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抒海、竭海、弈海与拟海

———印度佛教抒海神话的源流

陈 明

内容提要 在《六度集经》、《生经》、《摩诃僧祇律》、《佛说大意

经》、《贤愚经》和 《佛本行集经》中，有一个情节类似的抒海神话。
该本生故事既化用了印度民间故事中的鸟儿舀干海水的情节，又与入海

采宝的故事相连接，还与婆罗门教的 “搅乳海”神话有所关联，从而

形成了一个宣扬大乘佛教 “六度” ( 六波罗蜜) 中的 “布施”与 “精

进”观念的新型神话故事。其原有的核心观念也进行了佛教的理论化处

理，不仅在密教文献中有多种竭海法术，而且新产生了 “能竭烦恼海”
这样比较典型的佛教叙述。可以说，该神话故事的成型体现了印度外道

故事的佛教化过程。抒海本生既口头传播于西域的于阗等地，后被辑入

故事集《贤愚经》中; 又以汉译佛经的多种文本、图像及舞台艺术的

形式，进入我国汉、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视野，散见于佛教类

书、道教文学或禅宗话头以及民族戏曲之中，其影响深远而多样化。
关键词 抒海神话 佛教文学 中印文学交流

印度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地区，对海洋的描写一直是印度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

主题，以所谓“入海采宝”为代表的叙事体现了印度古代的海洋意识。大海不

仅是印度佛教神话中的宇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佛教故事的背景，还

是佛教神话故事直接的主题之一。佛教海洋神话非常丰富，除了源自婆罗门教的

“搅乳海” ( Samudra manthan， /Sāgar manthan，Churning of the Milky Ocean) 的神

话最为突出之外，抒海神话也是颇有特色的。本文以印度佛经中的抒海神话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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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试图追溯该神话故事的源流及其与宗教的关系，以揭示佛教神话的内在

特色。

一、“以杓抒海”———佛经中的抒海神话故事

表示“海”的梵语词主要有 samudra ( 吐火罗 B 语 /龟兹语 samudtr、于阗语

samūdra) 和 sāgara 两个词。在汉译佛经和唐代的双语字书中，samudra 的音译词

有三母捺罗、三文捺罗、三母捺啰、三闻 ［达多］、三勿陀罗、三文 ［达多］、
娑物陀罗、三没达攞、［三］ 母达罗，以及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新疆出土的

大谷文书 4363 号残片中的“沙摩路多”等。① Sāgara 的音译词则有舍竭、沙竭、
娑竭、娑伽罗、娑竭罗、娑誐啰、安伽罗、沙伽罗等。

佛经中有大量的关于神奇海洋的描述，海中不仅有七宝、八未曾有法，还有

许多神灵。② 中国上古有精卫填海神话，赞颂精卫那不懈的精神，而在印度佛教

的海洋神话故事中，也有人物能将大海之水舀干，但其表达的内涵却与中国神话

有着极大的差别。汉译佛教经律中的抒海故事共 6 种，按译出年代可排列如下:

( 1) 《六度集经》 ( 三国康僧会译③) 卷一的《布施度无极章》。
( 2) 《生经》( 西晋竺法护译) 卷一的《佛说堕珠着海中经》第八 ( 弈海故事)。
( 3) 《摩诃僧祇律》 ( 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 卷四的 《明四波罗夷法之

四》 ( 杀戒) 。
( 4) 《佛说大意经》 (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经律异相》卷四十二引 《大意

经》。
( 5) 《贤愚经》 ( 元魏慧觉等编译) 卷八的 ( 四○) “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

( 丹本为第三十九) 。
( 6) 《佛本行集经》 ( 隋阇那崛多译) 卷三十一的“昔与魔竞品第三十四”。
上列《生经》中的“弈海”就是把大海中的水吸干净的意思，“弈”字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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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陈明《作为眼药的乌贼鱼骨与东西方药物知识的流动———从“沙摩路多”的词源谈起》，《西域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08 － 121 页。

《中阿含经》卷八〈未曾有法品第四〉云: “复次，世尊，我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谓阿修罗、乾塔惒、
罗剎、鱼摩竭、龟、鼍、婆留泥、帝麑、帝麑伽罗、提帝麑伽罗。” ( T1 /476a，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 册第 476 页上

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纂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共 100 册，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2 － 1932 年。后文出自同一

版本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六度集经》不是三国时期的吴国康僧会所译，年代要稍后 ( 详见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

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4 － 7 页) 。



《集韵·去声·愿韵》，意为 “杼满也”。杼，即 “抒”。所以， “弈海”也就是

“抒海”的意思。又，天台山修禅寺沙门智顗撰 《维摩经玄疏》卷第三对 “大施

抒海”的解释时指出，“抒者，除也。《苍颉篇》云: 酌取也。” ( T46 /371b)

汉译佛经中抒海神话的主要内容可分述如下:

( 1) 《六度集经》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普施、天人、海神、遍净天。
事件起因: 普施入银城、黄金城、琉璃城，天人送神珠，普施得珠返回。
经过: 海诸龙神谋划获取三珠，海神化为凡人，抢夺普施的神珠。
发展: 普施瓢抒海水，投铁围外。遍净天助其抒水，十分去八。
结果: 海神悔怖还其珠。普施返其水，旋其本土，寻路布施。
本生对应关系: 普施 ( 我身，即佛陀) 、银城中天 ( 阿难) 、金城中天 ( 目

连) 、琉璃城中天 ( 舍利弗) 。
主题: 菩萨累劫勤行四恩，誓愿求佛，拯济众生，菩萨慈惠行布施。
( 2) 《生经》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五百贾客、导师、海龙神。
事件起因: 贾客入海夺如意珠。
经过: 菩萨咒愿海神时，颈上的宝珠堕海。
发展: 海神得珠，菩萨捉器弈海水。
结果: 海水入器，海神还珠。
本生对应关系: 导师 ( 我身) 、五百贾客 ( 诸弟子) 。
主题: 精进行，竭生死海，智慧无量，救济群生。
( 3) 《摩诃僧祇律》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婆罗门、海神。
事件起因: 一贫穷婆罗门入海共取珍宝。
经过: 失宝物落海水中。
发展: 婆罗门得木魁抒海水，海神化作婆罗门，二者对话。
结果: 海神感其专精，即还其宝。
本生对应关系: 海神 ( 我身) 、婆罗门 ( 此比丘) 。
主题: 精勤不懈，获大果报。
( 4) 《佛说大意经》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大意、第一四天王、海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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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 大意入海取宝，从四城求取明月珠。
经过: 海神化身骗取明月珠坠海。大意以器抒海水，天王相助。
发展: 海中诸神王皆大振怖，出众宝。
结果: 大意不取众宝，海神还珠。
本生对应关系: 大意 ( 我身) 、银城中王 ( 阿难) 、水精城中王 ( 舍利弗) 、

金城中王 ( 目连) 、摩诃檀 ( 悦头檀) 、母栴陀 ( 夫人摩耶，舍妙) 、欢乐无忧国

王 ( 摩诃迦叶) 、婆罗门女 ( 俱夷) 、婆罗门女父 ( 弥勒) 、琉璃城中王 ( 比丘须

陀) 、第四天王 ( 优陀) 、夺其珠者 ( 调达) 、四城门守者 ( 须颰、般特、苏曷

披、拘留) 、绕四城毒蛇 ( 共杀酸陀利四臣) 。
主题: 志行勇于道，决所向无难。
( 5) 《贤愚经》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大施、龙王、海神、诸龙、首陀会天、诸天。
事件起因: 大施率众入海取宝，自己至龙王宫求如意珠。
经过: 大施入银城、琉璃城、金城等，龙王各献如意宝珠。
发展: 大施携三珠飞腾空中，出于海外，小眠休息。诸龙辈密解持去三珠。

大施捉持一龟甲抒海。
结果: 海神询问，首陀会天等众天协助抒海，诸龙还珠，海神皈依作弟子。
本生对应关系: 大施 ( 我身) 、银城中龙 ( 舍利弗) 、琉璃城中龙 ( 目犍

