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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n Chuo, born in the Taiyuan Sun Clan, wa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Middle Eastern Jin Dynasty.
He had an official and poetry creation with uncommon brilliance, but conducted not very well. Sun
Chuo was sarcastic, for he was very confident of his talent. He enjoyed mountains and water landscapes. And he had an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eminent monks. From Sun Chuo's literary work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we can see he was content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of Changjiang River. Sun Chuo's thoughts were compatible with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which can be seen from his behavior an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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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晋中期名士孙绰，出身于太原孙氏家族，曾做官，有诗文创作，才高而“性鄙”。孙绰好讥讽，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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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才华非常自信。孙绰喜好山水之美，和众多名僧有往来。从孙绰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
其偏安江南的消极心理。孙绰服膺儒家，崇奉道家，笃信佛教，这集中表现在其行为和文章中。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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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孙绰，字兴公，东晋中期名士，能诗善文，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历任著作郎、太学博士、永
嘉太守、散骑常侍、著作郎等，并袭长乐侯。他崇尚隐逸，欣赏山水之美，与高僧、名士素有来往。

2. 孙绰的行为和心态
孙绰，出生于太原孙氏。高祖孙资是三国时期魏国重臣；曾祖孙宏官至南阳太守；祖父孙楚是“才
藻卓绝，爽迈不群”([1], p. 1539)的著名文学家，官至冯翊太守；叔父孙恂官至颍川太守。孙氏一族能文
者甚多，孙绰家兄孙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1], p. 1543)，从兄孙盛“博学，善言名理”([1], p. 2147)，
孙绰更是“少以文才垂称”([1], p. 1547)。
孙绰是东晋中期名士的重要代表，我们可以从其人、其事、其作品中看出其行为和心态，并从中窥
探东晋中期士人行为与心态之一斑。
(一) 有文才而诞众多秽行
孙绰才学极高，《晋书·孙绰传》称“于时文士，(孙)绰为其冠”([1], p. 1544)。《世说新语》注引
《续晋阳秋》亦载：“(许)询、绰并为一时文宗”([2], p. 229)。
孙绰为庾亮作诔，袁羊评曰：“见此张缓”([2], p. 225)，意思是说从此诔文中可以看出一张一弛的
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孙绰文章功力之深。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三月三日的兰亭雅集，在当时的四十一位
文人名士之中，王羲之作前序，而孙绰为之作了后序([3], p. 99)，可见孙绰在东晋文坛的声望。
《语林》载：
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1，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
碑？”于此重之([4], p. 583)。

孙绰担任永嘉太守，当地豪族轻视次等士族出身的孙绰。桓温让孙绰作《敬(郝)夫人碑》，这让郡人
意识到孙绰有真才，于是转而敬重他。而桓温在郡人轻视孙绰的情况下，让其作碑文，说明桓温还是很
欣赏孙绰才华的。
孙绰对自己的才华也颇为自信。支道林问他自比许询如何，孙绰回答：“高情远致，弟子蚤以服膺；
一吟一咏，许将北面”([2], p. 463)。他认为自己在情致高远方面比不过许询，但是在诗文方面，许询是
比不上自己的。孙绰撰成《游天台山赋》后给范启看，并且毫不谦虚地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2], p. 234)。孙绰自信自己的文章之美，甚至可以发出金石般悦耳的声音。范启本对《游天台山赋》不
屑，并讽刺孙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2], p. 234)！后来一读之下，每至佳句，都说“应是我
