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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

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
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
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
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
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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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中国小说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从中国小说的主题到语言（如话本小说中的劝善性
语言），其痕迹无不历历可见。有些佛经故事就干脆直接改头换面成为中国小说的素材，鲁迅在《中
国小说史略》中对“阳羡鹅笼”故事的考察，可以作为这种研究的绝好范式。当然，也有一些佛教的
故事原型逐渐渗入中国的传说与小说领域之中，原有的宗教特色如盐入水，让人无法察觉。而宗教
之影响于文学，也并非直接从原典到小说作品这么简单。

一、古代小说：化形为蛇与因果报应
蛇以狠毒之性，经常被喻作妇人，这在宋明话本中时有显现。而妇人的狠毒有时则被描述成比
［1］
（ p. 204）
毒蛇更有过之：
“黑蟒口中舌，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再如：
“ 猛虎口中剑，
（ p. 670）
长蛇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①［2］
还有写后妈之坏的俗语：
“晚妇狠毒胜蛇蝎，枕边
［2］
（ p. 564）
谮语无休歇。
”
这些出现于三言二拍中的民间俗语，将狠毒嫉妒的女性与蟒蛇视为同类，难

道真的仅仅是因为毒蛇在先民的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狠毒印象吗？笔者以为，其实这些俗语
正与在中国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化形为蛇”的故事类型有直接的关联。
明代通俗类书《绣谷春容》中，有一篇话本小说《卖妻果报录》讲述了一个妇人“化形为蛇”的故
事。故事情节为：秀水人张铿游手好闲，不事产业，家计荡空后，居然以重价将妻子卖于一位江南
人。铿妻不愿为妓，设计逃出，到当地官府去告状。因江南人逃离，此案不了了之。后此江南人出
资再次买得此妇，恨其告官，于是每日捶打乃至奄奄一息。迁延数日。“一日，
（ 此妇）忽长吁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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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气弥漫，口有巨蛇跃出，居人甚骇”，后此蛇钻入某江湖郎中的药箱之中，凭此回到故乡，将其夫张
铿 之 喉 咬 断，报 怨 已 毕，此 蛇 亦 死。 话 本 小 说 叹 曰：
“ 报 复 之 速。 呜 呼！ 人 其 可 不 慎
［3］
（ pp. 548 - 550）
与？”
这位本来在家“纺绩自给，略无怨意”的贤良女子的遭遇惨痛无比：丈夫不良，将她

卖钱；官府不清，遂再为恶人所得；略微的抗争换来的却是惨绝人寰的虐待，她在“不胜痛苦”中死
去。他人的虐待与告官的绝望，更加剧了这位妇人对出卖自己的丈夫的痛恨，于是愤而化蛇，亦属
必然。如此看来，此小说中的佛家“果报”观念，从某种意义说来，亦可当成人们对于残酷现实痛定
思痛后的一种走投无路的幻想。
然而，为什么故事中偏偏要采取“化蛇”这样一种复仇方式？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死灵或者说是
鬼魂本身拥有着常人无法抵御的力量，原足以复仇。《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头回故事
“穆廿二娘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此事与《卖妻果报录》在情节上非常相似：女子的亡灵附在灵
（ p. 517）
牌之上，由他人带回到故地，该女子没有化形为蛇，也照样使得负心的杨川九窍流血而死［2］
。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位妇人死后化形为蛇借以报仇。只是一种偶然，中国小说中也同样存在着
化形为虎借以报仇的情节类型，其实不然。南宋洪迈在笔记小说《夷坚志》甲志卷八《永福寺院
犬》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福州永福县某村庙中，同房有大小两位僧人，大僧有一爱犬，
小和尚甚厌之，“见必叱逐，或继以鞭

”，某日大和尚外出，小僧遂击杀此犬，偷偷埋于院后。

大僧回来，惊闻此事，急令掘起狗尸，这时坑内的狗尸之头已经变成了蛇头！于是大僧警告道：
“犬虽异类，心与人同。汝与结冤非一日，适吾视其体，头已为蛇，会当报汝。
”小和尚闻后甚
恐，从此在佛前忏谢数年。某日，庙内香炉之中窸蠺作响，小和尚拨此香炉，炉中忽飞出一蛇，
（ p. 67）
直入小和尚口中，使之毙命［4］
。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动物在遭冤之后，“化形为蛇”前来报仇，

