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施者 得福" 
中古世俗社会对佛教僧团的医药供养 

陈 明 

本文从生命与医疗的角度，分析了中古时期社会大众对佛教僧尼在罹患疾病时所提供的医药 

供养，并追溯这种供养行为受到了印度佛教所提倡的 “病者受药、施者得福”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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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佛教僧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构成这些联系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就生命与医疗的层面而言，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佛教僧团为世俗大众的健康所提供的医疗资 

源，① 而对反向的行为关注不多，即当佛教僧尼罹患疾病时，社会大众采取了哪些行为呢?其行 

为背后的观念又是什么呢?本文就这些问题略作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

、 “病者受药、施者得福”：印度佛教的医药供养观念 

佛教律典中的 “医药事”部分有不少关于僧团医疗活动的规定，② 除了涉及医药的类型、 

使用的场合等内容之外，还有向僧团赠送药物的一些事例。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 《摩诃僧 

祗律》卷五，云： ． 

时净居天以转轮王所应服药价值百千，授与耆旧，耆旧药师作是念，⋯⋯当以此药奉上 

世尊。⋯⋯尔时耆旧复白佛言：⋯⋯哀愍我故，愿受此药。当为来世弟子开示法明，病者受 

药，施者得福。尔时，世尊默然而受。③ 

又，《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一：世尊身少不和，耆旧献青莲花药，情节基本同上。 

尔时世尊身少不和，耆旧童子往至佛所⋯⋯，世尊，闻世尊不和，可服下药。世尊虽不 

须，为众生故，愿受此药。使来世众生开视法明，病者受药，施者得福。尔时世尊默然 

而受。④ 

耆旧药师就是佛陀同时代的著名医生耆婆 (Jivaka)。他将贵重的药物献给佛世尊。世尊同意 

了这种行为，开示了耆婆 “病者受药，施者得福”的观念。《摩诃僧祗律》是部派佛教时代的 

① 有关中古时期的佛教医学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多，略举两例：陈明 《沙门黄散：唐代佛教医事与社会生活》， 

载荣新江主编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52—295页。刘淑芬 《中古的佛教 

与社会》，“丁：寺院与养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9---435页。 

②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 (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 189—256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第267页下至268页上。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第481页上。 

· 37· 



《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 

大众部 (Mahasanghika)遵循 的律典，所记载的事情基本上能反映原始佛教时期的僧团生活 

面貌。 

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特别强调世俗社会和信徒们对僧团的供养，其供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 

方面，即：饮食、衣服、房舍 (包括床褥、卧具)以及 “病瘦医药”等项。东晋厨宾三藏瞿昙 

僧伽提婆译 《增壹阿含经》卷第八，“诸释白周利柴特言：若尊者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 

病瘦医药，我等尽当事事供给，唯愿受请，勿拒微情。时尊者周利柴特默然可之。”① 像这种愿 

意向僧徒提供四类供养的事迹，多受到表彰。在本生故事中，也有施药得福报的例子。元魏西域 

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 《付法藏因缘传》卷三的薄拘罗故事如下： 

时薄拘罗依一寺住，见诸豪贵来供众僧。尊者尔时醉酒而卧，心自念言：我既贫乏，当 

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众僧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疗其疾。即便鸣椎，白言施 

药。时有比丘甚患头痛，向知药人索呵梨勒。知药者言：有人施药，汝可取服。尔时比丘往 

彼取药，服之以讫，病寻除愈。由是缘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② 

薄拘罗在施舍呵梨勒的时候，在僧团鸣椎，广为告知。这种鸣椎的情节，不见于他处的记载。此 

外，在追溯佛陀在世的故事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③ 比如，《大宝积经》卷八十记载的佛本生 

故事之一： 

又作国王名福德 于诸聚落街巷中 积满医药及饮食 拟施一切诸众生④ 

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 《大般涅架经》卷十一 (现病品第六)中，佛陀指出：“有二因缘则无病 

苦。何等为二?一者怜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⑤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 《杂 

宝藏经》卷二 “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中，引述了佛对比丘的教诲：“有八种 

人，应决定施，不复生疑。父母以佛及弟子、远来之人、远去之人、病人、看病者。”⑥ 这表明 

佛教认同对病人以及照看病人的人 (瞻病者、看病者)都应该有所施舍。 

耆婆倡导并得到佛世尊认可的 “病者受药，施者得福”，一方面使患病者 (不只是僧徒)能 

够等到治疗，另一方面也使施药者得到福报，可增加施舍药物的积极性，从而使二者能够双赢。 

到大乘佛教，施舍药物得到进一步强化。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合译的 《佛说诸德福田经》提倡 

施物福田的思想，经中有施物的七种方式，其中 “第三种”即 “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 

样做的人会 “行者得福，即生梵天”。⑦ 这就是为什么俗众乐意常施医药的原因。天息灾译 《分 

别善恶报应经》卷下，亦提出了它的十种好处 ： 

若复有人，以关饮汤药施佛及僧，获十种功德。云何十种?一诸根圆满，二清净鲜洁。 

三额广平正。四容貌熙怡。五形色光润。六福德圆满，七 离饥渴，八远 离三恶，九生天 自 

在。十速证圆寂。如是功德，施佛及僧美饮汤药，获如是报。⑧ 

佛教戒律中规定出家的比丘不能为了获得利养而再做医师。在俗家的亲属生病之后，如果他们来 

寺院求医药，佛陀允许出家人可以给药。萧齐外国三藏僧伽跋陀罗译 《善见律昆婆沙》卷十一 

中就有十五种 “得与药”的情况，其给药的对象分别是： “复有五种得与药。何谓为五?一者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第586页中至下。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308页上至中。 