辈语”([2], p. 234)。在人前不故作谦虚，自信飞扬，正是东晋时期个性解放的一种表现。
孙绰虽有才华，但品行却为时人不齿。《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记载孙绰“虽有文才，而诞
纵多秽行，时人鄙之”([2], p. 465)。《晋书·孙绰传》也载：“绰与(许)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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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1], p. 1544)。
《世说新语》记载：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
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
方知兴公之诈([2], p. 743)。

孙绰使计谋与太原王氏联姻，既解决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又借机攀上了高门贵族，可谓煞费苦心。
此事亦见孙绰之城府，因此被视为其“秽行”之一。
此外，《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孙绰欣赏伎乐时用蔡邕之笛打拍子，却将笛子打折([2], p. 727)；
他为王濛、庾亮作诔多含自己的深情寄托之词，以至于诔主后人都认为诔主与其关系还没好到那个程度，
孙绰有阿谀之意；他高度评价刘惔却将褚裒惹怒，褚裒斥责他，孙绰回泣“卿当念我”，时人“咸笑其
才而性鄙”([2], p. 720)。这些都是孙绰“秽行”的证明。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顶峰 2，门第之见根深蒂固。
太原孙氏虽世代官宦，但仍不属于高门士族。孙绰虽然以其才华跻身名士之列，但那些高门世家内心还
是看不上孙绰的。《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条记载：孙绰及其兄到谢安家借宿，谢安之妻刘夫人在隔壁听
他们谈话。第二天谢安问刘夫人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2], p. 725)！意
思是说亡兄(刘惔)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宾客。谢安听后非常惭愧。沛国刘氏和陈郡谢氏都是当时的名门
贵族，所以他们轻视寒门出身的孙绰。而认为孙绰“性鄙”者就是当时的贵族。所以，我们在分析孙绰
的个性和人格时，需要辩证地去看待。
(二) 嘲戏行为
孙绰性格直率，喜好讥讽。《晋书》记述了孙绰和习凿齿之间的一次唇枪舌剑([1], p. 1544)：有一次
两人共行，孙绰走在习凿齿前面，回过头来调侃习凿齿：“沙之汰之，瓦石在后。”意思是说洗米淘米，
砂子和石子在后面。习凿齿乃饱学之士，自然听得懂孙绰的言外之意，于是便回将一军：“簸之飏之，
糠秕在前。”簸米扬米，秕子和糠在前面。习凿齿也讽刺孙绰是无用之才。《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二人
初次见面的事情([2], p. 699)：孙绰去造访桓温，习凿齿也在（两人此前还不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
们两人一起交谈。谁知，孙绰开口便说：“‘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
中的句子，原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不要与中原大国作对。习凿齿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
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绰引用这两句诗，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玩笑。当
然，习凿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
中的诗句。“猃狁”是周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原籍
山西太原。习凿齿也巧妙地笑讽了孙绰。
遭受别人主动调侃时，孙绰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孙绰在畎川建筑房屋，屋前种了一棵松树，孙绰
亲自培土浇灌。邻居高柔嘲笑孙绰：“松树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绰回答：“枫柳虽合
抱，亦何所施”([2], p. 124)？据余嘉锡笺疏，这里高柔用孙绰祖父之名(孙楚)来戏弄孙绰，孙绰的回答也
暗含了高柔祖父之名，但高柔祖父名已不可考。
以风趣之语相互戏谑、调侃实乃晋人炫耀自己的机警和才华的一种方式 3。嘲笑戏弄可以不分场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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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尊卑，外貌特征、行为举止甚至祖、父的名讳都可以作为调侃的对象。调侃者无所顾忌，被调侃者
也泰然处之。《世说新语·排调》就专门记载了士人之间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和嘲弄。
(三) 结交名僧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名士和名僧结交，玄理和佛理交融。《世说新语》多次记载孙绰和名
僧的往来：北来道人和支道林在瓦官寺讲佛教经典《小品般若经》，竺法深和孙绰在场([2], p. 191)。北
来道人是指北方过江来的僧人，支道林、竺法深都是佛教名僧。王羲之和支遁是通过孙绰结识的([2], p.
