秘趣味，抬高身价，形成自己“性慈慧”“聪明英伟”

的形象。从佛教一面来说，也借助文人的名气扩充了

宗教影响。这里自然有为佛教张目之处，但其效果也

只是引人向道而已，而向道的结果也不过是来世成为

名流，着眼处仍在世俗。文人与佛教可以说是双赢。《明

悟禅师赶五戒》中的独到之处，便在于它使佛印与苏轼

形成正反对比，以贬低世俗名流（苏轼）的方式彰显佛

教教义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法门。

这类高僧转世为文人的故事多与苏轼有关，也源

于名人效应。苏轼本就是少有的生前身后皆享大名的

文人，而又性格豁达，与儒释道皆能有所会心，并不偏

执一家之见，与僧人亦有交往，活该他被编入这类故事

里。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子瞻前后身”，提到袁宗

道说苏轼前身为五祖戒和尚，后身有宋代径山杲和尚

和明末诗人董斯张。褚人获指出其中不合情理处，即

径山杲出生时，尚有十余年苏轼方才去世。尚有逆推

苏轼前十三世为汉代邹阳的，两人相差一千多年，平均

每世 90 年，按照古人寿命情况，似乎难以填满，如果不

以“仁者寿”来解释的话，则说明转世时相邻两世之间

亦有时间间隔，灵魂有在冥界后台休息的时间，并非马

不停蹄地辛苦做人。褚人获解释人们热衷于编造苏轼

前世后身故事的心理：“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

喜老人（引注：即径山杲），道家又道是奎宿”，又作诗

云：“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一切都不过

是“纵好事者为之，亦词场好话柄也”。(8) 所谓“好话

柄”，正是谈资，文人趣味。佛道二教争相扯拽，也可见

两教于世俗中人才争夺大战的激烈。当然，根据今天

流传下来的相关故事来看，毕竟还是佛教占了上风。

于苏轼的前世之外而又关注后身，可见世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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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爱，希望他不断转世，当然也有着对自己同代人

褒奖的意思——比如认董斯张为苏轼后身，于董斯张

来说，便是一种很高的肯定。另一类转世故事的主角

则是那些在自己的时代遭遇了不公正待遇的名人，比

如韩信、岳飞等，人们热衷于让他们转世，既是出于对

他们同情，也是在维护善恶有报的社会伦理秩序。韩

信为大汉打下大半疆土，最后却兔死狗烹，不得善终，

这样的遭遇本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人们只好在转世上做文章。《三国志平话》

于是使韩信和彭越、英布这两位大汉开国功臣同时转

世，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吕后则转世为汉献

帝和伏皇后，曹、刘、孙三人分了大汉天下，尤其是曹操

囚汉帝，杀伏后，算是报前世之仇，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所谓“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

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三国志平话》开篇语）也证

明了天理的确昭昭。这一故事在《喻世明言》中又有发

展，便是《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不过冤冤相报何时了，

三分故事里，刘备仁义而曹操奸诈，最终却是魏晋一

统，后人仍然会觉得不公，于是民国奇人周大荒写了一

个三国同人小说《反三国志》，使刘家一统天下，蜀汉一

系大团圆。

刘关张三兄弟身上寄托了中国人许多理想，所

以反复转世，朱琺在《下一世欲主国家 这辈子必要出

家？》的“琺案”中列举了两个例子，刘备分别转世为乾

隆皇帝和嘉靖皇帝，这与本篇故事中的李神宗颇有相

似之处，似乎两人皆是皇帝专业户，每转世必为帝王。

而高僧转世总是帝王将相，则可见安南佛教风气与中

华并无不同，“性慈慧”“聪明英伟”者总是从前世乃至

累世佛教修行中来，“下一世欲主国家，这辈子必要出

家”的判语在此地亦大半成立。所不同者，仍在于中土

转世故事更看重的还是意义的传达，要使天理得到伸

张，伦常秩序得以不坠，也证明惩恶扬善的天道阴司为

实有，而朱琺讲述的安南故事，更多的是游戏，于游戏

中传达的，正是对确定意义的怀疑。当然，这与其说是

安南故事的意思，毋宁说是朱琺的意思。

“安南”故事在今天于我们而言，自然属于外国文

学，可是即便是对“安南”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读

者，阅读《安南怪谭》也常常觉得亲切，虽然多有与中

国文化异质之处，却也总能从中感到熟悉的气息。故

事中北国、北朝常常是强大力量、技术（包括法术）的来

源，而代表北方天朝力量的“北朝”使者，在安南故事中

又总显得蛮横而愚蠢——“北朝”正是安南的一面镜

子，代表着他们的渴望，其中也有一些警惕与恐惧。本

文开头提到的，他们尊中国名将马援为“白马大王”，又

将马援留下的士兵称为“马留”，正是这种双重心理的

反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不妨把“安南”当作

一面镜子，时时勤拂拭，使我们在向外部打开时反顾自

身，在安南故事里照见自己，看出自己更完整的形象与

更多的可能。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

究”（项目编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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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涛）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