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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域一词首见于 《史记》， 主要由匈奴使用， 指代匈奴浑邪王管辖的河西地区， 该范围东

至金城西到盐泽， 匈奴浑邪王也被称为匈奴西域王。 汉武帝占领河西走廊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汉武

帝将西域地区称之为西北国、 西国、 宛西诸国、 西北外国等。 直到汉武帝去世， 都没有用西域一词统

称西域诸国。 本始年间汉朝联合乌孙征伐匈奴之际， 还将龟兹以东称为东国， 将龟兹以西称龟兹西

国； 直至汉宣帝神爵年间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 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地区， 汉宣帝以郑吉为西域都护并

置幕府， 才开始正式使用西域一词指代河西走廊以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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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西域指阳关、 玉门关以西， 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的地

方； 广义的西域指两关以西， 西汉政府通使所能达到的地方总称。 实际上西域最初的含

义和后来的含义有很大区别， 辨明含义区别， 弄清楚西域的来历， 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

西域很有帮助， 特别是西域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 具体所指， 哪些民族首先使用该词，
以及西域与同时出现的西北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对我们研究西汉敦煌郡与毗邻地

区关系有很大帮助。 我们将从匈奴的西域及其管辖范围、 西汉通西北国与西北国的范

围、 西汉政府用西域统称西域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 匈奴的西域王及其管辖范围

西域一词最初的含义与后来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史记》 记载到西域有两次， 都

是指河西走廊地区。 首先是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 （前 １２１） 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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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 至祁连山。 其明年，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 而

金城、 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

根据 《史记·匈奴列传》 的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派遣霍去病攻打匈奴的两次战争都是

发生在河西走廊地区， 第一次得首虏八千人， 第二次得首虏三万余人， 而浑邪王居住的

地方就是匈奴的西方， 因此匈奴西域就是指匈奴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另外记载到西域的

是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记载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 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
斩其欲亡者八千余人， 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 天子封浑邪王为万户， 为漯阴侯， 于

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 王及厥众萌咸相犇， 率以军粮接食， 并

将控弦万有余人， 诛獟悍， 获首虏八千余级， 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 战士不离伤，
十万之众咸怀集服， 乃与之劳， 爰及河塞， 庶几无患， 幸既永绥矣。 以千七百户益

封骠骑将军。②

很显然这条记载来源西汉中央政府的档案， 转载自汉武帝的诏书。 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

出西域是匈奴首先使用来指代其管辖的右方， 在这里主要指河西走廊。 这是 《史记》
仅有的两次关于西域的记载， 而且是将浑邪王称之为西域王， 就是说西域王是匈奴对浑

邪王的称呼。 当时匈奴管辖的河西走廊就是匈奴右部辖地，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
“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 至陇西长城， 南接羌， 鬲汉道焉。”③ 就是说河西走廊是匈奴右

方主要地区， 浑邪王是河西走廊的主要管理者， 所以被匈奴单于封为西域王。 其余如乌

孙、 康居等皆羁属匈奴， 但不属于匈奴的直接管辖区。
《汉书·霍去病传》 记载有西域， 匈奴浑邪王称西域王：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 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犇于率， 以军粮接食， 并

将控弦万有余人， 诛獟悍， 捷首虏八千余级， 降异国之王三十二。④

文中将匈奴右贤王下浑邪王管辖的范围称之为西域， 将浑邪王称之为西域王， 浑邪王生

活的地域是河西走廊的西部， 因此西域也是匈奴对河西西部的称呼。 根据 《汉书·匈

奴传》 记载匈奴 “居于北边， 随草畜牧而转移。 ……逐水草迁徙， 无城郭常居耕田之

业， 然亦各有分地。”⑤ 《史记·匈奴列传》 记载秦宣太后杀义渠王 “于是秦有陇西、
北地、 上郡， 筑长城以拒胡。”⑥ 秦始皇收河南地因河为塞临河筑四十四县， 修西起临

洮的长城。 匈奴将其这片地区划分左部和右部， 或称为左地和右地。 置右贤王， 右王居

西方， 直上郡以西， 接氐、 羌。 右贤王管辖的地域西至罗布泊， 东至陇西郡长城。 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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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匈奴右贤王曾入居河南地， 出兵西击走月氏， 尽有河西地， 此后河西走廊属于匈奴

右部之地， 定楼兰、 乌孙、 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 这些地方虽臣属匈奴， 但是

并非由匈奴直接管辖。 中行说投靠匈奴， 教单于左右疏记， 以计识其人民畜牧， 其中很

可能包括将匈奴地方划分成不同地域的建议。 《汉书·匈奴传》 记载元狩二年 “其秋，
单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 欲召诛之。”① 浑邪王、 休屠王居住

的地域为匈奴西方。 西方、 右方都是指右贤王辖地， 这与 《汉书·金日磾传》 的记载

一致。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大宛：
　 　 于阗之西， 则水皆西流， 注西海， 其东水东流， 注盐泽。 盐泽潜行地下， 其南

则河源出焉。 ……而楼兰、 姑师邑有城郭， 临盐泽。 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匈奴右

方居盐泽以东， 至陇西长城， 南接羌， 鬲汉道焉。②

司马迁撰写 《史记》 将罗布泊以西地方不称为西域， 而将匈奴右贤王管辖的河西走廊

称之为右方。 河西走廊是右方之西方。 因此， 西域王是匈奴对居住于右贤王西部之浑邪

王的称呼。
元封六年匈奴儿单于立， 根据 《汉书·匈奴传》 记载： “自是后， 单于益西北， 左

方兵直云中， 右方兵直酒泉、 敦煌。”③ 此后匈奴的右方就指酒泉、 敦煌以北的地方，
也是匈奴的西方。 本始二年， 五将军与乌孙出兵击匈奴， “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

域， 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 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 ……蒲类将军兵

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 乌孙先期至而去， 汉兵不相及。 ……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

谷蠡庭， 获单于父行及嫂、 居次、 名王、 犁汙都尉、 千长、 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 虏马

牛羊驴骡橐驼驰七十余万。”④ 说明匈奴的右方是在东天山蒲类泽一带。 《汉书·张骞

传》 将河西地区称之为匈奴西边：
　 　 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 杀数万人， 至祁连山。 其秋， 浑邪王率众降汉， 而

金城、 河西 （西） 并南山至盐泽， 空无匈奴。⑤

这条记载表明金城河西到盐泽这一大片地域属于匈奴的西边， 也就是匈奴的西域地区。
这个时期， 乌孙是逐水草的行囯， 而西域专指城郭国家。 匈奴只称右方、 右地或者西

方， 不再称西域。 直到西汉取得河西走廊， 仍将这里称为西方。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

传》 记载：
　 　 最骠骑将军去病， 凡六出击匈奴， 其四出以将军， 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 及浑

邪王以众降数万， 遂开河西酒泉之地， 西方益少胡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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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河西指金城黄河以西。 西汉政府将骠骑将军夺取的浑邪王之地也称之为西方， 很

可能是沿袭匈奴的习惯称呼。
在西汉政府进入西域之前， 西域地区由匈奴日逐王下僮仆都尉领护， 故亦将日逐王

称之为西域王， 就是说西域地区与河西西部一样都由匈奴日逐王管辖。 日逐王可能是在

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接替管辖西域地区的匈奴右贤王官员， 在此之前西域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属于匈奴的直属区， 由浑邪王管辖； 另一部分属于役属区， 由僮仆都尉管辖：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 有城郭田畜， 与匈奴、 乌孙异俗， 故皆役属匈奴。 匈奴西

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 使领西域， 常居焉耆、 危须、 尉黎间， 赋税诸国， 取富

给焉。①

颜师古注土著曰 “言土著而有常居， 不随畜牧移徙也。” 役属 “服属于匈奴， 为其所役

使也。”② 就是说西汉政府统属西域之前， 西域属于匈奴右贤王下日逐王下设的僮仆都

尉来管辖， 负责诸国税收等工作。 所谓西方、 右方都是这些地区的统称。 汉宣帝神爵三

年匈奴日逐王投降西汉， 西汉以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并护北道， “僮仆都尉由此罢， 匈

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③ 汉宣帝时期西域地区才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而隶属于汉朝，
西域地区彻底摆脱匈奴控制还要更晚。 根据 《资治通鉴》 记载， 汉元帝建昭三年 （前
３６） 陈汤欲杀匈奴郅支单于而与甘延寿谋曰： “西域本属匈奴， 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
侵陵乌孙、 大宛， 常为康居画计， 如得此二国， 数年之间， 城郭诸国危矣。” 胡三省注

曰： “武帝虽通西域， 匈奴犹役属之； 至宣帝时， 朝呼韩邪， 降日逐， 西域乃咸属

汉。”④ 表明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 是西域地区隶属于西汉政府的标志性事件，
就是说西汉政府从神爵三年开始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 作为西汉的西域才开始普

遍使用开来。 西域城邦诸国的土地、 山川、 王侯、 户数、 道里远近的翔实情况才上报给

中央政府， 西域都护才能调发城郭诸国兵征讨不服者。
除了匈奴西域之外， 还有乌孙的西域， 根据 《汉书·匈奴传》 记载：
　 　 其明年， 西域城郭共击匈奴， 取车师国， 得其王及人众而去。 单于复以车师王

昆弟兜莫为车师王， 收其余民东徙， 不敢居故地。 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

之。 其明年， 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 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 欲以侵迫乌孙

西域。⑤

匈奴准备通过屯田车师截断西汉与乌孙联系的通道， 攻击乌孙的西部地区， 迫使乌孙由

原来两属稍偏西汉转为重新附属匈奴。 这里的乌孙西域是指乌孙国的西部地区，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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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和西域城邦诸国， 就是说西域最初有两层含义， 作为指西域诸城邦国家， 主要指西

汉政府命攻击车师的西域六国， 这是西汉的西域， 一般用来指代西域诸国或者西域城邦

诸国； 匈奴的西域指代匈奴占领的河西地区， 后来失去河西之后， 将其僮仆都尉管辖附

属匈奴的诸国称之为西域； 乌孙是西汉的昆弟之国， 也是西汉断匈奴之右臂的联盟对

象， 曾与西域诸国军队于本始年间击败天山东北麓的匈奴， 因此依附乌孙西域诸国或者

乌孙的西部地区， 称之为乌孙西域。
我们通过以上探讨得知， 匈奴在击败原本居住于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之后， 将河西地

区交给右贤王管理， 右贤王管辖的区域西至楼兰、 姑师， 东至陇西、 北地、 上郡， 而右

贤王常居上郡之北， 遂将河西地区交给浑邪王、 休屠王管理。 浑邪王辖地在河西之西，
亦右贤王辖地之西部， 故称为西域王。 西域一名最初出现于匈奴， 是匈奴对右贤王西部

管辖地域的称谓。 匈奴西域同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置使者、 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诸国

事务之西域， 有着根本的区别， 就西域一词来说， 最早应当来自匈奴， 并无别的含义，
同西方、 右地是一样的， 只是管辖地域中一个方位的称谓， 匈奴直接管辖的地区没有到

达西域地区， 西域诸国与匈奴的关系， 只是政权外事关系上利益的结盟倾向， 而不是国

家政治管理层面的隶属关系。 匈奴政权对西域诸国可以产生强大的政治影响， 但是不能

直接决定西域诸国政治， 就国家政权来说， 西域地区对于匈奴来说， 还是相对独立的。
匈奴单于或者匈奴右贤王并不能直接决定西域各国内部事务， 所以他们之间还是一种平

行关系。 西汉置西域都护之后， 西域才具备了传统意义的地域概念， 将玉门关、 阳关以

西的地区统称为西域， 西域一词逐渐固定化和地域化。

二、 西汉政府通西北国与西北国的范围

西汉政府对西域地区的了解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乌孙、 月氏居住河西走廊地

区时， 中原王朝需要通过居住于河西走廊的乌孙、 月氏或者直接派遣使者到西域， 才能

与西方各国展开交流。 传说中的大禹流放三苗于三危、 周穆王与西王母会面于河西酒泉

到罗布泊一带， 以及 《山海经》 对新疆地区自然地理地貌的描述和物产的交流。 秦国

起自渭河上游地区， 并以畜牧著称， 逐渐发展占据渭河、 泾河、 北洛河流域， 以河为

塞， 毗邻西羌、 月氏、 匈奴。 秦国和秦朝时期同西方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虽然秦的发展

重点是东部而不是西部， 但是向西交流的通道仍然畅通。 这种自由式的文化交流因为匈

奴占领河西走廊之后戛然而止。 自汉高祖刘邦平城之役失利之后， 西汉与匈奴间关系基

本上变成和亲睦邻为主。 从汉高祖到文帝、 景帝时期， 因为匈奴与西羌的联合， 中原王

朝与西方的交流通道被彻底斩断，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停止。 直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

域， 西汉政府准备联合大月氏以事灭胡。
张骞出使大月氏道经匈奴而为其所俘， 被扣押在匈奴西十余年， 后来趁机逃往大

宛， 再由大宛发译送抵康居， 康居传致大月氏。 张骞完成使命后， 还并南山欲从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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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复为匈奴所俘， 因匈奴国内乱， 得亡归汉。 “骞身所至者， 大宛、 大月氏、 大夏、
康居， 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 具为天子言其地形， 所有。”① 张骞的汇报中没有使用西

域一词来称呼他所到达的西方诸国。 《汉书·张骞传》 记载汉武帝从张骞那里了解西方

的情况：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 安息之属皆大国， 多奇货， 土著， 颇与中国同俗， 而兵

弱， 贵汉财物； 其西则大月氏、 康居之属， 兵强， 可以赂遗设利朝也。 诚得而以义

属之， 则广地万里， 重九译， 致殊俗， 威德徧于四海。 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②

我们从张骞给汉武帝的汇报中可以看出， 当时无论是张骞自己还是西汉中央政府， 对张

骞所历经诸国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 不仅没有见到西域的称谓， 连西国或者西北国这

样的称谓都没有。
西北国或者西国是西汉占领河西走廊之后， 通使乌孙等国之后才开始使用， 最初是

西汉政府对乌孙等国的称谓。 根据 《史记·大宛列传》 的记载， 西汉占领河西走廊，
派遣张骞出使乌孙国， 试图说服乌孙东居河西故地， 以绝通胡与羌之路， 断匈奴之

右臂：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 康居、 大月氏、 大夏、 安息、 身毒、 于阗、 扜罙及诸旁

国， 乌孙发导译送骞还， 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 马数十匹报谢， 因令窥汉， 知其广

大。 ……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 归报其国， 其国乃益重汉。 其后岁余， 骞所遣使通大

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然张骞凿空， 其后使往者皆称

博望侯， 以为质于外国， 外国由此信之。③

又记载：
　 　 自博望侯骞死后， 匈奴闻汉通乌孙， 怒， 欲击之。 及汉使乌孙， 若出其南， 抵

大宛、 大月氏相属， 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 ……而汉始筑

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因益发使抵安息、 奄蔡、 黎轩、 條枝、 身

毒国。④

《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死于汉武帝征和四年 （前 ８９） 前后， 就是说在征和四年之前，
西汉将乌孙在内的西方诸国称为西北国， 并将出酒泉通西北国的道路称之为北道， “而
北道酒泉抵大夏， 使者既多， 而外国益厌汉币， 不贵其物。”⑤ 又称 “而楼兰、 姑师小

国耳， 当空道， 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 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⑥ 西国就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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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西域诸国的通称。 这个时期将西域诸国统称为西北外国， 《史记·大宛列传》
记载：

　 　 西北外国使， 更来更去。 宛以西， 皆自以远， 尚骄恣晏然， 未可诎以礼羁縻而

使也。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 以近匈奴， 匈奴困月氏也，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 则国国

传送食， 不敢留苦； 及至汉使， 非出币帛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骑用。 所以然者， 远

汉， 而汉多财物， 故必市乃得所欲， 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①

将西域诸国所处地域统称为西北外国、 大夏之属是当时通例做法， 表明当时还没有使用

西域一词。 《汉书·张骞传》 记载其出使乌孙归来：
　 　 骞还， 拜为大行。 岁余， 骞卒。 后岁余，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

俱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然骞凿空， 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 以为质于外

国， 外国由是信之。 其后， 乌孙竟与汉结婚。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

郡， 以通西北国。 因益发使抵安息、 奄蔡、 犛轩、 條枝、 身毒国。②

张骞这次出使乌孙是西汉占领河西走廊之后的首次出使， 这时尚未将敦煌以西地区称之

为西域， 而是称为西北国， 因此西北国是对西域地区最初的称呼， 并将张骞开通的交通

道路称之为 “外国道”。 这条道路出敦煌， 经楼兰、 姑师等， “楼兰、 姑师小国， 当空

道”③。 《汉书·匈奴传》 记载汉昭帝始元四年 （前 ８３） “马宏者， 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

西国， 为匈奴所遮， 忠战死， 马宏生得， 亦不肯降。”④ 西国就是西北国。 从这些记载

我们得知， 汉武帝最初通使西域， 将西域称之为西国或者西北国， 就是说西域最早的称

呼不是西域而是西北国， 西北国或者西国的称呼一直到汉昭帝还在使用。
西北国、 西国、 西北外国等名称的使用都是在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前。 西汉政府决

定出兵西域是元封三年 （前 １０８）， 汉武帝先派遣匈河将军赵破奴以七百骑袭击楼兰、
姑师取得胜利⑤。 太初元年 （前 １０４） 派遣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 郡国恶少数万人伐

大宛， 结果以失败告终。 太初四年 （前 １０１） 再次出征大宛， 派出敦煌者六万人， 私

负从者不与， 牛十万， 马三万余匹， 驴骡橐驼数万， 才取得胜利。 《史记·大宛列

传》 记载：
　 　 汉已伐宛， 立昧蔡为宛王而去。 岁余， 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 使我国遇屠， 乃

相与杀昧蔡， 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 而遣其子入质于汉。 汉因使使赂赐以镇

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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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 求奇物， 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 而敦煌置酒泉

都尉；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 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护田积粟， 以给使外

国者。①

宛西诸外国也是汉武帝时期对西域诸国的称谓， 所谓 “给使外国”， 就是将这些西域诸

政权称为外国， 表明他们同西汉政府之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附属关系。 既然这个时期设

置有酒泉都尉， 肯定就有酒泉塞， 就是说玉门关西移敦煌西， 那么出军敦煌北或者出使

敦煌北必须设置塞城。 这个塞城很可能最初就是酒泉塞， 后来改名昆仑障和宜禾都尉。
这是太初四年之后的情况， 当时虽然派遣使者护通外国使者， 称 “护使者校尉”， 将西

域诸国称为宛西诸国， 而不是西域。 就是说在西汉政府对西域诸国还没有完全行使管理

职能， 西域一名还没有开始使用， 只有当西汉政府对西域地区行使管理权， 这里才能称

得上是西汉政府管辖的一部分。
当时不仅将阳关、 玉门关之外的西方诸政权称之为西国、 西北国、 西北外国， 还将

与这些国家交往的道路也称为外国道。 《汉书·张骞传》 记载：
　 　 自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 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 求使。 天子为其绝

远， 非人所乐， 听其言， 予节， 募吏民无问所从来， 为具备人众遣之， 以广其

道。 ……其吏卒辄复盛推外国所有， 言大者予节， 言小者为副， 故妄言无行之徒皆

争相效， 其使皆私县官赍物， 欲贱市以私其利， 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 度汉

兵远， 不能至， 禁其食物， 以苦汉使。 汉使乏绝， 责怨， 至相攻击。 楼兰、 姑师小

国， 当空道， 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 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 使者争言外国利

害， 皆有城邑， 兵弱易击。②

我们从这个记载得知当时将通使西方诸国的道路称为外国道， 将通使的这些国家称为外

国， 西汉派遣到这些国家的使节称为汉使。 当时西汉政府不具备对敦煌以西的楼兰、 姑

师的支配能力， 即使匈奴对姑师、 楼兰也没有支配能力， 最大的影响力是匈奴奇兵能在

姑师、 楼兰等国攻劫汉使， 而西汉政府能够从楼兰得到负水担粮的帮助。 在太初元年李

广利征大宛之前， 西汉政府对两关以西地区没有任何约束力， 西汉的西部塞城还在敦煌

郡西的阳关一带， 因此将塞城以西地区统称之为外国， 将交通道路称之为外国道， 而出

使这些地区的使节称为汉使。 因为西汉将这些西域诸国称为外国， 所以就不能使用

“西域” 这一含有 “辖区、 管理能力” 意思的词汇来指代， 而是用 “国” 这一具有平

行关系的称谓。 具有同样含义的 “大宛诸国”， 也开始使用西方诸国使节中：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 观汉广大， 以大鸟卵及犛轩眩人献于汉， 天子

大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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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将大宛诸国发遣的使节称为外国使， 西汉政府接待这些外国使的礼节也是遵循外国

使节的规格， 管理这些外国使节的机构就是主管外事的大行， 张骞因出使乌孙有功而出

任大行， 之后同样作为汉使的王恢也出任过大行。
　 　 是时， 上方数巡狩海上， 乃悉从外国客， 大都多人则过之， 散财帛赏赐， 厚具

饶给之， 以览视汉富厚焉。 大角氐， 出奇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 行赏赐， 酒池肉

林， 令外国客徧观各仓库府藏之积， 欲以见汉广大， 倾骇之。 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

角氐奇戏岁增变， 其益兴， 自此始。 而外国使更来更去。 大宛以西皆自恃远， 尚骄

恣， 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①

外国客、 外国使都是对西方诸国使节的称谓。 西汉政府接待这些外国客人的内容就是提

供娱乐性的节目， 比如角氐和奇戏诸怪物， 并通过礼节羁縻而使之， 这就是当时通常

做法。
我们通过这些记载得知， 从西汉占领河西走廊到出兵西域征大宛， 西汉政府对塞外

与西汉交往的政权都是按照方位称为西国、 西北国或者宛西诸国， 而诸国使节则称为外

国使、 外国客， 对来访外国使的接待规格和接待内容， 也基本上是按照平等关系进行接

待的， 这就表明他们和西汉政府之间， 没有隶属关系。 即使乌孙与西汉关系密切， 最初

也是通过和亲建立的一种昆弟联盟。 诸国虽然通使西汉， 但是并不隶属于西汉。 李广利

征大宛， 诸当道小国各坚城守， 不肯给食， 汉军通过军事打击才能获得食物供给， 乌孙

虽然派军二千前往， 尤持两端不肯前的态度， 都表明西汉与西方诸国之间没有隶属关

系， 他们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才使用西国和西北国的称谓。 《史记》 中没

有记载对西方诸国使用西域的称谓， 《史记》 的成书时间是汉武帝征和二年 （前 ９１），
过了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就死亡了②。 就是说司马迁和汉武帝是相继前后时间死亡的，
在 《史记》 中没有使用西域一词， 或者没有将敦煌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域， 就说明在汉

武帝时期未将西域地区视作西汉管辖地域看待， 他对楼兰、 车师的战争， 与乌孙的联

盟， 都是基于断匈奴之右臂， 使西方诸国摆脱匈奴的控制的总体战略采取的行动。 《汉
书·张骞李广利传》 同样没有记载阳关玉门关之外诸国为西域， 就表明西域一词是汉

武帝之后才开始用来指代敦煌郡之西诸国的称谓。

三、 西汉政府对西域的使用及其有关问题

西域是西汉政府对两关以西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诸城邦国的统称。 西域一词的正式

使用的时间， 《汉书》 没有具体的记载， 我们只能根据史籍进行推测， 根据 《汉书·常

９从匈奴西域到西汉通西北国与通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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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１ 《张骞传》， 第 ２６９７ 页。
《史记》 出版说明说司马迁： “他在做中书令的期间， 著书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到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

前九一）， 他在给他的朋友任少卿的信里开列全书的篇数， 可见那时候基本上完成了。 大概再过一二年或

者三四年， 他死了， 卒年无从查考。”



惠传》 记载本始二年 （前 ７２） 汉宣帝发十五万骑派遣五将军分道击匈奴， 又以常惠持

节护乌孙兵与昆弥将五万人击匈奴大获胜利， 封常惠为长罗侯：
　 　 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 未伏诛，
请便道击之， 宣帝不许。 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 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
还过， 发西国兵二万人， 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 乌孙兵七千人， 从三面攻龟

兹， 兵未合， 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①

这里将龟兹以西诸国称为西国， 将龟兹以东诸国称为龟兹东国， 而不称为西域或者西域

城邦诸国， 就表明这个时期西域一词还没有对这些国家使用， 西域地区诸国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称谓， 仍然沿用了汉武帝时期的旧称西国等。 开始大量使用西域一词指代西域诸

国的是 《汉书·郑吉传》： “郑吉， 会稽人， 以卒伍从军， 数出西域， 由是为郎。” 又云

“张骞通西域”， 很显然是用西域一词对以前历史的追述， 很显然他在出任西域都护之

前， “至宣帝时， 吉以侍郎田渠黎， 积谷， 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 迁卫司马， 使护鄯善

以西南道。”② 发诸国兵而不称作西域诸国兵或者西域城邦诸国兵， 很显然这个时期西

汉对西域诸国还没有正式使用西域一词称之。 后来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 郑吉发渠黎、
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 也没有将龟兹诸国兵称为西域诸国兵， 说明郑吉迎匈奴日

逐王投降汉朝之前， 西域一词还没有开始对西域诸国使用。 “吉既破车师， 降日逐， 威

震西域， 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 故号都护。”③ 不仅都护之置从郑吉开始， 而且西域之

称谓也是从郑吉开始， 当时西汉政府正式开始对西域地区使用西域一词：
　 　 上嘉其功效， 乃下诏曰： “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 拊循外蛮， 宣明威信， 迎匈

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 击破车师兜訾城， 功效茂著。 其封吉为安远侯， 食邑千

户。” 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治乌垒城， 镇抚诸国， 诛伐怀集之。 汉之号令班西

域矣， 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④

这是西汉政府正式使用西域统称西域地区的开始， 由此得知， 西汉政府用西域一词

统称西域地区是西汉宣帝神爵年间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的， 西域一词使用是从汉宣帝神

爵以后开始统称西域地区， 这点我们还可以从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悬泉汉

简记载西域是从汉宣帝之后才开始的， Ⅱ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５③： ８０ 记载：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 敦煌大守千秋、 长史憙、 丞破胡谓县律曰： 诸乘置

其传不为急及乘传者， 驿驾□／ 令葆马， 三日三日中死负之， 郡当西域空道， 案厩

置九所， 传马员三百六十匹， 计以来死者。⑤

另外Ⅱ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５③： １８８ 记载： “都护西域骑都尉书佐田弘， 甘露二年？”。 Ⅱ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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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２３０ 记载： “将田渠犁牛尊候令史□憙唯它审□终罢诣北军甘露二年五月癸未朔庚

午使都护西域□□□□□□告谓 ／诸辨□□一封轺传二人共车□有请……□□□□□□
如律令。” ⅡＴ０２１４③： ６７ 记载： “屯田渠犁斥候丞王常赵忠更终罢诣北军 ／诏为驾一封

轺传二人共载有请谓敦煌以……。 甘露四年五月□□朔庚子使都护西域……□候”。 敦

煌悬泉置出土汉简记载有西域的纪年简， 一般不会早于汉宣帝甘露年间， 表明西域一词

的使用是从汉宣帝时期开始的， 应当与西域都护府设置同步进行的。
我们从 《汉书·西域传》 的记载范围看， 已经远远超出了给自己确定的范围， 不

仅仅包括塔里木盆地周围诸绿洲城邦国， 还包括天山之北、 葱岭以西诸政权， 如乌孙、
大宛、 康居、 大月氏、 罽宾、 安息、 乌弋山离等， “而康居、 大月氏、 安息、 罽宾、 乌

弋之属， 皆以绝远不在数中， 其来贡献则相与报， 不督录总领也。”① 如罽宾国， “其乡

慕， 不足以安西域； 虽不附， 不能危城郭。 前亲逆节， 恶暴西域， 故绝而不通； 今悔过

来， 而无亲属贵人， 奉献者皆行贾贱人， 欲通货市买， 以献为名， 故烦使者送至县度，
恐失实见欺。”② 对于有些国家， 西汉政府并不接受其要求领护的请求。 安息、 乌弋山

离、 大月氏、 大夏、 康居等国同西汉政府之间， 只有通使关系， 没有统属关系。 就是说

是否算作西域的范围， 主要以西汉政府能否 “督录总领” 为标准， 即西汉政府对这些

政权是否具有统属关系， 西汉政府是否对其政权具有支配权。 所以西域实际上就是以西

汉政府能否督录总领为标准来划分的， 代表一种 “统属”， 一种政治性的地缘关系， 而

不是单纯的地理区域划分。 因此就有了 “西域车师” “西域诸国” 称呼， 将归附西汉的

西域城邦诸国称为 “西域内属”。 《汉书·西域传》 关于西域的概念论述曰：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本三十六国， 其后稍分至五十余， 皆在匈奴之西， 乌孙之

南。 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东西六千余里， 南北千余里。 东则接汉， 阸以玉门、 阳

关， 西则限以葱岭。 ……蒲昌海， 一名盐泽者也， 去玉门、 阳关三百余里， 广袤三

百里。③

《资治通鉴》 元鼎二年对西域的记载：
西域凡三十六国， 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东西六千余里， 南北千余里， 东则

接汉玉门、 阳关， 西则限以葱岭。 河有两源， 一出葱岭， 一出于阗， 合流东注盐

泽。 盐泽去玉门、 阳关三百余里。④

乌孙、 大宛等国以及东天山北麓诸城邦国家， 都在西域范围之内， 因为这些国家都与西

汉政府建立一种隶属关系， 这些国家属于西汉政府管辖的一部分。
西域诸国范围划分依据是西汉政府能否对其进行督录总领， 那么督录总领的标志是

什么。 西域地区最初为匈奴右部日逐王所置僮仆都尉领护， 后来汉武帝事征四夷， 广威

１１从匈奴西域到西汉通西北国与通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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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 西域震惧， 多遣使来贡献， 汉使西域者益得职。 于是自

敦煌西至盐泽， 往往起亭， 而轮台、 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 置使者都尉领护， 以给使外

国者。”① 就是说西汉政府不仅限于通使西域诸国， 而且通过设置领护南道诸国使者都

尉的方式， 逐渐对西域行使支配权； 而匈奴僮仆都尉使领西域， 主要领护北道诸国以及

姑师前后部。 不同点是西汉政府在轮台、 渠犂有屯田卒数百， 用屯田所得粮食供给过往

使者。 西汉对西域行使管理权标志是置使者都尉， 起自汉武帝时期， 此后日臻完善。 汉

宣帝遣置卫司马领护， 主要领护南道诸国， 后日逐王投降， 西汉政府以护鄯善以西使者

郑吉兵护北道故号都护， 匈奴僮仆都尉由此罢：
　 　 至宣帝时， 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及破姑师， 未尽殄， 分以为车师前后

王及山北六国。 时汉独护南道， 未能尽并北道也， 然匈奴不自安矣。 其后日逐王畔

单于， 将众来降， 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 既至汉， 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为安

远侯。 是岁， 神爵三年也。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 故号曰都护。 都护之起， 自吉置

矣。 僮仆都尉由此罢， 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 于是徙屯田， 田于北胥鞬， 披莎车

之地， 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都护督察乌孙、 康居诸外国动静， 有变以闻。 可安辑，
安辑之； 可击， 击之。 都护治乌垒城， 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与渠犂田官相

近， 土地肥饶， 于西域为中， 故都护治焉。②

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等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 可以安辑， 则安辑之， 可以镇抚， 则镇

抚之。 西汉政府赋予西域都护很大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行使， 代表着西汉政府对西域诸

国具有都录总领的权力， 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诸国之上设置的管理机构。 “至元帝时， 复

置戊己校尉， 屯田车师前王庭。 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 都

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貲离地以处之。 自宣、 元后， 单于称藩臣， 西域服从， 其土地

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③ 自此西汉政府实现了对西域地区真正意义上管理，
其作为标志性的土地、 山川、 王侯、 户数、 道里远近都要上报西汉中央政府， 是西域诸

国入贡上计的内容， 西汉政府对西域实现了督录总领。
西域诸国隶属西汉政府另一个标志就是派遣质子制度， 起自汉武帝元封三年。 汉武

帝派遣匈河将军浞野侯赵破奴以七百骑虏楼兰王， 楼兰降服贡献， 两属于匈奴和西汉，
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 尉屠耆当王改为鄯善之后， 才与西汉正式确立统属关系。 西域

诸国的质子制度， 有时也不能表示其与西汉存在隶属关系。 “至成帝时， 康居遣子侍

汉， 贡献， 然自以绝远， 独骄嫚， 不肯与诸国相望。”④ 其遣子入侍， 欲贾市为好， 而

西汉以其新通， 重致远人， 终羁縻而未绝。 这种侍子只能用来让两国之间的某种契约制

度得到保障而已， 并不能表明西汉政府对西域某个国家的具有统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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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政府对西域诸国的管理， 主要通过敦煌郡进行。 最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当

时敦煌未置郡， 敦煌属于酒泉郡的管辖范围， 经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就是经过敦煌对西

域的通使。 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征大宛使得西域震服， 汉遣使者护鄯善以西数国， 日逐

王投降西汉之后， 匈奴僮仆都尉从此罢， 结束了匈奴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护鄯善以西使

者郑吉并护北道， 号曰都护。 从使者都尉或卫司马护鄯善以西到置使者并护鄯善以西南

北道， 都是通过敦煌郡进行的。 “敦煌、 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 给使者往来马驴橐驼

食， 皆苦之。”① 虽然西域都护设置之后具有对西域的督察、 安辑、 镇抚的职责， 但是

敦煌郡在安抚西域的过程中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很多情况下， 敦煌郡太守协助西域都

护参与西域安辑、 镇抚工作， 这是西汉赋予敦煌郡的一种特殊职能， 使敦煌郡成为西汉

政府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

３１从匈奴西域到西汉通西北国与通西域

①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９６ 上 《西域传上》， 第 ３８９３ 页。



《贰师泉赋》 作者考辨

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关于 《贰师泉赋》 作者的不同主张， 再从 Ｐ ２４８８ 该赋作者题署中的

“乡贡进士” 入手， 通过分析唐后期 “乡贡进士” 已成科举考试中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

衔、 该赋吟咏的是敦煌名胜且不见于传世文献， 指出应在敦煌文学作者群中查考可称乡贡进士者。 此

前学界已注意到活跃于晚唐敦煌地区的著名文士张球的别名 “俅” 与 Ｐ ２４８８ 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的

写法十分接近， 本文则联想到张球所撰 《张淮深碑》 抄件卷背诗提及他曾历经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

策试进士的场所 “省场”、 早年又生长于一直施行贡士制度的越州， 进而论证了张球可于省试落第后

称 “乡贡进士”， 并于入幕归义军政权亲访贰师泉后在赋作上以之自重， 至有正式官职后便不再以该

称题署。

关键词： 敦煌　 贰师泉赋　 乡贡进士　 张俅　 张球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１４－０８

《贰师泉赋》 是敦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 未见载于传世文献而仅存于敦煌文书， 历

来备受学界关注。 但是， 关于该赋作者， 目前仍有张侠、 张俅， 或认为已不可考等不同

说法。 近年笔者因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与归义军史研究”， 不得

不面对这一问题， 遂认真拜读学习了前贤论著， 并结合张球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仔细研读

有关文书， 梳理相关线索， 逐渐形成了几点看法。 本文即拟汇报个人浅见， 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 文书中的相关题写与学界的不同观点

今知共有 ３ 件敦煌文书抄存 《贰师泉赋》， 对作者的记述分别为： Ｐ ２７１２ 无作者题

署； Ｐ ２６２１Ｖ 仅题 “乡贡进使”， 其中 “使” 字当为 “士” 字音近之讹； Ｐ ２４８８ 题写

有 “乡贡进士张 撰”， 表明作者有乡贡进士的身分， 姓张， 单字名， 但十分可惜的是，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与归义军史研究” （１６ＢＺＳ００７）
作者简介： 杨宝玉 （１９６４－　 ）， 女， 北京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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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字的书写很不规范， 究为何字， 相关学者的识读结果与校录方式相差甚远， 大致可

略分为三类， 依出现时间先后， 分别为：
其一， 识录为 “侠”。 早在 １９３０ 年代， 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据法国国

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原卷编撰 《伯希和劫经录》① 时即在 Ｐ ２４８８、 Ｐ ２７１２ 下分别著

录云： “贰师泉赋 （乡贡进士张侠撰） ”， 是知系王先生首倡此说。 敦煌研究院修订该

目录时对此说不甚确定， 遂录为 “侠 （？） ”②。 自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始， 学界陆续刊布了

多种关于敦煌赋的校录成果， 均收录了 《贰师泉赋》， 其中张锡厚先生的成就相当突

出， 所刊 《敦煌赋集校理》③ 《伯二四八八、 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④ 《敦煌赋

汇》⑤ 等均沿用 “侠” 字。 另一位取得重要成就的是伏俊琏先生， 伏先生先是在 《将
军神功甘泉涌——— 〈贰师泉赋〉 赏析》⑥ 《敦煌赋校注》⑦ 《俗情雅韵———敦煌赋选

析》⑧ 等论著中沿用此说， 至发表 《敦煌赋及其作者、 写本诸问题》⑨ 时一度改从学界

另一说法， 将该赋作者记为 “张球”， 近年复又回归 “侠” 字说， 认为 “ 《贰师泉赋》
的作者当为张侠， 原写本作 ‘张侠’ 不误”。

其二， 不判断究为何字。 例如， 潘重规 《敦煌赋校录·贰师泉赋》 即描摹

Ｐ ２４８８ 原字形， 云 “未知何字”。 再如， 张鸿勋 《抽刀刺石壁志感飞泉涌———唐代敦

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 亦谓： “作者 ‘张侠’， 或疑为归义军时当地知名文士

‘张俅’， 但又疑莫能明。”

其三， 识录为 “俅” 或 “球”。 郑炳林先生在 《敦煌碑铭赞辑释》 所收 《李端公

讳明振墓志铭》 及新出之该书增订本所收 《凉州左司马李明振墓志铭并序》 的注释中

均将 Ｐ ２４８８ 所存作者题署直接录为 “乡贡进士张球撰”， 在 《 〈索勋纪德碑〉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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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目录至 １９６２ 年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１９８３ 年中华书局据该版重印， 称 “新 １ 版”， 下引文分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 （新 １ 版）， 第 ２６５、 ２７１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施萍婷、 邰惠莉主撰稿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３９ 页。
张锡厚 《敦煌赋集校理》，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９ 页。
张锡厚 《伯二四八八、 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９９、 ２０４－２０５ 页。
张锡厚 《敦煌赋汇》，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８７－２８８、 ２９１ 页。
伏俊连 《将军神功甘泉涌——— 〈贰师泉赋〉 赏析》， 《丝绸之路》 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１ 页。
伏俊琏 《敦煌赋校注》，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２８６ 页。
伏俊琏 《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２ 页。
伏俊琏 《敦煌赋及其作者、 写本诸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６７ 页。
伏俊琏等 《Ｐ ２４８８ 写本研究 （俗赋四篇） 》， 收入伏俊琏等著 《敦煌文学写本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８ 页。
潘重规 《敦煌赋校录》， 《华冈文科学报》 第 １１ 期， １９７８ 年。
张鸿勋 《抽刀刺石壁志感飞泉涌———唐代敦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３ 页。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９４ 页； 郑炳林、 郑怡楠辑释 《敦煌碑

铭赞辑释 （增订本）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７３６ 页。



碑文作者张景俅有关问题》 中又据原卷录为 “乡贡进士张俅撰”①。 颜廷亮先生在 《关
于张球生平和著述几个问题的辨析》② 《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③ 等文中对郑先生

的推断表示赞同， 以后又撰 《关于 〈贰师泉赋〉 的作者及写本年代问题》④ 对张球说

专门进行了论证。
笔者以为， Ｐ ２４８８ 作者名字的写法虽不规范， 却相当清晰， 前贤最初录为 “侠”

当是据大致轮廓选了一个形似而又常见的字， 虽处理得有些简单化， 但置于敦煌学发展

早期的背景下，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来治学严谨的潘重规先生等对此渐生疑问， 从而

采取了存疑待考的审慎做法， 为后学留了余地。 再后随着敦煌学的进步， 尤其是对晚唐

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入， 联想到他又名 “张俅”， 而 “俅” 字与

Ｐ ２４８８ 所书十分接近， 遂推断该字本该为 “俅”， 有时亦以其人名字在敦煌文书中更

常见的写法 “球” 代替之。 第三种校录方式是在参酌了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的， 故响应者越来越多， 只不过所依理据还有欠充分， 有待进一步补充。
如所周知， 文学作品作者考证所关涉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名字或一项著作权， 还必然

会影响对作品思想内容、 创作时代、 背景成就， 及真正作者生平事迹等诸多方面的深入

研究。 因而， 《贰师泉赋》 作者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笔者注意到， 前贤从字形角度进行的努力已相当多， 但对姓名之前所书 “乡贡进

士” 透露出的信息却并未措意。 故笔者拟从此入手改换视角， 略做尝试。

二、 关于作者署名中的 “乡贡进士”

“乡贡进士” 一称， 唐前期本指通过了乡试、 府试两级选拔， 被地方州县举荐至中

央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的贡举人， 考明经科的则称 “乡贡明经”， 等等。
《通典·选举典三·历代制下》 对此有详尽记述：

　 　 大唐贡士之法， 多循隋制。 上郡岁三人， 中郡二人， 下郡一人， 有才能者无常

数。 其常贡之科， 有秀才， 有明经， 有进士， 有明法， 有书， 有算。 ……每岁仲

冬， 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 长吏会属僚， 设宾主， 陈俎豆， 备管弦， 牲用少牢， 行

乡饮酒礼， 歌 《鹿鸣》 之诗， 征耆艾、 叙少长而观焉。 既饯， 而与计偕。 其不在

馆学而举者， 谓之乡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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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５ 《选举典三·历代制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 第 ３５３ 页。



至唐后期， “乡贡进士” 又成了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衔， 因为他们虽然

未能成功擢第获得出身， 但确曾是州府考试中的优胜者， 相对于那些连赴中央应考资格

都没有的普通读书人而言， 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著名唐史专家吴宗国先生即

指出：
　 　 唐朝后期， “乡贡进士” “乡贡明经” 作为一种头衔而广泛使用。 这说明， 参

加科举而没有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多， 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新的群体， 虽然国家没

有表示承认， 但是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 他们虽然科举没有及第， 但是他们参加了

州县的考试和考核， 取得了参加科举的资格。 在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 他们与同辈

建立了相当多的联系， 其中包括科举及第进入官场的举人。 而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许

多没有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士子， 这种情况使他们在地方处于一种特殊地位，
受到人们的尊重。①

是知 “乡贡进士” 用于自署或尊称他人的现象， 在唐后期十分普遍。 敦煌虽地处偏远，
习尚却是相同的， 仅敦煌文书中即留有 Ｐ ２７１８ 《茶酒论一卷》 所署 “乡贡进士王敷

撰”、 Ｐ ３７２３ 《记室备要一部并序》 所署 “乡贡进士郁知言撰”、 Ｓ ４４７３Ｖ 启文中的自

述 “从表侄孙乡贡进士谭蒙 （象？） ”、 Ｓ ７６Ｖ 状文中首尾均出现的自述 “乡贡进士刘

□”， 等等。 另外， 还有与此相类的 “乡贡明经”， 如 Ｐ ４６３８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

处士修功德记》 称阴庭诫为 “前沙州乡贡明经”、 莫高窟第 ２２０ 窟甬道南壁小龛外西侧

题记中的 “翟通乡贡明经” 等即是。
因而， 《贰师泉赋》 特意于作者姓名之前标注 “乡贡进士”， 意在说明他参加过进

士科考试， 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读书人。
于此需补充说明的是， 《贰师泉赋》 吟咏的是敦煌本地名胜。 贰师泉， 本名悬泉，

又名悬泉水， 位于今敦煌市东 １３０ 里左右的三危山脉中部的悬泉谷中。 以 “贰师” 命

名， 系源于当地流传的贰师将军抽刀刺崖， 飞泉涌出的故事。 贰师将军即汉武帝宠姬李

氏之兄李广利②。 该故事久已为敦煌人津津乐道， 如 Ｐ ２００５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
即云： “悬泉水。 右在州东一百卅里， 出于石崖腹中。 其泉旁出细流， 一里许即绝。 人

马多至， 水即多； 人马少至， 水出即少。 《西凉异物志》 云： 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

菀 （宛）， 回至此山， 兵士众渴乏。 广 〔利〕 乃以掌拓山， 仰天悲誓， 以佩剑刺山， 飞

泉涌出， 以济三军。 人多皆足， 人少不盈。 侧出悬崖， 故曰悬泉。”③

依常理， 《贰师泉赋》 这类赞颂一地胜迹的作品一般都是亲身到访者的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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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６８－２６９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１ 《张骞李广利传》 记： “太初元年 （前 １０４） 以广利为贰师

将军， 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 期至贰师城取善马， 故号 ‘贰师将军’。” 北京： 中华书

局， １９６２ 年， 第 ２６９９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４４－４５ 页。



换言之， 该赋的作者应与敦煌有密切关系。 这篇赋作又完全不见于传世文献， 传播范围

仅限于敦煌， 是一篇十分典型的敦煌文学作品。 那么， 像其他敦煌文学作品的作者一

样， 《贰师泉赋》 的作者也应是活跃于唐后期至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能文之士， 而抄

存该赋的 Ｐ ２７１２ 写卷上的纪年题记为 “贞明六年 （９２０） 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 则五

代后期及宋初亦可排除。
综合考虑上述几项限定条件， 我们的查考范围已可大大缩小。

三、 唐后期至五代初敦煌文学作者群中

可称 “乡贡进士” 的张姓文士

　 　 我们先来看唐后期至五代初期的敦煌地区有没有张姓单名， 且其名与 Ｐ ２４８８ 作者

名的写法相近的文士。
如所周知， 这一时段活跃于敦煌地区的张姓文人无张侠， 而有张球。 张球在敦煌文

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下了十余件署名作品①， 所以这个名字为敦煌学者所熟知。 不过，
他的名字有时也写作 “张景球”② “张景俅”③ “张俅”④， 于此， 笔者已撰文进行了专

门探讨⑤， 论证了上述四称所指实为同一人， 四称中最原始的一称可能是 “张景俅”，
后来 “景” 字的减省应与时人常混用两字称与三字称的习俗有关， 至于 “俅” 又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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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包括： １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 署 “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

张球撰”； ２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河西道沙州敦煌郡将仕郎守敦煌县尉翟公讳神庆邈真赞》 署 “沙州军事判官将

仕郎守监察御史张球撰”； ３ Ｐ ３４２５ 《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 署 “将仕郎摄沙州军事判官守监察御史张

球撰上”； ４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 署 “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张球

撰”； ５ Ｐ ４６６０ 《故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 署 “归义军诸军事判官宣义郎守监察御史清河张球撰”；
６ Ｐ ３２８８Ｖ＋Ｐ ３５５５ＡＶ 《河西节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 〔夫〕 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怀政邈

真赞并序》 署 “节度判官宣德郎兼御史中丞柱国清河张球撰”； ７ Ｐ ２９１３Ｖ 《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

真赞》 署 “弟子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张球撰”； ８ Ｐ ４６１５＋Ｐ ４０１０Ｖ 《唐故

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署 “清河张球撰”； ９ Ｐ ２５３７
《略出籯金一部并序》 记 “宗人张球写”； １０ ＢＤ０６８００ （潜 １００） 《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

首楞严咒〉 题记》 谓 “弟子张球手自写咒”； １１ Ｐ ４６６０ 《故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

兼敦煌郡耆寿清河张府君讳禄邈真赞》 署 “从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球撰”； １２ Ｐ ３８６３Ｖ
《金刚经》 灵验记 （也有学者将该卷拟名为 《光启三年记事》 ） 记 “球与一人面向北胡跪”； １３ Ｐ ３７１５
《致大夫状》 谓 “球自到西□”。
Ｐ ２９１３Ｖ 《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 署 “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景球

撰”。
敦煌市博物馆藏 《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 署 “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赐绯

鱼袋南阳张景俅撰”。
例如： Ｐ ２５６８ 《南阳张延绶别传》 署 “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俅撰”；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序》 记 “□□□□州山阴县人张俅”， 该抄经序随后的行文中亦

多次自称 “俅”， 序文之后接抄的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的序分部分又言 “弟子张俅知摩利

……”， 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将抄经者名字嵌入相关位置以为自己积累佛教功德的习惯做法。
详参拙文 《晚唐敦煌寺学名师张球名字之异写》， 金滢坤主编 《童蒙文化研究》 第 ６ 卷，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第 ６０－７１ 页。



为 “球”， 则因 “球” 字更常见而被反复择用并流传颇广， 乃至实际使用频率超过了本

字。 为避免行文混乱， 下文一般亦用 “球” 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Ｐ ２４８８ 作者名的

写法与 “俅” 字十分接近， 这也应是郑炳林、 颜廷亮先生等将该字识读为 “俅” 的

原因。
问题是， 张球是乡贡进士吗？
非常著名的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学界习称 《张淮深碑》 ） 抄

件 （Ｓ ６１６１Ａ＋Ｓ ３３２９＋Ｓ １１５６４＋Ｓ ６１６１Ｂ＋Ｓ ６９７３＋Ｐ ２７６２） 卷背抄存有 １９ 首诗， 为张

球所写①， 其中 《 “夫” 字为首尾》 一诗系以闺妇思念征夫口吻写成， 诗中有云：
　 　 闺中面 （缅） 想省场苦， 却羡西江比目鱼。
考 “省场” 乃是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策试进士的场所， 故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闺妇

遥想丈夫场屋应考的异常辛苦， 羡慕那两两相并而行的比目鱼， 言下之意即艰辛异常的

省场应试导致了夫妻分离。 故此， 诗作者张球参加过科举考试应是没有疑问的， 只不过

他未能及第， 所以才称 “乡贡进士”。
或问： 张球所处晚唐时期的敦煌刚刚摆脱吐蕃长达六七十年的禁锢， 百废待兴， 能

够立即考选贡士送至京城参加省试吗？
受现存史料所限， 我们还无法了解晚唐敦煌贡士的详细情况， 但却可确知张球具有

成为乡贡的条件。 英藏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序》 为张球

（在该卷中书为 “俅” ） 亲笔所写的抄经序， 开篇即自道 “□□□□州山阴县人张

俅”②， 是知张球本为越州山阴县 （地当今浙江绍兴） 人。 并且， 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

多件张球所撰追忆故乡风物的诗文， 其中出现的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地名均属江南， 如上

文已提及的 《 “夫” 字为首尾》 中即有言： “天山旅泊思江外， 梦里还家入道垆。 镜湖

莲沼何时摘， 柳岸垂泛杨 （杨泛） 碧朱。” 诗中的 “镜湖” 非常有名， 正位于越州山

阴， 可证张球不仅生于斯， 而且长于斯。 史载晚唐时的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安稳得多， 贡

举制度得以正常实施， 原本生长于该地的张球从地方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乡贡进士， 完

全合于时势。
名字的写法与 Ｐ ２４８８ 相近、 早年生长于具备参加科举考试条件的越州、 于诗作中

对省试艰辛的追忆， 还有下文将要谈及的其不同体裁作品对贰师泉的反复咏叹， 诸多因

素已可使我们推定 Ｐ ２４８８ 所存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当识读为 “俅”， 即 《贰师泉赋》
的作者应为张球。

接下来的问题是， 原本生活于唐朝东境的张球， 何以来到偏处西陲的敦煌并一直留

居于此， 甚至被现当代的敦煌学者长期误认为是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本地人？ 连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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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参拙文 《 〈张淮深碑〉 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１－３８ 页。
上海师范大学、 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 方广锠、 ［英］ 吴芳思主编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第 ３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４８ 页。



是， 《贰师泉赋》 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四、 张球远赴敦煌的缘由及 《贰师泉赋》 的创作情形

要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应首先了解晚唐时乡贡进士们的出路或曰趋向。
通常情况下唐代进士科每科所取不过二三十人， 显然， 金榜题名的只能是少数， 大

多数落第者无法通过科举直接获得出身并进入官僚队伍， 不得不另寻出路。
安史之乱后， 唐朝中央政权衰弱， 地方势力崛起， 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 随着藩

镇的威权益重， 唐朝后期节度使已可以自辟僚佐。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在诠

释 《册府元龟·幕府部·总序》 “节度使之属， 有副使一人、 行军司马一人、 判官二

人、 掌书记一人、 参谋无员、 随军四人”① 时指出：
　 　 以上幕府之职， 是一种职掌， 由节度使辟署， 同时由本府奏授宪官或检校官，
以表示其品阶和身分。 充任节度使的幕职， 不仅是获得了官、 职， 而且为迅速升迁

创造了条件。②

……
晚唐乡贡进士担任幕职和州县官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
吸收乡贡进士参加政权， 已经成为各地节度使、 观察使有意识的行动。

黄云鹤 《唐宋下层士人研究》 亦谓：
唐中叶以后， 通过入幕而实现入仕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途径， 因为幕佐入幕充职

不通过朝廷任命， 而是由幕主聘请入幕， 入幕后任何职， 基本决定于幕主。 僚佐入

幕后只要上报朝廷批复即可。 尤其是在朝廷失去对幕府的控制时， 幕府的人事任免

权更大， 士人入幕后迁升的机会就更多。③

时代大势如此。 因而笔者推测， 张球很可能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之后， 像当时其

他许多落第举子入幕藩镇一样， 到归义军政权中当幕僚的。 只是因缘际会， 张球去了与

其家乡相距遥远且多民族杂处的西北， 其勇气魄力确实非常人可比。
关于张球西来敦煌的时间， 今日已难确考， 但尚能根据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

萨陀罗尼经〉 序》 等所记其咸通初年的经历， 推理出张球应是在归义军成立的 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即投身其中了④。 至于张球最初与归义军人事发生交集的机缘， 很可能与归义军

赴京入奏的使者或留质京师的张议潭等的招揽有关。 那时的敦煌正处于历经吐蕃长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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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 卷 ７１６ 《幕府部·总序》，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 第 ８５１７ 页。 张球在

张氏归义军政权中担任的正是此中提到的判官、 掌书记。
前揭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第 ２３４ 页。 以下两段引文均见该书第 ２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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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须恢复与重建汉文化的关键期， 迫切需要张球这样饱受江南与中原文化熏陶的外来

文士襄助。
依常理， 曾巡游多地、 兴趣广泛的张球初到敦煌时， 必然会参访当地名胜并吟诗作

赋， 于缅怀古人的同时抒发个人心中意气。 极具豪迈激越气息的贰师泉自然是其必到必

咏之地， 且为其念念不忘， 同样出自张球之手的 《敦煌廿咏》① 中的 《贰师泉咏》
（Ｐ ２７４８Ｖ、 Ｐ ３９２９、 Ｓ ６１６７Ｖ、 Ｐ ３８７０、 Ｐ ２９８３）， 以及 《敦煌录》 （Ｓ ５４４８） 对贰师

泉的详尽记述②等都是其意犹未尽的表现。
对于刚刚推翻吐蕃统治， 重新回归唐廷怀抱的敦煌人而言， 来自中原内地的乡贡进

士无疑具有耀眼光环和莫大魅力， 此时于赋作上署明 “乡贡进士” 身分， 实在是再恰

切不过。 由此， 我们还可以推断该赋为张球初到敦煌时的作品， 待以后有了正式官职，
便无需也不宜再这样题署了， 故张球其他文学作品上并无此称。

１２《贰师泉赋》 作者考辨

①

②

《敦煌廿咏·贰师泉咏》 有诗句： “贤哉李广利， 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迥， 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
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 能令士马苏。” 详参拙文 《 〈敦煌廿咏〉 作者与撰写时间考证》， 金滢坤主编

《童蒙文化研究》 第 ４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２９－１３９ 页。
《敦煌录》 记： “贰师泉， 去沙 ［州］ 城东三程。 汉时李广利军行渴乏， 祝山神， 以剑札山， 因之水下，
流向西数十里黄草泊。 后有将渴甚， 饮水泉侧而终， 水遂不流， 只及平地。 后来， 若人多即水多， 若人少

即水少， 若郡众大噉， 水则猛下， 至今如然。 其二 （贰） 师庙在路傍， 久废， 但有积石驼马， 行人祈福

之所。”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７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９２ 页。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及年代考订

高静雅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学界对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的探讨， 多言其作者为写卷所题之 “杨满山”，

生平史载未详。 本文通过发掘、 利用杨满山所撰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以及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

章》 的具体内容， 进一步明确其作者为唐人杨满山， 其人概生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 且主要

活动于唐宣宗大中至唐懿宗咸通年间 （８４７－８７３）。 该文书大致作成于唐宣宗大中年间 （８４７－８５９），

抄写时间当在唐咸通二年 （８６１） 至宋乾德六年 （９６８） 之间， 或后梁贞明五年 （９１９） 至宋乾德六年

之间。

关键词： 杨满山　 杨满川　 墓志　 编撰年代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２２－１２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 《孝经》 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 进一步强化了 《孝
经》 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 极大地促进了儿童学习 《孝经》 的积极性。 就敦煌蒙书而

言， 便出现了 《新集文词九经抄》 《文词教林》 《百行章》 《太公家教》 等， 通过改编、
摘录、 改写 《孝经》 内容， 对儿童进行孝道启蒙教育， 可见童蒙教育对 《孝经》 的普

遍认可和遵循。①随着唐代诗赋的兴盛， 出现了歌咏 《孝经》 的诗歌、 变文等， 尤以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为典型， 专门以 《孝经》 为题进行歌咏， 反映了唐五代儿童

孝道启蒙教育的情况和特点。
目前， 学界对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内容、 性质的研究， 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但对其作者的研究多止于对于姓名的考辨， 尚存歧说， 有 “杨满山” “杨满川”
“杨蒲山” 之别。 如饶宗颐 《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 指出写卷中的 “杨满山” “杨蒲山”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２－０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 （１６ＺＤＡ１２１）
作者简介： 高静雅 （１９９３－　 ）， 女， 北京昌平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隋唐史、 童蒙文化史研究。
　 ①　 金滢坤 《唐五代敦煌蒙书编撰与孝道启蒙教育———以 〈孝经〉 为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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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同一人。① 陈祚龙 《关于敦煌古钞杨满山的 〈咏孝经〉 》 认为其作者为杨满山，
亦名满川， 言其生平无考， 依据其所咏内容， 认为其生存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的下层文

士。② 季羡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 中徐俊的 《咏孝经诗》 指出 《杨满川咏孝经壹拾

捌章》 的作者为杨满川， 事迹无考。③ 伏俊琏、 李青青、 辛甜甜等 《敦煌文学写本五种

叙录》 认为其作者为杨满山， 亦言无传世文献可考。④

由于史传未载其生平事迹， 且相关研究的重心多未在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故相关墓志、 碑志等历史文献有待深入发掘和利用。 是以， 关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

捌章》 作者的考辨， 尚有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 本文将在前辈学者所作研究、 考证的

基础上， 结合新出土的碑志资料， 试对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作者与年代进行

考论。

一、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考略

鉴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作者史志载籍未见记载， 则对其作者的考略，

试分为相关写卷及碑志资料二题论述如次， 概论其实。
（一） 相关写卷与作者信息

关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及其作者， 虽史籍未载， 但相关写卷的首题、 尾

题之中尚存其作者的标示， 为考订其作者提供了方向。
目前所知， 可以确定为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之写本者， 计有 Ｐ ３３８６ ＋

