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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 菩萨、 缘觉和声闻是佛教的四圣， 龟兹石窟中有许多的相关图像， 这些图像中包含着

丰富的佛学思想， 它们的演变反映出了龟兹佛教的变迁。 龟兹石窟早期奉行唯礼释迦的观念， 菩萨是

佛修行阶段的身份， 声闻是佛的弟子， 辟支佛是自证成道的修行者。 佛的十八不共法是菩萨、 缘觉和

声闻不具备的。 公元 ７ 世纪以后， 汉传大乘佛教传入龟兹， 龟兹石窟中， 反映多佛、 十方佛以及菩萨

代佛传法度人等大乘观念图像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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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龟兹石窟的研究已逾百年， 各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使我们对龟兹佛教及

其艺术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但是在一些方面的研究， 才刚刚开始， 比如龟兹石窟佛教艺术

所反映的佛学思想。 “佛像都是表法的， 佛教教义的谛， 就体现在佛教美术”，①如果不能对

佛教艺术中所蕴涵的佛教思想进行揭示， 龟兹石窟的研究终究是不完全， 也不深入的。
近年来， 已经陆续有学者对龟兹石窟中蕴含的佛学思想展开讨论。②这些讨论和研

究都为龟兹佛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龟兹石窟佛学思想研究的

基础工作─龟兹石窟图像学的工作还很薄弱，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许多题材还没有识读出

来， 已识读题材的图像表现还没有全部揭示出来。 这些问题都制约着龟兹佛学研究的深

入。 有鉴于此， 笔者拟打算对龟兹石窟中的四圣图像进行收集整理， 并结合佛教文献对

其反映思想加以考证， 抛砖引玉， 为龟兹石窟图像学的建立作些基础工作。 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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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望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

一

佛教把有情众生划分为十个境界， 称为十法界。 其中， 天、 阿修罗、 人、 畜生、 饿

鬼和地狱六趣迷于生死苦海， 被称为六凡； 而声闻、 缘觉、 菩萨与佛陀已经脱离烦恼，
断轮回之苦， 被称为四圣。

佛教四圣中， 佛无论能力、 功德和境界都是最高的， 什么是佛也是佛教徒首先要了

解的问题。 因为佛是什么， 佛与大千世界以及芸芸众生是什么关系， 对每个佛教徒而言

都是其是否把佛教作为其信仰对象以及如何信仰的基础。 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佛学中的佛

陀观需要回答的问题。
龟兹石窟中包含有丰富反映佛陀观的壁画， 反映的相关内容也非常丰富， 笔者已经

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① 因而本文仅仅对石窟中出现的图像情况加以简单介绍。
龟兹石窟反映的佛陀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公元 ７ 世纪以前， 在这个阶

段的早期龟兹地区的信众认为释迦牟尼为佛教教主是具有理想人格的圣人， 他是人， 而

非神， 尽管他具有很多超人的品格， 但是佛身是有漏的。② 佛不世出， 在现在， 于世间

传法度化众生的只有释迦牟尼一佛， 体现唯礼释迦的特点 （图 １）。 但是， 随着佛教的

发展，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 释迦牟尼逐渐被神化， 从圣人逐渐成为救赎宇宙间一切有情

众生的全能神： 宇宙佛。③ 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龟兹石窟的龟兹风洞窟壁画中 （图 ２）。

　 图 １　 克孜尔石窟第 １４ 窟主室左侧壁 图 ２　 克孜尔石窟第 １７ 窟左甬道外侧壁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第二个阶段为公元 ７ 世纪以后。 随着汉传佛教回流龟兹， 大乘佛教的佛陀观念对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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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多佛、 十方佛等观念日益流行。 阿弥陀佛、 药师佛、 弥勒

佛、 卢舍那佛以及千佛的内容也出现在龟兹石窟壁画中， 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龟兹石窟

