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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文献 《妙法莲华经》 中存在大量缺题残卷， 且 《妙法莲华经》 与 《添品妙法莲华经》

在文字上相差无几， 我们仅根据残存文字不易确定缺题残卷的具体归属。 本文在全面普查已刊布的敦

煌文献 《妙法莲华经》 基础上， 从内容、 裂痕、 残字、 行款、 书风等角度， 选取其中 ２３ 号缀合为 ６

组， 借以窥视缺题残卷缀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敦煌文献　 《妙法莲华经》 　 缺题残卷　 缀合　 定名　 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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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经》 是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 其汉译本先后共六种， 现存 《正法华经》 《妙
法莲华经》 《添品妙法莲华经》 三种， 这些不同的译本， 内容往往大同小异。 敦煌写经

很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正如姜亮夫先生称： “因为现在发现的敦煌卷子往往是不完

整的”①， 又如张涌泉先生称： “敦煌文献残卷多， 缺题者多， 至今尚未定名者仍不在少

数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１ 册 Дх３６００ 至第 １７ 册 Дх１９０９２ 卷子皆未标注题目） ”②，
ＩＤＰ 网站 Ｓ ８４００ 之后的卷子除极少有题目外③， 大多数为缺题残卷， 且未拟定题目。 敦

煌本 《妙法莲华经》 也包括大量缺题残卷， 由于残缺过甚， 根据残存内容， 往往只能

初步判定为 《妙法莲华经》 或 《添品妙法莲华经》， 难以确定其具体出处。 但如果通过

缀合的手段， 有时就能找到准确的答案。 本文选取其中的 ２３ 号残卷或残片缀合为 ６ 组，
并将一部分难以确定其具体归属的卷子进一步定名为 《妙法莲华经》， 以示缀合对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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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卷定名与断代的重要作用。①

一、 Ｓ １２０２８＋Ｓ １３１６０＋Ｓ ９６４９＋Ｓ ６０６

（１） Ｓ １２０２８，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１ 右上部所示， 存 ５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８－１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２） Ｓ １３１６０，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１ 右下部所示， 存 ３ 残行， 每行仅存下部

２－８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３） Ｓ ９６４９，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１ 中部所示， 存 １０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５－

１６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４） Ｓ ６０６， 见 《英图》 １０ ／ １４４Ｂ－１５６Ａ②。 １８ 纸， 前部如图 １ 左部所示， 首残尾

全 （首行下部残泐）， 存 ５１１ 行 （首纸 １ 行， 末纸 ２７ 行， 其余各纸每纸 ２９－３１ 行），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１６ 字或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
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英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图 １　 Ｓ １２０２８＋Ｓ １３１６０＋Ｓ ９６４９＋Ｓ ６０６ （前部） 缀合示意图

按： 前三号残片残存文句既见于 《妙法莲华经》 卷二， 又见于 《添品妙法莲华经》
卷二， 难以确定具体出处。 但上揭四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１ 所示，
Ｓ １２０２８ 与 Ｓ １３１６０ 上下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 “固” “萨道” 三字大抵得以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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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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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Дх” 指 《俄藏敦煌文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 年， 简称 《俄藏》 ） 敦煌写卷编号；
“Ｓ ” 指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简称 《英图》 ） 与 《敦
煌宝藏》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 简称 《宝藏》 ） 及 ＩＤＰ 网站公布的彩色照片斯坦因编号；
“ＢＤ” 指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简称 《国图》 ） 敦煌写卷编

号； 《大正藏》 指 《大正新修大藏经》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１９２４－１９３２ 年） 的简称； “Ｐ ” 指 《法藏敦煌

西域文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简称 《法藏》 ）。 录文时原卷缺字用 “□” 表示， 残缺不

全或模糊不清者用 “ ” 表示。 可以直接缀合的写卷间用 “ ＋” 表示。 为凸显缀合效果， 缀合图版中二

卷衔接处加虚线或保留缝隙以示意。
“ 《英图》 １０ ／ １４４Ｂ－１５６Ａ” 指图版出自 《英图》 第 １０ 册第 １４４ 页下栏至 １５６ 页上栏， Ａ、 Ｂ 分别表示上、
下栏， 下仿此。



