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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左肩圍著
印度的人種來源，目前
「印度者，唐言月，月有
一塊布，頭四週 學界還找不到答案。早期西
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
有個圓圈，高鼻 方學者根據器物特徵推測，
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
深目、曲鬈肉髻， 印 度 文 明 源 於 美 索 不 達 米
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苟
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 毀滅，當一個週期結束時，整 乎 可 稱 為 印 度 人 的 百 科 全 兩眼間上方有一點天目。從 亞，也有學者認為是阿利安
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 個宇宙、眾神、動物和物質都 書，透過敘事的史詩，印度文 法像的輪廓上來看，似乎與 文明。
曾在印度北方的白種希臘人
釋迦牟尼佛如同印度的
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 將被大洪水吞噬，經過一段 化就這麼顯露出來。
聖人，降臨三界輪迴之苦海，
（《大唐西域記》第二序）
根據《羅摩衍那》的說 文明有著密切的相關。
時間的混沌狀態，又將有一
放棄王子的尊位，捨棄父子
如果說古中國是龍的傳 層梵天被創造出來，一次又 法，宇宙是大宇宙包著小宇
妻兒之情，一心修煉。正如
人，那麼古印度似乎是佛的 一次地這樣進行著。
宙，層層包裹。這個結構和今
《大唐西域記》所述，他導凡
傳人。縱貫五千年的歷史長
根據印度人創世紀的傳 天科學家認為宇宙從分子、
御物如月照臨。不過，當時印
河，我們也許從中可以窺見 說，印度人似乎是活在宇宙 質子、原子乃至以下的微觀
度受種姓制度的影響，婆羅
佛造的人間之國。
長河裏，因此他們不重視歷 粒子層層組成，有極大的相
門掌握了印度的信仰。佛傳
史。他們沒有記年的歷 似性。
法時，就受到其它宗教勢力
史概念，說起事來都是
的干擾，不過仰仗正法的力
「從前有個國王」。從現
佛教藝術
量，印度成為一個虔誠信仰
存翻譯自印度的佛經
印度人的藝術反映出佛
佛法的國度。
來看，
他們的敘事起頭 傳文化的影子。如同基督教
釋迦牟尼佛涅盤後，佛
常以：「如是我聞，一 講，上帝依照他的形像造了
教開始衰微，後來的印度人
時佛在」，中間參以讚 人，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佛
幾乎都信仰印度教和耆那教
頌佛恩之詩，往復多次 也是把人造成了祂的形像，
了，也出現了多重的自然信
重複著同樣的場景，
把 並給人開創了文化呢？
當時的原貌鋪陳出來，
隨著佛教來到東土，孔 仰，佛教退出了印度的舞臺，
以上或許是屬於神學範
我們可以感到場面之 疇的問題，不過印度流傳下 雀王朝之後那些充滿希臘風 沿著南北兩條路線，傳到中
莊嚴，與人們虔敬的 來的藝術品中，充滿了佛的 格的佛教藝術，如「犍陀羅」
、 國東土這個地方。
唐朝時玄奘法師走了十
心，不過對於習慣於條 莊嚴形像。
「白象入胎」
、
「太 「笈多」風格的佛教藝術也流
九年，
才取經回來，之後還得
列井然，喜歡探索、查 子占相」
傳過來，影響了中國六朝以
、
「佛陀出離」
、
「佛受
再翻譯成漢文。古人求法向
考，甚至分析的現代人 法衣」、
「降魔成道」
、
「初轉法 後的佛教藝術。
道之艱辛實在令人感動。
來說，
是很難完全接受 輪」
、
「涅盤」等等釋迦牟尼佛
印度人那樣獨特的信 修煉、成道、傳
印度宗教文明
◎文/簡百志
仰思維。
法等故事，後
有趣的是，印度 人 以 石 雕 紀
人似乎不重視人間的 錄，不僅是一
起伏興衰，他們關心的是神
份讚頌，更是
神話－歷史－宇宙觀
佛的世界。釋迦牟尼佛曾說，
崇敬佛的慈悲
由於佛傳文化的影響，
佛如恒河沙數，
不可計量。
他
與威德的表
印度人深信輪迴，生命按照
芸芸眾生， 怒，象征混亂；亡國之音皆悲哀而
們的傳說歷史，談的不是帝
現。
因果業力來到人間，如月臨
最典型的 大千世界，因為風土、地域、文化差 懮慮，象征人民困苦。
大地，日復一日，印度因此得 王將相、才子佳人、市井小