③ 法贤译 《佛说阿罗汉具德经》：“住于舍卫城，修治汤药施病苦者，大军长者妇是。住波罗奈城，于疾病者 

而能承事，善爱长者妇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第 834页中)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 1册，第462页上。此则本生另见北宋施护译 《佛说护国尊者所问大乘经》卷二。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册，第428页中。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456页上。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6册，第777页中。 

⑧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册，第901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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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者得福”◎ 

父，二者母，三者人侍养父母，四者自净人，五者畔头波罗沙 (Pandupalasa)。”① “复有十种得 

与药：一者兄，二者弟，三者姊，四者妹，五者叔姨，六者伯姨，七者叔父，八者伯父，九者叔 

舅，十者伯舅。此等自有药者为合，若无可借用，若后还者善，若不还勿责。”② 允许这种施药 

的行为，则说明佛教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早期出家人与世俗亲属没有任何往来关系。 

不论是在大乘时期，还是在密教时代，佛教对施药的观念一直有所坚持。西天竺国三藏伽梵 

达摩奉诏译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云： 

尔时释迦牟尼佛赞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善哉，大士。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有善 

士、善女等，以一分药施疾病者，现在得福灭罪，于当来世福报无尽，生生世世受无病身受 

诸快乐。天上人中，受诸胜利。天上人中，寿命无量，得道不久。③ 

从将汤药施舍佛与僧众，扩展到一般的疾病者，这说明佛教所倡导的施药范围在扩大。在佛典和 

外典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况：僧徒为民众疗病、民众对僧团施药，从而形成双方的良性互动， 

对佛教事业的传播有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助力。所以，耆婆的这种思想对佛教事业 (特别是佛教 

医学)的发展无疑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二、密教文献中的一份罕见的供养品清单 

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 《佛说陀罗尼集经》卷第十二 “佛说庄严道场及供养具支料度法” 

中④，有一份罕见的供养品清单 ，内容如下： 

金铜铃 带四十八道各长七足、大佩二十八道各长六足、小佩二 十八道各长 足、大镜二 十八 

面各闻一足、小镜四十面、琉璃泡华四百枚各方圆一尺者、彩色大幡一百尺者二十四口口十九尺
。 得新好者 、 

杂彩幡二百二十 口长一丈新好者、真珠二 百条各长五足、朱网阔四尺长一丈八扇、金银瓶 四十六 

枚受一升者、大铜操四百枚一尺五寸面者、小铜揲二百枚各七寸者、银盘四面各：足五寸者、杂金银器八十 

枚、金盘四面阔：尺五寸者、金银砂罗四十八枚阔一足 上者、金杓一枚、银杓一枚、铜香炉宝子六 

具、金香炉宝子一具、金银娑罗二枚受一升者
，
一 金一碾、七宝金银莲华五树各高 尺

．新好严 饰 、 杂彩假华 

树一百各新好者、铜烛檠十二枚、金银盏屈卮等四十八枚、五 色蜡烛十条、铜澡罐二十六 

枚各受五升已上、净布手巾三、澡豆一升、皂荚四十枚、炭灰一升、杨枝一束。若以如是种种宝 

具严饰道场，令其施主得于种种无量福德。 

好 长椽一十六根根别径头三寸．各长：文五寸
，
斫削凿孔，如法相串、小竹竿六十枚备长：丈

，
粗三指许、画金刚幡十 

八口、画神王幡二十四口、画四天王幡四口、杂彩幡一百口各长一丈-新好色者、绳八十尺者十二 

条各粗如笔管大、五色线二十两五色者
，紫青绯白黄，各须等分色别，络之于一蔓上．络之各令色目等别作。不得和杂。取长四百尺为一段， 

残者五十尺为一段，又须四段，许足用之、五色 J、幡子井身共脚
，
总长三尺阔五寸，色别各二枚，深青二、浅青二、绯二、白二、黄四口甲胄金刚八 

躯各高五尺庄严，新好色者、甲胄神王八躯各高五足庄严．新好色者、生绢．，、．2--十段五尺为之、净 白布二丈、白练一 

丈、绯绫 一 丈、紫 绫 一 丈、黄 绫 三 尺、绯 绫 四 尺、净 线 鞋 两量一量拟净用
，

一

量污用 、 袜 两 

量一量拟净用
，

一

量拟污用 、 袜带准此自从线鞋，乃至袜带．
人人各具。如是种种彩物之具严饰道场，施主见获无 

量、无边种种福德，满足第一 。 

净牛粪五升不食槽豆犊子粪
， 
净筐嚣承取，名之为l辛、龙脑香十五两、稣合香十五两、郁金香十五两、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第 753页上。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第754页中。参见山极伸之 《廿7、／夕， 一廿～ 力一 示亨比丘 亲族 

关系》，《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5卷第 1期，2006年，第377—371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第 105页中。 