连) 、金城中龙 ( 阿难) 、海神 ( 离越) 。
主题: 精进御意，勿怀放逸。
( 6) 《佛本行集经》中的抒海故事内容

人物: 商主、海神。
事件起因: 商主入海采宝。
经过: 宝堕海中，商主持杓抒大海水求宝。
发展: 海神与商主对话。
结果: 海神还商主无价宝珠。
本生对应关系: 佛陀叙述此往昔故事，未列出具体的对应。
主题: 精进，勤发勇猛意。
透过上述的故事情节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经文在书写同一母题的神话故

事时，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六度集经》对获取宝物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宝物不是持有者自己遗失，而是海神抢夺的，遍净天下凡来帮助普施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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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此处故事的主题并不是精进，而是布施。《生经》中的故事比较简略，也是

佛陀为了说明今世的“精进无厌，不避诸难，勤苦求道，欲济一切”，而叙述了

前生的故事。《大意经》中的主人公大意只是一位普通人 ( 居士的儿子) ，他的

名字“大意”源自他的心愿 “我当布施天下，救济人民。其有孤独贫穷者，我

当给护令得安隐”。这说明“大意”的涵义也是“布施救助”。在抒海的过程中，

天王下凡相助，才能抒海。海神由于害怕天王的威力，不得不将宝珠还给大意。
大意虽没有巨大的威力去直接抒尽海水，但他的心愿与精诚之力能够感动天王下

凡。《六度集经》、《大意经》、《摩诃僧祇律》和 《佛本行集经》中均有海神与

抒海者 ( 商主或婆罗门) 之间的对话，来扩展故事的情节。其中， 《佛本行集

经》采用的是商主与天神之间的偈颂对答，在本故事的结尾，世尊亦用偈颂总结

此事。《摩诃僧祇律》中的海神变化为一婆罗门形，与抒海者对话。婆罗门所抒

的海水还回流海中，“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终不能减如毛发许”，但海神感其专

精，即还其宝。可见，海神不是因为惧怕婆罗门抒海的威力，而是受到对方精神

的感召而主动归还宝物的。这一点与其它经文中的被迫还宝是截然不同的。《贤

愚经》中的“大施抒海品”是情节最详细的，它将 “抒海”的情节放置在大施

的一生经历当中，对主人公大施 ( Mahātyāgavan，摩诃阇迦樊) 的描写是从其出

生开始的，其后还有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婚姻的过程。大施抒海一段被安放在一个

大的本生故事之中，作为该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已。梁丽玲指出，《贤愚

经》的“大施抒海品”与 《大意经》中的故事情节最为接近，前者更为繁杂，

后者可能是简短的文本而已。① 实际上，就抒海神话而言，《贤愚经》中的 “大

施抒海品”与 《大意经》和 《六度集经》中的相关故事是非常接近的。此外，

与《贤愚经》的“大施抒海品”故事前半段类似的，还有 《贤愚经》的第四十

二个故事“善事太子入海品”以及《四分律》 ( 姚秦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

等译) 卷四十六“破僧犍度第十五”中的“善行太子入海采宝”故事，② 但后两

者却没有宝物被夺与抒海的情节，所以，本文没有将其计入抒海神话之列。
上述六部佛经 ( 包括 5 部经和 1 部律) 中，抒海神话基本上是用本生故事的

模式来叙述的。不过，该类型的抒海故事存在着主旨与情节的不同，至少包括以

下八个方面:

( 1) 故事的主旨差异: 精进型 ( 精进勇猛) 、布施型 ( 布施救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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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叙事者不同: 佛陀、大意。
( 3) 获取宝珠的方式不同: 求取型 ( 入海采宝向天人或海神求取) 、贡献型

( 由海神等主动贡献) 。
( 4) 宝珠的遗失方式不同: 坠落型 ( 失手坠落) 、抢夺型 ( 海神化身抢夺) 、

骗取型 ( 海神化身骗取) 。
( 5) 海神 ( 或龙王) 的形象不同: 惧怕型 ( 被对方的威力所吓倒) 、感动型

( 被对方的精进所感动) 。
( 6) 参与抒海的成员不同: 商主、婆罗门、长者子、天王 ( 诸天) 等。
( 7) 用来抒海的工具不同: 瓢、器、龟甲、木魁、杓。
( 8) 本生故事中的人物对应关系不同。这六个文本中的本生形式是相同的，

但人物对应关系有着极大的出入。《佛本行集经》最为简略，只有一位人物的对

应，而《大意经》中的本生对应关系最为繁多，几乎涵盖了故事中出场的所有

角色。在宝珠被持有者失手坠落的语境中，海神的形象是正面的，比如 《摩诃僧

祇律》中的海神是佛陀的前身。而在化身抢夺或骗取宝珠的时候，海神的形象是

负面的，尤其是《大意经》中把海神当做了原始佛教僧团中的头号反面角色调

达 ( Devadatta，提婆达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大意经》可能是比较晚出的

经典，也可视作佛教僧团内部争斗的产物，属于批判提婆达多的系列经文之一。
从叙事的环节来看，抒海的情节往往是置于入海采宝故事的后半部分，其叙

事的基本框架设计是: 今 世 因 缘———引 出 本 生 故 事———救 济 众 生———入 海 采

宝———失珠抒海———夺宝施舍———本生关系。虽然同为本生类型的文本，但如前

所示的这些不同的情节与人物差异，正是研究各经文叙事特点的极佳史料。①

巴利文《本生经》中也有一个乌鸦想吸干海水的故事，即 《乌鸦本生》②。
《乌鸦本生》中的一对乌鸦在海边吃了人们给海神的祭品，喝醉之后去海中洗

澡，雌乌鸦被大浪冲走并被鱼吞吃了。雄乌鸦大哭，和一群乌鸦决心舀干海水以

救出女伴，可是吸来吸去，也无法吸干海水。它们灰心丧气，痛感徒劳无功，最

后被海神吓跑而得救。海神乃是菩萨的前身。这个故事与上述的抒海神话有极大

的差异，没有采宝失珠的情节，其主旨也不是凸显乌鸦去喝干海水的勇猛精进之

心，而是表现乌鸦的无知与勉强做作。
从上述文本的性质来看，巴利文《本生经》与 《六度集经》、《生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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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经》、《大意经》以及《佛本行集经》一样，属于佛教的经文 ( sūtra) ，而《摩

诃僧祇律》则是佛教的律典 ( vinaya) ，其中的抒海故事虽然同为本生类型，但

也存在“经本生” ( 经师所传) 与 “律本生” ( 律师所传) 之间的差异。更值得

注意的是，“经本生”与“律本生”在创作的时候所预设的阅读对象不同。后者

更多的是提供给出家的僧尼阅读，属于僧团的内部文献，其故事旨在规范出家众

的行为，所描述的情节或者细节基本上没有 “隐讳”的色彩。《摩诃僧祇律》卷

四中的抒海故事就是律本生的类型，安排在佛陀叙述佛教僧团大戒 “妄语戒”
中，由佛陀讲述“是比丘不但今日蒙我恩故，精勤方便，修习正观，除增上慢，

得罗汉果”，而引出这个故事，以表明 “过去世时，亦蒙我恩，精勤不懈，获大

果报”，从而形成前生与今世的一个对应关系。该故事的主旨不是宣扬大乘 “六

度”之首的“布施”，而是偏重大小乘思想兼顾的 “精进”。
从故事成型的时间先后来分析的话，巴利文 《本生经》的年代可能要早于

其它经文中的抒海故事，《乌鸦本生》中“舀干海水”的情节应该是早期抒海故

事的萌芽，突出的不是抒海者的能力，反而是海神的威力。该故事发展为新型的

时候，就改变为突出抒海者 ( 或其相助者) 的精进能力了。
除了前述六部佛经中的抒海故事之外，在其它的佛教文献 ( 包括佛经、经疏

及类书) 中，也有引用抒海故事的场合，其大致内容如下:

( 1) 《修行地道经》 ( 西晋三藏竺法护译) 卷二的 《分别相品第八》，有偈

颂: “本失于宝珠，堕之于大海， /实时执取器，耗 ( 抒) 海求珠宝。 /精进不以

懈，执心而不移， /海神见如此，即出珠还之。” ( T15 /190c) 其主旨是表达 “精

进不懈”。
( 2) 《三慧经》 ( 失译人名，今附凉录) 中的内容为: “有人持珠度海，失亡

其珠。人便持木斗，抒水弃岸上。海神言: ‘汝当何时尽是水?’人言: ‘生死弃

之不置。’海神知其意大，出珠还之。” ( T17 /705b) 其主旨是表彰 “意大”，所

谓“意大”就是指其不屈不挠、至死方休的意志力。
( 3) 《大智度论》 ( 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 卷十六 《序品》第一中

的内容为: “复次，菩萨精进，不休、不息，一心求佛道。如是行者，名为精进

波罗蜜。如好施菩萨求如意珠，抒大海水，正使筋骨枯尽，终不懈废; 得如意

珠，以给众生，济其身苦。菩萨如是难为能为，是为菩萨精进波罗蜜。” ( T25 /
p. 174c) 其主旨亦是强调“精进”。

( 4) 《大宝积经》 ( 隋阇那崛多译) 卷八十，有偈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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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乐行大布施 曾作净行婆罗门

怜愍众生贫苦故 入海求于如意珠

还为海神所盗窃 我时勇猛抒大海

寻时得珠还阎浮 用济贫苦诸群生 ( T11 /p. 461c) ①

其主旨是颂扬“勇猛”和“济贫”。
( 5 － 6) 《经律异相》 ( 宝唱编) 中有两则，即卷九的“普施求珠降伏海神以

济穷乏六” ( 出《度无极集》第一卷，又出《贤愚经》。T53 /p. 47b － p. 48a) ，卷

四十二的“居士子大意求明月珠五 ( 出《大意经》，T53 /p. 220b － p. 221b) ”，二

者的主旨分别是“布施”和“意大”。
( 7) 《法苑珠林》 ( 唐代道世编) 卷二十七“求宝部第二”，引 “《大志经》

云” ( T53，p. 481a － b) ，主旨亦是“意大”。
( 8) 《观音玄义记》 ( 宋代知礼述) 卷三，“如好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宝济贫，

得珠坠海，抒海取之，筋骨断坏，终不懈废。诸天问之，云生生不休。故助抒

海，海水减半。龙恐海干，送珠与之。” ( T34 /p. 909c) 其主旨是“终不懈废”。
( 9) 《醒世录》 ( 清代徐昌治编辑) 卷四之 《至诚篇》的 “求宝部”，引

“《大志经》云”，录自《法苑珠林》。其主旨亦是“意大”。
《经律异相》卷九的 “普施求珠降伏海神以济穷乏六”，所标明的 “出 《度

无极集》第一卷”，即是出自《六度集经》第一卷。《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求

宝部第二”所引“《大志经》云”，《大志经》即《大意经》。《大宝积经》卷八

十《护国菩萨会第一十八之一》中的抒海故事，是一系列佛本生故事中的一个，

其性质与《修行地道经》和《三慧经》中所引故事颇不相同。
上述抒海故事的主题多是精进 ( “精进不懈”、“意大”、“勇猛”和 “终不

懈废”等) 、布施，而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新的佛教主题是 “能竭烦恼海”。佛

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生八苦与解脱之道。一般而言，众生的无穷烦恼就如同大海一

样，需要觉悟菩提，才能渡过这茫茫的生死之域，最后到达彼岸。由 “渡烦恼

海”到“竭烦恼海”，显然是受到抒海故事的影响。因此，在多部佛教的经律文

献中，均出现了“能竭烦恼海”的叙述。略举几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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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首偈颂不见于相应的《佛说护国尊者所问大乘经》 ( 北宋施护译) 卷二。Cf. Daniel Boucher，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ā rapālaparip cchā-sūtra，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p. 132; p. 229，note 189．



其一，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云:

尔时菩萨以偈颂曰:

我于此不久，当下阎浮提，迦毗罗斾兜，白净王宫生。
辞父母亲属，舍转轮王位，出家行学道，成一切种智。
建立正法幢，能竭烦恼海，闭塞恶趣门，净开八正道。( T3 /624a)

这是菩萨在授记自己的未来，说明佛陀有 “竭烦恼海”的神奇能力。类似

的表述还见于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译 《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二、唐代于

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二等佛经中。
其二，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二“伽他” ( 偈颂) 曰:

汝等求出离，于佛教勤修，降伏生死军，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勤求不放逸，能竭烦恼海，当尽苦边际。

( T24 /6a － b) ①

此偈颂宣扬的是勤修佛教所带来的威力。此偈颂亦见于同一个部派的 《根本说一

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一等处，译法基

本相同。它亦见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大谷文书 4964 号 “佛书断片”②，但

此处文字与传世佛经略有不同。
汉译佛经中，能竭大海的主要人物 ( 或器物) 有: 佛语、大仙人 ( 大仙所

说) 、海中大宝、龙王、外道得五通者等。比如:

A: 佛语。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离垢施女经》卷一云:

令火灭水竭，大海尚枯涸，

佛所说至诚，未曾有差异。( T12 /96c)

佛的至诚所说能令大海枯涸，以此来表明佛语的无限威力。又，北宋施护译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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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印度迦湿弥罗的吉尔吉特 ( Gilgit) 地区出土的梵本《药事》 ( Bhai ajya － vastu) 残卷缺失了这一段。
详见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小田义久责任编辑《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册，京都: 法藏馆，2003 年，第 78

页。



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二，云:

时寿命童子即为婆罗门童子，说伽陀曰:

日月星宿可坠地 山石从地可飞空

海水渊深可令枯 佛语决定无虚妄 ( T14 /857a)

又，《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卷二，云:

是时邻人即谓舅氏，说伽陀曰:

星月可处地 山石可飞空

大海可令枯 佛语诚无妄 ( T14 /858b)

这是强调佛语的巨大威力，它可以使日月星宿坠地、山石飞空、大海干枯。又，

罽宾国三藏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描述佛的神圣能力: “身力坚固，犹

若金刚，能碎一切大铁围山; 能灭十方一切劫火; 能竭海水; 能吞猛风; 掌擎尽空

所有世界，而于身力无有损减。” ( T10 /691b) 除了佛、菩萨的大威力之外，佛经

中在强调大乘佛教徒的精进时，也用抒海者来作譬喻。《大智度论》卷四《序品第

一》云: “得此大乘人，精进无厌惓，力行不休息，如抒大海者!” ( T25 /85c)

B: 强调大仙所说语言的威力。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

二云:

时刹帝利童子说伽他曰:

假使星月皆堕落 地山林树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时尽 大仙所说无虚妄 ( T24 /212b)

婆罗门大仙能使星月堕落、地山林树飞上天空、竭尽海水洪波，这样的说法主要

是凸显婆罗门咒语的极大威力。这与关于印度婆罗门教宣扬的 “吠陀神授、婆罗

门至上、祭祀万能”三种观念是相吻合的。因此，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中，作者

常常描述婆罗门仙人的咒语有无限巨大的力量。在佛经中，婆罗门仙人不仅能竭

海水，也能使大海水变成咸苦。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长阿含经》卷二十

一“第四分世记经三灾品第九”指出海水咸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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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咸苦有三因缘。何等为三? 一者有自然云遍满虚空，至光音天。周

遍降雨，洗濯天宫，涤荡天下……其中诸处有秽恶咸苦，诸不净汁下流入

海，合为一味，故海水咸。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咒海水，长使咸苦，人不得

饮，是故咸苦。三者彼大海水杂众生居，其身长大，或百由旬、二百由旬，

至七百由旬，呼哈吐纳，大小便中，故海水咸。( T1 /193c)

