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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取全后，所余仍为全”

木 叶

乔达摩·悉达多出家前曾婚娶 ，成为

佛陀后 ， 儿子罗睺罗跟在佛陀身后说 :

?佛陀！请施给我您的‘遗产’吧! ?终于有

一天 ， 佛陀对弟子舍利弗说 :“我不喜欢

给他不真实的幸福和财宝 ， 我所希望给

他的是无量宝，所以，舍利弗！ 请你就收

他出家，让他做僧团中最初的沙弥。 ?后

来罗睺罗成为了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

密行第一 。 触动我的是其中的说法 ：遗

产———无量宝。 一个宗教的创始者，一个

觉悟的人，能给亲生之子什么“遗产?呢？

答案是出家修佛（之法）。 这一幕或这一

说法与措辞很可能经历了演绎，不过，实

在动人，充满了象征性，意味着一种相互

辨认，一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

接续。 而佛教本身又何尝不是在诸多“遗

产?中展开自身。

大学二年级时，我有一段日子比较着

迷于汉译梵文典籍以及印度现代文学，而

今想起来应是出于对《奥义书》和《摩奴法

典》比较单纯的好奇，而一路看下来，印象

最鲜新的则是《罗摩衍那》，虽看得谈不上

多么仔细，语句之柔韧与迷人，故事之浩

瀚，一直记在心间，还有便是感慨于诗歌

可以写如此之长。 我深深感到梵文以及印

度的神秘。 几乎在同时，也细读了《吉檀迦

利》， 不知是更喜欢诗歌本身还是上世纪

二十年代出现于泰戈尔身旁的那些志趣

缤纷的中国知识人。 这又是什么样的遗

产？ 一种凛然，一种魅惑。

陈寅恪不止一次提及竹林七贤与佛

教的渊源，《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之“清

谈误国?篇中具体指出：“竹林七贤?是先

有“七贤?而后有“竹林?。西晋末年，僧徒

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

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

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当然，有人持不

同看法 ，然而佛陀的 “竹林精舍 ?确乎在

前，且影响颇著。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

讲起 《爱莲说 》之远意很可能源乎佛教 。

钱锺书便认为，“以莲揣称高洁， 实为释

氏常谈?， 此外或许与道教亦不无关系 。

周敦颐说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

濯清涟而不妖?，实则，并非“独爱?，印度

人早已喜之重之。至于，“予谓菊，花之隐

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

子者也?， 则非但将人与大自然相融会 ，

更是将儒家的君子形象与莲花巧妙结

合，寥寥数语，构成了一种对理想人格的

塑造。 这也令我深思，中国儒家（包括宋

明理学）、道家等思想和域外思想的相互

渗透， 也就是说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之

间的相互锻造和生发。

八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读到 ，美国学

者那体慧大胆提出：早于玄奘的译本 《摩

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并非出于鸠摩罗

什之手；依据玄奘传记，他在四川获授《心

经》约为公元 618-622 年，而印度现存梵

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

于玄奘译本；推论《心经》最早是从《大品

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

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心经》 系中国

人?伪造?？ 当时看了，震撼，疑惑，尔后又

浏览几篇相关文章（那体慧的书较迟才得

见）， 进一步打量关于佛教的一些定论以

及未定之论。

以上这些，看上去与金克木先生没有

直接的关联，却又关系非常。 在他的文章

中，我得知?印度?这个名字是玄奘确定下