Ｐ ３５８２、 Ｐ ２６３３、 Ｐ ３９１０ 等三件写本。 虽然史志载籍均未见此书的著录， 但可喜的是

敦煌写卷中有明确的首题与作者。 如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首题 “杨满川咏孝经壹拾捌章五

言一名满山”， 尾题 “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 Ｐ ２６３３ 题 “杨蒲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Ｐ ３９１０ 中相关信息仅存 “杨满” “满川” 等字样。⑤

关于敦煌本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定名， 王重民 《伯希和劫经录》 将 Ｐ ３３８６＋

Ｐ ３５８２ 题作 “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⑥， 并在 Ｐ ２６３３ “杂文集” 中收入有 《杨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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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饶宗颐 《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 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辑 《敦煌学》 第 １ 辑， 香港： 香港新亚研究

所敦煌学会， １９７４ 年， 第 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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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 李青青、 辛甜甜等 《敦煌文学写本五种叙录》， 伏俊琏、 徐正英编 《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 第

３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３３０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７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７、 ２０６－２０７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９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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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孝经十八章》。① 《敦煌宝藏》 将 Ｐ ２６３３ 题作 “杨蒲山咏孝经一十八章”②。 日本学者

池田温编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中 Ｐ ２６３３ 则为 “杨蒲山咏孝经十八章”③，
Ｐ ３５８２ 为 “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三界寺学士题记后录诗”④。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将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题作 “杨满山 （川） 咏孝经一十八章五言 （尾题） ”⑤， Ｐ ２６３３ｅ 题

作 “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⑥。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将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定作 “杨满川

咏孝经壹拾捌章”⑦， Ｐ ２６３３ 定作 “杨蒲山咏孝经壹拾捌章”⑧。 依上所引， 可得出以下

两点分析：
第一， 根据相关写卷与著录情况，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作者有 “杨满山”

“杨满川” 之别。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中首题为 “杨满川咏孝经壹拾捌章五言一名满山”，
尾题又作 “杨满山”； Ｐ ３９１０ 又可见 “杨满” “满川” 字样。 其作者有 “杨满山” “杨
满川” 之别， 于抄录时， 已见歧说。 根据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成果可知， “山” 声韵

声类为 “审”， 切韵韵部为 “山开二”；⑨ “川” 为 “昌缘切”， 切韵声类为 “穿”， 切

韵韵部为 “仙开三”。 “山” “川” 二字同入 “ｃ 组声母表第三” 及 “ａｎ 摄韵母表第十

二” 之中， 可见二字之音近。 有 “山” “川” 二字之异， 概为方音相近所至， 则 “杨
满川” 很可能为 “杨满山” 之误。

第二，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所题作者亦有 “杨满山” “杨蒲山” 之别。 《敦
煌宝藏》 中 Ｐ ２６３３ 题作 “杨蒲山咏孝经一十八章”； 日本池田温所编的 《中国古代

写本识语集录》 Ｐ ２６３３ 亦题 《杨蒲山咏孝经十八章》； 饶宗颐的 《孝顺观念与敦煌佛

曲》 中释读为 “蒲” 字， 郑阿财 《敦煌孝道文学研究》 中亦言 Ｐ ２６３３ 原卷作 “蒲”
字。 今检此写卷首题之字作 “ ” 字， 但 “满” 字亦可作 “ ”。 黄征 《敦煌俗字

典》 “满” 字条下俗字有 “ ” 字， Ф０９６ 《双恩记》 便有： “吾唯有汝偏怜惜，
（满） 国黄金未为值。” 饶宗颐的 《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 郑阿财 《敦煌孝道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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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进一步指出， “满” 与 “蒲” 二字， 在唐钞本中时时混用，① 盖因 “满” 字下部为

“两”， 敦煌写卷中 “两” “雨” 二字亦多不分，② 如 Ｓ ２６０７ 中 《浪涛沙》： “五两竿头

风欲平， 长帆举棹觉船行。” Ｐ ３９１０ 《新合千文皇帝感辞》 “福源善庆满乡邻”， Ｐ ２７２１
《开元皇帝赞》 “雁塔龙宫满化天”； 《新集孝经十八章皇帝感》 “言满天下无怨恶” 等写

卷中，③ “满” 字原卷中均作 “蒲” 字， “蒲” 字为 “满” 字的俗写， 敦煌写卷中亦多

见， 则 Ｐ ２６３３ 中的 “ ” 字当为 “满” 字俗写。
“满” 字作 “蒲” 字， 不独在敦煌文献中， 在传世文献中也是如此。 如萧统撰 《文

选》 卷四四 《檄·司马长卿 〈难蜀父老〉 》 则言： “略斯榆， 举苞蒲。”④ 又根据日本

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所藏之天壤孤本———敦煌本 《文选注》 残卷，⑤ 其中 《司马长卿

〈难蜀父老〉 》 此句作 “略斯榆， 举苞满”。 罗国威在笺证中指出： “ ‘满’， 集注本、
《史记·司马相如传》 并同； 尤本、 胡刻本、 五臣本、 袁本、 四部丛刊本、 《汉书·司

马相如传下》 并作 “蒲” …… ‘苞满’， 蜀地名。”⑥ 则以 “满” 为 “蒲”， 正可为证。
据上， 则相关写卷所见 “杨满山” “杨蒲山” 当为一人。 若参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Ｐ ３９１０ 写卷中所题作者之姓名， 则 Ｐ ２６３３ 写卷中的 “杨蒲山” 当为 “杨满山” 的俗

写所致。 根据相关写卷的记载情况， 可知其作者当为杨满山。
（二） 碑志资料与作者信息

依上文所述，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作者当为杨满山， 由于史传未载其生平

事迹， 相关研究多言其生平未详。 通过梳理近年来新获碑志文献资料， 发现涉及 《杨
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 “杨满山” 的墓志图录概有两种： 一是 《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二是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二书中著录、 收录了唐代

杨满山所撰 《李敬回墓志》。 昭苏久湮之碑志资料不仅为考订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

章》 的作者以及其生存时代、 身份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和新的启示， 兹分别论述

如次：
其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中收录了大量近二十年来新出土墓

志， 著录了不少未曾披露过的新资料，⑦ 是最早著录唐代杨满山所撰 《李敬回墓志铭并

５２《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及年代考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饶宗颐 《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 第 ７５ 页。
郑阿财 《敦煌孝道文学研究》， 第 ５５９ 页。
Ｓ ２６０７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４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１３ 页； Ｐ ３９１０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

献》 第 ２９ 册， 第 ２０１ 页； Ｐ ２７２１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７ 册， 第 ３５９ 页。
［汉］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 收入 ［南朝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 《文选》 卷 ４４，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９９２ 页。
《敦煌本文选注》 附有神田喜一郎解说， 于日本昭和四十年 （１９６５） 影印刊行。 参 ［梁］ 昭明太子编 《敦
煌本文选注》， （日本） 昭和四十年永青文库影印本 （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罗国威笺证 《敦煌本 〈文选注〉 笺证》， 成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８３ 页； 饶宗颐 《孝顺观念与敦煌

佛曲》， 第 ７５ 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 胡海帆、 汤燕、 陶诚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上册，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前言第 ３ 页。



序》 的墓志目录， 兹摄其相关者， 录如下：
　 　 唐故右神策军衙前兵马使兼乐营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李

府君墓志铭并序； 盖题： 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唐） 杨满山撰。 唐咸通十一年 （８７０） 五月九日葬。 陕西西安出土。①

对 “李敬回墓志并盖” 等相关信息进行了初步的说明， 但未收录墓志拓片， 未见墓志

内容。 依据这一涉及 “杨满山” 的墓志资料， 可试作以下两点推论： 一是晚唐的确存

在名为 “杨满山” 的人。 二是志主李敬回葬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考虑到唐懿宗咸通

年间仅有十三年的情况， 则可推断墓志撰者杨满山， 其人大致生存于唐宣宗大中至唐懿

宗咸通年间 （８４７－８７３）。
其二，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 中收录了近年来新出土或以前出土未曾著录的

墓志， 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 并从墓志名称、 首题、 志盖内容及尺寸、 卒葬年月、 撰书

镌者等方面， 对墓志进行了较为精确的描述。 是书收录了 《李敬回墓志并盖》 的志盖

（图 １） 和墓志 （图 ２） 拓片，② 为本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图 １　 《李敬回墓志并盖》 志盖拓片 （采自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
此书墓志拓片下著录的信息， 与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大致相

同。③ 就墓志的内容而言，④ 可作如下几点推论：

６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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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录文参肖游 《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晚唐墓志整理及词语专题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８ 年， 第 ８６－８７ 页。



图 ２　 《李敬回墓志并盖》 墓志拓片 （采自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
一是， 墓志中有 “过海浮名， 卌年泥泻” 之语， 据文义可知， 此当为墓志撰者杨

满山对自己所作评价。 以 “过海浮名” 自言其虽声名远播， 但只是虚名而已； “卌年泥

泻”， 此句言 “卌年” 即 “四十年”， 称自己四十来岁智少力劣， 如不生草木的泻土般

无用。 “泥” 谓 “少才力”。 《尔雅·释兽》： “威夷， 长脊而泥。” 郭璞注： “泥， 少才

力。” 邢昺疏： “泥， 弱也。”① 清代钱大昕 《答问七》： “问： ‘威夷， 长脊而泥。’ 郭训

‘泥’ 为 ‘少才力’， 何也？ 曰： ‘泥当为 ， 声相近而借用也。’ 《说文》： ‘ ， 智少

力劣也。’ ”② “泻” 通 “舄”， 谓盐碱地。 汉代王充 《论衡·书解》： “山无林则为土

山， 地无毛则为泻土。”③ 则 “泥泻” 当是其自谦之语。 又志主窆封于唐懿宗咸通十一

年， “享龄六十有三”， 以杨满山自称是年 “卌年” 来看， 则杨满山当生于唐文宗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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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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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８２９）。 根据前面所作推断， 杨满山主要活动于唐宣宗大中至唐懿宗咸通年间

（８４７－８７３）， 正相符合。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圣治章第九》 有 “从来邦有道， 不及大中年” 之语， 用

诗歌的形式赞扬了唐代大中年间的盛世， “大中” 为唐宣宗时年号， 则可知 《杨满山咏

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大概生活于唐宣宗大中年间 （８４７－８５９）， 与撰 《李敬回墓志铭并

序》 之 “杨满山” 生存时代正相符合， 则此 “杨满山” 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杨满山有为同一人的可能。

其二， 墓志题 “契赐紫金鱼袋杨满山撰”， 据 《旧唐书·舆服志》 载：
　 　 咸亨三年五月， 五品已上赐新鱼袋， 并饰以银……神龙元年二月， 内外官五品

已上依旧佩鱼袋……景龙三年八月， 令特进佩鱼……自武德已来， 皆正员带阙官始

佩鱼袋……至开元九年， 张嘉贞为中书令， 奏诸致仕许终身佩鱼， 以为荣宠。 以理

去任， 亦听佩鱼袋。 自后恩制赐赏绯紫， 例兼鱼袋， 谓之章服， 因之佩鱼袋、 服朱

紫者众矣。①

又 《新唐书·百官志》： “随身鱼符者， 以明贵贱， 应召命……官有贰者加左右， 皆盛

以鱼袋， 三品以上饰以金， 五品以上饰以银。 刻姓名者， 去官纳之， 不刻者传佩相

付。”② 唐玄宗开元以后， 官员获得官职的同时， 照例也会被赐予袍服、 鱼袋。
唐代咸通年间墓志撰者属 “赐紫金鱼袋” 者， 如 《唐故怀州录事参军清河崔府君

后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并序》， 撰此志时署 “犹子朝议郎、 守尚书刑部郎中、 赐紫金鱼

袋 （崔） 岘撰”；③ 《故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并序》， 奉敕撰此志时署 “翰林学

士、 朝议郎、 守尚书户部郎中、 知制诰、 赐紫金鱼袋臣刘允章奉敕撰”；④ 《唐故赠魏国

夫人墓志铭并序》， 署 “翰林学士、 朝议郎、 守尚书户部郎中、 知制诰柱国、 赐紫金鱼

袋臣裴璩奉敕撰”⑤， 等等。
依上文所引， 从唐代咸通年间墓志撰者属 “赐紫金鱼袋” 的情况， 可知虽 “赐紫

金鱼袋” 者主要为三品以上， 但亦有五、 六品 “赐紫金鱼袋” 之情况。 从志主李敬回

历任情况来看， 主要有右神策军衙前兵马使、 散兵马使、 兼乐营副兵马使等， 兵马使为

使府中的重要军将，⑥ “散兵马使” 不统兵， 具有阶官性质， 更似荣衔， 或为储备干部，⑦

则与志主 “分密” 的杨满山的阶品并不会太高。 加之杨满山事迹未见史载， 则杨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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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为五、 六品以上职事官。 然史载不详， 无以确言。 又 “赐紫金鱼袋” 前有一

“契” 字， 且未见于其他墓志之中。 从其义来看， “契” 或通 “挈”， 含 “取” “持” 之

义， 如 《荀子·议兵篇》 “掎契司诈”①， 唐代杨倞注： “契读为挈。 挈， 持也。”② 若

“挈赐”， 如 《景文集·舞熊说》 有 “自是兰子挈赐物， 嫮鬻郡县， 颐指裼袒， 抚熊益

甚” 之语，③ 则墓志中之 “契赐” 可能为 “挈赐”， 以强调撰墓志者杨满山 “赐紫金鱼

袋” 之情况。
其三， 唐代请托他人撰写墓志， 受请托者往往熟悉志主的情况。 举凡同僚、 故旧、

门生、 属吏等， 均在选择范围之中。④ 杨满山于墓志中言： “归明等委余分密， 过海浮

名， 卌年泥泻， 悲肠泣泪， 伤心数百字， 开襟说后。” 自其 “分密” “悲肠泣泪” “心
数百字” 之语， 可知杨满山熟知志主， 且与志主情意相投、 亲近和睦， 故授志主李敬

回子李归明等人之托， 撰写墓志。 就杨满山所撰墓志中对孝家直称 “归明等” 而未用

尊称的情况来看， 亦可见其与孝家之间的亲密关系。
此外， 在选择撰写墓志者时， 撰者的文章水平也是请托者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从

杨满山所撰墓志来看， 其当为善文者无疑， 可当志主亲人之托， 则其有作 “咏孝经壹

拾捌章” 的文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杨满山所撰墓志中有 “自家形国， 移孝于忠” 之语， 言李敬回能

够于家谨孝， 可移孝于忠。 杨满山对志主李敬回所作评价与描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杨满山对忠孝观念的重视， 其 “移孝于忠” 的思想与 《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中

“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 所表达的忠孝思想相一致，⑤ 亦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

拾捌章》 中 “竭力于家孝， 倾心向国忠” “世间何事贵， 忠孝是名珍” 所蕴含的忠孝思

想相一致。 就其对于忠孝观念的重视情况而言， 撰写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之杨满山

具有创作以 “孝” 为中心、 歌咏 《孝经》 作品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之思想基

础。 撰写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之杨满山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所题之杨满山

对于孝的认识是一致的， 均强调 “移孝于忠”， 则撰写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之杨满山

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所题之杨满山为同一人， 可无疑矣。
概括上述，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作者杨满山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杨

满山当为同一人。 可由此推知，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作者杨满山盖生于唐宪宗

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 且主要活动于唐宣宗大中至唐懿宗咸通年间 （８４７－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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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年代考订

关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编撰年代， 虽史传不详， 无可确言。 然从其写

卷内容及写卷题记， 尚存信息可资考察。 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 主要依据写卷内容

和题记， 对该书编撰大致年代及抄写年代试作考订。
（一） 编撰年代考订

依据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写卷的内容， 以及相关写卷中同抄的文书， 可对

其编撰年代进行论析：
其一， 同抄文书情况。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相关写卷中， Ｐ ２６３３ 与其同

抄的文书 《正月孟春犹寒》 中， 于尾题 “正月孟春犹寒一本” 之前， 抄有 《宣宗皇帝

御制劝百寮》 一文， 从其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同抄的情况看， 此二者出现的

时间应相距不远， 说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在唐宣宗大中年间 （８４７－８５９） 已

出现。
其二， 写卷所咏内容。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圣治章第九》 言及 “从来邦有

道， 不及大中年”。 据其所咏内容， 所得推论概有三点：
一是， 诗中 “大中” 之语， 当为唐宣宗时年号， 则可推知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

章》 当编撰于唐宣宗大中年间 （８４７－８５９）。 陈祚龙的 《关于敦煌古钞杨满山的 〈咏孝

经〉 》 一文， 便依据 “从来邦有道， 不及大中年” 之语， 推断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

章》 作成于唐宣宗大中年间， “是 《咏》 之作成年代， 恐亦属于大中年间”①。 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亦依此句， 认为其应作于宣宗大中年间。② 此后研究多依二位学

者所作推断。
二是，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中的 《圣治章第九》， 用诗歌的形式对大中年间

的盛世进行了赞美， 反映了作者杨满山对于唐宣宗大中年间政绩、 百姓生活情况的肯

定， 认为大中年间 “邦有道”。 《旧唐书·宣宗本纪》 云： “当时以大中之政， 有贞观之

风焉。”③ 宋代司马光 《资治通鉴·大中十三年》 云： “宣宗性明察沈断， 用法无私，
从谏如流， 重惜官赏， 恭谨节俭， 惠爱民物。 故大中之政， 讫于唐亡， 人思咏之， 谓之

小太宗。”④ 均言唐宣宗有 “小太宗” 之美誉。 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 中也指出虽然

“旧史亟称宣宗之美， 此乃阿私所好之言， 《新书》 谓其精于听断， 而以察为明， 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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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恩之意， 则颇近于实耳……帝之才， 盖不减汉宣帝？ 唐人之亟称之， 亦有由也”①。
王仲荦 《隋唐五代史》 亦言 “唐宣宗在位十三年， 国家粗安”②。 可见 《杨满山咏孝经

壹拾捌章》 中所作 “邦有道” 的赞美有所凭借， 则其成书时代当为唐宣宗大中年间。
另据南唐刘崇远 《金华子》 载： “宣宗临御逾于一纪， 而忧勤之道， 始终一致……

以上之恭俭明德， 始无异心……舆论谓上为 ‘小太宗’。”③ 宋代王谠著 《唐语林》 卷

二 《政事下》 云： “宣宗在位逾一纪， 忧勤无怠……时称 ‘小太宗’。”④ 其概言唐宣宗

御极 “一纪”， 犹指十二年， 至有 “小太宗” 之美称， 则唐宣宗政绩成果显现需要一定

的时间， 由此可将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编撰年代范围缩短到唐宣宗大中十二

年 （８５８） 至大中十三年 （８５９） 的两年之间， 则其很可能撰成于大中末。
其三， 相关墓志情况。 考杨满山所撰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的相关内容、 入窆年

代， 以及杨满山主要活动年代，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很有可能编撰于大中末， 亦

与 “邦有道” 之语所述年代相一致。
关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具体编撰年代， 虽然缺少更为明确的证据， 但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编撰年代大致在唐宣宗大中年间， 当可无疑。
（二） 抄写年代考订

关于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抄写时代， 前辈学者的研究主要依据写卷题记

对其抄写年代进行的探讨， 认为 Ｐ ２６３３ 题记中的 “辛巳年”， 推定为 ９２２ 年或 ９２１
年；⑤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中 “天福七年”， 当为 ９４２ 年；⑥ Ｐ ３５８２ “戊辰年十月卅日”， 当

为 ９６８ 年。⑦ 可见，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相关写卷中的题记， 对于考订其抄写时

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兹仅以此三件写卷为基础， 撮录与抄写时代相关内容， 胪列如下：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维大晋天福七年壬寅岁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学士郎张富盈记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戊辰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学士 　 计写两卷文书 　 心里些些不

疑， 自要心身恳切， 更要师父阇梨

Ｐ ２６３３： 辛巳年正月五日泛员昌、 龙宾上

Ｐ ３９１０： 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阴奴儿黑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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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莹辉 《 〈敦煌曲〉 评介》，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１９７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４８ 页； 颜廷亮 《关于 〈晏子赋〉
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６ 页； ［日］ 池田温编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

录》， 第 ４６４ 页。
李正宇 《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５ 页；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中印文

化对敦煌寺院的影响》， 项楚、 郑阿财主编 《新世纪敦煌学论集》， 成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３３ 页；
郑阿财、 朱凤玉 《开蒙养正： 敦煌的学校教育》，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０ 页。
［日］ 池田温编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第 ５０１ 页； 刘进宝 《Ｐ ３２３６ 号 〈壬申年官布籍〉 时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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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３９１０： 癸未年二月六日、 净土寺弥赵员住右手书癸未年二月六日净土寺赵

赵讠也

依上文所引， 相关写卷题记中的年代信息， 可主要分为两类， 要之如下：
其一， 具有明确年代信息。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写卷题记保存了明确的年代信息， 其抄

录时间当为后晋天福七年 （９４２）。
其二， 存干支纪年的信息。 除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写卷之外， 相关题记中均未见中朝

年号， 仅存干支纪年而已， 尚需根据其他内容对其抄写年代进行考订。
通过上文对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编撰年代的考订， 可以大致推知其成书时

代为唐宣宗大中年间， 则其抄写时代应在唐宣宗改元之后。 唐宣宗大中年间敦煌地区经

历了蕃占时期与归义军时期两个时期，① 归义军时期， 敦煌寺学得到了很大发展， 其

中， 净土寺学存在于 ８７０－９７３ 年； 三界寺学存在于 ９２５－９７５ 年，② 与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写

卷题记中的后晋天福七年所记 “三界寺学士郎” 题记， 正可为证。
从相关写卷均只存干支纪年， 而未见中朝年号的情况来看， 相关写卷应存于敦煌陷

蕃之时，③ 应在唐宣宗大中二年 （８４８） 之前。 然据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Ｐ ３９１０ 中学郎题

记中敦煌寺学 “三界寺” 与 “净土寺” 学郎题记， 可以推知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Ｐ ３９１０
写卷当抄于归义军时期， 根据干支纪年， 可对相关写卷抄写时间试作如下推论：

一是，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题记 “戊辰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学士” 中所记 “戊辰年” 应

为 ９６８ 年， 另据 《宋大诏令集·乾德六年南郊改开宝元年赦天下制 （十一月） 》 载：
“可大赦天下， 改乾德六年为开宝元年， 自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天下犯罪人于

戏。”④ 宋太祖改元开宝于宋乾德六年 （９６８） 十一月， 而其抄写时间为 “十月卅日”，
则其抄写时在改元之前， 应为宋乾德六年。

二是， Ｐ ３９１０ 中所记 “癸未年二月六日” 及 “净土寺” 信息， “癸未年” 应为

９２３ 年。 据 《资治通鉴·同光元年》 载： “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 夏， 四月……国

号大唐， 大赦， 改元。”⑤ 改元在四月， 当在写卷抄写时间 “二月” 之后， 则其应为后

梁龙德三年 （９２３）。
三是， Ｐ ２６３３ 背抄有： “辛巳年二月十三立契。 慈惠乡百性 （姓） 康不子为缘家

内欠少疋 （匹） 帛遂于莫乡百姓索骨子面上贷黄丝生绢壹， 长三仗 （丈） 柒尺五寸，
福 （幅） 阙 （阔） 贰。” 此契稿中贷绢人及绢主均注为某某乡人 （如 “慈惠乡” 及

“莫乡” ）， 与蕃占时期 “某某部落百姓” 的用语， 具有明显的差异， 当为张议潮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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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后， 在沙洲地区恢复唐乡里建制传统的结果，① 则其应属归义军时期。 由此推

断， 写卷中的 “辛巳年” 可能为唐懿宗咸通二年 （８６１） 或后梁贞明七年 （９２１）， 但尚

无法明确具体抄写时间。
总而言之，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相关写卷的抄写时间大致在唐咸通二年至宋

乾德六年之间， 或后梁贞明五年 （９１９） 至宋乾德六年之间。 由此可见， 《杨满山咏孝

经壹拾捌章》 撰成之后， 由于其符合当时当地的使用需求， 因而得以在归义军时期的

敦煌地区， 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和使用， 传播与流传。

小结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早已散佚， 亦未见诸于历代史志， 幸赖敦煌文书得以保

存。 其写卷计存三件， 使今人得以在千载之后， 尚可一睹杨氏 《咏孝经》 之原貌。 依

据 Ｐ ３３８６＋Ｐ ３５８２、 Ｐ ２６３３、 Ｐ ３９１０ 三件写卷， 在前辈学者整理成果的基础上， 考其

作者， 当为相关写卷所题的杨满山。 据杨满山所撰 《李敬回墓志铭并序》 中的 “卌年

泥泻”， 以及志主窆封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的记载来看， 可进一步推知其人概生于唐宪

中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 主要活动于唐宣宗大中至唐懿宗咸通年间 （８４７－８７３）。 依其同

抄文书及所咏内容， 可知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编撰时代大致在唐宣宗大中年

间， 似无可疑， 若依其咸通十一年四十岁来看，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很有可能编

撰于大中末。 根据相关写卷的抄写年代大致在唐咸通二年至宋乾德六年之间， 或后梁贞

明五年至宋乾德六年之间， 以及多个写卷抄录了 《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的情况来

看， 可知其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 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和使用。

３３《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 作者及年代考订

① 陈国灿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５ 页。



棋声沙漠戈壁间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棋戏和棋理

林　 春　 李　 成

（兰州理工大学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 敦煌遗书 《碁经》 在中国围棋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是世界上唯一记载中国最古老的

棋艺的文本， 对它的弈棋制度和棋法进行研究， 揭示它在文化史、 思想史、 民俗史发展中所起的广泛

作用， 进而探讨它对自古以来围棋论著的影响， 应该是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新课题。

关键词： 碁经　 敦煌遗书　 围棋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３４－１３

围棋起源于我国， 约有五千年的历史， 据传围棋由尧舜发明， 在古代几成定论。 国

外棋界也深信不疑。 《大英百科全书》 《美国百科全书》 分别记载围棋于公元前 ２３００ 年

由中国发明， 这大约是尧舜在位的时间。 但从种种迹象表明， 尧舜造围棋仅为传说， 并

无有力的证据。 从词源学的角度讲， 围棋之说起于西汉， 刘安 《淮南子》 有 “围棋击

剑， 亦皆自然” 的说法。 先秦文献中无 “围棋” 一词。 围棋一般称为 “弈”。 许慎

《说文解字》： “弈， 围棋也。 从廾， 亦声。”①孔子在 《论语·阳货》 中提到围棋： “子
曰：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 犹贤乎已。’ ”②这说明当

时社会已开始出现有闲阶层， 他们有闲暇时间从事求 “温饱” 之外的博弈活动， 局影

称声， 代代不绝。 而孔子的目的在于对人们的闲暇生活提出了正确的引导。 围棋自东汉

开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并从 “道” 的角度确立了围棋的意义。 东汉李尤 （４４－１２６）
著有 《围棋铭》， 班固著有 《弈著》， 肯定了围棋的正面意义， 并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

精神超越之径。 这时期围棋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确立了围棋作为 “戏” 的独立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２４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古代丝绸之路体育图像研究” （２０ＹＢ０５０）
作者简介： 林春 （１９６６－　 ）， 男， 福建莆田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体育史研究。 李成 （１９９５－　 ），

男， 安徽亳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体育史研究。
　 ①　 ［汉］ 许慎撰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年， 第 ５９ 页。
　 ②　 程树德撰， 程俊英、 蒋见元点校 《论语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５９７－１５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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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价值， 其次是将围棋纳入 “艺” 的范畴。
据文献东汉 《孙子算经》 已有 “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 的记载。 直至魏晋南北朝

后这种纵横 １９ 道的棋盘才被确定。 １９ 路棋盘显然比较科学， 主要是他的取势、 取地比

较均衡。 棋子最初取于石子， 三国时才出现了木制围棋子， 魏晋时才有贵重原料磨制的

棋子， 如玉质、 玛瑙等。 围棋围杀争胜的弈戏方式古今不变， 棋盘的范围却经历了一个

在发展中取定的过程。 现行棋盘纵横各 １９ 路， 而考古出土文物中， 我们可以发现不少

的例外。 １９７７ 年， 在内蒙辽代古墓出土的棋盘， 纵横各 １３ 道。 １９７１ 年发掘湖南湘阴唐

墓， 棋盘纵横为 １５ 道。 １９５２ 年在河北望都汉墓出土的石刻棋盘， 纵横 １７ 道。 １９７２ 年，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８７ 号墓中出土的棋盘也是 １７ 道。 １９５９ 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瓷

器盘， 棋局是 １９ 道。
魏晋人士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 “戏”。 琴、 棋、 书、 画成了当时

人们人生之乐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围棋这种游戏意思凸显了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的

觉醒。 所谓魏晋风度， 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而围棋， 被称为 “手谈” “坐隐” “忘
忧” “烂柯”， 在某种程度上， 也就成了魏晋人士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折射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魏晋以来， 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围棋的发展。 曹

操、 曹丕、 司马炎， 都是好弈之人。 齐梁时， 又确立了皇家品棋制度。 梁武帝萧衍曾举

行过多次品棋活动。 品棋制度的一方面与当时品第人物、 按品授官的文官选拔制度有

关， 又是士大夫品藻风气使然。 《棋品》 三卷就是在这时编著出来的。 魏晋时， 还拿

“诗” 与 “博弈” 相比： “昔九品论人， 七略裁士， 校以宾实， 诚多未值。 至若诗之为

技， 较尔可知， 以类推之， 殆均博弈。”① 论诗之 “技”， 可以 “博弈” 之较技推之。
反过来， 论弈也可用诗乐的审美标准， 沈约 《棋品序》 云： “弈之时义， 大矣哉！ 体希

微之趣， 含奇正之情； 静则合道， 动必合变。 若夫人神造极之灵， 经武纬文之德， 故可

与和乐等妙， 上艺齐工。”② 尤其到了六朝时期， 棋谱、 棋势等专业著作出现， 形成了

我国围棋发展史的又一高峰。
到了唐代， 围棋则正式被纳入琴棋书画 “四艺” 之一。 当时围棋成了衡量一个人

艺术才能和人生修养的重要方面， 它在提高围棋地位的同时， 客观上也就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取向。 唐代帝王玄宗还创立了翰林棋待诏制度。 棋待诏的出现， 成为

围棋之 “艺” 走向专业化、 职业化的一种标志。 在社会上成为民众普遍流行的一种时尚、
一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中， 几乎都会下棋， 当时围棋成了一种高雅艺术。

宋代， 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 历代皇帝对围棋的大力提倡， 加上宋代的都市取得很

大发展， 居住在都市的市民阶层， 生活稳定， 闲暇时间较多， 瓦舍勾栏、 茶楼酒肆等，
成为市民阶层经常光顾之地。 娱乐、 休闲、 竞技， 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 尤其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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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获得了广泛的普及。 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棋谋生的棋师、 门客、 棋工。 还出现了由

张拟撰写的 《棋经十三篇》 这部经典， 其影响一直流传至今。
明清是古代围棋发展的最高峰。 国手辈出， 棋艺理论， 著作亦蔚为大观。 当时围棋

被看作 “雅玩”， 是一种 “玩物”， 但它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 而以争胜负为目

的的竞技围棋被完全艺术化、 伦理化。 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 古老的围棋之 “艺” 回归到

它的本来状态； 竞技， 并建立了完备的竞争机制。 弈之为艺与弈之为技， 也逐渐被赋予

了新的文化内涵。 围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的基本规则简单， 却变化繁复， 探索

的容量几无止尽。 古人对它特别青睐， 倾注了罕见的热情。 人们除了推求围棋本身的棋

理外， 还将围棋与天道、 人事、 哲理、 艺术、 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 并

产生了深邃的反响。
围棋也是技， 也是戏， 是艺， 是道。 技、 戏、 艺， 是围棋存在方式， 而道， 则往往

构成了围棋之存在的最终依据。 古人常说： “弈之为言， 易也。”① “弈之为道” ②成了历

代棋论对围棋是艺、 戏、 技、 道的最常见的表述。 围棋之道， 多偏重于人事； 道家之

道， 则更多地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 因此， 儒家多强调 “以艺載道”， “艺” 是 “道”
的载体， 是体现 “道”、 实现 “道” 的一种技术手段， 是 “道本技末” 的观念。 就围

棋而言， 它不过是一种 “艺”， 这 “艺” 又有 “技” 与 “道” 两个层面。 就 “技” 而

言， 只是用来争胜负的， 为了取胜， 它有一套具体的走法、 战术。 而当棋到了一种境

界， 它又与艺术境界、 道的境界相通， 所谓技近乎道， 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其

实， 围棋作为一种争胜之物， 本质上更与兵家之道相合。 棋盘上要取胜， 也难免常常要

用 “巧诈” 之道。 敦煌写本 《碁经》 谓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又棋之

体， 专任权变”， 可谓深得围棋之精髓。
围棋在古人眼里一直解释是关于 “天” 的观念。 梁武帝 《围棋赋》 称： “围奁象

天， 方局法地。”③ 敦煌文献 Ｓ ５５７４ 《碁经》 说得更为清楚： “碁子圆以法天， 碁局方

以类地。” “棋卜” 是当时的一种通 “天” 之术， 它可以在类似围棋盘的盘子上布子作

卦， 其实与较技争胜的围棋关系不大。 古人把围棋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 更多走的不是

方术之类的技术型路子， 而是偏重于 “虚” 的一面， 所谓棋虽小道， 又通天于天地之

大道。 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文献是 《周易》。 它是一部究 “天人之际” 的思想哲学著

作， 是作为形而下之 “术” 与形而上之 “道” 的完美结合， 它应该是诸子百家学术思

想及各类方术之源头， 是儒家群经之首。 围棋也从 《周易》 中去寻找依据， 开了以易

解棋的先河。 围棋与阴阳、 八卦、 天文相通， 预知天地万物之变化， 方寸棋枰也就具有

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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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遗书 《碁经》 的论证

敦煌文献 《碁经》 的发现是中国围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大收获。 它是

现今世界上唯一记载中国最古老的棋艺的文本之一。 １９００ 年藏经洞发现后， 敦煌 《碁
经》 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走。 直到 １９３３ 年原清华大学历史系张荫麟教授在伦敦大

英博物馆得见于 《碁经》 的手抄写本， 并抄录了梁武帝 《碁经要略》。 １９３４ 年， 张荫

麟教授简单发表了 《碁经》 有关资料。① １９５７ 年， 向达先生在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

眼目录》 一文中著录 “五五七五 　 碁经 （一五九） ”② １９５４ 年大英博物馆公开出售全

部斯坦因劫经的缩微胶片。 这一年， 是敦煌发现的 《碁经》 内容正式公布的一年。
１９６０ 年中国科学院以交换的方式， 获得全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显微胶片， 我国开始有

学者研究敦煌 《碁经》。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其中收录刘铭恕先生所撰 《斯坦因劫经录》， 有关 《碁经》 著录为： “５５７４　 碁经一卷

说明： 计： □□篇第一， 诱证篇第二， 势用篇第三， 像名篇第四， 释图势篇第五， 碁至

篇第六， 部□篇第七。 后题之后有西域文文字一行。”③ 弥足珍贵的围棋之作历经失传

了 ９００ 余年， 总算与世人见面。 直到 １９９０ 年， 才有成恩远先生出版了 《敦煌碁经笺

证》④， 认为敦煌 《碁经》， 博大精深， 遍体玑珠。 由于成恩元先生对敦煌 《碁经》 作

了较全面的考证， 这才引得了棋界的广泛关注。
敦煌写本 《碁经》 在大英图书馆中的编号是 Ｓ ５５７４。⑤ 原文写在一卷佛经的背面，

无撰写者姓名。 卷首已残缺约两三行， 现存本文 １５８ 行。 卷尾题 “碁经一卷”， 另有藏

文题记一行， 总计现共存本文卷 １６０ 行。 《碁经》 以 “骈文” 体裁， 处处可见对偶式的

四六句子， 全文不分段。 内容可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 正文是指□□篇第一 （卷首残

缺， 篇名不详）、 诱征篇第二， 势用篇第三、 像名篇第四、 释图势篇第五、 棋制篇第

六、 部袠篇第七， 共计七篇。 附录是指： 《碁病法》、 梁武帝 《碁评要略》、 棋经标题、
藏文题记， 全卷现存 ２４９９ 字。

《碁经》 抄写年代， 据四川成恩远先生考评考定： “应当是北周时代。” 认为古代避

讳制度严格，⑥经文中许多不缺笔的字都不避南朝梁、 隋、 唐、 五代、 宋各诸帝的讳。
而围棋在我国对棋子的说明， 一般都以黑子、 白子相称。 但 《碁经》 中， 既不称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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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白子”， 而称 “乌子” “白子” （见诱征篇）。 原因是为避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的

小字 “黑獭” 的讳而改称的。 《碁经》 避讳 “黑” 字， 是断定抄写年代的证据之一。
此外， 从内容上看， 《碁经》 中所涉及大都是唐以前弈棋界的情况， 从棋法、 制度、 词

汇、 术语、 甚至经文中所引证的人物故事等， 基本上限于春秋至萧梁， 无六朝以后人

名， 它都与北周时代相符合。 经文的书法， 也具有六朝人的风格， 特别是别体字也都是

六朝经卷、 碑碣中所能见到的别体字， 从地域位置来讲， 敦煌当时正是北周的领域。 因

此， 从上例考证， 基本可以推断 《碁经》 应当是北周时代抄写的卷子。 而 《碁经》 卷

子末尾附录的一行藏文题记， 也许是后人追记的题语。 据王尧先生所译是 “沙门拔氏

所书也”。 我们不能不考虑汉文碁经抄写在北周， 藏僧拔氏题记在后 （唐代） 的可能

性。 因在北周或六朝写经附加后人题记的例证， 在敦煌文献中相当多。 因此对敦煌

《碁经》 的抄写年代似乎还不能最后考定， 有待于今后学术的发展， 终究会弄清楚 《碁
经》 的抄写年代。

　 　 《碁经》 篇第一

［前缺］ 平之计 “有节便打， 使有劣形， 纵使无功， 于理不損。 前锋得胶， 宜

可侵淩， 势若己输， 自牢边境。 贪则多败， 怯则多 （少） 功”。 喻两将相谋， 有便

可取。 古人云：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或意在东南， 或诈行西北， 似

晋君之伐虢， 更有所规。 若诸葛之行丘， 多能好诈。
先行不易， 后悔实难。 碁有万徒， 事须详审。 勿使败军反怒， 入围重兴， 如斯

之徒， 非乎一也。 或诱征而浪出， 或因征而反亡， 或倚死而营生， 或带危而求劫。
交军两竞， 停战审观。 弱者枚之， 羸者先击。 强者自备， 尚修家业。 弱者须

侵， 侵而有益。 己活之軰， 不假重营。 若死之徒， 无劳措手。
两生勿断， 俱死莫连， 连而无益， 断即输先。 碁有弃一之义， 而有寻两之行。

入境侵疆， 常存先手。 凡为之劫， 胜者先营， 形势输筹， 弱者不须为此。 如其谋

大， 方可救之自外， 小行之间， 理须停手。 虽复文词寡拙， 物理可依， 据斯行者，
保全无失。
《碁经》 首卷， 其意是在走棋时必须用计， 遇可断打之外， 就要及时打之， 使对手

呈现出不利的棋势。 先锋强时， 即可采用侵分的战略着棋， 形势不利时， 应先巩固自己

的阵地， 而不得贪胜。 走棋时不能温良恭俭让， 而应以 《孙子兵法》 中的： “兵者， 诡

道也”① “军以诈立” 等军事作战思想为主要思维方式； 以 《孙子兵法·计篇》 中的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 战术思想为指导， 注意运用声东击西的原则， 使对方不能

两顾。 本篇所云： “若诸葛之行丘， 多能好诈”， 这正是作者来自诸葛亮所施 “空城计”
的灵魂而立的战术。 本篇还以 “先行不易， 后悔实难” 来明确围棋的落子规则， 指示

棋子走过之后再不能更改， 也就是不能悔棋， 落子为定。 还指出败军重兴， 死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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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围棋中都不乏先例的； 要注意在险棋中求生、 求胜； 围棋每走一步都应发挥它最大

的功能和效益， 如果一子发生两用， 或既发生守的功能， 同时还发生攻的作用， 那就比

只发生单一作用的棋子好， 它有 “弃子争先” 的含义； 要注意先巩固自己的阵地， 然

后再有力回击； 争先为 “棋家之大要”， “宁输数子， 勿失一先”， 这说明下围棋时， 须

争取和保存先手的作用， 围棋竞争离不开 “争先” 两字。 以上阐述是敦煌 《碁经》 除

了在围棋理论经典贡献之外， 对我国戏剧文学故事方面提供的一项珍贵资料。①

《碁经》 这一部分的内容所涉及的均是围棋战略、 战术方面的理论与法则。 它借鉴

了 《孙子兵法》 之中的军事作战思想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融会贯通地运用到围棋棋

法和棋艺之中。 围棋行棋的 “位” 的移动， 又是在 “时间” 中展开的， 形成了围棋特

有的时空构架。 特别是黑白双方轮流着子， 棋局也就在立与破、 限制与反限制、 包围与

反包围中， 生出无穷的变化。
　 　 《碁经》 篇第二

诱征篇。 凡碁有征碁， 未须急煞。 使令引出， 必获利多。 既被入征， 前锋必引

应子。 引征之所， 凡有六处： 二处当空， 四处当实。 乌子征白子者， 左右二相， 各

有一角。 白子既被入征在中， 使为二角。 乌子左右二相角外， 各有一空角。 白子当

此角引者， 皆得其力。 自外引者， 全不相应。 当此六处引者， 道别各有棋法。 白子

当左相空角者， 乌子必须在右相当空角去所引白子畜角对头上下两道， 任着之， 白

子还入征死。 白子当乌子左相角引者， 乌子又须在左相对自处角， 去所引白子一角

对头上着之， 对头而死。 白子若引自当左相角， 乌子在右相自当其对白子一角着

之， 还入征死。 左右各二相， 任引皆准此法。 白子引二子各自当二白角者， 乌子在

外， 皆上押二子， 入迴征之而死。 此乃引征之法， 必须评审， 思而行之。 依法为

者， 获利不少。
诱征篇其意是在征棋时， 一定先设法诱导对方把征子引， 绝不要忙于先提征子。

“诱征” 是指对方投子引征之后， 己方采取一种积极的作战方法， 使对方引征之子不能

发挥引征而取得适当的或更大的利益的目的， 同时对己方征之子也不至发生外逃的危

险。 它采取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 即诱惑敌人误以为可以引征， 冒然出动被征之子，
从而付出更多的代价， 又可以减少引征处己方的损失。 本篇所谈及的征子问题， 特别是

诱征方面， 确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 迄今为止， 从未提及过的理论专述， 这充分证实，
古人在一千五百余年前， 在围棋的研究已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乃至今日， 也

不失为一篇有关征子内容的高水平研究。
　 　 《碁经》 篇第三

势用篇。 凡论图者， 乃有数篇。 欲说势名， 寻之难尽， 犹生犹死之势， 余力之

能。 或劫或持之碁， 自由之行。 胜者便须为劫， 而有劫子之心。 弱者先持， 而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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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之意。 直四曲四， 便是活碁， 花六聚五， 恒为死亡。 内怀花六， 外煞十一行之

碁。 果之聚五， 取七行之子。 非生非死非劫持， 此名两劫之碁， 行不离手。 角傍曲

四， 局竟乃亡。 两幺相连， 虽幺不死。 直征反拨， 尽可录之； 花盘字征， 略言取

要。 檀公复斫， 必须布置使然。 褚胤悬砲， 唯须安稳。 直生直死， 密行实深， 将军

生煞之徒， 斯当易解。 戏中之雅翫， 上下之弥佳。 妙理无穷， 此之谓也。
　 　 本篇内容着重讨论棋图势。 文中所说的 “凡论图者”， 说明作者在撰写 《碁经》 时

是寻到了一部分的材料提供他参考。 走棋时， 遇到生死的复杂紧要关头， 必须坚持拼

搏， 不要冒然行动。 “直四曲四” 和 “花六聚五” 是关于围棋死活问题的一些基本法

则。 如梁武帝的 《围棋赋》 述： “局有众势， 多不可名， 或方四聚五， 花六持七”。 从

内容、 行文风格上， 都可以看出它源自敦煌 《碁经》 的痕迹。 而 “聚”， 是围棋术语的

一种专用名词， 古人把它用来指点破对方眼位时所团聚的棋子。 从 “非生非死非劫持”
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棋手对 “长生” 战术深刻的实践经验。 “长生” 是属于持棋

的一种 “劫持”。 而 “长生” 这一术语也是敦煌 《碁经》 中仅有。 “直征反拨， 尽可录

之， 花盘字征， 略言取要”， 这四句所说都是有关征子问题。 古人下棋时， 特别重视征

子。 征子的类别分为四种： 直征、 反拨、 花盘、 字征。 敦煌 《碁经》 中的征棋正与后

世人们的分析大致相同。 “檀公复斫……。 褚胤悬砲……。” 是指在兵法上和围棋战略

上， 从原理上来讲， 就是指围棋中所说的 “倒包儿 （到扑） ”， 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

“复斫”。 “褚胤悬砲”， 是指晋代著名棋手， 他以 “悬砲” 战术出名的。 敦煌 《碁经》
中所说的 “砲” 就是今天所说的 “投”， 或者是 “打入” 的总名。 它是褚胤最拿手的

一种战略或战术， 这也是他独特的精辟见解。 总之， 本篇详细论述了围棋的基本着法和

死活棋问题， 提及了某些已失传的术语和法式。 它实为今人弥足珍贵的资料。
　 　 《碁经》 篇第四

像名篇。 碁子圆以法天， 棋局方以类地。 碁有三百一十六道， 仿周天之度数。
汉图一十三局， 像大吕之矢月。 将军生煞之法， 以类征丘。 吾图二十四盘， 便依二

十四气。 雁须、 莵屈、 神化、 狼牙， 此则四角之能， 复隐之难也。 卧龙、 赌马、
豕、 虫、 礵枇杷、 玉壶、 神杯， 边畔之巧也。 子冲征法， 褚胤悬砲， 车相、 井蔺、
中央之善。 此皆古贤制作， 往代流传； 像体之为名， 托形之作号。 纵使投壶之戏，
未足为欢； 扺掌之谈， 岂知其妙。 所以王朝号为坐隐， 祖讷称为手谈。 尔后己来，
莫不宣用。

　 　 像名篇其意是方如棋盘， 圆如棋子， 这是敦煌写本 《碁经》 首创。 碁有三百一十

六道， 这说明， 至少在北周时期， 围棋棋盘的路线已经是十九条线， 相乘得三百六十一

道， 真如仿照周天的度数。 《碁经》 中所说的雁须、 莵屈、 神化、 狼牙是指棋势在角上

变化名称。 卧龙、 赌马、 豕、 虫、 礵枇杷、 玉壶、 井蔺是指中央棋势。 “子冲征法、 褚

胤悬砲” 反映了王子冲与褚胤都是六朝时的 “棋圣”， 他们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车相、 井蔺都是指棋势的名称。 像名篇第四， 其内容不但丰富， 而且还提供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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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失传的棋势资料。
　 　 《碁经》 篇第五

释图篇。 依寻略者， 指示廊落教人， 欲得为能， 多修图势。 图者， 养生之巧，
大格之能。 喻若人住牢城， 贼徒难越。 势者， 弓刀之用， 皆有所宜。 破阵攻城， 无

不伤煞。 此则先人之巧， 智士之威。 遂使似死更生， 如生更死。 多习有益， 数学渐

能。 不业图势， 解而难巧也。 譬如温书， 广涉自达人才， 诸子博通三隅自反， 生而

知之者， 故不自论。 非周孔之才， 终须习此。
此篇名为释图势， 可以推测知原本图像都有释文， 也就是图势的下法。 而本篇内容却

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图势， 而是强调图像的重要性。 本篇所述了图势的重要性和围棋的下

法， 认为棋手必须多修图势。 提出了 “多习有益， 数学渐能” 的教育原理， 指出 “温书

广涉” 达到专与博的结合， 提高思维能力。 并还提到棋手须具备举一反三的广博才能。
　 　 《碁经》 篇第六

棋制篇。 凡论筹者， 初捻一子为三筹， 后取三子为一筹， 积而数之， 故名为

筹。 下子之法， 不许再移， 名之不举， 君子所尚。 凡获筹， 有持者， 必须先破求。
取局子仃， 受饶先下者输。 纵有多子， 理不合计。 凡炮碁者， 不计外行。 有险之

处， 理须随应所无； 不问多少， 任下皆得。 古人云： “炮碁忿”， 君子是以不满其

三， 此则缘取人情， 谓之言也。 凡碁斗劫者， 应所不问。 先有契约者， 勿论。
此篇的主要内容是 “论筹”， 以及涉及到围棋中的一些重要规则。 古代围棋和其它

博戏的胜负都以筹来计算。 “筹” 是古代的一种计数工具， 它的形制， 大都以竹或木削

成， 它的长度、 宽度， 在不同场合不尽相同。 《汉书·五行志》 载： “筹， 所以记

数。”① 《碁经》 中的说法 “初捻一子为三筹”， 不是说一子等于三筹， 仍是每捻一子得

一筹。 也就是三盘两胜制。 每胜一局， 得一筹， 捻一子以记数， 这样就可以知道谁胜谁

负。 下子之法， 不许再移， 古文献中载： “落子无悔大丈夫”。 不许悔棋， 乃是围棋所

规定的棋规。 “两溢” 和 “仃道” 是指如何判胜负的规定， 还指出着棋时， 不能忿怒。
最后还提及到有关斗劫的规定。

“部袠” 一词， 从汉、 魏、 六朝、 唐宋一直到明清， 学者们习用的一个典雅词汇。
袠的异读是 “帙”， 也就是说 “袠亦作帙”。 袠只是 “帙” 的早期写法， 它的读音也和

“帙” 相同。 而 “部袠”， 即后世所说的 “部帙”。
　 　 《碁经》 篇第七

部袠篇。 余志佟 （修） 碁法， 性好手谈。 薄学之能， 微寻之巧。 凡名势者，
分为四部。 部则四篇， 而成中失， 乃集 《汉图》 一十三势， 《吴图》 二十四盘， 将

军生煞之能， 用为一部。 乃集杂征、 持趁、 赌马、 悬砲、 像名余死之徒， 又一部。
非生非死， 劫持自活犹生之徒， 又为一部。 花六、 聚五、 直、 持， 又为一部。 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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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 搜觅所知， 使学者可观， 易思易解。 虽录古人之巧， 不复更寻。 依约前贤，
粗论云尔。 未取用斯为好， 唯以自戒于身， 岂或流传， 以备亡也。
本篇内容意在 《碁经》 作者十分喜好围棋， 立志要从事棋法的著述和整理、 研究

等工作， 并收集了各种棋势， 把这些棋势分门别类， 归为四大部， 每一部又选集了四

篇， 把它们编整为一部成帙， 论述了编著的经过， 资料的收集、 以及编著目的等， 并提

出 “岂或流传， 以备亡也” 的愿望。 以上是 《碁经》 的正文， 共七篇。

二、 敦煌遗书 《碁经》 中的 《碁病法》

它应该是围棋经典论述中的一篇佚文。 《碁病法》 也许是 《碁经》 的一篇附录。
《碁病法》 中所谈的确实都是棋病。 如它所述的什么 “三恶” “二不详” “两存” “二
好” 等术语， 对我们来说， 却是陌生的。 这些材料， 对围棋史来说， 确是弥足珍贵的。

　 　 碁有三恶、 二不详。 何谓 “三恶”？ 第一， 傍畔萦角。 第二应手鹿鹿。 第三断

绝不续。 傍畔萦角， 他子在内， 形势须大， 出境宽假。 欲于内下子， 敌势已壮， 营

活三四， 急何能破敌也？ 数行入内， 便相连接， 形势常令不绝。 计投下子， 常须两

坚： 一， 自取出境； 二， 觅敌人便。 若应他手， 他常得便， 自取其宜也。 子后， 即

输他局。 若其断绝， 即为两段， 不可并救。
上述内容其意是在论述了围棋的 ４９ 种棋病。 其中， “三恶” 指的是棋手非常平庸，

居 “俗手” 之列。 围棋的二不详则是： 下子无理， 任急速。 救死， 形势不足。 这些毛

病的特点是 “失度” 和 “草率”。 “傍畔萦角” 是指边、 角、 腹的关系。 在 《棋经·杂

说篇》 中述： “夫棋， 边不如角， 角不如腹。” “傍畔” 的害处很多， 沿边而走， 虽得其

生者， 败。 也有说： “七子沿边活也输”。 这都可以为三恶中的 “傍畔萦角” 作注释。
而 “使相连接， 形势常令不绝。” 这是指围棋的基本战术之一。

何谓二不详一谓， 下子无理， 任急速。 二谓救死， 形势不足。 夫下子皆须思量， 有

利， 然后下之。 不得虚费棋子， 致失方便， 得乍两眼形势， 有五三子者， 必不可救， 慎

勿救之。 设令方便， 得乍两眼， 形势大镜， 并属敌家。 兵书云： “全军第一”。 碁之大

体， 本拟全局。 审知得局， 然后可奇兵异讨， 掳掠敌人。 局势未分， 以救五三死子， 复

局倾败， 有何疑也。
碁有 “两存” “二好”。 何谓两存？ 一者， 入内不绝， 远望相连。 二者， 八达四通，

以惑敌人。 凡所下子， 使内外相应， 子相得力。 若触处断绝， 难以相救。 若下子无敌家

之内， 无得出理。 此谓无力掬虎口， 自贻伊威。 若发手觅筹者， 轻敌多败。 此谓王孙龟

镜， 秦师亡类。 夫谓下子， 慎勿过深入， 使子后于敌人之手， 深入无救， 必败。 若败，
深入旁敌， 其死交手。 此谓秦蹇叔送三子， 知亡欲崤之类。 必须斟酌远近， 内外相及，
万姓之功： 全矣。 “二好” 者， 无力不贪为一好； 有力怯弱必少功。 此须斟酌前敌， 使

子不虚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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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点是谈相互连接， 不要过于深入敌地， 并规劝棋者轻敌必败之连。 再提到下子

“勿过深入， 深入无救， 必败。” 所以下围棋时， 一是不能贪胜， 入界宜缓。 《碁病法》
是 《碁经》 的附录。 它是 《碁经》 全卷中所占篇幅最长一篇。 《碁病法》 的确都是下

棋的棋病， 它的理念、 内容也可见于其他典籍。

三、 敦煌遗书 《碁经》 中的 《碁法》

《碁法》 应该是梁武帝所作， 因它的内容， 文章风格， 用字用词都和 《围棋赋》 有

很大的相似处。
　 　 夫碁法本由人心， 思虑须精， 计算须审。 所下之子， 必须有意， 不得随他下

讫， 遂即下。 初下半己前， 争取形势。 腹内须强， 不得傍畔萦角， 规觅小利， 致失

大势。 即分， 须先看局上、 周边、 于审最急下处， 先手之下， 不得输他先手。 一两

子已 （以） 下及十子已 （以） 上， 必为救之， 致失局势， 及被驱逐， 至于讫竟虽

活， 只得二眼。 必须斟酌更有形势道数利胜者， 便即弃之。 俗话云： “碁有弃一

义”。 又不宜过贪， 专规煞地， 使棋势多节， 反被斫截， 分为二处， 俱难可救之。
又不得过怯， 专自保守， 径即输局， 所谓怯者少功， 贪者多亡。 又碁之体， 专任权

变， 赢兵设伏， 以誆敌人， 或输其少子， 取其多利； 或觅便为劫， 以惑敌人。 不得

旬旬， 徒为费子之行。 为劫之体， 须计多少， 然后为之。 作劫之时， 先从大者作

之， 不得从小， 他不应人。 若作劫应， 自非觅筹不须也。 若作劫， 输子少， 得道利

多， 作之。 在局常行竖一拆一， 竖三拆二， 竖三拆四， 竖四拆五， 即得不断。 又急

挤漫角， 反被斫眼孔。 如此之徒， 皆须精熟。
本文主要综合列举了 １２ 条较重要的围棋法则。 要求着棋必须精细思虑， 要重视每

一子的攻守作用。 强调围棋必须要争先， 要戒贪， 不能机械地着棋， 要灵敏思考地着

棋， 并要讲究 “权变”。 不要冒然、 作劫， 必须在劫材多的条件下才能作劫。 而 《碁
法》 中所说的竖四拆五等， 是围棋史上最早应用的法则。

四、 梁武帝的 《碁评要略》

梁武帝萧衍 （４６４－５４９）， 他在围棋史是位卓越贡献的人。 他极力提倡围棋竞技，
他不仅组织了全国性的 “品棋” 工作， 同时还写了几部专著来论述围棋。

《碁评要略》 全篇共节录了五个部分：
第一， 碁的根源， 以带生为先。 第二， “年均四等” 论。 第三， 略道依傍将军， 又

先争彼此所共形处。 第四， “先行” 论， “宁我薄人， 无人薄我。” 第五， 笼罩局上， 以

为阵势。 成则攻也。 这些围棋法则， 在大多数棋经中没有提及， 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
如： “年均四等” 论， 它的内容就是今天日本棋界所说的 “见合之点”。 说明这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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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５００ 年前， 我国梁武帝在 “年均四等” 论中已创立。
　 　 碁之大要， 当立根源， 根源之意， 以带生为先。 根元既同， 引以陵敌， 则我意

境而敌人惧也云尔。 凡争地较利而年均四等者， 应化方彼我所获多少， 若我获有

宜， 虽少必取， 彼得相匹， 虽可大遗。 凡略道， 依傍将军， 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
将军为柱石， 又如山岳。 是以须先据四道， 守角依傍。 彼基虽小， 而不活形， 得不

足以益我， 死不足以损我， 若营攻击， 容或失利云尔。 凡行， 便既击手， 而先彼

累， 弥宜译慎。 谨寻先行之元无可择， 又置其尤。 “宁我薄人， 无人薄我”， 此先

行之谓也。 凡行， 多欲笼罩局上， 以为陈势， 成败功也。 大行粗遍， 当观形势。 天

使失局也。 观察既竞， 挥彼孤弱者， 当击之。 此有孤弱， 当生救之， 彼见孤弱， 我

势自强也。
《碁评要略》 主要论述了围棋的渊源， 围棋的目的是要求先稳定自方， 然后才取胜

对方。 “年均四等” 者是指围棋盘上可以对称、 四分区域， 以象四时。 四时是指春夏秋

冬。 围棋上的地域， 可以对称平均为四个相等的区域。 要计算敌我所占地域究竟各有多

少， 并强调了积极战斗的精神。 围棋作战， 以攻守兼备为主， 并要着着求先， 主动争

先， 还要积极构成强大外势攻击对方。
《僧跋题记》。 最后一行是古藏文题记， 译意为僧 （或沙门） 拔 （氏） 题记， 是由

一个名叫 “拔” 氏的僧人在看了 《碁经》 以后所写的题记。
总之， 敦煌 《碁经》 的价值不啻为围棋的经典， 它可以说是一部法则性、 竞技性、

哲理性很强的理论著作。 其本质是理论与文化的高度统一。 分胜负， 所以它具有竞技的

属性， 这也是围棋的本质。

五、 敦煌莫高窟壁画文献中的棋图和

寿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围棋子

　 　 １ 敦煌壁画和文献中的弈棋图

五代第 ６１ 窟西壁 《佛传故事》 屏风画第 ２１ 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 宋代第 ４５４
窟东壁 《维摩诘经变》 中绘有两人席地对弈的生动场景； 五代榆林窟第 ３２ 窟北壁绘有