而其中写到狗尸在坑中先由狗头变成蛇头的细节，与蛇入人口的幻想一样，都让人毛骨悚然，心
生恐惧。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都是人或动物（妇人与狗）在生前遭到残酷虐待，愤恨之极，故而
变化蛇形，加以报复。
这类“化蛇果报”型的故事情节不仅存在于小说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逐渐潜移默化为一
种民间信仰。从明代李诩的笔记《戒庵老人漫笔》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此书初刻于万历二十五
年（1597），卷五的《论医》记一事如下：
“昔吴中有一人，为顽友所负，郁而成疾，百药不愈，垂死，顽友
［5］
（ p. 215）
心动，慨然归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虫似蛇，即愈。
”
这种医学实录见闻真假如何，已无探

考价值，但可以设想，这位吴人若负气而死，其胸中怨气所结之蛇，定会寻机复仇。此法实与上述
《卖妻果报录》、
《永福寺院犬》有着同样的文化原型。
总结上面的话本、小说、笔记来看，因果报应的故事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情节载体。人们
相信，一个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欺凌的弱者（如无力的妇女、善良的狗、老实的吴人），会以“变形为蛇”
的方式来实施报复。众生平等，动物也不例外，在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面前，佛前忏悔也往往无济
于事。这些故事强烈地表达了“报复之速”的存在，善良的人们希望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有这种
“化形为蛇”的神变果报来维持社会的公正。
那么，上述此种独特的复仇方式———化形为蛇，究竟有没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呢？蛇仅仅是因
其阴狠有毒，才被古人选择为复仇手段的吗？
另外一则古代通俗小说的存在，
让我们注意到
“化形为蛇”
的另一些特征。话本小说
《喻世明言·梁武
帝累修归极乐》
中记录了梁武帝妻子郗后死后成蛇的故事，
话本写到梁武帝游冥的过程：
末后到一座大山，山有一穴，穴中伸出一个大蟒蛇的头来，如一间殿屋相似，对着梁主
昂头而起。梁主见了，吃一大惊，正欲退走，只见这蟒蛇张开血池般口，说起话来，叫道：
“陛下休惊，身乃郗后也。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因身躯过大，旋
转不便，每苦腹饥，无计求饱。陛下如念夫妇之情，乞广作佛事，使妾脱离此苦，功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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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原来郗后是梁主正宫，生前最妒，凡帝所幸宫人，百般毒害，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梁主无可奈何，闻得

鸟作羹，饮之可以治妒。乃命猎户每月责取

百头，日日煮羹，充入

御馔进之，果然其妒稍减。后来郗后闻知其事，将羹泼了不吃，妒复如旧。今日死为蟒蛇，
阴灵见帝求救。梁主道：“朕回朝时，当与汝忏悔前业。”蟒蛇道：“多谢陛下仁德，妾今送
陛下还朝，陛下勿惊。
”说罢那蟒蛇舒身出来，大数百围，其长不知几百丈。梁主吓出一身
（ p. 561）
冷汗，醒来乃南柯一梦，咨嗟到晓……［2］

郗后死后化形为（毒）龙或蛇，说法不一，且由来已久，分见于《两京记》与《南史》中 ①。据说梁
武帝写下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梁皇忏》，就是为了解脱郗后的痛苦，郗后也因此忏文的无量功德，
得升天宫，转苦为福。在宋代编写的《六朝事迹编类·灵异门·郗氏化蛇》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中说到
化形为蟒的痛苦：
“无饮食可实口，无窟穴可庇身，饥窘困迫，力不自胜，又鳞甲有虫唼啮，肌肉痛苦，
［6］
（ p. 215）
在这个传说中，郗后化形为蛇并非梦境，梁武帝在殿上曾亲自遇见这条
其剧若加锥刀焉。
”

大蟒并与之对话。她之所以死后为蟒，书中明言是因为“嫉妒六宫，其性惨毒，怒一发则火炽，矢射
［6］
（ p. 215）
物害人死”
。这与话本小说中提到的“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正好

相同。看来，
“嫉妒”与“好怒”才是化形为蛇的原因，变形为蛇后将非常痛苦，这也正是生前嫉妒与
好怒的报应。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文所提到的三则小说，抛开报应的主题不谈，小说中的人物
临终时不正是饱含瞋怒之情的吗？
那么，蛇与愤怒之间的关系是何时确立起来的？这种民间信仰究竟又源于何处？

二、僧传文学：蛇的嗔怒与救赎
“化形为蛇”
有着相当悠久的佛教渊源，
在历来的僧传文学作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故事。这些故事流
布民间，
自然会对中国小说的构思产生影响，
且这些传记作品本身也呈现出某种明显的承袭关系。
早在南朝梁时僧人慧皎（497—554）的《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即名僧安世高）》传中，就记
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安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云：
“我当过庐山，度昔
同学。
”行达