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 《大楼炭经》卷五亦指出海水咸苦由三种原因造成，即

“海中有大鱼”、“咸水悉流入大海”以及“复次昔者得仙道人能咒，咒使海水咸

一味。” ( T1 /304b － c) 大海变成咸苦味，竟是昔日大仙道人禁咒海水的结果。
C: 大海之宝。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五云:

复次，佛子! 譬如大海有四炽然光明大宝，此四种宝悉能消竭大海无极

之水。何等为四? 一、名日藏光明大宝，二、名离润光明大宝，三、名火珠

光明大宝，四、名究竟无余光明大宝。( T9 /622c)

日藏、离润、火珠、究竟无余四大宝，能消竭大海无极之水，具有无限的威力。
D: 龙王及其部从。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四云:

彼二龙王所有部从见王怀忿，作是语已，悉皆惊愕，怒而议曰: 我等有

力能碎高山，倾竭大海。王何势力，敢作此言? ( T23 /868a)

E: 获得五神通的外道。天台智者大师说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第十上云:

“外道得五通者，能移山竭海，而不伏见爱，不及暖法人。二乘无学，子果俱脱，

犹被涅槃缚，不知其因果俱权。” ( T34 /138c) 外道是佛教徒眼中的“他者” ( 或

“异类”) ，非同道中人，但他们也具有一些神秘的力量或者属于巫术或者幻术之

类的高超法术。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二云:

诸菩萨常法，在其母胎，其母自然不贪欲爱。复次，摩耶夫人忽自思

念: 四大海水皆饮令尽。向净饭王说其心愿。时劫比罗城中有一外道，名曰

赤眼，善诸幻术。王令使者唤其赤眼，说如上意。赤眼报曰: 愿与夫人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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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既登楼已，即以幻术为四大海水，持其海水与夫人饮。既饮水已，尔

时夫人其意即息。( T24 /107c) ①

这位名为赤眼 ( Raktāk s． a ) 的外道能用自己的幻术变幻 出 四 大 海 水 ( caturo
mahāsamudrān) 。这种幻术是使海水从 “无”到 “有”，与婆罗门抒海时减去海

水，其过程与结果恰恰是相反的。

二、印度史诗与民间故事中的抒海叙述

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中，抒海或竭海可以视为一个小的母题，并不鲜见，在

两大史诗和民间故事集中均有此例，而且它们与古代印度具有创世神话色彩的

“搅乳海”神话有密切的关联。 《罗摩衍那》第一篇 “童年篇”第四十四章中，

有搅乳海的神话，罗摩向毗奢蜜多罗 ( 众友仙人) 询问吠舍罗的历史，于是众

友仙人向他讲述了这个圆满时代发生的故事，底提和阿底提的儿子们渴望长生不

老，就想出了从牛奶海中搅出不死之药的主意。

他们就这样想着想着，

把婆苏吉龙王做成搅绳，

又把曼多罗山做成搅棍，

神力无量的人把大海搅动。( 1. 44. 17)

他们从乳海中搅出了檀盘陀哩②、十六亿天女、骏马伏制室罗婆、摩尼宝乔湿图

跋、至高无上的不死之药。底提的儿子们与阿底提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甘露相互之

间进行了残杀，最后由天帝释来统治天宫③。《罗摩衍那》中的 “搅乳海”神话

情节并不繁杂，比起《摩诃婆罗多》第一 《初篇》的第十五至十七章中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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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吉尔吉特出土的梵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 事》中 的 相 应 段 落 ( See Raniero Gnoli，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 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 th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Mulasarvāstivādin，part I，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a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7，pp. 43 － 44) 。

Cf. Louis H. Gray，“The Indian God Dhanvantari”，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42，( 1922) ，pp.
323 － 337．

详见蚁垤《罗摩衍那》 ( 一) ，季羡林译，《季羡林全集》第二十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第

270 － 273 页。



神话就简洁多了。这表明了该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加工和发展。冲田瑞穗

( Okita Mizuho) 在《搅乳海神话与〈诸神的黄昏〉》一文中，将印度的搅乳海神

话与北欧的神话《诸神的黄昏》 ( Ragnarok) 进行了比较。该文指出，“搅乳海”
神话所包含的情节要素主要有: ( 1) 搅海的动机; ( 2) 搅海的准备; ( 3) 搅海

的过程; ( 4) 乳海的出现; ( 5 ) 神魔战斗①。《薄伽梵往世书》、《毗湿奴往世

书》、《室建陀往世书》中也有较为详细的“搅乳海”神话。“搅乳海”神话属于

众神神话，涉及的是众神与魔之间的斗争，体现的是对长生不死境界的追求、善

恶之争以及对自然的索取。
《摩诃婆罗多》中不仅有“搅乳海”神话，还有竭海的情节。《摩诃婆罗多》

第三《森林篇》第 94 至 108 章是有名的 《投山仙人》插话。投山仙人的名字

( Agastya，阿揭多) 与佛经中的“阿誐悉谛大仙” ( Agasti) 名字同源。《佛所行

赞》卷一〈离欲品第四〉中的 “阿伽陀仙人，长夜修苦行; 为以求天后，而遂

愿不 果。” ( T4 /7c ) 所 谓 “阿 伽 陀 仙 人”， 对 照 梵 本 《佛 所 行 赞》
( Buddhacarita ) ，也是 Agastya 的音译。喝干海水的投山大仙与 “阿誐悉谛大

仙”、“阿伽陀仙人”或许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均为印度古代文献中的有名

大仙，则无疑问。
《摩诃婆罗多》的《森林篇》第 102 － 103 章中，投山仙人 “为了各界最大

的幸福”，满足天神们要消灭躲藏在大海中的阿修罗们的愿望，带领修苦行得道

的仙人和天神们，来到咆哮的大海边。投山仙人喝光了海水。他的具体行为描述

如下:

投山仙人突然怒容满面，当着一切世界的面，开始喝起海水。 ( 3) 见

他喝海水，包括因陀罗在内的所有天神都惊诧不已，对他又是赞颂，又是敬

拜。( 4) 他们赞颂道: “你是我们的保护人，你是世界的创造主，有你大发

慈悲，包括天神在内的整个世界就可免遭毁灭。”。 ( 5) 天神们敬拜灵魂伟

大的仙人，健达缚们的管弦声响彻四面八方，天花纷纷撒下。投山仙人已把

海水喝光。 ( 6) 天神们看到大海里的水已被喝光。他们欣喜若狂，拿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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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沖田瑞穗《乳海攪拌神話とラグナロク》， 《明星大学研究紀要 ( 日本文化学部·言語文化学科) 》第 16 號，

2008 年，第 99 － 108 頁。石海军《醍醐灌顶与甘露滋心———密教与奥义书》一文中讨论吠陀、奥义书中的甘露时，也涉

及搅乳海的故事。该文收入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东方文学研究: 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北岳

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 146 － 167 页。此见第 159 页。



上神奇的武器，斗志昂扬，杀戮那些檀婆那。( 7) ①

与佛经中的抒海神话相比，投山仙人不是为了向海神索取自己的宝珠，也不

是使用某种器具将大海之水舀干，而是直接喝光。在檀婆那们被歼灭之后，天神

们赞美投山仙人，请他把喝下的水再吐回大海。投山仙人的回答是“喝下的水已

被我消化，要使大海重新填满水，你们只有努力另想办法。”大梵天告诉天神们，

在很长的时间之后，跋吉罗陀王为了洗涤自己的祖先的罪孽，请求雪山之女恒河

从天而降，三条支流的恒河蜿蜒而下，充盈奔腾的恒河水注入大海，让大海重新

恢复了生机。其后半部分就是有名的恒河诞生的神话。恒河诞生与下凡的神话在

《罗摩衍那》第一篇“童年篇”中的第 34 章至第 43 章，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摩诃婆罗多》描写投山仙人喝光海水，并全部消化的行为，直接突出了这