为一； Ｓ １２０２８ 与 Ｓ ９６４９ 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 “华光佛住世寿十二小” 九

字皆得成完璧； Ｓ ９６４９ 与 Ｓ ６０６ 亦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 “养佛释提” 四字

皆得成完璧， 其下残字 “恒” 的残笔亦可大致拼合。 又此四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

栏， 据全文补足所缺文字后，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１６ 字或 ２０ 字）， 行间距及字体大小亦相近），
字迹书风近似 （皆为楷书， 字体俊秀， 流畅自然）， 可证此四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此

四号既可完全缀合， 而后一号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及卷第二尾题， 则可以断定前三号亦必

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残片。 四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始 “以琉璃为地” 句后四字左侧残

形， 至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止， 相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１１Ｃ１９－１９Ａ１２①。

二、 Дх１０６３０＋ＢＤ２９３１＋ＢＤ５６６２＋ＢＤ３０７８

（１） Дх１０６３０， 图见 《俄藏》 １４ ／ ３５２Ｂ。 残片。 如图 ２－１ 右部所示， 存 １２ 行， 行

约 １７ 字 （首行仅存下部一字左部残笔， 第 ２、 ３ 行中上部残泐， 末行存上部十二字， 完

整者仅 “坚固” 二字， 其余十字仅存右侧残形， 倒数第 ２ 行下部残泐）。 楷书。 有乌丝

栏。 原卷缺题， 《俄藏》 未定名。
（２） ＢＤ２９３１ （北 ５３０３， 阳 ３１）②， 见 《国图》 ３９ ／ ３００Ａ－３０１Ｂ。 ４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

米。 前部如图 ２－１ 左部所示， 后部如图 ２－２ 右部所示， 首尾皆残 （首行仅存下部四字

左侧残形， 次行行首十二字残泐， 后五行下部残泐渐次加大， 末行仅存上部五字， 完整

者仅行首首字， 其余四字仅存右侧残形）， 存 ８０ 行 （前纸 １２ 行， 中二纸每纸 ２５ 行， 后

纸 １８ 行）， 行约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国图》 拟题 “妙
法莲华经卷四”。 《国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３） ＢＤ５６６２ （北 ５２８３， 李 ６２）， 见 《国图》 ７６ ／ ８９Ａ－９３Ａ。 ８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米。
前部如图 ２－２ 左部所示， 后部如图 ２－３ 右部所示， 首残尾缺 （首行仅存下部若干残笔，
不易辨识， 前三行上部残泐）， 存 １８５ 行 （前纸 １０ 行， 后七纸每纸 ２５ 行）， 行约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妙
法莲华经法师品第十”， 《国图》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四”。 《国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打

纸， 砑光上蜡， 卷面污秽变色， 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４） ＢＤ３０７８ （北 ５３３０， 云 ７８）， 见 《国图》 ４２ ／ ５４Ｂ－６２Ｂ。 １５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

米。 前部如图 ２－３ 左部所示， 首缺尾全， 存 ３６０ 行 （前十四纸每纸 ２５ 行， 后纸 １０
行）， 行约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

第十一”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 “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 尾题 “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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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藏》 Ｔ９ ／ １１Ｃ１９－１９Ａ１２” 指存文对应 《大正藏》 第 ９ 卷第 １１ 页下栏第 １９ 行至第 １９ 页上栏第 １２ 行，
“Ａ、 Ｂ、 Ｃ” 分别表示 “上、 中、 下” 栏， 下仿此。
括注的 “北 ５３０３” 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缩微胶卷及 《敦煌宝藏》 编号， “阳 ３１” 是指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写卷原千字文编号。 下仿此。



莲华经卷第四”。 《国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图 ２－１　 Дх１０６３０＋ＢＤ２９３１ （前部） 缀合示意图

