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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已公布的敦煌文献图版的全面普查， 我们已发现 《七阶礼》 写卷 １２０ 号， 其中绝大

多数为残卷或残片。 本文通过残字、 内容、 行款格式、 书风字迹、 污迹残损等不同角度的比较分析，

将其中 ３０ 号残卷或残片缀合为 １２ 组， 以此更客观地判断写卷的具体性质， 有助于深入地考察敦煌礼

忏文写卷定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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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阶礼》 为三阶教的礼忏法， 隋信行撰。 隋唐之际， 佛教的宗派兴起， 并各依其

所宗经典撰作忏法。 三阶教是由隋代僧人信行创立的佛教派别， 曾风行一时， 但屡遭禁

毁， 且与传统佛教之间的摩擦不断， 因而在唐末便湮没不传， 大多数典籍散佚不存。 就

《七阶礼》 而言， 唐智昇 《开元释教录》 卷一八 《伪妄乱真录》 载有 “广七阶佛名一

卷” 和 “略七阶佛名一卷” 的条目， 但并无内容。 同为智昇所撰的 《集诸经礼忏仪》
卷上收录有两篇未列标题的 《七阶礼》， 但有可能被后人进行了修改①。 幸运的是， 随

着敦煌遗书的发现， 包括 《七阶礼》 在内的一批三阶教经典得以重见天日， 为后世研

究三阶教礼忏法提供了新的资料。
目前所见敦煌本 《七阶礼》 写卷数量繁多， 但这些写卷不仅传抄形态复杂， 且往往

与 《十方礼》 《寅朝礼》 等其他礼忏文混抄在一起， 由于这些礼忏文结构类似， 导致前人

的相关定名十分混乱。 与此同时， 部分写卷残损严重， 我们仅凭有限的文字不易判断这些

残卷或残片的具体性质。 而残卷的缀合则有助于敦煌礼忏文写卷的判定和进一步的整理。
在广川尧敏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杨学勇 《三阶教 〈七阶礼〉 与佛名礼忏》 一文

通过内容的分析， 将敦煌本 《七阶礼》 分为 “七阶佛名经” 型和 “七阶礼忏文” 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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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①， 可以依从。 通过对业已刊布的敦煌写本文献的调查， 我们目前已发现 “七阶佛

名经” 型写卷 ６５ 号、 “七阶礼忏文” 型写卷 ５５ 号， 另外还搜集了 ３５ 号存疑待考残片。
在可确定为 《七阶礼》 的 １２０ 号写卷中， 首尾完整者仅 １１ 号， 其余 １０９ 号皆有不同程

度的残损。 这些残卷或残片颇有本为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 如 《国图》 条记目

录指出 Ｓ ７９５６Ｖ②、 ＢＤ３４２２Ｖ 可缀为一组； 《俄藏》 指出 Дх１０４８、 Дх１２３３ 可缀为一组，
又将 Дх２６０２Ｖ、 Дх３８１３Ｖ、 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 归为一组， 但并未完成缀合 （后来张涌

泉、 刘丹 《敦煌本 〈摩诃僧祇律〉 残卷缀合研究》 一文介绍了该四号残片的缀合关系，
又新缀入 Дх３４０８Ｖ）。 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残字相互契合、 内容前后相承、 行款格式相

同、 书风字迹似同、 污迹残损相似等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将 ３０ 号 《七阶礼》 残卷

缀合为 １２ 组， 包括 “七阶佛名经” 型写卷 ７ 组， “七阶礼忏文” 型写卷 ５ 组。 现按缀

合后写卷的完整程度， 依次缀合如下。

一、 “七阶佛名经” 型残卷缀合

（一） ＢＤ１０３３８＋ＢＤ２８４４③

（１） ＢＤ１０３３８ （Ｌ４６７）④。 见 《国图》 １０７ ／ ２５０Ｂ⑤。 残片。 如图 １ 右上角所示， 存 ６
行， 首题 “七皆佛名卷一”， 其内容为 “ （人） 各 （以）
为 供养 （身） 世 （如） ”⑥。 背有勘记 “佛说

佛多 （名） 经卷弟一”。 楷书。 有乌丝栏。 《国图》 改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 “本遗