④ 原注：“以下粗字皆是经本，细字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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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和香一斤、沈水香二斤、熏陆香二斤、安悉香二斤、白胶香一斤、檀香末二斤、檀札二 

斤、杂草香五斤、杂草华五斤、杂树华五升若无．剪彩$充．皆令新好、稻谷华三升、荞麦华三升，如 

是种种华香供养。施主当获三业清净，身常香洁。一切见者，皆生欢喜。生生处处，身常端 

正，得大名闻。 

清乐音声两部其乐人等令专两浴，着新净表，勿食熏杂、金二两、银二两、珊瑚二两、水精二两、琥珀二 

两、真 珠 二 两、 波 斯 琉 璃 二 两量入法人多少．买用令足、 稻 谷、 小 豆、 小 麦、 大 麦、 青 

稞 是五谷者-于市乞取一升
．不舍 买，拟共 七宝和于螭片囊用 。 将诸衣服及以七宝、五谷、音ft．、施用供养，悉除施 

主三业宿殃，常得安乐 上是经。 

上好赤土细末一石、黄土细末一石、干蓝淀末一石、细炭末一石、粳米粉二石粗 、胡 

麻人一升、白蜜一升滤去恶物、好牛酥七斤滤去恶物、清胡麻油一斗五升拟烧供养、白芥子一斗五 

升量七日用充足、松明二十斤、谷木柴五束湿者干之、炭一百五十斤、灯五百盏、油五斗然灯处用、作 

果食五百盘种神色目。皆须备具、上好果子石榴三百颗、大栗五百颗、大干枣五百颗、干柿五百颗、 

梨五百颗、胡桃人五百颗、沙糖二十五两、干葡萄一斤半。上果子
．不得虫恶破掘，皆须上好者取 、 薄饼、饪 

头各五百枚、饧糖团五百颗。以外诸饼，随其国内人所尚者。除不净食以外，皆用。随时果 

子，悉须具着。 

干粳米饭三升、粳米乳粥二升以上赤土
，

等五种色束律百：十肘料。若十六肘以下．诸坛 次准料，以前食等，令作 

食人香汤洗浴、斋戒洁净。勿令辄尝，及弃捐之。 

青稞、小豆、粟、大麦、大豆，如是五种，各熟二升。共盛净筐，并着小杓蜜水二升， 

盛银钵中。并着银杓，共熟谷筐，相近着之。拟欲散施，供养护界诸善神等 上是经。 

如此供具严净广办，建立道场。复以种种衣服庄严，施设供养。能除施主四重、五逆， 

及阿阐提百亿恒沙劫中，所有一切恶罪，一念之中，悉皆消灭。莫能成办，恶业果报。其施 

主者现世具获六波罗蜜，三业清净，生生之处，具足神通。身相端严，随意自在。所愿皆 

果，常得三宝，护念施主。行住坐卧，一切时处，身心安隐。功德力故，获斯大报①。 

这份清单主要列举供养以及庄严道场的器物，其中虽然没有单列药物，但有不少的香料既可以作 

为焚香用料，也可以作为疗病的香药。因此，这份清单对了解寺院药物供养情况，提供了一份侧 

面的参照 

三、中古社会对佛教高僧的医药供养 

在汉唐时期，由于佛教势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社会影响逐渐扩大，从皇室到一般的民 

众都有信奉佛教者，因此，对佛教僧团的供养是多方面的。在医药方面受到特别供养的一些高 

僧，事迹如下： 

1、竺法汰 

慧皎 《高僧传》卷五记载竺法汰是释道安的同学， “沿江东下，遇疾停阳口。时桓温镇荆 

州t，遣使要过，供事汤药。安公又遣弟子慧远下荆问疾。”② 桓温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员，为生病 

的法汰供事汤药。 

2、释智藏 

道宣 《续高僧传》卷五 “梁钟山开善寺沙门释智藏传十二”记载，“是旦遘疾，至于大渐。 

帝及储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参候。勒为建齐手制愿文，并继以医药。⋯⋯以普通三年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93页下至894页上。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354页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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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九月十日卒于寺房，春秋六十有五。”① 智藏患病之际，梁武帝非常关心，除派人候疾， 

官方负责医药之外，还让建齐手制愿文。其愿文的内容必定与祈祷智藏早 日病愈有关，其文字从 

现存的大量敦煌愿文中不难推知②。 · 

3、释僧曼 

僧曼是南朝梁代一位善于讲经的高僧，《续高僧传》卷五 “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曼传八” 

记载了他的三次患病经历。天监十一年 (512)春，“忽感风疾 ，后虽小间，心犹忘误，言语迟 

蹇。”但这次疾病并未对他的讲经造成太大的影响。 “暨普通 (520)之后，先疾连发，弥怀退 

静。夜还虎丘，人无知者。”普通五年 (524)梁武帝让他移居钟山开善寺，他在路上病情加剧， 

停住在庄严寺 ，“良医上药备于寺内，中使参侯相望驰道。”③ 

4、释僧稠 

释僧稠是北朝高僧，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三年 (552)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修建云 

门寺，僧稠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高洋愿意捐赠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寺中修建库藏，被僧 

稠婉拒。高洋经常派人到寺中赐物，“又肋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诸药饵，观僧疾苦。帝常 