图 ２－２　 ＢＤ２９３１ （后部） ＋ＢＤ５６６２ （前部） 缀合示意图

图 ２－３　 ＢＤ５６６２ （后部） ＋ＢＤ３０７８ （前部） 缀合示意图

按： 前二号残卷残存文句既见于 《妙法莲华经》 卷四， 又见于 《添品妙法莲华经》
卷四， 具体出处不易断定， 《国图》 把第二号判定为 《妙法莲华经》 卷四， 并无切证。
但上揭四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２－１、 ２－２、 ２－３ 所示， 各号依次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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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 Дх１０６３０ 与 ＢＤ２９３１ 的 “神通” “出” “光明飞行自在志念”
“精进” 诸字、 原本分属 ＢＤ２９３１ 与 ＢＤ５６６２ 的 “大” “阿若忄乔陈” 诸字皆得以复合为

一； ＢＤ５６６２ 末行行末 “为” 字与 ＢＤ３０７８ 首行行首 “诸菩萨及四众广说是法华经” 十

二字相连成句， 中无缺字。 又此四号纸高相同， 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天头地

脚等高， 据全文补足所缺文字后， 行约 １７ 字， 行间距及字体大小亦相近）， 字迹相近

（参看表 １ 相同字形比较）， 书风似同 （皆为楷书， 笔墨浓淡不一， 横画伸长， 笔意相

连）， 可证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又 ＢＤ２９３１ 末纸 １８ 行， ＢＤ５６６２ 首纸 １０ 行， 二号缀

合， 除去重合的三行， 全纸 ２５ 行， 正与该卷前后各纸满行 ２５ 行的用纸规格相合， 可以

参证。 此四号既可完全缀合， 而后二号文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 末号又有 “妙法

莲华经卷第四” 尾题， 则可以断定前二号亦必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残片。 四号缀

合后， 所存内容始 “教化饶益无量众生” 句 “教” 字左部残笔， 至尾题 “妙法莲华经

卷第四” 止。 相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 ２７Ｃ１６－３７Ａ２。
又按： 《国图》 条记目录称 ＢＤ５６６２ 为打纸， 砑光上蜡， 卷面污秽变色； 而 ＢＤ２９３１、

ＢＤ３０７８ 条记目录则未见相应判断， 当有疏漏， 应进一步核检原卷作补充说明。
表 １　 Дх１０６３０、 ＢＤ２９３１、 ＢＤ５６６２、 ＢＤ３０７８ 用字比较表

例字

卷 号
此 知 如 菩 薩 法 化 佛

Дх１０６３０

ＢＤ２９３１

ＢＤ５６６２

ＢＤ３０７８

三、 Ｓ ８８６８＋Ｓ １０４２３＋Ｓ １０３６２＋Ｓ ８４

（１） Ｓ ８８６８，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３ 右下部所示， 有文字部分存 ２０ 残行， 每

行仅存中下部 ２－１５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２） Ｓ １０４２３，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３ 中上部所示， 存 ９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３－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３） Ｓ １０３６２，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３ 中下部所示， 存 ６ 残行， 每行仅存中下

部 ４－１４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４） Ｓ ８４， 见 《英图》 ２ ／ １０１Ａ－１０９。 １３ 纸。 前部如图 ３ 左部所示， 首残尾全， 存

３６４ 行 （首纸 ７ 行， 中十一纸每纸 ３１ 行， 末纸 １６ 行； 首行仅存十余字左侧残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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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
“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第十七”。 末尾另有 “咸亨二年十月十日” 写经生及装潢手、
校经生等名录。

图 ３　 Ｓ ８８６８＋Ｓ １０４２３＋Ｓ １０３６２＋Ｓ ８４ （前部） 缀合示意图

按： 前三号残片残存文句既见于 《妙法莲华经》 卷五， 又见于 《添品妙法莲华经》
卷五， 具体出处不易断定。 但上揭四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３ 所示，
Ｓ １０４２３ 与 Ｓ ８８６８、 Ｓ １０３６２ 上下相接， Ｓ ８８６８ 与 Ｓ １０３６２、 Ｓ １０４２３＋Ｓ １０３６２ 与 Ｓ ８４
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 Ｓ ８８６８ 与 Ｓ １０４２３ 二号的 “乐” 字、 分属 Ｓ ８８６８ 与