两人正进行弈棋。 此外，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藻井、 龛顶、 窟顶等处， 绘有棋格雁衔璎

珞、 棋格千佛棋团花等图案。 如初唐第 ６７、 ７８、 ３２８ 窟； 盛唐第 ２３、 ２５、 ２７、 ３８、 ４６
等窟； 中唐第 ７、 ９２、 １１２、 １５４、 ２２２、 ３５９、 ３６０ 等窟； 晚唐第 ８、 ９、 １２、 １４、 ２９、 ９４、
１０６、 １４２ 等窟； 五代第 ６、 ２２、 ３５、 ９９、 １００ 等窟。

敦煌遗书 Ｓ ４５７１ 《维摩诘经讲经文》 中曰： “若至博戏处， 辄从渡人。” 其意思是

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 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 这反映了佛门僧人， 在参佛中可以行棋，
认为佛中自有棋意。 Ｐ ２７１８ 《王梵志诗一卷》 曰： “围棋出专能。” 说明弈棋必须具有

专门的思维能力， Ｓ ５７２５ 还记载了 “玉女降， 帝与之围棋甚娱” 的故事。 Ｓ １０２ 《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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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还提到僧人 “不得樗蒲、 围棋”。 敦煌壁画和遗书中的弈棋， 为我们研究围棋的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２ 寿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围棋子

寿昌古城遗址在敦煌市的阳关镇。 １９８０ 年， 敦煌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在寿昌遗

址发掘出土了 ６６ 枚围棋子， 其中黑色 ４１ 枚， 白色 ２５ 枚， 质地多为花岗岩石制成， 棋

子形状呈圆饼形， 中间凸起。 直径为 １ ２ 厘米， 重量为 １２ 克左右。 根据 《通典·食货

典六》 记载： “天下诸郡每年常贡， 按令文， 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 ……敦煌郡贡碁

子二十具。”① 唐高祖李渊曾下诏书要求全国各郡贡品中， 敦煌郡需进贡围棋子二十具。 又

据 《唐地志》 记载： “都四千六百九十， 贡棋子。”② 说明敦煌距长安的距离以及敦煌每年

向唐代朝廷上贡棋子二十具。 如果每具按当时 １９×１９ 道围棋格局布子， 需要棋子 ３６１ 枚，
二十具就是 ７２２０ 枚了。 围棋子在唐代是手工磨制， 加工这么多的围棋子工匠在作坊必须

花很大的精力和功夫， 尤其是上进贡品更得精细加工。 因此， 敦煌寿昌所制作的贡棋子，
一直在京城长安享有盛名。 敦煌博物馆、 阳关遗址博物馆都藏有唐代寿昌生产的围棋子。

结语

敦煌 《碁经》 提供了早已失传的围棋古图谱的记载和围棋史料。 并提供了不少以

往围棋文献记载中， 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学理原则， 战术战略， 棋法法则和术语等， 以及

兵家的作战思想运用到围棋上来， 以兵论棋。 从秦晋之战直到三国之战等， 作者把他们

都作为围棋战略理论的注脚来运用。 敦煌 《碁经》 的作者， 处处以兵家的理论、 兵法

的战略战术来研究和撰写围棋， 精辟地论述了下围棋要用智慧、 要敏捷灵活， 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
敦煌文献 《碁经》 的出现， 改变了北宋关于张拟 《棋经十三篇》 是中国围棋现存

的最早资料之说， 证实了张拟 《棋经十三篇》 与敦煌文献 《碁经》 之间的传承和发展

关系。 敦煌 《碁经》 提供了 《棋经十三篇》 中所没有的若干原理、 原则、 战略与战术。
并记载了已经失传的古代弈棋制度和棋法。 同时， 敦煌文献 《碁经》 的论述， 证实了

１５００ 余年前， 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并也有了较

全面的竞技法则。
中国围棋讲究棋道与天地之道、 人道联系在一起， 便构成了 “道” 的话语； 而对

围棋的战术和战略及其棋理， 便构成了 “术” 的话语。 尤其是敦煌文献 《碁经》 中着

重体现了围棋的 “术”。 敦煌 《碁经》 共分七篇。 第一篇， 主要阐述围棋的基本要领和

法则， 还涉及声东击西， 弃子得利的各种战术、 战法； 第二篇 《诱征篇》 专门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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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子之法； 第三篇 《势用篇》 论述了各种 “势” 的运用， 即一些具体的死活和对杂图

形， 如 “直四曲四， 便是活碁。 花六聚五， 恒为死亡”； 第四篇为 《像名篇》； 第五篇

《释图势篇》 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 强调 “图” 与全局作战的关系。
而 “势者， 弓刀之用， 皆有所宜”， 经常打谱， 熟悉各种图势， 乃是提高棋艺的途径；
第六篇 《碁制篇》， 叙述围棋的规则和计算输赢的方法； 第七篇 《部袠篇》 作者自述

“性好手谈”， 阐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
敦煌文献 《碁经》 既重视全局， 又揭示了局部战法的要领， 可说是唐以前围棋的

一次全面总结。 棋论， 它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又棋之体， 专任权变”，
可谓深得棋之精髓。 梁武帝的 《碁评要略》 的发现， 是围棋史上的重要论著， 是弥足

珍贵的资料。 碁病法被 《碁经》 抄写者附录在 《碁经》 背后， 它可能是一种注释性的

附录。
在我国西陲敦煌地区开展的围棋作为一种游戏， 既是竞技， 又是艺术。① 而竞技的

本质在于竞争与征服， 它是人的攻击性冲动的一种变相的满足。 围棋的竞技特征， 便是

战争的游戏化。 它为人类的攻击性欲望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 这种棋盘上的攻城略

地， 常常给人带来不尽常的愉悦。 自由、 和谐、 非功利、 表现等， 则使围棋成了一种艺

术。 而 “气势” “虚实” “动静” “神逸” “和谐” 等范畴却构成了围棋是一种艺术精

神， 是一种文化围棋与艺术相通， 而围棋又是一种文化和竞技性游戏， 是一种对话性艺

术， 弈境与艺境相通。 以 “气” 为本， 以 “入神” 为上品， 虚实相生， 动静统合、 冲

突中的和谐， 它构成了围棋的艺术境界。
围棋的思维既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相通， 又体现了一种逻辑分析思维， 所谓技进乎

道， 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围棋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哲理， 反复争棋的输赢， 其

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和谐之道。 和谐相依， 方成棋局， 这也是围棋所追求的境界。 围棋

还注重 “人道”。 孔子构建了一套 “仁礼合一” 的思想体系。 《论语·述而》 云： “志
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而葛兆光在 《中国思想史》 论述了推寻仪礼的价值

本原， 进而寻找 “仁”， 即遵守秩序、 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②

围棋， 因为其竞技性， 终于流落到体育中， 而丧失了 “艺术的身份”。 而中国围棋

话语， 在 ２０ 世纪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 也开始了转型， 尤其是在全球

化的今天， 围棋的 “区域性话语” 日益被 “全球性话语” 所取代， 而围棋这门智慧性

体育， 也逐渐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竞技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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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

———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何剑平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 敦煌写本中有一些诗歌作品， 是与口头文学密切相关的书面文学作品。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依据文献、 文物 （敦煌写本）、 遗存 （造像记） 三方面材料， 对 Ｐ ２０５４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等六

种写本作了重新讨论。 通过六本互校， 阐释了它与讲唱文的关系和用途。 认为此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

行） 》 作于九世纪中叶， 由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传入敦煌， 因智严名号甚为杰出， 故无名氏作品多附丽于

智严名下， 以广流传； 始为说法化俗之作， 后经辗转传抄， 成为具多种宗教用途的作品： 一是脱离了斋会讲

筵， 略去文末的辍讲例词 （解座文）， 作为敦煌学郎书写或信众持诵的劝善之文； 二是节去作者署名， 抄录旧

文 （祖本） 作为讲唱读本， 通用于 《法华经》 《阿弥陀经》 及 《无常经》 等多种讲唱经文之场所。 不仅为 《法

华经讲经文》 《阿弥陀经讲经文》 《无常经》 解座文的创作提供素材， 同时也为讲经文表达无常等主题以及仪

式内容的偈颂撰写准备必要的语汇。 就 《十二时》 对讲经文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而言，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

讲经文 （三） 》 是极为典型的例证。 透视该讲经文与 《十二时》 中同时呈现的 “六时礼忏” 及唱念 “弥陀净

土” 的现象， 可以看到自陈隋以来天台宗所倡法华忏仪的持续影响， 而 《十二时》 与法华经讲经文中同时记载

的反映普通民众参与地藏信仰 “十斋日” 的日常活动与持诵 《法华经》 观世音名号、 唱念弥陀往生西方的结

合， 是中土法华信仰民间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直接导致唐代窟龛地藏题材造像中出现地藏菩萨与阿弥陀佛、 救

苦观音新 “三圣” 的组合形式。 若追溯其渊源， 则与隋唐以还中国天台宗的倡导和传承密不可分。

关键词： 十二时　 讲经文　 法华礼忏　 弥陀净土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４７－２０

一、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之撰写年代及作者

《十二时》 的源头肇自梁代宝志。 《高僧传·保志传》 记录了梁武帝与宝志的对话：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１９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其东传研究” （１６ＪＪＤ７３０００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敦煌变文全集” （１４ＺＤＢ０９５）
作者简介： 何剑平 （１９６４－　 ）， 男， 甘肃敦煌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佛教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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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尝问志云： 弟子烦惑未除， 何以治之？
答云： 十二识者， 以为十二因缘， 治惑药也。
又问： 十二之旨？
答云： 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
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①。

宝志答言指明两点： 一是治烦惑之药为十二因缘法； 二是十二因缘之宗旨在十二时中。
宝志的言说源自佛教经论。 如迦旃延子造、 五百罗汉释、 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

《阿毘昙毘婆沙论·杂揵度人品第三》 即提到 “时缘起法”： “此中说时缘起法， 有十二

时、 十二支、 十二五阴。”② 《成实论·四谛品第十七》 在回答五阴等法如何当生的问题

时说： “是阴等法， 云何当生？ 在十二时中， 故名十二因缘。 是中无明是烦恼， 行名为

业。 因此二事， 次第生识、 名色、 六入、 触受。 爱取二法， 是名烦恼， 有名为业， 未来

世中初受身识， 名之为生， 余名老死。 是十二因缘， 示有过去、 未来、 现在。”③ 这些

记载均指明十二因缘与十二时的密切关联。 宝志答问实为僧徒以十二时为体裁创制佛教

偈颂提供了依据。 《十二时》 的最早作品， 也相传为梁宝志所作。 北魏 《洛阳伽蓝记》
也记有沙门宝公 “造 《十二辰歌》 ”④ 之事， 这说明北方也有 《十二时》 流行。 《隋书

·音乐志下》 说： 炀帝 “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 创 《万岁乐》 《藏钩乐》 《七夕相逢

乐》 《投壸乐》 《舞席同心髻》 《玉女行觞》 《神仙留客》 《掷砖续命》 《斗鸡子》 《斗百

草》 《泛龙舟》 《还旧宫》 《长乐花》 及 《十二时》 等曲， 掩抑摧藏， 哀音断绝”⑤。 宋

潘自牧 《记纂渊海》 卷七八 “乐府门” 引 《类要》： “高宗时， 有 《堂堂》 《十二时》
曲。”⑥ 可见 《十二时》 曲在隋前即已创调， 经隋炀帝改制为新声， 广泛流行于唐高宗

时。 此后北宋道原将盛传于唐代的宝志 《十二时颂》 十二首收入 《景德传灯录》 卷二

九， 南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卷三七又载其末首， 皆 “三七七七， 三三七七七”
体⑦。 今藏于扬州博物馆的宝志像赞 “三绝碑”， 亦镌有 《十二时》 歌。 这些资料， 肯

定了两点： 一、 《十二时》 创调于南朝， 并流传至唐宋； 二、 宝志对 《十二时》 歌的创

制具有开先的重要作用。
现存唐五代的 《十二时》 作品极多， 有见于传世文献， 也有见于敦煌写本。 后者

如 《天下传孝十二时》 （ 《敦煌零拾》 ）、 《咏史十二时》 （Ｐ ３８２１）、 《劝学十二时》
（Ｐ ２９５２）、 《禅门十二时》 （Ｐ ３６０４、 Ｐ ３１１６、 Ｐ ３８２１、 《敦煌零拾》 ）、 沙州释门义

学都法师悟真撰 《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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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潘自牧 《记纂渊海》，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９３２ 册， 第 ３７２ 页。
王昆吾 《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２５ 页。



（Ｐ ３５５４Ｖ）、 演绎 “维摩托疾” 事的 《五更转兼十二时》 （Ｓ ６６３１、 Ｓ ２４５４、 Ｐ ３１４１
等）， 与我们讨论直接相关的是 Ｐ ２０５４、 Ｐ ２７１４、 Ｐ ３２８６、 Ｐ ３０８７、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Φ ３１９＋Φ ３６１＋Φ ３４２ 等所载 “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 一百三十四首。 全

篇按十二时分为十二组， 多则十三首， 少者八首。 至于其撰写年代， 任半塘定此 《十
二时》 之作辞时代在德宗至宣宗之七十年间， 即八世纪末叶 （７８１） 至九世纪中叶

（８５１）， 不能迟至僖宗中和四年 （８８４） 之后①， 主要原因在辞中以方音叶韵者绝大多数

皆合于在此七十年内之汉藏对音之特点， 且祖本无此 “中和年闰三月” 二辞。 按： 中

和乃唐僖宗年号， 共计五年 （８８１－８８５）， 中和五年三月己巳即改元曰光启元年， 所谓

中和年闰三月当指光启元年闰三月②。 张长彬则依据乙、 丙、 丁、 俄藏 Φ ３１９＋Φ ３６１＋
Φ ３４２ 等辰十二首之八 “中和年、 闰三月” 所提供的线索， 认为本套歌辞的创作的时

间不早于中和五年 （８８５）， 并认定原本有此二辞③。 问题是， 借时事临时插入相关歌辞

或故事以警众的事例在敦煌讲唱文学习见， 张说盖忽略了这种可能性： 最晚出的同光二

年的两写本 （Ｐ ２０５４、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 删去 “中和年” 以下二辞， 或正是对祖本

的恢复， 而有此二辞正是临时讲唱的特色。 因为我们不能肯定原本必有此二辞。 鉴于历

史情况复杂性 （如唐代讲唱文可以因讲唱语境的变更而随意节略或添加的习惯）， 我们

认为在现有材料的情况下， 还是以任先生之判定为妥。 关于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

修行） 》 的作者， Ｐ ２０５４ 背面中部 “疏请” 下隔行抄数十僧官名号， 末端記： “智严

大师十二时一卷。” 盖包首处题签。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末尾题记： “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 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 俗姓张氏， 往西

天求法， 行至沙州， 依龙光寺憩歇， 一两月说法。 将此 《十二时》 来留教□ （化） 众，
后归西天去。 展转写取， 流传者也。 与敬念。” 显然， 这两条都能说明智严与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的创作有关系， 但当是书手所抄， 非是作者自己署名。 据此，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十二时》 的作者非是智严④；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题记虽未确指歌

辞作者必为智严， 但智严很可能是作者⑤， 因为除 Ｓ ５９８１ 号 《同光贰年智严五台山巡

礼圣迹后记 （拟） 》、 Ｓ ２６５９ 号背有 “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 《西传记》 写下一卷” 字

９４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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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敏编著， 何剑平、 张长彬校理 《敦煌歌辞总编 （下） 》 卷六 “杂曲”，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００７、 １０２６ 页。
［北宋］ 司马光编著， ［元］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 ２５６ 唐僖宗中和四年－光启元年， 北京： 中华书

局， １９５６ 年， 第 ８３１８ 页。
张长彬 《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及其代表的敦煌宣传文学》，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第 ４５－５８页。
如李小荣、 张长彬均持此见， 见李小荣 《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５２７－５２９ 页。
郑炳林先生认为： Ｓ ５９８１ 号所载智严即伯 ２０５４ 号 《同光二年智严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之包首

题 “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 之智严。 又认为， Ｓ ５９８１ 号 《同光贰年智严五台山巡礼圣迹后记 （拟） 》 所

言 “当府曹司空” 即曹议金。 （见郑炳林、 郑怡楠辑释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９２１、 １４３６ 页。） 郑骥、 瞿萍 《写本学视阈下的敦煌文学生产与传播———以佛教歌辞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３３－
１４３ 页。



样、 Ｓ ４７９３ 号 《大宝积经卷一百一》 背面题记 （ “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汉国鄜

州观音 ［院］ ” ） 等三本涉及智严往西天求法事外， 其事迹中尚有写作歌辞的记载。
如 Ｐ ３７７７ 号背抄有 《智严大师付三嘱偈》， 云： “弟一嘱： 慈孝那耶娘长万福， 十月坏

（怀） 胎受苦新 （辛）， 乳哺三年相养役， 养得貃唐一一人欺良， 长大成人则为阿耶娘。

乞中不为阿 老耶娘， 死去鵽头入地狱。 第二嘱： 兄弟姊妹相和默 （睦）， 弟一莫取妻

子言， 抛却疾 （自） 家亲骨肉， 即今多睹毒斗乱， 兄弟各自别开门面南北。 第三嘱：
驼马牛羊并六畜， 轻驮少打长君福。” 此辞还有二个钞本， 见于 Ｐ ２０４４ 号、 Ｓ ２７０２
号①， 皆未署作者名； 其中 Ｐ ２０４４ 号正面书 《真言要决卷第三》， 背面抄有押座文， 凡

四行， 接抄 《劝善文》 “第一嘱， 发愿耶娘长万福， 怀担十月受苦辛， 乳哺三年相菊

（鞠） 育。 貌堂堂， 人 （仁） 义足。 可中五逆甘脆亏， 死了掇捉入地狱。 弟二嘱， 事须

兄弟且和穆， 莫听邻里外人言。 蔬却自家亲骨肉， 今时人多姤毒斗， 乱令交相抵筑。 便

恶发别开门， 争忍分离面南北。 弟三嘱， 牛马驼驴并六畜， 盖缘前世负君财， 今世

慎还何日足。 报君知凭记录， 小打轻驮长君福。 蹄穿领破没人知， 更被犯鞭随缘逐。 更

愁他， 招寿促， 刀割汤燖兼网扑。 怕死惟闻怨苦声， 争忍将他充口腹。” 一望可知， 此

段 《劝善文》 与 Ｐ ３７７７ 号背所抄 《智严大师付三嘱偈》 内容略同， 较详， 其语言风格

较题为智严的 《十二时》 更为俚俗。 至此， 我们认为较慎重的看法是： 署作者名为智

严的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有二种可能： 一或为托名。 大约智严甚为杰出，
故无名氏作品愿附丽于智严名下， 以广流传； 二是 Ｓ ５９８１、 Ｓ ２６５９ 所载之同光二年

（９２４） 往西天求法的鄜州观音院僧智严只是 《十二时》 的携带者。 据以上记载盖可勾

勒其携带 《十二时》 之行迹： 智严俗姓张氏， 为鄜州观音院僧， 善作歌辞。 尝于唐庄

宗同光二年三月九日于五台山巡礼圣迹毕， 又于同年三月廿三日， 往西天求法， 行至沙

州一带， 止于龙光寺说法， 以随身携带的 《十二时》 偈语以导俗。 其创作时间必远在

中和年以前。 此作在敦煌僧俗中颇受欢迎， 被书手辗转传抄， 或略去作者， 自题名号，
采为唱词； 或冠以作者为智严， 成为具诵持功用的读本。

二、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之宗教功用及适用场所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是作为一支民间吟唱之调而为佛教讲唱文所采

录， 进而成为佛教偈赞之调的②。 对其宗教功用， 王重民认为此 《十二时》 是唐末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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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 ２７０２ 号， 原无题， 任先生拟题曰 “三嘱歌”。 参任中敏编著， 何剑平、 张长彬校理 《敦煌歌辞总编

（中） 》 卷 ３ 《杂曲》， 第 ６５３ 页。
王小盾 《从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诗歌文体的来源》， 项楚主编 《中国俗文化研究》 第 １ 辑， 成

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１－３７ 页； 收入王小盾 《起源与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３３０ 页。



的寺院里多用他来作讲唱读本的原故①； 任半塘为此 《十二时》 百三十四首立名目曰

“联章讲唱” 体②， 并列举出其为讲唱文之证③； 郑阿财也认为此种长篇之定格联章

“十二时”， 亦可作为讲唱之用， 或可插入变文中作为变文之一部份， 以为讲唱④。
除了作为讲唱文本，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还有另一功用。 按：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尾题 “一两月说法， 将此 《十二时》 来

留教□ （化） 众”， “化” 字原卷疑脱， 兹据文意拟补。 智严在龙光寺究竟为讲说何法

何种佛典， 虽不可详知， 但据此， 我们仍可推知， 此 《十二时》 初始实为智严在龙光

寺用以说法的通俗产物， 盖与解说佛经并行者也。 智严离开龙光寺往印度求法后， 其

《十二时》 之祖本经后人辗转抄写， 在敦煌地区流传。 至少以两种形式在不同场合传

播： 一是略去作者署名， 仍以讲唱文本行于斋会讲筵， 如乙本 （Ｐ ２７１４） 子时十首后

有六首是总结， 六首之末有散场诗； 二是作为学郎与信徒书写、 读诵的文本。 此类

《十二时》 抄本盖已脱离听经或讲唱场所， 如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和其他写本不同， 是册

叶装， 所抄文书共计 ４３ 件， 其中第 ２８ 件抄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于其尾

题记注明抄写目的为： “与敬念。” 其后第 ３２、 ３４、 ３５ 三件依次抄 《开元皇帝十斋赞》
《上皇劝善断肉文》 《九想观一卷并序》， 题下亦皆注明 “与敬念” 三字， “与敬念”
者， 盖通过抄写 《十二时》 助成敬念， 令不忘失之意⑤。 显然， 此类作品实为信众念诵

之用而非用于讲场。 此种情况也见于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另外两个写本。
如 Ｐ ２０５４ 号尾题两行文字， 一曰： “同光贰年， 甲申岁蕤宾之月， 蓂雕二叶， 学子薛

安俊书。” 二曰： “信心弟子李吉顺， 专持念诵劝善。” 本卷所谓 “蕤宾之月”， 即农历

五月。 俄藏 Φ ３１９＋Φ ３６１＋Φ ３４２ 写卷首残， 初抄为今皇帝、 司空、 大师大德、 尼等的

发愿文， 于 “四时录澄” 下接抄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自 “鸡鸣丑” 至

“终归永卧黄泉下”， 尾阙 “敬 （更） 疑 （拟） 讲， 日将西， 计想门徒总大 （待） 归。
念佛一时归舍去， 明日依时莫教迟” 一首辍讲唱辞。 尾题书手姓氏曰： “辛亥年正月八

日学郎米定子自写之耳也。” 题记中的 “辛亥年” 当在 ８８５ 年后， 或在 ８９１ 年、 ９５１ 年、
１０１１ 年三个辛亥年之一。 然此卷仅表明学郎米定子為抄录者而非创作者。 书手所抄作

者署名为智严。 虽然丙本 （Ｐ ３０８７） 首尾均残， 所存者起辰十二首第五首末句， 迄戌

之十二首之末， 存六十五首。 丁本 （Ｐ ３２８６） 有首无尾， 至未十首而止， 仅七十四首。

１５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王重民 《说 〈十二时〉 》， 《敦煌遗书论文集》 下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第 １６２ 页。
任中敏 《敦煌曲初探》 第 ５ 章 《杂考与臆说·体裁》， 任中敏著， 张长彬校理 《敦煌曲研究》， 南京： 凤

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９７－３９８ 页。
任半塘编撰 《敦煌歌辞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６０５ 页－１６１２ 页。
郑阿财 《敦煌写卷定格联章 “十二时” 研究》， 《敦煌文献与文学》，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４８ 页。
［隋］ 达磨汲多译， 自在比丘释 《菩提资粮论》 卷 ５， 《菩提资粮论》 释 “若有忘所诵， 与念令不失” 偈

语曰： “若有众生忘失所诵， 引世利乐经书， 于彼众生， 与作忆念， 为不忘失菩提心故， 及为得忆念现知

故。” （ 《大正藏》， 第 ３２ 册， 第 ５３７ 页）



然而， 据上博 ４８、 Ｐ ２０５４ 号、 俄藏 Φ ３１９＋Φ ３６１＋Φ ３４２ 三本， 我们仍可看到另一传

播渠道的 《十二时》， 是作为学子书写或信众受持诵念之用的。
既然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有用于讲筵场合， 那么究竟是用于何种讲唱

场所则引人关注。 稽考可见，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有多处既赞 《法华经》 又

尊崇阿弥陀佛的倾向， 通过六本互校， 我们大致可以明了此十二时曲之信仰所在。
案： 甲 （ Ｐ ２０５４ ）、 乙 （ Ｐ ２７１４ ）、 丙 （ Ｐ ３０８７ ）、 丁 （ Ｐ ３２８６ ）、 上 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等六本辰十二首之第十二皆同： “罪谁无， 要猛烈。 一忏

直教如沃雪。 求生净土礼弥陀， 九品花中常快活。” 甲本、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阙申时十

三首之第十一、 第十二之内容， 曰： “释迦尊， 巧方便。 说出莲花经八卷。 火宅门外设

三车， 欲使门徒登彼岸。 强闻经， 勤发愿， 煞鬼任君钱巨万。 直饶宅舍遍寰中， 身谢得

木头三四片。” 乙本、 丙本及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存。
再如午时十首之九甲本、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皆作： “减功夫， 抛世务。 勤听弥陀经

一卷。 看看四大逼来时， 何事安然不忧惧。” 乙本 （Ｐ ２７１４）、 丁本 （Ｐ ３２８６） 则作：
“减功夫， 抛世务。 勤听莲经亲法宇。 看看四大逼身时， 何事安然不忧惧。” Φ３１９ ＋

Φ３６１＋Φ３４２ 本作 “勤听莲法经亲法宇”， 盖 “花” 误作 “法”。
又甲本 （Ｐ ２０５４）、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巳时十二首之九： “难后人， 须庆喜。 百分

之中无一二。 幸于乱世遇弥陀， 又喜残年逢舍利 （上博本作法会）。” 乙本 （Ｐ ２７１４）、
丁本 （Ｐ ３２８６） 作： “难后人， 须庆喜。 百分之中无一二。 幸于好世遇莲经， 又喜残年

逢舍利。” 丙本 （Ｐ ３０８７）、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作： “难后人， 须庆喜。 百分之中无一

二。 幸于乱世遇莲花， 又喜残年逢舍利。” 又甲本 （Ｐ ２０５４）、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巳时

十二首之十： “学持斋， 究经义。 亲近大乘生慧智。” 乙本 （Ｐ ２７１４）、 丁本 （Ｐ ３２８６）
作： “学持斋， 究经义。 亲觐莲花生慧智。” 丙本 （Ｐ ３０８７）、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作：
“学特 （持） 斋， 究经义。 亲近大乘生慧智。” 甲本 （Ｐ ２０５４）、 巳时十二首之十二首：
“利益言， 须切记。 功德教君不虚弃。 若非净土礼弥陀， 定向天宫睹慈氏。”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本 “睹” 作 “礼”。 丙本 “睹” 上又衍 “见” 字。

又甲本 （Ｐ ２０５４）、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亥时九首之九： “弥陀佛， 功力大。 能为劳生除

障盖。” 乙本 （Ｐ ２７１４）、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则作： “法花经， 功力大。 能为众生除障盖。”
据上各本比对可证， 此十二时盖通用于 《法华经》 及 《弥陀经》 两个讲经场所。

甲本、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盖属同一系统， 用于 《阿弥陀经》 之讲场。 乙本 （Ｐ ２７１４）、
丁本 （Ｐ ３２８６）、 丙本 （Ｐ ３０８７） 及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盖属另一系统， 故不当专为

《法华经》 讲说而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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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九品花中常快活’ （一二四二）， 亦扣紧主题。” 任中敏编著， 何剑平、 张长彬校理 《敦煌歌辞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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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讲经文之关系

讲经文和变文是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两个重要文体。 其中讲经文是引据佛经经文逐句

阐释敷演， 一般包括经文、 散文说解、 韵文说解、 押座文、 解座文五部分。 《五更转》
《十二时》 在唐代民间甚为流行， 常被各寺院汲取作为讲经文或俗讲变文唱词 （韵文说

解） 的组成部份。 郑阿财曾指出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平旦寅” 段的第

六首及 “日出卯” 段的第五首被用来作为 《无常经讲经文》 中的俗讲唱词①。 除上列

所举外，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讲经文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解座文

证据显示， 此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用于讲经场所之解座文有关。
据现存文献， 有以下两类讲经文的解座文：

１ 《法华经讲经文》 之解座文。 如， Ｐ ２３０５ 号卷背汇抄八段文字， 其显为于讲经

说法终了之时所用词句文字， 属固定体裁 （套语）， 原无标题， 今从周绍良、 项楚说定

名为 《解座文汇抄》②， 其中第四首如下：
　 　 人生一世， 瞥尔之间， 如石火电光， 非能久住。 奉劝门徒， 速求出利 （离）。

劝门徒， 修福善， 休爱春光堪赏玩，
思量能得几多时， 必竟于身为大患。
眷属多， 谁相管， 前路自家 （尝） 苦难，
闲来托手自思量， 也是与 （于） ［身为大患］。
恋西施， 暮 （慕） 月面， 多倾美容生敬善，
敛心净意试思量， 也是与 ［身为大患］。
煞猪羊， 羞玉馔， 屈命亲情恣欢宴，
烹炮宰煞自家尝， 也是与 ［身为大患］。
懈慢心， 难诱劝， 拣点师僧论贵贱，
［□］ （说） 凡道圣有偏坡， 也是与 ［身为大患］。
生死心， 夸修善， 口转经时心不转，
佛言如此阐提人， 也是与 ［身为大患］。
释迦师， 巧方便， 演说 《莲花经》 七卷，
千方万便化众生， 意恶总交登彼岸。

３５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郑阿财 《佛曲偈赞在敦煌讲唱文学的运用》， 《中兴大学第四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台

中：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２００３ 年， 第 ６４２－６４３ 页。
周绍良 《 〈敦煌变文集〉 中几个卷子定名之商榷》，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

究论集》 第 ３ 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０－２７ 页； 项楚 《读变随札》 “旁箕” 条， 《柱马

屋存稿二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１４ 页。



便殷懃， 能精练， 虔恳身心频发愿，
不唯空见阿弥陀， 定往天宫兜率院。
更拟说， 日西垂， 坐下门徒各要归，
忽然逢着故醋担， 五十茄子两旁箕。

任半塘 《敦煌歌辞总编》 卷 ４ 采入此组六首 （自 “劝门徒修福善” 迄 “佛言如此阐提

人也是与 ［身为大患］ ” ）， 以 《为大患》 为调名本意， 但未将 “佛言如此阐提人也

是与 ［身为大患］ ” 其后所接同调杂言三首收入， 仅附于校释， 以资比较， 原因是

“难断其必为此组之结束语， 均不认是同组之作”①。 事实上， 从总体言之， 此段 “于身

为大患” 六首与其后所接同调杂言三首为统一体， 应为同组之作， 当定名为 《法华经

解座文》。 因为从 Ｐ ２３０５ 号写卷的抄写次序看， 此卷正面行草书抄 《妙法莲华经讲经

文》， 卷背 “于身为大患” 六首后所接同调杂言三首， 二首同韵， 内容倡说 《法华经》
与发愿往生净土兼备， 此仍为唐代法华信仰之重要特征。 此云 “演说 《莲花经》 七卷”
者即鸠摩罗什译 《妙法莲华经》 七卷， 项楚据 “ 《莲花经》 七卷” 之语， 推知本段曾

被用作讲唱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之解座文②， 甚是。 通过考察， 我们发现本段 《妙法

莲华经讲经文》 之解座文与乙本 （Ｐ ２７１４）、 丙本 （Ｐ ３０８７）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

修行） 》 申十三首之九、 十、 十一相类： “杀猪羊， 修品馔， 聚集亲情作光显。 为他男

女受波吒， 争似随时谋嫁遣。 死到来， 不相管， 父母与他当苦难。 思量眷属暂同居， 毕

竟于身成大患。 释迦尊， 巧方便， 说出 《莲花经》 八卷。 火宅门外设三车， 欲使门徒

登彼岸。”
２ 《阿弥陀经讲经文》 之解座文。 Ｐ ２３０５Ｖ 《解座文汇抄 （拟） 》 所汇抄八段解

座文中之第五则云：
　 　 嘱儿孙， 行孝义， 礼念六时金殿里，

直饶依语便如斯， 不如在世 ［亲祗备］。
更遗言， 相委记， 画取阎王祯子跪，
饶君跪得一千双， 不如在世 ［亲祗备］。
劝门徒， 修福利， 一一祗丞来世事，
免于没后嘱儿孙， 闻健自家 ［亲祗备］。
念观音， 求势至， 极乐门开随取意，
一弹指顷到西方， 大圣弥陁见欢喜。
更闻经， 兼受记， 必定当来值慈氏，
永抛浊世苦娑婆， 不向三途受沈坠。
更拟说， 日西止， 道理多般深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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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早到与君谈， 且向阶前领取偈。
此段前半有同调杂言三首， 末句三字同作 “亲祗备”， 构成重句体①， 而内容与结构及

结束语一首 （“更拟说日西止” 云云） 与解座文同。 此解座文中云： “念观音， 求势至，
极乐门开随取意， 一弹指顷到西方， 大圣弥陁见欢喜。 更闻经， 兼受记， 必定当来值慈

氏。 永抛浊世苦娑婆， 不向三途受沈坠。” 与 Ｐ ２０５４、 Φ３１９ ＋Φ３６１ ＋Φ３４２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巳时十二首之第十一、 第十二首相类： “念观音， 持势至， 一

串数珠安袖里。 目前灾难不能侵， 临终又如眠相睡。 利益言， 须切记， 功果教君不虚

弃。 若非净土礼弥陀， 定向天宫睹慈氏。” 二者都言及念观音或闻经 （ “利益言” ） 的

修持功德不会虚捐， 未来均有往生弥陀净土或弥勒净土的趋向②。 可推知本段 《十二

时》 曾被 《阿弥陀经讲经文》 解座文之讲唱者采用。 其理由有二： 一是写本正背所抄

文本的相关性。 如 Ｐ ３０８７Ｖ 抄 《十二时》， 从辰十二首之第五首末句 “如此相雠几时

歇” 始， 首尾均缺； 正面抄首题 《大乘无量寿经》， 首尾俱全， 尾题作 《佛说无量寿宗

要经》。 该经旨在推重忆念无量寿智决定王如来、 书写读诵经文咒语当得益寿及往生西

方净土之功德。 这说明书手并非随意； 二是有关净土歌辞必以西方三圣为一固定意象组

合， 如 Ｐ ２０６６ 号载释法照 《归去来》 说： “归去来， 见弥陁， 今在西方现说法。 ……
归去来， 上金台， 势至观音来引路。 百法明门应自开， 应自开。”

（二） 《十二时》 “数珠” “纯陀供” “十斋日” 与讲经文的关联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所用事典还与讲经文中所呈现的佛教仪式或习俗

相关， 有以下数项：
１ “数珠持念”。 数珠， 乃佛教徒系念修业之具③； 数珠持念是佛教修行者修行方

式之一， 分为有相念与无相念。 此在中土佛教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 有相持念， 如

Ｓ ４８８０、 Ｓ ４５０８、 Ｓ ４３００ 《三归依》 四首之四说： “归依僧， 手把数珠持课。 焚香火，
除人我。” Ｐ ３６０４、 Ｐ ３１１６、 Ｐ ３８２１ 《十二时禅门》 十二首之八说： “日入酉， 观身非

长久。 念念不离心， 数珠恒在手。” 而无相持念则关涉般若无相智慧之玄理。 如 Ｓ ４２４３
《无相珠》 十首之一云： “无相珠， 方丈觅， 能青能黄能赤白。 玛瑙珊瑚墔合成， 慧线

穿连无间隔。” 《无相珠》 十首之四云： “奉劝人， 勤念珠， 念珠非有亦非无。 非空非实

非来去， 来去中间一物无。” 此皆借念珠阐述般若中道玄义。 唐宋以还， 数珠成为净土

教门修习西方净土的必备之具， 如善导 《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 卷一记念

５５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③

任中敏编著， 何剑平、 张长彬校理 《敦煌歌辞总编 （中） 》， 第 ７１２ 页。
受持、 读诵往生兜率天在 《法华经》 中也有记载， 如 ［后秦］ 鸠摩罗什译 《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

品》： “若有人受持、 读诵， 解其义趣， 是人命终， 为千佛授手， 令不恐怖， 不堕恶趣， 即往兜率天上弥

勒菩萨所。” （ 《大正藏》， 第 ９ 册， 第 ６１ 页） ［西晋］ 竺法护译 《正法华经·乐普贤品》： “是故勤修书写

宣传 《正法华经》， 思惟奉行皆 （习） 令具足， 专精一心， 志未曾乱， 千佛授臂。 临寿终时， 面见千佛，
不堕恶趣， 于是寿终生兜术天， 在弥勒佛所， 成菩萨身。” （ 《大正藏》， 第 ９ 册， 第 １３３ 页）
［元］ 僧德辉重编， ［元］ 僧大诉校正 《敕修百丈清规》 卷 ５ “数珠” 条， 《大正藏》， 第 ４８ 册， 第 １１３９ 页。



阿弥陀佛本有依时礼佛诵经， 捉数珠之习①； 飞锡 《念佛三昧宝王论》 卷二云 “世上之

人多以宝玉、 水精、 金刚、 菩提木槵， 为数珠”， “吾则以出入息为念珠”②； 宋王日休

《龙舒增广净土文》 卷四 “修持法门七” 条云 “端正其身而手提数珠， 则身业善， 常能

善此三业以修净土， 必上品生”③。 《十二时》 诗亦有此表现。 如甲 （ Ｐ ２０５４）、 乙

（Ｐ ２７１４）、 丙 （Ｐ ３０８７）、 丁 （Ｐ ３２８６）、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六本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巳时十二首之第十一、 第十二首说：
　 　 念观音， 持势至， 一串数珠安袖里。 目前灾难不能侵， 临终又如眠相睡。

利益言， 须切记。 功果教君不虚弃。 若非净土礼弥陀， 定向天宫睹慈氏。
此处写到数珠持念于现在与未来的宗教功用： 目前灾难不侵， 临终可往生弥陀净土或兜

率净土， 属有相持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书写手提数珠、 持念西方净土观音菩萨的方

法， 在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也有相类书写， 如在解说何为 “善女

人” 时， 其中插入一段偈语， 唱到善女人应具备的净行：
　 　 不把花钿粉饰身， 解持佛戒断贪嗔，

数珠专念弥陀佛， 心地长修解脱因。
三八镇游诸寺舍， 十斋长是断昏 （荤） 辛，
如斯净行清高众， 经内呼为善女人。

这段文字事实上写到有信仰的唐代妇女宗教生活之样态： 除了持戒、 数珠念佛外， 还在

固定时间 （ “三八日”④ ） 游寺及参加斋仪活动。 尽管数珠念观音与数珠念弥陀略有不

同， 然同往生西方净土则无异。
２ “十斋日”。 上揭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所云 “十斋长是断昏

（荤） 辛” 提到的 “十斋日”， 在 《十二时》 诗中也有表现。 如， Ｐ ２０５４、 俄藏 Φ３１９＋

Φ３６１＋Φ３４２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巳时十二首之七即是一首劝行十斋的词：
“弥陀国， 兜率院， 要去何人为障难。 十斋八戒有功劳， 六道三途无系绊。” 这段唱词

强调参与十斋八戒的功德， 能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的路途顺畅无碍。 十斋， 又作十斋

日。 即于每月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

十等十日奉持斋戒、 诵念佛、 菩萨名号。 《佛祖统纪》 卷 ３３ 讲到仪式内容： “十斋， 每

月十斋日， 持佛、 菩萨号， 乞福灭罪。 一斋经， 于六斋日加月旦十八、 二十四、 二十八

四日也。 今国律令， 诸州十直日不得行刑， 正据此义。”⑤ “十斋日” 源于地藏菩萨信

仰， 唐实叉难陀译 《地藏菩萨本愿经》 卷上 《如来赞叹品第六》 记佛告普广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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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 普广！ 若未来世众生， 于月一日、 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八日、 二

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日， 乃至三十日， 是诸日等， 诸罪结集， 定其轻

重。 南阎浮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何况恣情杀害、 窃盗、 邪

淫、 妄语， 百千罪状？ 能于是十斋日， 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 读是经一遍， 东西南

北， 百由旬内， 无诸灾难。 当此居家， 若长若幼， 现在未来百千岁中， 永离恶趣。
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 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 衣食丰溢。①

强调于十斋日读或转经的宗教功用。 唐无能胜将译 《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

灵要门》 说： “若欲令行病鬼王不入界者， 于十斋日诵我此呪一千八遍， 能除万里病

（衰） 患。”② 此经则告诫信众于十斋日诵呪的效应。
３ “纯陀供”。 纯陀， 梵名 Ｃｕｎｄａ， 巴利名同。 又译作准陀、 淳陀、 周那。 纯陀乃

中印度波婆城工巧之子， 为优婆塞， 是佛欲涅槃前最后供养佛陀之人， 其事载在后秦佛

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佛说长阿含经·游行经第二中》， 马鸣菩萨造、 北凉昙无谶译 《佛
所行赞》 卷五及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寿命品》。 Ｐ ２０５４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

修行） 》 巳十二首之二写到饮食供养场面化用了此一典故， 曰： “纯陀供， 香积饭， 法

会斋筵陈供献。 州州梵刹扣金钟， 处处道场排玉馔。”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尽形供养以四事：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 ［药］ ”， 其中 “饮食” 一段云

“或苏陀味， 甘露珍羞， 玉盂成百味之馨香， 金椀捧千般之美味。 或乳糜苏洛 （酥酪），
香饮朝严， 同宝积之所陈， 似纯陀之所献” 之描述与此同， 二者皆以 “纯陀” “香积饭

（或 ‘香饮’ ） ” 这样具代表性的典故叙写施主设供场面。 而 “宝积” “香积饭” 分别

见载罗什译 《维摩诘所说经》 之 《佛国品》 及 《香积佛品》， 皆含有施主食厨供饭之

寓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在解说善女善男 “乃

至一时礼拜供养” 中之 “一时” 时说： “言一时， 即十二时， 佛令一日六时供养云云。”
此处提及的 “十二时”， 即将一日二十四时， 分为十二个单位， 每个单位称为一时， 或

一时辰， 此 “十二时” 的说法， 古已有之。 如东汉王充 《论衡·譋时篇》 说： “一日之

中， 分为十二时， 平旦寅， 日出卯也。”③ “十二时” 依次是夜半 （子）、 鸡鸣 （丑）、
平旦 （寅）、 日出 （卯）、 食时 （辰）、 隅中 （巳）、 日中 （午）、 日昳 （未）、 晡时

（申）、 日入 （酉）、 黄昏 （戌）、 人定 （亥）④。 其他讲经文或佛经注疏未见有以 “十二

时” 解说 “一时” 者， 诸如 Ｓ ４５７１ 《维摩诘经讲经文 （一） 》 引经解说 “一时”， 曰：

７５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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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第 １３ 册， 第 ７８３ 页。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１５９ 页。
黄晖撰 《论衡校释》 卷 ２３，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 第 ９８４ 页。
［唐］ 湛然 《止观辅行传弘决》 卷 ３： “言十二时者， 子者慈也， 丑者纽也， 寅者演也， 卯者茂也， 辰者震

也， 已者起也， 午者长也， 未者味也， 申者身 （劳） 也， 酉者收也， 戌者灭也， 亥者该也。 此干及时亦

收一切， 故以言之。 乃至成闰度数等， 非今所论。 广如律历。” （ 《大正藏》， 第 ４６ 册， 第 ２４４ 页）



“一时者， 谏异余时， 故曰一时。 又解云： 说者听者， 共相会遇， 更无前后， 啐啄同

时， 故曰一时。” Φ９６ 《双恩记》 说： “ ‘一时’ 者， 师子 （资） 合会， 说听究竟， 总

言一时， 拣异余时。” 宗密 《佛说盂兰盆经疏》 卷下说： “一时者， 师资合会， 说听究

竟， 总名一时， 简 （拣） 异余时也。” 而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用

“十二时” 解释经文 “一时”， 只能说明它与 《十二时》 歌辞的密切关联。
（三） 《十二时》 “一忏” 与讲经文 “六时供养”
前文所论，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除了书写法华信仰外， 也有净土

方面的描写。 除了描述具广泛意义的净土， 还有三处可以明确其所指称的净土为西方阿

弥陀净土 （诸如 “来世示君何处好， 西方净土证无生” “到老一生长供养， 西方净土必

遨游” “数珠专念弥陀佛， 心地长修解脱因” ）；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也

有多处既赞 《法华经》 又尊崇阿弥陀佛的倾向， 例如， 甲 （Ｐ ２０５４）、 乙 （Ｐ ２７１４）、
丙 （Ｐ ３０８７）、 丁 （Ｐ ３２８６）、 上博 ４８ （４１３７９）、 Φ３１９＋Φ３６１＋Φ３４２ 六本辰十二首之

第十二皆同， 曰： “罪谁无， 要猛烈。 一忏直教如沃雪。 求生净土礼弥陀， 九品花中常

快活。” 此偈颇具代表性， 涉及忏悔仪式与往生弥陀净土关系的问题。 项楚谓 “ ‘要猛

烈’ 者， 谓忏罪应该雷厉风行， 故下句用汤沃雪来比喻 ‘猛烈’ 之效”①。 项楚指出往

生净土前先忏罪的步骤。 此诗 “一忏” 可谓诗眼， 极言忏悔之功用。 任半塘引 《观普

贤经》 明其源流。 按： 宋文帝元嘉间昙无蜜多于扬州译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卷

一记世尊所说偈：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想生，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实相。
众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应至心， 忏悔六情根②。

可以说， Ｐ ２０５４ 等六本辰十二首之第十二所云 “一忏直教如沃雪” 的忏罪之喻来源于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忏悔偈。 而此经自刘宋以来就被认为与法华信仰关系紧密。
对于 《普贤观经》 的此段忏悔偈， 唐代僧人以理、 事二忏玄义释之。 如澄观 《大方广

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 卷四八疏云： “若 《普贤观经》 初令昼夜六时， 对十方佛普贤菩

萨， 遍忏六根， 即事忏也。 复令观心， 令此空慧与心相应， 即是理忏。”③ 宗密 《华严

经行愿品疏钞》 卷 ４ 及其所撰 《圆觉经大疏释义钞》 卷 １３ 均将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

经》 中 “昼夜六时， 对十方佛， 普贤菩萨遍忏六根” 视作 “事忏”， 而将 “若欲忏悔

者， 端坐念实相” 当作 “理忏”。 后者具 “一忏之功用”④。 此分忏悔为事忏与理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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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源渊于隋智者大师说、 门人灌顶记 《摩诃止观》 卷 ２： “事忏， 忏苦道业道； 理忏，
忏烦恼道。”① 概言之， 佛典言忏悔， 能灭罪业。 但忏悔之法有二： 一是对于迷心者，
可依事忏悔。 谓于佛像前行道、 礼敬、 发愿， 要期断除事恶。 二是智心者， 可依理忏

悔。 谓观身心， 断除结使。 故诸智者， 欲断过现三途重业， 即学观理， 永免恶道。 观

理， 是真忏悔， 故推重观理智心之忏悔②。 唐道宣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忏六聚法

篇》 则对何以要进行 “事忏” 之缘由作如下分析：
　 　 若论事忏， 属彼愚钝， 由未见理， 我倒常行； 妄业翳心， 随境缠附； 动必起

行， 行缠三有。 为说真观， 心昏智迷， 止得严净道场， 称叹虔仰， 或因礼拜， 或假

诵持， 旋绕竭诚， 心缘胜境③。
可见事忏适用于化钝根， 易于在普通民众阶层中流行。 而 “昼夜六时， 三业清净， 对

于尊像， 披陈过罪”④ 乃是事忏行法的重要特征。 这里尤引人注目的是，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所谓 “佛令一日六时供养云云”， 下文以 “寅时” （平旦、
晨朝） “午时” “黄昏” “初夜” “中夜” “后夜” 六时次第展开， 敷陈受持观世音名号

乃至礼拜者所得功德， 当也是与忏悔仪式相伴而行的， 亦即所谓的 “六时礼忏” （于六

时中各时唱诵及礼佛忏悔之法式）⑤。 礼忏， 即礼拜与忏悔之略称。 净土教沙门善导集

有 《往生礼赞偈》 （又名 《六时礼赞偈》 ） 一卷， 依大经及龙树、 天亲， 此土沙门

（彦琮、 善导） 等所造 《往生礼赞》， 集在一处， 分作六时 （日没、 初夜、 中夜、 后夜、
晨朝、 午时） 并有此六时中各时礼忏之法， 旨在劝众相续系心西方， 助成往生之益⑥。
善导所集 《六时礼赞偈》 一卷后被智升收入其 《集诸经礼忏仪》 一书。 智升于该书卷

上载有 “昼夜六时发愿文”， 介绍六时礼佛大纲， 即 “平明及与午时”， 并别唱五十三

佛， 余皆总唱； “日暮 （没）、 初夜”， 并别唱三十五佛， 余皆总唱； “半夜并别唱二十

五佛， 余皆总唱”， 思惟如来所有功德， 广作如是清净忏悔， 并明言此 “昼夜六时发愿

文” 乃是集自信行禅师⑦。
还有一种源自天台的六时礼忏。 日本入唐求法僧圆珍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

卷上说：
　 　 昼夜六时　 《四分行事钞》， 评大论出， 昼三夜三， 常行三昧。 昼三： 晨朝、
午时、 黄昏。 夜三： 初夜、 中夜、 后夜。 三事： 一礼佛忏悔， 二随喜功德， 三请佛

９５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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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释崇俊撰， 释法清集疏 《法华经玄赞决择记》 卷 ２： “六时者， 昼夜各三， 即今六时礼佛是也。”
（ 《卍新续藏》， 第 ３４ 册， 第 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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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法轮。 今案： 三事大底五悔， 具如 《止观》 七末。 又天台大师教修七时， 即上

六中开午时为两， 谓斋前斋后。 其前如常唱礼， 此亦两时稍异， 即台山国清寺食前

唱礼， 略依十方； 禅林寺行十二为并五悔， 其食后礼 《三千佛名经》 五十个 （介）
佛， 上下二寺并同也。 故世曰： 至细修行， 不如天台。 （呼七时礼念也， 即依午

（年） 时前后， 《十住婆娑》 出此六时， 行事委曲。）①

圆珍把昼夜六时分为晨朝、 午时、 黄昏、 初夜、 中夜、 后夜， 其依据是唐道宣 《四分

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所引 《大智度论》②。 这段话说明： 一、 于六时中有 “忏悔、 随

喜、 请佛” 三种修持方法， 其大略同于天台智顗 《摩诃止观》 卷七下忏仪中所说 “五
悔”。 稍不同者， 天台于六时中之午时开出 “斋前” “斋后”， 所谓 “七时”。 圆珍认为

天台在修行细节方面占优胜， 并指出六时的典据为 《十住毗婆娑论》。 二、 圆珍的说法

受到天台宗影响。 按： 智顗依据龙树造、 后秦鸠摩罗什译 《大智度论·释初品中佛土

愿》 及 《十住毘婆沙论·分别功德品第十一》 制定了六时礼文， 这在其 《法华忏仪》
及 《摩诃止观》 都有表述。 如 《摩诃止观》 卷七下即言 “唯 《法华》 ［忏］ 别约六时

五悔， 重作方便”③， 又云 “今于道场日夜六时， 行此忏悔”。 所谓五悔， 据湛然 《止
观辅行传弘决》 卷七之四的解释， 即劝请、 随喜、 回向、 发愿四种不同， 因其皆有悔

罪之意， 故名五悔④。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言及信众一日六时礼拜供养于佛之

功德， 所云六时 （寅时、 午时、 黄昏、 初夜、 中夜、 后夜）， 与圆珍所承天台六时礼文

大同。 六时礼忏经天台、 净土等佛教宗派的弘传， 成为僧俗修行之常仪⑤， 如以下

几例：
圆珍 《入唐求法目录》 中著录 《天台大师六时礼文》 一卷， 其所著 《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 卷 ２ 记开成四年 （８３９） “十一月十六日” 条：
　 　 ［十一月］ 十六日。 山院起首讲 《法花经》， 限来年正月十五日为其期。 ……
男女道俗同集院里， 白日听讲， 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 僧等其数卌来人也。 其讲经

礼忏皆据新罗风俗。 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 自余并依新罗语音⑥。
又同书卷二记开成五年五月十六日， 圆仁到五台山怀镇北侧的大花 （华） 严寺， 入库

院住， 此大花严寺十五院僧皆以天台志远座主为其主座， 除了听经， 他们还 “六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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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不阙， 常修法花三昧”①； Ｐ ２１９３ 《目连缘起》 记目连为救母， 依如来教敕， 往祇园

之内， 请僧四十九人， “七日六时长礼忏， 炉焚海岸六铢香。 点灯行道悬幡盖， 救拔慈

亲恰相当”； 王梵志诗 《六时长礼忏》： “六时长礼忏， 日暮广烧香。 十斋莫使阙， 有力

煞三长。” 说明代表中土法华信仰特色的 “六时礼忏” 法式不仅广泛行用于唐代五台

山， 而且流布东亚一带。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所云 “罪谁无， 要猛烈。 一

忏直教如沃雪。 求生净土礼弥陀， 九品花中常快活”， 应具有法华忏仪与唱念弥陀兼融

的特征。

四、 十斋日与诵 《法华》 观世音往生西方相关涉的理据

地藏菩萨十斋日法事在唐代中原及敦煌颇为兴隆。 Ｐ ３３７５Ｖ 《欢喜国王缘》 说：
“三八士 （事） 须断酒肉， 十斋直要剩烧香。” Ｓ ５５４１ 号 《佛劝十斋赞日》 说： “每月

十斋断宰煞， 广修善业度僧尼。 胎生化生懃念佛， 勇猛精进大慈悲。” 一些唐代文人也

参与十斋日的宗教活动。 如白居易作于大和三年 （８２９） 的 《祭中书韦相公文》 记己与

韦处厚于 “长庆初， 俱为中书舍人日， 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 同受八戒， 各持十斋”
事②； 又于开成五年 （８４０） 三月自为 《画弥勒上生帧记》， 绍介己之信仰本愿， 曰：
“先是， 乐天归三宝， 持十斋， 受八戒者， 有年岁矣。 常日日焚香佛前， 稽首发愿， 愿

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 随慈氏下降， 生生劫劫与慈氏俱。 永离生死流， 终成无

上道。 今因老病， 重此证明。”③ 前文所论，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存在既赞 《法华经》 又尊崇阿弥陀佛的倾向，
又，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Ｐ ２０５４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都叙

写到十斋日， 其中讲经文叙及唐代有观音信仰的妇女既要 “数珠专念弥陀佛”， 又要参

加十斋日活动。 由此引发的疑问是， 有观音信仰的妇女何以要参加十斋日？ 即是说， 反

映地藏信仰的 “十斋日” 与 《法华经》 中观世音菩萨有何关涉？ 以下我们有必要将十

斋日活动的一些内容结合起来考察。 成都麻大圣慈恩寺沙门藏川述 《佛说地藏菩萨发

心因缘十王经》 “第五阎魔王国” 言及地藏菩萨十斋日持念十尊的具体名号：
　 　 尔时阎魔法王重告大众： ……使我今殷懃断众生业， 众生不知， 恣作恶业， 堕

三恶道。 非我无悲心善福众生。 于十斋日， 受持十戒， 存当苦悲。 一日至心进念定

光佛， 八日至心进念药师瑠璃光如来， 十四日至心进念贤劫千佛， 十五日至心进念

阿弥陀佛， 十八日至心进念地藏菩萨。 从旦至食， 供养称名， 必定不受四恶道苦。
二十三日至心进念势至菩萨， 二十四日至心进念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日至心进念毗

１６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③

［日］ 释圆仁著， 白化文等校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第 ２６８ 页； ［日］ 小野胜年著 《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の研究》 卷 ２， 第 ４７３－４７４ 页。
［唐］ 白居易著， 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８９６ 页。
［唐］ 白居易著， 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 第 ２０１１ 页。



卢遮那如来， 二十九日至心进念药王菩萨， 三十日至心进念释迦牟尼佛。 如是十

斋， 修习一年， 能持十戒， 能念十尊， 能除疫病五病鬼使， 得寿百年， 得福百秋，
命终之后， 生诸佛国①。

《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 末记曰： “严佛调三藏云： 此经梵本非多罗文， 三昧

之内真佛示现授此经。 梵文从三昧起， 先书竹帛， 然后修习。 从北天竺， 到支那国。 大

圣文殊， 于照耀殿， 为许流通。 时天圣十年十一月也。 小苾蒭原孚， 普化众信之缘， 广

开消罪之路。 因以入梓， 永为流通。 伏愿十号至尊， 垂拔苦与乐之慈悲， 十殿冥侯， 惠

记善录， 恶之赦宥。 地狱化为净剎， 镬汤变作清凉。”② 此为僧人原孚所记。 天圣十年

（１０２３） 为北宋仁宗年号。 此经所云十斋日为一日、 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八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每一斋日对应须念不同的佛或菩

萨之名号， 所谓十尊号。 关键是， 此经十五日念阿弥陀佛， 而二十四日恰是念观世音菩

萨。 与此属同一系统的敦煌文献有 Ｓ ４１７５、 Ｐ ３８０９、 Ｓ ２５６５ 《地藏菩萨十斋日》， 云：
　 　 玄奘法师礼拜， 逐月有十斋日：

一日斋， 善恶童子下界， 念定光佛；
八日斋， 太子下界， 念药师琉璃光佛；
十四日斋， 司命下界， 念贤劫千佛；
十五日斋， 五道将军下界， 念阿弥陀佛；
十八日斋， 阎罗王天子下界， 念地藏菩萨；
二十三日斋， 天大将军下界， 念大势至菩萨；
二十四日斋， 察命下界， 念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日斋， 太山府君下界， 念卢舍那佛；
二十九日斋， 四天王下界， 念药王药上菩萨；
三十日斋， 大梵王下界， 念释迦牟尼佛。