率其羽卫，故幸参觐。稠处小房宴坐，都不迎送。”④ 徐之才出身医学世家⑤，是当时的名医， 

深受器重，他能来送药饵给僧众，说明高洋对该寺院的看重。 

5、法藏 

道宣 《续高僧传》卷十九 《唐终南山紫盖沙门释法藏传》：“开皇二年 (582)，内史舍人赵 

伟宣敕，月给茯苓、枣杏、酥油、柴炭，以为恒料⋯⋯十四年，自奏停料，随施供应。”⑥ 这是 

隋朝中央政府对法藏和尚每月的供养，茯苓、枣杏、酥油属于食疗范围。 

6、智额 

智者大师 (智额)是天台宗开山立派的高僧，他不仅精通佛理，而且在医学上也有一定的 

修为。他在 《摩诃止观》卷八中，就表现了自己不菲的医学造诣。《续高僧传》卷十七记载他行 

金光明忏，为后萧妃医治苦疾，几乎到了起死回生的境地。门人灌顶纂 《国清百录》卷三记载 

隋开皇年间的 “王参病书第六十三”，即杨广写给智者大师的问疾书，“总持和南，仰承出天台， 

已次到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萨示疾，在疾亦愈，但于翘诚交用悚灼。今遣医李膺往处治，小得 

康损。愿徐进路，迟礼觐无远。谨和南。”⑦ 杨广曾在智者大师患病时，派遣医生李膺去给他治 

病，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又，灌顶撰 《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记载，在智额本人生病 

之时，有人 “奉请进药，即云：药能遣病，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药何所遣?年不与心合， 

药何所留?”⑧ 因此，他拒绝别人的 “进药”而觉悟涅架。 

7、怀信 

蓝谷沙门怀信述 《释门自镜录序》：“余九岁出家，于今过六十矣⋯⋯朝中饮食，盖费三百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67页中。 

② 参见黄征、吴伟编校 《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63页上。《续高僧传》中记载他是大通八年圆寂的，此卒年有误，应该是 

普通八年 (527)，因为梁武帝大通的年号只有三年 (527—529)。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54页下。 

⑤ 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100页。范家伟：《东晋南 

北朝医术世家东海徐氏之研究》，载氏著 《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91 

页。陈吴：《墓志所见南北朝医术世家的身份认同与宗教信仰》，《文史》2008年第2辑，第77～1o3页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581页中。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809页上至中。 

⑧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 19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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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硕矣。寒暑衣药，盖费二十余万矣。”① 张弓从寺院经济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说。② 怀信所 

花费的寒暑衣药可谓巨资，他本身并无产业收人，因此，这些衣药费用一定是接受供养而来的。 

8、那连提黎耶舍 

道宣撰 《续高僧传》卷第二 “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耶舍传一”记载，那连提黎 

耶舍 (隋言尊称)是北天竺乌场国人，天保七年 (556)届于京邺，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耶舍后 

出任昭玄都、昭玄统。他本人乐兴福业，救助麻风病患者，“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 

躬问起居，务令周给。”当他本人患病之后，也得到了朝廷的关照。“又曾遇病，百日不起。耶 

舍叹日：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舆今降，重法故尔。内抚其心，惭惧交集。”③ 躬问耶舍起居 

的是北齐文宣帝高洋。 

9、玄奘 

玄奘法师是唐代最负盛名的高僧，他从天竺求法返回长安之后，唐太宗对他非常器重。玄奘 

也就一直处在朝廷的关怀之下，一旦患病，官方就会派医送药，不敢怠慢。玄奘法师晚年的医疗 

情况，记录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中。主要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云： 

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冷病，发即封心，屡经困苦。数年已 

来，凭药防御得定。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道俗忧惧，中书闻奏，敕 

遣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琮专看，所须药物皆令内送。北门使者日有数般，遣伺气候， 

递报消息。乃至眠寝处所，皆遣内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虽慈父之于一子，所不过也。 

孝璋等给侍医药，昼夜不离，经五日方损，内外情安。④ 

这是显庆元年 (656)夏天，玄奘法师旧疾 (冷病)复发，高宗派遣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 

琮两位不同科的医家，给侍医药，可谓双管齐下。蒋孝璋出自医学世家，他的两位兄弟蒋孝瑜、 

蒋孝琬亦任医官，合编了 《蒋氏三家方》。⑤ 蒋孝瑜还参与过 《新修本草》的编纂工作。《旧唐 

书》卷四：高宗永徽五年 (654)“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⑥ 这是首次设置 

员外官。据 《大唐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行魏州武圣县令蒋府君 (义忠)墓志铭并序》，蒋义忠是蒋 

孝璋的儿子，“父孝璋，朝议大夫、上柱国、行尚药局奉御。”⑦ 又，《唐故尚药奉御蒋府君夫人 

刘氏 (令淑)墓志铭并序》，云 “仪凤三年 (678)二月十一日，奉御府君俄先朝露”⑧。这位刘 

氏夫人的儿子为蒋义弼，此 “尚药奉御蒋府君”有可能是蒋孝璋。⑨ 王焘 《外台秘要方》收录 

的 《延年秘录》中，有十多条蒋孝璋的处方。《延年秘录》是一部主治杂病的方药集，能有数条 

药方人选，表明蒋孝璋的医术相当高明。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802页上。 

② 参见张弓 《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辑，武汉大学出 

版社，1991年，第 191—205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32页上。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96页下。 