Ｓ １０３６２ 二号的 “数转过上” “人” “数” “过” “劫” 八字、 分属 Ｓ １０４２３ 与 Ｓ １０３６２
的 “进” “神” 二字、 分属 Ｓ １０４２３ 与 Ｓ ８４ 的 “尊我昔来” 四字、 分属 Ｓ １０３６２ 与

Ｓ ８４ 的 “未” “国” “所从” 四字， 缀合后皆得以复合为一。 又此四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据全文补足所缺文字后，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行间距及字体大小相

近）， 字迹书风近似 （皆为楷书， 字体端庄， 横画起笔出锋明显， 笔意相连）， 可证此

四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此四号既可完全缀合， 而后一号文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

题， 又有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尾题， 则可以断定前三号亦必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残片。 四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始 “闻已信行” 句末字左部残笔， 至尾题 “妙法莲华经

卷第五” 止。 相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 ４０Ｂ１４－４６Ｂ１４。

四、 Дх１０６１４＋ＢＤ３＋ＢＤ３７３

（１） Дх１０６１４， 图见 《俄藏》 １４ ／ ３４７Ａ。 残片。 如图 ４－１ 右部所示， 存 １６ 行， 行

１７ 字 （首行仅存中部二字左部残笔， 次行上下部、 其后三行下部、 后六行上部皆有残

泐），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俄藏》 未定名。
（２） ＢＤ３ （北 ５６９５， 地 ３）， 见 《国图》 １ ／ ２１Ａ－２２Ａ。 ３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米。 前部

如图 ４－１ 左部所示， 后部如图 ４－２ 右部所示， 首残尾缺 （前四行下部残泐渐次减小），
存 ６３ 行 （前纸 ７ 行， 后二纸每纸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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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国图》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六”。 《国
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经黄纸， 卷面变色， 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３） ＢＤ３７３ （北 ５７５５， 宙 ７３）， 见 《国图》 ６ ／ ８９Ａ－９２Ａ。 ６ 纸， 纸高 ２５ ５ 厘米。
前部如图 ４－２ 左部所示， 首尾皆缺， 存 １４９ 行 （前五纸每纸 ２８ 行， 后纸 ９ 行），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国图》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六”。
《国图》 条记目录称该卷经黄纸， 纸张变色， 为 ７－８ 世纪唐写本。

图 ４－１　 Дх１０６１４＋ＢＤ３ （前部） 缀合示意图

图 ４－２　 ＢＤ３ （后部） ＋ＢＤ３７３ （前部） 缀合示意图

按： 前一号与后一号残存文句既见于 《妙法莲华经》 卷六， 又见于 《添品妙法莲

华经》 卷六， 具体出处不易断定。 但上揭三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４－１、 ４－２ 所示， 三号依次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 Дх１０６１４ 与 ＢＤ３ 的 “七宝”
“已” “此众” “当” 六字自右至左、 自上至下得以复合为一； ＢＤ３ 末行行末 “是” 字

与 ＢＤ３７３ 首行行首 “善男子善女人” 六字相连成句， 中无缺字。 又此三号纸高相同，
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天头地脚等高， 长行行 １７ 字， 偈语行 ２０ 字， 行间距及字

体大小亦相近）， 字迹近同 （参看表 ２ 相同字形比较）， 书风相似 （墨色浓重， 横画起

笔出锋， 顿笔有力， 捺笔露出锋芒）， 可证此三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此三号既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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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缀合， 而次号文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 后二号 《国图》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

六”， 甚是， 则可以断定前一号亦必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残片。 三号缀合后， 所存

内容始 “闻是经随喜已” 句 “是经” 二字左侧残形， 至 “随其义趣” 句前二字止。 相

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 ４６Ｂ２９－５０Ａ２３。
表 ２　 Дх１０６１４、 ＢＤ３、 ＢＤ３７３ 用字比较表