的汉风和回鹘风壁画中 （图 ３、 图 ４）。 受其影响， 龟兹本土的佛陀观也发生了一些变

化。 一些龟兹风洞窟中也出现了反映大乘佛陀观念的壁画。 如库木吐喇石窟第 ５８ 窟主

室正壁大龛的正壁绘一棵圆冠形、 树杆上系有绿色飘帛的树。 树上残存树神形象， 此外

还绘有多种乐器， 包括琵琶、 鼓、 腰鼓、 锣、 筚篥。 表现的当是乐器不鼓自鸣的净土场

景。 该窟主室券顶绘菱格塔中坐佛。 这些图像似乎都暗示着此窟的主尊已经是法华教主

永远的释迦佛 （图 ５）。

图 ３　 　 　 　 　 　 　 　 　 　 　 　 　 　 　 　 　 　 　 　 图 ４
（图 ３　 库木吐喇石窟第 １４ 窟主室正壁， 采自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４
库木吐拉》， 第 １４７ 页； 图 ４　 阿艾石窟主室右侧壁卢舍那佛，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图 ５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５８ 窟
主室正壁龛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佛像一般着僧衣， 头有肉髻， 眉间有

白毫。 有时持钵 （不同的佛像有的还有自

己的特殊标志。 如药师佛有时持锡杖， 持

透明药钵， 卢舍那佛有时身上绘出六道）
有头光和身光， 有的身光和头光中绘有七

佛或其它纹样。 但在汉风和回鹘风的壁画

中， 有时佛像没有身光。

二

菩萨， 是 “菩提萨埵” 之略称。 菩

提， 觉、 智、 道之意； 萨埵， 众生、 有情

之意。 菩提萨埵， 梵语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 巴利语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ａ。 意译为道众生、 觉有情、 大

觉有情、 道心众生。 意即求道求大觉之人、 求道之大心人。 指以智上求无上菩提， 以悲

下化众生， 修诸波罗密行， 于未来成就佛果之修行者。 菩萨修行的目的就是成佛。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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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位正在修行的圣者。 佛是果位已经圆满的圣者。 两者是因果的关系。 菩萨本为大乘

观念， 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 小乘诸部派也逐渐接受了认同了这个观念。 如说一切有部

认为， 菩萨是成佛的中间阶段。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对于菩萨资格的认定， 采取非

常严苛的立场。 如论中言：
　 　 齐何名菩萨， 乃至广说。 ……复次为断实非菩萨起菩萨增上慢故而作斯论。 所

以者何？ 有诸有情， 以一食施、 或以一衣……或一摄心观不净等。 便师子吼作如是

言， 我因此故定当作佛， 为断如是增上慢故。 显虽经于三无数劫具修种种难行苦

行， 若未修习妙相业者犹未应言我是菩萨， 况彼极劣增上慢者。 是故菩萨乃至初无

数劫满时， 虽具修种种难行苦行， 而未能决定自知作佛。 第二无数劫满时， 虽能决

定自知作佛， 而犹未敢发无畏言我当作佛。 第三无数劫满己修妙相业时， 亦决定知

我当作佛， 亦发无畏师子吼言， 我当作佛。
问： 若诸有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不退转， 从此便应说为菩萨。 何故乃

至造作增长相异熟业方名菩萨耶？ 答： 若于菩提决定及趣决定乃名真实菩萨。 从初

发心乃至未修妙相业来， 虽于菩提决定。 而趣未决定， 未得名为真实菩萨。 要至修

习妙相业时， 乃于菩提决定， 趣亦决定， 是故齐此方名菩萨。①

　 　 从有部对菩萨所做的定义， 菩萨需经历三无数劫修行满， 修妙相业发菩提决定， 才

可名为菩萨。 此外， 菩萨修 “相异熟业” 时， 具有 “舍诸恶趣恒生善趣、 舍下劣家恒

生贵家” 等五种妙相胜事。 龟兹石窟中的菩萨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

段其内涵基本反映了上述有部对菩萨的定义， 主要出现在龟兹风壁画中。 就其所指而

言， 主要有三类， 一类指修行中的释迦牟尼， 主要反映在本生故事壁画中 （图 ６）。 二

类指现在以补处菩萨身份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弥勒菩萨 （图 ７）。 三类是作为过去佛的前

世， 菩萨为因位， 佛为果位 （图 ８）。

图 ６　 克孜尔石窟第 １７ 窟主室券顶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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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克孜尔石窟第 １７ 窟主室前壁上方半圆端面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图 ８　 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新 １ 窟主室穹窿顶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公元 ７ 世纪以后， 汉传佛教的菩萨观念传入。 在其观念中， 佛成为全能的存在。 而