书首全尾残。 为敦煌地区较为流行的礼忏文献， 形态复杂， 尚需进一步研究。 原经仅一

卷， 但本遗书首题及卷背勘记均题作 ‘卷一’， 应属随意所写”。 《国图》 条记目录定作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２） ＢＤ２８４４ （北 ８３１１； 调 ４４）。 见 《国图》 ３８ ／ ２７２Ｂ－２７５Ｂ。 卷轴装， ６ 纸。 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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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 “Ｓ ” 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 图片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陆续出版

的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简称 《英图》 ） 及 ＩＤＰ 公布的彩色照片； “ＢＤ” 指 《国家图书馆藏敦

煌遗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出版， 简称 《国图》 ） 敦煌写卷编号； “Дх” 指 《俄藏敦煌文

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出版， 简称 《俄藏》 ） 敦煌写卷编号； “Ｐ ” 指 《法藏敦煌西域文

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出版， 简称 《法藏》 ） 敦煌写卷编号。 另外， 见于卷子背面的文献简

称 “Ｖ”。
本文中可以直接缀合的写卷用 “＋” 表示缀合关系； 不能直接缀合的写卷用 “…” 连接。
北敦号后括注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之缩微胶卷号、 千字文号及其它编号， 如 “Ｌ” 指 “临编

号”。
《国图》 １０７ ／ ２５０Ｂ 指该卷图版出自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第 １０７ 册第 ２５０ 页下栏。 其中 Ａ、 Ｂ 分别代

表上栏、 下栏。 下同。
本文在录文时原文缺字用 “□” 号表示， 缺几字用几个； 缺字据异本或上下文或文意补出时， 在缺字符

号后用 （） 注明； 模糊不清无法录出或残存偏旁者用 “ ” 号表示， 缺几字用几个 “ ” 号。 不能确定

缺几字者， 上部残缺时用 “ ” 号、 下部残缺用 “ ” 号表示。 为凸显缀合效果， 缀合图中二卷衔接

处必要时添加虚线或留适当缝隙示意。



如图 １ 左部所示， 首残尾缺， 存 １４８ 行， 每行 １６ 字左右， 首 ６ 行下残， 第 ６、 ７ 行有圆

形残洞。 楷书。 前五纸有乌丝栏。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本文

献 “为敦煌僧众日常礼忏所用文书， 形态歧杂多样”。 《国图》 条记目录定作 ９－１０ 世纪

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１ 所示， ＢＤ１０３３８ 系从

ＢＤ２８４４ 右上角脱落的残片。 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 “是诸众等人” “以” “事” “身”
八字皆得复合为一， 横向乌丝栏亦可对接。 又此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天头等高， 皆有

乌丝栏，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佛” “一”
“供” “世” 等字）， 可资参证。

从残存内容判断， ＢＤ２８４４ 礼拜佛名为南无七阶佛、 南无二十五佛及别礼二佛等九阶

佛， 且南无五十三佛、 三十五佛、 二十五佛的佛名均为别唱①， 可明确为 “七阶佛名经”
型的 《七阶礼》 残卷。 ＢＤ１０３３８ 所存文字为礼忏文中的请佛、 叹佛仪式， 见于 《七阶礼》
的两类写卷， 仅凭残存字句难以确定归属。 今二号缀合为一， 可知 ＢＤ１０３３８ 残片亦为

“七阶佛名经” 型的 《七阶礼》 残卷， 宜一并拟题为 “ 《七阶礼》 （七阶佛名经型） ”。

图 １　 ＢＤ１０３３８＋ＢＤ２８４４ （前部） 缀合图

（二） ＢＤ１２０２４＋ＢＤ６７３
（１） ＢＤ１２０２４ （Ｌ２１５３）。 见 《国图》 １１０ ／ ２０９Ａ。 残片。 如图 ２ 右部所示， 存 ７ 行，

第 ６ 行空白无字， 末行仅存 ３ 字右侧残笔。 首题 “ 菩萨经等略七皆佛名忏悔法”，
其下有双行小注 “ 如来一阶依义次第”。 楷书。 《国图》 拟题 “七阶礼忏

