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 Analysis on the Performing Art of Dunhuang 
P.3618"A Book of Autumn Singing"  

Jin Zip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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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3618 " A Book Of Autumn Singing " is the performance manuscript of the buddhist monks to 
raise clothes from the public after the summer settlement, P.2704 and S.5572 manuscripts also record this 
performance. These manuscript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style but similar in content and rhetoric,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Autumn Singing" performances, and the nature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determines the 
consistency of empathy art of "Autumn Singing" performances. The "Autumn Singing" performances is 
perform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ecular preaching activities and is very flexible in performance venue and 
form,and the monks will adopting different forms depending on the target audienc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ersuasion, the monks do not focus on promoting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giving 
and benevolence," but rather on touching the people's empathy by playing up the sadness of autumn and the 
thought of the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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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3618《秋吟一本》是佛教僧徒“夏安居”结束后向民众募化寒衣活动的表演底本，载录此一

表演活动的还有 P.2704 和 S.5572 写卷。这些风格不同但内容相类、文辞接近的写卷反应了“秋吟”

表演的多元化，而募化活动的性质又决定了“秋吟”表演在共情艺术上的一致性。“秋吟”表演依附俗

讲活动展开，在表演场地和表演形式上十分灵活自由，僧众会依据劝募对象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演出形

式。同时，为了实现劝施的目的，僧众在表演中并不着力于宣扬“布施德福”的佛教观念，而是侧重

于渲染悲秋之情和故国之思来触动民众的共情。 

关键词：秋吟一本 募化活动 表演形态 共情艺术 

1.前言 

《秋吟一本》是收录在敦煌写卷 P.3618 上的讲唱

文辞，内容是佛教徒向当地民众劝募寒衣活动的表演底

本。全篇采用骈韵结合的形式写成，大量使用传统文学

典故，骈文部分雅致，韵文部分晓畅，具有较高的文学

价值。从内容来看，P.3618《秋吟一本》在敦煌佛教文

学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由僧徒创作但不涉佛典，采用

风雅之形式但求俚俗之事务，是一个介乎佛教/世俗、

创作/应用、雅/俗之间的作品。 

由于《秋吟一本》的文本性质，当前学界对其重视

程度不高，如周绍良先生便曾批评《秋吟一本》颇具寒

乞相，而缺乏艺术性。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探讨

其写卷形态及文体属性，针对文本本身展开的研究十分

薄弱。但是从“文献即现场”的观点来看，作为表演底

稿的 P.3618《秋吟一本》是研究佛教募化活动的第一手

资料，僧徒如何在佛教义理的大背景下谋求个人现实利

益？通过何种表演形式来说服民众实现劝施的目的？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以

P.3618《秋吟一本》为中心展开研究，从文本入手分析

其劝施活动的表演形态及共情艺术，从而进一步了解佛

教募化活动的基本形态。 

2.“秋吟”表演艺术 

P.3618《秋吟一本》的题目原有，“一本” 与“秋

吟”之间是明显的数量值修饰关系，因此“秋吟”才是

写卷的真正题目，而“一本”则暗示着另有他种“秋吟”

作品的存在。如今题为《秋吟一本（二）》的 P.2704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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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和 S.5572 写卷（二者是同文异抄），叙写内容与