亭湖庙。此庙旧有灵威，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

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乃降祝
曰：
“船有沙门，可便呼上。
”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
“ 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
布施，而性多嗔怒，今为

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嗔恚故，堕此神

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泽中。此
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绢千疋，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
“故来相度，何不
出形？
”神曰：
“形甚丑异，众人必惧。
”高曰：
“但出，众人不怪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
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
去。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
东寺。高去后，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受其咒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
“向
之少年，即

亭庙神，得离恶形矣。
”于是庙神歇末，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

［7］
（ pp. 5 - 6）
尾数里。今浔阳郡蛇村是也。

这段安世高超度山神巨蟒的故事，对话流畅，情节舒展，艺术水准并不低于《搜神记》中的名篇，
《太平广记》卷一四八《梁武后》条：
“郗后因忿怒，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
① 参看
久之，因册为龙天王，便于井上立祠。”
《南史·梁武德郗皇后传》中也有类似记载，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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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宗教气息颇浓，少人关注。故事中，当年与安世高同学的外国僧人居然来到中国境内的庐山作
了山神。他因前身布施，故得“珍玩甚丰”的福报；而因“嗔恚”故，转世为蛇，受尽苦报，
“形甚丑异”、
“丑形长大”，尸体还会“秽污江湖”。“嗔怒”是这位僧人化形为蛇的原因。此事对于梁武帝时“郗后
变蟒”故事的影响程度并不明确，但就时代看来，后者受到安世高故事的影响，当无疑义。以安世高
的名望以及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此故事当时在民间的流传应该也非常广泛。
由此看来，在佛教史上，几乎是在汉译佛经一开始，这种嗔恚与变蛇之间的固定联系就开始形
成了。虽然这种故事从文献中还看不出有多明显，但考察后代的僧传类作品，我们相信，
“ 化形为
蛇”的说法在佛教内外一直颇有影响。
唐代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卷二五《释明琛》传中，记僧人明琛曾以一种自创的蛇形
图来解释佛法 ①。此僧性高气傲，某日与一位高座法师辩论，以为必胜，结果却落得大败，于是“投
家乞食，既得气满，噎而不下”。传记中描写了这位僧人在大愤怒后，突然变形为蛇的景象，其状甚
是恐怖：
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翻覆不定，长展两足，须臾之间，两足忽合，而为蛇尾，翘翘上举
……奄便全身作蛇。惟头未变，亦不复语，宛转在地举头自打，打仍不止，遂至于碎， 作蟒头。
身形忽变长五丈许，举首四视，目如火星。于时四面，无量诸蛇一时总至，此蟒举头，去地五六
［8］
（第50册，p. 656）
尺许，趣谷而下，诸蛇相随而去。

此处描写之细腻生动，如在目前。头碎变蟒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明琛僧人的化形，也正
是因为他在极度愤怒中被气死；加上他以蛇形图毁谤佛法，故此果报酷烈，居然是活生生的肉体
直接变形为蛇。相比较而言，唐代僧人僧祥的《法华经传记》中所记录的一个同类型故事，相比
就略有情趣：
济州灵光寺，有一老僧失名，净修戒行，常持瓦钵，数十余年，未尝遣人执捉。后因遽务，令
沙弥洗之，沙弥手误，坠破此钵。老僧闻之，惊呼失声，恨惜之甚，遂偃卧而死。弟子送葬于野。
经数日，沙弥共诸僧，复往坟所，视有大蛇，复坟内出来，缠绕沙弥，从足至顶，屈头向下，将欲吞
之。僧徒惊叹，咒愿曰：
“缘一钵之故，悭毒嗔恚，死作蛇身，不悔往愆。又欲吞杀弟子，其大罪
业何故如斯？
”广说善恶，为之忏悔。发愿良久，蛇乃解身而去。沙弥迷闷痴骇，旬日渐醒。为
［9］
（第51册，p. 81）
造《法华经》一部，就坟而供养，后见坟蛇既死，知改报而已。

老僧如此贪恋瓦钵，让人失笑，幸因《法华经》功德，转脱蛇身而投生他处。老僧化蛇虽有报复
之意，但传记中明言是“悭毒嗔恚，死作蛇身”。看来，
“化形为蛇”是在受苦，受报应。不过，当这种
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可能不是《法华经》的威力，也不会是“嗔恚”的果报，而
是“化形为蛇”的离奇情节本身，而且对于“报复”这个主题会更有兴趣。于是，形诸于中国的小说
中，报复与“化形为蛇”的关系就越趋明确。
同样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僧人赞宁（919—1001）的《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
（《宋高僧传》卷
一），该传记录了一则初唐的密宗高僧不空和尚到中国来度化蛇精的故事：
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矫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气。见空（指不空），人语曰：
“弟子恶报，和尚如何见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怀也。”
（不）空为其受归戒，说因果，且
曰：
“汝以嗔心故受，今那复恚恨乎？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必舍矣。”后樵子见蛇死涧下，
［10］
（ p. 11）
臭闻数里。