⑤ 高文铸：《(外台秘要方)引用书目文献考略》，王焘撰、高文铸等校注 《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 

年，第 983页。 

⑥ 《唐会要》卷六十四：“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官自此始也。” 

⑦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⑧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87页。 

⑨ 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第三章 《医学南朝化——隋唐时代南朝医学世家》之三 

“唐代医学世家义兴蒋氏与药方流传”，东大图书公司，2007年，第64—72页。杨军凯、陈吴：《新出蒋少 

卿夫妇墓志与唐前期的蒋氏医官家族》，《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年，第251—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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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宗派遣医官之后的第二天，玄奘法师就派遣弟子大乘光进表谢恩，“玄奘拙自营卫，冷 

疹增动，几至绵笃，殆辞昭运。天恩矜悯，降以良医，针药才加，即蒙瘳愈。”① 高宗见到此表 

文后，又遣给事王君德慰问法师。玄奘再次进 《谢得医药及肋使问病表》，日：“玄奘业累所婴， 

致招疾苦，呼吸之顷，几隔明时。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忧，天使频临，有逾十 

慰；神药俯救，若遇一丸。饮沐圣慈，已祛沈痛，蒙荷医疗。遂得痊除。”② 这样往返数次，才 

完成医药供养与感恩的流程。值得注意的是，玄奘法师在谢表中，感谢皇帝、皇后 “降慈悲之 

念”，是 “天恩矜悯”的行为，与佛经中宣扬的功德思想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在于双方角色与地 

位的不同，提供医药供养的不是一般的俗众或者信徒 ，而是至尊无上的皇帝与皇后。 

第二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云： 

法师时在积翠宫翻译，无时暂缀，积气成疾。奏帝，帝闻不悦，即遣供奉内医吕弘哲宣 

敕慰 问法师。③ 

这是显庆二年 (657)的冬天，玄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气疾，高宗不仅派了供奉内医吕洪哲， 

还有 “尚药司医张德志为针疗”，治好了法师的病。 

第三次：麟德元年 (664)正月九日暮间，“于房后度渠，脚跌倒，胫上有少许皮破。因即 

寝疾，气候渐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云： 

法师病时，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以其年二月三 日奏云：“法师因损足得病。”至其月七 

El，敕中御府宜遣医人将药往看。所司即差供奉医人张德志、程桃捧将药急赴。比至，法师 

已终 ，医药不及④。 

高宗之所以多次派遣数批医道精湛的高层医官或者供奉医人，正反映了玄奘法师地位之尊崇。高宗 

这样的行为也属于广义的施舍医药，不过，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 “施者得福”，而是带有强烈的政 

治意味，因为玄奘法师当时相当于护国法师的角色，是僧众之首。然而，在最后一次，从正月九 日 

患病到二月七日才派医送药，可以看出高宗对玄奘法师的关照已经大不如以前，似乎是做做样子罢 

了。即便是玄奘法师这样的方外人物，在朝廷政治的漩涡中也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⑤ 

又，《宋高僧传》卷二 “唐玉华寺玄觉传”中记载，玄奘法师的弟子高昌国人释玄觉是 “西 

土种姓”。在玄奘法师晚年谢绝翻译 《大宝积经》后，玄觉由梦而觉知师尊将要寂灭，就 “劝诸 

法侣竞求医药”。⑥ 这表明除了朝廷提供医药之外，玄奘法师的门人同道也很关心他的疾病。 

10、吉藏 

《续高僧传》卷十三 “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十二”记载，“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 

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⑦ 他的名字还是著名佛经翻译 

家真谛所取的。吉藏出家后，成为学问高僧。在唐高祖武德六年 (623)间，“藏年气渐衰，屡 

增疾苦。敕赐良药，中使相寻。自揣势极难瘳，悬露非久。乃遗表于帝日：藏年高病积，德薄人 

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⑧ 吉藏所受的医药供养，也是来自敕赐的。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册 ，第 269页下。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23页中。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74页下。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77页下。 

⑤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 (655—664)——兼论总章二年 (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 

期，第1__97页。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6页下。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513页下。 

⑧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514页中。吉藏所写的应该为 《上高祖遗表》，而在 《全唐文》卷九一六 

中，变成了 《上元宗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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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惠能 