P.3618 大致相同，皆是募化寒衣的文辞，但是二者形式

上却存在明显不同，P.2704 要更为通俗和简化。此外，

敦煌写卷中还有 P.4980《巡门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

也是募化活动中使用的，此卷与 P.2704 在句式、章法

上极为相似，且原卷多涂改痕迹，明显是沿袭他作而成。

从 P.3168 的成熟完整，P.2704 和 S.5572 的同文异抄以

及 P.4908 的模仿现象可以看出，《秋吟》是一个使用较

广的开放文本。虽然，这些写卷面目各异，但都是佛教

募化表演的底本，尤其是 P.3618 和 P.2704（S.5572），

两者在内容、形式和文词上都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基本

可以判定二者的表演场合也基本相同。 

僧徒募化寒衣的活动与佛教戒律密切相关。佛教的

律藏中明确规定有“安居月”和“迦提月”等戒律行事。

《四分律》卷三十七中记载了夏安居的戒律的由来，由

于夏季草木丰茂、虫蚁遍地，出于“护生护命”的目的，

僧徒须在佛寺闭门修行三月。夏安居结束之后，便进入

了“迦提月”，僧徒们由于坐夏有功，于此月中僧徒们

可以走出佛寺向大众求乞“迦提”，募化寒衣。《秋吟》

就是“迦提月”中僧徒们劝募表演的底本。由于表演的

灵活性，自然就衍生出了多种版本的“秋吟”作品。这

些劝募行为遵循同一戒律展开，在特定的时间内举行，

依据同类唱词讲唱，本质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演

活动，具备了基本成熟的表演形态和表演艺术，而写卷

版本、内容的多样化又反映了“秋吟”表演的多元性。  

2.1.“秋吟”的表演形态 

1.依附俗讲活动开展。“秋吟”表演的本质上是募

化活动，在佛教看来，募化既是僧徒的修行功课，又是

赞扬佛法、教化众生的事务，而为了触发民众的善心，

“在募化开始时，僧侣都会先说法。”
1
换言之，募化活

动常常伴随着俗讲展开。从《秋吟一本》“此乃经文罢

□，偈赞休吟。谨客芭词，略申赞叹”，“□□□□谈唱

后，维那再举白莲花。偈子”
2
可知，在表演《秋吟一

本》之前有讲经活动，稍后会有维那吟唱偈子，由此推

断“秋吟”的表演极有可能不是单独活动，而是依附于

俗讲展开。此外，从现存三种“秋吟”相关写卷的同卷

抄写情况来看，“秋吟”的表演确实与俗讲的关系非常

密切。P.3618《秋吟一本》卷前抄写的《梵音佛赞》以

及 P.2704《秋吟一本（二）》同卷的《梵本多心经》、《赞

行经》三篇佛赞同见于 P.2322，与 P.2704《秋吟一本

（二）》存在同文异抄现象的 S.5572 残卷上同样抄录了

各式佛赞，这种同卷情况当非偶然，《秋吟》极有可能

同这些佛赞一样都是运用于俗讲仪式的，而“秋吟”的

表演也应当是在俗讲中展开。 

2.表演场地自由。“秋吟”是依附于俗讲开展的募

化活动，活动场地自然以俗讲为转移。俗讲活动表演的

场地非常自由，由于其表演程序的简易，“在寺院的屋

檐下，在集市的十字街头，以至在官僚地主的庭院里，

铺个摊子，挂上绘卷，就可以讲”
3
。从文本的情况来看

现存的两种“秋吟”表演是在不同的场地中开展的。由

P.3618《秋吟一本》“□宝偈于朱门，讽金言于碧砌”
4
，

可知其是僧徒巡门募化时在“某官”府中进行的表演，

而 P.2704《秋吟一本（二）》则是“讽宝偈于长街，□

□怀于碧砌”
5
，是在街头开展的活动。由于表演地点不

同，目标性的劝募对象也不尽相同，针对这种情形，慧

皎《高僧传》卷十三说道“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

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

见……凡此变态，与事而兴。”《秋吟一本》就属于“兼

引俗典，绮综成辞”一类，而《秋吟一本（二）》就明

显是为了“悠悠凡庶”所准备，出于贴近听众的需要，

两种写卷也因此呈现出了一雅一俗的分别。“寒装顿乏

惊朝露，絺綋疏单怯夜霜，□□箧笥呈猥韵，远趍门仞

话愁肠。”
6
（《秋吟一本》）“远辞萧寺来相谒，总把衷肠

轩砌说，一回吟了一伤心，一遍言时一气咽。话苦辛，

申恳切，数个师僧门砌列，只为全无一事衣，如何御被

三冬雪。”
7
（《秋吟一本（二）》）虽然是对同一内容的吟

唱，但是两者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由此可知，“秋

吟”表演并无固定风貌，而是会根据表演场地、劝募对

象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3.表演方式灵活，既可说唱结合，又可单独吟唱。

从文本形态上来看，两种《秋吟》存在明显不同。《秋

吟一本》是骈韵相间的形式，由九段骈体文夹杂九段韵

文组成；《秋吟一本（二）》的篇头有四行散体，主体部

分由三十首短偈连缀而成。作为表演艺术的底本，文本

特征即是伎艺特征的表现
8
，两种《秋吟》文本特征的

差异性也意味着两者表演形式的不同。《秋吟一本》的

文本特征极其类似《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所以其表演方式也当是与讲经类似的说唱方式。《秋吟