例字

卷 号
所 男 善 其 有 百 若 衆

Дх１０６１４

ＢＤ３

ＢＤ３７３

五、 Ｓ ９５９４＋Ｓ ７５８４＋Ｐ ２０９０

（１） Ｓ ９５９４，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５ 右上部所示， 存 ７ 残行， 每行仅存上部

６－９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２） Ｓ ７５８４， 见 《宝藏》 ５５ ／ ２４９Ｂ。 残片。 如图 ５ 右下部及中部所示， 存 １５ 行，

行 １７ 字 （前两行下部及前六行上部皆有残泐）。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宝藏》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３） Ｐ ２０９０， 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彩图。 前部如图 ５ 左部所示， 首缺尾全， 存

４２４ 行，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１６ 字或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如

来神力品第二十一” “妙法莲华经嘱累品第二十二” “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

十三” “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 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末有题记

“龙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于雍州写经生彭楷抄”。

图 ５　 Ｓ ９５９４＋Ｓ ７５８４＋Ｐ ２０９０ （前部） 缀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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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前二号残片残存文句既见于 《大正藏》 本 《妙法莲华经》 卷六， 又见于 《添
品妙法莲华经》 卷六， 具体出处不易断定。 但上揭三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

合后如图 ５ 所示， Ｓ ９５９４ 与 Ｓ ７５８４ 上下、 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属 Ｓ ９５９４ 与

Ｓ ７５８４ 的 “清” “众” “作” “善” 四字自右至左、 “随从是菩萨复” 六字自上至下皆

得以复合为一； Ｓ ７５８４ 与 Ｐ ２０９０ 左右相接， Ｓ ７５８４ 末行行末 “得大势！ 于意云” 六

字与 Ｐ ２０９０ 首行首字 “何” 相连成句， 中无缺字。 又此三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

栏， 长行行 １７ 字， 偈语行 １６ 字或 ２０ 字， 行间距及字体大小亦相近）， 字迹近同 （参看

表 ３ 相同字形比较）， 书风相似 （皆为楷书， 字体清秀， 间距疏朗， 端庄雅正）， 可证

此三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此三号既可完全缀合， 而后一号文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及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尾题， 则可以断定前二号亦必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残片。 三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始 “二十千万亿偈” 句， 至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止。 相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 ５１Ａ４－５６Ｃ１。

又按， 《大正藏》 本 《妙法莲华经》 “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至 “药王菩萨本事品

第二十三” 在卷六， “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 在卷七， 而上揭三号缀合后此五品皆在卷

七， 盖分卷不同， 当为八卷本。 因此， 此三号宜统一改题为 《妙法莲华经》 （八卷本）
卷七。 《宝藏》 为 Ｓ ７５８４ 拟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不妥。

表 ３　 Ｓ ９５９４、 Ｓ ７５８４、 Ｐ ２０９０ 用字比较表

例字

卷 号
於 經 億 是 千 人 為 婆

Ｓ ９５９４

Ｓ ７５８４

Ｐ ２０９０

六、 Ｓ １２４１０＋Ｓ ９７２８＋Ｓ １２４４９＋Ｓ ８８６９＋Ｓ １１６６

（１） Ｓ １２４１０，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６ 右下部所示， 存 ５ 残行， 每行仅存下部

５－１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２） Ｓ ９７２８，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６ 中上部偏右所示， 存 ６ 残行， 每行仅存

上部 ３－９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３） Ｓ １２４４９，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６ 中下部偏右所示， 存 ６ 残行， 每行仅存

下部 ３－７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４） Ｓ ８８６９， 见 ＩＤＰ 网站。 残片。 如图 ６ 中上部所示， 存 ９ 残行， 每行存上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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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原卷缺题， ＩＤＰ 未定名。
（５） Ｓ １１６６， 见 《英图》 １８ ／ ３２３Ｂ－３３０Ｂ。 １４ 纸。 前部如图 ６ 左部所示， 首残尾