惠能就是著名的禅宗六祖，女皇武则天对他也刮目相看。“则天至景龙元年 (707)十一月， 

又使内侍将军薛茼至曹溪能禅师所，宣口敕云：将上代信袈裟奉上诜禅师，将受持供养。今别将 

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疋充乳药供养。”① 

薛茼代表则天送来的不是药物，而是五百疋绢，不过这些绢是用来 “充乳药供养”的。所 

谓 “充乳药”就是提供等值的购买乳药的财物，而乳药是当时企求长生者的至爱之物。不过， 

也应该认识到，“充乳药”有时候只是一个借口，并不是 “充乳药”的那些财物都确实用来购买 

乳药了。 

12、道氤 

《宋高僧传》卷五 “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赐药，并方诏日：法 

师将息。朕此药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来西京。其顾遇也若此。”② 唐玄宗常赐药 

给大臣，给道氤法师送药是在安史之乱后回归长安的时候。 

l3、不空 

至德三年 (758)正月二十三日，不空向唐肃宗上 “谢恩赐香陈情表”，提及 “前载函关未 

启，陛下养德春宫。早奉德音，曲垂省问，兼赉香药，密遣加持。”③ 前试左领军卫兵曹参军翰 

林待诏臣赵迁 《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云：“八年春，赐大师绢二百疋， 

充乳药。五月奉敕译 《萨路荼王经》一卷，赐绢二百二十疋。”④ 大历八年 (773)由唐代宗赐 

绢给不空三藏作为 “充乳药”之资。不空是历经三朝、备受景仰的密宗大法师，所受御赐之物 

甚多，“香药”与 “充乳药”当不在少数。 

14、法真 

《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益州大隋法真禅师”： 

师口作患风势，云：还有人医得吾口么?时众僧竞送药以至，俗士闻之，亦多送药，师 

并不受。七日后，师自掴口令正⑤。 

法真患口病之后，不仅众僧而且还有俗士争相送药给他，然而他却没有接受。实际上，在佛经 

中，也有关于 “求医药”的论述。《大般涅椠经》卷二十二云：“求医药者心无贪慢，但为正法， 

不为寿命，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疮，为酥缈涂，以衣裹之。为出脓血，酥耖涂拊。为疮愈 

故，以药坌之。为恶风故，在深屋中。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⑥ 

15、神凑 

唐江州兴果寺神凑法师，据 《宋高僧传》卷十六记载他 “务凑赢瘠，视之颓然。州将门人 

医疗而不愿进药。元和十二年 (817)九月遘疾。二十六日俨然坐终于寺。”⑦ “州将门人医疗” 

代表僧俗两道都送药来给他疗养，但他不愿服用。这也是因为洞彻生死而不愿服药的例子。做出 

同样举动的还有唐福州雪峰广福院义存。《宋高僧传》卷十二云 “戊辰年 (908)春三月示疾， 

闽王走医。医至粒药以授，存日：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饵之。其后札偈以遗法子，函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l册，第 184页中。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734页下。 

③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28页上)另见 《贞 

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93页下。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286页中。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l2册，第498页上。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807页上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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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以别王庭。”① 闽王派医生前来授药，义存也选择了放弃。 

也有僧人由于对疾病的认知不同，而不愿意接受医疗的，比如，唐同州大兴国寺释法祥。 

《续高僧传》卷十三记载他：“因染伤寒，有劝药疗者，皆无所受。但苦邀心，随务量拟。或 

患痢病，有加药者。乃日：痢者水也，不进自除。便瞰干饭，数 日便差。其执节坚固，率皆 

类此。”② 还有僧人是出于对戒律条文的坚持，而主动拒绝医药的，比如，梁蜀郡龙渊寺释慧 

韶。《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 “后遇时患，药杂猪脂，拒而不服。非时浆饮，故绝生常。候病 

者仰观，颜色怡悦，礼诵不替，当似微差。”③ 因为药中的猪脂属于荤腥之属，慧韶拒绝接受 

服药。 

16、慧棱 

除朝廷以绢给高僧大德们 “充乳药”之外，也有真正奉送乳药的。道宣 《续高僧传》卷十 

四 “唐襄州紫金寺释慧棱传十”记载： 

[贞观十四年 (640)]，至九月末，蒋王见棱气弱，送韶州乳二两，逼令服之。其夕梦 

见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阎罗王庄严道场已竞，大有乳药。至十月半黄昏时，遂觉不念， 

告弟子日：吾五脏已崩，无有痛所。④ 

蒋王就是时任襄州刺史李恽，他的行事风格从 “送韶州乳二两，逼令服之”就不难得见。韶州 

乳是唐代质量比较好的石钟乳之一 ，石钟乳的功能在于 “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 

韶州出产石斛、牡桂、钟乳。唐初医家亦研炼韶州乳人药。《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七的 “李 

补阙研炼钟乳法一首”云：“研炼钟乳法。取韶州钟乳，无问厚薄，但令颜色明净光泽者，即堪 

入炼，唯黄、赤两色不任用⋯⋯”。⑤ 韶州钟乳固然很好，不过，慧棱这样的高僧却不见得感兴 

趣，所以才会出现 “逼令服之”的情形。其原因是慧棱并不需要用乳药来长生，这与道教徒的 

爱好是不同的。 

l7、法律禅师 (常一) 

石刻材料中的例子有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律禅师 (常一)墓志铭》：“不然，岂寝 

疾之时，御医登门；谢世之日，口口彻膳⑥。”常一禅师在唐肃宗抚军北巡的时候，曾经到平凉 

城累进衣马，襄助王师，并且还奉诏修功德，可见他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正是由于他与朝廷有着 

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患病的时候 ，才有官医的照顾。 

高级的道士有时候也能享受 “御医登门”这种待遇。《唐大明宫玉晨观故上清大洞三景弟子 

东岳青帝真人田法师 (元素)玄室铭》云：“夏五月，忽染微疾。天医御药，道路相望。[太] 