来的，也让我对身毒、天竺、信度、印度等

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他所著《梵语文

学史》中，我重新感受了?最初的诗?《罗摩

衍那》的丰饶，以及它与《摩诃婆罗多》的

异同，而自后者中?独立?出来的《薄伽梵

歌》成为了印度教的一部圣典，还有就是

戏剧名篇 《沙恭达罗》 和大史诗的渊源；

《读徐译〈五十奥义书〉》，可以说是最突出

地体现了他行文的一大特点，即，纵横于

中国与印度、东方与西方、原典与新思，有

参详，有评批，有遥想；他还指出，泰戈尔

不是用英语也不是孟加拉语，而是用梵语

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说，这是我不

曾想到的，尽管还不是很确定……正是透

过金克木，以及陈寅恪、徐梵澄、季羡林等

大家和一些专家， 我们得以接近梵与非

梵、佛教与非佛教、印度与非印度的更多

质素，以及奥秘。

有人说，为了弄清楚一个事物 ，最好

的方式就是去写一本关于它的书。 或许，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梵与佛、中与印，抑或

金克木这样的人，编选一本书也不失为一

种尝试。

本书分为四辑 ， 辑一名为 “中印之

间?，文章均出自《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一

书。 辑二是“现代天竺?，重在“现代?，从英

印冲突讲起，并涉及思想、诗歌、绘画、古

城胜迹等，甘地和泰戈尔自然而然地成为

了重头篇章， 二者又辐射出颇多时代、社

会以及思想的流转。 辑三“艺文杂识?，偏

于更为久远的历史与传统，这部分关于文

艺的绍介与思考大多更为形象而可感。 辑

四名曰“梵佛究竟?，直指本书的主旨 ，或

许也是最深邃的部分，兼顾了古代印度的

宗教、宇宙观、哲学思想和梵语本体，以及

佛教中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第一辑重在钩

沉与铺陈史实的话，接下来的三辑则重在

探勘，解析。

为尊重原著，书中的数字、标点、译名

和一些习惯表达，一仍其旧。 有几篇文章

原含注释，简明起见，从略。 凡作者已标明

写作时间的，均保留，其余可知发表时间

者，均注明，为以示区分，发表和出版时间

均置于括号内。

2000 年 5 月， 生命已来在了尾声，金

克木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写下《黑洞亮了》

一文：“从前我曾经夜夜眺望灿烂的星空，

作一些遐想，对那些发光的明星很想多知

道其中的奥妙。 抗战一起，我和天上的星

星朋友也就分别了。 哪知到了二十世纪后

期， 不发光的星引起天文学家的注意了。

一九六七年给它们命名为黑洞。 其实那不

是洞，也是星……?在晚景，他不断书写 ，

创作， 重新接续并发扬了自我的遗产，自

我的小传统， 并将之置于时代的明暗、壮

阔与跌宕之中。

他是一个诗人，学者，翻译家，教师 ，

杂家，猜谜的人，也正因了不一样的身份

和经历，他才会自我解嘲“愧对文坛陪座

末?，会自称“无端佛国寄萍踪?，会有感于

“人间何缘见法华?，亦会深谙“漫天星斗

一灯孤?。 他还曾写到“西行有尽即东还?，

语境中的西与东是具体而切近的， 终究，

又无所谓东，西，南，北，无不是在世界中

运行，在未知未明的宇宙中运行。 我们渺

小，但不妨碍勤力，所有的勤力与创造可

能只获取了点滴，但那也是我们的一己之

全；纵使全然地、淋漓地失败了，那也可堪

视为一种盛开；又抑或有了看似饱满整全

的收获，那依旧是点滴，是一种可以称之

为开端的物事。 总有一种大于我们的东西

存在，存在于未来，却也是一种遗产，不断

赠予，不断收回，无以名状却又令人神往，

在某一刹那仿佛《奥义书》中所言，“全中

取全后，所余仍为全?。

此书编毕，回首金克木的一生 ，不禁

想到他在年仅二十四岁时那心事浩茫的

诗行：

星辰不知宇宙。 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本文为《梵佛间》金克木/?,木叶/?,

作家出版社 2021 年版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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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有多少个名字， 我永远
把它叫做番薯。 这个习惯来源于我
操习多年的母语词汇， 就像番薯对
泥土的坚守，早已根深蒂固。