一本》在第一首韵文的末句唱道“暂厅缁侣演金文”，

紧接着骈体文即云“□□也，金言大启，玉偈宏该”
9
，

可见“演金文”三字是有提示作用的，负责演“金文”

的表演者与负责吟唱韵文的定非一人，表演时，由负责

表白的僧人诵出骈体部分，负责吟唱的僧人唱出韵文，

韵文一般是对骈体文的反复，类似于讲经文中唱词对于

经文讲解的复吟。《秋吟一本（二）》基本上全部由韵文

组成，在简单的叙说之后便进入了吟唱的表演，唱是其

主要的表演方式。 

无论是 P.3618《秋吟一本》还是 P.2704《秋吟一

本（二）》的韵文部分都标记有“吟”、“断”、“侧吟”、

“平吟”此类呗赞音乐的符号
10
，不同的标记意味着演

唱时所依音调的变化。《秋吟一本》的“吟”由六首六

言诗，三首七言诗组成，全押仄韵，“断”皆为七言，

全押平韵；《秋吟一本（二）》的情况较为复杂，一至十

六首“平吟”，除第一首外，全部采用的是三三七七七

体，如“被蝉声，耳边聒，讲席绊萦身又阙，大业鸿名

都未成，裸体衣单难可说。座更阑，灯残灭，讨义寻文

愁万结，抱膝炉前火一星，如何御被三冬雪。”
11
即孙楷

第先生所说的三言两句后，继之以七言三句；十七至二

十首“侧吟”除第十九首外全是整齐的七言体，二十一

至二十八首“平吟”同样除第二十一首外也全部采用了

三三七七七体，最末的二十九和三十首是七言体，押韵

宽泛，平仄不拘。一至十六首是联章体，前十首偶数诸

首皆以“XX 御被三冬雪”结束，十一至十六首以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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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首均以该句结束，二十一至二十八首同样是联章体，