文”。 《国图》 条记目录定作 ７－８ 世纪唐时期写本。
（２） ＢＤ６７３ （北 ８３０５； 日 ７３）。 见 《国图》 １０ ／ １４Ｂ－１８Ｂ。 卷轴装， ６ 纸。 前部如

图 ２ 左部所示， 首残尾全， 存 １５０ 行， 每行 １９ 字左右， 首 ６ 行上下残。 楷书。 有乌丝

栏。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阶礼忏文”， 并称本文献 “所抄为敦煌僧人日常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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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用的七阶礼忏文”。 《国图》 条记目录定作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２ 所示， ＢＤ１２０２４ 系从 ＢＤ６７３ 前

部脱落的残片。 二号接缝处边缘吻合，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持” “化” “ （广） ” “数
声” “边界” “比不思” 十字皆得复合为一。 又此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满行皆约 １９ 字， 行

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仏” “一” “敬” “礼” 等

字）， 可资参证。 此二号既可缀合为一， 而 《国图》 条记目录称 ＢＤ１２０２４ 为 ７－８ 世纪唐时

期写本， ＢＤ６７３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断代歧异， 应再斟酌。
据残存文字判断， ＢＤ６７３ 可明确为 “七阶佛名经” 型的 《 七阶礼》 残卷。

ＢＤ１２０２４ 所存文字为礼忏文中的请佛仪式， 见于 《七阶礼》 的两类写卷， 仅凭残存字

句难以确定归属。 今二号缀合为一， 可知 ＢＤ１２０２４ 残片亦为 “七阶佛名经” 型的 《七
阶礼》 残卷， 宜一并拟题为 “ 《七阶礼》 （七阶佛名经型） ”。

图 ２　 ＢＤ１２０２４＋ＢＤ６７３ （前部） 缀合图

（三） ＢＤ３０１９＋ＢＤ２８８１
（１） ＢＤ３０１９ （北 ８３１２； 云 １９）。 见 《国图》 ４１ ／ ８６Ａ－８７Ａ。 卷轴装， ３ 纸。 后部如

图 ３ 右部所示， 首尾皆残， 存 ５９ 行 （后 ２ 行下残， 末行仅存 ９ 字右侧残笔）， 每行 １７
字左右。 楷书。 有乌丝栏。 写卷上、 下部各有规则污渍。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
阶佛名经”， 并称本文献 “为中国人编纂的礼忏文献， 形态较为复杂”。 《国图》 条记目

录称原卷为经黄纸， 纸高 ２６ ４ 厘米， 为 ７－８ 世纪唐时期写本。
（２） ＢＤ２８８１ （北 ８３１０； 调 ８１）。 见 《国图》 ３９ ／ ２６Ｂ－２８Ａ。 卷轴装， ４ 纸。 前部如

图 ３ 左部所示， 首残尾全， 存 ６８ 行， 每行 １７ 字左右。 楷书。 有乌丝栏。 写卷上、 下部

各有规则污渍。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本文献 “为敦煌僧众日

常礼忏所用文书， 形态歧杂多样”。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为经黄纸， 纸高 ２６ ５ 厘

米， 为 ７－８ 世纪唐时期写本。
按： 据残存内容判断， 上揭二卷皆为 “七阶佛名经” 型 《七阶礼》 残卷， 且其内

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３ 所示， 接缝处边缘吻合，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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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盧遮那无障碍眼圆” 九字皆得复合为一， 横向乌丝栏亦可对接。 二号卷面上部和下

部皆各有波浪形水渍， 这些水渍形状雷同， 循环出现， 大小、 间隔渐次缩小； 又二号皆

用经黄纸， 纸高近同， 行款格式相同 （天头、 地脚等高， 有乌丝栏，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南” “无” “佛”
“一” “切” 等字）， 可资参证。

图 ３　 ＢＤ３０１９ （后部） ＋ＢＤ２８８１ （前部） 缀合图

（四） ＢＤ７２９１＋ＢＤ９２６２
（１） ＢＤ７２９１ （北 ８３３０； 帝 ９１）。 见 《国图》 ９６ ／ １２３Ａ－１２４Ｂ。 卷轴装， ３ 纸。 后部

如图 ４ 右部所示， 首尾皆残， 存 ７３ 行 （前 ８ 行上残）， 每行 １７ 字左右。 楷书。 有乌丝

栏。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本文献 “原为中国人所撰， 为三阶

教典籍， 流传形态复杂”。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２６ ５ 厘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