徐光启 《农政全书·甘薯疏》有
云：“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
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
种。 ”明朝万历年间，两个在菲律宾
经商的中国人冒死将番薯藤运回中
国，从此广泛种植，最后遍及中华大
地。番薯是正儿八经的“舶来品”。在
我的故乡麦菜岭， 一切和远方有关
联的作物都被冠上了“番 ”字 ，譬如
番芋、番豆、番茄……

番薯在中国大地上不管红土黄
土黑土，它只顾遍地生根，根茎横贯
东西南北， 没有一丁点娇贵和水土
不服的意思。 以至于许多人都对它
的存在感觉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根
本想不起来它曾怎样漂洋过海 ，历
经千难万险，才落入我等口腹。

番薯的好种易活， 在为它赢得
广泛喜爱的同时， 也被人为地附着
上了诸多的轻视和贬义。 你想，随便
扔一根番薯藤在泥面上，高山也好，

坡地也行，河沟也罢，它都要落地生
根，竭尽全力地铺展开枝叶，还没心
没肺地开花结果。 不挑土质，不挑肥
料， 不挑水分， 就这么愣头愣脑地
长， 谁会小心翼翼地把你捧在掌心
呵护呢？

番薯似乎浑然不觉委屈， 它匍
匐在大地上，沉默、隐忍。 它对抗着
一切旱涝，连虫子都不惧，不需要给
它特地施肥， 也不需要替它喷洒农
药。 假以时日， 便慷慨地捧出它的
叶，捧出它的茎，捧出它的根。 它难
登大雅之堂， 却往往成为很多人舌
尖上终生惦记的美味。

我们家乡盛行着一种小吃，叫番
薯叶米果。 小时候，因为种番薯，我挖
地、开沟、担水 ，把劳作之苦尝了个

遍。 但摘番薯叶却是件极愉悦的事。

一走进番薯地里，到处铺开着水灵灵
打着露珠儿的叶子，看着便满心的欢
喜。在每条茎上取顶部最嫩的几片摘
下来，不消多久，菜篮就沉实了。 洗净
拌上米浆，上锅蒸熟，绿莹莹地端出
来，切块蘸上佐料吃，那种滋味简直
妙不可言。 此后，我的家乡人走到哪
里，便将这味小吃带到哪里。 先是大
范围地占领了本市的早点市场 ，后
来， 他们又在打工者密集的地方，一
家一家地开出店来。 在广东，在福建，

在浙江……只要有九堡人的地方，就
能找到这味九堡特色小吃。甚至连外
地人也寻上门来， 大声称赞：“真好，

的确是绿色食品啊！ ”

在饥荒年代， 番薯充饥果腹的
作用功不可没， 曾经成为众多乡野
农民的救命食粮。 时间推移到上世
纪 80 年代末，谁也没想，我的堂哥
还会在番薯的救命史中添上一笔 。

那一年他第一次出远门， 随乡人去
武汉打工，不多日突遭变故，乡人各
散西东。 而他被包工头抛弃，身无分
文，只得徒步回家。 他日夜兼程，整
整走了 26 天，方才一屁股跌坐在了
我家的椅子上。 奶奶抚摸着他瘦削
的脸，老泪纵横 ：“孩子 ，这么多天 ，

你是吃什么过来的？ ”堂哥说：“只有
番薯， 饿了就趁没人时在路边掘几
个吃。 ”幸而有番薯，幸而只要有泥
土的地方便有番薯的身影。

冬天的时候， 我们领着孩子在
野外烤番薯。 一群大人聊着番薯的
N 种吃法，N 种功效，聊得口沫生津，

直到香味在整个田野飘散开来。 恍
惚间我又看见了烈日下挥锄种番薯
的那个少女， 金黄的老茧握在手心
里， 多年来仍未消散。 像眼前的番
薯，无论被人们端上多大的台面，开
发出多少的功用， 它还是它， 不邀
宠，不谄媚，不忘初心，安静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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