此 《地藏菩萨十斋日》， 是僧俗佛事活动所使用的一种斋仪， 又名 《玄奘法师礼拜逐月

有十斋日》 《每月有十斋日》 《大乘四大斋日》， 未为中国历代大藏经及历代诸经录所著

录， 属中国人在汉译佛典影响下的中国撰述。 作者不详， 一卷本③。 另一系统的地藏菩

萨十斋日自十八至二十八的四斋日所对应的念诵顺序有所不同。 如 Ｓ ２５６８ 《地藏菩萨

十斋日》 十五日念阿弥陀佛， 十八日念观世音菩萨。 与此相类的写本还有 Ｓ ２５６８、
Ｐ ３０１１、 Ｓ ４４４３ （尾缺）、 Ｓ ５８９２、 北图发 ７ 等 《地藏菩萨十斋日》、 Ｓ ２５６７、 Ｐ ３７９５
《地藏菩萨十斋日》， 皆为十五日念阿弥陀佛， 十八日念观世音菩萨， 有持斋除罪，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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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新续藏》， 第 １ 册， 第 ４０５ 页。
《卍新续藏》， 第 １ 册， 第 ４０７ 页。
张总于 《地藏菩萨十斋日》 有整理本， 参 《藏外佛教文献》 第 ７ 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４８－３７１ 页。 Ｐ ３８０９ 在 《敦煌宝藏》 （第 １３１ 册） 中题为 《玄奘法师礼佛十斋日》， 不确， 实际内容还

包括 《十二月礼佛文》； Ｓ ４１７５ 在 《敦煌宝藏》 （第 ３４ 册） 中题为 《每月逐日念佛名》。



堕寒冰地狱或剑树地狱之功效。 大足石窟宝顶大佛湾著名的第 ２０ 号 “地藏十王地狱

变” 所刻铭记， 即与此 《地藏菩萨十斋日》 相关。 地狱变经文偈颂刊刻在南宋僧人赵

智凤镌刻的宝顶山石窟大佛湾北岩西部的地狱变龛：
　 　 日念阿弥陀佛千遍， 不堕剑树地狱。 赞曰： 闻说弥陀福最强， □残剑树□消

亡， 自作自招还自受， 莫待□时手脚□。
挫碓地狱

日念观音菩萨千遍， 不堕挫碓地狱。 赞曰： 斩身挫碓没休时， 都缘造恶不修

持， 观音哀愍众生苦， 免离地狱现慈悲①。
剑树地狱偈赞中的 “闻说弥陀福最强” 自然使我们想到它与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

文 （三） 》 开经前唱辞 “礼拜观音福最强” 的高度相似。 综上， 地藏十斋日因其供养

称名的尊像中有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 从而具有连接弥陀净土的特征， 因是之故，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Ｐ ２０５４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所叙写的

十斋日， 事实上反映了法华信仰在唐代庶民阶层的传播过程中， 因强调诵念等功德而形

成与其他信仰对象诸如弥陀佛、 地藏菩萨交融共生的现象。 此种现象在龙门唐代造像中

也有表现。 如在龙门石窟唐代窟龛中存有铭文发愿题记的地藏菩萨像甚多， 其中有部分

地藏菩萨像取代大势至， 与阿弥陀佛、 救苦观音一同组成新的 “三圣”②， 如被编为 ３４
号的地藏菩萨像有关的石刻文字材料中有以下 ５ 号是这种组合形式：

　 　 ５ 普泰洞外一龛， 发愿记曰： “上元二年 （６７５） 二 ／ 月六日弟子 ／ □□□母

乔 ／ □□在下妇 ／ □□藏等令 ／ □□造阿弥 ／ 陀尊像一区 ／ □救苦观世 ／ 音菩萨一区 ／ □
地藏菩萨 ／ 一区今并成 ／ 就以此福□／ 普遍一切苍 ／ 生同斯福果。”

９ 莲花洞一龛， 发愿记曰： “长寿三年 （６９３） ／ 四月二十三日 ／ 任智满为 ／ 亡母

敬造弥 ／ 陀像地藏菩 ／ 萨观音菩 ／ 萨愿亡母 ／ 往生西方。”
１２ 老龙洞一龛， 发愿记曰： “…… ／……娘…… ／…… ／…… ／……弥陀佛…… ／

……地藏 ／……躯观 ／ 音菩萨一区普为师僧父 ／ 母及一切众生 ／ 常得安乐元诸 ／ 永离苦

愿俱登 ／ 正果景云二年 （７１１） 八月八日 ／ 造成。”
１４ 双窑一龛， 发愿记曰： “□□四年正月 ／ □□□日佛弟 ／ 子李去泰敬造 ／ 阿弥

陀像一救 ／ 苦观世音菩萨 ／ 地藏菩萨为师 ／ 僧父母及法界众 ／ 苍生见存眷属 ／ 早登

正觉。”
２５ 蔡大娘洞一龛， 发愿记曰： “景福寺比丘尼九娘为亡母 ／ 敬造弥陀像一铺供

３６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经偈录文依据陈明光整理 《地狱变经文偈颂》， 方广锠主编 《藏外佛教文献》 第 ４ 辑， 北京： 宗教文化出

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３２４ 页。 ［日］ 荒见泰史著 《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 第 ３ 章 《关于地藏十王成立和演

变的若干问题》，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７４、 １７５ 页。
姚崇新 《观音与地藏———唐代佛教造像中的一种特殊组合》 一文亦认为： 唐代地藏信仰兴起以后， 地藏

取代大势至， 与观音、 阿弥陀佛形成新的组合， 即 “新西方三圣组合”， 收入姚氏著 《中古艺术宗教与西

域历史论稿》，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 第 ９８ 页。



养…… ／……敬造观音地藏各一躯 ／ 供养。”①

上述 ５ 项地藏龛例， 应是民间佛教信仰中偶像崇拜相融共存的另一反映。 此种新组合造

像的出现， 一是缘于盛行于唐代的地藏十斋日礼拜活动对西方净土尊像诵念功德的积极

摄取②； 二是作为法华信仰分支的观世音信仰和作为阿弥陀佛协侍菩萨的观世音之间原

本存在的交叉性， 且据 《妙法莲华经》 之 〈化城喻品〉， 大通智胜佛弟子乐说 《法华

经》 的十六王子中即有西方阿弥陀佛③， 《妙法莲华经》 之 〈药王菩萨本事品〉 记佛告

宿王华语： “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 若有女人闻是经典， 如说修行。 于此命终， 即往

安乐世界， 阿弥陀佛、 大菩萨众， 围绕住处。”④ 准此， 则属想安养国与祈诚法华观音

就有了交通的理据。
事实上， 早在陈隋之际， 天台宗在行化方面已有将法华信仰与弥陀信仰融合的举

措。 如隋智顗采 《法华经》 《普贤观经》 及诸大乘经意于陈太建十年 （５７８） 以后到至

德三年 （５８５） 之间所撰⑤ 《法华三昧忏仪》 卷一 “明初入道场正修行方法第四”， 谓

行者初入道场， 当具足十法： 一者严净道场， 二者净身， 三者三业供养， 四者奉请三

宝， 五者赞叹三宝， 六者礼佛， 七者忏悔， 八者行道旋绕， 九者诵 《法华经》， 十者思

惟一实境界。 行者于三七日中日夜六时， 初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足修此十法⑥。 令人注

意的是， 此十法中 “第七明忏悔六根及劝请、 随喜、 回向、 发愿方法” 中之 “明发愿

法” 云 “我比丘 （某甲） 至心发愿， 愿命终时神不乱， 正念直往生安养， 面奉弥陀值

众圣， 修行十地胜常乐”， 即指明了修法华忏仪与往生弥陀净土的联系⑦。
法华信仰与弥陀信仰能相融合， 其更深的教理因素是隋天台智顗提出的 “常行三

昧” 的实践。 智顗说， 门人灌顶记 《摩诃止观》 卷 ２ 提出 “四种三昧” 的修行方法，
即常坐 （一行三昧）、 常行、 半行半坐、 非行非坐四种行法。 其中第二种 “常行三昧”
及第四种 “非行非坐” 尤引人注意， 如 “常行三昧”：

　 　 二、 常行三昧者， 先方法， 次劝修。 方法者， 身开遮， 口说默， 意止观。 ……
口说默者， 九十日身常行无休息， 九十日口常唱阿弥陀佛名， 无休息； 九十日心常

念阿弥陀佛， 无休息。 或唱念俱运， 或先念后唱， 或先唱后念。 唱念相继， 无休息

时。 若唱弥陀， 即是唱十方佛功德等， 但专以弥陀为法门主。 举要言之， 步步声声

４６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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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录文依据常青 《长安与洛阳———五至九世纪两京佛教艺术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下

册， 第 ６０３－６０５ 页。
敦煌写卷中有 《阿弥陀经》 与十地藏斋日合抄的情况可说明此种现象，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 Ｄ０７４ 号首残尾

全， 前抄 《佛说阿弥陀佛经》， 后接抄 《每月十斋日》 和 《十二礼佛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

版社编 《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 （一）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７３ 页。
［北宋］ 释元照述 《阿弥陀经义疏》 卷 １： “言十劫者， 准 《法华》 大通智胜佛时， 弥陀乃是十六王子之

一数， 释迦既经尘劫， 弥陀岂得不然？” （ 《大正藏》， 第 ３７ 册， 第 ３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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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 唯在阿弥陀佛。 意论止观者， 念西方阿弥陀佛， 去此十万亿佛剎， 在宝地宝

池宝树宝堂， 众菩萨中央坐说经。 三月常念佛。 ……用是念， 当生阿弥陀佛国， 是

名如相念①。
显然， 唱念阿弥陀佛的修持贯彻于 “常行三昧” 的 “口说默” 与 “意止观” 之方法

中。 而智顗于第四种 “非行非坐三昧” 行法中又提到 “旛盖、 香灯请弥陀像、 观音、
势至二菩萨像， 安于西方” 的仪式②， 显然是指称西方极乐国土。 相类的记载亦见 《国
清百录》 卷一 “请观世音忏法第四” 记于三七日七七日举行六斋法会， 当严饰道场，
“安佛像南向， 观世音像， 别东向日， 别杨枝净水， 烧香散华”。 行者各执香炉， 一心

一意， 向彼西方五体投地。 使明了音声者唱一心顶礼的十方尊主， 除本师释迦牟尼世尊

外， 即有西方无量寿世尊、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的西方三圣③。
天台宗所倡 “常行三昧” 之唱念弥陀的仪轨泽及日本。 权大僧都宗性 《日本高僧

传要文抄第二》 “慈觉大师” 说： “仁寿元年， 移五台山念佛三昧之法传授诸弟子等，
始修常行三昧。”④ 济北沙门师炼 《元亨释书·延历寺圆仁》 记圆仁： “仁寿元年， 以

五台山念佛三昧法授诸徒修常行三昧。”⑤ 可见， 日本圆仁 （慈觉大师） 渡唐， 将天台

宗 “常行三昧” 引进日本。

结语

敦煌写本中有一些诗歌作品， 是与口头文学密切相关的书面文学作品。 本文选择

Ｐ ２０５４ 号等六种写本的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进行研究， 通过六本互校，
考察了它与讲唱文的关系和用途。 文章认为， 此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由

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传入敦煌， 作于九世纪中叶， 因智严名号甚为杰出， 故无名氏

作品多附丽于智严名下， 以广流传； 始与解说佛典并行， 为说法化俗之作， 后经敦煌僧

俗辗转传抄， 成为具多种宗教用途的作品： 一是脱离了斋会讲筵， 略去文末的辍讲例词

（解座文）， 作为敦煌学郎书写或信众持诵的劝善之文； 二是节去作者署名， 抄录旧文

（祖本） 作为讲唱读本， 通用于 《法华经》 《阿弥陀经》 及 《无常经》 等多种讲唱经文

之场所。 不仅为 《法华经讲经文》 《阿弥陀经讲经文》 《无常经》 解座文的创作提供素

材， 同时也为讲经文表达无常等主题以及仪式内容的偈颂撰写准备必要的语汇。 就

《十二时》 对讲经文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而言，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是

极为典型的例证。 透视该讲经文与 《十二时》 中同时呈现的 “六时礼忏” 及唱念 “弥

５６民间俗曲与佛教讲经文之关系论略———以 《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与 Ｐ ２１３３ 号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大正藏》， 第 ４６ 册， 第 １２ 页。
《大正藏》， 第 ４６ 册， 第 １４－１５ 页。
《大正藏》， 第 ４６ 册， 第 ７９５ 页。
《大日本佛教全书》， 第 １０１ 册， 东京： 佛书刊行会， １９１３ 年， 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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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净土” 的现象， 可以看到自陈隋以来天台宗所倡法华忏仪的持续影响， 而 《十二时》
与法华经讲经文中同时记载的反映普通民众参与地藏信仰 “十斋日” 的日常活动与持

诵 《法华经》 观世音名号、 唱念弥陀往生西方的结合， 是中土法华信仰民间化的重要

表征之一， 直接导致唐代窟龛地藏题材造像出现地藏菩萨与阿弥陀佛、 救苦观音新

“三圣” 的组合形式。 若追溯其渊源， 则与隋唐以还中国天台宗的传承和倡导密不可

分。 除了 Ｐ ２１３３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三） 》 与 《十二时》 有关外， 种种迹象表明，
标名为智严创制的 《十二时》 还为其他讲经文的作者所推重， 如 Ｓ ３８７２ 《维摩诘经讲

经文》 说： “诫身心， 少嫉姤， 逡速时光早已暮。 贪活贪计入黄泉， 男女不肯替受

苦。”① Ｐ ２７１４ 《十二时》 说： “戒身心， 少嗔姤， 遮莫身为家长主。 百般谗佞耳边来，
冤恨且为含容取。” 二者所采句式、 语汇亦同。 此亦可见， 《十二时》 对敦煌讲唱文学

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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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

石小英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 尼僧作为出家女性群体， 并未因出家为尼就与世俗家庭完全断绝联系。

她们通过为亲人写经造像祈福、 参与世俗家庭事务、 出家不离家的方式， 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 这种现象是佛教传入中国后， 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的结果， 是佛教中国化、 世俗化的体现。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尼僧　 世俗家庭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６７－１０

尼僧包括沙弥尼、 式叉尼、 比丘尼， 指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出家妇女， 是妇女中的

特殊阶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 源于印度的佛教， 经过两汉传播与发展， 不断的调整自身

以适应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 渐趋中国化和世俗化。 与此相连， 僧尼的生活渐趋深入

世俗， 贴近大众， 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密切就是其具体表现。 研究这一特殊的佛教现

象， 有利于了解佛教中国化的情况和尼僧的生活实况。 本文基于这种考虑， 对魏晋南北

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作一探析。 这里的世俗家庭， 对于未婚出家的女性而言，
系指其本家， 对于婚后出家女性来说， 则包括其娘家、 夫家和子女家庭。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 邵正坤在 《离合之间： 北朝僧尼与

世俗家庭关系研究》①中， 对北朝僧尼与世俗家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但论述对象主要

偏向于僧， 对尼涉及较少； 石少欣在 《六朝时期比丘尼研究》②中， 对六朝时期的比丘

尼的真情实况进行了论述， 比丘尼与世俗家庭的关系， 仅作为一个节略有所涉及。
从整体研究状况看， 目前鲜有学者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探讨时段， 将尼僧作

为专门研究对象， 进行系统论述。 笔者不揣谫陋， 梳理相关材料， 在前贤研究基础

上，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及原因进行探讨， 以期对了解这一问

题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 （１７ＺＤＡ２３３）
作者简介： 石小英 （１９７５－　 ）， 女， 甘肃庄浪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和宗教女性研究。
　 ①　 邵正坤 《离合之间： 北朝僧尼与世俗家庭关系研究》， 《许昌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７－２０ 页。
　 ②　 石少欣 《六朝时期比丘尼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 年， 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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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尼僧与世俗家庭关系密切的表现

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 主张出家无家。 强调洗心灭累、 六根清静， 决意出家者须

剃发染衣、 割爱辞亲。 一旦出家， 就意味着要斩断情缘， 一心向道， 与世俗家庭断绝联

系。 但依据史料记载，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出家女性即尼僧却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

切的关系。
（一） 割舍不断的亲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尼僧为世俗家庭亲眷造像写经祈福者不胜枚举。 其中为父母祈

福追福者居多， 包括为见在父母和已亡父母两种。 南朝萧齐建元四年 （４８２）， 尼僧猛

因为母亲生病， 便舍东宅为寺， 为母祈福。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４９４）， 尼慧辩为

“七世父母、 所生父母、 □□诸佛、 一切众生” 造像祈福。① 北魏宣武帝景明 （５００）
前后， 尼法安， “为亡父、 生缘眷属、 一切众生造释迦像一区” 发愿祈福。 尼法练，
“为亡父母造像一区， 愿法练生天， 生缘眷属、 一切众生， 咸同此福”。② 宣武帝永平三

年 （５１０） 尼法庆为七世父母、 所生因缘造像。 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 （５３１） 八月十五

日， 龙门尼道慧法盛： “为七世父母、 所生父母、 师僧眷属， 愿不堕三途， 速令解脱”，
盛造观世音像。 普泰二年 （５３２）， 尼法光为父母造释迦像。 同年， 尼惠智为七世父母、
所生父母造释迦像一躯祈福。 西魏文帝大统二年 （５３６）， 尼建晖， “为七世师长父母，
敬写 《涅槃》 一部、 《法华》 二部， 《胜鬘》 一部、 《无量寿》 一部、 《方广》 一部、
《仁王》 一部、 《药师》 一部”③。 尼道容， 写 《大般涅槃经》 一部， 为 “七世父母， 先

死后亡， 现在家眷， 四大胜常， 所求如意。”④ 尼道辉， 写 《佛说決罪福经》， “又愿师

长父母， 先死后亡， 所生知识， 尽蒙度招， 远离三途八难之处， 恒值佛闻法， 发菩提

心， 愚善知识”。⑤ 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 （５４０）， 尼昙陵， “为师僧父母、 内外眷属敬

造观世音像一区 （躯） ”，⑥ 发愿祈福。 东魏武定孝静帝四年 （５４６）， 尼惠好、 惠藏

“敬造玉像一躯， 为师僧父母， 前死后妄 （亡）， 现在眷属， 一切众生， 等成正觉”。⑦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 （５５７）， 尼道英， “敬写 《涅槃经》 一部。 愿佛性沿神， 永蠲苦域。
师宋 （宗） 父母， 眷属同学， 悉如此契。”⑧ 保定二年 （５５８）， 尼天英， 敬写大集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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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楞伽经一部。 为七世师宗父母， 法界众生， 三途八难， 速令解脱， 一时成佛。① 北

齐武成帝河清元年 （５６２）， 尼法璨 “仰为师僧父母、 同学眷属、 十方众生， 敬造释迦

像， 愿普津法泽”。② 这些尼僧通过写经造像， 为见在、 已亡父母祈福追福的史实， 充

分说明了尼僧虽已出家为尼， 但仍对父母念念不忘， 体现了她们之间难以割舍的浓浓亲

情。 另据石少欣博士对 ７０ 例魏晋南北朝的造像题记内容统计发现， 其中施福对象明确

涉及七世父母、 师僧父母和去世以及见在的家人的， 北魏 ２３ 例， 东魏 ３ 例， 北齐 １２
例， 北周 １ 例， 共 ３９ 例。③ 从中亦可窥其一斑。 而这些出家女性为父母写经造像祈福，
表达其孝顺和亲情， 体现了她们与父母之间的割舍不断的亲情。

尼僧不仅为父母造像写经祈福， 表达浓浓的父母情， 而且还为世俗家庭其他成员造

像祈愿。 包括平辈兄弟姊妹、 晚辈子女， 甚至侄男侄女。 前引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５２５）， “紫内司尼， 为亡弟……”④， 造像祈福。 北魏节闵帝普泰二年 （５３２）， 尼昙颜

“为亡妹昙利敬造弥勒金像一躯”⑤， 发愿祈福。 同年， 前引尼法光为父母造像的同时，
亦为出征的弟弟刘桃扶造观世音像一区 （躯）， “愿平安还”。⑥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５３４）， 尼惠照 “为亡父母， 并及亡妹何妃” 造像祈福。 皇建二年 （５６１）， 尼泉谕为亡

兄刘见造像， 发愿祈福。 天统四年 （５６８）， 尼静妃为亡姐造像祈福。 北魏孝明帝正光

四年 （５２３）， 尼法险 “为女安乐郡君于氏， □奢难 ， 造释迦像一区 （躯）， 愿女体任

（妊） □多康……”⑦ 前引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５２５）， 尼僧达 “为亡息文殊造释迦

像”。⑧ 同年， “紫内司尼， 为亡女尼法晖” 造像祈福。 建德元年 （５７２）， 尼昙乐为亡

侄罗睺造像， 发愿祈福。 这种为兄弟姊妹、 晚辈子女和侄男侄女造像祈福的现象， 体现

了出家女性对世俗家人的浓厚的亲情。
无论是为父母造像祈福， 还是为平辈、 晚辈亲人祈愿， 都说明了出家女性虽然出离

世俗家庭， 志在空门， 但仍然对世俗父母及亲人具有深厚的感情， 常用写经造像来表达

自己的孝顺与亲情。 这体现了她们与世俗家庭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 以及密不可分的

关系。
不仅尼僧对世俗家庭成员具有深厚的情感， 而且世俗家庭成员对出家女性亦很牵

挂。 如南朝梁中大通五年 （５３３） 正月十五日， “上官法光为亡妹令玉尼， 敬造释迦文

石像一丘， 愿令玉尼所往生处， 值生西方无量寿国， 舍身受形， 常见诸佛， 同真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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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在眷属， 六亲中表， 一切仓生并同此愿。”① 这种现象说明了女性在出家后， 世俗

家庭成员亦将其作为家庭中的一员， 以造像来表示相互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 从而体现

了出家女性与世俗家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参与家庭日常事务

从史料记载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尼僧可参与家庭的佛事活动。 如北齐皇建二年

（５６１） 五月十五日， “故钜鹿郡王良伯、 弟陈留郡丞王良山、 弟王臣山、 妹比丘尼儒

达、 慧泰……仰为二亲敬造观世音像一区 （躯） ”②。 可见， 尼僧儒达与在家的兄弟一

同为父母造观世音像， 以此为父母祈求福佑。 北周建德元年 （５７２） 造像题记曰： “比
丘尼昙乐为亡侄罗喉敬造释迦石像一躯”， 造像题名包括 “比丘尼昙和、 佛弟子吕罗

喉、 昙贵亡师比丘尼昙念、 父伯奴、 母边四姜、 儿桃儿、 姊阿老、 吕亡愁、 李清女、 吕

騃胡”。 可见， 尼僧昙乐参与了家庭造像佛事活动。 东魏武定七年 （５７３） 造像题记云：
“武定七年二月十 ［七］ 日， 永固寺尼智颜、 净胜姊妹兄弟三人等， 上为国家、 师僧父

母、 边地众生， 造弥勒玉像一区。”③ 可见， 尼智颜、 净胜姊妹兄弟三人合作造像， 参

与世俗家庭佛事活动。
尼僧不仅参加家庭的佛事活动， 而且还参加家庭的其他事宜。 《比丘尼传》 载， 东

晋尼昙备 “事母恭孝， 宗党称之”； 南朝宋尼道寿 “清和恬寂， 以恭孝见称”； 宋尼慧

木 “十一出家， 师事慧超， 受持小戒。 居梁郡筑戈村寺， 始读 《大品》， 日诵两卷， 兼

通杂经。 木母老病， 口中无齿， 木嚼脯饴母。”④ 齐尼僧猛与其从弟女僧瑗， 并以孝闻。
从记载可见， 这些女性虽已出家， 却时常回到世俗家中， 侍奉体弱多病的父母， 并以孝

著称。 《魏书》 载， 北魏灵太后胡氏之姑出家后， “幼相依托， 略得佛经大义。”⑤ 可

见， 灵太后胡氏之姑虽为出家人， 并没有断绝与亲人之间的联系， 部分地承担了对世俗

家庭侄女的抚养和教育之责。 《北史》 卷 ３３ 《李灵传》 载： “搔妹曰法行， 幼好道， 截

指自誓不嫁， 遂为尼。 所居去邺三百里， 往来恒步， 在路或不得食， 饮水而已。 逢屠牵

牛， 脱衣求赎， 泣而随之。 雉兔驯狎， 入其山居房室。 齐亡后， 遭时大俭， 施糜粥于

路。 异母弟宗侃与族人孝衡争地相毁， 尼曰： ‘我有地， 二家欲得者， 任来取之， 何为

轻致忿讼？’ 宗侃等惭， 遂让为闲田。”⑥ 从记载可见， 尼法行与世俗家庭之间存在着财

产关系， 参与了家庭财产分割活动。
无论是尼僧参与世俗家庭的佛事活动， 还是参加世俗家庭的其他事宜， 都说明了这

些女性虽已出家， 但仍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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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尼僧参与世俗家庭事务， 而且世俗家庭成员亦参加尼僧相关事宜。 《邢峦妻元

纯陀墓志铭》 载， 北魏出家为尼的元纯陀， “临终醒寤， 分明遗托， 令别葬他所， 以遂

修道之心。 儿女式遵， 不敢违旨。”① 从中可见， 出家为尼的元纯陀， 其丧葬活动由她

的世俗家人营办。 尼道信 （垣南姿）② 的墓志中， 其墓碑记述内容皆以其子膺之口吻，
故依此可断定尼道信 （垣南姿） 圆寂后， 其子参与了她的葬仪活动， 为她立碑。 世俗

家人营办和参与尼僧丧葬活动， 体现了尼僧虽已出家为尼， 但世俗家庭仍对她们念念不

忘， 与她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三） 出家不离家

出家人理应告别家庭， 在寺院过清净修道生活。 东晋著名高僧慧远曰： “出家者，
能遁世以求其志， 变俗以达其道。 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 遁世则宜高尚其迹。 大

德故能拯溺俗于沈流， 拔玄根于重劫。”③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史料记载看， 有些

女性虽已出家， 但出家不离家， 仍然与世俗家人生活在一起。 北魏孝文废皇后冯氏， 因

患病， 冯太后遣其出家为尼。 太后驾崩后复又入宫。 《魏书》 卷 １３ 《皇后传》 对此如

是载： “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 高祖犹留念焉。”④ 从中可知， 冯氏为尼期间应住于家

中， 并非寺院。 《魏书》 列传 ５９ 载， 裴植之母 “出家为比丘尼， 入嵩高， 积岁乃还

家。”⑤ 可见， 裴植母亲高龄出家， 入嵩山， 多年后乃回到家中， 在家修习， 并未在寺

院终老。 《北齐书》 卷 １８ 《高隆之传》： “隆之虽不学涉， 而钦尚文雅， 搢绅名流， 必

存礼接。 寡姊为尼， 事之如母。”⑥ 可见， 高隆之的姐姐在夫亡后， 出家为尼， 而高隆

之对其事奉如父母， 这说明高隆之的姐姐虽出家为尼， 但仍然住在世俗家中， 接受供

养。 前引 《邢峦妻元纯陀墓志铭》 载， 北魏车骑大将军邢峦继室元纯陀， 因婚姻不幸

出家为尼， 法名智首， 晚年归于女儿家， 外孙西河王魏庆处， 直至终老。 文中云： “西
河王魏庆， 穆氏之出， 即夫人外孙。 宗室才英， 声芳藉甚， 作守近畿， 帝城蒙润。 夫人

往彼， 遘疾弥留， 以冬十月己酉朔， 十三日辛酉薨于荥阳郡解别馆。 子孙号慕， 缁素兴

嗟。”⑦ 从中可见， 尼智首晚年回到世俗家中， 出家不离家。 前引 《北史》 卷 ３３ 《李灵

传》 中， 尼法行出家后在山上有住所， 但同时在家中也有土地， 推断其居住场所应为

山间及俗家两处。 上引尼道信 （垣南姿） 墓志中云： “齐故司马氏比丘尼太夫人垣墓志

之铭”， 并未见所属寺院之名， 而且碑记所述内容皆以其子膺之口吻， 故可断定她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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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世俗家中。 北齐 《静聪等造像记》： “武平七年正月一日， 比丘尼静聪、 姊员满，
为身造阿弥陁像一区， 供养。 （榜题） 父赵闻欣侍佛时、 （缺两行） 比丘僧静霍侍佛时、
比丘尼静聪供养、 （缺数行） 比丘尼员满供养、 母李黑仁侍佛。”① 从榜题之首为父赵闻

欣， 榜尾母李黑仁， 可以推知榜题中间所列举之人皆为其子女， 而且从榜题现有内容

看， 这一家至少有三个出家人， 而且这三个出家人包括两个尼僧与世俗父母住在一起。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不久， 寺院经济尚处形成阶段， 尼僧生活

多依靠上层供养。 故此时女性出家为尼者， 以上层居多。 因此， 在多由出身于贵族出家

女性组成的尼僧群体中， 她们出家不离家现象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尼僧虽已

出家， 但仍与世俗家庭其他成员一样， 和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尼僧出家住家的风习， 一方面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的结果。 中国自古

以孝治天下， 十分讲求孝道。 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分工， 将女性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

内部。 对于女性来说， 在家操持家务， 侍奉父母或公婆， 是行妇职的表现。 女性出家入

寺， 出离家庭， 脱离分内家务， 更无法行孝尽妇职， 这不符合社会观念， 为世间法所不

容。 为了迎合俗世社会实情， 促进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制度相应有所变通。
主张信仰佛教的女性既可在家修行， 亦可出家住寺修行。 另一方面， 还与魏晋南北朝时

期僧尼免赋税的优惠政策， 以及僧尼人数较多有关。 在僧尼可减免赋税政策下， 一些女

性为逃避繁重的赋税， 减轻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出家为尼， 并非名副其实的尼僧， 故

出家后仍选择与世俗家人居住在一起。 而且僧尼数量庞大， 寺院又没有更多的住房供僧

尼居住， 故只能出家不离家， 住在世俗家中。

二、 尼僧与世俗家庭关系密切的原因

（一） 佛教慈悲理念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慈悲宗教。 南本 《涅槃经》 卷十四云： “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
所有善根慈为根本。”② 《观无量寿经》 有云：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无缘慈摄诸众

生。”③ 在佛教中， 慈悲为万善之基本、 众德之伏藏。 《大智度论》 卷二十七云： “慈悲

是佛道之根本。 ……亦以大慈悲力故， 于无量阿僧祗世生死中， 心不厌没。”④ 《慈悲道

场忏法》 卷一云： “此慈悲诸善中王， 一切众生所归依处， 如日照昼， 如月照夜， 为人

眼目， 为人导师， 为人父母， 为人兄弟， 同归道场， 为真知识， 慈悲之亲， 重于血肉，
世世相随， 虽死不离。”⑤ 作为佛教出家人， 以慈悲之心修行， 是道业和戒律精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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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提。 《普贤行愿品》 说：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诸佛菩萨而为华果， 以大悲水饶益

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是故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终不能

成无上正觉。”① 在佛教中， 慈悲对象包括一切有情众生。 《普贤行愿品》 说： “言恒顺

众生者， 谓尽法界， 虚空界， 十方刹海， 所有众生种种差别。 所谓卵生、 胎生、 湿生、
化生……种种生类……如是等类， 我皆于彼， 随顺而转。”② 《普贤行愿品》 说： “以于

众生心平等故， 则能成就圆满大悲。”③ 在世间一切众生苦难皆为慈悲对象的情形下，
佛教出家人尚且对世间普通众生苦难保有怜悯之情， 更何况对众生之一， 并与自己有特

殊血缘亲情关系的俗家父母、 亲人。 因此， 从这个角度讲， 出家人尽管以剃度的方式，
选择离开家族， 出家成为僧人， 但并不能割断与世俗家庭的紧密关系。 上述出家之人尼

僧为世俗家人造像写经祈福就是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 从性别史角度讲， 女性天性富悲愍心。 尼僧作为佛教出家女性， 以其宗

教和女性的双重身份， 比同类男性僧人对众生尤其是父母、 亲人更有怜悯之情， 与他们

之间保持着更加深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对佛教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佛教教义主张僧尼出家须断爱、 尽灭世情、 远离俗乐、 离弃世欲、 不恼世间

等。④ 将僧徒与世隔绝。 这种佛教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民众生活完全不同， 故自佛教初

传中国时， 其教义便遭到儒家卫道夫的抵触和指责。 在历代先贤的猛烈抨击下， 佛教为

了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 其教义不得不进行变易。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释迦

之教义， 无君无父， 与吾国传统之学说， 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 输入之后， 若久不

变易， 则决难保持。 是以佛教学说， 能于吾国思想史上， 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 皆经

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⑤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 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是 “以家族为中心”， 在家

族系统中， 孝不但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 而且是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

要杠杆， 受到了世人的注重和提倡。 而佛教主张 “出家无家”， 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

入， 因而一开始就遭到儒家猛烈的抨击。 汉魏时期的 《牟子理惑论》 记载了当时反佛

言论对佛教的责难： “ 《孝经》 言：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曾子临没： ‘启
予手， 启予足’， 今沙门剃头， 何其违圣人之语， 不合孝子之道也”， “夫福莫 于继

嗣， 不孝莫过于无后。 沙门弃妻子， 捐财货， 或终身不娶， 何其违福孝之行也？”⑥ 面

对儒教 “无父无君” “离家背亲” “背理伤情” 的伦理道德的抨击， 佛教为了图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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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其教义相应发生了变化， 有意地揉合儒家孝亲的观念。 《四分律》 载佛陀言： “父
母于子， 多所饶益； 养育乳哺， 冀其长大， 世人所观。 而诸比丘， 父母不听， 辄便度

之。 自今已去， 父母不听， 不得度令出家， 若度当如法治。”① 即在家信徒若得不到父

母恩准， 不得自作主张， 决然出家。 若有僧尼度其出家， 当依佛法进行惩戒。 正因为佛

教的戒律中有此类规定， 所以若家人尤其是长辈健在， 僧尼出家， 必然是在与家人达成

共识之后的行为。 而这一点便为出家人进入寺院之后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

础。 不但如此， 欲出家之人在父母允许下出家后， 依佛法仍须事奉父母， 报答其恩情，
而且把报恩父母之行为看作是出家人上求下化的起点。 《佛说父母恩难报经》 云： “父
母于子， 有大增益， 乳哺长养， 随时将育， 四大得成。 右肩负父， 左肩负母， 经历千

年， 正使便利背上， 然无有怨心于父母， 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② 《增一阿含经》 云：
“孝顺供养父母， 功德果报， 与一生补处菩萨功德一等。”③ 《心地观经》 云， 父母恩、
众生恩、 国王恩、 三宝恩。 “如是四恩， 一切众生平等荷负。”④ 佛教的这种对儒家孝文

化的融合， 以及对孝道的竭力倡行， 为出家者剃度为僧尼后， 仍与世俗家庭保持紧密联

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 出离世俗家庭， 出家入寺， 脱离份内家务，
无法行孝尽妇职的女性， 往往通过为父母亲眷写经造像祈福、 参与家庭事务、 出家不离

家的方式， 行孝尽妇职， 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 中国古代女性历来以 “孝” 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 李晚芳在 《女学言

行录》 中指出， 女性之 “孝顺” 应是 “事父母之道能尽， 则在家为孝顺之女。 他日于

归， 孝便可移于事舅姑而无过， 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⑤ 孝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

可少的道德规范。 尼僧作为出家女性， 在佛教戒律和儒家孝为妇德的规范影响下， 必然

表现出比同类男性更活跃的孝亲行为， 对其俗家父母念念不忘， 与世俗家庭保持着不可

分割的亲情关系。
（三） 佛教文化与儒家亲情文化交融的结果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后， 为了在中国立足、 发展， 不断地进行变通， 与中国文化相

适应。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经过两汉的发展， 儒家极为重视亲情、 家庭与家族的思

想逐渐融入了佛教文化中。 在血浓于水的儒家亲情观的影响下， 僧人尽管出家为僧， 但

是仍作为家庭的一员， 感情上永远不会离开家庭。 另外， 在古代 “男主外、 女主内”
的社会分工下， 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家庭的内部， 与家庭成员的接触由此十分频繁，
频繁的交往使得女性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情感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男性。 故而她们

在出家为尼后， 通常将比男性更深厚浓郁的亲情关系带到了寺院中， 对其俗家父母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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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 与他们保持着不可分割的亲情关系。 正如蔡鸿生先生在 《尼姑谭》 中所言， 其

“世缘中的女、 媳、 妻身份， 在特定场合下又重新表现出来了”。① 这两方面因素的存在

促使了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
（四） 世俗政权对佛教活动统一管理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 僧尼数量大增， 寺院经济发达， 佛教已经成为一支

极具社会政治影响的庞大组织群体。 《魏书》 卷一一四 《释老志》 载： “佛经流通， 大

集中国……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其寺三万有余。”② 为了加强对这一庞大群体的管理，
世俗统治者对佛教僧尼进行了约束。 同书亦载， 北魏文成帝颁布的僧制诏书云： “欲为

沙门， 不问长幼， 出于良家， 性行素笃， 无诸嫌秽， 乡里所明者， 听其出家， 率大州五

十， 小州四十人， 其郡遥远台者十人”③。 太和十六年 （４９２）， 魏孝文帝又重颁度僧诏

书云： “ （每年） 四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 中州五十人， 下州

二十人， 以为常准， 著于令”④。 从中可见， 当时政府对度僧权的严格控制， 对僧尼的

出家资格、 品行、 出家的名額分配、 出家后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
统治者不仅对僧尼的出度环节进行严格控制， 而且对出家后的僧尼行为活动， 亦有

严格的限制。 《魏书》 卷一一四载： “比丘不在寺舍， 游涉村落， 交通奸猾， 经历年岁。
令民间五五相保， 不得容止……有者送付州镇， 其在畿郡， 送付本曹。 若为三宝巡民教

化者， 在外赍州镇维那 （僧官名称） 文移， 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 然后听行， 违者

加罪”⑤。 可见， 出度为僧尼后， 在外出时， 必须报经官府批准， 携带官府文赚印书一

类证明。 除了对僧尼出度和外出活动严格控制外， 还对僧尼群体以设立僧官， 建立僧籍

制度的方式进行严格管理。 《续高僧传》 载： “昔晋氏始置僧司， 迄兹四代， 求之备业，
罕有斯焉。”⑥ 表明东晋时开始设立僧司作为负责佛教事务管理的专门机关。 至南朝又

设立僧局作为中央佛教管理机构， 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俗官系统互不隶属。 到北朝僧官

制度基本成型。 《魏书·释老志》 载： “先是， 立监福曹， 又改为昭玄， 备有官属， 以

断僧务。”⑦ 与僧官制度相辅而成的， 是僧籍制度的出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僧籍早

在东晋时就有。 东晋隆安三年 （３９９）， 桓玄在境内裁汰僧尼， 令各地 “州符求沙门名

籍”， 且 “煎切甚急”⑧。 所谓 “州符求沙门名籍” 者， 就是由地方政府行文四方， 索

求僧籍名册纳于官府。 南朝刘宋统治末年， 丹阳尹沈文季也曾 “建义符僧局， 责僧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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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① 责僧属籍， 就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 将僧尼名籍纳入国家户籍管理机制内。 北朝

自姚秦设立僧官便已立僧籍了。 《魏书·释老志》 曰： “延兴二年 （４７２） 夏四月诏曰： 无

籍之僧， 精加隐括， 有者送付州镇。”② 又云： “ （太和） 十年 （４８６） 冬， 有司又奏： 前

被敕以勒籍之初， 愚民侥幸， 假称入道， 以避输课。 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③ 太

和十年 （４８６）， 有司奏称 “前僧尼被敕以勒籍”， 将僧籍纳入官籍。
统治者的上述以世俗方式对僧尼出度、 外出活动的严格控制， 以及专门设立僧官，

建立僧籍制度对僧尼群体的严格管理， 使得佛教的一切活动基本被纳入世俗政治的统一

管理程序之中， 世俗统治者不仅在具体日常宗教生活方面有效控制佛教僧尼的所作所

为，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控制着佛门人数增加或减少这一量的发展变化的总趋势。 这种控

制和管理实际上是将佛教思想置于汉地本土文化控制下的一个制度保证， 由此产生的结

果是僧团必然受到汉地本土文化的影响。 同时， 僧官也会直接对广大僧众施加影响， 从

而大大加快了佛教本土化进程， 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 这种文化的交融， 以及世俗

政权的统治者俗化管理， 使得僧尼的生活与世俗民众靠近， 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 魏晋

南北朝时期尼僧参与家庭事务， 出家不离家就是集中体现。

三、 结语

总之， 综上述可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尼僧虽已出家入佛门， 但并没有被佛门所

阻隔， 仍与世俗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世俗家人祈福、 追福， 写经造像， 经常参与家

庭事务， 甚至长住俗家， 出家不离家。 与此同时， 世俗家人在平时生活中亦时时不忘自

家出家的尼僧， 仍视其为家庭中的一员， 对尼僧有深厚的感情， 与其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 尼僧与世俗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和特殊情感， 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 世俗

化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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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五代宋初
敦煌僧尼养老优老问题初探

张艳玉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养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出家人也概莫能外。 与通常的做法不同， 唐后期五代宋

初的敦煌， 僧尼生活方式多样， 寺院不统一负责僧尼养老。 敦煌年老僧尼可从僧俗两界获得优待和帮

助， 包括宗教中弟子的侍奉、 优敬老宿及请其决策教团事务、 减免力役， 以及由僧尼世俗关系包括子

女、 家庭旁亲、 奴婢等方面提供的赡养或照料。 僧尼多样的养老途径缓解了社会和寺院的养老压力，

体现了敦煌佛教世俗化的特点，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敦煌社会尊老敬老的风气， 也是归义军政权没有限

制僧尼人数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敦煌　 僧尼　 养老优老　 佛教　 世俗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７７－０９

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学界已有详细深入的研究①， 但就僧尼

的养老问题还未见专门考述。 唐后期五代宋初， 敦煌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 僧尼人数急

剧增长， Ｓ ２７２９ 《吐蕃辰年 （７８８） 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 （算使勘牌子历） 》 记

载 ７８８ 年敦煌僧尼 ３１０ 人， 其中僧 １３９ 人、 尼 １７１ 人； 至 ８９５ 年， Ｓ ２６１４Ｖ 《唐年代未

详沙州诸寺僧尼名簿》 记载敦煌僧尼 １１４０ 人， 其中僧 ４４７ 人、 尼 ６９３ 人。 据郑炳林先

生研究， 吐蕃至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 敦煌人口变化不大， 维持在 ３ 万到 ４ 万之间，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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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归义军时期， 敦煌僧尼 １０００ 人左右， 占敦煌总人口的 １ ／ ３０， 至曹氏归义军时期， 僧

尼人数在 １５００ 到 １６００ 之间， 占敦煌总人口的 １ ／ ２０ 左右。① 敦煌地区的僧俗比例远远超

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地区。②

僧尼通常居寺集体生活， 寺院实行聚餐制， 养老由寺院承担。 敦煌地区如此多的僧

尼， 养老若由寺院解决， 势必对寺院和社会造成很大负担。 但从敦煌文献的记载来看，
敦煌僧尼并不都是住在寺院， 部分僧尼住在寺外， 住在寺内或寺外的僧尼都需自行求

食， 寺院不负责僧尼养老， 仅提供一些帮助和优待， 大多情况下寺院不是照顾僧尼晚年

生活的主力， 敦煌僧尼年老后通过诸多途径获得养老资源。

一、 宗教与僧尼养老优老

敦煌部分僧尼年老后， 会得到弟子的侍奉， 一般而言， 有弟子的僧尼， 地位比较

高， 有一定的经济积蓄， 生活相对理想。 佛教惯例对老宿有一定的优待， 年老僧尼也会

优免部分义务。
（一） 弟子侍奉

佛教戒律规定， 僧尼年老后， 弟子理应照顾养老。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记

载： “和尚看弟子当如儿意， 弟子看和尚当如父想。 准此儿想应具四心， 一匠成训诲，
二慈念， 三矜爱， 四摄以衣食。 如父想者， 亦具四心， 一亲爱， 二敬顺， 三畏难， 四尊

重。 敬养侍接如臣子之事君父。”③ 师僧常常是弟子抄经发愿的主体， 如龙兴寺智照在

《四分律比丘尼戒本》 题记： “先为师僧父母， 后为己身， 时诵尼戒一卷。”④ ＢＤ０１０３６
（辰 ３６） 《父母恩重经》 《天请问经》 《大乘四法经》 题记： “为师僧父母、 国戒安。”⑤

敦煌莫高窟第 １７ 窟为洪辩影窟， 在洪辩供养像的两侧分别绘有着世俗装的侍婢和

着僧装的侍僧， 其中侍僧应为照顾洪辩的弟子。 没有儿女的僧人， 由弟子充当孝子，
Ｐ ３６７７ 《沙州报恩寺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 记载刘金霞和尚亡后， “于是弟子像照

等泪尽以血， 哭音不衰。 追想芳猷， 愿刊他石。 ……吊守墓弟子承恩诸孝子。 擗踊下头

巾， 荒迷不顾神。 茹荼何足苦， 衔蒙未为辛。 两目恒流涕， 双眉锁作嚬。 唯余林里鸟，
朝夕助啼人。”⑥ 这里的弟子像照、 吊守墓弟子承恩指刘金霞和尚的徒弟， 明确被称为

刘金霞和尚的诸孝子。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弟子需对师傅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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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终。 在僧人的碑文或邈真赞中， 多处见到弟子、 门人、 门徒和亲人等同， Ｐ ４６４０
《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 记： “门人躃踊， 一郡缀 （辍） 舂； 宗族悲哀， 痛丁酷罚。”
Ｐ ２４８１Ｖ 《副僧统和尚邈真赞并序》 云： “辞弟告侄， 恨骨肉而分离； 遗别门徒， 愿龙

华而同会。” 可见没有子女的僧人， 弟子往往承担着敬养送终的责任。
Ｐ ３４１０ 《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 为崇恩生前所立遗嘱， 其中记载： “僧文信经数年

间与崇恩内外知家事， 劬劳至甚， 与耕牛一头， 冬粮麦三硕。” 崇恩曾两次出任敦煌僧

官， 从其所立遗嘱来看， 资产丰厚， 崇恩年老后， 由僧文信帮助料理家事， 崇恩亦将他

列于遗产继承者中。
（二） 优敬老宿及请其决策教团事务

佛教惯例对年高德劭的僧尼比较优待。 一般情况下， 僧腊越长， 僧尼更有资历成为

僧官， 其社会地位越高。 郝春文先生指出就常住斛斗而言， 僧官、 老宿要比普通僧人更

多，① 处于有利地位的老宿、 高僧、 大德和僧官， 他们受具早， 僧腊长， 僧次在前， 最

容易得到各寺的邀请， 赚取宗教收入的机会最多。② 敦煌文书记载了老宿获得的优待，
如 Ｓ ４６５７ 《某寺诸色破历》 载 “又粟二斗沽酒， 和尚法律老宿就库吃用”， Ｐ ２０３２Ｖ
《后晋时代浄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 记 “面一斗、 油半升、 粟一斗， 赠乾李老宿用”。
老宿有权决策教团事务， Ｐ ４５９７Ｖ 《绍净致都僧政状》 记载： “仲夏盛热， 伏惟都僧政

和尚尊体起居万福。 即□绍净□□□□□此□事□□□伏请和尚， 因大会官斋， 此共和

尚老宿商量。” 此为老宿有权与都僧政等共同商议举办官斋活动。 老宿亦参与寺院财产

管理， Ｐ ２６３８ 《后唐清泰三年 （９３６） 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 记载儭利算会时要求

“请诸寺僧首、 禅律、 老宿等就净土寺算会”。 僧人出席活动时， 位次按照资历地位安

排， 老宿的位次相对靠前， Ｐ ３１５２ 《淳化三年 （９９２） 八月陈守定请陈僧正等为故都押

衙七七追念设供疏》 记载： “龙请陈僧正、 刘僧正、 索僧正、 冯僧正、 安老宿、 马法

律、 吴法律、 大何法律、 崇张法律、 小何法律。 右今月廿七日， 就弊居奉为故都押衙七

七追念设供。 伏乞法慈， 依时早赴， 谨疏。 并巾钵。 淳化三年八月日哀子内亲从都头陈

守定疏。”③ 龙为龙兴寺简称， 这次为都押衙举行的七七斋会， 老宿的位次排在法律之

前。 此外都司或寺院在老宿生病时也会给一些财物， Ｓ ６３３０ 《年代不明 （１０ 世纪） 诸

色斛斗入破历算会残卷》 载 “油三升， 段老宿得病用”。
就年老尼僧的待遇， 有身份地位的年老尼僧是有优待的。 但僧尼之间的地位是不平

等的， 一方面在佛教和世俗观念中， 僧人的地位高于尼僧； 另一方面敦煌僧人一般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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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更富裕①。 唐后期五代宋初， 敦煌的尼数始终多于僧数， 一些尼僧晚年或患病时生活

更加贫困。
（三） 减免年老僧尼的力役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正常需承担的义务包括宗教义务和世俗义务， 宗教义务即

参加转经祈福等宗教活动， 世俗义务则包括修渠、 修桥， 甚至当兵、 充使等活动。 一些

义务如不完成会受到惩罚， Ｐ ３１０１ 《大中五年 （８５１） 尼智灯苑状》 记载尼智灯苑因患

病， 无法参加转经活动， 怕 “格令罚责严难”， 请求免责。
Ｓ ４６５４Ｖ 记载： “老： 严护， 老； 圣贤， 老。 清净花， 病； 戒果， 病； 善戒， 病；

戒定， 病； 胜真， 病； 延定真， 病； 思行， 病。 妙贤， 孝； 菩提严， 孝； 妙慈， 孝； 灵

满， 孝； 保定， 一女； 明戒侄女亡孝。” 将这些老病孝僧尼单列出来应是为和正常僧尼

作区分， 表明他们无法参加部分宗教和世俗义务。 Дｘ ６０６５ 《乘恩帖》 通知僧人分番上

窟轮值时亦要求 “应管窟额僧仰当寺排合， 除老病及至小者， 五人为一蕃， 从起首日

至终， 一蕃上五人”。 上蕃对体力有要求， 年老僧人无力完成这类义务， 可以优免。 另

外 Ｓ ３８７９ 《乾祐四年 （９５１） 四月四日应管内外都僧统帖》 载： “应管内外都僧统帖诸

僧尼寺纲管所由等。 右奉处分， 今者四月大会， 准常例转念三日， 应有僧尼除枕疾在

床， 余者总须齐来。” Ｓ ３８７９ 《为释迦降诞大会念经僧尼于报恩寺云集帖》 记： “右奉

处分， 今者四月八日是释迦降诞之晨大会， 转经僧尼切须齐整， 除却染疾患卧， 余者老

小不容于时赴会齐来。” 由这两处的记载可知， 对于转经义务， 仅免除患病卧床的僧

尼， 其他僧尼都得参加， 年老僧尼优免的义务主要是对体力有要求的义务， 类似转经等

对体力要求不高的义务并不免除。

二、 世俗关系与僧尼养老

敦煌僧尼与世俗关系密切， 部分僧尼的晚年生活由其世俗关系承担或给予帮助。
（一） 亲生子女赡养

佛教戒律中明确规定僧人禁止娶妻生子， 但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存在部分僧人娶妻

生子的现象。 Ｐ ２０３２Ｖ （１２） 《后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 前后沙州净土寺算会牒稿》 载

“布二尺， 张闍梨新妇亡时吊用”， Ｐ ２０４０Ｖ 《后晋某年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
记 “布九尺， 高僧政新妇亡时吊孝索校拣、 索僧政、 高僧政等用”， 李正宇先生考证认

为此处的新妇即指妻子，② 僧统、 闍梨、 僧政都是重要的僧官， 僧官作为普通僧尼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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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能够娶妻， 可见娶妻生子为当时敦煌世俗和佛教界所容许。
Ｐ ３７３０ 《吐蕃申年十月报恩寺僧崇圣状上并教授乘恩判辞》 记载：
　 　 １　 报恩寺僧崇圣　 状上

２　 右崇圣一奉大众驱使， 触事不允众意， 又掩经

３　 岁， 趋事无能， 虽然自示 （恃） 栽种园林， 犹若青云， 管

４　 护果物， 每供僧众不阙。 今崇圣恨年游蒲柳，
５　 岁当桑榆， 疾苦疣加， 无人替代， 头风眼暗， 衢路

６　 得知。 是事无勘， 恐有失所。 敢投状， 伏望

７　 教授和尚商量， 放老那逍遥养性， 任性闲

８　 居， 差一强替， 乞垂处分。
９　 牒件状如前， 谨牒。
１０　 　 　 　 　 　 　 申年十月　 　 日崇圣状上

１１　 老人频状告投， 意欲所司望脱， 且缘众

１２　 僧甘果监察及时供拟馨珍， 千僧可意。
１３　 若也依状放脱， 目观众果难期， 理

１４　 宜量功， 方当竭力， 虽则家无窘乏，
１５　 孝子温情， 然使人合斯， 以例来者。
１６　 可否， 取　 尊宿诸大德商量处分。
１７　 　 　 　 四日　 乘恩①

报恩寺崇圣因常年劳苦且已年老， 身体每况愈下， 请求辞去看护园林的职务以归

家， 乘恩给的判辞是 “取尊宿诸大德商量处分”， 乘恩的判辞中明确提到崇圣 “家务窘

乏， 孝子温情”， 崇圣虽为僧人， 在年老疾病缠身、 事事无勘时， 可获得孝子赡养， 享

受家庭温情。 可见有子女的僧人， 在年老无力照顾自己时， 子女会承担赡养责任。
（二） 收养子女以养老

敦煌僧尼还可收养子女为自己养老送终。 Ｐ ４５２５Ｖ （１２） 《宋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
僧正崇养女契》 记载：

　 　 １　 太平兴国八年癸末岁三 ［月十］ 日立契。 僧正崇会□
２　 为释子， 具足凡夫。 □俗即目而齐修， 衣食

３　 时常而要觅。 是以往来举动， 随从籍人，
４　 方便招呼， 所求称愿。 今得宅僮康愿昌

５　 有不属于官女厶， 亦觅活处， 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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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和会。 现与生女父娘乳哺恩， 其女

７　 作为养子， 尽终事奉。 如或孝顺到头， 亦有

８　 留念衣物。 若或半路不听， 便还当本

９　 所将乳哺恩物， 厶便仰别去， 不许论

１０　 讼养父家具。 恐后无信， 遂对诸亲， 勒

１１　 字用留后凭。①

文书明确记载僧正崇收养养女是为了尽终侍奉自己， 养女如能对正崇养老送终， 便

会得到一笔遗产， 但如中途停止， 只有归还抚养所费财力才能离去， 由立契可知这种规

定也是受到世俗认可的。 Ｐ ３４１０ 记载： “媧柴小女在乳哺来， 作女养育， 不曾违逆远

心， 今出嫡事人， 已经数载， 老僧买得小女子一口， 待老僧终毕， 一任媧柴驱使， 莫令

为贱， 崇。” 崇恩养女媧柴， 承担了照顾崇恩晚年生活的部分责任。 僧人收养子女以养

老， 也能获得亲情。
（三） 家庭旁亲助老或养老

唐后期五代宋初， 大部分敦煌僧尼虽已出家， 但与俗世家庭仍保持着密切关系。 许

多家族在修建家窟时， 出家为僧尼的家庭成员也会出现在供养人中， 如张淮深为自己修

建的功德窟莫高窟第 ９４ 窟， 就有 “妹师登坛大德尼德胜” “妹师威仪花……一心供养”
的题名。② 由曹元忠营造的莫高窟第 ５５ 窟， 题记中有 “故姨……法律尼临坛大德性真一

心供养” “外甥……法律临坛……”。③ 僧人可继承家庭财产， Ｐ ３７４４ 《年代未详 （８４０）
沙州僧张月光兄弟分书》 记载作为僧人的张月光从俗世家庭中获得了遗产。 同时僧尼

在分配遗产时会考虑俗世家庭成员， 前引 Ｐ ３４１０ 记载崇恩在分配遗产时就考虑到了侄

僧惠郎、 表弟阎英达、 养女媧柴。 亡僧遗书的执行人并非亡僧所在寺院， 而是其世俗家

庭中的成员。④ 僧尼亡后， 俗世家庭成员会帮忙营葬。 Ｐ ２８５６Ｖ 《乾宁二年 （８９５） 三

月十一日僧统和尚营葬牓》 记载负责唐悟真都僧统葬礼的其中有 “香舆仰亲情社” “邈
舆仰子弟”， 亲情社一般为有亲情关系的人员组成的社， 郝春文先生认为这里的子弟是

悟真世俗家庭中的小辈⑤， 可见亲人会参与帮助完成僧尼的葬礼。 Ｐ ４６６０ 《沙州缁门三

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 记李和尚逝后 “贤兄心碎， 游子怀悲”， Ｐ ３５５６ 《张法律尼清净

戒邈真赞并序》 载清净戒亡后 “孤兄泣断于长波， 贤姉悲流于逝水”， 反映了僧尼与俗

世家庭血浓于水的深厚亲情。 僧尼与俗世家庭保持密切关系， 在僧尼年老或患病时， 俗

世家庭的亲人会承担部分照料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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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４６４０ 《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 记载索义辩法律的兄长有 “长子僧常振， 天资爽

悟， 道俓 （镜） 逾明， 钦念三乘， 疑 （凝） 修四谛。 上交下接， 解营构而多方； 倜傥

出群， 孝敬之怀罔极。 助叔僧而修建， 自始及终。 怆失履而孤惸， 早亏恃怙， 嗣隆古

（故） 叔之愿， 誓毕残功。”① 叔僧即索义辩， 此窟铭为索义辩莫高窟第 １２ 窟的功德记，
僧常振作为索义辩的侄子帮助索义辩修建此窟。 “嗣隆古 （故） 叔之愿， 誓毕残功”，
表明索义辩身亡时， 此窟仍未建成， 在常振的主持下完成了剩余工作， 铭文称赞常振对

叔僧索义辩心怀无限的孝敬之情。 Ｓ ２１９９ 《咸通六年 （８６５） 沙州尼灵惠唯 （遗） 书》
记载尼灵惠忽染疾病， 在弥留之际， 写下遗书， 将其家生婢子留与侄女潘娘， 应是灵惠

考虑到侄女对其日常的照料之功。
部分僧尼与俗世亲人住在一起， 是重要的劳动力。 Ｐ ２２２２Ｂ 《唐咸通六年前后僧张

智灯状 （稿） 》 记载： “僧张智灯状， 右智灯叔侄等， 先蒙尚书恩造， 令将鲍壁渠地回

入玉关乡赵黑子绝户地永为口分， 承料役次。” 僧张智灯与侄子生活在一起， 佃种土

地。 与俗世亲戚住在一起的僧尼， 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帮助家庭分担劳务， 等到他们晚

年， 由俗世亲人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
（四） 蓄养奴婢以供驱使

敦煌部分僧尼蓄养奴婢侍奉自己。 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 ５１ 号记载僧恒王祭、
僧福集、 尼照惠名字之后分别列有婢要娘、 婢来娘、 婢宜宜。 郝春文先生认为奴婢的户

籍没有集中书写， 而是分别列于某人之后是为了表明他们的主婢或主奴关系， 即婢要娘

属于僧恒王祭， 婢来娘属于僧福集， 婢宜宜属于尼照惠。② 可知僧恒王祭、 福集和尼照惠都

有奴婢侍奉自己。 Ｓ ５２８Ｖ 《三界寺僧智德状》 载： “三界寺僧智德。 右智德忝是僧人，
家无伫 （贮） 积。 自恳 （垦） 自光， 阙给资粮， 切缘仆从不多， 随宜且过， 为沾僧数，
不同俗人， 其某出生便共董僧正同活。 慈母在日， 阿舅家得婢一人。 其母亡后， 智德作