军时期写本。
（２） ＢＤ９２６２ （唐 ８３）， 见 《国图》 １０５ ／ ２０１Ｂ。 残片。 前部如图 ４ 左部所示， 仅存

７ 残行 （首行仅存 ４ 字左侧残笔）， 行约 １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国图》 拟题 “七阶

佛名经”， 并称本文献 “为敦煌僧众日常礼忏所用文书， 形态歧杂多样”。 《国图》 条记

目录称原卷纸高 ２６ ５ 厘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４ 所示， 接缝处边缘吻合， 原

本撕裂在二号的 “南无忧德佛” “善” “称” 七字皆得复合为一， 横向乌丝栏亦可对

接。 又此二号纸高皆为 ２６ ５ 厘米， 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满行皆约 １７ 字， 行

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南” “无” “佛” “一”
“切” 等字）， 可资参证。

据残存文字判断， ＢＤ７２９１ 前后所抄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礼忏文。 其中卷首至第 ４１ 行

“和南一切圣贤” 为第一部分， 其内容包含了敬礼东方善德佛等十方佛， 当拟题为 “寅
朝礼”； 第 ４２ 行 “南无东方须弥灯光明如来十方佛等一切诸佛” 至卷末为第二部分，
其礼拜对象包含了十方佛、 过去七佛、 五十三佛等， 与 ＢＤ９２６２ 缀合后， 所存内容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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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七阶佛， 可拟题为 “七阶礼 （七阶佛名经型） ”。 《国图》 混而为一， 欠妥。

图 ４　 ＢＤ７２９１ （后部） ＋ＢＤ９２６２ 缀合图

（五） ＢＤ８０３９＋ＢＤ７１１９
（１） ＢＤ８０３９ （北 ８３３７； 字 ３９）。 见 《国图》 １００ ／ １６８Ｂ－１７０Ａ。 卷轴装， ４ 纸。 后

部如图 ５ 右部所示， 前后皆残， 存 ６９ 行 （首 ６ 行下残， 后 ３ 行上残）， 每行 ２０ 字左右。
楷书。 有乌丝栏。 卷中有分题 “七阶佛名一卷”， 《国图》 拟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

本文献 “为中国人编纂的礼忏典籍， 形态较为复杂”。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２８ ６ 厘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２） ＢＤ７１１９ （北 ８３２８； 师 １９）。 见 《国图》 ９５ ／ １９５Ａ－１９６Ｂ。 卷轴装， ４ 纸。 前部

如图 ５ 左部所示， 首尾皆残， 存 ８９ 行， 每行 １８ 字左右 （前 ４ 行下残）。 楷书。 有乌丝

栏。 卷中有分题 “十方礼”， 《国图》 拟题 “七阶佛名经”， 并称本文献 “原为三阶教

典籍， 在敦煌地区甚为流行”， “文献形态复杂”。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２９ 厘

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５ 所示， 接缝处边缘吻合， 原

本撕裂在二号的 “南无” “释迦” “三十五佛” “无金刚” “尊王佛” 十四字皆得复合为

一， 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 又此二号纸高接近， 行款格式相同 （天头、 地脚等高， 皆

有乌丝栏，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南”
“无” “佛” “一” “切” “礼” 等字）， 可资参证。

据残存文字判断， ＢＤ８０３９ 前后所抄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礼忏文。 其中卷首至第 ３７ 行

“一切普诵” 为第一部分， 其内容为礼佛仪式中为天龙八部诸善神王等分别礼拜三宝，
以及五悔、 六念等， 当拟题为 “寅朝礼”； 第 ３８ 行 “七阶佛名一卷” 至卷末为第二部

分， 可拟题为 “七阶礼 （七阶佛名经型） ”。 ＢＤ７１１９ 亦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礼忏文，
其中卷首至第 ７９ 行 “勤求无上道” 与前号后半部分缀接， 恰好构成完整的 《七阶礼》，
可拟题为 “七阶礼 （七阶佛名经型） ”； 第 ７９ 行 “十方礼” 至卷末为第二部分， 其礼