195)；孙绰和许询在白楼亭游玩谈玄的时候，支遁也在([2], p. 424)；支遁询问孙绰对自己和许询的看法([2],
p. 462)；王坦之和支道林在西州讲法辩论，韩伯和孙绰也在其中([2], p. 704)。
孙绰还为众多高僧写过赞、论，《高僧传》里面记载了孙绰对康僧会、竺昙摩罗刹、支孝龙、朱士
行、竺法乘等名僧的评价或赞语共计 20 处 4。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孙绰和沙门人士的往来。毕竟，如果
不是相识甚至是深交，是没有办法写出全面中肯的评价的，而如果评价不够中肯全面的话，就不可能在
《高僧传》中被频繁引用。
一些名僧在玄学上造诣也很高，如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篇的注解，就让王羲之为之叹服。陈寅恪
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5], pp. 91-98)中论证了支遁是依据《道行般若经》来释庄子《逍遥游》。
将佛理引入清谈，给清谈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徐公持指出东晋时期的玄学已
“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而为佛道融通的事实上的四玄之学”([6], p. 512)。
(四) 纵情山水
从曹魏到西晋，北方士人主要接受的是老庄理论，玄学盛行。而老庄十分强调对自然的关注。正是
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北方士人具有一种超然的、艺术的心境。当他们带着这种心境来到南方，把自
己的家族在这里安顿下来，开始用老庄那种博大的、艺术的心境打量江南这块陌生的土地。和北方的粗
犷不同，这里山清水秀、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幽深的气息。他们开始探索这片神秘
的土地，并逐渐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于是，游览山水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谢安在出仕前和晚年致仕后都以游乐山川作为其生活的主要
内容。王羲之也经常和朋友在会稽附近赏观山水，兰亭雅集是一大证明。《世说新语·栖逸》云“许掾
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2], p. 572)。《晋书》记载孙统“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
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1], p. 1543)。孙绰也十分喜爱山水自然，曾经“游放山水，
十有余年”([1], p. 1544)。《世说新语·赏誉》记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
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
沐浴此言”([2], p. 420)。在孙绰看来，如果不懂得欣赏自然山水之美，就没有舞文弄墨的资格。
东晋士人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以一种玄学的眼光去观照山水。孙绰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三
月三日兰亭诗序》：“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组，当百年之溢。……乃席芳草，镜清流，览
卉木，观鱼鸟”([7], pp. 73-74)。作者投身于山水自然来化解心中的苦闷郁结，纵情山水成为一种医治烦
闷的手段。
(五) 偏安心态
《世说新语·品藻》载：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卿自谓何
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
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2], p. 456)。
4

曹道衡通过考证孙绰生卒年，认为《名德沙门赞》中《释道安赞》、《竺法汰赞》、《竺道壹赞》均非孙绰文，见氏著《中古文
学史论文集·晋代作家六考·孙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09-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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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绰认为自己在才能和政务处理方面都比不上诸贤，但是却自诩在遨游老庄世界、不受俗务所扰方
面，不输给任何人。
孙绰所说的“不与时务经怀”正是当时的一种处世风尚。经过老庄思想的长期熏陶，士人追求一种
超脱的人生，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便容易得到满足。当时的执政者有意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和政策，包
容、兼顾各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偏安心态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
少数士人有收复中原的抱负，但常常遭致反对。庾亮想趁石勒刚死一举北进，蔡谟就曾上疏反对，
认为敌寇十分强盛，应当“屈而避之”([1], p. 2035)，此议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殷浩北伐，王羲之认为必
败，写信加以劝阻。殷浩失败后准备再次北伐时，王羲之在写信劝阻殷浩的同时，又致意会稽王司马道
子，希望他阻止殷浩北伐，他认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1], p. 2096)！后来权臣
桓温北伐，上疏请移都洛阳，孙绰在《谏移都洛阳疏》中提出的反对理由有：“天祚未革，中宗龙飞，
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1], p. 1545)。长江可以作为天然防线，以守住江南。
“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
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1], p. 1545)。自从丧乱以来，已经有
六十多年，河洛地区早已荒废，百姓在江左地区已经深深扎根。“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
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踰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飧之饭，田宅不
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
仅有达者”([1], p. 1547)。迁都就好比是从安乐之国赶赴习乱之乡。且先不论北伐、迁都的时机成不成熟，
孙绰所说的这些理由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江左人士只求维持现状、并带有一些贪图享乐的心理。北伐当然
