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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书：中国古代的公益出版物
■ 杜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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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的善书（也称劝善
书）主要源自秦汉时期，宋元朝
代发展较为迅猛，明清之际善书
出版达到辉煌阶段，其数量估计
10 万种以上。 善书融儒道释和
民间信仰为一体， 宣传因果报
应，劝善惩恶，实际上是道德教
育的通俗读物。中国古代善书主
要由宗教组织、 官方发起出版，
种类繁多， 不仅在中国流传，还
远播东南亚、日本，影响广泛。

劝善惩恶，以公益为目的

善书实际上是古代道德教
育的教材， 它们大多宣扬行善
积德，强调行善可以正己化人，
得到现世的福、禄、寿等，而且
能得到神灵的佑护，万事亨通，
甚至可以进入神仙世界， 免遭
地狱之苦。 有的善书如《玉历宝
钞劝世文》，专门列出善的种种
行为以及将得到的福报，其中有
关修身立命的劝条包括：孝、敬、
忠义、守、忍、端、方、仁、厚、不骄
不诈、不贪不慎、不欺不罔、不邪
不淫、相亲相睦、同善同诚、化己
化人、好道好义、广劝广行、无非
无是， 主要为儒家的伦理思想。
有的善书如《警世功过格》《十戒
功过格》等，专门列出作恶会得
到什么惩罚，在《太微仙君功过
格》中有这样的字条：救有力报
人之畜，一名为十功；救无力报
人之畜，一名为一功。 人们通过
诸如此类的警语，便于在生活中
随时检视自己的行为。许多善书
劝诫世人爱惜生命， 爱惜环境，
敬惜字纸，不盗窃，不淫邪，否则
将殃及子孙，等等。 这对引导社
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民族美
德均有一定价值。

古代劝善书出版不为牟
利，主要是一种公益行为。 很多
善书的刻印者明确声明， 如果
将善书作为商品出售， 将受到
追究，且对自己的“功德”有负
面影响， 以此威慑人们不要将
善书作为牟利的手段。 很多善
书因免费发放， 大多置于人们

常去的地方，如码头、茶楼、饭
店、集市、科场、寺庙、道观、宗
教用品店等。

通俗易懂，故事性强

“五经四书”等中华经典主
要面向读书人， 古代善书的读
者对象则主要为底层民众，他
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 因为要
面向大众， 所以编者在编写善
书时， 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文化
水平，尽量通俗易懂，通过故事
来讲解道理。 庐山东林寺印、宋
代王日休撰《龙舒净土文》，尽
管时隔近千年， 现在读起来仍
然浅显易懂， 不像一些儒家经
典那样晦涩。 此外，善书表现形
式多样，有诗歌、谶语、小说、对
话、歌谣、演唱、图解等体裁，非
常便于在民间口头流传。 很多
不识字的民众， 从别人那里听
到善书相关内容后往往深信不
疑， 进而对自己的终生信仰产
生关键影响。 现在人们口头上
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等言论，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善书影响的遗留。

古代善书有的署有撰写者
的真实姓名，如《朱子家语》《了
凡四训》， 这类书多为儒家善
书。 道教善书大多假托神人的
口吻撰写，如《太上感应篇》（成
书于宋代） 就是假托太上老君
口头训导，《文昌帝君阴骘文》
（成书于明代）假托文昌帝君之
名撰写，《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成书于清代）是假托关羽之名
撰写。 上述三种善书合称“三圣
经”，在社会上流传最广。

功利色彩鲜明

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面对天
灾人祸，往往掌控不了自己的命
运，趋吉避凶、追求福报是普遍
的诉求。 善书大多顺应人们求
福、求寿、多子、求官、求财的心
理，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 善书
宣扬只要行善积德，就可使本人

和家人获得现世福利， 得科名、
长寿、好运、财富等，还可以荫及
子孙，概言之，只要行善，几乎可
以得到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因
善书中很多故事集自各种史书、
杂记、方志、民间传说，地名人名
都有，让人不疑。 很多人受善书
的影响， 不仅严格约束自己，而
且多行善事， 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或志愿助印善书，对社会风
气有不少积极的影响。但不可否
认，一些善书中的很多故事荒诞
不经，含有迷信的成分。

另外，善书鼓励翻印，大部
分善书会在最后标注“欢迎翻
印，以广流传”相关字样。 按照
善书的编写逻辑和目的， 民众
翻印善书， 可以减少自己所犯
的错误、罪过，给后人积德。 为
此， 很多人节衣缩食也要翻印
善书，以求福报或解脱。