主产得儿女三人， 并他和尚劫将， 衣食分坏， 针草不与。” 僧智德原有三位奴婢， 却被

董僧政占为己有。 前引 Ｓ ２１９９ 记载尼灵惠有家生婢子惠娘， 照料灵惠的生活起居。
Ｐ ３４１０ 中崇恩自述： “老僧买得小女子一口， 待老僧终毕， 一任媧柴驱使， 莫令为贱，
崇。” 崇恩买的这个小女子， 应是为照顾自己晚年生活。 前述敦煌莫高窟第 １７ 窟中洪

辩供养像右侧着世俗装的侍婢即为侍奉洪辩的奴婢。

三、 敦煌僧尼多途径获得养老资源的社会背景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年老后可从多途径获得养老资源， 这与敦煌佛教的世俗化

相关。 一方面此时期敦煌社会对僧尼收养子女、 居家生活等违反戒律的现象是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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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与世俗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随着僧尼人数的增长， 寺院无法为所有僧尼提供房舍，
也不像其他地区的寺院实行聚餐制， 敦煌寺院从吐蕃统治时期就不再为僧尼提供饭食，
僧尼需自行求食。 “寺无寮房” 与寺院 “有事” 才给僧尼供粮是僧尼居家生活的一个原

因，① 敦煌寺院的这种转变促使僧尼与世俗关系更加密切， 僧尼养老方式随之发生变

化， 由传统的居寺集体养老这种单一模式向多样化的养老方式转变。 僧尼的世俗关系为

僧尼养老或助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敦煌社会和寺院的养老压力。
同时， 中国文化提倡孝道， 尊老敬老是传统优良美德。 佛教进入中国后， 为迎合中

国文化， 积极宣扬孝道。 唐后期五代宋初的敦煌社会儒释并重， 僧人通常儒释兼修， 如

Ｐ ３７１８ 《释门僧政张喜首和尚写真赞并序》 赞张喜首为 “儒林袖领， 释门师长”，
Ｐ ３７９２Ｖ 《释门法律毗尼藏主张和尚生前写真赞并序》 称张和尚 “龆年早晓儒王教，
龀岁归真守严精。 四禅澄护而冰雪， 万法心台龟镜明。 释儒道俗皆投化， 郡主称贤措优

荣。” 孝道成为评价僧人戒行高低的重要标准②， 寺学中孝经是重要的学习教材。 在儒

释孝道伦理的影响下， 民众用佛教功德活动践行孝道思想， 民众的抄经、 施舍、 建窟等

佛教功德活动中， 父母是最主要的祈愿对象。 七月十五日举办的佛教盂兰盆节， 亦是传

统的中元节， 当时敦煌社会全民参与， 影响极大， 主要宣扬的就是孝道思想。 在儒释孝

道伦理的共同影响下， 敦煌社会普遍尊老敬老、 尊崇孝道， 年老僧尼可获得多方面的帮

助正是敦煌社会在儒释孝道伦理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四、 余论

僧尼的经济状况是决定其晚年生活优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后期五代宋初， 敦煌僧

尼的收入主要分为宗教收入和世俗收入， 宗教收入一般包括官私僧俗施舍、 为他人作法

事所得、 儭司分给的儭利。 官私僧俗施舍中充入大众的一项即用于僧尼大众的支出， 其

中一部分要定期按人头分给僧尼， 这是僧尼稳定的收入， 年老僧尼亦会获得此部分收

入。 剩余宗教收入每个僧尼所获不尽相同， 僧尼的世俗收入包括个人放贷、 商贸、 遗

产、 俸禄等所得，③ 僧尼的私人财产各有差异。 郝春文先生详细研究了唐后期五代宋初

敦煌僧尼收入后， 将敦煌僧尼分为上层、 中层、 下层， 指出上层僧尼实际都很富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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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僧尼生活尚可， 下层僧尼生活贫困。①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年老僧尼所获得的帮助上，
上层僧尼即使在年老无力照顾自己时， 亦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依靠。 如前述 Ｐ ３４１０ 记

载的崇恩， 既有世俗旁亲的关怀， 僧文信的照顾， 又有养女媧柴的赡养， 奴婢小女子的

侍奉， 遗产丰厚， 晚年生活富裕滋润。 而像 Ｓ ２１９９ 记载的尼灵惠， 有能力蓄养奴婢，
但其唯一的财产为一婢女， 在生活上需世俗亲人的接济。 可见对于普通僧尼来说， 晚年

生活相对艰难。
另外， 敦煌一部分僧尼独自过活， Ｐ ３２８１Ｖ 《押衙马通达状稿》 记载押衙马通达立

有功劳， 自家人口众多， 房屋窄狭， 上状称 “今有亡僧宋犬犬绝户舍窄小一驱 （区）。
伏望大夫仁恩， 特赐义下居住， 已后不令亲眷主人吝户侵夺。 伏请处分。” 亡僧宋犬犬

所居房舍必在寺外， 其生前在寺外生活。② 宋犬犬死后， 此房舍成为绝户舍， 说明亡僧

宋犬犬生前是独自生活。 独自过活的僧尼自主养老， 恐怕生活更加艰难。 可见敦煌每个

年老僧尼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帮助不尽相同， 有些是单方面的， 有些是多方面的， 有些

孤独无助。
敦煌僧尼因能与其世俗家庭保持密切关系， 部分僧尼可享受家庭温暖， 正如前述

Ｐ ３７３０ 中崇圣有孝子养老， 可 “逍遥养性， 任性闲居”。 传统的居寺养老生活， 僧尼

虽会在老年获得寺院的照看， 但缺少亲情， 一些僧尼晚年生活孤独凄凉。 《缁门警训》
卷八 《勉僧看病》 中记载： “四海无家病比丘， 孤灯独照破床头。 寂寥心在呻吟里， 粥

药须人仗道流。 ……彼此梦身安可保， 老僧书偈示丛林。”③ 将一位老病僧人的孤苦生

活表现的淋漓尽致， 名僧尚可如此， 可想而知普通僧尼晚年生活的困顿。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僧俗比例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 但政权并没有采取限

制僧尼人数的措施。 前贤多认为因敦煌佛教信仰氛围浓厚， 政权支持佛教的发展。 另郝

春文先生指出， 僧尼需承担税役， 僧尼既没有成为世俗政权的财政负担， 也没有减少政

权的税役负担。④ 毋庸置疑， 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 但考虑到僧尼年老后， 无力承担赋

税差役， 且老年僧尼失去劳动力后需要帮助。 敦煌如此多的僧尼人数， 并没有为当时社

会和寺院造成养老压力， 一个原因应是敦煌僧尼并非为传统居寺养老这种单一模式， 而

是从多途径解决养老问题。 僧尼获得养老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 多元的僧尼养老方式减

轻了社会和寺院的养老压力， 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发展。

５８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养老优老问题初探

①
②
③
④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第 ３６６ 页。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第 ８７ 页。
《大正藏》， 第 ４８ 册， 第 １０８１ 页。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 页。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敦煌高昌汉文写经叙录

夏伙根　 彭　 冰　 杨　 婧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４０００１５）

摘要：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高昌的汉文写经， 共有 ２３ 卷。

经初步整理发现， 这批写经经文内容丰富， 涉及 １３ 种佛经， 包括罕见的 《十诵律义记》， 部分写经内

容或对现存经卷有所增补， 如 《佛说救急经》 等， 且大多来源明确、 流传有序， 其中多有民国时期著

名收藏家的题跋， 整体价值甚高， 值得详细公布以供学界深入研究。

关键词： 敦煌　 莫高窟藏经洞　 高昌　 汉文写经　 十诵律义记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８６－１１

上世纪 ５０ 至 ６０ 年代，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前身西南博物院、 重庆市博物馆时期

搜集入藏了一批北朝至宋代的写经， 约有 ３０ 多件， 一般认为其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敦煌研究院段文杰、 施萍婷、 刘永增、 马德， 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等国内敦煌文献研究

专家曾先后考察过这批写经， 西南民族大学杨铭先生早年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初

步整理这批写经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①。
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１９ 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部夏伙根牵头成立课题组对这批写经重新

进行系统整理，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邀请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 邰惠莉、 勘措吉、
万玛项杰等先生来馆考察、 鉴别。 经过本次整理， 明确有出自敦煌和高昌 （吐鲁番）

的写经 ３３ 卷， 其中汉文 ２３ 卷， 藏文 １０ 卷②。 本文将汉文写经编目情况介绍给学界， 以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基金项目： 重庆市古籍保护专项资金建设项目 （２０１８ 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敦煌遗书整理与研究”；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卫聚贤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文物收藏与考古活动研究” （２０１９ＹＢＫＺ１３）
作者简介： 夏伙根 （１９８１－　 ）， 男， 安徽宁国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藏品管理与文物研究工作。 彭冰

（１９８４－　 ）， 女， 重庆市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书画保管、 研究与宗教艺术研究工作。 杨婧

（１９８２－　 ）， 女， 重庆市人。 馆员， 主要从事古籍碑帖、 石刻文物保管与研究工作。
　 ①　 杨铭先生发表的文章主要有： 《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目录》，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２１－１２４ 页； 《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题录》， 季羡林等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６ 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５３－３５８ 页。

　 ②　 夏伙根、 王博、 杨婧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叙录》， 《敦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１３４－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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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关专家、 学者研究与鉴别， 错漏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这 ２３ 卷汉文写经涉及 《妙法莲华经》 《大般涅槃经》 《金刚经》 等 １３ 种佛经， 部

分写经内容或对现存经卷有所增补， 如 《佛说救急经》 等， 其中较为罕见的是 《十诵

律义记》， 已经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从时代上来看， 这些写经主要为北朝至晚唐时

期作品， 以唐代为多。 这些写经主要来源于解放初期社会各界的捐赠和博物馆的主动购

买， 另有少量来源于有关机构的移交， 其中以从白隆平手中购得的 ８ 卷 （ＹＢ ００５－０１１、
ＹＢ ０１３） 较为重要。 白隆平即白坚， 四川西充人， 早年在日本求学， 毕业于早稻田大

学， 与日本渊源颇深。 白氏曾在北洋政府及汪伪临时政府任职， 好金石书画， １９４９ 年

前常居北京， 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的收藏、 鉴赏与转售活动， 且售卖对象往往是日本人；
１９４９ 年后迁居重庆， 改名白隆平。 １９５１ 年， 西南博物院从白隆平手中购得数卷敦煌写

经， 且每卷还有他撰写的简略价值评估， 白隆平颇具鉴赏水平， 其经手的敦煌写经散见

于国内外收藏机构， 且普遍价值较高。 除此之外， 卫聚贤 （ＹＢ ００３、 ＹＢ ００４）、 王缵

绪 （ＹＢ ００１） 等人捐赠的写经也较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从题跋印签可知， 这批写

经中有部分曾由民国时期的敦煌文献收藏名家收藏， 如 ＹＢ ０１３ 属梁素文 （即梁玉书）
旧藏， 有王树枏、 宋小濂跋； ＹＢ ０１４、 ＹＢ ０１５ 属许承尧旧藏， 许氏将之赠与四川军阀

唐式遵； ＹＢ ０１９ 属杨增新旧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敦煌高昌汉文写经详情如下：
１ ＹＢ ００１①　 馆藏号 ５１６１　 杨目 ６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黄麻纸， 首尾全。 卷长 ８２０ １ 厘米， 卷高 ２６ ８ 厘米。 天头 ３ ４ 厘米， 地脚 ３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２ 厘米。 单纸长 ４３ 厘米左右， 书 ２２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１９ 纸总 ４０９ 行。 卷

面有污渍、 水渍、 霉斑， 边缘微缺。

图 １　 ＹＢ ００１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卷首

　 　 卷首钤收藏印三枚： 椭圆形阳文朱字印 “琅邪”、 方形阴文白字印 “王缵绪”、 方

７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敦煌高昌汉文写经叙录

① 本文对馆藏敦煌写经重新统一编号， 按馆藏号由小及大顺次排列， 需要说明的是， 此编号主要是为了便于

学者研究， 不涉及馆藏号的变更。 为了方便对应， 还特地将杨铭先生 《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题

录》 一文中的编号相应标注， 如 ＹＢ ００１ 对应为杨目 ６， 即杨文中的第 ６ 号写经。



形阴文白字印 “治易丙子后所得” （图 １）。 卷尾亦钤印三枚： 椭圆形阳文朱字 “半山

后人”、 方形阴文白字 “治园藏”、 方形阴文白字 “王缵绪印”。 （图 ２）

图 ２　 ＹＢ ００１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卷尾

　 　 首题：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卷十”， 品题： “妙法莲华经陀羅

尼品第二十六” “妙法莲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

第二十八”， 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十”。 后秦鸠摩罗什译长行， 隋阇那崛多译重颂。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５６ 页 Ｃ 栏第 ２ 行至第 ６２ 页 Ｂ 栏第 １ 行。 该写本

分卷与大正藏不同。
按： 唐写本。
２ ＹＢ ００２　 馆藏号 ６２２８　 杨目 １８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譬喻品第三

黄皮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９３ ３ 厘米， 卷高 ２５ ７ 厘米。 天头 ２ ６ 厘米， 地脚 ２ ６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５ 厘米。 二整纸， 前纸长 ４６ ８ 厘米， 后纸长 ４６ ５ 厘米， 书 ３１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６２ 行。 近代托裱， 虫蛀较严重， 包首题签： “唐人写经”。

起 “充溢而作是念”， 讫 “众生以佛教门出”。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

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１２ 页 Ｃ 栏第 ２５ 行至第 １３ 页 Ｃ 栏第 ４ 行。
按： 初唐写本。
３ ＹＢ ００３　 馆藏号 ８１５１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黄麻双抄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２１５ ３ 厘米， 卷高 ２６ ３ 厘米。 天头 ３ １ 厘米， 地脚

３ １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５ ３ 厘米左右， 首纸残长 ２３ 厘米， 尾纸残

长 １０ ４ 厘米。 每纸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６ 纸总 １３２ 行。 卷面有污渍、 霉斑， 多处

破缺。
起 “众生问於如来”， 讫 “损读经法师即於佛前而说咒曰”。 唐义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５ 册 ２８９７ 号， 第 １４２２ 页 Ｃ 栏第 ３ 行至第 １４２４ 页 Ｂ 栏第 ９ 行。
按： 唐写本。
４ ＹＢ ００４　 馆藏号 ８１５２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譬喻品第三

黄麻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２１７ １ 厘米， 卷高 ２５ ３ 厘米。 天头 ２ ７ 厘米， 地脚 ２ ７

８８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厘米， 无界栏。 单纸长 ４７ 厘米左右， 尾纸残长 ２８ ５ 厘米。 每纸书 ２６ 行， 行 １６ 字， 全

部为偈语， 共 ５ 纸总 ８０ 行。 卷面有霉斑， 多处破缺。
起 “到於空地离诸苦难长者儿子得出火宅”， 讫 “如是等人则能信解汝当为说妙法

华经”。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１４ 页 Ｂ 栏第 ２５ 行至

第 １６ 页 Ｂ 栏第 ６ 行。
按： 北朝至隋写本。
５ ＹＢ ００５　 馆藏号 １３１４７　 杨目 １１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白麻纸， 首尾全。 卷长 １０６ ４ 厘米， 卷高 ２５ ５ 厘米。 天头 ０ ７ 厘米， 地脚 ０ ７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１ 厘米。 首纸长 ２０ ６ 厘米， 存 １７ 行， 全部为偈语， 三栏抄写， 下

部一栏全缺， 行 １３ 至 １４ 字； 第二纸长 ４４ 厘米， 书 ３８ 行， 下部一栏全缺， 行 １４ 字；
第三纸长 ４１ ８ 厘米， 书 ２７ 行， 行 ２１ 字， 共 ３ 纸总 ８２ 行。 近代丝网修复， 多处开裂。
背面绘白描力士画像， 高 ４２ 厘米。

首题：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尾题：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卷”。 失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５ 册 ２９０７ 号， 第 １４５２ 页 Ｃ 栏第 ３ 行至 １４５４ 页 Ａ 栏第 ９ 行。
按： 中唐写本。
６ ＹＢ ００６　 馆藏号 １３１４８　 杨目 ３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梵行品第八之三

蘗染黄皮纸， 首缺尾全。 卷长 ３９２ 厘米， 卷高 ２６ ５ 厘米。 天头 ２ ６ 厘米， 地脚 ２ ６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９ 厘米， 每纸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８ 纸总 ２１８
行。 包首有题签： “涅槃经卷十七”， 卷面有污渍， 尾题后钤阴文白字闲章， 卷背钤阳

文朱字骑缝章 “赵囗”。
起 “犯说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何”， 讫 “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尾题： “大般涅槃经

卷第十七”。 北凉昙无谶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０３７４ 号， 第 ４６５ 页 Ｂ 栏 １６ 行

至第 ４６８ 页 Ａ 栏第 ６ 行。
按： 初唐写本。
７ ＹＢ ００７　 馆藏号 １３１４９　 杨目 ２０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五

首尾俱缺。 卷长 ２６０ ３ 厘米， 卷高 ２５ ４ 厘米。 天头 ２ ６ 厘米， 地脚 ２ ５，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９ ３ 厘米左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首纸长 ４０ ５ 厘米， 存 ２３
行， 尾纸长 ２２ ６ 厘米， 存 １３ 行， 共 ６ 纸总 １２０ 行。 卷面有水渍、 污渍。

起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 讫 “见而今得见昔所不到而今得

到”。 北凉昙无谶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０３７４ 号， 第 ５１３ 页 Ｃ 栏第 １１ 行至第

５１５ 页 Ｂ 栏第 １９ 行。
按： 隋末初唐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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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ＹＢ ００８　 馆藏号 １３１５０　 杨目 ２２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

黄麻纸， 首尾缺。 卷长 ３５４ ６ 厘米， 卷高 ２５ ６ 厘米。 天头 ２ ６ 厘米， 地脚 ２ ７， 乌

丝栏， 栏宽 １ ９ 厘米。 单纸长约 ５０ ６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七纸 １９６ 行。 卷面

有污渍、 水渍， 多处破缺。
首題 “光明灌顶分第八”， 讫 “自他无怖畏　 究竟度众生”。 中有品题： “光明灌顶

分第八、 神力加说分第九、 光智不二分第十、 法界平等分第十一、 无修无学分第十二、
不增不减分第十三、 一切法空分第十四、 佛赞如说分第十五、 了无所得分第十六、 体离

诸见分第十七、 如幻化人分第十八、 法无名字分第十九、 众问信成分第二十、 佛答得道

分第二十一”。 南朝梁伽婆罗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 册 ０２３３ 号， 第 ７３３ 页 Ｃ 栏第 ３
行至第 ７３５ 页 Ａ 栏第 ２９ 行。 《大正藏》 所收经文不见此写本中的品题及五字偈语。

按： 晚唐写本。
９ ＹＢ ００９　 馆藏号 １３１５１　 杨目 ４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四

硬黄纸， 首尾全。 卷长 ６２０ ５ 厘米， 卷高 ２５ 厘米。 天头 ２ ７ 厘米， 地脚 ２ ７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约 ４７ 厘米左右， 尾纸长 ９ ５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首纸 ５ 行下部残缺 ３ 至 ６ 字， 尾纸无字， 共 １４ 纸总 ３６３ 行。 卷首近代补裱， 卷面有污

渍、 水渍， 边缘有缺， 存原木轴， 下轴头缺失。
首题 “大方等大集经日藏分三归济龙品第四囗囗囗”， 品题 “大方等大集经曰藏分

三归济龙品之下”， 尾题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隋那连提耶舍译。 经文见 《大
正藏》 第 １３ 册 ０３９７ 号， 第 ２８９ 页 Ａ 栏 ２２ 行至第 ２９３ 页 Ｂ 栏第 ６ 行。 现刊本为 《大方

等大集经卷第四十四》， 该写本尾题为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经文内容一致。
按： 盛唐写本。
１０ ＹＢ ０１０　 馆藏号 １３１５２　 杨目 １２
十诵律卷第七义记

正面首缺尾全， 背面首尾俱缺。 卷长 ３８６ ７ 厘米， 卷高 ２４ ７ 厘米。 天头 １ ５ 厘米，
地脚 １ ８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约 ４０ 厘米左右， 尾纸长 ２６ ３ 厘米。 书

２３ 至 ２５ 行不等， 行 ３０ 字左右， 共 １０ 纸总 ４８５ 行 （正面 ２４２， 背面 ２４３ 行）。 卷边缘多

处破缺。 卷背面钤方形阳文朱字印 “白坚”。
正面起 “犯者为主故尼僧说戒时者此比丘要当於此一戒中”， 尾题 “十诵律卷第七

义记优波品第九一校”。 背面起 “诸白衣辈畜养畜生”， 讫 “故不敢囗取也”。 《十诵律

义记》 为 《十诵律》 的注释， 文献记载南朝时有智称的 《十诵义记》 八卷、 僧祐的

《十诵义记》 十卷、 昙瑗的 《十诵义记疏》 十卷等， 但均已失传， 此写本或为存世孤

本， 意义重大。
按： 北朝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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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ＹＢ ０１１　 馆藏号 ２２９１３　 杨目 １
十方千五百佛名经

白麻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１５５ ８ 厘米， 卷高 ２７ ６ 厘米。 天头 ２ ５ 厘米， 地脚 ３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６ 厘米。 单纸长 ４０ 厘米左右， 首纸残长 ２３ ２ 厘米， 尾纸残长 １７ ５
厘米。 每纸书 ２４ 行， 行字数不等， 共 ５ 纸总 ９５ 行。 近代托裱， 包首有题签： “晋魏间

写佛名经”， 卷面有污渍。
起 “宝盖照空佛　 一心敬礼者却六百劫生死之罪”， 讫 “金华佛　 香□佛”。 经文

见 《大正藏》 第 １４ 册 ０４４２ 号， 第 ３１３ 页 Ｂ 栏 １４ 行至第 ３１４ 页 Ｃ 栏 １７ 行。
按： 北朝写经。
１２ ＹＢ ０１２　 馆藏号 ２３１９０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譬喻品第三

黄麻纸， 首尾俱残。 卷长 １５ ９ 厘米， 卷高 ２６ ３ 厘米。 天头 ３ ３ 厘米， 地脚 ２ ４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存 ８ 行， 行 １０ 至 １７ 字不等。 卷面有污渍、 破补痕迹， 近

代托裱。 左下钤方形阳文朱字收藏印二枚， 一为 “曾经我目”， 另一为 “梁津审定”。
起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 讫 “入无漏法”。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１０ 页 Ｃ 栏 １３ 行至 ２４ 行。
按： 晚唐写本。
１３ ＹＢ ０１３　 馆藏号 ２９８７３　 杨目 ７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至方便品第二

黄麻纸， 首缺尾全。 卷长 ５７５ ６ 厘米， 卷高 ２３ ５ 厘米。 天头 ２ 厘米， 地脚 １ ９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６ ７ 厘米左右， 末纸长 １３ ４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１３ 纸总 ３４０ 行。 近代托裱， 包首有题签： “唐人写经”。
卷尾有题跋二， 跋一为： “题高昌所得唐人写经残卷： 曾橅 （摹） 晋帖评飞白， 更

访唐经辨硬黄 （唐人写经皆用硬黄纸）。 武后新章留久视 （余所藏有久视元年写经， 署

款用武后新造之字）， 张公旧志记高昌 （吐鲁番三堡地新出唐 《张怀寂墓志》， 文云：
长寿三年葬高昌县西北旧茔。 据此知三堡之旧城即唐高昌县城址也）。 卷搜筒蛤余千

劫， 字贱家鸡学二王 （唐经多学右军书法）。 雪啮风饕消不得， 土花犹带墨痕香。 学宋

人恶体， 毫无风趣， 大有严家饿隶之态， 录呈素公先生大骚长吟政。 新城王树枏未是

草， 庚戌十二月十七日。” 跋写在两张花笺纸上。
　 　 跋二为： “自敦煌石室藏书为法人搜掘以去， 国人有所感发， 保粹存古之思想用以

发达， 此亦吾国人心之进步也。 顷者， 闻梁君素文前岁监理新疆财政， 得高昌、 北朝及

唐人写经与公牍、 契约等文字甚夥， 今秋都门把晤， 素文置酒邀同人鉴赏， 倾囊倒箧，
罗列满室， 竭一日之力， 仅阅其半， 如入宝山， 五光迸露； 如游佛国， 万念消除， 美

矣！ 备矣！ 叹观止矣！ 小濂何修得此眼福？ 此唐人写 《妙法莲华经》 第一卷， 入首虽

有残缺， 及后完整如新， 而书法之清刚俊上， 尤为精品。 因叹素文搜罗之富， 保存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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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小也， 不觉欢喜膜拜， 附名卷尾以识欣幸， 中华民国二年癸丑秋， 宋小濂记。” 末

钤方形阴文白字印 “宋小濂印”， 方形阳文朱字印 “铁梅”。 （图 ３）

图 ３　 ＹＢ ０１３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至方便品第二》 卷尾题跋

　 　 起 “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尔时”， 尾题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后秦鸠

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２ 页 Ｂ 栏 １５ 行至第 １０ 页 Ｂ 栏第 ２１ 行。
按： 初唐写本， 应为高昌 （吐鲁番） 所出。
１４ ＹＢ ０１４　 馆藏号 ３０４８９　 杨目 ５
佛说救疾经一卷

皮纸， 首尾全。 卷长 １９６ ３ 厘米， 卷高 ２６ ８ 厘米， 天头 ４ １ 厘米， 地脚 ３ ４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１ 厘米左右， 书 ２４ 行， 行 １７ 字。 首纸长 ２９ ５ 厘米，
书 １７ 行， 行 １６ 字， 共 ５ 纸总 １１１ 行。 卷面有污渍， 多处有缺， 存原木轴， 轴头缺失。
卷首钤长方形阳文朱字印 “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许芚父即许承尧。

首题： “佛说救疾经一卷”， 尾题： “救疾经一卷”。 失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５
册 ２８７８ 号， 第 １３６１ 页 Ｂ 栏第 １７ 行至第 １３６２ 页 Ｃ 栏第 １０ 行。

按： 晚唐写本。
１５ ＹＢ ０１５　 馆藏号 ３０４９０　 杨目 １９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蘗染黄皮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９２ ３ 厘米， 卷高 ２５ ７ 厘米。 天头 ３ １ 厘米， 地脚

２ ８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６ 厘米。 首纸长 １３ ２ 厘米， 第二纸长 ４６ ２ 厘米， 第三纸长

３２ ９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偈语 ２０ 字， 共 ３ 纸， 总 ５６ 行。 卷面有污渍， 边微缺。
卷尾题跋： “右敦煌鸣沙山千佛洞写经三十九行， 校其时代， 当出隋唐时人所写， 纸为

硬黄， 而较盛唐为薄。 用笔坚重， 结体严紧， 尚带周齐遗意， 下开唐风， 此虞、 褚以前

之楷书， 吾国千余年前之宝墨也。 尝疑世所传晋人楷书决非真迹， 当出初唐人虞、 褚辈

润色装点。 以楷书至隋， 始和合南北， 别开面目， 乃有妍逸之观， 如元公墓志等是已，
在晋时不应有此。 自敦煌写经书遂可证实吾说， 推翻自唐宋以来书家旧案， 诚一大快事

也。 试观此纸， 更取晋帖一校， 即可证入。 承尧游陇八年， 所见鸣沙写经达数百卷， 比

勘所署年代， 乃知有晋人书， 有元魏、 北周、 北齐人书， 有隋唐、 五代人书， 至北宋初

年为止。 书法蜕变之迹， 釐然可寻， 确凿可信， 非向壁虚造， 妄为高论也， 欲著一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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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以懒不果。 今所见所藏各卷， 悉归海外， 零笺断楮， 亦复无多。 晚得遇蜀中唐子晋

将军， 博雅好古， 超异时流， 私心景慕， 略分论交， 因搜残笥， 一再奉献， 并述鄙言，
冀得就正云尔。 辛巳涤玄叟许承尧记。” 跋首钤长方形阳文朱印 “疑庵”， 尾钤方形阴

文白印二枚 “许承尧印” “际唐”。 （图 ４）

图 ４　 ＹＢ ０１５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卷尾题跋

　 　 起 “弟子憍陈如比丘当供养六万二千亿佛然”， 讫 “及转次授决身心遍欢喜”。 后

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２８ 页 Ｂ 栏第 ２８ 行至第 ２９ 页 Ｂ 栏

第 ２１ 行。
按： 初唐写本。
１６ ＹＢ ０１６　 馆藏号 ３０４９１　 杨目 ２１
大般涅槃经卷第七如来性品第四之四

蘗染黄皮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６３ ６ 厘米， 卷高 ２６ ４ 厘米。 天头 ３ ４ 厘米， 地脚

３ ３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６ 厘米。 二残纸， 前纸残长 ３２ ４ 厘米， 后纸残长 ３１ ２ 厘米，
总 ３９ 行， 行 １７ 字。 卷面有破、 缺及污渍。

起 “复有随顺佛所教者”， 讫 “若有顺随佛经律者即是菩萨”。 北凉昙无谶译。 经

文见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０３７４ 号， 第 ４０２ 页 Ｃ 栏 ２４ 行至第 ４０３ 页 Ｂ 栏第 ８ 行。
按： 初唐写本。
１７ ＹＢ ０１７　 馆藏号 ３６１０５　 杨目 ９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蘗染黄皮纸， 首缺尾全。 卷长 ２３３ ２ 厘米， 卷高 ２４ 厘米。 天头 ２ 厘米， 地脚 ２ １
厘米， 乌线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５ ７ 厘米左右， 尾纸长 ４ ７ 厘米。 每纸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６ 纸总 １４０ 行。 卷面有污渍， 近代托裱。

首起 “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尾题 “金刚经一卷”。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

文见 《大正藏》 第 ８ 册 ０２３５ 号， 第 ７５０ 页 Ｃ 栏第 ２２ 行至第 ７５２ 页 Ｃ 栏第 ３ 行。
按： 盛唐写本。
１８ ＹＢ ０１８　 馆藏号 ３７６３７　 杨目 １６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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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麻双抄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１０１ ７ 厘米， 卷高 ２４ ５ 厘米。 天头 ３ ５ 厘米， 地脚 ３ ５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６ 厘米。 首纸长 ９ ５ 厘米， 第二、 三纸均长 ４６ １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３ 纸总 ６２ 行。 首纸前 ６ 行上部残。 第三纸后 ２ 行上部残， 卷面有污渍。

起 “八万四千菩萨”， 讫 “菩萨品时与妙”。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５５ 页 Ｃ 栏第 ８ 行至第 ５６ 页 Ｂ 栏第 １７ 行。

按： 初唐写本。
１９ ＹＢ ０１９　 馆藏号 ５６００３　 杨目 ８
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一释初品中八念义第三十六之一

黄麻纸， 首缺尾全。 卷长 ２９４ ９ 厘米， 卷高 ２４ ７ 厘米。 天头 ３ 厘米， 地脚 ２ ２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５０ ５ 厘米左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六纸总 １５５ 行。

近代托裱， 包首题签为 “唐经生书大智度论”。 卷尾有刘光祖、 李忠翰、 杨培荫、
杨增新等人观摩题跋与钤印。 跋一： “光绪戊申年中秋日， 卧云子刘光祖观于兰州藩

署”， 钤长方形阳文朱字印 “卧云”； 跋二： “唐朝经卷获睹甚夥， 此卷用笔纯雅， 自成

一家， 的系经生用羊毫所书， 展视一过， 令人神旺， 且矜眼福。 民国丙辰秋， 贵阳李忠

翰、 清镇杨培荫同观。” 钤长方形阳文朱字印 “默卿”、 方形阳文朱字印 “荫”； 跋三：
“大智度论卷第廿一系唐朝经生所写， 因宋初西夏西夏构兵时， 藏于甘肃敦煌县鸣沙山

石洞， 古名莫高窟， 俗名千佛洞中， 外蔽以壁， 且饰以佛像， 故历千余年之久， 人罕知

之。 光绪庚子， 壁破而藏见。 由是土人得常窃取， 稍稍流传人间。 丁未冬， 法国文学士

伯希和君游历迪化、 敦煌间， 得睹其书， 审知为唐人写本。 亟往购求， 得所藏书强半。
分置十余巨簏捆载， 寄归巴黎图书馆。 过上海时， 分数束于存古学会， 择要假观。 用珂

罗版精印， 各种秘籍遂得公诸海内。 好古家争先购睹为快。 嗣为北京政府所闻， 函知陕

甘制军转饬敦煌令， 尽搜运载赴京。 以后再求片纸， 如拱璧之难矣。 此系敦煌张大令所

赠， 观其用笔高尚， 纸系唐时硬黄纸， 画乌丝栏， 古雅可爱， 诚人间不易得之墨宝也。
故详述其缘由如此 （而藏字下遗一书字）。 光绪戊申年中秋后三日古滇杨增新志”， 跋

三首钤长方形阳文朱字印 “望云”， 右下钤方形阴文白字印 “室兰若香”， 尾钤长方形

阳文朱字印 “鼎臣”。 该写经卷尾还钤有方形阳文朱字印 “咢生持赠”。 （图 ５）

图 ５　 ＹＢ ０１９ 《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一释初品中　 八念义　 第三十六之一》 卷尾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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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刚三昧相应智慧持戒名菩萨从初发意”， 尾题 “大智度论卷第廿一”。 圣者龙

树造，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２５ 册 １５０９ 号， 第 ２１９ 页 Ｂ 栏 ２１ 行至第

２２１ 页 Ｂ 栏 ９ 行。
按： 隋写本。
２０ ＹＢ ０２０　 馆藏号 ５６９０４　 杨目 １５
维摩诘经卷上弟子品第三

蘗染黄皮纸， 首尾俱残。 卷长 ２１ ６ 厘米， 卷高 ２０ ５ 厘米。 天头 ０ ９ 厘米， 地脚

０ ５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６ 厘米。 存 １２ 行， 行 １６ 至 １８ 字不等。 卷面有破补痕迹， 近

代托裱， 天头地脚经裁剪， 包首题签： “唐人写经”。 卷首题 “唐人写经真迹墨宝”， 末

钤长方形阴文白印 “谦受益”。 卷首题跋 “壬申八月中秋节为景轩仁兄题首， 徐正庵观

并记”， 末钤方形阴文白印 “正庵之印”、 方形阳文朱印 “正闇”。 卷尾题跋 “唐人写

经旧藏敦煌石室内， 历千百年向无知者， 海内诸名家未见载录。 以迄清末， 山忽崩， 然

石室开裂， 经遂得显， 有年号姓名者尽为西国有力者购去， 国内存者无几， 游敦煌者寻

得残片枝字者， 几同星凤。 今景轩仁兄出此命题， 观字画俊整挺秀， 或出徐季海、 诸河

南二公之手， 尚未可定。 今此物历千劫而不磨， 定有佛法护持， 故风神完好如故。 壬申

秋八月， 正庵识。” 钤长方形阴文白印 “正庵父”。
起 “新学比丘说法时”， 讫 “於是诸比丘稽”。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

藏》 第 １４ 册 ０４７５ 号， 第 ５４０ 页 Ｃ 栏第 ２５ 行至 ５４１ 页 Ａ 栏第 ８ 行。
按： 初唐写本。
２１ ＹＢ ０２１　 馆藏号 ５６９１１　 杨目 ２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 第九

黄皮纸， 首尾全。 卷长 ７５４ ２ 厘米， 卷高 ２６ ４ 厘米。 天头 ３ １ 厘米， 地脚 ３ １ 厘

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７ 厘米左右， 尾纸 ４０ 厘米。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１６ 纸总 ４３７ 行。 卷尾背钤有方形阳文朱字收藏印 “贾缵绪印”。 卷首破， 边缘微缺。
存原木轴， 两端刷棕漆， 轴头缺失。

首题： “摩诃般若波罗蜜恭敬菩萨品第廿一　 小品卷第八”， 品题： “摩诃般若波罗

蜜无悭烦恼品第廿二、 摩诃般若波罗蜜称扬菩萨品第廿三、 摩诃般若波罗蜜嘱累品第廿

四”， 尾题： “小品经卷第八”。 后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 册 ０２２７ 号，
第 ５７３ 页 Ａ 栏第 ２９ 行至第 ５７８ 页 Ｂ 栏第 １２ 行。 该写本与现刊本分卷不同， 现刊本为卷

第八和卷第九。
按： 初盛至盛唐间写本。
２２ ＹＢ ０２２　 馆藏号 ５６９１５　 杨目 １７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方便品第二

蘗染白棉纸， 首尾俱缺。 卷长 ４６ ５ 厘米， 卷高 ２３ 厘米。 天头 ２ １ 厘米， 地脚 １ ４
厘米， 乌丝栏， 栏 １ ６ 厘米。 一整纸， 共 ２８ 行， 行 ２０ 字， 全部为偈语。 卷面有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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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痕， 近代托裱， 有开胶。 收藏者题名为 “敦煌石室残经”， 右及下部附有竖横两条薄

棉纸题跋： “此敦煌石室所出之唐人手写残经也， 石室在甘肃敦煌县东南鸣沙山， 山麓

有三界寺， 寺旁石室千余， 旧名 “莫高窟”， 俗称 “千佛洞”， 以四壁皆佛像也。 清光

绪庚子年， 有道士扫除积沙， 于复壁破处见一室， 内藏甚富。 发之， 皆唐及五代人所手

书之件， 并有雕本及佛像彝器等类， 佛经尤多， 盖西夏兵革时保存于此者。 英人史泰

英、 法人伯希和先后至其地， 择完好者捆载而去， 陈于彼国博物院中。 至我国政府更往

搜求， 精好者已不可觅矣！ 近人据伯希和所得本印行者， 有敦煌石室遗书、 鸣沙石室古

佚书二种， 皆前所未见之秘笈也。 此帧系彰明人苏子培君官敦煌典史时所得， 而以诒林

者也。 虽残本， 实为唐人手书， 古色盎然， 殊可珍玩。”
起 “我慢自矜高， 谄曲心不实”， 讫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 后秦鸠摩罗什

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９ 册 ０２６２ 号， 第 ８ 页 Ｂ 栏 １９ 行至第 ９ 页 Ａ 栏第 １６ 行。
按： 中唐写本。
２３ ＹＢ ０２３　 馆藏号 ５６９１６　 杨目 １０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黄麻纸， 首缺尾全。 卷长 ２１１ ２ 厘米， 卷高 ２４ ８ 厘米。 天头 ２ ５ 厘米， 地脚 ２ ２
厘米， 乌丝栏， 栏宽 １ ７ 厘米。 单纸长 ４７ 厘米左右， 首纸残长 ２２ ６ 厘米， 第四纸有接

补痕， 前五行是后补。 书 ２８ 行， 行 １７ 字， 共 ５ 纸总 １２４ 行。 卷首近人题写： “敦煌中

唐写本金刚经残卷”， 卷面有污渍， 纸接缝处钤有长方形阳文朱字印 “孔宪庭”。 卷尾

有冯国瑞跋： “此卷虽残， 而得其强， 半都二千余字。 敦煌写经体多褚虞风， 逸韵肆

溢， 一望而知为中唐开天上元间作也， 万先学兄供养永珍， 幸甚。 冯国瑞敬跋。”
起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 讫 “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后

秦鸠摩罗什译。 经文见 《大正藏》 第 ８ 册 ０２３５ 号， 第 ７５１ 页 Ａ 栏第 ８ 行至第 ７５２ 页 Ｃ
栏第 ３ 行。

按： 中唐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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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郡的佛典

———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为中心

严世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体量庞大、 内容丰富的佛典写本， 这是研究中古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但是已经公布的佛教文献多属于高昌国及其以后时期， 更早的高昌郡时期则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对高

昌郡佛教的认识仍有诸多空白。 新近出版的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刊布了两万六千余

件新资料， 其中包含大量高昌郡时期佛典写本， 这丰富了高昌郡佛教史的内涵。 本文对其作了统计与

分析， 认为高昌郡已经三藏具足， 并进而讨论 ４－５ 世纪时汉文佛典在西域的流传。 这说明中原与西域

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文化交流频繁， 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 高昌郡　 汉文佛典　 西域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Ｂ９４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９７－１２

一、 高昌与佛教概观

佛教起源于印度， 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①。 在东传的过程中， 胡语佛典逐渐被

译为汉文， 这些汉文佛典不仅在中原地区流传， 还回传到西域地区， 为西域佛教注入新鲜

血液。 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城镇在文明的东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 高昌便是其中之一。
高昌位于今天的吐鲁番盆地， 西汉时是屯军 “诸壁” 之一， 称作高昌壁， 西汉与

匈奴曾多次争夺此地， 汉平帝元始年间 （１－５）， 高昌壁已经成为戊己校尉的治所。 到

了两汉之际， 中原板荡， 无暇西顾， 西域重新被匈奴控制。 东汉光武帝时， 西域诸国曾

遣使请求内附， 但被东汉拒绝。 永平十六年 （７３）， 汉明帝派兵进攻匈奴， 重新打通与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分类释录与研究” （２１＆ＺＤ２３１）
作者简介： 严世伟 （１９９４－　 ）， 男， 安徽广德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隋唐史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
　 ①　 荣新江 《陆路还是海路？ ———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 《北大史学》 第 ９ 辑，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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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联系。 此后， 戊己校尉从高昌移治柳中①。 西晋末年的 “八王之乱” 使匈奴、 鲜

卑等胡族得以进逼中原， 这段时期高昌成为河西多个割据政权的属郡。 最先据有高昌的

是由张轨建立的前凉， 建兴十二年 （３２４）， 张茂去世， 张骏继立。 此前出任戊己校尉

的赵贞不附张骏， 西域长史李柏请命出击赵贞， 为其所败。 建兴十五年， 李柏再次进攻

赵贞， 终于取得胜利②。 张骏遂 “置高昌郡， 立田地县”③。 自此， 高昌郡正式建立④。
前凉灭亡之后， 高昌郡又先后隶属于前秦、 后凉、 段氏北凉、 西凉、 沮渠氏北凉等政

权。 段氏北凉天玺三年 （４０１）， 沮渠蒙逊攻克张掖， 不久即正式建立政权。 沮渠氏北

凉迫于威胁， 曾先后称臣于大夏和北魏， 最终于承和七年 （４３９） 亡于北魏。 沮渠氏北

凉持续时间较短， 其统治高昌郡的时间当更短。 在沮渠氏北凉政权的最后几年， 高昌成

为阚爽治下独立的割据政权。 沮渠氏北凉灭亡后， 其残余势力在沮渠无讳的领导下建立

流亡政权， 逐步西迁， 最终与阚爽兵戎相见。 高昌阚爽建平六年 （４４２）， 沮渠无讳攻

拔高昌， 建立高昌大凉政权， 阚爽逃奔柔然。 高昌大凉承平十八年 （４６０）， 沮渠氏又

被柔然所灭⑤。 阚、 张、 马、 麴氏类型的高昌国应当从沮渠氏时代就正式开始了⑥， 则

高昌郡时期当为公元 ３２７－４４２ 年。
因高昌地处丝绸之路孔道， 各种文明汇聚于此， 比如佛教、 祆教等都在此地留下丰

富的遗迹， 其中佛教对其影响十分深远。 需要说明的是， 高昌处于吐鲁番盆地东部， 同

时期吐鲁番盆地西部还存在着以交河城为中心的车师王国。 佛教在车师也很流行， 但是

车师佛教以胡语文献为中心， 同时因为临近焉耆、 龟兹等小乘佛教盛行的地区， 其地佛

教以东渐的小乘佛教为主体。 高昌则以汉语文献为中心， 以汉地回传的大乘佛教为主

体。 直到承平八年， 即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４５０）， 沮渠氏高昌大凉政权才攻占车师，
统一吐鲁番盆地。 不过， 车师小乘佛教对高昌的影响仍然很小⑦。 同样， 车师也并非没

有大乘佛教的踪迹， “建元十八年正， 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 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
献胡 《大品》 一部， 四百二牒， 言二十千首卢。”⑧ 鸠摩罗跋提所献即为大乘经典 《大
品般若波罗蜜经》。

然而高昌毕竟地处边陲， 中原史料对其历史的记载十分简略， 语焉不详。 幸赖当地

８９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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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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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 《高昌史稿·统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７０－７１、 ８５－８６ 页。
［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 卷 ８６ 《张轨传附孙骏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 第 ２２３５、 ２２３８ 页。
［唐］ 徐坚撰 《初学记》 卷 ８ 《陇右道》，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８１ 页。
唐长孺 《高昌郡纪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 ３ 辑， １９８１ 年； 此据同作者 《山居存稿三编》， 北

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０－４１ 页； 王素 《高昌史稿·统治编》， 第 ９７－９８、 １０６－１３３ 页。
唐长孺 《高昌郡纪年》， 第 ４８－４９、 ６３－６４、 ７０ 页； 王素 《高昌史稿·统治编》， 第 １７７－２０８、 ２０９－２６３ 页。
荣新江 《 〈且渠安周碑〉 与高昌大凉政权》， 《燕京学报》 新 ５ 期， １９９８ 年， 第 ７７－７９ 页； 荣新江 《王素

著 〈高昌史稿·统治编〉 》，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８８ 页。
陈世良 《从车师佛教到高昌佛教》， 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 《吐鲁番学研究专辑》，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４０－１５３ 页。
［南朝梁］ 释僧祐撰， 苏晋仁、 萧鍊子点校 《出三藏记集》 卷 ８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北京： 中

华书局，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８９ 页。 唐长孺认为 “正” 下当脱 “月” 字 （见 《高昌郡纪年》， 第 ４５ 页）， 标点

据此改动。



干旱的自然环境以及独具特色的葬俗， 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文献， 这成为我

们研究吐鲁番历史的宝贵资料。 在这些文献当中， 世俗资料占了相当比重， 但是也不乏

佛教文献， 从而我们才有机会了解高昌佛教的真实面貌。 稍显遗憾的是， 吐鲁番出土文

书大多属于高昌国、 唐朝西州及其之后时期， 高昌郡时期的文书并不多， 所以学界的讨

论多集中在高昌国、 西州， 汉文佛典在西域的早期流传情况并不清晰。 目前已知有明确

纪年的早期佛典有如下几种： 西晋元康六年 （２９６） 写 《诸佛要集经》， 这也是现存最

古老的汉文写经， 遗憾的是这件写经下落不明， 目前可见的图版刊于 《西域考古图

谱》①， 此写本当是后来流传到高昌地区； 前秦甘露元年 （３５９） 三月十七日写 《譬喻

经》； 前秦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写 《维摩义记》 卷二； 后凉麟嘉五年 （３９３） 六月九日

写 《佛说维摩诘经》； 北凉神玺三年 （３９９） 写 《贤劫千佛品经》； 北凉神玺三年七月

十七日写 《正法华经·光世音品》； 岁在丁卯 （４２７） 夏四月廿三日写 《优婆塞戒》；
岁在己巳 （４２９） 六月十二日写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庚午岁 （４３０） 八月十三日写

《金光明经》 卷二； 缘禾三年 （４３４） 岁次甲戌九月五日写 《大方等无想大云经》； 太

缘 （延） 二年 （４３６） 岁在丙子四月中旬写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二、 旅顺博物馆藏高昌郡时期佛典写本

新近出版的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刊布了大量新资料②， 其中尤以汉

文佛典为重。 根据写经的书法断代③， 这批佛典中有 １１００ 余件属于高昌郡时期 （见附

表），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佛教的认识， 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汉文佛典在西域的

早期传播创造了更多条件。
《般若经》 是大乘佛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约于公元前 １００ 年至公元 １２００ 年间不

断扩充、 派生而形成的文献群体， 其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基本文本的形成阶

段， 年代约从公元前 １００ 年至公元 １００ 年； 二是上述文本的增广阶段， 年代约为公元

１００－３００ 年； 三是教义的重述阶段， 年代约在公元 ３００－５００ 年； 四是密教影响并被魔术

吸收的阶段， 年代在公元 ６００－１２００ 年④。 “自汉之末叶， 直讫刘宋初年， 中国佛典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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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有陈国灿 《吐鲁番出土的 〈诸佛要集经〉 残卷与敦煌高僧竺法护的译经考略》，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１３ 页等。
王振芬、 孟宪实、 荣新江主编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
史睿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写经的书法断代》， 王振芬、 荣新江主编 《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 旅顺

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 第 ６３－８７ 页。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

沮渠氏高昌大凉政权时期 （４４３－４６０） 的写经书法与高昌郡时期并无差别， 所以书法断代上的高昌郡时期

包括了高昌大凉时期。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ｏｎ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ｊñāｐāｒａｍｉｔ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ｋｙｏ： Ｔｈｅ Ｒｅｉｙｕｋａｉ，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３； 参荣新江、 朱丽双 《佛典

在于阗的早期流传———以传世文献为中心》， 《敦煌学》 第 ３６ 期， ２０２０ 年， 第 ４３６－４３８ 页。



流行者， 当为 《般若经》。”① 关于汉文 《般若经》 的流传， 学者的关注点多在中原②，
而对其在河西以及西域的流传则有所忽略。 通过旅顺博物馆藏这批 《般若经》 写本，
我们可以一窥 《般若经》 在高昌郡的流传， 从而补充 《般若经》 在西域早期传播的

情况。
《般若经》 最早的汉译本是东汉支娄迦谶于光和二年 （１７９） 翻译的 《道行般若

经》， 关于此经最初的翻译及其在河北地区的流传， 学者已有详细梳理③。 支娄迦谶采

用直译的方式， 译文晦涩难懂， 不利流布， 之后孙吴支谦对支娄迦谶译文进行润色， 改

为 《大明度经》④。 在 《道行般若经》 和 《大明度经》 之后译出的 《般若经》 有 《光赞

经》 和 《放光经》， 两经译者分别为西晋竺法护和西晋无罗叉。 关于这两部佛经的翻译

与流传情况， 道安撰 《合 〈放光〉 〈光赞〉 略解序》 有较详记载：
　 　 《放光》 《光赞》， 同本异译耳。 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 其年相去无几。 《光

赞》， 于阗沙门祇多罗以泰康七年赍来， 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 《放光

分》， 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阗为师送至洛阳， 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 先 《光赞》
来四年， 后 《光赞》 出九年也。

《放光》， 于阗沙门无罗叉执胡， 竺叔兰为译， 言少事约， 删削复重， 事事显

炳， 焕然易观也。 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
《光赞》， 护公执胡本， 聂承远笔受， 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 悉则悉矣， 而辞

质胜文也。 每至事首， 辄多不便， 诸反复相明， 又不显灼也。 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

耳。 互相补益， 所悟实多。 恨其寝逸凉土九十一年， 几至泯灭， 乃达此邦也。 斯经

既残不具， 并 《放光》 寻出， 大行华京， 息心居士翕然传焉。 中山支和上遣人于

仓垣断绢写之， 持还中山。 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旛迎经。 其行世如是， 是故

《光赞》 人无知者。 昔在赵魏， 迸得其第一品， 知有兹经， 而求之不得。 至此， 会

慧常、 进行、 慧辩等将如天竺， 路经凉州， 写而因焉。 展转秦雍， 以晋泰元元年五

月二十四日乃达襄阳。 寻之玩之， 欣有所益， 辄记其所长， 为 《略解》 如左。⑤

由此可知 《放光经》 与 《光赞经》 为同本异译。 泰 （太） 康七年 （２８６）， 于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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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６４ 页。
比如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 １０８－１１０ 页； 陈志远 《 〈般若经〉 早期传播史实辨证》， 《隋唐

辽宋金元史论丛》 第 ８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９９－１１６ 页， 此据同作者 《六朝佛教史研

究论集》， 新北：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９－４３ 页。
参陈志远 《 〈般若经〉 早期传播史实辨证》， 第 １９－２４ 页。
关于 《大明度经》 的作者， 学者们有不同观点， 参 Ｌｅｗｉｓ Ｒ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 ａｓāｈａｓｒｉｋā－ｐｒａｊñā－ ｐāｒａｍｉｔā－ ｓūｔｒａ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ｈ Ｃｈ’ ｉｅｎ 支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８，
１９６９， ｐｐ ２４６－２５７； Ｊａｎ Ｎａｔｔｉｅｒ， “Ｗｈｏ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ｍｉｎｇｄｕ ｊｉｎｇ 大明度经 （Ｔ２２５）？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９５－３３７； 纪赟译

《谁作了 〈大明度经〉 （Ｔ２２５） ———证据上的一次重新考察》， 那体慧著， 纪赟译 《汉文佛教文献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６８－１１６ 页。
［南朝梁］ 释僧祐撰， 苏晋仁、 萧鍊子点校 《出三藏记集》 卷 ７， 第 ２６５－２６６ 页。



门祇多罗带来胡本 《光赞经》， 竺法护于当年译出。 泰 （太） 康三年， 弗如檀从于阗带

来 《放光经》 胡本， 但是直到元康元年 （２９１） 才由无罗叉译出①， 比 《光赞经》 晚出

了 ５ 年。 《放光经》 虽然比 《光赞经》 晚出， 但是它译出之后便 “大行华京， 息心居士

翕然传焉”， 甚至导致 《光赞经》 “人无知者”。 道安因此只得到其第一品， 而求之不

得， “恨其寝逸凉土九十一年， 几至泯灭”。 后来慧常等路经凉州， 写得此经， 直到泰

元元年 （３７６） 《光赞经》 才辗转流传到襄阳。 对于两经的不同命运， 难免有人感到疑

惑， “不知何以遂逸在凉州， 不行于世。”② 高昌郡长期隶属于河西割据政权， 在文化上

与河西一脉相承③。 高昌佛教更是深受河西佛教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高昌流行的主要是

汉文佛典。 旅顺博物馆藏这批高昌郡时期的佛典中 《光赞经》 写本有 ２ 件， 说明此经

不仅在凉州， 在更西的高昌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
《光赞经》 与 《放光经》 译出后约百年， 即苻秦建元十八年 （３８２）， 昙摩蜱与竺

佛念又译出 《摩诃般若钞经》④。 在这些 《般若经》 译本中， 鸠摩罗什的翻译无疑影响

很大。 在旅顺博物馆藏这批高昌郡时期 《般若经》 写本中， 罗什译本共有 ３ 种， 即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鸠摩罗什生于

龟兹， 年少时随母亲出家修道， 又曾远游罽宾， 寻师问道， 后回到龟兹弘法。 姚秦弘始

三年 （４０１）， 罗什来到长安， 开始译经传法⑤。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小品般若波罗

蜜经》 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便是罗什在长安所翻译的， 其中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于弘始五年开始翻译， 次年完成，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则于弘始十年译出⑥。

此外， 这批写本中还有 ６ 件 《般若经》 注疏， 其中 １ 件是 《放光经》 注疏 （ＬＭ
２０－１４６９－１２－０７）⑦， 其余 ５ 件均为 《道行般若经》 注疏 （ＬＭ２０－１４６２－０７－０１、 ＬＭ２０－
１４９１－１５－０１、 ＬＭ２０－１５０６－Ｃ０７２２ａ、 ＬＭ２０－１５１３－ＣＴ０２８１ａ、 ＬＭ２０－１５４８－０８－４９ｒ）⑧。 作

为最早译出的般若经， 《道行般若经》 在高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 这 ６ 件写

本过于残缺， 注文最多的一件也仅寥寥十余字。
与高昌郡时期大量的 《般若经》 写本相对应， 此一时期还存在众多 《大智度论》

写本， 除此之外， 其中还有一件僧肇所著 《肇论》 写本 （ＬＭ２０－１４９３－２０－０２）⑨。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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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放光经》 翻译情况较为详细的记载， 还可参 《放光经记》， 载于 《出三藏记集》 卷 ７， 第 ２６４－２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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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 《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 济南： 齐鲁书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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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件写本定为 《肇论》 可能不太准确。 僧肇曾长期师事鸠摩罗什， 在鸠摩罗什译出

大量佛典后， 僧肇曾为之做注释， 附表中所列的 《注维摩诘经》 即为其中之一。 鸠摩

罗什译出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后， 僧肇写成 《般若无知论》， 阐发自己对般若学的认

识， ＬＭ２０－１４９３－２０－０２ 所抄即为 《般若无知论》 的内容。 此外， 僧肇还著有 《物不迁

论》 《不真空论》 等， 今本 《肇论》 是南朝梁陈时人将僧肇的这些著作汇集而成①。 因

此， 将 ＬＭ２０－１４９３－２０－０２ 定为 《般若无知论》 可能更合适一些。
旅顺博物馆所藏这批高昌郡时期 《般若经》 写本， 表明 《般若经》 译成汉文后很

快便向西传到了高昌， 般若思想在高昌郡当十分盛行。
汤用彤曾指出： “晋宋之际佛学上有三大事。 一曰 《般若》， 鸠摩罗什之所弘阐。

一曰 《毗昙》， 僧伽提婆为其大师。 一曰 《涅槃》， 则以昙无谶所译为基本经典。”② 旅

顺博物馆这批高昌郡时期佛典中涅槃部经典共有三种， 即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 和

法显译 《大般泥洹经》 以及慧严等译 《大般涅槃经》， 其中昙无谶译本占据绝对优势，
高达 ３５９ 件， 后两者各仅有一件。 涅槃经有大小乘之分， 此三部经皆属大乘。 东晋隆安

三年 （３９９）， 法显经西域往印度求法， 后取道海路返回建业， 义熙十三年 （４１７） 于道

场寺译 《大般泥洹经》③。 昙无谶于玄始九年 （４２０） 到达姑臧， 随后开始翻译 《大般

涅槃经》④。 汤用彤认为， 昙无谶译本在宋文帝元嘉年中 （４２４－４５３） 传至建业， 并指

出 《三论游意义》 载此本于元嘉七年始至扬州。 因昙无谶译本 “文言致善， 而品数疏

简， 初学难以措怀”⑤， 慧严与慧观、 谢灵运等人依据法显译 《大般泥洹经》 改治昙无

谶译本。 世称昙无谶译本为北本， 慧严等改治本为南本， 南北本在文字上不过稍有差别

而已⑥。 北本的流行程度远大于南本， 北本在这批高昌郡时期佛典中的绝对优势再次印

证了这种情况。 唐长孺曾详细论证了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的交流⑦， 值得一提的是，
《大般泥洹经》 与 《大般涅槃经》 南本皆出于南朝， 却在高昌郡时期即传播到了西域，
足见南朝与西域的密切交流。 旅顺博物馆藏品没有高昌郡时期的涅槃经注疏， 但是高昌

国时期的有 ８６ 件⑧， 表明涅槃经虽在高昌郡广为传播， 但是当地的涅槃学水平应当还

处于发展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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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７－６１ 页。
［南朝梁］ 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 《高僧传》 卷 ７ 《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 北京： 中华书

局，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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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博物馆藏这批佛典中还有两种净土经典， 即支娄迦谶译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

觉经》 和支谦译 《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我们知道， 净土教有弥

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之分， 上述两经都属于弥陀净土经典。 弥陀净土经典又有 《大阿弥

陀经》 《小阿弥陀经》 和观经之别， 这三者统称为净土三经，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和 《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即 《大阿弥陀经》 之译本。 弥勒净土

经典汉译本有竺法护译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鸠摩罗什译 《弥勒成佛经》 《弥勒下

生成佛经》、 沮渠京声译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等等。 法护、 罗什事迹前文均已

提及， 太安二年 （３０３）， 法护译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弥勒成佛经》 《弥勒下生

成佛经》 为鸠摩罗什弘始三年到长安后所译。 沮渠京声是河西王沮渠蒙逊从弟， 他年

少时曾到于阗师从瞿摩帝大寺佛陀斯那， 东返路过高昌郡时求得 《观世音观经》 《观弥

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各一卷， 僧祐并称此二经在高昌郡久已译出①。 因此， 旅顺博物