有风险，怎若偏安一隅安稳？这正是东晋士人通病。

3. 孙绰的思想与信仰
东晋时期，大量北方士人为躲避战乱来到南方，佛教广泛传布开来。这样，自东汉末期以来的儒家
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对立融合中，三教进一步融合。孙绰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其思想受到道家、儒家
和佛教影响。
(一) 信奉道家
孙绰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高尚之志”([1], p. 1544)，即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隐逸倾向。所以他自过
江后，长期居住在会稽，过着赏观自然、纵情山水的生活，达十余年之久。孙绰曾作《遂初赋》(现仅存
其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
而语其乐哉([2], p. 124)！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绰否定“坐华幕、击钟鼓”式的贵族生活，向往隐居山林、移情自然的美妙乐
趣。他鄙视山涛“吏非吏，隐非隐”([1], p. 1544)的处世态度，认为李膺的登龙门为点额暴鳞。孙绰在会
稽纵情山水的时候，与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高僧多有往来，“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
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2], p. 325)。
魏晋清谈盛行，孙绰受到了玄学很大程度的影响，存在鲜明的老庄倾向。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
序》中写道：“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
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7], pp. 73-74)？这里“齐以达观”正是庄子万物平齐思想的体现。
孙绰的诗歌，向来被认为是玄言诗的代表。有着彻底玄味的《赠谢安》其一：
幽源散流，玄风吐芳。……洋洋浚泌，蔼蔼丘园。庭无乱辙，室有清弦。足不越疆，谈不离玄([8],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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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静谧田园生活的描述，表现了谢安的高雅脱俗，透露出一种玄意。
另外如《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飚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9]。

全诗通过秋日自然景物来感悟玄理，把玄学哲理隐藏在山水景物的背后。特别是最后一句，由怀古
之心，联想到庄子的濠上之乐，正是对玄学超脱的人生态度的赞美。余嘉锡认为孙绰的其他诗歌都不见
玄胜之谈，只有此句用了庄子之语([2], p. 233)。
孙绰所写的碑文诔文在当时很受世人推重。东晋时期著名的大臣如王导、庾亮、郗鉴、褚裒、庾
冰死后，孙绰曾为他们撰写碑文。这些碑文因其特殊的性质充满了溢美之词，孙绰因此获得美文家的
称誉。孙绰在评价碑主时，多融括玄言。如《太尉庾亮碑》中描述庾亮为人时全都是老庄措辞：“微
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窥门者贵其凝峙，入室者议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庙，悟旨者期诸
濠川……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7], p. 820-821)
特别是最后一句，正是孙绰“出处同归”思想的体现。再如《太傅褚裒碑》：“挺纯粹之茂质，深量
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运曒察之明；玄识沉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
务不干其度”([7], pp. 824-825)。《丞相王导碑》：“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玄性合
平，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煦侔于冬日。……公见机而作，超然玄悟。”([7], p. 813)
也都充斥着玄言。
孙绰为高僧们所写的赞语中，也多以老庄之言评佛教人物。如《刘元真赞》曰：“索索虚衿，翳翳
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10], p. 156)。孙绰甚至将天
竺七僧和竹林七贤相比，且所用评语也带有强烈的老庄倾向：竺法护比之山涛，二公均“风德高远，足
为流辈”([10], p. 24)；帛远匹之嵇康，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栖心事外”([10], p. 27)；竺法乘比之王
戎，他们都少有“机悟之鉴”([10], p. 155)；竺道潜比刘伶，二人“旷大之体同焉”([10], p. 157)；支遁比
向秀，二者“风好玄同”([10], p. 165)；于法兰比阮籍，“(兰)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籍)傲独不群，
亦兰之俦也”([10]166)；于道邃比阮咸，二者“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10], p. 169)。
(二) 服膺儒家
或许是家风使然，或许是现实所迫，孙绰虽有“高尚之志”，但最终步入了仕途。孙绰长期跌宕官
场，加之世代官宦的家风，这让孙绰的思想中夹杂浓厚的儒家意识。
孙绰服膺儒家所宣扬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忠君。隆和元年(公元 362 年)，大司马桓温想
要经纬中国，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建议，朝廷明知不当，但迫于桓温的权威，不敢反对。孙绰却在此时站
了出来，上疏提出反对迁都的理由和代替迁都的方案。桓温虽然承认孙绰说得有道理，但是对他敢提出
异议而不满，于是找人转告他“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1], p. 1547)！正是强烈的忠君意
识指引着孙绰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
孙绰对他人的忠君行为大加赞扬。他赞颂庾亮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辅佐王室：“要雄戟以扶华
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难之心，义形于色，亲受中诏，奔告方伯，于是群后契盟，同禀高谋，岩栖怀
德，以向赴义，拯神器于兽吻，扶帝座于已倾”([7], p. 820)。他颂扬褚裒驱除外患、平定中原的豪情：“公