种苦行得道的婆罗门大仙人的威力是无穷的，即便是天神们也难以比拟。这反映

了《摩诃婆罗多》的宗教属性就是强烈的婆罗门教色彩。这与 《摩诃婆罗多》
对众仙人的总体形象的描写是一致的。投山仙人喝光海水的传说，在汉译佛经中

也有涉及。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九叙述一位外道在大

王面前夸赞婆罗门的殊胜能力时，就以反问句列举了“不闻耆 仙人一日之中饮

四海水，令大地干耶?”② 这一神话传说。
在印度的民间故事中，起码有两个与抒海相关的故事。具体如下:

其一，《五卷书》第一卷“朋友的决裂”的第 17 个故事③。该故事是由两个

故事组成的，前者为公白鸻向母白鸻讲述的三条鱼的故事，后者为公白鸻要舀干

海水的故事，但公白鸻抒海的情节并未结束，而是在中间再穿插了三个故事。第

一个，由母白鸻讲述的众动物为麻雀向发情的大象复仇的故事 ( 即第 18 个故

事) ，再在此故事之后接续到前文的抒海的情节，即众鸟儿帮助公白鸻一起抒海。
第二个，众鸟儿去向年老的天鹅请教，引出又一个故事，即年老的天鹅如何教被

网住的天鹅们逃生 ( 即第 19 个故事) ，随后是老天鹅指点众鸟儿去向金翅鸟王求

援。第三个，老鸟向金翅鸟王讲述公羊被狮子所杀的故事，随后是金翅鸟王生

气，毗湿奴迫使大海归还鸟蛋 ( 即第 20 个故事的前半部分) ，整个故事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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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毗耶娑《摩诃婆罗多》 ( 二) ，黄宝生、席必庄、郭良鋆、赵国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15
页。

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解释了“耆 仙人: 亦云时 ，奴侯反，此云胜仙也。” ( T54 /480c)

该故事的前后情节参见《五卷书》，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 119 － 129 页; 另见王青《西域文

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1 － 232 页。



结束。
为了对《五卷书》第一卷中的鸟儿抒海故事的结构有明晰的印象，现分述

如下:

故事序号: 17
情节: ( A) 三条鱼的故事。———第一个穿插的故事。
讲述者: 公白鸻。
故事主旨: 未雨绸缪者得安宁。
( 1) 大海卷走鸟蛋，公白鸻要舀干海水。公白鸻要用嘴把海水舀干，显示

英雄气概。
( 2) 母白鸻建议团结其它的鸟儿一起抒海。
引出下一个故事

故事序号: 18
情节: ( B) 春情发作的大象毁坏了树上的麻雀卵，啄木鸟建议麻雀联合苍

蝇、蛤蟆，让大象掉入陷阱中而死去。———第二个穿插的故事。
讲述者: 母白鸻。
故事主旨: 团结起来保证胜利; 患难中的朋友才是好朋友。
( 3) 公白鸻喊来众鸟，用翅膀拍打大海。一鸟儿倡议改为填海。另一鸟儿

建议去请教林中的年老的天鹅。
引出下一个故事。
故事序号: 19
情节: ( C) 众天鹅被猎人网住，年老的天鹅教给它们逃生的方法。———第

三个穿插的故事。
讲述者: 另一鸟儿。
故事主旨: 要听多闻多见的年老者的话。
( 4) 年老的天鹅建议众鸟儿去向金翅鸟王求援。它们一起来到金翅鸟王那

里，老鸟指出大海不应该吞食鸟蛋。
引出下一个故事。
故事序号: 20
情节: ( D) 公羊因为吃草暴露自己的底细，而被狮子吃掉了。———第四个

穿插的故事。
讲述者: 老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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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旨: 穷人吃东西要偷偷地吃

( 5) 毗湿奴的使者来请金翅鸟王，鸟王因为大海之事而生气，毗湿奴去金

翅鸟王那里平息其怒气。
( 6) 毗湿奴把带火的箭装在弓上，威胁大海要把它变成旱地，大海害怕被

迫交还鸟蛋。———有关鸟儿抒海的故事到此结束。
珊时缚迦与达摩那迦的对话及后续的情节。———回到第 17 个故事之前的情

节，鸟儿抒海故事就装在这个总框架之中。
《五卷书》的这个故事与巴利文 《本生经》中的 《乌鸦本生》有类同之处，

一者是鸟儿为报仇而想弄干海水，二者是它们均没有能力将大海水舀干。不过，

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乌鸦本生》中是雌鸟被大海吞没，《五卷书》中则

是鸟蛋被大海用波浪形成的手抢走。《乌鸦本生》中的众鸟儿对用嘴巴含走海水

再吐出这样舀干海水的效果很怀疑，《五卷书》中则是母白鸻对公白鸻单独向大

海作斗争没有信心，并用讲述另一个故事的方式，建议公白鸻召唤众鸟儿一起来

弄干海水。在《五卷书》中，该故事还有一个转折，即由 “抒海”向 “填海”
的方式变化。这种 “填海”的方式在汉译佛经中几乎没有，而且在印度的其它

文献中也很可能是阙如的。这与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是根本不同的。
其二，月天的《故事海》中的底底跋鸟故事。在该书第十卷的 《那罗婆诃

那达多和舍格提耶娑姻缘》的第四章，底底跋鸟要对付邪恶的大海。与 《五卷

书》中的一样，该故事也是两个部分组成的。前半部分是公鸟讲述的三条鱼的故

事，后半部分是大海出于好奇卷走鸟蛋，公底底跋鸟非常坚强，它召集众鸟一起

呼吁金翅鸟王的庇护，金翅鸟禀告大神毗湿奴。“毗湿奴用火器烤干大海，迫使

大海交出鸟蛋。”① 底底跋鸟不是自己去舀干海水，而是祈祷金翅鸟王的帮助，

靠大神毗湿奴的威力直接获得胜利。与《五卷书》相比较，《故事海》此处没有

《五卷书》中的那三个连环穿插的故事，可以说《故事海》此处是 《五卷书》相

应故事的缩略版，但不能说 《五卷书》是对 《故事海》此处的扩展，因为 《五

卷书》的年代要早于《故事海》。
与一般的抒海神话不同的是，在 《五卷书》和 《故事海》中，毗湿奴不是

用器具将海水舀干，而是要用火器烤干大海。《五卷书》由于穿插了三个故事，

其主旨也就显得比较多元，而 《故事海》中的含义则是 “在面对灾难，不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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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月天《故事海选》，黄宝生、郭良鋆、蒋忠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92 － 293 页。



去勇气，要运用智慧。”可见，《故事海》此处强调的是勇气与智慧的并存。
佛经中对外道 ( 尤其是婆罗门仙人) 具有竭海威力的说法，恰恰表明了抒

海神话的原色背景，换言之，佛经中的这些抒海神话所包涵的抒海观念 ( 即

“海可以抒尽”) 很有可能是来自以婆罗门教为主体的印度 “外道”文化。从普

通人 ( 长者子) 也能抒海到“能竭烦恼海”，则体现了佛教对印度民间叙事乃至

婆罗门教的故事及观念的 “佛教化”，这一 “佛教化” ( 或者与之类似) 的过程

则是印度文学 ( 特别是相似母题的故事文学) 呈现多元色彩的主要动因之一。

三、“能竭大海江河”: 抒海法术与印度密教的关联

印度密教文献中的抒海神话故事虽然情节简略，但意涵完整。《不空罥索神

变真言经》卷十二 《广博摩尼香王品第十六》描述了一种香药的神奇功效，

如下:

复于往昔佛未出时，见有国王号名半拏罗婆枲抳，亦以此香涂身熏服，

假香神力，共骄罗皤王阵敌斗战，亦复得胜。尊者世尊菩提树下初成正觉，

坐金刚座，降诸魔军，亦以此香，涂身熏服，假香神力及慈悲力，摧诸魔

军，一时散坏。昔有商主号名成就诸事居士，游于海中。采得宝珠，不被却

失，亦以此香涂身熏服，假香神力誓弘愿言，竭大海水。住立海岸，舀大海

水，不踰一日，海水欲尽。令诸龙王忙怖持珠，却还商主。商主得珠，即进

还家。( T20 /285b)