每首均以“XX 佛敕千门化”结束。  

虽然同是用于演唱，但两种韵文之间存在明显不同，

因此在演唱形式上也存在差别。P.3618《秋吟一本》的

韵文由短偈构成，“吟”“断”明显是依据不同的音乐演

唱的，从六言“吟”过渡到七言“断”时存在明显的“换

言”现象，同时极有可能伴随着表演者的变换，但无论

是否存在轮唱情况，《秋吟一本》的韵文都应是独唱；

而 P.2704《秋吟一本（二）》则是合唱，“两两共吟金口

偈，三三同演梵音诗”
12
，两篇联章应当是由不同的僧

徒组合轮流演唱。 

2.2.“秋吟”的共情艺术 

“秋吟”的表演会依据劝募对象、劝募地点的不同

而做出调整，但其活动的同构性又决定了其表演具有共

通的一面。“秋吟”的本质是依附于俗讲的募化活动，

而募化一直是俗讲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胡三省在《资

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的注中说道“释氏讲说，类谈空

有，而俗讲者有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

“悦俗邀布施”从来就是寺院经济的一大重要来源，唐

代佛教通过俗讲进行募化的风气盛行，朝廷甚至曾颁布

有《禁僧徒敛财诏》来遏制僧徒藉俗讲“敛财”。然而，

在佛教看来募化活动不仅是一种维持生活的来源，更是

一种修行，而募化也并非仅为个人私利，民众也可以在

布施之中积累功德，所以在劝募时宣扬“布施得福”是

僧徒打动民众的主要策略。如同为募化文学的 S.4472

《修建寺殿募捐疏头辞十首》，其最后一首唱道“身健

良缘要速修，人生贪爱几时休？年侵道路应须算，分定

生涯克可忧。功德既能同意作，资粮须到自家收。感恩

感义修行语,一一铺舒在疏头。”就将人们最为关注的

“身健”和“良缘”与布施相联系，以此来劝导众人通

过布施来换取现世的福分。“秋吟”中虽也有“闇恶不

堪重挂体，施僧功德福无疆”
13
（《秋吟一本》）、“傥要

延年养北堂，施交御被三冬雪”
14
（《秋吟一本（二）》）

的字句，但是并不着力于此。为了触动听众的布施之心，

“秋吟”的表演者采取了一致的说服策略，通过表现悲

秋之情和故国之思来触发听众的共情。 

《秋吟一本》依据说唱表演的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九

部分，在第一部分表明来意，第二部分交代戒律背景之

后，第三部分就算正式进入了劝募环节。在第三部分中

《秋吟一本》通过孤鸿、寒雁、蝉吟、砧声等与秋日相

关的意象，着力渲染了一种“悲秋”的情绪。中国诗歌

中很早就有“悲秋”的传统，这些意象早已在历代诗歌

的传衍中成为了含义丰富的语码，令人能够触一物而知

秋，而“悲秋情结”更是人们普遍拥有的共同心理结构，

“秋吟”表演正是由此来触动听众的内心，在表演者和

听众之间构建一种共通的悲伤情绪。《秋吟一本（二）》

的“三冬雪”和“千门化”联章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

在简单交代来意之后便进入“吟秋”的阶段，“久吟经，

坐深夜，蟋蟀哀鸣吟砌下，□蝉早响诣珠（朱）门，三

衣佛敕千门化。睹碧天，珠露洒，颗颗珠头密悬挂，月

冷风高[□]渐浓，三衣佛敕千门化。”
15
藉此渲染一种凄

清孤寂的哀伤情绪，继而在悲秋之情中进行下一步的劝

化。 

悲秋总是与思乡之情相联系，从“希□□□，济殊

乡之释众”
16
（《秋吟一本》）“暂离峰顶巡朱户，略出云

房下翠微”
17
（《秋吟一本（二）》）可知“秋吟”的表演

者都是远离佛寺的僧徒，在渲染了悲秋之情后便顺势进

入到去国怀乡之感的抒发中。“天边雁序去还来，月下

荧光生又灭。□□□破异乡心，旅客傍惶情惨切。”
18

（《秋吟一本》）“秋风忽尔入僧扃，又被蝉吟叫数鸣，

故国未期愁悄悄，乡关思处泪盈盈。”
19
（《秋吟一本

（二）》），思乡之情是人最普遍持有的情感之一，“秋吟”

的表演者们就是依此来触发听众的共情，进而实现自己

劝募目的。 

共情不等同于同情，它带有集体共通性的意味，更

易激起他者的情感认同，“秋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首

先与劝募对象建立情感连接，之后再进一步以自己的穷

苦激起对方的同情来完成募化。相较于一味地表现贫寒

激起同情或者单纯地承诺未可预知的福分，“秋吟”的

共情方法更有效力。 

3.结论 

募化是佛教活动中重要的一项，而“迦提月”的募

寒衣活动更是佛教戒律的规定，专门为募化寒衣而开展

的“秋吟”表演既有其共性的部分又有其多元的一面。

为了达到劝募的目的“秋吟”的表演采取了一致的共情

艺术，通过渲染悲秋之情与去国之思来触动听众，从而

实现劝募的目的。同时，“秋吟”的表演者还会根据劝

募对象、募化地点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表演形式，或用

骈俪文雅之辞，或取浅俗晓畅之言，或说唱结合，或吟

唱为主，一切以贴近听众为转移。 

除了两篇《秋吟》之外，敦煌文学中还保存有 P.4980

《巡门告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P.2603《赞普满偈》、

S.4472《修建寺殿募捐疏头辞十首》等几篇募化文学。

募化文学是佛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朝代都有募

化文学流传下来，《秋吟一本》的骈俪化文风就与后世

的募缘疏有些许类似。如果将佛教募化文学视作一个文

学系统，那么敦煌文学中保存的募化写卷不仅是了解佛

教募化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募化文学的重

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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