笔者以为，这个故事就是安世高超度庐山山神之事的变体，因其奇异，遂又附于不空这位初唐
“ 余曾见图，极是可畏。画作一蛇，可长三尺，时屈时伸，傍加道品。大业之
① 道宣可能看到过这种蛇形图。他在传记中说：
季，大有学之。今则不行，想应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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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外来高僧身上。“嗔心”与“恚恨”还是化为蛇形的原因。此事又先见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
［11］
（ p. 588）
集卷三·贝编》
，可以想见，这个故事在唐宋时代流传颇广。盛传之后，其中的某些文化因子

遂沉潜于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故事之中，也就不难推想了。

三、佛典原型：从宗教到文学的轨迹
从上述僧传作品类（视作小说也未尝不可）可见，围绕着蛇与报应，蛇与嗔怒、死亡等主题，宗教
文学在为宗教主题服务的前提下，创造出堪称高妙的小说作品。蛇与嗔怒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这
些作品或口头之流传，渗入当时的民间大众意识之中，从而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文人笔记中
浮现出来。
可以设想，嗔怒与变蛇之间这种必然联系应该有着直接的佛典依据，那才是“源头”所在，而上
述佛教故事则只是“流”传过程。佛经浩瀚难考，笔者认为最早的证据出现在三国吴时（224）译出的
《 法 句 譬 喻 经 》卷 三：
“ 毒 蛇 言：
‘ 嗔 恚 最 苦。 毒 意 一 起，不 避 亲 疏。 亦 能 杀 人，复 能 自
［12］
（第4册，p. 595）
杀。’”
但苻秦时（384）译出的《僧伽罗刹比丘所集佛行经》①存有类似记录，叙述却更为

清晰，故事中有四种动物：乌、鹿、鸽、蛇，它们分别向人们讲述各自的苦恼所在。乌鸦认为“饥为最
苦”，鹿相信“惊怖为苦”，鸽子却说“欲最为苦”，而蛇则以“嗔恚最为苦”：
时蛇便作是语：
“嗔恚最为苦。所谓嗔恚者，便伤害人命，无有尊卑，增诸罪根。身体颜色
常变易，动有杀意，频蹙眼赤，牙齿长利，人所恶见，摇头动身，长息吐毒，身体肌皮，纯有嗔恚之
火，
一切世人皆不喜见。常伏空处，饥亦嗔，饱亦嗔，眼视不善。有如是之变，彼犹如火焚烧山
［13］
（第4册，p. 122）
泽，此嗔恚火亦复如是。以是故嗔恚为苦。
”

综上可知，在早期的几种汉译佛经中，蛇以“嗔恚”为特性的说法已经传入，而且蛇还深受“嗔
恚”之苦。此外，蛇乃是“人所恶见”、
“一切世人皆不喜见”的动物，这种说法正可与上面《高僧传》中
的安世高故事以及小说中“郗后故事”相互参证。看来，在佛教观点中，化形为蛇确是一种苦报。
参证唐代道世编撰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来看，佛教徒们相信众生有所谓的“烦恼余报”，所以
人若临终之际，不能解除各种欲望烦恼，则先堕入地狱；从地狱出后还得受畜生身；欲望重的，多堕
［14］
（第53册，pp. 838 - 839）
为鸽雀一类；若“习近嗔恚”者，则转生为“毒蛇”
。《法苑珠林》卷九七《送终篇》受

生部 在 提 到 生 死 轮 回 时 明 确 指 出：
“如 淫 欲 盛，故 生 于 鸽 雀 鸳 鸯 之 中。嗔 恚 盛，故 生 于 螈 蝮 蛇
［14］
（第53册，p. 1001）
蝎中。”

有证据表明，这种蛇与嗔怒、
“化形为蛇”的故事最终还影响到了日本 ②［15］。但有些研究者在提
到中国佛教信仰中的蛇时，认为“蛇也是一种象征，不过它不像西方宗教中那样象征着邪恶和诱惑，
［16］
（p. 92）
而是象征威严与美好祝愿”
，理解之偏差实在是让人惊讶。