馆这批高昌郡时期佛典中虽然未见弥勒净土经典，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弥勒信仰已经在高

昌郡流行。
这批佛典中还有昙无谶译 《金光明经》 ３４ 件以及宝贵合 《合部金光明经》 １ 件

（ＬＭ２０－１４６６－０９－０７）。 昙无谶译出 《金光明经》 的时间在抵达姑臧之后， 但宝贵是

隋朝人， 所以他的合本不可能出现在高昌郡， 定为 《合部金光明经》 的残片录文

如下：
　 　 （前缺）

１　 ］ 生 广说是经若□□□于 ［

２　 ］ □阎浮提内广宣流布是妙 ［
３　 ］ 思议智聚 ［

４　 ］ 常 受 快 ［

５　 ］ 提 一 切 ［

（后缺）②

其实这片所写内容是昙无谶译 《金光明经》 卷三 《散脂鬼神品》， 原定名有误。
戒律关乎僧团的组织与日常生活， 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这批佛典中， 大乘律共

有 《菩萨善戒经》 《优婆塞戒经》 等 ４ 种， 小乘律有 《摩诃僧祇律》 《十诵律》 等 ６
种， 大乘律残片略多于小乘律， 说明高昌郡大小乘律的流行程度大致相同。

论藏是佛藏的三大部类之一。 在此前公布的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中论典数量较少，
这批佛典中论典的种类与件数已经相当可观， 其中大乘论 ３ 部， 小乘论 ７ 部。 小乘论虽

然种类较多， 但是大乘 《大智度论》 达 ９１ 件之多， 出土件数远超小乘各论件数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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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大智度论》 在高昌郡的高度流行。 早年因资料未完全公布， 有学者曾提出吐鲁

番佛教重实践， 轻义学①， 但是从这批佛典中存在大量的 《大智度论》 以及多种论典来

看， 高昌郡时期的佛教对义理亦较重视。
此外， 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些佛典的翻译时间问题。 时代较早的有支娄迦谶译 《道

行般若经》 《般舟三昧经》、 支谦译 《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等等。
不过多数还是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比如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经典种类多达 １８ 部， 其次

为北凉昙无谶译经， 有 ８ 部， 再次西晋竺法护译经有 ７ 部。 上文已述， 鸠摩罗什于弘始

三年开始在长安的译经事业， 昙无谶抵达姑臧译经的时间则更晚。 东晋末年， 佛陀跋陀

罗来到中国， 并曾到长安拜见鸠摩罗什， 义熙八年， 佛陀跋陀罗来到荆州， 后往建业译

经。 义熙十四年始译 《华严经》， 至元熙二年 （４２０） 讫， 完全校毕则在刘宋永初二年

（４２１）。 又如 《贤愚经》， 僧祐记其于高昌郡译出， 并详载出经时间为元嘉二十二年②，
此时已是公元 ４４５ 年， 严格意义上来说， 高昌郡时代已经结束 ３ 年了。 换言之， 虽然这

批佛典种类丰富， 但是很多佛典的译出时间已经接近高昌郡结束的时间， 而这些佛典要

从长安、 姑臧、 建业等地传到高昌又得耗费相当时日， 所以它们所反映的应当是高昌郡

晚期、 高昌国早期的佛教发展状况。 如果我们将写经的书法断代与佛典自身的成立史相

结合， 或许能得出更为精确的写本年代。

三、 小结

总而言之， 高昌郡时期 “三藏具足”， 表明高昌郡的佛教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

度， 这丰富了我们对高昌郡佛教的认识。 另外， 我们还应注意到， 早在 ４－５ 世纪时，
大量的汉文佛典已经传播到了西域地区， 这说明中原与西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文

化交流频繁。 而且高昌郡流行的佛典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汉文佛

典的回传更加表明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强大的影响力。
附表旅顺博物馆藏高昌郡时期佛典

分类 序号 经名 著译者 件数

入
藏
经
典

般若部

１ 道行般若经 后汉支娄迦谶 ５５

２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５１

３ 放光般若经 西晋无罗叉 ２６

４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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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经名 著译者 件数

入

藏

经

典

般若部

５ 大明度经 吴支谦 ２

６ 光赞经 西晋竺法护 ２

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２

８ 摩诃般若钞经 苻秦昙摩蜱、 竺佛念 １

宝积部

９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后汉支娄迦谶 ４

１０ 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
檀过度人道经

吴支谦 １

大集部

１１ 大方等大集经 北凉昙无谶 １９

１２ 阿差末菩萨经 西晋竺法护 １

１３ 般舟三昧经 后汉支娄迦谶 １

１４ 佛说无言童子经 西晋竺法护 １

华严部

１５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东晋佛陀跋陀罗 ２５

１６ 十住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６

１７ 佛说菩萨本业经 吴支谦 １

涅槃部
１８ 大般涅槃经 北凉昙无谶 ３５９

１９ 大般泥洹经 东晋法显 １

五大
部外
重译

２０ 妙法莲华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９３

２１ 悲华经 北凉昙无谶 ２２

２２ 诸佛要集经 西晋竺法护 １３

２３ 大方等无想经 北凉昙无谶 ８

２４ 思益梵天所问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６

２５ 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 后汉支曜 ２

２６ 佛说谏王经 刘宋沮渠京声 ２

２７ 普曜经 西晋竺法护 ２

２８ 佛说阿阇世王经 后汉支娄迦谶 １

２９ 佛说孛经抄 吴支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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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经名 著译者 件数

入

藏

经

典

五大
部外
重译

３０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

３１ 正法华经 西晋竺法护 １

３２ 诸法无行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

３３ 佛说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 刘宋智严 １

３４ 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 １

３５ 维摩诘所说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

３６ 佛说维摩诘经 吴支谦 １

３７ 合部金光明经 北凉昙无谶译， 隋宝贵合 １

大乘经
单译

３８ 佛说华手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７

３９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东晋佛陀跋陀罗 １

４０ 大方等陀罗尼经 北凉法众 １

４１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

大乘律

４２ 菩萨善戒经 刘宋求那跋摩 １６

４３ 优婆塞戒经 北凉昙无谶 ８

４４ 菩萨地持经 北凉昙无谶 ６

４５ 佛藏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２

大乘论

４６ 大智度论 姚秦鸠摩罗什 ９１

４７ 十住毗婆沙论 姚秦鸠摩罗什 ６

４８ 中论 姚秦鸠摩罗什 １

小乘经

４９ 中本起经 后汉昙果、 康孟详 ６

５０ 般泥洹经 译者不详 ５

５１ 增壹阿含经 东晋僧伽提婆 ３

５２ 太子瑞应本起经 吴支谦 ３

５３ 别译杂阿含经 译者不详 １

５４ 长阿含经 姚秦佛陀耶舍、 竺佛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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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经名 著译者 件数

入

藏

经

典

小乘经

５５ 修行本起经 后汉竺大力、 康孟详 １

５６ 罗云忍辱经 西晋法炬 １

５７ 生经 西晋竺法护 １

小乘律

５８ 摩诃僧祇律 东晋佛陀跋陀罗、 法显 ９

５９ 十诵律 姚秦弗若多罗 ５

６０ 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 东晋佛陀跋陀罗 １

６１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 译者不详 １

６２ 沙弥十戒法并威仪 译者不详 １

６３ 四分律 姚秦佛陀耶舍、 竺佛念 １

小乘论

６４ 阿毗昙八犍度论 苻秦僧伽提婆、 竺佛念 ２２

６５ 阿毗昙毗婆沙论 北凉浮陀跋摩、 道泰 １７

６６ 成实论 姚秦鸠摩罗什 １１

６７ 杂阿毗昙心论 刘宋僧伽跋摩 ９

６８ 舍利弗阿毗昙论 姚秦昙摩耶舍、 昙摩崛多 ７

６９ 鞞婆沙论 苻秦僧伽跋澄 ６

７０ 阿毗昙心论 东晋僧伽提婆、 惠远 ４

圣贤集传

７１ 法句经 吴维祇难 ７

７２ 贤愚经 元魏慧觉 ６

７３ 禅法要解 姚秦鸠摩罗什 ３

７４ 菩萨本缘经 吴支谦 ２

７５ 法句譬喻经 西晋法炬、 法立 １

７６ 坐禅三昧经 姚秦鸠摩罗什 １

７７ 达摩多罗禅经 东晋佛陀跋陀罗 １

７０１高昌郡的佛典———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为中心



分类 序号 经名 著译者 件数

未入藏

７８ 金光明经 北凉昙无谶 ３４

７９ 注维摩诘经 姚秦僧肇 ７

８０ 道行般若经注疏 ５

８１ 放光般若经注疏 １

８２ 百论疏 １

８３ 肇论 姚秦僧肇 １

８４ 十方千五百佛名经 １

８５ 大般涅槃经 刘宋慧严等 １

８６ 小五浊经 １

　 注： 另有约 １００ 件佛典残片； 此据 《开元释教录》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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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献看吐鲁番晋唐时期的葡萄栽培

蒋洪恩１ 　 乔秋颖２

（１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２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 基于出土文献， 从定植、 架式、 围墙设置、 埋土防寒等方面考证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先民的

葡萄栽培。 研究发现， 先民定植葡萄的时间不早于公历 ４ 月中旬， 定植方式可能为扦插。 结合出土文

书及墓室壁画， 推测先民应采用棚架栽培葡萄， 但并不排除也使用活支柱的搭架方式； 部分葡萄园周

围设置有院墙， 但功能主要是防盗或明确主权， 未见其他功能。 另外， 文书中的 “抽枝” 可理解为

“盘墩”， 而非专业的果树修剪； 葡萄秋季埋土防寒， 以及春季出土的时间与当代较为接近。

关键词： 晋唐时期　 吐鲁番文书　 葡萄栽培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０９－１２

葡萄是一种重要的水果， 且为多数人所钟爱。 作为我国重要的葡萄产区之一， 吐鲁

番的葡萄栽培史一直为农学及史学工作者所关注。 研究表明， 史前时期该地区已有葡萄

栽培。 在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内曾发现一根葡萄藤， 经年代学测定为距今 ２３００ 年左

右①。 在洋海墓地附近， 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吐鲁番胜金店墓地也有葡萄种子出土， 且

年代学测定结果显示其为距今 ２１００ 年前②。 上述实例说明，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 吐

鲁番地区已有葡萄栽培。 因此， 就目前的证据来看， 吐鲁番是我国最早栽培葡萄的

地区。
吐鲁番最早葡萄栽培的文字记录见于 《前秦 （？） 田亩簿》， 时间与十六国时期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５－０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汉唐期间丝路先民的农业活动与环境适应———以新疆地区为例”

（４１６７２１７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晋唐文书的植物考证”
（Ｅ０Ｅ４８９３１Ｘ２）

作者简介： 蒋洪恩 （１９７６－　 ）， 男， 河北深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植物考古、 植物学史研究。
乔秋颖 （１９６５－　 ）， 女， 江苏徐州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音韵学、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

　 ①　 Ｊｉａｎｇ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ｉ Ｘ，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ｖｉ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ａ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 Ｖｉ⁃
ｔ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ｈａｉ Ｔｏｍｂ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６， ２００９， １４５８－１４６５。 按： 新疆汉
代以前无文字记录， 均属于史前时代。

　 ②　 Ｊｉａｎｇ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Ｌü Ｅ， ｅｔ 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ｕｒｐａｎ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ｄｉａ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２４， ２０１５， １６５－１７７ 按：
年代学数据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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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建元二十年 （公元 ３８４ 年） 相去不远。 该文书中有 “蒲桃三亩” “蒲桃四亩” “蒲
桃五亩” 的记录①。 此后至唐西州各个时期， 与葡萄相关的文书均有出土。 葡萄在晋唐

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曾一度被称为 “蒲桃” “桃” “蒲陶” “陶” 等②。 有关吐鲁番历史时

期的葡萄栽培与加工问题， 曾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研究③。 近年来， 随着出土文书的不断

丰富， 我们对吐鲁番的葡萄栽培史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以下， 我们将从葡萄的定植、 架

式、 修剪、 围墙、 出土与防寒等方面展开讨论， 以期对史学及农学界相关学者有所

裨益。

一、 葡萄定植的时间与方式

葡萄春秋两季均可栽植， 但在北方一般以春季为主。 在 《高昌乙酉、 丙戌岁某寺

条列月用斛斗帐历》 中， 农历三月有④：
　 　 粟三斛九斗得钱三文， 麦一斛五斗作面， ［ 三］ 斗， 供三月三日食

粟八斛四斗， 雇外作人二十人， 用西涧垂桃 （萄） 中掘搆种 ［□并食粮］
据吴震先生考证， 此处 “垂” 可释为 “陲”， 其意为西涧边缘。 该葡萄园应为新

辟， 植株尚幼小或新植。 据此可在 “种” 字后补一 “桃” 字⑤。 从本文书来看， 新栽

葡萄发生在高昌丙戌岁 （公元 ６２６ 年） 农历三月初三 （公历 ４ 月 ４ 日） 以后⑥。 因葡萄

栽培条目在当月文书偏后的位置， 我们推测其时间不早于公历 ４ 月中旬。 当代吐鲁番盆

地栽培葡萄的时间比古代要早， 其中火焰山北稍冷凉， 在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上旬； 山南气

温偏高， 在 ３ 月上旬至中旬⑦。 也有报道山北于 ３ 月中下旬， 山南于 ３ 月上旬进行葡萄

栽培⑧。 根据 《吐鲁番葡萄志》 记述， 当地居民传统的建园方法为在新园定植坑内直接

扦插葡萄枝条， 而这些枝条均源于当年出土 （开墩） 的葡萄藤⑨。 我们推测， 晋唐时代

０１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荣新江、 孟宪实、 李肖主编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８４－１８５ 页。
陈习刚 《吐鲁番文书中葡萄名称问题辨析———兼论唐代葡萄的名称》， 《农业考古》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４
－１６２ 页； 赵美莹、 王龙、 党志豪、 蒋洪恩 《唐西州时期吐鲁番的桃树栽培———从出土文书及实物证据谈

起》，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０５－４１５ 页。
陈习刚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葡萄的栽培》， 《农业考古》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２４－２２９ 页； 卢向前 《麴氏

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 葡萄酒及葡萄酒税》，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１０－１２０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４０１－４０２ 页； 补充缺字的依据参

考了吴震 《七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高昌寺院经济管窥》， 收入氏著 《吴震敦煌吐鲁番

文书研究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３０ 页。
吴震 《七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高昌寺院经济管窥》， 收入氏著 《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

研究论集》， 第 ５３７、 ５４０ 页。
农历与公历的换算， 基于王素 《麴氏高昌历法初探》， 收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出土文献研究续

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４８－１８０ 页。
吐鲁番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编 《吐鲁番葡萄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３６ 页。
李志超、 廖可璜、 杨忠信编著 《吐鲁番葡萄》，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７２ 页。
吐鲁番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室编 《吐鲁番葡萄志》， 第 １２４ 页。



的吐鲁番居民也应采用扦插的方式建立新园， 时间比当代略晚。

二、 葡萄的架式

葡萄为木质藤本植物， 茎蔓生， 组织疏松， 髓腔大， 无法形成直立的主干系统， 一

般搭架栽培。 葡萄架式主要分为三种： 柱式架、 篱架与棚架①。 在新疆地区， 依旧存在

着古老的活体支架方式②。 然而， 清人祁韵士所著的 《万里行程记》 里， 记录到当时的

吐鲁番 “蒲萄蔓地而生， 不须引架”③。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吐鲁番居民传统种植葡萄多

不搭架， 任其贴地生长， 且采用无架栽培的葡萄高达 ８－１０ 万亩④。 那么晋唐时期的吐

鲁番先民在种植葡萄时是否搭架？
在 《武周长安三年 （公元 ７０３ 年） 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 中， 有以下

条款⑤。
　 　 １　 长安叁年三月二日严苟仁于麴善通边租张渠陶

２　 蒲一段二亩。 陶内有枣树大小拾根， 四院墙壁并全。 其陶

３　 契限五年收佃。 今为陶内支 短， 当年不论价直。 至辰

４　 岁， 与租价铜钱肆伯捌拾文。 到巳岁， 与租价铜钱陆伯肆拾文。
５　 至午岁， 与租价铜钱捌伯文。 到未岁， 一依午岁价， 与捌伯文。 年

卢向前先生认为， 此处的 “支 ” 可释为支架； 支架短意味着葡萄种植时间不长，
生长不旺， 所以第一年租期内暂不收费⑥。 事实上， 在 《武周圣历元年 （公元 ６９８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及车牛事》 中， 也有 “运枝 ” 字样⑦。 经王启

涛先生考证， 同 ， 因为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 “扌” 与 “木” 字旁经常混用⑧。 在北

京故宫藏 《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 中， 有 “柯， 枝也， 柄也， 亦 ”⑨。 此处支

（即枝柯） 连用， 应指枝条而非葡萄架。 另外， 葡萄架搭建后便固定在田地中， 一

般不存在支架随葡萄生长而调整高度的现象。 因此， 上述文书尚不能证明葡萄搭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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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星主编 《果树栽培学各论》 （北方本），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
刘家驹编著 《新疆葡萄栽培及贮藏加工》，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３２、 １１９－１２４ 页。 另

据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永兵研究员，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研究员介绍， 吐鲁番当代少数居民因资金、
架材或劳动力短缺， 仍采用无架栽培。
［清］ 祁韵士著， 李广洁整理 《万里行程记》，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３１ 页。
李志超、 廖可璜、 杨忠信编著 《吐鲁番葡萄》， 第 ９６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３２ 页。
卢向前 《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 葡萄酒及葡萄酒税》， 第 １１０－１２０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三）， 第 ５２１ 页。
王启涛 《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 成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２８８ 页。
周祖谟编 《唐五代韵书集存》，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０２ 页。
堀敏一对此呈模棱两可的态度， 认为 “不管解释是葡萄棚短， 或是葡萄枝短， 总之由于这个原因， 免去了

第一年的租价”。 见 ［日］ 堀敏一著， 韩国磐等译 《均田制的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第 ２６５－２６６ 页。



对于 《高昌乙酉、 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 中 “掘搆种桃” 的 “搆” 字，
吴震先生将其考证为 “沟”①， 指掘沟并种葡萄； 王启涛先生认为 “搆” 同 “構”， 并

认为 “構” 指架子， 即挖土并搭架子②。 在 《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 中， 有与

文书中写法完全一致的 “搆” 字， 其注解为 “累， 又从木”③。 在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

《笺注本切韵》 （Ｐ ３６９４）④、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Ｐ ２０１１）⑤、 北京故宫藏 《王仁

昫刊谬补缺切韵》⑥， 以及蒋斧印本 《唐韵》 残卷中⑦， 相应的位置仅见 “構” 字。 由

此看来， 此处的 “搆” 应释为 “構” 而非 “溝” （沟）。 在 《唐韵》 残卷中， “構” 的

注解为 “架也， 合也， 说文从木”⑧。 在唐代的敦煌写本 《俗务要名林》 中， 也有 “構
架” 一词⑨。 葡萄栽培可挖定植沟或定植穴， 其中前者更利于根系占据更大的营养空

间， 但工作量远大于后者。 高昌先民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 如果采用开沟定植则

令人颇为费解。 另外， 葡萄扦插后如加强管理， 枝条当年生长量可达 １ ５－３ 米。 因此，
有条件的葡萄园在定植当年即要搭临时或永久支架。 因此， 认为 “掘搆” 等同于 “掘
構”， 即掘土并搭葡萄架是合理的。

在汉晋时期的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第 ５８６ 号佉卢文书中， 有 “自此以后， 司书罗

没索蹉对该葡萄园有权支架、 拆架、 剪葡萄、 饮 （酒）、 交换、 出卖、 为所欲为” 的

条款， 说明汉晋时期， 深居塔里木盆地的尼雅先民在栽培葡萄过程中， 已有搭架行为。
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 早至十六国， 晚至唐西州时期， 曾出现 “柱索” “埋柱” 等字

样， 同样被认为是葡萄搭架的证据。 例如， 在 《北凉建平五年 （公元 ４４１ 年） 张鄯善

奴夏葡萄园券》 中， 有 “蒲陶并注索”； 在 《高昌夏某寺葡萄园券》 中有 “年著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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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柱廿”① 等； 在 《高昌曹、 张二人夏果园券》 中， 有 “柱廿百一拾七□”②。 如此

多的立柱， 暗示着该园应有葡萄架存在。 在 《唐吕致德租葡萄园契》 中， 有针对支柱

的 “得支还支”， 其意为 “需要支柱时， 就要将支柱支撑起来”③。 另外， 在 《武周圣

历元年 （公元 ６９８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及车牛事》 中， 也有

“埋柱” 一词④。 既为埋， 则之后不能随意移动。 尽管如此， 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 并

没有出现有关葡萄架式的直接描述 （图 １）。

图 １　 吐鲁番阿斯塔那 ６４ＴＡＭ１３ 墓葬中出土的纸画，
其中葡萄园在纸画右上方， 农具的左侧⑤

除文字外， 吐鲁番晋唐墓葬中出土的壁画也为当时的葡萄栽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哈拉和卓墓地 ７５ＴＫＭ９８ 描述地主庄园生活场景的壁画上画有葡萄栽培情况， 但该葡

萄较为低矮， 架式不明⑥； 在阿斯塔那墓地十六国时代的 ０６ＴＡＭ６０５⑦ 与 ０４ＴＡＭ４０８⑧ 墓

葬中所绘的壁画上， 也均有葡萄栽培的象征， 但均较为抽象且缺乏立体感， 无法反映葡

萄的架式。 可喜的是， 阿斯塔那墓地 ６４ＴＡＭ１３ 墓葬中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纸本绘画，
呈现了葡萄架的端倪。 尽管不乏想象的内容， 但纸画大部分是墓主人生产生活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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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礼鹏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 《考古与文物》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３８３－４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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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①。 其中， 右侧三分之一的画面反映了田园生活及劳动场景。 在右上侧除耙、 杈等农

具外还有农田， 且田地内至少有 ７ 个拱形图案， 极似葡萄的拱形棚架。 因此， 上述田地

极有可能象征着葡萄园。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棚架很可能是晋唐先民栽培葡萄所采用的架式。 早在 ３０００ 多年

前， 古埃及人就已熟稔搭建棚架来栽培葡萄②。 《齐民要术》 有云 “ （葡萄） 蔓延， 性

缘不能自举， 作架以承之”③。 显然， 我国内地先民在南北朝时期已深谙葡萄的生长习

性， 并掌握了葡萄搭架技术。 吐鲁番夏季酷热难耐， 当地居民的庭院内均搭有葡萄架，
既可收获果实， 又可遮阴， 一举两得。 况且， 庭院内活动范围有限， 先民们想必不会放

任葡萄在地表匍匐生长， 因此搭架是庭院栽培葡萄的必然选择。 从纸画看来， 露地栽培

葡萄也采用了棚架方式。 在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的胜金口石窟， 也用写实手法描绘了一架

葡萄。 葡萄藤位于石窟顶部， 硕果累累， 自然下垂， 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 很好地反映

了棚架栽培的特点④。
除棚架外， 活支柱也是葡萄架的一种形式。 所谓活支柱， 即利用活的树干， 作为葡

萄架的支柱⑤。 活支柱造价低， 且来源丰富。 新疆喀什一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仍有

使用活支柱的现象⑥。 在汉晋时期的尼雅遗址曾有果园发现。 斯坦因曾报道在园内发现

葡萄架 （ｔｈｅ ｔｒｅｌｌ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 ｖｉｎｅｓ）⑦。 在该遗址内发现的两处果园 （９５Ａ２ 和 ９５Ａ７） 内，
均有葡萄栽培。 由于年深日久， 葡萄藤已荡然无存， 但是 “园内自东向西九列已枯干

的葡萄根和架依然留存”⑧。 在果园 ９５Ａ７ 中， 葡萄株呈东西向平行， 等距离排列。 作为

添加树木， 还种着胡杨和沙枣小树。 考古工作者认为， 沙枣树除作为成林树木外， 也可

将其作为果树来看待。 当代果农通过搭建葡萄架来让葡萄爬藤， 而在尼雅， 是在葡萄株

旁种一些其他树木来发挥葡萄架的作用⑨。
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居民很可能也懂得使用活支柱种植葡萄。 在 《高昌曹、 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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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果园券》 中， 有 “桃中梨枣尽□桃行”①； 在武周长安三年 （公元 ７０３ 年） 西州高昌

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 中， 有 “陶内有枣树大小拾根”②。 在 《高昌延昌六年 （公元

５６６ 年） 吕阿子求买桑葡萄园辞》 中， 桑与葡萄共处一园③。 为方便打理， 果园一般分

区栽植不同的果树， 且很少混栽。 另外， 葡萄园内一般不套种作物， 或仅套种低矮的蔬

菜或绿肥作物， 否则得不偿失④。 因此， 此处的梨、 枣等乔木类果树尽管可能仅种植于

果园的边缘， 但并不排除二者连同桑树作为活支柱栽植于园内， 供葡萄爬藤生长。
架材的缺乏也限制了吐鲁番葡萄架搭建的规模⑤。 作为全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吐

鲁番除河湖及村落沟渠边缘外， 其他区域均不具备生长乔木及灌木的条件。 因此， 当地

木材奇缺。 况且， 搭架费工费料， 成本很高， 维护起来费时费力。 另外， 吐鲁番气候干

燥， 葡萄果穗即使贴地生长， 也不易霉变， 因此当地居民搭架的积极性不高。 直至上世

纪八十年代， 新疆吐鲁番仍有三分之二的葡萄园尚未搭架； 已搭架的架材质量差， 维持

年限很短⑥。 搭架固然有很多优点， 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 并不是吐鲁番居民的首

选。 如今吐鲁番普通采用棚架栽培， 则是利用一劳永逸的水泥柱 ／铁丝制作葡萄架的结

果。 因此， 对于吐鲁番传统的葡萄栽培方式， 简单冠以 “落后” 二字并不客观。

三、 围墙的设置

在 《唐吕致德租葡萄园契》 中， 有 “ 陶 垣壁崩破， 及时修理”⑦； 在 《武

周长安三年 （公元 ７０３ 年） 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 中， 有 “四院墙壁并

全”⑧。 由此可知， 至少部分葡萄园设置了围墙。 葡萄喜温， 喜光， 在生长期需要较好

的光照和通风条件。 围墙的存在， 势必造成靠近墙体的少量植株光照不足且通风不畅。
况且， 围墙的存在， 使得道路的出口较为集中， 影响运输效率， 且对灌溉也存在一定的

影响。 因为葡萄园内当时并没有坎儿井， 也不可能就地掘井取水灌溉， 并不具备独立的

水源， 因此所需之水必然从墙外引来⑨。

５１１从出土文献看吐鲁番晋唐时期的葡萄栽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一）， 第 ２８３ 页。 按： 本文作者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 曾认为 “桃中梨

枣” 中的 “桃” 为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而非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随着认识的加深， 笔者认为 “桃中梨

枣” 之 “桃” 应释为葡萄。 赵美莹、 王龙、 党志豪、 蒋洪恩 《唐西州时期吐鲁番的桃树栽培———从出土

文书及实物证据谈起》， 第 ４０５－４１５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三）， 第 ４３２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１４０ 页。
李志超、 廖可璜、 杨忠信编著 《吐鲁番葡萄》， 第 ８９ 页。
刘家驹 《吐鲁番古今葡萄生产技术之比较研究》， 收入氏著 《新疆古代园农科技与物产史杂考》 （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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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吐鲁番， 若非专门的观光旅游点， 葡萄园一般不设置围墙。 同样， 在我国

广大农村， 因盗窃现象很少发生， 在大田内种植葡萄很少有人设置围墙。 吐鲁番尽管是

葡萄种植的天堂， 但古代中国毕竟是一个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国家。 葡萄含糖量高，
且可鲜食， 对普通人有着很大的诱惑力。 因此， 在仓廪不足时， 围墙主要起防盗作用，
并可明确对田地的主权。 即便修建了围墙，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墙体既不会太高， 也

不会太厚。 例如， 在新疆尼雅遗址中的果园四周， 仅有栅栏 （或篱笆） 将之与外界隔

开①。 至于围墙对果园所起的增温作用， 以及其对果园通风所造成的影响， 基本可以忽

略不计。

四、 果树修剪问题

古代吐鲁番居民是否存在果树修剪？ 东汉时期成书的 《四民月令》 正月一节中有

“是月， 尽二月， 可剶树枝②； 在 《齐民要术》 中， 也有修剪桑树枝的记载③。 然而，
上述描述主要是针对于用材树种。 对果树修剪的记录已晚至元代。 在 《农桑衣食撮要》
中， 针对果树有 “削去低小乱枝条， 勿令分力， 结果自肥大”④。 尽管我国自古以来就

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范例， 但果树修剪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普通农民对果树的生长规律

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对修剪并不积极。 他们认为， 果实着生于枝条之上， 对枝条的修

剪， 必将影响来年的果实产量； 修剪造成的伤口， 会造成树势衰弱。 即使是专业人士，
对同一株果树的修剪也有轻有重， 并无统一标准。 因此， 果树修剪推广起来有很大的难

度。 就吐鲁番地区而言， 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当地农民认为修剪会影响产量， 任果树

自由生长⑤。 事实上， 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⑥。
有学者将 《武周圣历元年 （公元 ６９８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

及车牛事》 中的 “抽技” 一词考证为修剪⑦。 事实上， 改革开放前的果农仅是去掉一些

枯枝、 伤残枝， 并无为增加通风透光、 减少徒长等真正意义上的修剪。 依此类推， 一千

多年前的晋唐时期先民更不可能具备修剪意识。 同样， 在尼雅遗址出土的第 ５８６ 号佉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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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中的 “剪葡萄” 与 “饮 （酒） ” 连结在一起①， 很可能是在葡萄成熟时剪下果穗。
有些葡萄果梗粗壮， 在收获时如用手直接掰取， 对枝条和果梗均有损害。 即使有剪枝行

为， 也同样是剪除枯枝与病残枝。
刘家驹先生认为， 此处的 “抽” 字可考证为 “收， 收缩”。 在冬季埋土之前， 需将

葡萄下架、 捋顺， 并缩小其体积， 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快速掩埋。 因此， 刘家驹先生认

为， “抽枝” 一词可以理解为 “收缩葡萄枝 （植株） ”， 相当于现在的 “盘墩”②。 在

《齐民要术》 中有 “十月中， 去根一步许， 掘作坑， 收卷蒲萄悉埋之”③。 此处的 “收”
正好对应 “抽”。 因此， 对于将 “抽枝” 一词考证为 “修剪” 还是 “盘墩”， 笔者更倾

向于后者。

五、 葡萄的冬季埋土防寒与出土

葡萄在树液开始流动至芽眼膨大期， 必须及时出土。 出土过早， 枝条被风吹日晒易

抽干； 出土过晚， 会导致枝条上的芽眼在埋土的黑暗环境中即已萌发并形成黄化芽， 出

土时容易碰伤， 且受到光照易造成死亡④。 葡萄出土的时间是相对稳定的。 该工作在当

地一般凭经验进行。 当地青杨树絮吐， 或杏花花蕾显著膨大至开放时， 为出土的最佳时

间。 从节气来看， 时间大约在惊蛰与春分之间⑤。 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 我们虽未能找

到具体的出土时间， 但根据葡萄生长的物候期， 且不考虑唐代与现代气候差异的同时，
晋唐时期当地葡萄藤的出土时间也应在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这一区间内。

在 《北凉建平五年 （公元 ４４１ 年） 张鄯善奴夏葡萄园券》 中， 签订租葡萄园契约

的时间为公元 ４４１ 年农历正月十一⑥。 根据朔闰表和史日对照表推算， 当天为公历 ２ 月

１７ 日。 此时天寒地冻， 葡萄藤尚未出土。 双方在此时签约， 显然租赁方已在往年考察

过该园， 并对葡萄的生长状况有所认识。 在 《武周长安三年 （公元 ７０３ 年） 西州高昌

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⑦ 中， 签约时间为农历三月二日 （公历 ３ 月 ２４ 日）。 此时， 葡萄

大体刚出土不久。 租园人很可能也已考察过葡萄园， 并对苗木质量进行了评估， 然后才

进行立契。
另外， 冬季防寒同样是葡萄栽培的重要程序。 葡萄的原产地位于地中海沿岸。 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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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候温和多雨， 无需防寒。 然而， 我国北方冬季寒冷干燥， 葡萄必需埋入土中， 否

则就会冻死。 相对于出土而言， 有关葡萄埋土防寒的文献更为丰富。 在 《武周圣历元

年 （公元 ６９８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及车牛事》 中， 有如下

记录①：
　 　 １　 四角陶 （萄） 所

２　 合陶内抽枝、 覆盖、 踏浆并收拾 残 ②枝、 埋柱等总料得夫玖

３　 拾陆人， 人各役单功， 各合伍日

４　 七十七人役讫

５　 一十九人未役

６　 合运浆及运枝 料等车牛贰拾伍乘， 乘别各一日役

７　 十乘运浆役讫

８　 一十五乘未役

９　 右陶内昨准往例料得夫及牛车数， 各

１０　 具件如前， 请处分。
１１　 牒件状如前， 谨牒。
１２　 圣历元年十月　 日前官史玄政牒

经换算， 公元 ６９８ 年农历十月为公历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１２ 月 ７ 日③。 此时吐鲁番已值初

冬， 葡萄园内所有的工作已基本结束。 显然， 该文书所指的并非当月的工作记录， 而是

该官办葡萄园当年所用徭役运行情况的总结④。 因此， 葡萄埋土在此之前已经完成。 单

从出土文书上来看， 我们无法准确推断先民掩埋葡萄的准确时间。 根据惯例， 吐鲁番的

葡萄埋土一般发生在 １０ 月下旬至 １１ 月中旬之间⑤， 也有报道为 １０ 月中旬至 １１ 月初⑥。
晋唐时期吐鲁番的葡萄埋土防寒时间也应大致如此。

如前所述， “抽枝”， 之后的程序为 “覆盖”， 即将葡萄藤放入沟中或坑中后， 对葡

萄进行覆土。 “覆盖” 虽不能为栽培者直接带来产品， 技术含量也不高， 却是葡萄栽培

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其关系到葡萄植株的生死存亡。 在 《唐年次未详 （八世纪

前期） 西州寡妇梁氏辞 （附判） 》 中有因为葡萄未能及时 “覆盖” 引发的纠纷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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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考古记》， 北京：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７ 页， 图版 ２５， 图 ３０； 齐陈骏 《敦煌、 吐鲁番文书中

有关法律文化资料简介》，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０ 页； 赵晓芳 《从移民到乡里———公元 ７
－８ 世纪唐代西州基层社会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９１ 页。



《唐吕致德租葡萄园契》 中， 除有针对支柱的 “得支还支” 外， 还有针对葡萄藤 “得塠

还塠” 的要求①， 其意为入冬时需要将葡萄藤堆土埋起来时， 就应当堆埋， 以免造成

冻害②。
在 《齐民要术》 中， 葡萄在埋土之前 “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 无穰， 直安土亦

得”。 其意为埋土前最好在葡萄藤上铺设黍的秸秆； 若无秸秆， 直接覆土也可③。 及至

现代， 有些地区仍习惯在枝蔓的上部和两侧堆放秸秆或稻草④。 在 《阚氏高昌永康年间

（公元 ４６６－４８５ 年） 供物、 差役帐》 中， 曾多次提到 “土堆蒲陶”⑤， 但并未提及更多

的动作。 我们推断， 吐鲁番先民在进行葡萄埋土防寒时， 并未覆盖其他植物， 而仅用土

埋———这和目前当地居民所用的埋土防寒方法是一致的⑥。
关于 “踏浆” 环节， 已有学者进行了较多的论述⑦， 笔者在此不拟详细展开。 乍一

看来， 文书 《武周圣历元年 （公元 ６９８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及

车牛事》 内的抽枝、 覆盖、 踏浆、 收拾残枝等似乎一气呵成， 历经了葡萄埋土防寒的

整个过程。 然而， 上述记录更似为对全年徭役的总结， 而非当月 （农历十月） 行为⑧。
因此， 此处的踏浆、 埋柱、 运浆等与抽枝、 覆盖未必是同时进行的。 吐鲁番地区的葡萄

成熟期集中在公历 ７ 月中下旬至 ９ 月中下旬⑨。 公元 ６９８ 年农历十月 （公历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１２ 月 ７ 日） 期间已无果可采， 无浆可踏。 显然， 文书中的踏浆、 运浆等活动均发生在

农历十月以前。
有学者将踏浆释读为制作泥浆， 然后涂布在掩埋葡萄的覆土上， 以加强防冻效

果。 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可以对葡萄藤进行深埋， 而不是通过封泥来实现保温目的。 这

种操作方法并不实用， 而是徒增了工作量。 另外， 即使在休眠期， 葡萄也需要呼吸。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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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封泥会抑制葡萄的呼吸作用， 从而对葡萄植株造成伤害①。 笔者在文献检索和不同葡

萄产地的实地考察中， 均未发现覆土后再封泥的作法。
除 “踏浆” 外， 该文书中还有 “运浆” 行为， 进一步证明了此 “浆” 非泥浆。 众

所周知， 泥或泥浆的密度远大于水。 如果在村庄内盖房， 村民一般会将水和土分别运至

工地附近， 然后和泥； 如在野外用泥， 一般仅运水至工地， 然后就地和泥。 即使本研究

所指的四角官萄的葡萄藤在弯干埋土后真的需要抹泥封严， 顶多也只是运水至果园。 使

用车辆承载密度较大的泥或泥浆并不常见， 因为其极易损坏车具， 累伤牲畜。 因此， 此

处的 “踏浆” “运浆”， 均应是针对葡萄果实加工产品的行为， 而非用于封闭覆土的泥

或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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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身在敦煌经变画中的体现

———莫高窟第 ３１ 窟研究之一

张景峰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本文对莫高窟第 ３１ 窟主室南、 北两壁的金刚经变和报恩经变进行了研究， 认为报恩经变

出现于第 ３１ 窟中不仅体现了报恩思想， 而且表达了观佛的需求， 金刚经变的绘制是对报恩经变的有

力应对， 以佛的法相代替其他诸像， 进而达到无相的目的。

关键词： 敦煌石窟　 经变画　 第 ３１ 窟　 佛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２１－１１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石窟营建过程中， 新经变的出现， 无论是从内容选取、 主体构图， 还是到宗教、
社会功能的体现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这种含义源自佛教为了宣传需要对经典的取舍， 而

这种取舍是建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或对应关系之上的。 敦煌石窟新出现的经变画就符合

上述的情况， 在中后期的洞窟中出现了各种经变画的对应关系， 如观无量寿经变对应药

师经变， 法华经变对应华严经变、 天请问经变对应弥勒经变、 报恩经变对应维摩诘经变

等。 那么， 这些首次出现的经变画， 与其他经变形成对应关系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什

么， 其对应的依据又是什么？
敦煌石窟最早的金刚经变出现于莫高窟第 ２１７ 窟中， 位于洞窟主室西壁龛内顶部，

虽然只绘出了 《金刚经》 法会因由分的内容， 但与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北壁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美术史” （２０ＺＤ１４）；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敦煌莫高窟崖面及内容百年变迁研究” （１８ＹＪＡ０００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青

年支持计划项目 “敦煌石窟唐代艺术图像研究” （２１ｌｚｕｊｂｋｙｊｈ００３）
作者简介： 张景峰 （１９７７－　 ）， 男， 陕西周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石窟考古、 艺术与敦

煌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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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无量寿经变及东壁的观音经变共同体现了三种佛教灭罪的思想与法门。① 虽然， 第

２１７ 窟的金刚经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完备， 在构图上借鉴了西方净土变的样式， 在内

容上也只是绘出了 《法会因由分》 的部分内容， 但与其他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佛教的

主题。 之后， 金刚经变绘入莫高窟第 ３１ 窟的南壁， 在构图方式上基本成熟， 表现内容

有所增多， 有选择的绘出了 《金刚经》 的主要内容。② 虽然， 在北朝晚期就已经出现了

以 《报恩经·孝养品》 为依据绘制的故事画， 但是从盛唐开始， 敦煌莫高窟的洞窟中

才出现了报恩经变。 盛唐第 １４８ 窟的甬道顶部及南、 北两披出现了报恩经变的 《序品》
《恶友品》 及 《孝养品》 （图 １）。 第 ３１ 窟的北壁不仅绘制了报恩经变的上述三品的内

容， 而且绘制了佛中央说法图， 符合一般经变画的特征， 属于新出现的经变。 金刚、 报

恩两铺新的经变同时出现于洞窟主室南北两壁， 组成了第 ３１ 窟的主要内容。

图 １　 莫高窟第 １４８ 窟报恩经变 《孝养品》 （摘自 《敦煌石窟全集·报恩经画卷》 ）
第 ３１ 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崖面中段下层， 是一个中型洞窟 （图 ２）。 洞窟主室平面呈

方形， 顶部为覆斗顶， 西壁开一龛。 根据唐前期洞窟的分期可知， 第 ３１ 窟为唐前期洞

窟的第四期， 开凿时间早不过天宝， 晚不过沙州陷蕃的建中二年 （公元 ７８１ 年）。③ 需

要说明的是樊锦诗、 刘玉权在进行第四期洞窟分期时， 在前面开凿完成洞窟及开凿未完

成洞窟的论述中均没有列出第 ３１ 窟， 只是在最后讨论第四期的年代时又将其加入。 殷

光明在编写敦煌石窟的报恩经变画册时， 将第 ３１ 窟的报恩经变列在了第 １４８ 窟之前④，
而在其专著 《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 中又将第 １４８ 窟报恩经变的年代排在了第 ３１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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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面。① 这就说明第 ３１ 窟在开凿年代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一些问题。

图 ２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崖面位置图 （敦煌研究院提供）
第 ３１ 窟的研究， 真正得到学界重视开始于南壁壁画的定名，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

录》 和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都将其定名为 “卢舍那佛一铺”。② ２００２ 年， “海峡两岸

敦煌学丝绸之路研习营” 参观第 ３１ 窟时， 赖鹏举、 贺世哲确定洞窟南壁壁画应为金刚

经变。③ 之后， 殷光明发表 《莫高窟第 ３１ 窟金刚经变与华严禅》 一文， 确定第 ３１ 窟南

壁经变画为金刚经变， 并认为此经变的出现与华严思想有关， 表现了教禅合一的思

想。④ 贺世哲在研究敦煌石窟的金刚经变时， 首先对第 ３１ 窟此经变进行了详细的考

释。⑤ 武海龙认为， 第 ３１ 窟南壁金刚经变中央说法图的主尊为卢舍那佛， 卢舍那佛的

出现受到了禅宗的影响。⑥ 汪悦进在 ２０１４ 敦煌论坛上发表 《道场时空与观想次第： 敦

煌第 ３１ 窟法华三昧试探》 一文， 认为第 ３１ 窟诸种经变画的图像逻辑都是按盛唐法华忏

仪的道场而展开， 表现了法华三昧的思想。⑦ 鉴于金刚经变的重要性， 笔者对敦煌早期

金刚经变的形成与最初的图像样式进行了研究。⑧ 本文以莫高窟第 ３１ 窟为对象， 对南、
北两壁新出现的金刚、 报恩经变画所表现的内容及二者如何形成对应关系等问题进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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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高窟第 ３１ 窟主室南、 北两壁经变画的内容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南壁的这铺金刚经变以 “卢舍那法界像” 为主尊， 两侧分布 《金刚

经》 的内容。 画面右侧分别绘制了 （１） 孤独园说法 （法会因由分第一）； （２） 乞食；
（３） 洗足； （４） 须菩提请问； （５） 无余涅槃 （大乘正宗分第三）； （６） 筏喻 （正信希

有分第六）； （７） 佛为舍利弗解疑； （８） 四罗汉果 （一相无相分第九）。 画面左侧分别

绘制了 （１） 受持、 诵读 《金刚经》 所得功德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２） 受持、 诵读

《金刚经》 所得功德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３） 歌利王肢解忍辱仙人 （离相寂灭分第

十四）； （４） 佛与须菩提答疑 （离相寂灭分十四）； （５） 如人有目、 如人入暗 （离相寂

灭分十四）； （６） 消除恶道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７） 佛向须菩提受持金刚经； （８）
佛至燃灯佛所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９） 须菩提升座； （１０） 释迦给信众讲法； （１１）
皆大欢喜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图 ３）。

图 ３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南壁金刚经变 （敦煌研究院提供）
第 ３１ 窟的金刚经变以中央说法图为中心， 用 ２０ 个画面， 在左右两侧有选择的表现

了 《金刚经》 的内容。 画面从右侧上方开始一直延续到下方， 分别绘出了祇树给孤独

园说法、 乞食、 洗足， 须菩提请问， 无余涅槃， 筏喻， 罗汉四果等内容； 然后是画面左

侧， 从下到上分别绘出了手持、 诵读 《金刚经》 所得不可思议功德， 歌利王本生故事，
如人有目、 如人入暗， 消除恶道， 佛为众人说完法等内容。① 此铺经变的布局是说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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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条幅式， 内容相对整齐， 脉络清晰， 在内容选择上也抓住了 《金刚经》 的主要内容

及特征， 因此， 是敦煌石窟中最早的一铺完整表现 《金刚经》 的经变画。
第 ３１ 窟北壁也绘制了一铺通壁的经变画， 内容为报恩经变。 《大方便佛报恩经》

又名 《大方便报恩经》 （简称 《报恩经》 ）， 属于疑伪经， 宣扬上报佛恩、 中报君亲

恩、 下报众生恩的佛教报恩思想。 敦煌石窟存有大量依据 《报恩经》 绘制的经变画。
关于报恩经变的研究最早始于日本学者。① 松本荣一对莫高窟报恩经变的构图形式及表

现内容进行了考证。② 李永宁不仅对 《报恩经》 的传译及真伪问题进行了讨论， 还对莫

高窟报恩经变的各品内容、 构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③ 殷光明主编的 《敦煌石窟全

集·报恩经画卷》， 不仅对敦煌石窟报恩经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公布了大量的

图片；④ 之后， 以时代为顺序， 对敦煌石窟的报恩经变进行了研究。⑤ 简佩琦对敦煌报

恩经变的内容， 《报恩经》 文本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⑥ 之后还对报恩经变残存榜题与

《报恩经》 及变文 《双恩记》 进行了对比， 认为报恩经变的文本可能来源于 《双恩

记》。⑦ 王惠民对敦煌石窟报恩经变的数量、 洞窟号及各品的内容进行了简要梳理。⑧ 胡

文和将大足宝顶与敦煌的报恩经变进行了对比研究。⑨ 刘颖对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的报

恩经变进行了研究。 笔者还对莫高窟第 １３８ 窟出现的两铺报恩经变及其形成的原因进

行了研究。

第 ３１ 窟北壁的报恩经变， 中央为佛说法图， 下方表现序品， 左侧绘制孝养品， 右

侧绘制恶友品。 说法图中， 佛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上， 双手结说法印， 身穿田相袈裟，
头顶有华盖。 佛两侧绘弟子、 菩萨、 四天王、 天龙八部等； 说法图上方两侧绘佛说

《报恩经》 时各部天众乘云来听法的内容 （图 ４）。 值得关注的是说法图佛座两侧的两

身弟子， 穿山水衲， 左侧一身躬身， 右侧一身站立， 右手下垂， 与佛对话。 说法图下方

的画面比较模糊， 中间为一黑色方形榜题， 左侧一人背着另一人， 应是婆罗门背着母

亲， 右侧画一人， 身穿袈裟， 比丘形象， 应是阿难， 表现阿难乞食， 路遇婆罗门一家的

内容 （图 ５）。 可见， 中央说法图表现 《序品》 佛说法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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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北壁报恩经变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 ５　 莫高窟第 ３１ 窟报恩经变 《序品》 （敦煌研究院提供）
经变左侧画 《孝养品》 的内容。 主要表现须阇提太子故事画。 绘出了： （１） 守宫

神报警； （２） 仓皇出逃； （３） 陷入困境； （４） 父王欲杀夫人， 太子跪地阻拦父亲， 夫

人惊慌， 欲逃跑； （５） 太子割身肉供养父母； （６） 太子一路割肉供养父母； （７） 太子

身肉尽， 与父母告别； （８） 太子发愿； （９） 帝释天化狮子等试探； （１０） 帝释天现身；
（１１） 太子恢复肉身； （１２） 国王到邻国借兵； （１３） 借兵复国， 太子为王 （图 ６）。

经变右侧画 《恶友品》 的内容。 主要表现善友太子的故事画。 主要绘出了： （１）
波罗奈国有善友和恶友太子； （２） 太子求王布施； （３） 太子为入海做准备； （４） 太子

乘船入海； （５） 太子到珍宝山， 恶友等搬运珍宝； （５） 太子到银山， 盲导师身亡；
（７） 太子过金山， 脚踏青莲； （８） 太子到龙宫； （９） 龙王赠摩尼宝珠； （１０） 太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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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宫， 遇恶友； （１１） 刺眼； （１２） 牛王舐目； （１３） 王女与太子相见； （１４） 太子发

愿， 双眼复明； （１５） 太子赴牢中释放恶友； （１６） 摩尼宝珠雨宝 （图 ７）。

　 　 　 　 　 　 　 　 　 　 图 ６ 图 ７
图 ６　 莫高窟第 ３１ 窟报恩经变 《孝养品》 （摘自 《敦煌石窟全集·报恩经画卷》 ）

图 ７　 莫高窟第 ３１ 窟报恩经变 《恶友品》 （敦煌研究院提供）
第 ３１ 窟北壁的这铺报恩经变， 中央表现 《序品》 的说法图， 下方表现阿难乞食路

遇婆罗门乞食供养父母， 而引发佛说 《报恩经》 的故事； 左侧为 《孝养品》 的内容；
右侧表现 《恶友品》， 构成了报恩经变的主体内容， 敦煌石窟之后出现的报恩经变都是

在这三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增补。① 第 ３１ 窟的这铺报恩经变所起的作用与对面

金刚经变作用是相同的， 且两铺经变画在图像选取， 表达内容上又是互为补充， 达到观

想的目的。

三、 佛法身在第 ３１ 窟南、 北两壁经变画中的体现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南壁的这铺金刚经变， 有选择的表现了 《金刚经》 的内容， 极具特

点。 用 “卢舍那佛说法” 作为主尊说法图， 这在敦煌石窟经变画中是不多见的。 殷光

明用华严思想解释此铺说法图。② 汪悦进试图用法华三昧解释第 ３１ 窟的图像与整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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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① 贺世哲认为， 此窟金刚经变以卢舍那佛为主尊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与该窟

对面的报恩经变有关， 另一个是用卢舍那佛表现佛的法身的无形无相， 不可名状， 是永

恒、 普遍的存在， 是诸佛、 菩萨应化之源。② 贺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 其实此像不是真

正意义上要表现卢舍那佛， 而是要表现佛的法相。 在图像上， 佛的法身很难表现， 也比

较抽象。 在华严系中， 卢舍那佛就等于释迦佛的法身佛， 因此， 也就有了卢舍那佛即为

佛法身的造像。
那么， 这与第 ３１ 窟北壁的壁画内容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 《报恩经》 宣扬

上报佛恩、 中报君亲恩、 下报众生恩的报恩思想。 殷光明认为， 莫高窟盛唐报恩经变的

出现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的结果， 表达了忠君报国的忠孝思想。③ 盛唐新出现的两

铺报恩经变， 特别是第 ３１ 窟完整的报恩经变， 则是报佛恩与君恩的完整体现。 第 ３１ 窟

的报恩经变只表现了 《序品》 《孝养品》 《恶友品》 三品内容， 以佛过去世孝养父母的

难行苦行和 “以忍辱力， 常念施恩” 等内容， 展现了观佛的身体力行， 达到上报佛恩

的目的， 是佛教和世俗报恩思想的结合。
其实在 《报恩经》 中， 佛说 《孝养品》 时显示了一种变化和神通：
　 　 尔时释迦如来即从座起升花台上， 结加 （跏） 趺坐， 即现净身。 于其身中现

五趣身， 一一趣身有万八千种形类， 一一形类现百千种身， 一一身中复有无量恒河

沙等身， 于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复现四天下、 大地、 微尘等身， 于一微尘身中复现

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身， 于一尘身中复现于十方一一方面各百千亿诸佛世界微尘等

数身， 乃至虚空法界不思议众生等身。④

这种 “五趣身” 可以是显现诸佛世界的任何身， 也包括虚空法界的不可思议众生

等身。 在讲述变化 “五趣身” 的同时， 经文中还有佛变化为卢舍那佛的记载：
　 　 是故如来乘机运化， 应时而生， 应时而灭。 或于异刹， 称卢舍那如来、 应供、
正遍知、 明行足、 善逝、 世间解、 无上士、 调御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或升兜

率陀天， 为诸天师； 或从兜率天下， 现于阎浮提， 现八十年寿。⑤

敦煌报恩经变中也有表现佛变化为五趣身， 甚至是变化为卢舍那佛的内容， 因此，
也就出现了所谓的 “卢舍那佛” 的图像， 代表洞窟有第 １５４、 ２５８、 １５６、 １２、 １４ 窟等。

第 １５４ 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一个洞窟， 报恩经变位于洞窟北壁东侧上部。
卢舍那说法像位于中央说法图下方的平台上， 卢舍那佛居中， 结跏趺坐， 脚心朝上， 左

手置于双脚之上， 腹前有一座悬空的须弥山， 右手上举， 掌心朝外， 手掌一侧， 一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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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影 （恶鬼） 被驱赶， 正欲离开； 佛身穿通肩袈裟， 胸前至肩部两侧各绘一个圆

圈， 圆圈内分别表示日月， 佛背后有圆形的火焰形背光； 佛左侧坐一菩萨， 右侧坐一弟

子， 两旁分别各坐三身菩萨 （图 ８）。

图 ８　 莫高窟第 １５４ 窟报恩经变中的卢舍那佛 （摘自 《敦煌石窟全集·报恩经画卷》 ）

图 ９　 莫高窟第 １５６ 窟报恩经变及卢舍那佛 （摘自 《敦煌石窟全集·报恩经画卷》 ）
第 １５６ 窟是晚唐张议潮的功德窟， 报恩经变位于洞窟主室北壁西起第一铺。 卢舍那

佛说法像位于中央说法图上方的建筑内， 卢舍那佛独处于一座佛殿内， 身穿通肩袈裟，

结跏趺坐， 腹部有一座须弥山， 背后有火焰纹背光 （图 ９）。

第 １２ 窟是晚唐的索家窟， 报恩经变位于洞窟主室东壁门南。 卢舍那佛位于经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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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方正中， 没有侍从和部众。 卢舍那佛结跏趺坐， 身穿通肩袈裟， 结禅定印， 腹前绘

一只三足鼎镬， 鼎镬内盛物， 旁边一人左手持斧， 右手持锯， 正在切割鼎镬中之物； 佛

胸前左右各有一个圆圈， 圆圈表示日月， 袈裟上绘有一排排黑白相间的云朵， 应是简化

了的天上、 人间、 地狱景象； 背后为圆形的火焰纹背光 （图 １０）。

图 １０　 莫高窟第 １２窟报恩经变中的卢舍那佛特写 （摘自 《敦煌石窟壁画全集 ８敦煌晚唐》 ）
这些造像有一些明显的具体特征， 胸前表现日月， 腹部有须弥山， 甚至第 １２ 窟的

造像与卢舍那法界像相似， 绘出了简化了的六道佛衣。 报恩经变中的卢舍那佛， 是为了

表现释迦佛的相好而显现的一种变化和神通， 即佛在说 《孝养品》 时展现的 “五趣身”
中诸多变化的一种， 这可以从第 １２ 窟中 “卢舍那佛” 的佛衣得到印证。 第 ３１ 窟既没

有绘佛说 《孝养品》 时显现的 “五趣身”， 也没有出现卢舍那佛， 但 《孝养品》 的内

容却占据了整个报恩经变的三分之一， 这就说明报恩经变在表现报恩的同时， 还强调了

观相。 可见， 《报恩经》 在强调观佛的身体力行的同时， 还要观佛诸多变化的 “五趣”
“法界” 和 “卢舍那” 等身。 而 《金刚经》 以无相为宗， 无住为体， 妙有为用， 主张

只有无相才是佛的真形， 即只有佛的法相才代表佛的真正之像。 然而， 法相并无固定形

象， 也并不专指某一身、 某一时之佛， 因而在形象上要完全体现 《金刚经》 的宗旨是

困难的。 但是如果有针对性对一些佛教思想提出的观点与主张， 在图像上反映则是可以

做到的。 在造像样式上， 佛法身像不具体指某一像， 又可指任何像， 借用净土庄严相的

佛说法像也可， 借用观音经变中的佛说法像也可。 那么， 借用卢舍那法界像， 表现

《报恩经》 中佛变化的 “五趣身” “法界身” “卢舍那身” 也是可行的。 可见， 第 ３１ 窟

的 “卢舍那佛” 既表示了 《报恩经》 中的五趣身像和卢舍那佛像， 又代表 《金刚经》
的法相， 也就是佛的法身， 为最终达到 《金刚经》 的无相做出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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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经》 不仅表达了观像中观佛的 “五趣” “法界” 和 “卢舍那” 等身， 还表达

了报恩的主题。 第 ３１ 窟的报恩经变只表现了 《序品》 《孝养品》 《恶友品》 三品内容，
绘出了阿难路遇婆罗门乞食孝养父母、 须阇提太子、 善事太子等三个故事， 在展现了佛

在过去世孝养父母的难行苦行， 观佛的身体力行的同时， 着重表达了 “以忍辱力， 常

念施恩” 的主题。 《金刚经》 是一部说理性很强的经典， 对 《报恩经》 的许多观点都有

自己的阐释。 在 《离相寂灭分十四》 中， 歌利王本生故事就表达了 “忍辱负重， 远离

自我” 的观念， 第 ３１ 窟的金刚经变用了两个画面表现了歌利王本生故事， 不仅强调了

忍辱负重， 还宣扬要众生离相， 即 “离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寿者相①”。 这些都是第

３１ 窟金刚经变除了表达自身内容与思想之外， 对北壁报恩经变所表现的 “以忍辱力，
常念施恩” 主题的回应与补充。

可见， 第 ３１ 窟南壁金刚经变， 除了自身思想的宣传外， 更多的是对北壁报恩经变

所表达思想的应对与补充， “卢舍那佛” 说法像的出现则代表了佛的法身。

四、 结语

莫高窟第 ３１ 窟南、 北两壁的金刚和报恩经变都属于敦煌石窟新出现的经变画， 两

幅画面都是通壁巨幅的经变画， 结构简单， 内容选取简练明确，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报恩经变首先宣扬上报佛恩、 中报君亲恩、 下报众生恩的报恩思想， 用 《序品》 《孝养

品》 《恶友品》 中的这些故事， 用佛过去世孝养父母的这些难行苦行， 达到观佛的身体

力行的目的， 在强调 “以忍辱力， 常念施恩” 的同时， 还要观佛的 “五趣身” “法界

身” “卢舍那身” 等像。 金刚经变的出现是对 “以忍辱力， 常念施恩” 的应对， 主尊

“卢舍那佛” 则是对 《报恩经》 观诸佛内容的补充， 代表了法相， 也就是佛的法身， 进

一步实现 《金刚经》 无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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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割乳布施典故探原