该商主名叫“成就诸事”，在海中采得宝珠后，不幸失去，就舀大海水，索回宝

珠。该商主能在一日之间，让海水欲尽，依靠的是此广博摩尼香的神力。《不空

罥索神变真言经》此处彰显的不是商主的精进之力，而是摩尼香的神力。因此，

该商主的事迹虽与前述佛经中抒海神话大同小异，但其主旨却有明显的差异。
密教文献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不少的经文中涉及了抒海与竭海的法术。这些法

术既包含了真言咒语，也有具体的仪轨。可以略作如下的归纳:

1. 佛与菩萨所说的真言咒语
不空译《金刚恐怖集会方广轨仪观自在菩萨三世最胜心明王经》 〈序品第

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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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观自在菩萨说是明王已，白佛言: 世尊，此心真言能息诸疾患，能成

就一切义利，……能竭大海江河，能成办天诸饮食，能示现诸天宫殿恣其受

用，能震动须弥山王，能招召一切树木，但心欲作，随意皆成。( T20 /9c －10a)

又，《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 晋代译失三藏名，今附东晋录) 卷一

指出，名为“稣卢都呵” ( 晋言梵音决定) 的陀罗尼神咒能: “移山断流干竭大

海。摧碎诸山犹如微尘。” ( T21 /536b) 又，大唐总持寺沙门智通译 《千眼千臂

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下云:

此咒能摧破诸山，干竭大海。此咒能摧阿修罗军，护诸国土。此咒能摧

伏一切诸恶鬼神、一切诸宿、一切恶毒、一切诸病、一切恶人。此咒能摧破

三十三天，皆令降伏。( T20 /87c) ①

又，唐代善无畏译《阿吒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仪轨》卷上指出，“八

部都咒”有多种用途:

取一斗井华水，分作四器，安四方。水上安刀弓箭竟，即穿三尺，当见

其物。如见人者，其人咒力能崩山竭海。( T21 /191b)

2. 大海枯竭和入海龙宫取如意宝珠的法术
大广智不空译《佛说金毗罗童子威德经》云:

复次，若欲入海龙宫取龙左耳如意宝珠者，先诵前咒一万遍。取菖蒲根

三两，安息香和捣，向释迦像前，白密 ( 蜜) 和之作丸，丸如豆许大。以

咒咒一百八遍，广 ( 当) 系前坛，将药坛中烧之。令彼龙宫振烈崩摧，大

海枯竭。彼诸龙王及阿修罗王宫等，悉碎如微尘，其龙惶怕，莫知所以。行

人若遣苏息，知其所须者，取白密 ( 蜜)、甘松香，和彼药烧。某龙觉悟，

及知是人须此宝珠，两手捧献行人。欲令彼龙宫及阿修罗宫复旧者，勿烧彼

药，宫即如旧也。( T21 /3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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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又，大唐总持寺沙门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二云: “此咒能摧碎诸山，干竭大海。此

咒能摧伏阿修罗军，护诸国土。此咒能摧伏一切诸恶鬼神、一切诸病、一切恶毒。” ( T20 /94b)



用“大胜金毗罗童子降天魔术妙神咒陀罗尼”加上菖蒲根、安息香、白蜜等药

配制的药丸，能让大海枯竭; 而加上甘松香等药配制的药丸，还可以让龙王主动

奉献如意宝珠，这也是将竭海与求宝二者结合在一起。
3. 结印与诵真言
《阿吒婆呴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列出了一种心印: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今我有心印名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神印，然除众

生疾病若 ( 苦) 厄、移山、住流、灭火、竭海印。在林闲草木花叶滋茂，

崩山迷荒恶鬼。若持印入疾病处，一切众病悉皆消灭无余。佛不妄言，我今

为汝说神印。( T21 /184b)

这种神印名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神印”，又可称作 “竭海印”，可见其有竭

海的威力。不空译《圣迦柅忿怒金刚童子菩萨成就仪轨经》 ( 出 《苏悉地经》大

明王教中第六品) 卷上指出，“无比大德圣迦抳忿怒金刚童子仪轨之法”和金刚

童子真言，亦有多种用法。 “又法，若于大海岸边，结印诵此真言，拟大海水，

其水即减二十五肘。随其减处，地则干燥。” ( T21 /103a) ① 既然 “拟山则山摧，

拟海则海竭”，那么“拟大海水”也就是抒海的形式之一。
北天竺三藏阿质达霰译 《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卷中则有一种印法。“以

莽度迦薪 ( 唐云甘草) 充火坛，先以莽度迦木刻其印，一内木印于酥蜜中烧之

至止。后以印印山山碎，印海海竭。” ( T21 /150b) “莽度迦”是梵语 madhuka 的

音译，madhuka 的意译为甘草②。甘草木刻成的印，能碎山竭海，威力不凡。
4. 吽字
吽 ( hū爞) 字是佛经咒藏中的种子字之一，具有神秘的大威力。《大威力乌

枢瑟摩明王经》卷上云: “若绝食于恒河侧，诵三十万，阿修罗门开。若称吽

字，降山山碎，禁诸江海，能令枯竭。” ( T21 /145a) 又该经卷下指出，若于山

顶布大威力明王画像，“诵十万遍，后有业轮，称吽字止矣。关锁开解，摧山竭

海。” ( T21 /155b) 吽字同样具有能够竭海的威力。实际上，从吠陀时代起，印

度人就强调这种语言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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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又，不空译《圣迦柅忿怒金刚童子菩萨成就仪轨经》云: “又法，若于大海岸边，结印诵真言，拟大海水，其

水即减二十五肘，随其减处，地即干燥。” ( T21 /119b)

不过，与 madhuka 的读音非常接近的梵语词 madhūka，指一种植物，也可能音译为“莽度迦”。



5. 药术
《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卷下也收录了多种密教的药术。比如，“若安悉

香末和黑狗舌为丸，三金鍱裹，勃罗得迦木 ( 染木是) 合子盛之。黑月八日或

十四日，金刚像前加持一千八遍。药有佉吒、佉吒声，口含藏，形寿千岁。若于

山顶诵十万遍，复有一切枷锁及业轮，但称吽或颇吒，皆开止之，亦摧山、裂

地、竭海。” ( T21 /157b) 这是药术与种子字吽、颇吒 ( pha ) 的结合。
6. 符书
此外，受密教影响的伪经 《龙树五明论》中夹杂了多种符咒，其中有一

种 “利民符”。“以符书背上，旧病得差。与产妇带之，邪见走避，产妇鬼神

不能贻误。书符置台园坜上，疫气不起。书符置山神所，风雨顺时。以符头

上，避兵。书符置心前，来财。书符着足下，能行。此符能竭海水，能崩山

岳。仙人得之，能□天地。” ( T21 /597a ) 该符不仅有治病除疫的功效，还能

竭海崩山。
上述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密教经文中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摧山竭

海。换言之，密教认为经咒、仪轨等法术的力量足够能够随意地改变自然，这是

宗教的一种迷狂意识的表现，往往反衬的是人类面对自然时的虚弱与无奈。

余论: 印度抒海神话在中土的传播

在印度佛经中，所谓抒海与求宝的故事的连接，并不表现在主动去大海或龙

宫求取宝藏这一环节，而是被动 ( 或被迫) 从海神 ( 或龙王) 那里索回自己已

经所拥有的宝珠，所以，此处的 “求宝”不是一般而言的 “采宝”，不是索取，

而是索回。换言之，抒海与求宝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连接在一起的，二者宜分开

叙述为好。“求宝” ( 或“采宝”) 多体现的是商业意识的勃兴，而抒海体现的多

是斗争精神，强调的是人与力量不对称的自然威力之间的争斗，是人类不放弃

的、坚强的、不息的勇猛精进的意志力，是对自然征服欲望的体现。
佛教抒海神话与婆罗门教的 “搅乳海”神话不无关系。“搅乳海”神话强调

的是追求长生的愿望，以及神魔之间为了争夺甘露爆发的战争。“搅乳海”与抒

海二者虽然具有不同的意涵，但是均象征了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生殖活动中的创造

能力，表达了古代印度人心目中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两种印度神话

除了文字文本之外，分别有图像的表现形式。“搅乳海”的图像见于 《摩诃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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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及其波斯语译本《大战书》) ① 和《薄伽梵往世书》的插图本②，以及南印