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缮甲练卒，日不暇给者久矣。遂见机而作，遗其剑履，将龙马河洛，电扫司
豫”([7], p. 825)。他赞扬郗鉴对君主的忠诚和在政事上的严明恰当：“笃诚简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7],
p. 816)。他表彰庾冰的竭力为臣之道，“虽名器未及，而任尽臣道”([7], p. 842)。

孙绰浓厚的儒家意识明确地表现在《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11]中。该文讨论的是西晋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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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理疑》所提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母亲由于战乱，家庭离散，她在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改
嫁。后来她得知亲生儿子还在世，于是请求后夫让自己回去和亲子共同生活，后夫同意了。数年后，后
夫去世，她按照礼制服丧结束后随亲子离去，并告诉继子：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就是死后也不入你们
家的坟。但是，在户籍关系上，她仍是那位继子的母亲。现在，她去世，继子应该服哪种丧礼？如果服
丧三年(按丧母礼)的话，继母并没有在自家举行葬礼；如果服丧一年(按继母改嫁)的话，继母又并没有再
改嫁。针对这个问题，博士淳于睿等人认为应该按照继母改嫁服一年丧。孙绰却持不同意见：当时后夫
虽然同意了继母离去的请求，但这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协商，并不意味着夫妻关系的断绝。继母为后夫服
丧后，竟然不回家，不继续抚养继子。这种“绝亡夫，背继子”的行为违背了三从四德之礼教。然继母
虽未尽到母亲的责任，但继母并未和继子断绝关系，也不算是改嫁，继子不应该因此而降低服丧标准，
必须严格遵守五服制度。孙绰一方面严厉批评了继母作为母亲不合格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对继子提出了
严格的礼教要求。这是重视儒家礼制的体现。
孙绰在《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议》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三千之责，莫大于不祀之痛”[11]。
认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后祀乏人。可见孙绰对祖先祭祀的重视，这也是儒家礼制规范的要求。
(三) 笃信佛教
孙绰关于佛教的文章写得极好，明人张溥认为“东晋佛乘文人，孙兴公最有名”([12], p. 202)。
《喻道论》([13], p. 72-90)是孙绰论及佛道的代表作。此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
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孙绰认为佛是道的体现者，佛是“无为而无不为”的。
佛可以“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回天舞地，飞山结流，存亡倏忽，神变绵邈，意之所指，无往
不通”，如此神通广大。而且，佛是最高统治者，一切神灵都要听从佛陀的指挥：“大范群邪，迁之正
路，众魔小道，靡不遵服。”这也是中国民众近两千年来关于“佛”的认知。文章提出了“周孔即佛，
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儒佛一致，儒和佛只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周孔救极弊，
佛教明其本”。孙绰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人间的赏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世间需要明君贤臣来惩恶
扬善、判定是非曲直，而佛教是用神明之力来断定善恶的：“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
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聪明正直，罚恶祐善者哉！”在关于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的问题上，
孙绰先是设问：出家是舍弃家族父母，破坏自己的身体，断绝子孙后代的事情，这根本与传统孝道背道
而驰，然唯有如此才能广济众生。但这又何异于“斩刈根本而修枝干？”然后回答：最大最贵的孝道是
让父母欢心并扬其名，“子贵则父尊”。而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
就是最大的孝行。孙绰举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成道、传教、降服外道直到后来返国探亲说法感动父王，
并且给双亲带来极高荣誉的例子，证明此举是无上的孝行。
从孙绰的《列仙传赞》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孙绰所赞的“列仙”，除了老子、商丘子等传统的道家
神仙人物之外，还有竺法兰、支愍度、支孝龙、康僧会等佛教高僧。另外，孙绰的《名德沙门赞》、《名
德沙门论目》和《道贤论》，都是用老庄的语调来评论沙门人物。
所以，孙绰所理解的佛教主要是从道家、儒家的立场去解读的中国式的佛教，带有东晋的时代痕迹，
与真正的、纯粹的佛教不同。

4.结语
孙绰以才学扬名，跻身名士。但却出身寒门，需要依靠自身才华、使用联姻的手段来攀附世家，故
而形成了他较为复杂的个性。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的结果。
孙绰好戏谑调侃他人，和名僧多有往来，欣赏山水之美，有东晋士人普遍的偏安江南的病态心理。
孙绰的行为和心态是整个东晋社会士人阶层的行为与心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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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绰的思想三教杂糅 5，主要是用儒、道的观点去解读佛教。他的作品《喻道论》反映了他佛儒同归、
佛玄合流的思想。这些都是东晋玄释合流发展态势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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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孙绰诗文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孙绰的诗文充满儒道情怀，并将其思想中的三教关系定
义为“三教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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