拜佛名包括了南无东方阿閦佛等十方佛， 当拟题为 “十方礼”。 二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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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 《寅朝礼》 《七阶礼》 《十方礼》 三种礼忏文， 体现了敦煌礼忏文混抄的特点。
《国图》 混而为一， 欠妥。

图 ５　 ＢＤ８０３９ （后部） ＋ＢＤ７１１９ （前部） 缀合图

（六） Ｐ ２４１５＋Ｐ ２８６９
（１） Ｐ ２４１５。 彩色照片见法图网站。 卷轴装， ４ 纸。 后部如图 ６ 右部所示， 前后皆

残， 存 ５３ 行 （前 ４ 行、 后 ３ 行下残）， 每行 １６ 字左右。 楷书。 原卷无题， 《法藏》 拟

题 “七阶佛名经”。
（２） Ｐ ２８６９。 彩色照片见法图网站。 卷轴装， ４ 纸。 前部如图 ６ 左部所示， 前后皆残，

存 ６１ 行 （末 ２ 行上残）， 每行 １６ 字左右。 楷书。 原卷无题， 《法藏》 拟题 “礼忏文”。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６ 所示， 二号接缝处上部边缘

大体吻合， 中下部因纸张破损无法完全拼合。 又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满行皆约 １６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南” “无” “佛”
“如” “来” 等字）， 可资参证。

二号既原属同卷， 而 《法藏》 将此二号拟定作完全不同的标题， 自然不妥。 据残

存文字判断， 此二号均为 “七阶佛名经” 型 《七阶礼》 残卷， 可拟题为 “七阶礼 （七
阶佛名经型） ”。

图 ６　 Ｐ ２４１５ （后部） ＋Ｐ ２８６９ （前部） 缀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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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Дх５１３１＋Дх５６０２…Дх１０４９２
（１） Дх５１３１。 见 《俄藏》 １２ ／ ２６Ｂ。 残片。 如图 ７ 右上部所示， 存 ５ 残行， 部分行

内有双行小注， 行存中上部 ３－４ 字 （按正文大字计算， 下同）。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

无题， 《俄藏》 未定名。
（２） Дх５６０２ 号。 见 《俄藏》 １２ ／ １９４Ｂ。 残片。 如图 ７ 右部所示， 存 １１ 残行 （首行

仅存 “经” 字下侧部分残形， 后三行仅各存中部 １－２ 字）， 部分行内有双行小注。 楷

书。 有乌丝栏。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３） Дх１０４９２。 见 《俄藏》 １４ ／ ３０５Ｂ。 残片。 如图 ７ 左部所示， 存 １４ 残行， 部分行

内有双行小注， 行存 ４－１７ 字 （首行上部 ２ 字仅存左侧残形， 末行下部 ２ 字仅存右侧残

形）。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按： 据残存文字推断， 上揭三号残片包含了总礼南无阿閦如来和别礼南无二十五

佛、 南无二佛等内容， 可明确为 “七阶佛名经” 型 《七阶礼》 写卷， 且三号内容前后

相接，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７ 所示， 其中 Дх５１３１ 系从 Дх５６０２ 右上角脱落的残片， 接

缝处边缘大体吻合 （因写卷影印时变形严重， 横纵边缘无法同时拼合， 接缝处稍作调

整后如 ７ 右下角所示），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方” “经” “依” “宝” 四字皆得复合为

一， 纵向乌丝栏亦可对接； Дх１０４９２ 与前二号残片不能直接相连， 据完整文本推算， 间

缺约 ４ 行。 又此三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

字迹似同 （比较三号共有的 “南” “无” “十” “方” 等字）， 可资参证。
最近出版的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以下简称 《俄录》 ） 将 Дх５１３１、 Дх１０４９２ 拟

题为 “集诸经礼忏仪卷上”， 又将 Дх５６０２ 拟题为 “集诸经礼忏仪卷上合香之法”， 均不

准确。 《集诸经礼忏仪》 是由诸经的忏悔仪式汇编而成的， 且其收录的 《七阶礼》 与敦

煌本之间颇有区别， 因此， 我们尚无法根据该组残片所存的文字判断其具体出处①。

图 ７　 Дх５１３１＋Дх５６０２…Дх１０４９２ 缀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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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笔者调查， 在已定名的敦煌文献中， 尚未发现可确定为 《集诸经礼忏仪》 的写卷； 前贤拟题为 “集诸