全， 存 ２７９ 行 （前纸 １５ 行， 中十二纸每纸 ２１ 行， 后纸 １２ 行； 前三行上部及下端皆残

泐， 首行仅存下部一字左部残笔），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１６ 字或 ２０ 字）。 楷书。 有乌丝栏。
文中有标题 “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 “妙法莲华经嘱累品第二十二” “妙法

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英图》 条记目录称该

卷为 ８ 世纪唐写本。

图 ６　 Ｓ １２４１０＋Ｓ ９７２８＋Ｓ １２４４９＋Ｓ ８８６９＋Ｓ １１６６ （前部） 缀合示意图

按： 前四号残片残存文句既见于 《妙法莲华经》 卷六， 又见于 《添品妙法莲华经》
卷六， 具体出处不易断定。 但上揭五号内容前后相承， 可以缀合。 缀合后如图 ６ 所示，
Ｓ １２４１０ 与 Ｓ １２４４９、 Ｓ ９７２８ 与 Ｓ ８８６９、 Ｓ ８８６９ 与 Ｓ １１６６ 皆左右相接， 衔接处原本分

属 Ｓ １２４１０ 与 Ｓ １２４４９ 的 “三菩提” 三字、 分属 Ｓ ８８６９ 与 Ｓ １１６６ 的 “言” “汝” “已”
“萨能忍受之” 八字大致得以复合为一。 Ｓ ９７２８ 与 Ｓ １２４４９ 上下对接， 但中间有残缺，
每行之间残缺五字左右。 Ｓ １２４４９ 末行 “能令 （至） ” 与 Ｓ ８８６９ 首行 “于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 （提） ” 相连成句， 中无缺字。 又此五号行款格式相同 （皆有乌丝栏， 行

间距及字体大小亦相近）， 字迹近同 （参看表 ４ 相同字形比较）， 书风相似 （皆为楷书，
笔墨浓淡相间， 竖画与捺笔粗重， 笔意相连）， 可证此五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此五

号既可完全缀合， 而后一号文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及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尾题，
则可以断定前四号亦必为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残片。 五号缀合后， 所存内容始 “得
大势！” 句左侧残形， 至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止。 相应文字参见 《大正藏》 Ｔ９ ／
５１Ａ２６－５５Ａ９。

上面我们通过残卷内容、 裂痕吻合、 残字契合、 行款格式、 字迹书风等角度， 选取

《妙法莲华经》 缺题残卷中的 ２３ 号缀合为 ６ 组。 这些残卷的缀合不仅使得原先分离的

“骨肉” 重新团聚， 而且对无法确切定名的残卷进行定名并断代。 如第一组前三号残

片， 根据残存文字无法确定其具体出处， 后来我们发现此三号可与 Ｓ ６０６ 缀合， 后者卷

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 卷末又有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尾题， 据此， 我们就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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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此组前三号也应该是 《妙法莲华经》 卷二残片。 又如第五组前二号残片， 根据残

存文字也无法确定其具体出处， 后来我们发现此二号可与 Ｐ ２０９０ 缀合， 后者卷中有

《妙法莲华经》 品题， 卷末又有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尾题， 据此， 我们就得以确定此

组前二号也应该是 《妙法莲华经》 （八卷本） 卷七残片。 而且 Ｐ ２０９０ 尾部有 “龙朔三

年十一月十三日于雍州写经生彭楷抄” 题记， 可据以确知此三号的抄写时间都应是唐

龙朔三年 （６６３）。 如此等等， 敦煌本 《妙法莲华经》 缺题残卷的缀合， 对敦煌文献进

一步整理与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表 ４　 Ｓ １２４１０、 Ｓ １２４４９、 Ｓ ９７２８、 Ｓ ８８６９、 Ｓ １１６６ 用字比较表

例字

卷 号
於 菩 我 法 今 華 比 佛

Ｓ １２４１０ ——— ——— ——— ——— ———

Ｓ １２４４９ ——— ——— ——— ——— ——— ——— ———

Ｓ ９７２８ ———

Ｓ ８８６９ ——— ——— ——— ——— ———

Ｓ １１６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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