后亲问，给侍医药等物焉。”⑦ 这是宫廷与道教徒的医事活动，亦体现了宫廷对他们的关怀。 

从上述的十多个例子来看，能受到医药供养的一般都是高僧大德，要么在学问、修行等方面 

不同凡响。他们所受到的医药供养也多半是由朝廷、地方官府所提供的⑧。再者，提供者本身并 

不是仅仅出于求福德的目的，而往往是为了体现自己对别人的恩典或者慈悲之念。从药物来看， 

大部分的事例中是含糊的，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药，或者根本就没有提供药物，而是可用于购药的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O册，第782页中。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23页上。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71页上。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537页上。另见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⑤ 王焘撰、高文铸等校注 0t,台秘要方》，第742—743页。 

⑥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⑦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49页。 

⑧ 有关唐宋时期寺院中的药物使用，参见刘淑芬 《唐、宋寺院中的丸药、乳药和药酒》，载氏著 《中古的佛教 

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8—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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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因此，在分析僧团的医药供养情况时，要对僧人和供养人的身份、地位、乃至药品等做细致 

的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 

四、“充乳药”：西域与敦煌僧团中的医药供养事例 

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往往能够提供传世史料所缺乏的六朝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中下层的情况。 

就医药供养一事而言，敦煌文书所叙述的也是另一种面貌，特别强调功德观念。P．2133《妙法 

莲华经讲经文》(三)提到了对僧团的四种供养，第四种就是医药供养。文云： 

弟 (第)四，医药者 壬。 

人间医药实难量，先且寻求要好方。 

令人捣合交 (教)如法，及月收来必异常。 

奉佛交 (教)增福利，献僧长得灭灾殃。 

莫说来生无病患，且交 (教)见世命延长。①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有好几个敦煌写本，但只有这一残卷中阐述了医药供养的作用。 

敦煌寺院中备有不少的药物。龙兴寺有 “杂药 1裹”。S．526《致某和尚书》云：“恒将惠 

药，每启智光，以除三毒之疾源。”S．5901《某僧向大德乞药状》恰是某一寺院僧人请求 “大 

德”布施药物的清单，可以窥视当时僧人常用的药品。“大德”一般是对僧人的尊称，此位出家 

的大德可能就是某寺院 “药藏”的掌管者。② 现将文书逢录如下： 

1、口上闻大德，卑僧有少乞赐，莫违重情，欲拟和合药草，亏 

2、阙颇多，幸望尊意乞焉。橘皮 桂心 附子 香白芷 茱萸 干姜 

3、芍药 高良姜 草豆蔻 芎蓊 人参 胡椒 诃黎勒 麻黄 地黄 

4、细辛 黄蘖 天麻 牛膝 天南星 牵牛子 茯苓 槟榔 荜 (毕)拨 黄连 

5、上口药物乞赐少多矣。⑧ 

清单中既有常用的中药，也有诃黎勒、荜拨等外来药物。其中，诃黎勒不仅是下气的妙药，也用 

在布置方等道场中的受戒道场之时。S．2575背 《己丑年 (929)三月廿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 

场纳色目榜稿》，就要求每位僧人缴纳 “呵梨勒两颗”。 

P．2583背 《吐蕃申年 (828)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其中有节儿论莽热施舍的物品清单： 

“口一匹，二丈九尺。蒲桃一斗，解毒药五两，已上物，充转经僧觎。解毒药二两，充正月一 日 

夜燃灯法仕宋教授和上口口药。”④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因为施舍的药物是解毒药，其目 

的也有两个 ：充转经僧僦、充燃灯法仕宋教授和上口口药。节儿是吐蕃驻扎在敦煌的最高军政长 

官，那么，他的施药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了。 

敦煌民众在自身染患，而求僧请为念诵的时候，供养的往往多是其他物品，包括各类衣服、 

房子、食用器皿，甚至头发和沙糖，也不乏少量的药物。现据郝春文 《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 

① 黄征、张涌泉校注 《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730页。 

② 梁、隋时期，江南地区有佛教徒所建的 “药藏”。释法颖 “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 (事见 

《高僧传》卷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402页上)又，《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记载隋天台山瀑 

布寺释慧达法师，“有陈之日，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其过半。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 

给，拯济弥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691页中) 

③ 此件文书并无纪年。郑炳林在 《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一文中，将它系于五代时期，但没有说明理由。 

④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主编 《佛教物质文化：寺院 

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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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统计①，归纳如下： 

836年，女弟子无名为慈母舍化，供奉 “芹子一升、槟榔一颗，施入修造。”又，吐蕃弟子 

尧钟为早日还乡，供奉 “黄丹贰两、胡粉参两，施人修造。”又，比丘法照为亡过和尚念诵，供 

奉 “槟榔五颗 ，充乳药。”又，女弟子无名为慈母远忌，供奉 “花半斤，草豉半升，施入修造。” 

又，女弟子无名为合家平安，供奉 “诃黎勒一颗，毕拨少多，充乳药。”又，女弟子无名为自己 

平安，供奉 “油麻一升、草豉一升，充药”。(以上出自北大图 D．162背) 

同年，杜善和为保平安，供奉 “杷豆三颗、龙骨少多，并诸杂药，施入修造。”(P．2837背) 