度案达罗地区的 Kakatiya 石雕等多处。而抒海神话的图像，笔者目前仅找到现存

巴黎的一幅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细密画，即投山仙人作为抒海者 ( 喝干海水者)

的绘画。该图中，投山仙人坐在鹿皮上，正将大海之水吸入腹中。该画体现了印

度门迪 ( Mandi) 地区的早期绘画风格③。
“搅乳海”与抒海两种神话在我国有所流传。“搅乳海”神话流传于我国藏

族和蒙古族地区。④ 藏族的医学名著《四部医典》中有 “毒药”之章，《四部医

典唐卡》中就描绘了毒药从乳海搅出的神话图像⑤。而在汉译佛经与敦煌变文

中，仅有“钻乳海得甘露”和 “搅长河为酥酪”之类的语句或极为简要的介绍

之外，并无该故事的详细描述。⑥ 据考证，在屈原的 《天问》中有类似印度诸天

“搅乳海”的神话内容。⑦

抒海神话在我国的传播显然要超过 “搅乳海”神话，其传播的情形可以分

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有学者指出，元杂剧《张羽煮海》 ( 《张生煮海》) 以及中古小说中的

胡人海上求宝的故事，实际上就受到了印度佛教文学中的抒海神话等的影响。特

别是从抒海到煮海的演变，体现了中土文人对印度神话的改造与提升，更突出了

弱者对强者的不屈抗争与强烈反抗的精神⑧。
其二，由众多宣讲故事串织而成的 《贤愚经》中有 “大施抒海品”。以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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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ee Yael Rice， “A Persian Mahabharata: The 1598 － 1599 Razmnama”，in Manoa，vol. 22，Number 1，2010，pp.
125 － 131． Asok Kumar Das，Paintings of the Razmnama: The Book of War，Mapin Publishing，2005． pp. 30 － 31．

See Tadashi Shimizu ed. ，Rolf W. Giebel trans. ，The Bhāgavata － purā爟a Miniature Paintings from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Manuscript，Dated 1648，The Tokyo Bunk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1993．

See Catherine Glynn，“Early Painting in Mandi”，in Artibus Asiae，Vol. 44，No. 1，1983，pp. 21 － 64．
详见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第一编第二篇《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6 － 26 页。
详见王镭、强巴赤列编译注释《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第五十三图“配毒、中毒、毒物及其来历”，西藏人

民出版 社，2004 年 ( 第 3 版) ，第 27、337 － 341 页。Cf. John F. Avedon ＆ Fernand Meyer，etc. ，The Buddha's Art of
Healing: Tibetan Paintings Rediscovered，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Inc. 1998，pp. 120 － 121．

详见陈明《“搅长河为酥酪”释义———敦煌文献中的印度神话札记之一》，收入姜景奎、郭童编《多维视野中的

印度文学文化———刘安武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阳光出版社，2010 年，第 179 － 187 页。
详见苏雪林《〈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搅海故事》，收入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69 － 74 页。
详见廖玉蕙《佛经中入海求宝故事对我国传奇之影响》，《中正岭学术研究集刊》第 12 期，1993 年，第 1 － 26

页;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第 4 章第五节“抒海 ( 煮海) 型故事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1 － 239 页; 王青《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第十一章《海上求宝故事》，昆仑出版社，2011 年，

第318 － 340 页; 陈开勇《宋元俗文学叙事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29 － 134 页。



愚经》文本及其图像 ( 经变画等) 为载体①，该经“大施抒海品”中的故事多有

传写。在于阗地区的寺院的讲经活动中，抒海神话是公开向大众传播的。② 《贤

愚经》中的故事，在我国的民间文学中有所体现，不过，类似大施抒海的神话则

尚未发现有相似的民间故事。③ 即便如此， 《贤愚经》本身的文本 ( 包括译本)

与图像在我国的传播，就包含了大施抒海故事的影响，具体体现为:

A. 敦煌与西域出土的《贤愚经》 ( 《贤愚因缘经》) 残卷不少于 20 个，其中

的《贤愚经》卷第八“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残片至少有两种。一者，俄藏 ДХ
561 《贤愚经》卷第八“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残片。该残片首尾均残，共存 22
行，有乌丝栏线，首行尚残存 “大施抒海”四字，末行有 “世尊注心，亦复如

是。又复”，可见其为该品的开始部分。二者，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贤愚经》残

片 ( 编号 20. 1451) ，共 18 行，前后均残，现存文字，起自 “宁能空藏，何由中

断如是布施”，迄于 “［随时蕃］ 息，可得多财”④，相当于该品中间部分的内容。
B. 敦煌写经中，《贤愚经》文本的写卷数量虽远不如 《大般若经》、《法

华经》和 《金光明经》，但在新疆克孜尔和敦煌等地的石窟中，描绘该经故事

的壁画 ( 贤愚经变) 数量却毫不逊色。敦煌石窟的贤愚经变中，没有描绘大施

抒海这一故事。⑤ 而新疆克孜尔石窟、克孜尔朵哈石窟、鄯善土峪沟石窟、库木

吐喇石窟至少有 10 余幅描绘大施抒海的壁画。⑥ 其图像分布于克孜尔石窟的第

38、14、17、186、91、104、178、206 窟; 克孜尔朵哈石窟的第 14 窟右甬道

外侧壁下部和第 21 窟左甬道外侧壁下部⑦、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2 窟的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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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贤愚经》的版本与卷次问题，颇为复杂。参见興津香織《〈贤愚经〉諸本の調卷と品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

教學研究》第 55 卷第 1 號，平成 18 年 ( 2006) ，第 178 － 181 頁; 三宅徹誠《〈贤愚经〉諸本比較研究———敦煌本と日本

古寫經本を中心に》，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ソティア實行委員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1 世紀 COE 實行

委員會、南華大學合編《佛教文獻文學: 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錄 2007》，東京: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

ソティア實行委員會，2008 年，第 39 － 64 頁。
探究并解明《贤愚经》的原典语言问题，亦可以为追溯“大施抒海”这一神话在西域的流变提供重要的参考

( 详见梅维恒《〈贤愚经〉的原典语言》，朱冠明译，《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八辑，巴蜀书社，2005 年，第 424 － 444 页) 。
详见刘守华《〈贤愚经〉与中国民间故事》，《民族文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30 － 138 页。
三谷真澄《旅顺博物馆所藏〈賢愚經〉漢文寫本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2 卷第 2 號，平成 16 年

( 2004) ，右第 719 － 716 頁 ( 即第 236 － 239 頁) 。
详见顾淑彦《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石窟贤愚经变研究》，《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 4 期，第 128 － 139 页。
详见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新疆佛教艺术》，管平、巫新华译，第 7 卷《库车地区石

窟寺群·现存印度—伊朗风格壁画目录》，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669 － 6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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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丽玲《新疆石窟中的〈贤愚经〉壁画》，收入《〈贤愚经〉研究》，台北

法鼓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2 年，第 521 － 544 页; 赵莉《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贤愚经〉故事研究》，《龟兹学研究》
第一辑，2006 年，第 174 － 212 页。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朵哈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 42、55 页; 以及附录彩色图版二一。