经礼忏仪” 的写卷实际上只是 《七阶礼》 等礼忏文的残片。



二、 “七阶礼忏文” 型残卷缀合

（一） Ｓ １９３１＋Ｓ １０４８０
（１） Ｓ １９３１。 见 《英图》 ３０ ／ ２１６Ｂ－２１７。 卷轴装， ４ 纸。 前部如图 ８ 左上部所示，

首残尾全， 存 ６４ 行 （首 ４ 行下残）， 每行 ２０ 字左右。 尾有题记 “天福叁年丙午岁四月

廿二日莲台寺僧李保行手记之耳”。 楷书。 原卷无题， 《英图》 拟题 “礼忏文”， 并称

“本 《礼忏文》 与 《七阶佛名经》 《七阶礼忏文》 有密切关系。 或为其中的异本”。

图 ８　 Ｓ １９３１ （前部） ＋

Ｓ １０４８０ 缀合图

　 　 （２） Ｓ １０４８０。 见 ＩＤＰ。 残片。 如图 ８ 右下部

所示， 存 ４ 残行， 其内容为 “ （依） 敬

（礼常住） 方佛等一切诸

一切诸佛南无普 （光）
方善 （德） ”。 楷书。 原卷无题，

《英藏》 拟题 “礼忏文”。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

如图 ８ 所示， Ｓ １０４８０ 系从 Ｓ １９３１ 右下角脱落的残片，
接缝处边缘吻合，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依” “十” “东
方善德如” 七字皆得复合为一。 又此二号行款格式相

同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方” “佛” “一” “南” “无”
“佛” 等字）， 可资参证。

从残存文字判断， 二号写卷礼拜内容为南无七阶佛、 南无二十五佛及别礼二佛等九

阶佛， 且南无五十三佛、 三十五佛、 二十五佛均为总唱， 可明确为 “七阶礼忏文” 型

《七阶礼》 残卷。 《英图》 及 《英藏》 将此二号拟题为 “礼忏文”， 不准确， 宜改题为

“ 《七阶礼》 （七阶礼忏文型） ”。
（二） Дх３４０８Ｖ＋ （Дх３８１３Ｖ＋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Дх２６０２Ｖ…ＢＤ３０６８Ｖ
（１） Дх３４０８Ｖ。 见 《俄藏》 １０ ／ ２８８Ｂ。 残片。 如图 ９－１ 右部所示， 存 ２ 残行， 行存

中部 ２－７ 字。 楷书。 原卷无题， 《俄藏》 拟题 “礼忏文一本”， 《俄录》 略同。
（２） （Дх３８１３Ｖ＋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Дх２６０２Ｖ。 《俄藏》 以 Дх２６０２Ｖ 为主目，

Дх３８１３Ｖ、 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 三 号 附 列 其 下， 见 《 俄 藏 》 ９ ／ ２８７Ａ － ２８７Ｂ。 其 中

Дх３８１３Ｖ＋Дх３９１０Ｖ 《俄藏》 已缀合为一。 事实上这四号残片皆可缀合， 其正确的缀合

顺序应为： （Дх３８１３Ｖ＋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Дх２６０２Ｖ， 缀合后如图 ９－１ 中部所示，
Дх３９１０Ｖ 与 Дх３９１５Ｖ 上下相接， 原本分属二号的 “ 不” 复合为一， Дх３９１０Ｖ 与

Дх２６０２Ｖ 左右相接， 原本分属二号的 “ （宝） ” “时” 二字复合为一。 此四号缀合

后存 ２０ 残行 （残泐严重， 每行行首皆残， 写卷下端右部有四个不规则破洞， 写卷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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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组残洞， 形状近似， 依次缩小）， 行存 ２－１７ 字。 楷书。 原卷无题， 《俄藏》 拟题