熊一玮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在佛教身体布施母题中， 女性割乳布施是较为特别的一种， 这一典故在印度古代文学、 汉

传佛教和克孜尔壁画中都有留存。 在印度文学中， 主要见于 《天譬喻经》 （Ｄｉｖｙｖａｄｎａ） 《本生鬘》

（Ｊｔａｋａｍｌ） 和 《譬喻劫波集》 （Ａｖａｄｎａｋａｌｐａｌａｔ）， 在汉传佛教中主要见于 《前世三转经》 《菩萨

本行经》 《银色女经》 和 《梵网经》 注疏， 与舍身饲鸟、 舍身饲虎为系列故事。 以上故事情节大体相

似， 细节相异。 本文认为， 《天譬喻经》 可能是汉文佛经和克孜尔壁画主题的共同来源。

关键词： 割乳布施　 前世三转经　 银色女经　 天譬喻经　 跋摩竭提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３２－１２

一、 汉传佛教文献中的割乳布施典故

汉传佛教文献中， 割乳救产妇典故的记载上至西晋、 下至清代， 其关键情节类似而

细节相异。 大致为： 女子偶遇新产妇， 产妇极饿将死， 欲吃其婴， 女子割下乳房供其充

饥， 产妇与婴儿皆免于死， 女人得到善报。
据笔者总结， 汉传佛教文献中 “割乳济产妇” 故事大体有四种版本： 西晋释法炬

译 《前世三转经》、 元魏佛陀扇多译 《银色女经》、 失译者 《菩萨本行经》、 及 《梵网

经》 注疏中的月上女割乳故事。 对几部经典分析比较如下。
（一） 《前世三转经》 中的割乳布施故事

《前世三转经》 一卷收入大藏经本缘部①。 有关此经的时代和原本， 根据 《出三藏

记集》② 《历代三宝记》③和 《古今译经图纪》④对译者法炬的生平事迹记载， 是法炬和尚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 “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 （２１ＶＪＸＴ００２）
作者简介： 熊一玮 （１９９１－　 ）， 女， 河南邓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①　 ［西晋］ 法炬译 《前世三转经》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４４７ 页。
　 ②　 ［南朝梁］ 僧祐 《出三藏记集》 卷 １３ 《竺法护传第七》， 《大正藏》， 第 ５５ 册， 第 ９７ 页。
　 ③　 ［隋］ 费长房 《历代三宝记》 卷 ６， 《大正藏》， 第 ４９ 册， 第 ６８ 页。
　 ④　 ［唐］ 靖迈 《古今译经图纪》， 《大正藏》， 第 ５５ 册， 第 ３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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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 “惠怀之际” 翻译而成， 即 ４ 世纪初左右， 很可能译自其搭档法立和尚访得的

“胡本” 之一。 经文内容是佛祖在舍卫国祇园为弟子讲述自己前世三次转生的故事， 其

中割乳救人故事便出自第一世。 内容梗概如下：
第一世时， 佛祖转生为优波罗越国的美貌 “淫妷女”。 此国富饶， 国王去世， 淫妷

女外出， 见一饥饿的产妇拉拽婴儿， 欲食子充饥。 淫妷女陷入两难， 若救婴则母饿死，
留婴则母食之， 遂当机立断， 取出利刃割下双乳送给产妇果腹。 此时恰有一男子到淫妷

女家中幽会， “欲与共作非法”， 见此惨状， 欲心泯灭， 昏倒在地， 被洒水救醒后， 要

求淫妷女以奇迹自证真相， 话音刚落， 淫妷女的乳房便平复如初。
释提桓因 （帝释天） 见此， 恐惧淫妷女将用福报夺取神位， 就化作乞丐下凡质问，

淫妷女只求 “无生老及病死， 无愁忧清净处”， 用立刻转变为男子的异象自证， 此为第

二转。 当时国内无王， 民众拥立转为男身的淫妷女为新王。 从此五百年间国泰民安、 法

度井然， 国王念及往事， 认为自己向人布施不足挂齿， 布施禽兽才更困难， 遂以酥香涂

身卧于山石， 让百鸟来吃掉自己身体。
第三次转世中， 佛陀生为富贵婆罗门之子， 因为看到城中贫民， 生怜悯慈悲心， 剃

发入山修行， 在山间遇二道人， 与其同修。 一日遇到母虎妊娠后极饿、 将食其子， 三人

皆言应当以身饲虎， 但两道人畏惧不行反而飞上虚空， 只有婆罗门子自刺身体七处流

血， 先以血喂虎， 又自投入虎口供其食用。
最后佛陀解释， 淫妷女、 国王、 婆罗门子都是自己前世， 二道人是迦叶和弥勒菩

萨， 并讲说布施之义。
此外， 南梁宝唱在 《经律异相》 中有此经介绍①。 宋代施护所译 《护国尊者所问大

乘经》 中， 也有 “时有一女名色相， 此是商人所生女， 饥羸困苦无饮食， 我舍双乳济

彼命”② 的典故， 因主角名为 “色相”， 很可能与此经故事同源。
（二） 《银色女经》 中的割乳故事

《银色女经》 收录为大正藏本缘部， 元魏佛陀扇多译③。 据曙祥法师撰文， 佛陀扇

多可能是在东魏天平元年 （５３４） 前后由于高欢迁都来到邺城， 可以确定 《银色女经》
是在邺城翻译而成， 时间大约在东魏天平元年 （５３４） 至元象二年 （５３９） 间。④

此经开篇简洁， 说偈后直接讲述转生故事。 王国译为 “莲华”， “此城有女， 名曰

银色”， 容貌美丽， 外出见到产妇将吃婴儿， 问答数句后， 决定割二乳令其食， 返家后

眷属亲友询问， 银色女讲明原委并发誓不生悔心， 二乳恢复如旧。 其后帝释天化身询问

过程与 《前世三转经》 相同， 银色女又发誓不生悔心， 并转变为男身。 当时国王驾崩，
大臣正寻觅 “有相之人应为王者”， 看中了在树下睡眠的银色女所化男子， 答应了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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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诸人若当悉受十善业道” 条件。 男子被称为银色王， 以正法治国， 数岁后命终。
第二世投生为童子， 生于莲花王都一长者家中， 八岁入学， 决心 “我发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心”， 于是在林中刺身出血涂遍全身， 让众鸟将其眼睛身体啄食殆尽。
第三世生为莲花王都婆罗门之子摩那婆， 二十岁时离家入山修行， 遇二仙人， 在一

母虎产子饥饿时， “自坏其身以施饿虎”。
经文结尾向众比丘解释， 三故事主角皆佛祖本生， 罗睺罗是第一世所救童子， 诸比

丘是第三世仙人。 并告诫布施功德果报之事。
《银色女经》 与 《前世三转经》 相比， 从定名上更偏向第一世银色女故事， 且避免

了偏贬义 “淫妷女” 译名。 语言生动活泼， 人物和地名翻译汉化， 有大量对白， 体现

了佛陀扇多的方言特长。 如 “彼复言姉！ 我今二胁皆欲破坏， 背复欲裂， 心战不安，
诸方皆闇。 姉适出舍， 我命即断”①， 对话简单有趣， 传播更有优势。

在结构上， 经文头尾的说法篇幅较短。 在第一世割乳故事中删去了法炬所译 “淫
妷女” 与姘夫幽会情节， 整体人物形象更加正面。 将 “银色女” 转男身成为 “银色王”
之事作为第一世结尾， 与第二世童子以身布施百鸟的故事分开讲述， 使两则布施故事各

有主角。
此外， 在 《大宝积经》 中有 “又作女人名银色， 金色城中有妇女， 新产饥渴欲食

子， 我割两乳用施之”② 的记载， 可能与本经同源。
（三） 《菩萨本行经》 中的割乳布施故事

１ 故事情节对比

目前可见的 《菩萨本行经》 是大正藏三卷本。 与 《前世三转经》 和 《银色女经》
不同， 《菩萨本行经》 的内容由 《阅藏知津》 总结为十一个小故事③， 割乳布施故事被

掺杂在众多本生故事之间， 只是首卷中 “为波斯匿王说檀度事” 的一节， 仅八百余字。
主角成王之后直接结尾， 不再转世， 自成一事。 故事内容概括如下：

在阎浮提中不流沙城， 有王名婆檀宁， 夫人字跋摩竭提， 恰逢饥荒瘟疫， 国王卧

病， 夫人自出祠天。 街边有产妇独自在家分娩， 饥虚将死， 欲杀子果腹， 悲痛大哭，
跋摩竭提夫人循声而问， 便取刀自割一乳， 济其危厄， 并发愿求得无上正真道。 又

将割第二乳时， 帝释天及诸神悲泣震动， 下凡探问， 夫人告知求道之心， 并誓愿自

证， 果然其乳平复如初， 又问她是否悔恨痛苦？ 夫人又以誓言自证， 果然应时变为

男身。 于是国中灾病消除、 丰收安乐， 恰逢国王驾崩， 天帝释下凡告群臣， 立跋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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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 佛陀扇多译 《银色女经》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３ 册， 第 ４５１ 页。
［唐］ 菩提流志译 《大宝积经》 卷 ８０， 《大正藏》， 第 １１ 册， 第 ４６１ 页。
“一说往昔精进之行以策懈怠， 一为波斯匿王说檀度事， 一授婆罗门辟支佛记， 一授牧羊人辟支佛记， 一

舍利弗度师质大臣出家， 被弟遣贼断臂证果夙世因缘。 一婆多竭梨尊者自说夙因， 一佛说往昔剜身求法

事， 一为贫士须达说施田差别。 一说如来降毒龙除国疫事， 并说三千宝盖夙因。 一说赞佛有大功德， 一度

辅相婆罗门夫妇证果， 并说其往因。 共十一节。” ［明］ 智旭汇辑 《阅藏知津》 卷 ９， 《嘉兴藏》， 第 ３２
册， 第 １７ 页。



竭提为王。
此经中， 主人公身份是国王夫人， 省略流血回家亲人询问的情节， 帝释天的形象正

面化， 他对王夫人布施行为报以赞扬， 亲自促成其转男身成国王一事， 其后也没有转世

舍身饲鸟饲虎之事。
２ 《菩萨本行经》 版本、 时代及译者

在汉传佛教各目录中， 《菩萨本行经》 的版本、 时代和作者说法各异、 莫衷一是。
不但关于译经年代有所争论， 关于版本也有 “三卷” 和 “一卷” 两种不同记载。 对此

梳理如下。
现存大正藏版本共三卷， 标题下写 “失译人名， 今附东晋录”， 而宋版开宝藏则注

为 “失译， 附后汉”①， 此为三卷本年代的两种说法。
在现存佛经目录中， 最早在南梁僧祐撰 《出三藏记集》 中已收入一卷本 《菩萨本

行经》， 列入 《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第四》， 此目录是晋代道安所撰 《综理众经目录》
的遗存。② 因僧祐在南梁天监十七年 （５１８） 已去世， 而道安卒于东晋太元三年 （３８５）。
可以推断， 《菩萨本行经》 在时间上必然早于 《银色女经》， 但与 《前世三转经》 孰先

孰后尚待考证。
其他佛经目录中， 三卷本和一卷本则时有同时出现。 譬如隋法经的 《众经目录》

和费长房 《历代三宝纪》 同时收入三卷本和一卷本， 唐道宣撰 《大唐内典录》 中收录

三卷本。
唐明佺等撰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中分别在卷 １、 ５、 １３ 中收入了一卷本、 一部三

卷和一卷本、 以及三卷本， 其中卷 ５ 中 “大乘重译经目卷之四” 目录下同时列出了两

种版本———菩萨本行经一部三卷 （五十二纸）， 菩萨本行经一卷， 并注明：
　 　 右西晋惠帝太康年聂道真译。 出长房录。 以前二经同本别译③。
唐代智昇撰 《开元释教录》 中， 卷 ４、 １４ 收入一卷本， 皆承袭道安附秦录。 在卷

３、 １２、 １７、 １９、 ２０ 中， 收录三卷本， 作为拾遗编入晋录。 其中在卷 １２ “大乘经单译”
条目附注：

　 　 《大周录》 中， 其三卷 《菩萨本行经》 云与西晋聂道真所译单卷 《菩萨本行

经》 同本， 今以单卷……先是阙本， 卷数全殊， 不可悬配， 令依诸旧录编单本内。
唐代圆照撰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也同时收入单卷本和三卷本， 注文与 《开元释

教录》 相同。
综上， 《菩萨本行经》 其经版本有三卷本和一卷本两种， 其中一卷本早已阙失， 编

目时常被收入秦录。 据唐明佺记载， 可能是由西晋居士聂道真在太康年间 （２８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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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译 《佛说菩萨本行经》 卷上， 《大正藏》， 第 ３册， 第 １０８页， 注宋本内容。 割乳布施故事在第 １１０页。
［南朝梁］ 僧祐 《出三藏记集》， 《大正藏》， 第 ５５ 册， 第 １９ 页。
［唐］ 明佺等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大正藏》， 第 ５５ 册， 第 ４００ 页。 但费长房 《历代三宝记》 是将 《菩
萨本行经》 收录在 “大乘修多罗失译录第二。”



所译。 据 《历代三宝纪》 卷六， 聂道真与父聂成远跟随竺法护助译执笔， 竺法护去世

之后， 聂道真继续独立译经， 但众多经录中的 《聂道真录》 及 《竺法护录》 中并未收

入 《菩萨本行经》， 可能因年代久远有所遗漏， 或此经并非聂氏翻译。① 可以确定的是，
由于收录情况， 一卷本 《菩萨本行经》 必然早于道安 《综理众经目录》。 又假设收入

“秦录” 情况确切， 那么译经可能在前秦 ３５１－３７４ 年之间， 或者更早。
存世至今的是三卷本 《菩萨本行经》， 与一卷本应当是同本异译关系， 最早收录在

隋代佛经目录中， 其译者不详， 年代存疑， 有后汉 （东汉）、 东晋两种说法。 至于哪种

为真， 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确定。
（四） 月上女割乳布施典故

汉文佛典对于割乳布施的记载中， 有一条 “月上女割乳救饥妇” 事迹与众不同，
它没有独立佛经和详细故事情节， 所有记载都以戒律注疏中简略事例的形式出现， 仅以

几字一笔带过。
月上女原本是阇那崛多译 《佛说月上女经》 主角， 她是毗耶离城中长者毗摩罗诘

之女， 出生自带光明异象、 容貌美丽， 拒绝众男子求婚、 登楼说法， 并出城往诣佛所、
与舍利弗和众菩萨问答、 至精舍献十重华帐， 最终转男身成月上菩萨。② 经文没有任何

自残身体割乳救人的内容， “月上女割乳” 典故明显出于讹误。
经比对， 佛典中月上女割乳救人的记载目前一共发现 ６ 处， 分别出自 ４ 部 《梵网

经》 注疏版本。 因救济产妇有制止杀业、 探望病苦的功德， 常被用作杀戒和不瞻病苦

戒的事例。
唐代的 ４ 条记录分别出自唐法藏撰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③、 唐传奥述 《梵网经

记》④、 唐知周撰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⑤。 根据著者年代判断， 当以最早的唐代法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为滥觞。
但我们注意到， 唐法铣 《梵网经菩萨戒疏》 “杀戒” 条目下 “割乳济贫” 仍记载

为 “王夫人以割乳房救饥产妇”⑥， 与 《菩萨本行经》 记载相同， 可见当时僧人对割乳

典故的主角也有不同看法。
“月上女割乳” 典故最迟出现于宋代与咸 《梵网菩萨戒经疏注》， 将割乳典故出处

记为 《经律异相》：
　 　 看病福田更引事证， 《经律异相》 大月上童女因入邻家见新产妇羸瘦无食，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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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佛经目录与聂道真录的关系在释永东著作中有详细考述： 释永东 《西晋聂道真居士译经考》， 台北：
兰台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８７－３５７ 页。
［隋］ 阇那崛多译 《佛说月上女经》， 《大正藏》， 第 １４ 册， 第 ６１５ 页。
［唐］ 法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大正藏》， 第 ４０ 册， 第 ６１２、 ６３９ 页。
［唐］ 传奥述 《梵网经记》， 《续藏经》， 第 ３８ 册， 第 ２５９ 页。
［唐］ 知周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续藏经》， 第 ３８ 册， 第 ４４４ 页。
［唐］ 法铣 《梵网经菩萨戒疏》， 《续正藏》， 第 ３８ 册， 第 ５４１ 页。



乳房以济之， 子母俱存， 由慈心故， 彼乳如故。①

但 《经律异相》 原文对割乳主角明确记载为 “婬女自割两乳与之令噉”②， 与 《前
世三转经》 相符。 再次证明为误记。

此外， 在山西应县木塔辽代秘藏 《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变文》 中也有记载： “月上月

女， 割乳济其产。”③ 其前后举例也与梵网经注疏十分相似， 推测这一变文唱词很可能

受到了前文所述几种梵网经注疏的影响。
以上文献中涉及割乳典故的部分对戒律的表述和用例大体一致。 但其它 《梵网经》

注疏中对 “月上女割乳” 并无提及。 可以推测， 《梵网经》 部分注疏版本中出现 “月上

女割乳救饥妇” 的例证， 很可能是由于同为女子转男身成佛故事， 从而被法藏在注疏

中误记， 进而被部分注疏版本继承的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综上， 将汉传佛经中的割乳故事对比可知， 虽然同样都是 “割乳救产妇” 的故事，

主角割乳救人的动机和主线大体相似， 但在翻译和流传过程中， 其故事要素和转世情况

各有区别。 《前世三转经》 和 《银色女经》 在诸多佛经目录中已被识别标为同本异

译④， 《菩萨本行经》 可能是时间最早的译经， 却很少被提及。 而 《梵网经》 注疏中

“月上女” 割乳救人的故事应是误传。 详细情节比对在下节表格中列出。

二、 印度佛教文献中的割乳布施故事

对于割乳布施故事， 国内目前尚无专题研究， 仅有部分论著涉及了割乳图像的主题

辨认。 国外学者 Ｒｅｉｋｏ Ｏｈｎｕｍａ⑤ 和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Ｍｒｏｚｉｋ⑥ 从宗教女性主义和社会学角度探讨

过印度文学中的割乳布施故事， 但未涉及汉传佛教内容。
目前在印度古代文学中所见有三种割乳布施的故事版本⑦， 分别是 《天譬喻经》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本生鬘》 （Ｊāｔａｋａｍāｌā） 和 《譬喻劫波集》 （Ａｖａｄāｎａｋａｌｐａｌａｔā）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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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与咸 《梵网菩萨戒经疏注》， 《续藏经》， 第 ３８ 册， 第 ５２、 ８２、 １０６ 页。
［南朝梁］ 宝唱 《经律异相》 卷 １０， 《大正藏》， 第 ２１２１ 册， 第 ５０ 页。 “能仁为淫女身转身作国王舍饴鸟

兽二……出 《前世三转经》。”
杜成辉 《浅谈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变文》， 《北方文物》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５ 页。
隋代费长房 《历代三宝纪》 卷十三中指出两部经书是 “同本别译异名”， 其后诸多目录也继承此说， 如隋

法经 《众经目录》 卷一、 唐道宣 《大唐内典录》 卷九、 唐智昇 《开元释教录》 卷二、 唐圆照 《贞元新定

释教目录》， 乃至明代智旭汇辑 《阅藏知津》、 清代咫观记 《法界圣凡水陆大斋发轮宝忏》 卷一等。
Ｒｅｉｋｏ Ｏｈｎｕｍａ，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ūｐāｖａｔī：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ｓｔ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３，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０３－１４６ Ｄｅｈａｄｄｎａ： Ｔｈｅ ＇Ｇ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１９９７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Ｍｒｏｚｉ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Ｂｏｄｉｅｓ， Ｂｏｄｉｌｙ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ｌｅｎ Ｔ Ａｒｍ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Ｍ Ｓｔ Ｖｉｌｌ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５－４８
Ｇｒｅｙ Ｌｅｓｌｉｅ， 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Ｂｉｒｔｈ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ａｌｉ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０， ｐ ２２３
译名 “譬喻劫波集” 引自王芳 《龟兹石窟本生因缘图像的形式与内涵分析》 （ 《故宫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７ 页）。 又译为 《譬喻如意蔓草》 （ ［德］ 迪特·施林洛甫 （Ｄｉｅｔｅｒ Ｓｃｈｌｉｎｇｌｏｆｆ） 著， 刘震、 孟瑜译

《叙事和图画： 欧洲和印度艺术中的情节展现》，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７５ 页）。



者成书时代前后相继， 很可能有传承关系。 其中女主角的名字分别是 Ｒūｐāｖａｔī （具色

女）、 Ｒūｐｙāｖａｔī （美女， 银色女） 和 Ｒｕｋｐａｍａｔｉ （金色女） ／ Ｒｕｋｍａｖａｔｉ， 与汉文佛典中

“淫妷女” “银色女” 和 “跋摩竭提” 之名意译和音译吻合， Ｒｏｌ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ｅｒ 曾撰文讨论

三者关系①。 因梵文能力所限， 文中讨论三部经典皆以英文翻译为据。
在印度古代文学中， 譬喻故事 （Ａｖａｄāｎａ） 与佛本生故事 （Ｊāｔａｋａ） 同属于通俗故

事文学， 它通常使用梵文或混合梵文讲述佛陀和弟子菩萨等人物故事， 在体裁上主要分

为早期的韵散杂糅文体和晚期的古典梵文叙事大诗体两类， 其中 《天譬喻经》 是前者

代表作， 《本生鬘》 则是后者代表作。②

《天譬喻经》 由 ３８ 个故事组成， 是一部由不同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譬喻故事汇编

集合③， 其中第 ３２ 篇是 Ｒūｐāｖａｔī （意为 “具色女” ） 割乳的故事。 自 ２０ 世纪末已有各

国印度学家开始关注到这一故事集， 如 Ｃｏｗｅｌｌ、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ｔｚ 和 Ｄａｙａｌ 等④。 当代有关 《天
譬喻经》 的研究者主要有平岡聡⑤和 Ａｎｄｙ Ｒｏｔｍａｎ， 本文主要以 Ｒｏｔｍａｎ 译本为参考⑥。
《天譬喻经》 中的割乳故事大致情节与上述汉文佛经相似， 区别在第一世割乳后复原的

誓言是由其丈夫所发出。
《天譬喻经》 的形成时间并无定论， 季羡林在 《印度古代文学史》 中记载其成书在

《百喻经》 之后、 《本生鬘》 之前，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ｔｚ 则认为文集的整体形成不早于 ４ 世纪， 其

中具色女割乳故事是 《本生鬘》 传说的遗存⑦， Ｒｏｔｍａｎ 书中写道 “学者们的共识是

《天譬喻经》 是 ２００－３５０ 年由说一切有部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但文本的年代太过复

杂， 无法得出直接结论， 也不知道它是何时何地何因何人写成的”⑧。
《本生鬘》 （Ｊāｔａｋａｍāｌａ）， 又被译为 《本生故事集》 《菩萨譬喻蔓》， 在古印度有不

同版本流传。 最早作者是圣勇 （Āｒｙａ ūｒａ）， 其生平无记载，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ｔｚ 书中认为是马鸣

菩萨 （Ā ｖａｇｈｏ ａ） 异名⑨， 汉文佛经中曾有宋代释绍德译 《菩萨本生鬘论》， 署名圣

勇， 但内容与原文差异极大， 在此不做讨论。 曾经有割乳故事出现的版本是哈里帕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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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ｏｌ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Ｚｕｍ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ｎ Ｔｉｔｅｌ ｄｅｒ Ｒūｐｙāｖａｔī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ｅｉｓ
ｆüｒ Ｔｉｂｅ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Ｗｉｅｎ， ２００２， ｐ． ２０４．
季羡林主编 《印度古代文学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９６ 页。
郭良鋆 《佛教譬喻经文学》， 《南亚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４ 页。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ｙｌｅｓ Ｃｏｗｅｌ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ｅｉｌ，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８６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ｔｚ，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ａｉｎ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９２７ Ｈａｒ Ｄａｙａｌ， Ｔｈ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ａｎ⁃
ｓｋｒｉ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ｏｔｉｌａｌ 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 １９３２， ｒｅｐｔ １９７０
［日］ 平岡聡： ブッダが謎解く三世の物語： 『ディヴィヤ·アヴァダーナ』 全訳， 東京： 大蔵出版， ２００７。
Ａｎｄｙ Ｒｏｔｍａｎ， Ｍｏｎｋｓ，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２００３ Ａｎｄｙ Ｒｏｔｍａｎ， Ｄｉｖｉｎ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Ｐａｒｔ
２ Ｂｏｓｔｏｎ： Ｗｉｓｄ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ｐ ６８， Ｎｏ ３２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ūｐāｖａｔī （Ｒūｐāｖａｔī－ａｖａｄāｎａ）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ｔｚ，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ａｉｎ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Ｓ Ｋｅｔ⁃
ｋａｒ ａｎｄ Ｈ Ｋｏｈ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７， ｐ ２８５
Ａｎｄｙ Ｒｏｔｍａｎ， Ｄｉｖｉｎ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Ｐａｒｔ １， Ｂｏｓｔｏｎ： Ｗｉｓｄ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年， ｐ ３５ 注释 １４
Ａｎｄｙ Ｒｏｔｍａ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ａｉｎ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 ２７３



《本生蔓》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ｓ Ｊāｔａｋａｍāｌā）。 这部故事集由 ３４ 则故事组成， 同样是韵散结合

文体， 以圣勇作品为范本。 哈里帕塔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 的生活时代缺乏详细记载， 据考证

应早于 ５ 世纪前半叶①， 且此故事集对 《贤愚经》 有一定影响。 Ｏｈｎｕｍａ 和 Ｈａｈｎ、 Ｋｈｏ⁃
ｒｏｃｈｅ 都曾对 Ｒūｐｙāｖａｔī 施乳故事进行了翻译②， 故事仅有割乳布施第一世内容， 位于书

中第 ６ 章， 并无后两次转世， 舍身饲鸟故事没有关联， 本文以此为参考。
《譬喻劫波集》 （Ａｖａｄāｎａｋａｌｐａｌａｔā）， 又译为 《如意蔓喻》③、 《如意藤》④， 又名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āｖａｄāｎａｋａｌｐａｌａｔā （ 《菩萨因缘如意蔓草》⑤ ）。 作者为克雪曼德拉 （Ｋ ｅｍｅｎｄｒａ），
金克木译为安主， 大致生活在 １１ 世纪⑥。 本故事集里的割乳布施故事主角为 Ｒｕｋｍａｖａｔｉ
（意为 “金色女” ）。 由于时代较晚， 应非汉文佛经原本。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Ｄａｓ 曾以英文诗歌形

式翻译过这一施乳故事⑦， Ｊａｙａｎｔｉ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也曾有专著研究⑧。
由于篇幅所限， 不再详细翻译三部经典中的割乳故事， 将其与上节汉文佛经共同列

表附下， 供参考：
其情节对比可知， 三部印度作品中的美女割乳布施典故是一脉相承的同源产物。 进

一步与上节汉文佛典比对， 可以确定 《天譬喻经》 中的细节， 尤其是第二世舍身饲鸟

和第三世舍身饲虎的细节与 《银色女经》 中几乎完全一致。

译作者 时代 主人公 地点 配偶 天神 成王后 转世二 转世三

前世三
转经

法炬
西晋
２９０－３１２ 淫妷女

优波罗越国，
王名波罗先

欲心男子
释提桓 －恐
夺我座

优婆罗越王
舍身饲鸟

童子道人舍
身饲虎

无

９３１佛教割乳布施典故探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ｈｎ，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 ａｎｄ Ｇｏｐａｄａｔｔａ： Ｔｗｏ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Āｒｙａ ūｒａ：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Ｊāｔａｋａｍāｌāｓ， ２ｄ ｅｄ ， Ｓｔｕｄｉａ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 Ｂｕｄｄｈｉｃａ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Ｉ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２， ｐ ７６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ｕｎａｌｄ Ｓ Ｌｏｐｅｚ ＪＲＪ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９， ｐ １５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ｈｎ，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 Ｂ Ｋｅｌｌ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
Ｐｒａｍāṇａｋīｒｔｉ ：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ｒｎｓｔ 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７０ｔｈ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Ｖｉｅｎｎａ： Ｗｉｅｎｅｒ Ｓｔｕｄｉ⁃
ｅｎｚｕｒ Ｔｉ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ｕｓｋｕｎｄｅ ｎｏ ７０， ２００７， ｐ ２１３ Ｐｅｔｅｒ Ｋｈｏｒｏｃｈｅ ｔｒａｎｓ ， Ｏｎｃｅ ａ Ｐｅａｃｏｃｋ， Ｏｎｃｅ ａｎ Ａｃ⁃
ｔｒｅｓｓ：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 ｓ Ｊāｔａｋａｍāｌā，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 ４６
王邦维、 陈金华、 陈明编 《佛教神话研究： 文本、 图像、 传说与历史》， 上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１７ 页。
叶灵毅 《从 “释尊宣说 〈法华经〉 唐卡” 的画面布局对 〈法华经〉 的解义与比较》，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２１ 页。
孟瑜 《舍身饲虎本生的文本和图像研究———兼论德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第 １０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３０ 页。
金克木著， 张大明等选编 《梵语文学史》，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２９ 页。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Ｄａｓ Ｎｏｂｉｎ ｔｒａｎｓ， Ｒｕｋｍａｖａｔ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１ ４ １８９３： ｐ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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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１９９２



译作者 时代 主人公 地点 配偶 天神 成王后 转世二 转世三

菩 萨 本
行 经：
一卷本、
三卷本

一 卷
本： 聂
道 真
（存疑）
已佚

西晋
２８０－２８９
／
前秦
３５０－３７５

三卷本
佚名

东汉 ／
东晋

王夫人跋
摩竭提

不流沙城 国王婆檀宁
天帝释 －为
悲泣并赞

人民炽盛国
遂兴隆

无 无

银色
女经

佛 陀
扇多

元魏 ５３４
－５３９ 银色女 莲华王都 眷属、 诸亲

帝 释 王 －
试之

银色王寿终
正寝

莲花王都长
者 子 舍 身
饲鸟

莲花 王 都
婆罗 门 子
摩 那 婆，
舍身饲虎

大 宝
积经

菩 提
流志

唐 银色女 金色城

护国尊
者所问
大乘经

施护 宋 色相女 商人所生

梵网经
注 疏
系统

法藏及
其后者

唐以后 月上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Ｄｉｖｙā
ｖａｄāｎａ
天 譬
喻经

众多 ４ 世纪 Ｒūｐāｖａｔī
Ｕｔｐａｌāｖａｔī
（ 蓝 色 莲 花
之处）

无身份 －立
誓使妻伤口
复原

ａｋｒａ： 恐 使
我下台， 测
试， 化 身
来家

更 名
Ｒūｐｖａｔａ，
统治 ６０ 年
后去世。

Ｕｔｐａｌāｖａｔī
城。 名 Ｃａｎ⁃
ｄｒａｐｒａｂｈａ
（ 月 光 ），
有四婢， 八
岁入学， 油
蜜涂身， 献
眼喂鸟 Ｕｃ⁃
ｃａｇａｍａ

Ｕｔｐａｌāｖａｔｉ
城， Ｂｒａｈ
ｍāｐｒａｂｈａ
（ 婆 罗 门
光）， １６ 岁
拒婚入山，
遇虎 问 二
道， 发 誓
并 舍 身
饲虎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ｓ

Ｊāｔａｋａ
ｍāｌā
本生鬘

Ｈａｒｉｂｈａ
ａ

５ 世纪前
半叶

Ｒūｐｙāｖａｔī 王都
Ｕｔｐａｌāｖａｔī 城

丈夫 － － 惊
吓送 食 － －
众人赞美 －
夫使其立誓

ａｋｒａ： 不
安。 化身婆
罗门 －男身
－王死后大
臣劝请

６０ 岁
终转世

译本中无 译本中无

Ａｖａｄ
ｎａｋａｌ
ｐａｌａｔ
譬喻如
意蔓草

Ｋ ｅｍｅｎ⁃
ｄｒａ １１ 世纪

Ｒｕｋ⁃
ｐａｍａｔｉ
／
Ｒｕｋｍａｖａｔｉ

Ｕｔｐａｌａｖａｔｉ 无

Ｉｎｄｒａ 来问，
立誓转男，
此时王死，
众 人 呼 其
为王

Ｒｕｋｍａｖａｎ
寿终

商 人 子。
Ｓａｔｙｖａｒａ；
眼身喂鸟

婆罗 门 子
Ｓａｔｙｖｒａｔａ，
饲虎

　 　 又据上节考证， 《菩萨本行经》 和 《前世三转经》 是 ３－４ 世纪译出的， 《银色女

经》 约在 ５３４－５３９ 年译成， 而 《本生鬘》 是 ５ 世纪前叶作品， 《譬喻如意草》 更是 １１
世纪作品。 《菩萨本行经》 和 《前世三转经》 在时间上推测只能出自 《天譬喻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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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源自 《本生蔓》。 《银色女经》 在时间上来看与 《本生蔓》 成书同时传入中国概

率很小， 而且在情节上明显与 《天譬喻经》 非常相似。 因此可以推断，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天譬喻经》 中的具色女割乳转生故事很可能是三部汉文佛经的共同源头。

三、 壁画图像中的割乳布施典故

割乳布施的典故不仅在印度和汉传佛经文学中有记载，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

有留存。 数年来， 经过学者辨认， 已经成功确认了三到五个洞窟中存在割乳图像， 散见

于 《新疆佛教艺术》①、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② 和其它论著。 姚士宏将克孜尔石窟

中的本生故事画题材根据六度做了分类， 其中童子道人和割乳布施故事被列为布施度类

的 （２） 童子道人以身饲虎和 （１４） 跋摩羯提施乳。③

首先， 有关施乳故事， 王芳指出了 《天譬喻经》 《前世三转经》 和 《银色女经》
中三世布施故事同时在克孜尔 １７ 窟和 １１４ 窟的主室券顶菱形格架中出现， 可能是对累

世修行观念的强调， 同时以表格方式列出了 “跋摩提女本生” 出现的洞窟， 包括 ２０６
窟、 １７ 窟、 ３８ 窟、 １１４ 窟。④ 左小迪在论文中列出了 “跋摩竭提施乳” 的题材分布统

计， 包括 １７、 ３８、 １１４、 １８４ 窟， 没有详细说明⑤。 其中 １７ 窟 （图 １）、 ３８ 窟 （图 ２、 图

３） 和 １１４ 窟 （图 ４） 割乳图像在图册有收录， ２０６、 １８４ 窟尚待进一步对比。
第二世 “舍身饲鸟” 为群鸟所食的场景， 目前尚未找到明确对应题材。 但在姚士

宏分类中， 可见第 １３ 种 “贫人以身布施” 故事主角 “以蜜涂身” “众鸟来食其肉” 的

情节与之非常相似， 只是图像中多了有狗来食其肉的内容⑥， 暂且存疑。 这一图像仅在

第 ６３ 窟中发现留存 （图 ５）， 与割乳和饲虎图像没有同窟出现。
第三世 “童子道人舍身饲虎” 的故事则因为与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本生故事十

分接近， 成为近年 “舍身饲虎” 研究的热点。 据王芳统计， 在克孜尔石窟 ７、 ８、 １７、
３８、 ６９、 ９１、 １１４、 １７８、 １８４、 ２０５、 ２２４ 窟， 库木土拉石窟 ６３ 窟中皆有 “舍身饲虎”
图像。 但根据衣着形象等判断， 舍身者可以确定为童子道人的只有 ３８ 窟 （图 ６）。 其余

壁画主角尚需辨认。 主要依据为 ３８ 窟舍身饲虎人物衣饰为袈裟， 而萨埵太子则带有头

光和璎珞等王族衣饰。

１４１佛教割乳布施典故探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 管平、 巫新华译 《新疆佛教艺术》 （Ｄｉｅ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ｐａｔａｎｔｉｋｅ Ｉｎ Ｍｉｔｔｅｌａｓｉｅｎ）， 乌鲁木齐： 新疆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马世长 《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克孜尔石窟

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７４－２２６ 页。
姚士宏 《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画的题材种类》， 《龟兹文化研究》 第 ３ 辑，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４２ 页。
王芳 《龟兹石窟本生因缘图像的形式与内涵分析》， 《故宫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７、 ６２ 页。
左小迪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题材与风格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７ 页。
姚士宏 《克孜尔石窟探秘》，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４２ 页。



经 《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① 的分类， 克孜尔 ３８、 １１４ 窟建立时间在公元 ３ 世纪末

到 ４ 世纪中期。 根据研究人员推断， 第 １１４ 窟供养人为比丘尼， 在以往研究中被视为由

比丘尼供养人捐建的龟兹比丘尼石窟寺②， 很可能是 ４ 世纪中后期鸠摩罗什在龟兹推行

大乘佛教的遗存③。 跋摩竭提施乳故事的题材以贵族女性为布施主体， 符合此窟比丘尼

寺的主题和供养人身份。 同时， 割乳故事属于说一切有部经典， 也为龟兹地区佛教尼众

修行情况和说一切有部的流行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第 １７ 窟则属于克孜尔繁盛期石窟，
这一时期洞窟建立时间大多在公元 ６－７ 世纪左右， 也有研究认为此窟时代为 ４－６ 世纪，
主要体现了小乘佛教教义④。

综上， 克孜尔石窟中的割乳布施图像， 主要出现在 ４－６ 世纪， 与前文所考证 《菩
萨本行经》 《前世三转经》 和 《银色女经》 出现时代统一。 目前学界对石窟割乳故事的

主角定名多采用 《菩萨本行经》 王夫人 “跋摩竭提” 的译名， 从时间上考量， 确有可

能是来自西晋聂道真所译一卷本， 可惜已佚， 今天所看到的三卷本经文中， 跋摩竭提并

无转世事迹， 无法与石窟中的童子道人故事相合。 且根据学界以往的看法， 克孜尔石窟

本生画所依据的都是梵文或龟兹文本⑤， 《天譬喻经》 作为说一切有部的典籍， 在龟兹

地区又似乎确有出土⑥， 因此， 克孜尔石窟中的割乳布施壁画典故源流来自古印度梵文

文学作品 《天譬喻经》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图 １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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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著 《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４７、
１４２ 页。
吕明明 《龟兹尼寺初探》，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５－６０ 页。
贾应逸 《克孜尔第 １１４ 窟探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０ 页。
陈鸣宇 《克孜尔千佛洞第 １７石窟壁画的人物造型艺术研究》， 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年， 第 ３页。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 《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 第 １ 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４９ 页。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 其残片就出现在克孜尔石窟出土的写经当中”， 朱天舒 《克孜尔第 １２３ 窟主室两侧壁画新

探》，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３ 页。 在随后邮件咨询中， 她提供了在红顶窟曾发现 《天譬喻经》
残片的信息， 在此特别致谢。 但限于资料所限， 目前还未找到残片具体信息。 而 《天譬喻经》 第 １２ 篇

“舍卫城大神变” 主题也曾在克孜尔石窟中出现。



　 　 　 　 　 　 　 　 　 图 ３ 图 ４

　 　 　 　 　 　 　 　 　 　 　 图 ５ 图 ６
图 １　 克孜尔第 １７ 窟 （菩萨天井窟） 窟顶右侧割乳布施图， 摘自 《新疆佛教艺术》 第

３９６ 页， 图版 １０； 图 ２　 克孜尔第 ３８ 窟割乳布施线描图， 摘自 《新疆佛教艺术》 第 ４３４
页插图 ３５； 图 ３　 克孜尔第 ３８ 窟割乳布施图， 摘自 《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第 １ 册， 第

１３３ 页， 图 １４４； 图 ４　 克孜尔第 １１４ （转经筒窟） 割乳布施线描图， 摘自 《新疆佛教

艺术》 第 ４３５ 页， 插图 ３６； 图 ５　 克孜尔第 ６３ 窟贫人以身布施图， 摘自 《克孜尔石窟

探秘》 第 １１１ 页； 图 ６　 克孜尔第 ３８ 窟童子道人舍身饲虎本生图， 摘自 《中国新疆壁

画全集》 第 １ 册， 第 ７７ 页， 图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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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风” 的延续与变迁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研究

徐汉杰１ 　 杨　 波２

（１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２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是回鹘时期最接近龟兹传统模式的洞窟， 此窟的题材内容和布局形式都

与传统龟兹式中心柱窟十分接近， 反映出龟兹地区本土画工技艺的延续与传承。 特别是此窟渲染的

“追求成佛” 和 “佛陀崇拜” 色彩， 更是龟兹式洞窟的典范。 不过， 此窟在壁画细节上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 如从主室侧壁的誓愿图和构图复杂的涅槃经变中都透露出了新时代的气息。 此窟甬道内供

养人像的族属应为龟兹土著， 他们的服饰特征反映出回鹘统治下龟兹人的生活状况。 供养人的龟兹族

属合理地解释了此窟体现出浓郁龟兹风格的原因。

关键词：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　 回鹘洞窟　 龟兹风　 供养人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９ ２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４４－１４

龟兹回鹘洞窟大约建于 ９ 至 １１ 世纪， 是龟兹地区年代最晚的一批洞窟， 也是龟兹

佛教美术最后的辉煌。 学者将龟兹石窟划分为三大风格： 龟兹风、 汉风和回鹘风。 与龟

兹风洞窟及反映唐朝经略西域史实的汉风洞窟相比， 回鹘风洞窟的研究相对薄弱①。 龟

兹回鹘洞窟主要分布于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是唐安西都护府时

期汉僧的聚集之地， 涌现出一批汉风洞窟， 绘有经变、 千佛、 莲花、 佛和菩萨尊像等。
库木吐喇回鹘时期的洞窟具有鲜明的中原画风和大乘佛教色彩。 和库木吐喇石窟相比，
森木塞姆石窟由于洞窟残破及资料刊布不完整等原因， 相关的研究尤显不足。 这无疑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１１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美术史” （２０ＺＤ１４）；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敦煌莫高窟崖面及内容百年变迁研究” （１８ＹＪＡ０００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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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汉杰 （ １９９１ － 　 ）， 男， 浙江绍兴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佛教史、 佛教艺术研究。 杨波

（１９８３－　 ）， 男， 浙江新昌人。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西域石窟艺术研究。
　 ①　 关于龟兹回鹘洞窟的研究综述参见奴力牙·克热木 《龟兹回鹘风洞窟研究述要》， 《吐鲁番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０－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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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人们对回鹘时期龟兹佛教和社会历史的整体认知。
在回鹘时期的诸洞窟中，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是一个最接近龟兹传统模式的洞窟。 该窟为

中心柱窟， 其建筑形制、 绘画技法、 题材及布局都与龟兹本土模式十分相像， 反映出本土画

工技艺的延续与传承。 当然， 在传统风格的大背景下， 也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透露出

新时代的气息。 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已敏锐地察觉到此窟壁画的风格变化， 他说 “窟内十分

精美的壁画， 基本上与克孜尔大多数洞窟的相同， 艺术风格也几乎一样， 只是回廊中的几幅

壁画， 特别是其中的供养人像， 在题材和形式上有了变化， 应当把这一变化称之为革新”①，
又说 “我打算把这种形制看做为由第 ２ 种风格 （汉风） 向第 ３ 种艺术风格 （回鹘风）
转变的过渡形制”②。 勒柯克也指出此窟壁画明显受到了中原绘画的影响③。 从壁画风格

演进的角度看，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的营建时间应属于回鹘统治时期较早阶段。 作为一个

“龟兹风” 色彩浓厚的回鹘早期洞窟，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在龟兹佛教艺术史上具有 “承
上启下” 的作用， 开展相关的研究对于我们揭示回鹘时期龟兹佛教美术和龟兹社会历

史的变迁更是意义重大。 但是， 学界目前对此窟尚未有全局式的研究， 而且在其壁画细

节和供养人族属等问题的讨论中甚至还存在不少未解或错解。 因此， 本文拟针对森木塞

姆第 ４４ 窟做一专题研究。 限于篇幅， 本文以该窟画塑题材及布局为主要研究对象。

　 　 图 １　 森木塞姆第 ４４窟形制图

（采自 《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
　 　 　 图 ５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８５页）

一、 洞窟地理位置及保存现状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东

２０ 公里的却勒塔格山口河谷东西崖壁和中部台地

上， 石窟群的开凿时间约为公元 ５－１０ 世纪。 寺院

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中央佛塔及其周围的洞窟群。 第

４４ 窟位于石窟群北区东侧峡谷北端， 地理位置偏

僻， 显然为较晚时期开凿。 该窟由前室、 主室和甬

道组成 （图 １）。 前室大部分塌毁， 仅残存正壁及

右侧壁里端。 主室正壁壁画大多脱落， 原贴壁塑一

尊立佛像。 主室前壁及两侧壁壁画脱落、 磨损较

多， 但仍可分辨其基本题材。 主室窟顶壁画保存较

好， 色彩鲜艳， 但勾画人物五官、 轮廓等的线条大

都脱落。 左右甬道内外侧壁壁画部分脱落， 部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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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Ａ 格伦威德尔著， 赵崇民、 巫新华译 《新疆古佛寺———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考察成果》，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３３０ 页。
［德］ Ａ 格伦威德尔著， 赵崇民、 巫新华译 《新疆古佛寺———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考察成果》， 第 ７９ 页。
［德］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 管平、 巫新华译 《新疆佛教艺术》 （下卷）， 乌

鲁木齐： 新疆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８０ 页。



揭取。 结合德藏壁画残片和龟兹的图像传统， 可复原其题材内容。 后甬道正壁及前壁壁

画保存较完整。 在森木塞姆回鹘时期的洞窟中， 第 ４４ 窟是一座壁画保存相对较好的

洞窟。

二、 画塑题材及布局

龟兹式中心柱窟的典型图像布局模式约形成于公元 ５、 ６ 世纪①。 在主室正壁、 前

壁、 窟顶、 侧壁及甬道绘制不同的壁画题材， 并形成较固定的图像组合关系， 主要反映

龟兹传统的部派佛教思想 （图 ２）。 具体的题材布置可能会出现差异， 但大部分龟兹式

中心柱窟的图像布局仍保持着基本的规律性， 这是龟兹式中心柱窟的显著特征。 森木塞

姆第 ４４ 窟画塑题材及其组合基本符合龟兹传统， 但在局部图像的处理上也出现了一些

调整， 不见于以往的中心柱窟。

图 ２　 克孜尔石窟题材布局示意图 （采自李崇峰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４４ 页）

（一） 主室

１、 主室正壁： 大型立佛

龟兹式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主流图像是 “帝释窟说法”。 在主室正壁开一拱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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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克孜尔第 ３８ 窟为龟兹地区早期的中心柱窟， ２０１６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 １４ 数据测年实验室测定该窟

年代为公元 ５ 世纪初至 ６ 世纪中叶。 关于该窟开凿年代的前人观点和综合分析， 参见新疆龟兹研究院 《新
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 ３８ 至 ４０ 窟调查简报》，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５－４６ 页。



龛， 内置坐佛像， 以塑像或塑绘结合的方式表现这一源自犍陀罗雕刻的主题①。 但也存

在不开龛， 贴壁塑立佛像的情况， 如森木塞姆第 １９、 ３３ 窟等。 另外龟兹地区所有的大

像窟皆在主室正壁设置大型立像。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正壁原塑一尊立佛像， 现仅残

存固定塑像的凿孔及下方地坪上的半圆形莲台 （图 ３）。 壁画大部分脱落， 仅存 １ 身飞

天， 可知原立像周围绘供养诸天。 据德国探险队记录， 佛像原站立于一圆形莲台上②。
本窟主室高 ４ ６ 米， 原窟塑像超过真人高度， 具有强烈的偶像崇拜色彩。

　 　 　 　 　 　 　 　 　 　 　 图 ３ 图 ４
图 ３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正壁； 图 ４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前壁门上方， 降魔变局部

２、 主室前壁上方半圆端面： 降魔变

　 　 龟兹式中心柱窟主室前壁上方半圆端面的常见主题是 “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

图”③， 绘弥勒菩萨端坐于兜率天宫为诸天讲法的场面， 与后甬道的涅槃像形成 “涅槃－

弥勒” 的组合和观礼程序④。 不过， 也有部分中心柱窟在此区域绘佛传故事， 如 “降魔

变” （克孜尔第 ９８、 １７５ 窟） “鹿野苑初转法轮” （克孜尔第 ６９ 窟） “降伏火龙” （克孜

尔第 １０４ 窟）。 这种图像布局加强了整个洞窟的佛陀崇拜意义。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前

壁上方半圆面绘 “降魔变”， 现仅残存左端壁画， 可见进攻佛陀的魔兵， 画面模糊 （图
４）。 在此区域绘降魔成道的事迹， 也是对龟兹式中心柱窟图像传统的继承。 画面右下

角隐约可见车轮图案， 似原绘魔王乘坐战车攻击佛陀， 这个情节不见于龟兹以往的

“降魔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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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此类图像应为 “梵天劝请”。 参见霍旭初 《龟兹乾闼婆故事壁画研究》，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６－２９ 页； 霍旭初 《再论龟兹石窟 “梵天劝请” 造像》， 《龟兹石窟佛学研究》， 北京： 宗教

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２９－１４３ 页。
［德］ Ａ 格伦威德尔著， 赵崇民、 巫新华译 《新疆古佛寺———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考察成果》， 第 ３３０ 页。
对这类图像的判定目前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中央天神的身份为 “释迦菩萨”， 参见参任平山 《克孜尔中

心柱窟的图像构成———以兜率天说法为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７ 年； 霍旭初 《克孜尔第

１１０ 窟再解读———说一切有部 “最后身菩萨” 思想探索》， 《龟兹石窟佛学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

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８２－９８ 页。
［日］ 宫治昭著， 李萍、 张清涛译 《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４４ 页。



３、 主室前壁门道外两端壁： 立佛

龟兹传统中心柱窟在此区域一般绘供养人、 因缘佛传或龙王护法等。 本窟主室前壁门外

两端壁各绘一身高大的立佛， 面朝里侧。 这种壁画题材布置尚不见于以往的龟兹中心柱窟。
有趣的是， 前壁立佛的背光边缘由 “蛇头” 重叠而成， 背景绘一片清净的大海，

莲蕾、 游鸭漂浮其中 （图 ５、 图 ６）。 “蛇形背光” 并非此时期画师的创造。 如吐峪沟第

３８ 窟主室正壁佛背光外缘残存浮塑彩绘的蛇形龙头①。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 ６９ 窟前室右

侧壁小龛中也残存坐佛像的 “蛇形背光”。 这种佛像似融合了 “龙王” 的性格。 在佛典

中， 人们常用种种譬喻来渲染佛、 菩萨的伟大， 喻其为狮、 象、 龙、 须弥山、 日月等。
这种特殊的佛陀图像可能与经典中对佛的譬喻有关。 龟兹传统中心柱窟有时在窟门外两

侧绘龙王、 护法 （如克孜尔第 １９３ 窟、 森木塞姆第 ４８ 窟等）， 但在此窟中 “守护” 洞

窟的立像变成了更具神圣性的佛陀。

图 ５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前壁门道左端壁　 立佛

图 ６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前壁门道右端壁　 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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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背景中的清净大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在佛典中处处可见大海的相关譬喻，
如 “誓愿海” “功德海” “世界海” “众生海” 等。 在这些复合词中， “海” 其实是一个

比喻， 形容数量之无限①。 我们认为画面中的大海应寓意佛身之清净， 具备象征 “清净

法身” 之涵义。 如梵文 《大事》 （Ｍａｈāｖａｓｔｕ） 形容燃灯佛 “他像一个龙王 （ｎāｇａ）， 已

征服感官的欲望， 他透明得像一片水池， 纯净、 清晰而不污浊。”② 《大方广佛华严经》
形容卢舍那佛 “佛身清净常寂然， 普照十方诸世界……一切众生莫能测， 如来法身禅

境界”③。 类似图像见于托乎拉克艾肯第 １５ 窟后甬道， 立佛站立于 “地毯形” 的方框

内， 佛周围绘水池， 漂浮着花蕾、 游鸭、 摩尼珠。 背光仅用黑色线勾勒， 仿佛 “透
明”。 在回鹘时期的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主室右侧壁绘有一身大型 “法界人中像”， 其背

光中也满绘大海的意像， 我们认为同样具有象征 “清净法身” 的意义。
４、 主室券顶： 菱格因缘故事、 天相图

绘菱格故事和天相图是龟兹式中心柱窟的经典图像模式： 画家在重叠起伏的菱形山

峦内， 以极其精炼的情节表现佛经故事。 通常在坐佛的旁侧绘一情节性人物， 一个菱格

代表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券顶两侧山峰的空隙处， 即券顶中脊绘 “天相图”， 展示天空

意像。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券顶壁画大致遵照龟兹传统， 天相图及菱格故事画的构图、
题材并无明显变化 （图 ７）。

图 ７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券顶全景

目前可识别的故事包括： 醉象刺佛、 伊罗钵龙王礼佛、 佛度恶牛、 船师渡佛过河、
阿育王施土、 贫女难陀燃灯供养、 阿修罗王持儿浴海④、 婆罗门倾食出火、 布施祇园精

舍、 老妇抱佛、 测量佛身、 商主摩尼宝珠供养、 婆罗门供养、 外道食糟糠生饿鬼、 频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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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王皈依、 耶舍出家、 王女牟尼燃灯供养、 长者悭贪生盲儿、 降伏火龙、 无恼指鬘、
杀犊取皮①、 旷野鬼皈依、 珍珠女听法、 摩因提女、 波斯匿王礼佛。 大部分故事题材都

能在龟兹式中心柱窟找到原型②。 本窟券顶菱格内坐佛两侧皆绘一人物， 这种表现形式

在龟兹菱格故事画中较罕见。 但也并非回鹘时期的创造， 在年代更早的森木塞姆第 １ 窟

已出现了类似构图。
５、 主室侧壁： 立佛列像

龟兹传统中心柱窟主室左右侧壁的经典题材是 “因缘佛传”， 主要表现释迦成道后

的诸种度化事迹， 宣传佛陀的功德业绩。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侧壁的题材较特殊。 两

侧壁各绘两身大立佛， 面朝窟内。 立佛头光间隙处绘供养天神等。 壁面下部壁画残损严

重， 其中右侧壁里端立佛下方绘一身婆罗门， 作供养华盖状。 结合残存壁画及龟兹图像

传统， 我们推测每身立佛像下方原皆绘一身供养人物， 表现以 “立佛列像” 为主体的

“誓愿图” （图 ８）。

图 ８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右侧壁 立佛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 常以立佛列像并伴随情节性人物来表现菩萨往昔 “逢事诸佛”
的事迹， 这类图像被学界称为 “誓愿图”③， 见于克孜尔第 １００、 １６３、 玛扎伯哈第 ９ 窟

甬道， 及克孜尔第 １８８ 窟主室正壁及两侧壁等， 其标志性情节是 “燃灯佛授记”④。 另

外可识别的题材包括王女牟尼燃灯供养、 婆罗门供养、 释迦菩萨超越九劫、 陶轮师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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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山 《龟兹壁画 “杀犊取皮” 》，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９－４２ 页。
新增的菱格题材有阿育王施土、 频毘娑罗王皈依等。 但鉴于龟兹境内石窟损毁严重， 无法确定是否为新创

的菱格故事画种类。
参见 ［日］ 森美智代 《关于龟兹石窟的誓愿图》， 《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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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 《佛教藝術》 第 ３４０ 号， ２０１５ 年， 第 ９－３５ 页； 杨波 《龟兹石窟立佛列像的初步调查与研究》， 《中
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４－８４ 页。
［日］ 森美智代 《关于龟兹石窟的誓愿图》， 第 ４０５－４０７ 页。



等， 大部分都属于菩萨的发愿、 供养事迹。 这种具备情节内涵的 “立佛列像” 构成了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誓愿图的直接源头。
遗憾的是， 由于本窟主室侧壁壁画残毁较多， 目前仅可识别 “燃灯佛授记” 一种

题材。 左侧壁外端立佛右上角绘一光圈内的礼拜人物 （图 ９）， 符合 “燃灯佛授记” 故

事画的构图特征， 表现菩萨悬空礼佛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幅 “燃灯佛授记”
图中， 光中礼拜的人物并非婆罗门， 而是一身披袈裟的比丘， 其具头光和肉髻， 与佛相

似。 在龟兹风格的壁画中， 除了未来成佛的弥勒外， 比丘一般是不绘头光的①。 画面中

的礼佛比丘顶具头光， 面貌近佛， 画家可能由此彰显了其未来佛的身份， 强化了成佛授

记的意义。 此外， 主室左侧壁里端誓愿图中的立佛像很特殊， 佛身内残存斑驳的色块，
其形象近似佛衣内绘五道众生等元素的 “法界人中像”。 佛身映现万物， 象征佛陀的法

身遍布一切、 包罗宇宙。 我们认为， 这身 “法界人中像” 向追求菩提的修行者展示了

成佛后的伟大境界———证得法身、 与世界合一。 在华严思想中， “与法身相契合” 是佛

教实践的最终目的②。 这身立佛暗示此窟壁画融合了大乘佛教的 “法身” 理念， 这是龟

兹石窟以往的 “誓愿图” 中所见不到的。

图 ９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主室左侧壁　 立佛上方供养天人及比丘

中心柱窟主室侧壁绘 “誓愿图” 的例子较罕见， 可能是回鹘时期的新变化③。 不过

这种誓愿图的构图及布局形式本身也是龟兹传统。 况且龟兹中心柱窟主室两侧壁也有单

纯画塑立佛列像的情况 （如克孜尔第 ６９ 窟、 森木塞姆第 ４８ 窟）。
（二） 甬道

１５１“龟兹风” 的延续与变迁———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研究

①
②
③

杨波 《克孜尔石窟 “有头光比丘” 图像探讨》， 《吐鲁番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８－１０４ 页。
殷光明 《从释迦三尊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７ 页。
在回鹘时期之前， 这个区域绘以立佛像为主体的誓愿图的例子仅见于克孜尔第 １２３ 窟。 该窟主室侧壁表现

的是 “一对誓愿画”， 而非以立佛列像主体的誓愿图。 参见朱天舒 《克孜尔第 １２３ 窟主室两侧壁画新探》，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０ 页。



１、 左右甬道外侧壁： “如来留钵” 和 “佛陀举山”
“大般涅槃” 是龟兹式中心柱窟后部区域的主题， 用成排的舍利塔或戏剧性的故事

情节来表现涅槃的内涵。 当信徒步入洞窟甬道， 就仿佛进入了一个 “涅槃空间”， 释迦

入灭的气氛扑面而来。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继承了这一传统。 本窟左右甬道外侧壁各残存