菩萨则代佛传法度人。 很多经典中甚至提到， 像观音和文殊等大菩萨实际上在远古已经

成佛， 为了度化众生， 所以在今生显现菩萨身； 为了度化众生， 更以多种化身显现。 重

要的菩萨往往图像特征明显 （图 ９）。

　 图 ９　 阿艾石窟主室左侧壁观音 图 １０　 阿艾石窟主室右侧壁文殊菩萨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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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乘经典所载， 在所有大菩萨中， 文殊菩萨不只是四大菩萨中 “大智” 的象征，
而且， 在过去世他曾为七佛之师。 其锐利的智慧， 被喻为三世诸佛成道之母。 因而有

‘三世觉母妙吉祥’ 的尊号。 而且， 依 《首楞严三昧经》 所载， 他在久远的过去世早已

成佛， 号称龙种上如来。 所以， 其为释迦牟尼佛二胁侍之一， 只不过一种慈悲度化的大

权示现而已 （图 １０）。①

汉传佛教的菩萨观对这时期龟兹地区原有的佛教传统也产生了影响， 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 一些龟兹风洞窟中开始出现一些菩萨的图像， 但是其具体功能和名号无法确定

（图 １１）。

图 １１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５０ 窟左甬道外侧壁龛内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菩萨图像与佛陀造像的差异很大， 一般为天人相或世俗贵族相。 当然不同的菩萨还

有一些特殊的标志。 如弥勒菩萨手提净瓶； 观音菩萨头冠中有阿弥陀佛， 手中持有杨柳

枝； 大势至菩萨头冠中有宝瓶； 文殊菩萨手持莲花等。 龟兹风的菩萨均绘出头光和身

光， 而汉风的菩萨有时并不绘出身光。

三

缘觉， 又名独觉， 或辟支佛， 在有佛的时代， 因为闻听佛讲说十二因缘而证入涅槃

的修行者， 被称为缘觉； 而在无佛的时代， 凭借自身观察思考， 领悟了诸法生灭的因缘

而入涅槃的人， 被称为独觉。 按照说一切有部的观点， 独觉又可分为两种： 部行独觉和

麟角喻独觉。 部行独觉指， 因为亲闻佛说法， 领悟四谛并已证入不还果， 随后因为各种

因缘， 无法继续获得佛陀的指导， 自己修行并获得阿罗汉果的修行者； 麟角喻独觉指一

直没有得到佛的教导， 独居修行一百大劫， 而证入阿罗汉的修行者。
　 　 然诸独觉有二种殊。 一者部行。 二麟角喻。 部行独觉先是声闻得胜果时转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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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有余说。 彼先是异生。 曾修声闻顺决择分。 今自证道得独胜名。 ……麟角喻

者。 谓必独居。 二独觉中麟角喻者。 要百大劫修菩提资粮。 然后方成麟角喻独觉。
言独觉者。 谓现身中离禀至教唯自悟道。 以能自调不调他故。 何缘独觉言不调他。
非彼无能演说正法。 以彼亦得无碍解故。 又能忆念过去所闻诸佛所宣圣教理故。 又

不可说彼无慈悲。 为摄有情现神通故。 又不可说无受法机。 尔时有情亦有能起世间

离欲对治道故。 虽有此理。 由彼宿习少欣乐胜解无说希望故。 又知有情难受深法。
以顺流既久难令逆流故。 又避摄众故。 不为他宣说正法。 怖諠杂故。①

声闻， 又称阿罗汉， 指佛在世时， 因为亲耳闻听佛陀的教导， 领悟四谛所揭示的世

间真理， 并断尽烦恼， 证入涅槃的佛弟子。 在佛教早期经典中， 凡亲耳闻听释迦说法的

弟子， 不论在家与否， 都被称为声闻。 但随着佛教的发展， 只有出家弟子才被称为声

闻。 《大毗婆沙论》 云：
　 　 何故名阿罗汉？ 答： 应受世间胜供养故； 名阿罗汉。 谓世无有清净命缘， 非阿

罗汉所应受者。 复次阿罗者、 谓一切烦恼。 汉、 名能害。 用利慧刀， 害烦恼贼， 令

无余故； 名阿罗汉。 复次罗汉、 名生， 阿、 是无义。 以无生故； 名阿罗汉。 彼于诸

界诸趣诸生生死法中， 不复生故。 复次汉、 名一切恶不善法。 言阿罗者、 是远离

义。 远离诸恶不善法故； 名阿罗汉。 此中恶者、 谓不善业。 不善者、 谓一切烦恼。
障善法故， 说为不善。 是违善义。 如有颂言： 远离恶不善， 安住胜义中； 应受世上