“礼忏文一本”， 《俄录》 改题 “集诸经礼忏仪卷上叹佛咒愿”。
上揭五号反面存残片 ４ 块 ３０ 行， 所抄内容为 《摩诃僧祇律》 卷五， 张涌泉、 刘丹

已将其缀合①， 并指出卷背的礼忏文亦可缀合， 其中 Дх３４０８Ｖ 与 Дх３８１３Ｖ 相接， 内容

为礼忏文中的请佛仪式。
（３） ＢＤ３０６８Ｖ （北 ７０７７； 云 ６８）。 见 《国图》 ４２ ／ ８Ａ－９Ａ。 卷轴装， ４ 纸。 前部如

图 ９－１ 左部所示， 前残尾全， 存 ４８ 行， 每行 １１－１７ 字不等。 楷书。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 “七阶礼忏文杂抄”。 《国图》 条记目录定作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反面抄

《摩诃僧祇律》 卷五。
按： 前贤已指出前五号可以缀合。 今谓 ＢＤ３０６８Ｖ 亦为 《七阶礼》 残卷， 且与上揭五

号当出于同一写卷， 试作示意图如图 ９－１ 所示， ＢＤ３０６８Ｖ 与 Дх２６０２Ｖ 不可直接缀合， 其

间约缺 １５ 行。 此六号残片行款格式相同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 ＢＤ３０６８Ｖ 与俄藏五号残片共有的 “敬” “礼” “无” “佛” “衆” “方” 等字， 参看

表 １）， 反面均为 《摩诃僧祇律》 卷五， 亦可缀合 （六号缀合后如图 ９－２ 所示）。
据残存内容判断， 上揭六号写卷可明确为 “七阶礼忏文” 型 《七阶礼》 残卷， 各

家的拟题不够准确。

图 ９－１　 Дх３４０８Ｖ＋ （Дх３８１３Ｖ＋Дх３９１０Ｖ） ＋Дх３９１５Ｖ＋Дх２６０２Ｖ…ＢＤ３０６８Ｖ （前部） 缀合图

图 ９－２　 Дх３４０８＋ （Дх３８１３＋Дх３９１０） ＋Дх３９１５＋Дх２６０２…ＢＤ３０６８ （前部） 缀合图

３３敦煌本 《七阶礼》 残卷缀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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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Дх３４０８Ｖ 等卷号与 ＢＤ３０６８Ｖ 字形比较表

例 字

卷 号
敬 礼 无 佛 衆 方

Дх３４０８Ｖ 等

ＢＤ３０６８Ｖ

　 　 （三） Дх６０９０＋ “Дх１０４８、 Дх１２３３”
（１） Дх６０９０。 见 《俄藏》 １２ ／ ３５４Ｂ。 残片。 如图 １０ 右部所示， 存 ２１ 行， 行约 １０－

１４ 字 （上部多有残泐）。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录》 拟题

“集诸经礼忏仪卷上”。
（２） Дх１０４８、 Дх１２３３。 见 《俄藏》 ７ ／ ２８３Ａ－２８３Ｂ， 《俄藏》 已将二号图版缀合。

卷轴装， ２ 纸。 前部如图 １０ 左部所示， 前后皆残， 存 ３０ 残行， 每行存中下部 ４－１１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无题， 孟列夫主编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拟题 “誓愿文”，
《俄藏》 改题 “礼忏文”， 《俄录》 从之， 并称 “前 ２４ 行为 《礼忏文》 ”， “后 ３ 行为

《集诸经礼忏仪一切普诵》 ”。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１０ 所示， 接缝处边缘大体吻

合，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等” 字复合为一， 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 又此二号行款格式

相同 （皆有乌丝栏， 地脚等高， 满行皆约 １４ 字，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

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南” “无” “仏” “一” “切” “敬” “礼” 等字）， 可资

参证。
据残存内容判断， 二号写卷可明确为 “七阶礼忏文” 型 《七阶礼》 残卷。 《俄藏》

及 《俄录》 的拟题不准确。

图 １０　 Дх６０９０＋ “Дх１０４８、 Дх１２３３” （前部） 缀合图

（四） Дх１１７８９＋Дх１０４８２
（１） Дх１１７８９。 见 《俄藏》 １５ ／ ３３５Ａ。 残片。 如图 １１ 右部所示。 存 ７ 残行， 行存中

下部 ３－９ 字 （首行仅存上部三字部分残笔）， 中部有不规则残洞。 楷书。 原卷无题，
《俄藏》 未定名， 《俄录》 拟题 “礼忏文”。

（２） Дх１０４８２。 见 《俄藏》 １４ ／ ３０１Ｂ。 残片。 如图 １１ 左部所示。 存 １４ 残行， 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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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字， 每行上端皆残， 中部有一组形状相似的不规则残洞。 楷书。 原卷无题， 《俄
藏》 未定名， 《俄录》 拟题 “礼忏文”。