官方、宗教机构出版

古代善书的出版机构有官
方组织、 宗教组织、 民间人士
等。 善书因劝人们行善，有利于
社会稳定， 所以历史上很多皇
帝亲自下令编写善书， 给与资
金支持， 地方官府也支持善书
的编撰出版。 如宋理宗曾为《太
上感应篇》题辞，宋真宗赐钱刊
刻。 明代官方敕撰的善书多达
56 种， 包括《女诫》《祖训录》
《辨奸录》《孝慈录》《教民榜文》
《古今烈女传》《仁孝皇后劝善
书》《为善阴骘》《女训》等。唐玄
宗、宋徽宗、明太祖、清朝顺治
皇帝都曾为《道德经》作序。 顺
治皇帝将原来的道教经典《太
上感应篇》 下诏刊行， 赠给群
臣，并出版了《御注道德经》等
善书，此外，康熙时期的《圣谕
十六条》、雍正时期的《圣谕广
训》等善书同样风行一时。

宗教组织是善书出版的主
要机构， 也是善书出版资金的

主要来源。 宗教组织用募集的
善款刻印善书， 儒道释和民间
信仰机构都刊印了数量巨大的
善书， 如儒家的《孝经》《烈女
传》，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佛
教的《金刚经》《心经》《普门经》
等。 社会贤达一般是社会道德
的模范， 他们很想教化影响社
会， 翻印善书无疑是一种很好
的途径。 他们往往舍家财刊印
善书，免费发放。

普通老百姓为求福报，往
往自发捐钱为善书出版提供资
金。 善书编撰者或出版者编好
书后， 通常会向民众宣传捐款
刻书印书的好处： 刊印劝善之
书，可以百世劝人行善，功德无
量， 善书流通有 12 大福报：消
灾、愈病、平安、富贵、康乐、聪
慧、善美、幸福、和平、长寿、善
终、超脱（超凡入圣而且脱离轮
回）。 有些人干了坏事，心有不
宁，为了悔罪，通过赞助刊印善
书，也可获得心理安慰。

当代善书的传承

时过境迁， 当代善书原创
作品较少， 大多为翻印古人的
著作，有的原版影印，如正定临
济寺翻印明代永乐内府刻本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有
的重新排版， 如庐山东林寺印
制的宋代王日休著《龙舒净土
文》，也偶有近现代高僧大德如
印光法师、星云大师、净空法师
所著善书出版。

当代善书大多按内部出版
物通过申请内准字出版，但也有
不少善书出版者不申请内部出
版物号直接付印、发放，如何理
顺当前善书出版的管理体制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善书
出版者认为， 因是免费发放，所
以不需要书号， 于是自行出版。
按照国家规定，即便免费发放的
图书也应该申请内部出版物号。

按说内部出版物， 只供内部交
流，不能广泛发放，但善书又确
是广泛发放的。 按理，善书应被
视为正式出版物，应由国家正式
批准的出版社来出版，而不应该
由寺院等宗教组织或个人出版。
但是，如果要国家正式出版社来
出版，则可能违反了善书出版的
原则，出版社要盈利，而善书出
版的公益性决定其不以营利为
目的。 再者，出版社人员可能对
善书出版不感兴趣，不利于善书
出版。一些寺院本来也想申请在
出版社出版善书，但是因出版社
收取的费用较高，只好自己找公
司制版、印刷。 这些做法在法律
上都是有瑕疵的。

互联网时代， 很多善书出
版机构通过网站发行善书。 如
苏州弘化社主要通过弘化网官
网后台和邮箱向信众免费发放
善书， 一般不主动联系寺庙发
行。 南京鸡鸣寺专门有一间房
陈列善书，数量在两百种以上，
免费领取。 遇有一次取用数量
较大者，服务人员会善意提醒，
善书要善待，不可浪费。 台湾著
名的数据库出版商汉珍数位公
司已经建立了中国善书大全数
据库， 该库收集了在台湾出版
的 4 万余种善书。

当前， 社会、 经济发展很
快，在利益、名誉、权力面前，很
多人把持不住，丧失道德底线，
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 我们
也应让善书发挥潜移默化的作
用， 让人们从内心加强自我约
束。 善书宣传的劝善惩恶观念
容易让人心生畏惧， 在利欲面
前保持操守、遵纪守法。 善书普
遍宣扬扶贫济弱， 让人爱惜生
命、珍视环境，这与建构和谐社
会殊途同归。 因此，我们一方面
须对善书的消极内容加以规
避，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善
书出版， 让善书发挥道德教化
的作用，服务社会。出版于民国年间的善书《醒世良言》

民间艺人袁大昌整理的善书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