音樂可以醫治人的身心，使人
民，而是神佛的故事。
是貴霜王朝時 異，人們會因為語言的不通而聽不
名。不僅如此，印度人認為，
經過心氣的調節，情致的順暢變為
懂對方在說什麼，但卻能夠從對方
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 的一尊佛陀的
世界的一切都是掌握在神手
衍那》及《摩訶婆羅多》
，幾 石雕像，雙盤 的歌聲中，奏出的曲子裏懂得其想 健康者；反之，也可使人因感官受
中，按著一定的規律被創造、
表述的情感及喜怒哀樂，這就是音 刺激而變得激動、粗暴。古人說哀而
不傷，是說任何情緒都不能過頭。
樂的神奇。
辦法。
「禪師，您就說自己
大多數人都會記得阿炳的“二 “傷”即傷氣、傷心、傷神，就會產
年紀大了，身體虛弱有病，
泉映月”
，他的悲哀與懮傷，對世俗 生危害。樂而不淫，也是說不能過
不堪千里跋涉的疲累。那
人情的感慨和對自然美景的描述， 頭﹐過頭了，就不正了。音樂也用於
麼我以此為理由，回朝稟
在他樂曲中的第一句，用徐徐地嘆 治療精神懮郁症及各種痛症，消化
人常常為自身的利益，不惜說假 告皇上，您就能免除殺身之禍。」道楷
一口氣的形式，十分自然的流露出 系統疾病等，還有用於催眠治療及
「我身體很好，也沒有
話，欺騙別人，有時候甚至用盡心機， 禪師正色地說，
追憶前世今生的輪回轉世的案例。
來……
佔盡別人的便宜。謊言假話在佛教稱 生病，我怎麼可以說假話來欺騙皇上
中國古代的音樂都是以德音雅
中國音樂的五聲來自於五度象
為「妄語」，就是不吻合真實情況、損 呢？我寧可接受皇上的處分，也不願
生，古人認為五音是正音，因為它與 樂為尚，尤其是孔子的時代，提倡定
」使臣無奈，只好把禪師
人利己的言語。唐朝的道楷禪師，寧 以妄語騙人。
金、木、水、火、土相對應。人有五 禮樂。古人聽到好的音樂，可以三月
押解至京城。皇上從使臣那裏聽到道
可丟掉性命，也不肯說假話騙人。
官、五臟、五指，這與五音組成的五 不知肉味；壞的音樂，就定為淫樂
道楷禪師人品俊逸，德行超俗， 楷禪師寧可受罰，不願說謊的事，感
聲音階，是非常和諧的。當用這五音 或俗樂。古時的音樂講究高雅，天人
由於他的道德修養，不僅吸引大江南 佩他勇敢正直的品德，當面釋放他，
來演奏樂曲，連續彈奏時，如潺潺流 合一，與自然合一。音樂的形式也以
北的僧信，向他請益佛法，也傳播到 並派車馬送禪師回寺中，也頒賜紫袈
水聲，這是一種來源於自然的聲音。 簡單安靜、圓融和諧、清靜淡泊為上
京城皇帝的耳中。皇帝仰慕禪師的道 裟和若干供養。
而這音符又都與人的臟腑有著對應 品。 在西方，大部份著名的音樂家
當利益當頭，攸關性命之際，有
行，想要召請他入宮。使臣三番兩次
的聯係，因為每個人自身的身體結 是以宗教為音樂素材，用音樂來表
帶著詔書，請禪師進京，接受御賜的 幾人能剛正不阿，堅持良知，不說假
構不同，心肝五臟的氣質上的差異， 達人能感受到的神的偉大，故此類
紫袈裟和優厚的供養。道楷禪師都不 話？當今社會中，聰明才智者如過江
有些人喜愛這種或那種音樂，都是 音樂中有高尚、典雅、莊嚴、神聖的
之鯽，但是不說假話的君子如鳳毛麟
肯應詔，婉拒皇帝的賞賜。
感覺，仿佛使人置身在天國之中。
與自身有一定的對應、相關的。
由於皇帝連下三次詔書，道楷禪 角。道楷禪師寧受殺頭之難，也不願
音樂可以把人帶入各種境界、
所以，古人根據自己對天地、陰
師皆不動，皇帝深感尊嚴受損，勃然 人格玷染。
陽的理解，制定了音樂的度數，順適 時間和空間中。它用一種非常特殊
光風霽月的聖賢，我們總以為是
大怒，下令將他押解上朝。使臣拿著
五行的先後次序，使得陽氣不流散， 的方式，根據人的思維的記憶將人
皇帝的聖旨，一再遊說禪師要接受皇 老舊課本的教材，但誰不希望所交
陰氣不閉塞，剛氣不暴露，柔氣不恐 領進一個即陌生又熟悉的世界中。
帝誠意的邀請。道楷禪師淡漠地說： 者，皆是肝膽相照的知己？不說假
懼。通過音樂來表達一個國家治國 一個健 康的身體來自於內心 的平
「為僧只應山中住，朝廷當中不適 話，贏得別人敬重，如同美玉般的君
之象，安祥而快樂，象征君臣和順， 衡，對世間真與善的理解和追求也
宜。
」使臣看著態度堅決的禪師，內心 子，實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師益
政治清 明；亂世之音皆怨恨 而憤 包括在其中。
欽佩他超俗的風骨，就替他想了一個 友。
◎文/安迪
◎文/玉琳

佛造人間國－印度

音樂與健康隨想

道楷禪師不妄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