供， 故名阿罗汉。②

与佛陀相比， 声闻、 缘觉都领悟了四谛十二因缘的 “法印”， 并已经证入涅槃。 就

如同论中所言：
　 　 谓若有人弃舍家法净信出家， 即名初入诸佛法海。 若尽诸漏证般涅槃， 名究竟

入诸佛法海。③

缘觉还有一点和佛是相同的， 即他也是通过自身观察和亲证获得了智慧， 而不像声

闻， 需依靠佛的教导。
但是声闻、 缘觉毕竟和佛还是有很多差异。
关于佛不共于声闻和独觉的品质， 《大毗婆沙论》 中详尽的列出了许多方面④ （表 １）：

表 １

举例 佛者 独觉者 声闻者

１ 尔焰 （境界） 自觉、 遍觉、 无错谬觉。 独觉虽能自觉， 无余
二种。 声闻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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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佛者 独觉者 声闻者

２ 于诸缘 能自然觉， 一切种觉说名为佛。 独觉虽有自然觉， 而
无一切种觉。 声闻俱无

３

智于能觉所觉、 行相
所缘、 根根义、 有境
境、 尔 焰 中、 能 遍
明觉

智于能觉所觉、 行相所缘、 根根
义、 有境境、 尔焰中、 能遍明觉
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４ 闻而不舍 有闻而不舍， 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５ 相续 相续中， 永伏一切非理习气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６ 甚深缘起 于甚深缘起河能尽源底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７ 染、 不染
断二种无知， 谓染、 不染、 说名
为佛

唯能断染， 不断不染
唯能断染， 不
断不染

８ 事、 随眠
断二种疑惑， 谓事随眠。 说名
为佛

虽断随眠而不断事
虽断随眠而不
断事

９ 烦恼障、 解脱障
尽智时二障俱断心， 得解脱谓烦
恼障及解脱障

或先脱烦恼障， 后解
脱障。 或先断解脱障，
后烦恼障， 无俱脱者

或先脱烦恼障，
后解脱障。 或
先 断 解 脱 障，
后烦恼障， 无
俱脱者

１０ 于诸有情， 能依所依
圆满

具二圆满者， 说名为佛。 谓所依
能依诸余有情

或所依圆满非能依，
如转轮王。 或能依圆
满非所依

或所依圆满非
能依， 如转轮
王。 或能依圆
满非所依

１１ 色、 族、 辩 三事圆满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２ 立誓果成恣问
三事圆满说名为佛。 谓立誓果成
恣问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３ 三不护， 三不共念住 具三不护， 三不共念住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４ 辩才无竭。 所记无谬。 所言无二， 辩才无竭、 所记无谬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５ 因 智、 时 智、 相 智、
说智

具四智说名为佛。 谓因智时智相
智说智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６ 无着智、 无碍智、 无
谬智、 不退智

具四智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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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佛者 独觉者 声闻者

１７
具种种因觉、 种种果
觉、 种种相续觉种种
对治觉

具种种因觉、 种种果觉、 种种相
续觉、 种种对治觉、 说名为佛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８
世八法所不能染、 功
德彼岸无能逮者， 一
切危厄堪能拔济

若世八法所不能染， 功德彼岸无
能逮者， 一切危厄堪能拔济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１９
十八不共佛法、 十力、
四无所畏、 大悲、 三
不共念住

具十八不共佛法、 十力、 四无所
畏、 大悲、 三不共念住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２０ 深远者、 微细者遍行
者、 平等者