按： 上揭二号内容前后衔接， 当可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１１ 所示， 接缝处边缘大体吻

合 （因写卷变形严重， 部分边缘无法同时拼合， 接缝处稍作调整后如图 １１ 右上角所

示）， 原本撕裂在二号的 “来” “五佛等一切 （诸） ” 七字皆得复合为一。 二号中

部皆有不规则残洞， 这些残洞形状雷同， 间隔相近， 循环出现。 又此二号行款格式相同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号共有的 “十” “方” “无”
“量” “佛” “一” “切” 等字）， 可资参证。

据残存文字推断， 二号写卷可明确为 “七阶礼忏文” 型 《七阶礼》 残卷。 《俄录》
的拟题不准确， 宜改题为 “七阶礼 （七阶礼忏文型） ”。

图 １１　 Дх１１７８９＋Дх１０４８２ 缀合图

（五） ＢＤ１０７９０…ＢＤ８９６５
（１） ＢＤ１０７９０ （Ｌ９１９）。 见 《国图》 １０８ ／ １５１Ａ。 残片。 如图 １２ 右部所示。 存 ８ 行

（五、 六行空白无字）， 行约 １３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前四行似为 “三归依文”， 后为

“黄昏礼忏” （原题）。 《国图》 拟题为 “礼忏文残片”。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１５ 厘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图 １２　 ＢＤ１０７９０…ＢＤ８９６５ 缀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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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ＢＤ８９６５ （有 ８６）。 见 《国图》 １０４ ／ ２９７Ａ。 １ 纸。 如图 １２ 左部所示， 前后皆

残， 存 １２ 行 （后部另有二空行）， 行约 １３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存文包括 “三归依

文” 及 “总唱七阶诸佛” （未抄完） 等内容。 原卷无题， 《国图》 拟题为 “七阶礼忏文

（兑废稿） ”， 并称本文献 “敦煌遗书中存有多种异本， 形态复杂， 各本差距较大”。
《国图》 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１５ 厘米， 为 ９－１０ 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 据残存文字判断， 上揭二号应皆为敦煌礼忏文写本。 在敦煌遗书中， 标题为

“黄昏礼” 的写卷有部分内容属于 《七阶礼》， 故二号极有可能出自同一写卷， 试作缀

合如图 １２ 所示， 难以完全衔接， 中间有残缺。 又二号纸高皆约 １５ 厘米， 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满行皆 １３ 字， 天头、 地脚等高， 行距、 字距、 字体大小相近， 均为袖

珍装）， 书风字迹似同 （比较二卷共有的 “入” “經” “藏” “智” “惠” “如” 等字，
参看表 ２）， 可资参证。

表 ２　 ＢＤ１０７９０、 ＢＤ８９６５ 字形比较表

例 字

卷 号
入 經 藏 智 惠 如

ＢＤ１０７９０

ＢＤ８９６５

　 　 上面我们通过内容、 断痕、 行款、 书风字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 将 ３０ 号 《七阶

礼》 残卷缀合为 １２ 组。 这一工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写本的原貌， 也让我们对写

卷的性质有了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特别是由于各类礼忏文写卷结构相似， 均包含礼

佛、 叹佛、 五悔、 三归依、 和南、 六念等内容， 一旦出现严重的残损， 仅凭残存的只言

片语， 就无法识别所抄礼忏文的性质和类型， 以致原藏家或出版物无法对这类残片准确

定名， 误拟、 泛拟、 混拟等问题屡有出现， 甚或索性不予定名。 通过缀合， 存文得以大

幅增加， 有可能使我们得以厘清残卷的具体归属， 从而给予准确的定名， 进而为后续的

编目、 断代和整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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