顶部①以及鄯善土峪沟石窟的第 4 窟。这些图像多是菱格形状，所描绘的场景各

有不同。克孜尔第 14 窟主室西劵腹的图像中仅绘了菩萨 ( 大施) 正弯腰用龟板

从海中向外打水的情形②。克孜尔第 38 窟的图像中，“绘水中一人执器淘水，水

中另立一人，双手捧盘，内置宝珠。”③ 淘水者即大施，捧盘还珠者乃海神。又，

“克孜尔第 186 窟 ( 小峡谷) 中心柱台座左侧第 2 幅为大施本生 ( 现藏柏林印度

艺术博物馆，编号 MIKⅢ 8851) ，作菩萨装的大施正以钵淘水，其前后各有一龙

王献宝珠，上方则有二天人以巾向外淘水。”④ 此图像与故事的文字文本略有出

入，因为在前述的印度抒海神话中，基本上是只有一位前来帮助抒海的天人 ( 或

天神) ，没有哪一个版本中出现了两位。可见，此图像中多出来的一位天人很可

能是当地的画工所添加的。在研究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具体进程时，这种对

异域文化成分的“加上”行为，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敦煌和新疆的这些石窟开凿的年代有些是在 4 到 7 世纪，说明大施抒海的壁

画可能也有相当早的，甚至可能是在五世纪的中前期———即 《贤愚经》文本在

高昌的集成与编译定型时期 ( 约 435 年前，一说 445 年) 前后，因为 《贤愚经》
的故事多是口头流传的，画工完全可以依据其口传的故事而绘制图像。⑤

C. 《贤愚经》的译本传播。八、九世纪之间敦煌吐蕃译经大师管·法成

( Chos grub) 是《贤愚经》的藏译者⑥，他约在 824 年前，翻译了该经的 51 品

( 或 52 品) ，包括了《大施抒海品》⑦，另有 18 品未译。法成的藏译本《贤愚经》
( mDzas blun) 简洁晓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翻译手法非常成熟老到。法成

在翻译《大施抒海品》的开头部分时，就有意地略译了关于大施出生与成长时

的常见程式描写。⑧ 敦煌文书中，至少有 《贤愚经》藏译本的三个抄本，编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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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此幅图像破损严重，参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附录彩色图版一三，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第 283 页。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 ( 第一卷) ，附录彩色图版 19、

20、25，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297 － 304 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图 129，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245 页。
荣新江《萨保与萨薄: 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收入《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荣新江等主编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 《法国汉学》第十辑)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9 －71 页。此见第 55 页。
详见刘永增《〈贤愚经〉的集成年代与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的开凿》，《敦煌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70 －74 页。
详见王尧《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 4 卷第 4 期，1992 年，第 97 － 107 页。也有学

者认为在管·法成 ( 桂·法成) 之前，《贤愚经》就可能已有译本传入吐蕃，管·法成不过是该经藏译本的新译定型者

( 参见陆离《吐蕃三法考———兼论〈贤愚经〉传入吐蕃的时间》，《西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34 － 41 页) 。
藏文本《贤愚因缘经》中的“大施舀干海水”故事，参见《藏文佛经故事选译》，周季文、谢后芳译，中国藏

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2 － 88 页。
详见其美多吉《试评法成〈贤愚因缘经〉藏文译文》，《西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109 － 113 页。



别为 S. T. 217、S. T. 218、S. T. 943。这说明大施抒海故事在唐五代时期敦煌的

藏汉族民众中有所流传。
D. 源自“大施抒海”的藏文戏曲 《敬吧钦布》。印度佛教是古代藏族戏剧

题材的主要来源之一，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贤愚因缘经》译成藏文后，不

仅有文字文本的传播，而且其中的三个故事还被藏族同胞搬上了舞台，可见其受

欢迎的程度与被接受的深度。② 藏戏《絮贝旺秋》改编自《贤愚因缘经》的 “羼

提波梨品”、拉萨木鹿寺演出的《德巴丹保》 ( 《岱巴登巴》、《底得格德》) 脱胎

于“善事太子入海品”，而《敬吧钦布》则源出“大施抒海品”③。
其三，《玄怪录》对抒海神话的部分吸收与模仿。牛僧儒编纂的传奇小说

《玄怪录》卷三的“叶天师”条，讲述了唐代开元年间道士叶静能拯救被婆罗门

抒海的白龙的故事。那位修行了三十年的婆罗门披发伏剑， “持咒于海上连喝，

海水寻减半矣。”婆罗门的咒语使 “海水十涸七八矣”，再到 “海水才一二尺”，

白龙现于沙中。④ 这一场景与印度抒海神话中的抒海场景几乎是相同的。《玄怪

录》要描写婆罗门三十年精勤的大威力，是为了在对比中突出道士叶静能的更大

法力，他轻易就能使海水复原，解救白龙脱离困厄。《玄怪录》中的这一抒海场

景，既没有印度佛教抒海神话中的 “入海采宝”部分，其主旨也不是要凸显婆

罗门的“精勤”和“布施”，而是赞颂道教徒的法力无边，反映了唐代佛道相争

的社会现实。敦煌 S. 6836 《叶浄能诗》中辑录了多则故事，虽然出现了叶浄能

“喝太阳、海水，时向逆流”的场景⑤，不过没有类似的抒海情节。可以说，“叶

天师”故事中出现的婆罗门人物及其抒海的行为，无疑是印度佛教抒海神话对中

土文化浸润的结果，“叶天师”故事并没有完全照搬或者模仿 “大施抒海”之类

的神话，而是摘取源头故事中的部分情节，置于一个宣扬道士法力的新故事之

中，从而完成了该神话的移植与模仿。这也是中土道教文学模仿或转化印度佛教

文化元素的惯用手法之一。
其四，吸收或化用印度佛教抒海神话中的关键语句。除佛教文献之外，中土

文学作品中完整地袭用抒海神话之类的印度佛教作品是较为少见的，在多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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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康保成《藏戏传统剧目的佛教渊源新证》，《中山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54 －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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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 4 卷第 4 期，1992 年，第 97 － 107 页。
牛僧儒《玄怪录》，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8 － 99 页。王晶波认为此故事中的“喝”不是指“喝

水”，而是“喝令”的意思 ( 出下引文) ，笔者的观点与之不同。
王晶波《〈叶浄能诗〉“喝太阳海水时向逆流”语义辨正》，《敦煌学辑刊》2009 年第 3 期，第 84 － 91 页。



况下，中土文人 ( 或者佛教信徒) 会将能够涵盖、归纳或代表某一印度故事的

关键语句，渗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敦煌本 P. 2999 《太子成道经》的一首偈颂

中，就使用了诗句“无明海水从此竭，烦恼丛林任意摧”①，来形容修道者的能

力。而“无明海水从此竭”与前文的 “能竭烦恼海”是一样的含义。敦煌本

P. 2153 《观世音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章句咒并别行法》中，亦有能竭海的印法，

即“世尊，若有众生求诸妙好果者，克印，印海便枯竭。神送果持印印日月，日

月悉皆崩落，江河以得枯竭”②。
此外，禅宗语录中的 “拟海”话头，多用 “拟山则山摧，拟海则海竭”之

类的句子，用来夸张佛法或金刚的威力无比。不过，也有反用此 “拟海”题旨

的。明末临济宗僧铁壁慧机 ( 1603 － 1668 ) 的 《庆忠铁壁机禅师语录》卷十九

中，收录了文可茹的《南城山记》，对铁壁禅师的传法事业进行了赞美，其中有

“窃笑禅门魔竖，谬轻诋之，何异操杓吸海水，妄拟海之不足大耶?”之句③。此

句乃是反其原意，用来比拟对方的不自量力。
概言之，为了宣传佛教及其义理，佛教徒通过对印度民间故事情节或元素的

采纳，又或在民间故事的框架与母题中，灌注佛教的理论因素，使之完成印度

“外道”故事的佛教化，成为弘教的不二法门。在印度本土完成佛教化之后，抒

海神话故事既口头传播于西域的于阗等地，后被辑入故事集 《贤愚经》中; 又

以其它佛教媒介 ( 主要是汉译佛经的多种文本) 进入中土; 同时，它还以图像

的形式，出现在丝绸之路 ( 新疆段) 的几个石窟之中。抒海神话熏染了汉、藏

族等多个民族，并被藏族先贤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加以演化，使之成为藏族人民喜

闻乐见的“本民族”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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