有深 远、 微 细、 遍 行， 平 等 大
悲心

二乘不尔 二乘不尔

　 　 对于上述种种不同， 基本上可以划入三个层次： 智能、 断烦恼的功德。 关于其具体

归属可见下表 （表 ２）：
表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智慧 √ √ √ √ √ √ √ √ √ √

烦恼 √ √ √ √ √ √

功德 √ √ √ √ √ √

　 　 即使三者共有的品质， 佛和声闻、 缘觉也存在着差异。 如 《阿毗昙毗婆沙论》 记

载， 声闻、 缘觉虽然获得了觉悟， 但其肉身并非是诸根具足的， 依然有烦恼， 而佛却不

再受肉身的烦恼：
　 　 身有三十二大人相。 庄严八十随形好。 身光一寻。 观无厌足。”①， “问曰。 谁

有此白发耶。 答曰。 凡夫圣人俱有。 圣人从须陀洹。 至辟支佛。 唯除世尊。 所以者

何。 佛世尊无发白渐落皮缓面皱音声破坏。 死时无解支节。 痛心不错乱。 根不渐

灭。 一时而灭。 此是佛身之法。 问曰。 以何等故佛世尊。 无白发渐落皮缓面皱耶。
答曰。 此是恶色。 佛世尊永离恶色故。 问曰。 佛作何业。 无如是报耶。 答曰。 佛世

尊。 本为菩萨时。 修行善法。 信心坚固。 未曾衰退。 以行相似因故。 受如是相似

３９龟兹石窟中的佛陀、 声闻、 缘觉和菩萨造像及其反映的思想

① 迦旃延子造， 五百罗汉释， ［北凉］ 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 《阿毗昙毗婆沙论》 卷 ４３， 《大正藏》， 第 ２８ 册，
第 ３２１ 页。



果。 以是事故。 无白发渐落皮缓面皱。①

当然关于佛是否有老化现象， 论师间存在不同的看法， 上文中， 我们谈到佛的生身

有漏及其在壁画中的反映， 就是明证。 但无论怎样， 佛的生身在各个方面与声闻和缘觉

存在差异， 则是为所有的论师所接受的。
《杂阿含经》 也有关于佛不同于声闻和缘觉的品质：
　 　 比丘于色厌、 离欲、 灭、 不起、 解脱。 是名如来应等正觉。 如是受想行识厌、
离欲、 灭、 不起、 解脱， 是名如来应等正觉。 比丘， 亦于色厌、 离欲、 灭名阿罗汉

慧解脱。 如是受想行识厌、 离欲、 灭名阿罗汉慧解脱。 比丘， 如来应等正觉， 阿罗

汉慧解脱， 有何差别。 ……如来应等正觉， 未曾闻法， 能自觉法， 通达无上菩提。
于未来世， 开觉声闻， 而为说法。 谓四念处、 四正勤、 ……。 比丘， 是名如来应等