李吉子为亡父母和自己平安，供奉寺院 “诃黎勒一颗，充乳药”(P．2863)。 

子无名为自身染患，供奉 “升麻、芍药共二两，槐子柒颗入修造”、另一人献出 “酥一 

升，充乳药”(P．3541背)。 

希谥为自己临难此月，而供奉 “酥一升，充法师乳药；诃黎勒两颗，充维那”(P．3353背)。 

某人为 自身染患，供奉 “口口口，入乳药”(J~x1441a) 

郝春文归纳了敦煌僧俗人等对寺院施舍品的十个主要去向，其中第八个是 “充乳药”或 

“充药”。他认为：“注明此去向的施主所施物品均为可人药之物，接受、保管、使用这类物品 

者，似应是都司之下负责诊疗僧人疾病的机构。⋯⋯有的施主具体注明 ‘充法师乳药’，这应是 

将药品直接施与某位法师。”② 

综合上述的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施舍药物的去向有三种情况：“充乳药”／“充药”、“充 

法师乳药”／“充维那”／“充转经僧觎”／“充宋教授和上口口药”、“施入修造”。第一种是作 

为公用药品；第二种是给指定的法师；第三种是用来修造佛寺用的。此外，用于 “充乳药”／ 

“充药”的药品有十多种，包括几种比较重要的、也常见的外来药：诃黎勒、毕拨、草豉。而 

“诃黎勒一颗，充乳药”、“酥一升，充法师乳药”等说明 “乳药”不是专指钟乳药，而是泛指 
一 般的药品。施主向寺院或者法师供奉药物时，多出于 自身的 目的，一般是对僧人法事活动 

(如念诵等)的报酬，而往往不是在某位法师患病时才提供。 

季羡林先生在 《龟兹研究三题》一文中，列举了不少与龟兹僧团相关的医疗史料。比如，在 

龟兹寺院佛教徒的心目中，病人是处于优先被照顾的地位。“大德们请注意：我让人领取水罐。首 

先为病人领取水罐，其次是为侍候病人的人，再次为老人。为80岁 (僧腊)的人，我让人领取水 

罐。”③ 除汉语文书外，在勒 ·柯克 (Von Le Coq)新疆克孜尔发掘的梵文残卷中，也提到了三 

种辛辣药作为供养物品布施给僧伽。该梵文残卷书写的时间大约是在6世纪末、7世纪初。④ 该 

供养 品的原文 为：“gudarsa—madhum iks[u] (in)mrdvikam sa[r]karam va trkatukarasam 

ammbham kalpikam yo dadati”。可译作 “他随顺地供养 (赠与)了砂糖、蜜、蔗糖、葡萄、石蜜 

或者三辛药 (长胡椒、黑胡椒、姜)、ammbha”。这次供养的药品共九种之多，而且多是西域常 

用之药。 

西域流行的佛经故事中，也有施舍药物的情节。《贤愚经》卷八 “盖事因缘品”第三十四就 

叙述了萨薄圣友 (aryamitra，阿利耶蜜罗)施乳的本生，即圣友为患病的辟支佛提供牛乳。这些 

故事在于阗等地的佛教法会上有口头的流传，也有图像的描绘。圣友施乳的故事就见于新疆克孜 

① 

② 

③ 

④ 

郝春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252页。 

同上，第262页。 

季羡林：《西域佛教史》第十节，《季羡林全集》第 16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 

季羡林：《对于新疆生产甘蔗和沙糖的一点补充》，《文史知识》，1999年11期，中华书局，第94__95页。 

下引原文参见 Heinrich Ltiders，“Weitere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sturkestan”．Philologica 

Indica，Gtittingen，1940，P．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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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石窟壁画。① 这样的故事画面对宣扬施舍药物的理念无疑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传世文献多描述社会上层 (皇帝、皇后、皇室成员或者官员们)对有德行的高 

僧，在其患病时候提供医药，更多地体现了僧团与政治层之间的联系；而敦煌文书表述的基本上 

是社会中下层百姓出于自身求福的需要，而向寺院或法师们供奉药物，因此，他们的行为更吻合 

印度佛教医疗中 “施者得福”的观念。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亲属之间的那些施舍行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董文员绘 《观音天王 

供养像》中的题记云：“⋯⋯次为长兄僧议渊，染患未蒙抽感撼，凭佛加威，乞祗救拔。”② 此 

条史料颇有内涵，一者说明出家人与在家亲属之间仍然存在亲密的关系；二者说明除了直接提供 

医药治疗之外，绘画 (甚至造像)也是俗世亲属对患病的出家人供养的一种方式，表达家人之 

间、黑白之间的关心。三者供奉所描绘的观音天王像，说明在民众的心目中的观音天王具有救疾 

的功能。 

可以说，中古晴期，佛教僧团无论是与社会上层还是中下层的成员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译经、传教、法事等诸多的层面，也体现在身体的救护与疾病的治疗上。佛 

教僧团为民众的健康提供的医疗，即常被归类为佛教医学的那些活动，无疑是社会医疗事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反过来 ，在 “病者受药、施者得福”观念的影响下，寺庙之外的佛教信徒 

或一般民众也对患病的僧众提供医药方面的一些支持。因此，佛教僧团与世俗社会在医疗活动方 

面是双向性的，正是这些双向性的行为进一步促进了僧团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责任编辑：黄夏年) 

① 参见张萌才、姚士宏：《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 

② 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2001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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