当然，以上佛教史料并不能说明“蛇与嗔怒”的化形原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就是公元 224 年。
实际上，此种信仰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影响到了中国民间，起码在安世高活跃的年代（公元二世纪）
里，关于他降服庐山山神巨蟒的传说，就表明此种信仰已经渗透到大众中来了。安世高的故事极可
能就是他本人或其弟子为了宣教而根据佛经自行编造的，由于他的外籍身份，加上又是一位史载最
早的汉译佛经者，这个故事的影响力不可小看。
（384），由罽宾沙门僧伽跋澄携至长安，因武威太守赵文业之请，与竺佛念共译出，其中有关佛成道以后四
① 前秦建元二十年
十五年间安居处所之记事，为他书所无，堪称珍贵。
《道成寺》为例，讲一少女爱上了一位山僧，少女向山僧表白爱意后，为山僧所拒绝。少女“一时情急，怨恨填膺，一念
② 以谣曲
之下化为毒蛇……”明显可以见到蛇、怨毒与嗔怒之间的必然联系。据蔡春华氏的研究，这种故事也不是日本故有，看来，
应该是受到佛教或是中国类似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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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品中的“化形为蛇”故事与话本《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可以归为一类。在这些故事中，
“化
形为蛇”是对不奉佛说、犯了嗔戒者的惩罚。只有借助高僧超度或是忏文、
《法华经》的法力，才能摆
脱蛇形带来的痛苦。这些作品中的宗教气息浓烈，劝教意味分明。而以话本《卖妻果报录》为首的
三则小说，则自觉不自觉中因循了“化形为蛇”的宗教原型。但故事主题明显不同：蛇是以一种狠
毒、勇锐的斗士面目出现的，它由报应的结果，一跃而成了报应的手段；小说反映的是社会生活中的
阴暗面，是一种对于社会公正的变相呼吁，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小说关注社会现实的审美态
势，这种审美倾向将原有的宗教气息剥蚀殆尽。
在这个由宗教原型
（嗔怒与蛇）
到宗教文学再到世俗文学的演变个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中国
小说的演变过程中，
宗教原型往往被不自觉地遵循着。这种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前人作品构思的下意
识式的遵循与模仿，
是中国小说史上常见的且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而佛教因子在不同时期、不同体
裁的文学作品中地位与表现形式的种种不同，
也正可以折射出文学本身内在演化的诸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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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Buddhist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pis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o a Serpent" in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XIANG Yu-ro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China ）
Abstract："Revenge" is one of the typical themes in fiction . In Chinese fiction，besides a good many rev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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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ies of ghosts with super power，there is another particular episode in which the dead take revenge by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serpents . Episodes of this type are available in popular huaben（ script for
storytelling in folk literatur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such as the collection of popular fi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entitled Xiugu Chunrong （ Spring Complexion from the Embroidered Valley ） and the
best-known collection of huaben entitled San Yan by Feng Menglong . They can also be found in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and literary men’s notes . Several records even keep some of the stories as true .
In fact，the episode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serpents for revenge have their origin in Buddhist
stories，including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 Continued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and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in the Song Dynasty . Though the religious theme is advocated in most of the stories about
monks，the said episodes contained in these stories must have spread far and wide among the people .
It is interesting to find out why to take revenge the dead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serpents rather than
other forms of animal . An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uch as
the translation done in 224AD. According to ancient Buddhist stories，"transformation into serpents" has to do
with anger，while serpents are regarded as tending to get angry . So，if a person died angrily instead of
peacefully，he was likely to transform himself into a serpent after rebirth . This is the so-called "retribution for
bad temperament" .
The serpents transformed would suffer a lot of pain，which is the divine retribution for not complying with
the Buddhist Commandments . However，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absorbed the episode archetype of
"transformation into serpents" while deleting its religious theme . Thus，the "transformation" changes from a due
punishment to a kind of revenge . Literary works with such an idea or function are meant to offer admonition .
The way to transform oneself into a serpent in the Chinese fiction and Buddhist stories varies with terror .
One such transformation happens before that of one’s soul；and the other only happens to part of one’s human
body or dead body . Nevertheless，"revenge" is the key theme of the above-mentioned sort of Chinese fiction .
With anger a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before death，it is still the condi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which，
originating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have been preserved unconsciously in all texts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fiction .
Key words：serpent；retribution；anger；archetype in Buddhist Scripture；huaben fiction；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in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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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构想及其思想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
2005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

学举行。此次国际会议由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与美国“文化和中国现代性”项目委员会合作举办。
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
二十余位政治、经济、法学、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也作了精彩演讲。在
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代表们就文化潮流与思想论争，经济转轨与改革的正当性，民主与宪制构想，民族主义
和现代性，以及现代性与中国的世界历史位置等议题做了专题发言，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