正觉， 未得而得， 未利而利。 知道、 分别道， 说道、 通道。 复能成就诸声闻， 教授

教诫。 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 是名如来罗汉差别。②

如来应等正觉者， 先未闻法， 能自觉知， 现法自知， 得三菩提。 于未来世， 能

说正法觉诸声闻。 所谓四念处、 四正断、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觉分、 八圣道

分， 是名如来应等正觉， 所未得法能得， 未制梵行能制， 能善知道， 善说道， 为众

将导。 然后声闻成就随法随道， 乐奉大师教诫教授， 善于正法， 是名如来应等正

觉， 阿罗汉慧解脱， 种种别异。 复次， 五学力， 如来十力。 何等为学力。 谓信力、
精进力、 念力、 定力、 慧力。 何等为如来十力。 谓……③

由上述记载来看， 佛是自悟自觉者。 就悟而言， 只是悟的先后有别， 缘觉也是自悟

者。 就说法渡生、 教授教诫来说， 其实佛弟子也是具有几分的能力， 只是不如佛的圆

满。 但是如来的十力、 四无所畏、 十八不共法等， 却是佛与声闻缘觉真正的差别之

处了。
我们知道， 神通是佛、 缘觉、 阿罗汉都有的能力。 说一切有部认为， 五神通为佛与

弟子共有， 但佛更为殊胜。 如化佛的神通， 佛所化诸佛， 其所作行为可与佛不同； 但是

无论是阿罗汉还是缘觉， 他们的化身行为只能与主尊保持一致：
　 　 彼复翻说佛于一时化作化佛。 身真金色相好庄严。 世尊语时所化便默。 所化语

时世尊便默。 弟子一时作化弟子。 剃除须发着僧伽胝。 弟子语时所化亦语。 所化语

时弟子亦语。 问诸大声闻亦能如是。 世尊于此有何不共。 答佛于心定俱得自在。 入

出速疾不舍所缘。 能以一心发于二语。 谓自及化。 于中欲令语者便语。 不令语者便

默。 声闻心定非极自在。 入出迟缓数舍所缘。 虽能一心发于二语。 谓自及化。 然于

其中欲令一语第二亦语。 欲令一默第二亦默。 不能令其一默一语。 又佛世尊于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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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皆得自在非诸声闻。 故佛此中亦有不共。①

佛所具有的天耳、 天眼、 他心通和看透过去现在未来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声闻和缘

觉， 佛是遍知一切和度化一切有情众生的， 而声闻和缘觉都是有欠缺的， 无论是在智慧

上， 还是度化众生的能力上。 而且佛所具有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是恒常具备的， 随时示

现。 而声闻和缘觉只有在进入禅定等特殊状态下才可以实现。② 此外， 相对于声闻和缘

觉， 漏尽通是佛陀独有的， 不同于声闻和缘觉。③ 佛具有的大悲也与声闻和缘觉的慈悲

不同。 声闻和缘觉的慈悲， 只是想象到众生的痛苦心生怜悯， 也想给众生快乐， 但是他

们事实上不能真正使众生解脱痛苦。 而佛的大悲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怜悯和想给众生快

乐， 而且实际上也真能使众生解脱并带来快乐。④ 佛之所以会具有上述不共声闻和缘觉

的能力， 归根揭底是佛陀累世修行积累的功德。
关于声闻和缘觉的图像在龟兹风洞窟中有比较多的展现， 而在汉风和回鹘风洞窟中

则出现不多。 这可能和大乘佛教中贬抑阿罗汉和缘觉， 褒扬菩萨的观念有关。
一般来说， 比丘和缘觉均着僧衣。

图 １２　 克孜尔石窟第 ３８窟
后甬道正壁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比丘与佛陀的发际线是不同的， 佛陀的发际线比较圆

滑平整， 或者在额间略有下凹的弧度或小弯折， 但比丘额

际线的弯折幅度却很明显。 尽管也存在少数佛的发际线在

额间弯折弧度稍大的情况 （如 １７２ 窟侧甬道侧壁坐佛以

及 １７５ 窟左甬道内侧壁坐佛等）， 但纵观龟兹诸石窟， 这

种发际线的区分还是比较普遍的。
　 　 在龟兹风风格的壁画中， 比丘的发际线很多是呈倒 Ω
形， 即在两边有一个小弯曲或变成一个小尖 （半侧面像

有时只画一个）， 特征明显。 在克孜尔石窟第 ３８ 窟， 后

甬道涅槃经变中也绘一身有肉髻的年轻比丘， 他正在礼拜

佛足⑤ （图 １２）。 仔细观察这些比丘与佛的头部描画， 发

际线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龟兹壁画中的佛陀之肉髻， 变化形式较多， 或饱满，
或扁圆， 或隆起较陡， 或为较浅的圆形突起等。 而比丘

（除个别如阿难、 梵摩那）， 一般没有肉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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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石窟壁画中的绝大多数比丘像并不绘头光， 绘出头光的比丘， 在克孜尔石窟只

有少数例子， 如克孜尔石窟第 １６３ 窟主室券顶的菱格故事画中， 佛陀身边有一位双手持

布帛的比丘， 他有肉髻， 也绘出头光。①

缘觉一般有肉髻， 发式特征大都为发际线在额间向内转折弧度较大， 类似比丘像的

倒 Ω 形发式， 还有的肉髻独特不似佛陀， 除克孜尔石窟第 １７１ 窟外多不绘身光而仅有

头光。 尽管肉髻变化较多， 有时与佛陀没有明显差别， 但这种倒 Ω 式的发际线却相对

稳定， 这在龟兹石窟中通常是比丘的特征。 另外在森木塞姆、 克孜尔尕哈石窟甬道顶部

中也发现了相似的造像。 缘觉的形象似乎是从比丘到佛陀的一种过渡， 与其在 “三乘”
中的位置相符。 佛陀或为头光与身光具足， 或为不绘身光但头部与同窟佛像并无差别，
发际线多数较为平缓， 肉髻整体上看也比缘觉、 比丘更饱满。

缘觉表情平静， 除了肉髻稍小之外， 俨然与佛无异， 大约因缘觉之境界仅次于佛的

缘故， 而罗汉像却变化更为丰富， 胖瘦高矮、 动静喜怒皆可。
异样的肉髻或者不及佛陀圆整的发际线都表明其神圣性不如佛陀。 从无头光的比丘

像， 到类似佛陀但又不如佛陀圆满的缘觉， 最后到光明圆满的佛像， 形象的变化也对应

于三者神圣性的递进。
在龟兹石窟， 我们还发现了比丘、 缘觉和佛陀并列的壁画。

图 １３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５０窟主室券顶中脊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５０ 窟主室

券顶的天相图颇为奇特②， 残存的画面

为比丘乘车 （比丘似有 “双头”， 形

象罕见） 驶向一座城， 具三角形城垛，
城墙之中绘三身坐像， 中间为佛陀，
其右侧人物顶有肉髻， 有头光而不具

身光， 左侧人物无肉髻， 身份应为比

丘 （图 １３）。 笔者推测此城应为 “涅
槃城”③， 城内人物为代表漏尽解脱的

声闻、 缘觉、 佛三乘， 比丘所乘之车，
为承载其达到生死解脱的工具。 该图

城墙内所绘三身人物， 形象各异， 两

身坐像围绕着中央的佛陀应为代表龟兹流行之佛教信仰中的声闻、 缘觉、 佛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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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第 ２ 卷， 图版一一七， 第 １２９ 页。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第 ４ 卷， 图版一二二， 第 １２５ 页。
“涅槃城” 一词常见于佛经， 乃譬喻之语， 盖涅槃系证得不生不灭， 到达安乐解脱之圣者所居， 故以城为

喻。 如大智度论卷二十载， “三十七品是趣涅槃道， 行是道已， 得到涅槃城。 涅槃城有三门， 所谓空、 无

相、 无作。” （ 《大正藏》， 第 ２５ 册， 第 ２０６ 页）



四

佛、 菩萨、 缘觉和声闻是佛教的四圣， 龟兹石窟中有许多的相关图像， 这些图像中

包含着丰富的佛学思想， 它们的演变也反映出了龟兹佛教的变迁。
龟兹石窟中早期佛陀图像坚持唯礼释迦的理念。 这种观点认为， 教主释迦牟尼， 是

具有理想人格的圣人， 佛身是有漏的。 佛不世出， 在现在， 于世间传法度化众生的只有

释迦牟尼一佛。 公元 ７ 世纪以后， 多佛、 十方佛等大乘观念日益流行。 受其影响， 一些

龟兹风洞窟中也出现了反映大乘佛陀观念的壁画。
龟兹石窟早期造像表现， 说明只有经历三无数劫修行满， 修妙相业发菩提决定的修

行者， 才可名为菩萨。 图像中的菩萨一般特指修行中的释迦菩萨、 身处兜率天宫的弥勒

菩萨以及过去佛的因位菩萨身。 公元 ７ 世纪以后， 汉地菩萨观传入龟兹， 佛成为全能的

存在。 而菩萨则代佛传法度人。 很多经典中甚至提到， 像观音和文殊等大菩萨实际上在

远古已经成佛， 为了度化众生， 所以在今生显现菩萨身。
龟兹石窟中的缘觉和声闻与佛陀一样， 都领悟了四谛十二因缘的 “法印”， 并已经

证入涅槃， 但他们的肉身并非是诸根具足的， 依然有烦恼； 缘觉和声闻在智能、 断烦

恼、 神通以及功德都与佛有很大差距。 最后， 佛的十八不共法是缘觉和声闻不具备的。

７９龟兹石窟中的佛陀、 声闻、 缘觉和菩萨造像及其反映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