一身立佛及相关人物。 右甬道外侧壁立佛头部被揭取①， 佛身微弓， 右手托钵下垂， 这

显然是 “如来留钵” 故事。 左甬道外侧壁残存立佛像的头部等， 由壁画题材的对称性

可推测表现的是 “佛陀举山”。 “如来留钵” 和 “佛陀举山” 是龟兹式中心柱窟甬道常

见的一组题材②。 此二故事皆发生在释迦临近涅槃之时。 “如来留钵” 的故事主要讲述

了释迦决定离开毗舍离城往赴涅槃之地时， 毗舍离城民悲哭相送， 释迦使出神通， 化现

出一条大河将众人隔开， 并赠予佛钵留作纪念。 此故事见于 《大唐西域记》 等。 “佛陀

举山” 的故事则讲述了佛陀轻轻举起了一块堵塞拘尸那城城门的巨石， 令五百力士叹

服， 并告诫众力士一切力量之中， 无常力最为凶猛， 连佛身也终究会被无常力摧毁。 此

故事见于 《佛说五百力士移山经》 等。
“如来留钵” “佛陀举山” 这对题材在中心柱窟甬道中具有组合关系， 分别绘于右

甬道外侧壁和左甬道的外侧壁。 这种图像程式符合故事的时间线， 也突出了佛教教义的

内涵： 信徒进行右绕中心柱礼拜时， 首先观看的是右甬道外侧壁的 “如来留钵”， 由此

拉开了涅槃故事的序幕。 然后是礼敬佛祖的涅槃像， 最后绕入左侧甬道， 观看 “佛陀

举山” 的故事。 “佛陀举山” 并非旨在宣扬佛的神力， 而是告诉观者一切无常的道理，
符合小乘说一切有部的 “佛身观”， 由此减弱了信徒因释迦入灭而引发的悲伤心理。

在部派佛教中， 说一切有部对佛身的理解较为理性， 甚至认为佛陀的生身有漏， 会

因罪业而遭受恶报③。 但是， 在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的 “如来留钵” 和 “佛陀举山” 图像

中， 画师似乎有意强调了佛的神圣形象。 左、 右甬道外侧壁的立佛头部各有两道灿烂的

光芒 （图 １０）， 似乎是在表达佛陀的超凡形象， 削弱了佛身有限的义理思想。 结合主室

右侧壁的 “法界人中像”， 本窟图像的设计者显然已突破了传统有部的理念， 而是融会

了大乘佛教的 “法身不灭” 思想。
２、 左右甬道内侧壁： 龟兹供养人与供养比丘

本窟右甬道内侧壁绘上、 下两栏供养比丘， 左甬道内侧壁推测原绘上、 下两栏世俗

供养人， 现上栏壁画被揭取。 将供养人物布置于中心柱窟甬道， 这也是龟兹的传统。 本

窟的供养比丘绘于右侧甬道， 这是 “右绕礼佛” 时先看到的区域之一， 体现出对僧侣

的尊敬。 供养人像排列紧凑， 显然是中心柱柱体变薄导致的。 关于本窟世俗供养人的族

属及相关历史背景的分析， 留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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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头部壁画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编号 ＢＤｃｅ－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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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后甬道左端壁　 佛头光 （采自 《西域美术全集 １１》，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３７ 页）

３、 后甬道： 涅槃、 焚棺与分舍利

本窟甬道正壁绘涅槃， 前壁绘焚棺、 分舍利， 皆为龟兹传统的涅槃题材， 故事画构

图形式也基本遵循龟兹传统。
龟兹涅槃图像源自犍陀罗雕刻， 但也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模式。 其人物构成并不复

杂， 在表现佛背光上方的举哀天神时， 突出梵天帝释和四天王， 举哀弟子一般仅绘出迦

叶、 阿难等。 而且， 举哀人群的表情较为克制， 未流露出过分的悲恸情绪。 本窟的涅槃

图像继承了龟兹涅槃图的 “核心框架”， 但整体上具备更复杂的人物和情节， 包括须跋

陀罗先佛入灭、 大迦叶咨询外道、 大迦叶礼佛足、 悲伤的阿难、 密迹金刚力士哀恋、 梵

天帝释举哀、 四天王举哀等 （图 １１）。 大迦叶与外道对话的情节也见于克孜尔第 １９８ 窟

后室前壁， 但其并不组合于涅槃图像之中。 本窟涅槃图人物众多， 呈现出不同于龟兹传

统涅槃图像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画家应参考了汉风涅槃经变的构图理念。 如绘制于唐安

西时代的库木吐喇窟群区第 １６ 窟涅槃经变， 就有着较复杂的人物和宏大场面。

图 １１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后甬道正壁 涅槃图人物为主示意图

（据 《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２３页， 图版 ２７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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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涅槃图举哀天神中除了常见的梵天、 帝释和四天王外， 还有一位

女性天神， 身穿龟兹式女装。 早于回鹘时期的森木塞姆第 ３０ 窟涅槃图中也有一哀悼的

女子。 与画面中的梵天帝释等不同， 这位女性天神流露出更多哀伤之情， 一手托颊， 一

手举起， 似正哭泣。 其所戴的 “多边形冠” 近似龟兹壁画中帝释天妃舍脂的冠饰。 但

我们倾向于判断其为 “佛母摩耶”。 理由有二， 首先， 这位天女并非站于帝释身后， 难

以解读为 “帝释天妃”。 在这幅涅槃图中， 她与帝释天隔了一位男性天神。 在森木塞姆

第 ３０ 窟， 她站立于梵天身后。 若为帝释的妃子， 一般是与其并列而置的。 其次， 这位

天女作悲恸状， 与其他更冷静的天神形成了对比， 但若视作释迦的母亲摩耶夫人， 这一

点就容易理解了。 据 《摩诃摩耶经》 记载释迦入灭时， 摩耶夫人从忉利天降下， 来到

娑罗树林， 面对释迦的遗体， 她扑倒在棺上， 悲伤痛哭。 唐玄奘巡游印度时听闻了这一

传说， 于是他在 《大唐西域记》 中写到 “停棺侧有窣堵波， 是摩诃摩耶夫人哭佛之

处”①。 在巴米扬石窟涅槃经变中也有女性天神， 学者在侧卧释迦的枕边识别出了 “摩
耶夫人” 的形象 （包括巴米扬 Ｆｅ 洞、 Ｊｄ 洞、 Ｊｇ 洞、 Ｋ 洞）②。 此外， 该窟涅槃图中佛

陀的上方， 飞鸟停驻， 似在哀悼， 是否表现类似唐代莫高窟壁画中的 “百兽哀悼” 主

题， 值得进一步考察和思索。
本窟前壁上、 下部分别绘焚棺、 八王分舍利， 这种图像组合不见于以往的龟兹石

窟， 应为中心柱柱体加高所致。

三、 画塑布局特点

综上所述，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画塑题材及布局大致沿袭了龟兹传统， 表现出浓郁的

“龟兹风格”。 中心柱窟主室正壁塑立佛、 前壁绘 “降魔变”、 主室券顶的菱格故事画和

天相图、 甬道绘供养人及涅槃题材， 都是龟兹式中心柱窟的惯用模式。 以立佛 “装饰”
门道外两侧壁的情况可能是一种创新， 但龟兹石窟中也存在将一对以立佛为中心的佛传

故事绘于窟门两侧的传统③。 最明显的改变是主室两侧壁的大型 “誓愿图”。 以立佛列

像为主体的誓愿图一般出现于洞窟甬道， 但此时却移到了更加宽敞明亮的主室。 这一题

材布局的变化似乎预示了回鹘时期 “誓愿图” 的繁荣。
该窟画塑题材及布局总体上烘染了 “追求成佛” 和 “佛陀崇拜” 的色彩。 从主室

前壁的 “降魔变”， 到侧壁的大型誓愿图、 法界人中像， 都反映出修行者对成佛的追求

和渴望。 “佛陀崇拜” 和 “追求成佛” 的内涵是相通的。 对佛陀神圣性的彰显自然能促

发修行者对 “成佛” 的向往。 本窟大型的立佛壁画、 正壁的主尊立像 （已毁）， 以及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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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立佛头上的灿烂佛光等， 都烘托出对佛陀的热切崇拜。 无论是 “追求成佛”， 还是

“佛陀崇拜”， 这些主题还是龟兹式的。 本窟壁画具有大乘色彩， 主室右侧壁的 “法界

人中像” 蕴含着不同于小乘教的法身观。 但这种结合大乘思想的佛教信仰， 本身也是

龟兹僧团的特点①。 当然， 我们不能排除此时期因中原佛教文化的流行， 而导致龟兹僧

团的佛教思想增添了更多大乘因素。

四、 供养人民族属性

本窟左甬道内侧壁的供养人像长期被视为 “回鹘供养人”， 这也是学者判断森木塞

姆第 ４４ 窟为回鹘期洞窟的重要证据。② 经笔者仔细观察， 发现这些人物的衣饰、 发型

虽有回鹘化的特征， 但却与常见的回鹘供养人服饰有所不同。 他们的族属很可能是龟兹

本地人。

　 　 　 　 　 　 　 　 　 图 １２ 图 １３
图 １２　 森木塞姆第 ４４窟右甬道内侧壁　 供养比丘； 图 １３　 森木塞姆第 ４４窟左甬道内侧壁

供养人 （采自 《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 第 １２２页， 图版 ２５）
本窟左右甬道内侧壁分别绘供养比丘及世俗供养人像， 分上、 下两排 （图 １２）。 左

甬道内侧壁上部的壁画已被揭取， 下部尚存 ４ 身供养人像。 世俗供养人身着 “Ｖ” 字形

领、 窄袖、 收腰的长外套。 人物似留短发， 头上戴帽 （图 １３）。 在以往的龟兹壁画中，
男性供养人 （无论贵族还是平民） 没有戴帽的例子， 大都为留短发， 额前头发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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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克孜尔第 １７ 窟全窟壁画大致反映部派佛教信仰， 但却在左右甬道外侧壁各绘一身 “法界人中像”， 这说

明在当时的龟兹僧团中， 部分僧侣对佛陀法身的看法已富有了大乘色彩。
贾应逸 《森木塞姆石窟概述》，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４ 页。



本窟供养人的帽子颇为奇怪。 格伦威德尔描述其中一个供养人 “头戴黑色船形软帽

（或礼帽）， 帽子上有向前倾斜、 镶白边的鸡冠形尖顶。 在他后边另有一个向前看的人

物， 头戴一顶很大的球形浅绿色软帽， 帽子上有一条很窄的横向黑色装饰条， 此条之上

和之下有若干白色的装饰条， 还有一个由这种装饰条组成的、 向前倾斜的十字形装饰

物”。① 勒柯克认为： “这种圆形小帽 （浅绿色， 黑边， 绘有白色装饰条）， 在我们到达

哈密时， 看到那里的人们依然在戴着， 在哈喇和卓也有一部分戴着。”②

沈雁对回鹘男子供养人的服饰做了全面调查， 不同的冠饰类型体现了身份的等级。
其排序大致如下： 一、 尖顶莲瓣形冠或桃形冠； 二、 三叉形冠； 三、 扇形冠； 四、 尖顶

帽， 圆帽， 花帽， 翻檐帽③。 戴第一、 二、 三类冠饰的人物的身份较高， 这种冠饰是回

鹘贵族的 “荣耀” （图 １４）， 而第四类则为低级官吏或平民的冠饰。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世

俗供养人的帽子接近第四类的圆帽， 不过其帽体较大， 有所不同。 前端者所戴之 “鸡
冠形” 帽也不见于其它的回鹘壁画。 但无论如何， 这种帽子绝非回鹘贵族所戴。

图 １４　 柏孜克里克第 １６ 窟主室前壁 回鹘供养人行列

（采自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 第 ６ 卷，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４１ 页， 图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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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Ａ 格伦威德尔著， 赵崇民、 巫新华译 《新疆古佛寺———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考察成果》， 第 ３３２ 页。
［德］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 赵崇民、 巫新华译 《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８８ 页。
沈雁、 孙晨阳等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２·回鹘卷》，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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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的宏大规模及其艳丽色彩与低等级的供养人冠饰对比鲜明。 该窟壁画总体延续

了龟兹模式， 提示这些短发、 身穿窄袖外套 （难以确定是否曾绘翻领） 的供养人应为

龟兹土著。 与吐蕃征服河西不同， 回鹘人似实行了较温和的民族服饰政策， 本窟的龟兹

供养人基本保留了本民族的服饰特征， 但外衣的下摆明显加长， 改变了传统的齐膝外套

的样式。 作为有能力资助一个庞大洞窟营建的群体， 却戴上了象征低等级身份的帽子，
说明此时他们已不再是龟兹社会的统治势力。 另一证据是， 本窟甬道的僧侣供养像皆为

穿袒右袈裟， 而未出现汉僧的交领袈裟， 暗示主导此窟图像设计的僧侣是龟兹僧， 而非

宗奉大乘佛教的汉僧。 他们是按照龟兹传统美术和佛教思想去指导洞窟开凿和壁画绘制

的。 种种线索表明， 本窟应为回鹘时期龟兹当地土著出资修建的洞窟。

五、 小结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是回鹘时期最接近龟兹传统模式的洞窟， 其图像题材及布局皆大

致遵循龟兹模式， 可谓回鹘时期的 “龟兹风洞窟”。 同时， 该窟在图像布局、 壁画细节

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如主室侧壁所绘大型誓愿图、 构图复杂的涅槃经变等， 似乎都预

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的供养人是龟兹本地土著， 他们仍拥有相当的财

富， 能够出资开凿庞大的洞窟， 并绘制精丽的壁画。 供养人的身份也合理地解释了本窟

所体现出的浓郁的龟兹风格。 但是， 从服饰特征上看， 他们似已不再是龟兹社会的主导

力量。 在这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 开凿这么一个烘染佛陀崇拜的洞窟， 无疑给予了回鹘

统治下的龟兹人些许心灵的慰藉。 作为龟兹回鹘初期阶段的洞窟， 森木塞姆第 ４４ 窟不

仅是一把揭示龟兹佛教美术变迁的 “钥匙”， 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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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凡入圣： 鸠摩罗什历史形象在唐代的变迁

方　 蒙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对比早期佛教文献的描述， 鸠摩罗什历史形象在唐代出现 “圣化”。 文本中不仅新增 “吞

针” “纳镜于瓶” 的神异传说， 还将罗什纳入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的叙事。 除此之外， 罗什的形

象与其他佛教传奇人物的形象共同组成佛教圣贤图像序列， 它们被绘制于寺院、 石窟， 接受信徒的礼

拜供奉。 罗什历史形象在唐代经历 “由凡入圣” 的重塑并非偶然， 而是当时佛教神圣化运动的结果。

草堂寺罗什舍利塔就是信众出于追思圣贤的心理在狂热宗教氛围下再造的宗教圣物。

关键词： 鸠摩罗什　 历史形象　 唐代　 圣化　 草堂寺　 舍利塔

中图分类号： Ｂ９４９ 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５８－１１

一、 绪论

鸠摩罗什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 在其生活的时代就已备受关注。
在早期僧侣史家僧祐、 慧皎的记录中， 他仅是一位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译经高僧。 但到

了唐代， 人们对罗什的特定认知发生明显变化， 导致其逐渐脱离凡人形象走上神坛。 本

文将从文本叙事、 视觉形象定位、 再造宗教圣物三个层面， 来讨论罗什历史形象在唐代

的全方位重塑。 并对以往相关研究中讨论过的问题及研究方法进行补充与反思。
２０ 世纪， 罗什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涉及历史、 宗教等诸多领域。 例如伯希

和①、 陈寅恪②研读 《高僧传》 时都写过 《鸠摩罗什传》 的札记。 二人对罗什生卒

年、 传记史料来源、 译经方法等重要问题的思考， 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汤用彤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③中专门以一章论述罗什生平、 思想、 译经、 人际交往等内容。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１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敦煌曹氏归义军家窟研究” （１８ＣＺＪ０２５）
作者简介： 方蒙 （１９９２－　 ）， 女， 贵州安顺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佛教艺术研究。
　 ①　 ［法］ 伯希和撰， ［意大利］ 富安敦整理， 张广达等译 《关于鸠摩罗什札记》， 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

第 １０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４ 页。
　 ②　 陈寅恪 《读书札记三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 第 ２８－７４ 页。
　 ③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９２－２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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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瀓①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罗什及其弟子对龙树一派学说的传承发展。 日本学者

塚本善隆②、 镰田茂雄③对考证罗什的活动轨迹及生卒年问题贡献良多。 其他学者的研

究成果， 在此不一一列举。 上述成果受实证主义史学影响， 学者们基本将僧祐、 慧皎撰

写的罗什传记当成反映客观史实的重要依据并反复引用。 相较之下 《晋书》 版罗什传

记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 有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此前文献考据等工作基本是在僧

祐、 慧皎的叙事框架下展开， 鲜有对史料形成过程的批判。
进入 ２１ 世纪， 历史研究受到 “历史语境论”④ 的影响， 越来越的多学者开始关注

文本背后作者的写作 “意图”， 并致力于探究历史语境中的观念来源。 在新时期中， 对

罗什的研究也反映出这一趋势， 涌现出一批视角新颖的成果⑤。 其中， 陆扬先生的文章

观点深刻， 影响广泛。 陆扬先生运用语境化解读的方式分析不同版本的罗什传记， 揭示

了从僧祐到慧皎写作中的叙事方式、 阐释框架的演进， 进而深入探究中古早期的宗教、
文化因素。 这种阅读策略对本文写作思路有着非常大的启发， 同时他对罗什形象在六、
七世纪发生变化的敏锐感知⑥也相当具有提示意义。 但是， 陆扬先生的关注重点在早期

僧人为何能以相对平等的角度看待罗什， 并非深入解释罗什的地位为什么在后期不断上

升， 这恰恰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除了继续沿用陆扬先生提

倡的文本分析方法， 本文还将与罗什相关的传说、 历史遗存纳入研究视野。 研究材料边

际的拓展， 意味着可以提供新的维度去理解罗什历史形象的塑造过程。 在这方面， 刘淑

芬先生对玄奘形象变迁的研究是值得学习的范本⑦。 她使用 “圣化” 一词， 意在指明玄

奘在信众心中经历了从取经高僧到护法神祇身份的转变。 本文借用这一概念， 用来描述

罗什从译经高僧成为宗教偶像的过程， 凸显其 “超能力” 被强化的事实。 刘淑芬先生

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 追踪玄奘圣化的变化轨迹， 揭示了隐晦不显的历史侧面。 但在

此过程中， 信众的宗教心理、 信众与宗教偶像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得到聚焦。 本文认为这

些内容也是构成复杂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 故在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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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９４－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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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芬 《唐代玄奘的圣化》， 《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７ 页； 刘淑芬 《宋代玄奘的圣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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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本中罗什的 “圣化”

罗什圆寂后， 他的影响力未曾减弱。 相反依靠数量庞大、 流传广泛的佛教经典， 在

中国文化史上续写出新篇章。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罗什的历史地位不断上升， 其声望

在唐代一度达到巅峰。 本文通过梳理有关文献， 可以更清楚地揭示罗什形象由凡入圣的

变化。
（一） 《晋书》 版罗什传出现 “吞针” 新情节

《晋书》 版罗什传虽然篇幅较短， 但 “神异” 色彩浓厚， 不仅对早期版本中的传说

悉数保留， 还出现了 “吞针” 新情节。 “吞针” 的起因是罗什蓄妻行为引得诸僧效仿，
佛教僧团因此承受巨大舆论压力。 最后， 罗什不得不以 “吞针” 之举震慑诸僧。

　 　 什乃聚针盈钵， 引诸僧谓之曰： “若能见效食此者， 乃可畜室耳。” 因举匕进

针， 与常食不别， 诸僧愧服乃止。①

这段文字不见于此前的任何文本， 因此伯希和认为 《晋书》 版罗什传并非取材于

《出三藏记集》 和 《高僧传》， 而是另一种已经失传的 “别传”。 他的看法是： “这类别

传， 尽管我们今天几乎只能透过一些早期的引述来认识它们， 却曾经大量存在于唐代和

唐代以前。”② 顺着伯希和的判断进一步思考， 如果唐代存在多种史料来源， 为什么

《晋书》 的编纂者没有选择僧祐、 慧皎的版本？ 这两个文本在唐代并非难以获得的资

料， 《晋书》 选择另起炉灶肯定另有原因。
这个理由很可能是唐人看待罗什失德问题的立场与早期僧侣史家已经有所不同。 在

唐代史家眼中， 罗什或已不再是普通僧人， 作为 “圣僧” 罗什的行为不应以世俗标准

加以评判。 为此， 唐代的历史书写者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僧祐、 慧皎笔下罗什被迫娶妻后的反应是愧疚自省， 这是被逼无奈破戒后会出现的

正常心理。 罗什没有展示超能力来替自己辩护， 甚至也没有使用大乘佛教的 “方便”
之说进行开脱。 反而每次讲经说法前都会主动陈说譬喻， “譬如臭泥， 中生莲华， 但取

莲华， 勿取臭泥也。”③ 臭泥和莲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一对意象， 在不同语境中， 二

者关系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④。 罗什此番表达是在提醒听众要舍染就净、 吸收所传佛

法即可， 自身失德行为则当引以为戒。 臭泥和莲花的意象在此处没有被罗什用于强调

“出淤泥而不染” 的意思， 由此可见他自我检讨忏悔的意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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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版罗什传中， 罗什破戒前后内心的微妙变化被完全忽视， 作为凡人的忏悔

之举被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 “吞针” 来遏制僧团的不正之风， 靠超能力平息众人

的非议。 这种描写弱化了罗什身上的人性因素， 颠覆了早期文本中笃性仁厚、 虚己善诱

的人师形象， 罗什的高僧形象逐渐被遮蔽于超能力的神圣光环之下。 除了 “圣化” 罗

什， 这种书写方式也与 《晋书·艺术传》 的写作基调和价值判断标准有关。 《晋书·艺

术传》 中的人物都是能人异士， 关于他们的叙事往往充斥着怪诞奇谈。 唐代史官将罗

什和佛图澄的传记都安排在 《艺术传》 中相去不远， 说明在他们眼中翻译佛经、 精通

佛教义理的罗什与以咒术见长的佛图澄并无本质区别。 他们都是靠神奇能力获得统治者

信任支持的异域僧人。
（二） 敦煌文献中的 “纳镜于瓶” 传说

除了 “吞针” 之举， 敦煌文献中还有罗什施展 “纳镜于瓶” 之术的记载。 可见于

Ｓ ３８１ 号经卷中的 《鸠摩罗什传》、 僧人释金髻所作两首 《罗什法师赞》， 这一事迹也

不见于早期任何文献记载。
Ｓ ３８１ 《鸠摩罗什传》 载：
　 　 后因译 《维摩经·不思议品》， 闻芥子纳须弥。 秦主怀疑， 什将证信。 以镜纳

于瓶内， 大小无伤。 什谓帝曰： “罗什， 凡僧， 尚纳镜于瓶内。 况维摩大士， 芥子

纳须弥而不得者乎？” 帝乃深信， 顶谢希奇。①

罗什翻译 《维摩诘所说经》 时， 秦王姚兴怀疑佛经中 “芥子纳须弥” 的真实性。
为证明该法门真实不虚， 罗什施展神通将大于瓶口的镜子放入瓶中， 而瓶子毫发无损。
姚兴观后大为叹服， 从此深信不疑。 Ｓ ３８１ 经卷上其他内容的落款有唐代咸通年号， 故

这篇 《鸠摩罗什传》 应为唐代所作。
释金髻所作 《罗什法师赞》 中， “吞针” “纳镜于瓶” 被当作文学典故反复使用，

可见于 Ｓ ６６３１、 Ｐ ４５９７、 Ｐ ２６８０、 Ｓ ２７６ 号经卷②。
Ｓ ６６３１ 《罗什法师赞》 云：
　 　 善哉童寿， 母腹标奇。 四果玄记， 十□辟支。 吕氏起慢， 五凉运衰。 秦帝生

信， 示合昌弥。 草堂青眼， 葱岭白眉。 瓶藏一镜， 针吞数匙。 生、 肇受业， 融、 睿

为资。 四方游化， 两国人师。③

又附诗：
诞迹本西方， 利化游东国。 毗赞士三千， 抠衣四圣德。 内镜操瓶里， 洗涤秦王

或 （惑）。 吞针糜钵中， 机戒弟子色。 传译草堂居， 避地葱山侧。 驰誉五百年，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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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西方则。①

以上材料说明 “纳镜于瓶” 被当作另一则展示罗什神异能力的故事在唐代僧俗两

界普遍流行。 早期僧祐、 慧皎对罗什的评价始终是基于 “佛学” “义理” 知识层面的贡

献。 释金髻的赞诗中对罗什的描写更像是对传说人物的脸谱式歌功颂德。 如同佛教文学

中对释迦牟尼施展神通点化弟子的描述那样， “吞针” “纳镜于瓶” 被释金髻当作罗什

有意为之的两次具有神性光辉的教化事迹。 这种书写方式可见于更早的 《大乘大义

章》， 序言对罗什的描述是这样的： “什初诞生， 圆光一丈， 既长超越， 独步阎浮。”②

说明在更早之前对罗什的 “圣化” 就已经开始。 唐代两则神异传说的产生可视为早期

“造神” 活动的延续。
（三） 罗什进入优填王旃檀瑞像叙事

相传优填王旃檀瑞像是优填王为缓解对释迦的思念， 以牛头旃檀所造的尊像， 历来

被视为 “众像之始”。 它以摹写释迦真容而闻名， 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 纵览罗什的

多个版本传记， 均未提及罗什携旃檀瑞像入华之事。 但在唐代道宣的 《续高僧传》 卷

２４ 《释慧乘传》 中却有罗什将此像带入中土的记录：
　 　 （隋大业） 十二年， 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 举高六丈， 即是后秦罗什所负

来者， 屡感桢瑞， 故用传持， 今在洛州净土寺。③

这是罗什出现于旃檀瑞像传承叙事的最早记录， 并且记载提示佛像具有感应能力的

特殊属性。 唐代以后， 这一说法十分流行， 五代、 宋、 元僧人的记录中瑞像早期流传路

线始终与罗什的人生轨迹保持一致④。
道宣和后来的僧人们认可罗什最初将旃檀瑞像带入中土的说法是有合理依据的。 因

为圣像携带者的身份可以视为一种叙事符号， 这个符号的作用是将汉地佛教与佛教的起

源地相连接， 使出现在汉地的旃檀瑞像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正统性、 合法性。 能够担当此

重任的 “媒介” 人选必然不可能籍籍无名。 在具有足够广泛影响力的同时， 这个人物

还必须能够提供可追溯的异域背景。 从地缘上讲， 域外僧人与天竺的关系更加密切存在

更多互动。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圣像携带者必须与统治者有密切关联。 这是基于旃檀瑞

像的特殊属性： 具有感应能力， 能够示现祥瑞。 祥瑞是解读天命的重要信号， 往往预示

着政权变化， 拥有自主意识， 会根据政局变迁的 “瑞” 物历来受到统治者重视。 所以，
“人君有道， 则至其国”⑤ 的旃檀瑞像的历代供奉者都是帝王⑥。 罗什在上述各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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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人们对圣像携带者的期待， 这为罗什的圣化提供了铺垫。 在道宣生活的时代， 罗

什所译经典的影响力无人能及， 他出身佛国龟兹的王室拥有天竺血统， 从西域到汉地他

的命运一直与统治者产生纠葛。 以上种种， 都是促成罗什进入旃檀瑞像叙事的原因。 道

宣作为佛教史家， 他熟悉佛教历史的同时又对感应类事迹抱有极大兴趣。 有学者指出，
为了建构佛教神圣史观， 道宣在写作过程中存在宁愿摒弃历史事实选择神秘感通故事的

倾向①。 所以， 在旃檀瑞像流布问题上， 道宣可能采取了同样的选择策略： 将罗什与更

早的佛教历史、 传奇佛像进行联系， 赋予其新一重神圣使者身份。

三、 图像、 实物： 罗什宗教偶像地位的确立

罗什在唐代的 “圣化” 并非孤立事件， 除了文献叙述中的种种变化， 在宗教实践

层面也有具体体现： 罗什被纳入佛教圣贤图像序列接受信众的供奉； 他的崇拜者甚至为

其再造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宗教圣物。
（一） 罗什进入佛教圣贤图像序列

前文述及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僧人释金髻为罗什所作的赞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高

僧赞文具有特定用途。 有的用于佛教仪式的口头歌颂， 还有的与寺院中的壁画、 图像有

密切关系②。 日本僧人圆仁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载了扬州开元寺曾在礼佛仪式中

有供养、 唱赞诸圣贤画像的环节。 “暮际， 点灯， 供养诸圣影。 入夜， 唱礼礼佛并作梵

赞叹。 作梵法师一来人， 或擎金莲玉幡， 列坐圣前， 同声梵赞， 通夜无休。 每一圣前点

碗灯。”③ 在五台山竹林寺的仪式中更明确地提到： “阁院铺严道场， 供养七十二圣贤

……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④ 这些接受供养礼拜的圣贤中很可能包括罗

什。 相关依据有二： 一是日本僧人成寻的游记， 二是敦煌文献中的壁画榜书底稿⑤。
成寻 《参天台五台山记》 载：
　 　 后壁收面图绘： 摩腾三藏影： 色黑， 手持梵夹。 竺法兰色黑， 手持朱轴青标纸

《四十二章经》 一卷。 罗什、 玄奘、 慧远、 道安、 道宣、 慈恩等影， 长八尺许。⑥

敦煌文书 Ｐ ２９７１ 《壁画榜书底稿》 记载：
东壁第一须菩提 （把香铃， 无弟子）， 第二富楼那 （把经， 无弟子）， 第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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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迦旃延 （把如意杖， 有弟子）， 第四阿难那律 （坐□床， 无弟子）， 第五优波梨

（把杨枝、 水瓶， 无弟子）， 第六罗侯罗 （□□， 无弟子）， 第七阇夜多， 第八婆修

盘陀， 第九摩奴罗、 第十鹤勒那夜阇。 第十一师子比丘， 第十二达摩祖师， 第十三

惠可禅师， 第十四璨禅师， 第十五信大师， 第十六弘忍禅师， 第十七能大师， 第十

八无着菩萨 （无弟子）， 第十九世亲菩萨 （无弟子）， 第廿罗什 （写经， 无弟子），
第廿一佛图澄， 第廿二刘萨诃， 第廿三惠远和尚。①

这两则材料说明至少在唐宋时期， 罗什已经进入佛教神圣人物图像序列。 作为

“圣贤”， 他的画像曾与佛教史上其他传奇人物的画像一起被绘制于佛寺、 洞窟的墙壁

上， 接受信众的膜拜、 赞美。 成寻所见的圣贤画像高度为八尺， 唐宋时期的一尺大约等

同于 ３０－３２ 厘米②， 也就是说画像高度超过 ２ 米。 这个尺寸说明这些画像应该有专门的

固定展示空间， 这个空间关联严肃的祭祀观瞻活动， 而此类活动是当时佛教徒日常宗教

实践的一部分。 高僧圣贤图像反映的是当时佛教界的总体价值取向， 属于更加宏大的佛

教叙事体系。 这种带有图像纪功性质的做法以最直观的方式将佛教流传的历史展现在观

者面前， 观者在看到罗什圣像的同时就会被唤起对其不朽功绩的记忆， 受到宗教偶像伟

大精神力量的感召， 从而实现跨越历史的对话。
（二） 草堂寺罗什舍利塔： 信众再造的圣物

当文字、 图像已经不能满足罗什崇拜者们思慕圣贤的心理需求时， 寻求真实可感的

物质载体成为寄托信众宗教热情的不二选择。 然而从后秦到唐， 罗什相关遗物能完好保

存并流传下来的情况微乎其微。 面对求而不得的困境， 罗什的崇拜者们选择再造与之有

关的 “圣物” 并非不可能。
圣迹和圣物是一个地方成为宗教圣地的重要依据。 罗什曾经开展伟大事业的译经旧

址， 就是再造圣物的最佳场所。 罗什死后留下舌舍利的传说为 “纪念碑” 形式的选择

提供了灵感： 营造一座佛塔。 如今的武威、 西安各存一座罗什舍利塔， 武威的罗什塔历

经损毁多次重建已无法得知最初的建筑形制， 而长安草堂寺的罗什舍利塔保存较好极具

研究价值。 草堂寺曾是罗什开展译经工作的重要译场之一， 这里出现一座以其命名的舍

利塔绝非偶然。 以下将从整体造型、 风格、 局部细节来证明这座佛塔为唐代遗存。
草堂寺罗什舍利塔是一座八角亭式样单层塔， 分为塔基、 云台、 塔身、 塔刹四个部

分。 圆形塔基装饰一圈高低错落的山峦， 上有三层云台承托起八角亭塔身。 塔身八面，
塔门对立一面刻塔名 “姚秦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舍利塔”， 还有题铭如下：

　 　 鸠摩罗什之舍利塔， 权邦彦□□□□亲来。 礼而作偈言。 丁酉仲秋晦。
大士入东土， 姚秦喜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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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罗八俊， 尽是诘三乘。
翻译明佛旨， 圆通并祖灯。
如何生别派， 南北强分明。①

塔身上为庑殿顶， 四角屋檐微微上翘， 顶部装饰山花蕉叶塔刹为后人修补。 整体外

观上， 草堂寺舍利塔和唐代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具有多处共同点。 首先， 二者体量大致相

当。 草堂寺舍利塔高 ２ ４６ 米②，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高 ２ ２３ 米③。 其次， 二者塔身都模

仿木构建筑并施以彩绘④。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塔身平面为方形， 符合唐塔的普遍特征⑤。
草堂寺舍利塔平面虽是八角形， 但唐代也有八角形佛塔的例子例如河南登封净藏禅师

塔。 第三， 两塔在台基处都设台阶。 草堂寺舍利塔原来在南面台基前曾有台阶， 因为整

修地面时埋入地下现已不可见⑥。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正面设十级踏步⑦。 这种设计与敦

煌第 １４８ 窟壁画中的唐代佛殿能够对应。 第四， 都有保存舍利服务于礼拜仪式的功能。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塔身内有一方形坑， 应为埋藏舍利之类圣物的空间。 石塔位于洞窟正

中相当于中心柱， 为绕行礼拜的仪式服务⑧。

图 １　 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 （作者拍摄） 　 　 图 ２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 （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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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测量后的高度。
甘肃文物局编著 《甘肃古塔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７３ 页。
炳灵寺第 ３ 窟石塔上的绘画为明代重绘， 草堂寺舍利塔塔檐处有朱砂痕迹。 见文军 《鸠摩罗什舍利塔再考

察》，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４８ 页。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０１ 页。
文军 《鸠摩罗什舍利塔再考察》， 第 １４５ 页。
甘肃文物局编著 《甘肃古塔研究》， 第 ７３ 页。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 《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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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整体造型， 草堂寺舍利塔的局部细节也表现出典型唐代风格。 圆形塔基上采用

圆雕技法刻出山峦， 山间有坐禅僧人和动物形象。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西湖村石牛寺唐代

石灯的底座有类似设计。 因为石灯底部磨损较严重， 山峰线条不如草堂寺舍利塔清晰。

图 ３　 草堂寺舍利塔山峦局部 （作者拍摄） 图 ４　 石牛寺石灯底座局部 （作者拍摄）
草堂寺舍利塔的三层云台雕刻精美， 第三层的云朵形如意十分硕大。 通过刻意拉长

云尾， 强调向上升腾托举的意味。 南北朝时期的云纹多与植物纹结合①， 但到了唐代

“片段状的云气纹变为由圆弧型涡卷式的云头以及向后方延展的尾部相结合， 并且演变

成拉长粗短的云尾”②。 尽管肥田路美的结论来自于对敦煌唐代经变画的分析， 这一结

论同样适用于唐代石刻作品。 陕西蓝田菜拐村唐代法池寺地宫出土的舍利石函上有一幅

迎送舍利图， 画面左上角的两朵如意状云纹跟舍利塔上的云台雕刻造型一致。

图 ５　 草堂寺舍利塔三层云台 （作者拍摄） 　 　 　 图 ６　 蓝田石函迎送舍利图拓片③

通过将草堂寺舍利塔与其他唐代文物的对比可知， 整座塔呈现出明显的唐代风格。
罗什圆寂几百年后， 在其译经旧处出现这样一座以其命名的舍利塔绝不是偶然， 这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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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唐代佛教徒对罗什的纪念活动有关。 历史上因为尊崇罗什而为其造塔的事迹早在

北魏时期就曾发生过。 北魏孝文帝不仅为罗什建塔还下诏寻访过他的子嗣。 “为罗什法

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① “魏孝文诏求什后既得而禄之。”② 尽管这条信息比较模

糊但却十分重要。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 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首次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下

令建造佛塔公开纪念罗什。 这句话中的所居旧堂不能明确所指， 但无外乎凉州、 长安两

地。 也许正是这样的说法给了唐代信众灵感， 再造与罗什有关的圣物。 犍陀罗崛起成为

佛教中心时， 曾经制造了大量与释迦前世有关的 “圣迹”③。 尽管释迦生前可能从未涉

足过那里， 但这并不妨碍后世的信徒们在他前世舍身之处起塔纪念。 法显、 玄奘西行巡

礼途中都曾到过这些地方瞻仰遗迹并留下记录。 所以， 基于同样的宗教心理， 上文做出

的唐代信众为罗什建造舍利塔的推断不仅合乎佛教历史传统， 也符合当时佛教神圣化运

动的潮流。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 佛教世界观的 “中心” 概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 “天下

之中” 观点在认知上存在对立， 中土僧人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④。
随着唐朝崛起， 强大的国力让唐人的文化自信大大提升渴望成为世界文化中心。 在解决

困扰中土僧人已久的 “中心” 与 “边地” 关系问题时， 陈金华认为唐代是克服 “边地

情结” 回归 “中国中心” 的关键阶段⑤。 这一看法很有洞见， 唐代出现的佛教神圣化运

动皆能从此找到根源。 这场运动包括神圣空间建构、 圣僧传记书写、 再造宗教圣物等内

容， 实现了从宏观空间到具体实物的全面覆盖。
神圣空间建构的典型例子是唐代五台山从众多名山中脱颖而出， 成为文殊菩萨法脉

正统的象征⑥。 广大信众、 高僧到此巡礼拜谒文殊菩萨的活动甚至一度得到过官方的扶

持。 与之相关的五台山图大为流行， 不仅在中国传播广泛甚至还穿传入日本、 韩国。 对

佛教史上重要人物进行重塑也是神圣化运动的重要一环。 龙树原本是公元 ２－３ 世纪活

跃于印度的佛教中观派大师， 到了唐宋时期， 这位高僧被汉地信众视为医疗神进行崇

拜。 唐代出现托名龙树所著的医书例如 《龙树眼论》 《龙树咒法》 等。 著名诗人白居易

晚年深受眼疾之苦， 曾作 《眼病二首》 其中有两句 “案上谩铺龙树论， 合中虚撚决明

丸。”⑦ 龙树菩萨医疗神信仰一直持续到宋代， 大足多宝塔第 ６０ 号龛供养人刘杰造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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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尊像题记中就有 “为母眼目光明福寿”① 的内容。 再造宗教圣物的例证就是为罗什

在草堂寺建造舍利塔。
保存着罗什舍利的佛塔在崇拜者眼中无异于一座具有 “纪念碑” 性质的宗教圣物。

巫鸿提示过在研究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 “瑞像” “神物” “灵境” 时要关注某些特

殊的想象、 期望模式②。 这座埋藏着罗什传奇舌舍利的佛塔背后关联着唐朝信众的期

望： 拉近与宗教偶像的距离。 这种宗教心理与法显、 玄奘西行途中朝拜释迦圣迹、 追思

伟大导师的行为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尤其是对于一字不识、 无法理解高深佛教义理的

信徒而言， 确切可感的佛塔、 直观可见的图像具有更重要的宗教意义。 草堂寺舍利

塔让信众的宗教情感可寄托于具象的物质载体， 承担着保存罗什有关记忆， 参与构

成罗什历史书写的多重功能。 它巩固着罗什崇拜者之间的情感纽带， 完成了罗什神

圣形象的 “定格”。

四、 结语

历史写作的过程总会产生创造性的叙事。 对这部分创造性内容进行解读， 可以帮助

我们了解特定社会中人群的文化心理特征。 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交织成历史的棱镜， 透

过文字看到的表象或许光怪陆离， 但反过来亦为理解古人提供多重维度。 毫无疑问， 辨

别史料的真伪非常重要， 但是探究 “观念” 的历史也十分有意义。 后者的做法是将关

注点从传统的史料真伪辨析， 转移到史料的形成过程上来③。 罗什相关的各类文献提供

了丰富的观察样本， 让人得以窥见不同时代佛教信众复杂多样的宗教心理。 唐代文本中

关于罗什的叙事新增了不少传奇内容， 并且过分渲染其神异能力， 这表明罗什逐渐脱离

凡人形象被推上神坛。 文献之外， 罗什的视觉形象被纳入佛教圣贤图像的序列， 成为阐

释佛教历史的重要组成， 服务于信众的宗教实践。 最后， 唐代信众通过再造 “圣物”
的方式， 在文字记载之外重新定义罗什的神圣形象。 舍利塔的存在是为了让信众唤起对

罗什的记忆， 通过诵读他翻译的经典、 亲身礼拜再造的 “圣物”， 便可在心理上拉近与

这位高僧的距离， 获得不朽的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 在唐代， 文本、 图像、 实物在三个

层面共同参与并完成了对罗什历史形象的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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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与初创期的远东法兰西学院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于 １８９８ 年委托法国碑铭学院在越南设立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

团”， 后仿照碑铭学院于 １８４６ 年创建 “雅典法兰西学院”、 于 １８７５ 年创建 “罗马法兰西学院” 的先

例， 于 １９００ 年将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改组为 “远东法兰西学院”。 伯希和于 １８９９ 年参加 “印

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于 １９０１ 年被任命为远东法兰西学院首任汉语文教授， 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伯希和任职远东法兰西学院期间， 对方兴未艾的国际中亚考察运动产生了兴趣， 于 １９０４ 年参与组建

由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资助的法国中亚考察团， 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 年率团赴中国新疆、 甘肃等地进行考古

学考察， 劫获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西北文物。 伯希和结束中亚考察后， 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月返回远东法兰西学院， 于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最终调离远东法兰西学院。 本文对伯希和组建中亚考察

团之前在远东法兰西学院的活动进行梳理， 揭示伯希和中亚考察团学术背景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 伯希和　 远东法兰西学院　 碑铭学院　 嘉尔业基金　 中亚考察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９ ４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６９－１９

所谓 “远东法兰西学院”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又译 “法兰西远东学

院” 等， 以下简称 “远东学院” ）， 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 “法兰西研究院”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下属 “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 （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Ｂｅｌｌｅｓ－ｌｅｔｔｒｅｓ， 以下

简称 “碑铭学院” ） 于 １９００ 年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创建的第三所海外考古学院， 其

建制仿照了碑铭学院于 １８４６ 年在希腊首都雅典创建的第一所海外考古学院 “雅典法兰

西学院”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Ａｔｈèｎｅｓ）、 于 １８７５ 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创建的第二所海外

考古学院 “罗马法兰西学院”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Ｒｏｍｅ）。 远东学院的前身， 是碑铭学

院于 １８９８ 年在西贡创建的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 １９００ 年改名为 “远东法兰西学院”， １９０２ 年从西贡迁往河内。 远东学院是法国

在远东地区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野外实习基地， 主要对中国本土、 印度支那、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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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进行考古学及历史学、 语言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进入 ２０ 世纪后， 当国际中亚

考察运动达到高潮之际， 远东学院也成为法国东方学界介绍、 研究中亚考古学的重镇。
在碑铭学院院士、 印度学家埃米尔·夏尔·玛里埃·塞纳 （Éｍｉ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ｉｅ Ｓｅ⁃

ｎａｒｔ， １８４７－ １９２８） 等人的推荐下，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 （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１８７８ －

１９４５） 于 １８９９ 年被任命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的 “公费寄宿生” （ｐｅｎ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相

当于 “青年研究员” ）， 是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和远东学院最早的 ３ 名正式职员之

一， 堪称远东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１９０１ 年 ２ 月 ６ 日， 伯希和被任命为远东学院首任汉

语文教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ｅｕｒ ｄ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并于 １９０１ 年、 １９０２ 年、 １９０３ 年三度北上中国， 为远

东学院购买图书、 文物等， 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古代文献学基础。 当 “中亚与东亚历史

学、 考古学、 语言学和民族学探险国际协会”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Ｅｘｔｒêｍｅ Ｏｒｉｅｎｔ， 以下简称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 ） 的法国委员会于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成立后， 其主席塞纳于 １９０４ 年将伯希和召回巴黎， 组建由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资助的

法国中亚考察团。 伯希和中亚考察团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 年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

考古学考察活动， 其间于 １９０８ 年 ３－５ 月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考古， 将大批藏经洞文

物劫往巴黎。 伯希和结束其中亚考察后， 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月返回远东学院， 于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最终离开远东学院， 返回巴黎工作。

长期以来， 伯希和中亚考察团是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要想深入研究伯希

和中亚考察团的组建背景和运行过程， 必须从远东学院入手， 对伯希和在远东学院的早

期活动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有意对此课题进行初步探讨， 旨在为伯希和中亚考察团研究

提供点滴背景资料。 但限于笔者的水平， 难免有文字粗略之嫌。 文中不足之处， 敬请专

家指正！

一

法国的考古学源远流长， 作为法国考古学、 历史学和文学领域专业科学院的碑铭学

院， 其历史就是一部近代法国考古学史。 欧洲文艺复兴后， 西方学术界大力搜集古希

腊、 罗马碑铭、 雕刻， 以及古希腊语、 拉丁语文献。 法国波旁王朝统治时期 （１５８９－

１７９２）， “太阳王” 路易十四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在位） 于 １６６３ 年在

巴黎创设 “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 主要从事古典 （古希腊、 罗马） 考古学、 历史学

和文学的研究。 ① １７８９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于 １７９６ 年正式成立

“法兰西研究院”， 下设不同门类的五大科学院， 碑铭学院是其中之一。 到 １９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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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古典考古学 （即古希腊、 罗马考古学） 仍是碑铭学院的研究重点。 为此目的， 碑

铭学院于 １８４６ 年在希腊首都雅典创建主要研究古希腊文物古迹的 “雅典法兰西学院”，
① 又于 １８７５ 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创建主要研究古罗马文物古迹的 “罗马法兰西学院”，
② 均为法国古典考古学的海外实习基地。 到 １９ 世纪下半叶， 在西方列强不断向东方

（亚洲与北非） 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 欧美各国的 “东方学” 研究日新月异，
法国人尤其在埃及学、 中国学 （汉学）、 印度学等东方学领域异军突起。 碑铭学院也顺

应潮流， 将东方考古学、 历史学和文学等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 不断将研究触角伸向

东方。
英法联军于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法国从 １８５８ 年开始入侵清朝

藩属国越南。 １８６２ 年， 法国强迫越南签订 《西贡条约》， 越南被迫向法国开放。 在此前

后， 法国对于柬埔寨、 暹罗等国也进行了侵略。 １８７４ 年， 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

《西贡条约》， 越南的外交权受法国监督。 １８８２ 年， 法军攻入越南首都顺化， 于 １８８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第一次 《顺化条约》， 使越南接受法国的 “保护权”， 从

而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为了巩固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迫使清政府承认越南为

其殖民地， 并进一步侵略中国， 于 １８８３ 年 １２ 月发动中法战争。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 清直隶总

督、 北洋大臣李鸿章 （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代表清政府在天津同法国签订了 《中法停战简明条

约》， 承认法国对越南的 “保护权”， 越南从此正式沦为法国的 “保护国”。 １８８５ 年 ６
月， 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正式签订 《中法会定越南条约》， 法国不仅夺去了整个越

南， 而且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 １８８７ 年， 法国将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各占领区合并为

一， 建立 “印度支那联邦”， 又称 “法属印度支那”， 由驻西贡的法国总督统治。 法国

殖民者为了统治法属印度支那， 专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最高行政委员会。
至 １９ 世纪末， 法属印度支那统治者认为， 为了更好地统治被占领的法属东方地区，

应该大力鼓励和发展东方学研究， 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研究。 法国政治家保罗·
杜梅 （Ｐａｕｌ Ｄｕｍｅｒ， １８５７－１９３２） 于 １８９７ 年就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１８９７－１９０２ 在任），
随后在印度支那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 包括建设一批文化设施。 １８９８ 年， 杜梅向

法国公共教育与美术部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ｓ ｂｅａｕｘ－ａｒｔｓ， 以下简称

“法国教育部” ） 部长乔治·莱格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ｅｙｇｕｅｓ， １８５６－１９３３， １８９８－１９０２ 在任） 提

出建议， 要求在印度支那首府西贡设立一个永久性质的 “考古学调查团”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由法国教育部主管的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院负责筹建并领导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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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杜梅向莱格提出在西贡设立 “考古学调查团” 的建议， 很快得到莱格的赞成。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格莱给碑铭学院终身干事 （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 ｐｅｒｐｅｔｕｅｌ） 亨利－亚历山大·
瓦隆 （Ｈｅｎｒ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Ｗａｌｌｏｎ， １８１２－１９０４， １８７４－１９０４ 在任） 写信， 代表法国教育部

提出了相应指示。 这封信全文如下：
巴黎，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终身干事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 印度支那总督先生打算建立一个永久性质的考古学调查团。

他希望能将该调查团置于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的科学监控之下， 我本人对此设想

深表赞同。
该调查团的宗旨， 是组织对印度支那半岛的考古学和语言学探险， 促进对印度

支那半岛的历史、 文物古迹、 方言进行了解， 赞助对这些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各种

文明进行广泛的研究。
该调查团的领导人应该是一位学者， 在贵科学院提名建议的基础上， 由印度支

那总督任命。 该调查团应包含一批法国公费寄宿生， 由贵科学院从年轻人当中选

派， 他们将来打算要从事对印度与远东语言和文明的研究， 他们愿意通过在东方逗

留一段时间的方式， 完全以与该调查团的工作相关联的协作者身份， 来完成他们的

研究。
每一年， 有关该调查团的一份报告书都要寄达贵科学院。
终身干事先生， 如果您能尽早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贵科学院的话， 如果您能请求

贵科学院同意对这个全新的学术机构提供庇护的话， 那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此致崇高的敬意！

乔治·莱格。①

瓦隆接到莱格来信后， 迅速与碑铭学院领导层协商， 最终同意在西贡组建 “印度支那

考古学调查团”。 碑铭学院很快就给法国教育部回信， 表示愿意指导拟成立的 “印度支

那考古学调查团”， 并成立以塞纳为主干的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委员会， 代表碑铭学

院具体负责指导创建调查团的工作。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杜梅签署法令， 宣告 “印度

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在西贡正式成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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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全会上对外宣布： “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

（莱格） 催促已答应向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提供科学指导的本科学院， 应按照写给他

的信中所做出的安排， 选派一名学者担任调查团的团长。 本科学院将在下次全会上完成

这一遴选任务。”①随后， 数名法国东方学家竞聘。 在塞纳的提议下， 法国印度学家、 高

等研究学院 （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Ｅｔｕｄｅｓ） 副院长路易斯·费诺 （Ｌｏｕｉｓ Ｆｉｎｏｔ， １８６４－１９３５）
在竞争中胜出。 碑铭学院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全会上， “根据当天下达的命令， 要求为

在印度支那的永久性法国考古学调查团委任一位团长。 路易斯·费诺以 ３０ 票赞成获得

任命”，②成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的第一任团长。 １８９９ 年 ６ 月 ２ 日， 在碑铭学院召开

的全会上， 塞纳发表讲话， 介绍了费诺的学术成就， 以及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的起步

工作。③以费诺为团长的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成立后， 碑铭学院又积极在法国物色青

年才俊， 充任公费寄宿生。 近代法国的 “公费寄宿生”， 大致相当于 “青年研究员”，
指享受公费资助驻外进行一段时间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

当 ２１ 岁的法国汉学新秀伯希和获得消息后， 便提出了申请。 伯希和于 １８７８ 年出生

于法国巴黎， 毕业于巴黎大学斯坦尼斯拉斯学院 （Ｃｏｌｌèｇｅ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获文学士学位。
此后， 伯希和又在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 （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Ｖｉｖａｎｔｅｓ） 学习

汉语， 师从法国汉学家让·加布列尔·德微理亚 （ Ｊｅ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Ｄｅｖｅｒｉａ， １８４４－１８９９）。
同时， 伯希和还在法兰西学院 （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聆听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

（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 １８６５－１９１８） 的中文课程。 此外， 伯希和与塞纳的关系也非常密

切。 １８９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在法国亚洲学会 （Ｓｏｃｉéｔé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 会长夏尔·巴比尔·德·
梅纳德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ｄｅ Ｍｅｙｎａｒｄ， １８２６－１９０８） 缺席的情况下， 由副会长塞纳主持召

开了会议。 在沙畹和德微理亚的介绍下， 伯希和在这次会议上加入亚洲学会， 开始其汉

学研究生涯。 据亚洲学会机关杂志 《亚洲学报》 １８９７ 年 ７－８ 月号 “１８９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总会会议纪要” 记录： “尽管 （会长） 巴比尔·德·梅纳德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ｄｅ Ｍｅｙｎａｒｄ） 因故

缺席， 在副会长埃米尔·塞纳的主持下， 总会还是于 ３ 时半召开。 ……随后进行的亚洲

学会各类会员的选举工作。 接受以下人士入会： ……东方语言学院学生保罗·伯希和先

生， 住址在巴黎， 圣－曼德大街 （Ｇｒａｎｄｅ ｒｕ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Ｍａｎｄé） ６９ 号。 由沙畹先生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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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理亚先生介绍。”①

当伯希和竞聘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公费寄宿生的时候， 在塞纳、 沙畹等人的推荐

下， 伯希和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印度语言学家安东·卡巴顿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Ｃａｂａｔｏｎ， １８６３－
１９４２） 成为最初的两名候选人。 费诺在卡巴顿陪同下于 １８９９ 年夏到达西贡后， 于 ７ 月

２３ 日给瓦隆写了一封信， 汇报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支持调查团的各项工作。 其中提到：
“我收到通知说， 有两名候选人， 即安东·卡巴顿先生和保罗·伯希和先生， 希望获得

他们的任命。 因此， 我热切地将他们推荐给贵科学院， 请求投票表决。 我知道， 如果这

两位都能得到我的栽培， 他们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②其中， 伯希和于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最先获得任命。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于 ８ 月 １５ 日 “决定任命东方语言学院 （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有文凭的学生保罗·伯希和先生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的公费寄

宿生”。③伯希和成为继费诺之后第二位获得正式任命的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正式

职员。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全会上， 终身干事瓦隆宣读了费诺的 ７ 月 ２３

日来信， 以及卡巴顿的一封求职信。④碑铭学院于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全会上， 塞纳介绍了

相关情况。 据 《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 《碑铭学院纪要》 ” ）
记录：

　 　 塞纳先生支持有关方面先前提出的一个请求， 即要求本科学院任命隶属于国家

图书馆的卡巴顿先生， 让他担任印度支那调查团公费寄宿生的职务。 卡巴顿先生已

经陪同调查团团长费诺先生离开了这里。 自从卡巴顿先生到达远东后， 暂时隶属于

调查团， 以秘书兼图书馆馆长的身份进行工作。 他证明了自己极为勤劳、 热情： 他

翻译了一部柬埔寨的长诗， 类似于佛教的 《波提木叉》 （Ｐâｔｉｍｏｋｋｈａ）； 他开始翻

译一部奇异的医学著作； 他还搜集了一部塔姆语 （Ｔｊａｍ） 词汇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是他在所生活地区实地研究过的一种方言。 一切都表明， 费诺先生翘首盼望着能

让卡巴顿先生为调查团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 我代为转达我们的同事巴尔特先生

（Ｍ Ｂａｒｔｈ） 的意见， 同时这也是我个人的感想， 我们强烈建议本科学院对于所提

出的任命请求加以批准。
今后， 本科学院应该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 以使本科学院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

内， 自主选拔任命一些人， 关照印度支那调查团的事务。 但是， 由于受到长时间的

拖延， 应该强力推行这一程序。 根据先前做出的安排， 应该提前任命伯希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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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先生坚决要求本科学院立即做出裁决。
院长也赞同这一建议。 这一建议获得一致赞同， 得到采纳。
将卡巴顿先生推荐给印度支那总督先生， 可任命为考古学调查团的一名

成员。①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全会上， 重点讨论了卡巴顿、 伯希和的任命情况。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

　 　 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先生将一份政府决议的抄件转寄给了本科学院。 在这份

政府决议中， 印度支那总督杜梅先生任命持有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文凭的文学学士保

罗·伯希和先生为在西贡的考古学调查团公费寄宿生。
公共教育部部长在另一封信中通知终身干事先生说， 他已经给杜梅先生转寄了

一封信。 通过这封信， 本科学院通知印度支那总督府说， 隶属于国家图书馆的卡巴

顿先生已经获得了任命， 让他当考古学调查团的公费寄宿生之一。②

最终， 卡巴顿被任命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的第二名公费寄宿生， 具体担任秘书兼图

书馆馆长的职务。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全会上， 塞纳还介绍了杜梅写给他的一封信，

其中说：
　 　 关于通信， 塞纳先生宣称， 他已经收到印度支那总督先生的一封通报信， 这是

以个人名义直接写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肯定， 出于杜梅先生的意图， 要将所有的一

切都留给本科学院做最终决定， 相信必将获得批准， 令人极度满足。
总督不止一次确认， 对于在他关照下建立起来的考古学调查团， 他怀有持续不

断的浓厚兴趣。 对于本科学院认为应该提出的所有建议和任命， 他都会满怀热情地

去接受。 他宣布， 他要为调查团增加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 这是他愿意表示

的最大诚意。
杜梅先生在他的信中， 还附寄了一份文件的抄件， 涉及他手头持有的我们迄今

已商定的主要原则。 为了确保调查团在起步阶段就能凑全齐备的文官和武官， 为了

促进调查团的初期发展， 特将德·拉雍奎里上尉先生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
派往调查团附近， 还给他配备了一名柬埔寨的土著军官以及其他人。 最近的一份文

件与本科学院确证人事任命有关， 即任命伯希和先生为调查团的公费寄宿生。
塞纳先生将这些各种不同的文件放置在办公桌上， 它们构成了未来印度支那调

查团委员会档案的开始， 而本科学院正打算要建立这个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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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９９’，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３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５， １８９９， ｐ ５８６



本科学院院长以本科学院的名义， 对塞纳先生提供传阅文件一事表示感谢。①

伯希和最终获得任命后， 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乘法国 “大洋洲号” （Ｌ’Ｏｃéａｎｉｅｎ） 邮轮

离开马赛港， 前往法属印度支那， 于 １１ 月 １７ 日抵达西贡。 伯希和在西贡逗留一段时间

后， 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４ 日离开西贡， 于 １ 月 １１ 日抵达河内。

三

就在伯希和从巴黎前往印度支那的途中，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面临着重组的

境地。 此后， 其名称也几经变化。 碑铭学院为了业务管理方便， 倾向于仿照 “雅典法

兰西学院” 和 “罗马法兰西学院” 的模式， 将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改制为碑铭

学院旗下的第三所 “法兰西学院”， 但校名并没有马上确定。
在 １８９９ 年出版的 《荷属印度语言学、 地理学和民族学论文集》 （Ｂｉｊｄｒａｇｅｎ ｔｏｔ ｄｅ

Ｔａ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ｎ Ｖｏｌｋｅｎｋｕｎｄｅ ｖａｎ 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ｄｉë） 第 ５０ 卷上， 荷兰印度学家、 莱顿

大学教授让·亨德里克·科恩 （Ｊａ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Ｋｅｒｎ， １８３３－１９１７） 发表文章， 对印度支那

考古学调查团之计划加以评论， 目的是建议荷属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 政府加以效仿，
其中提出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的第一个替换名称 “在印度支那的考古学院”
（Éｃｏｌｅ ｄ’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②随后， 碑铭学院将其优化为 “印度支那考古学

院” （Éｃｏｌｅ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但碑铭学院还倾向于使用第二个替换名称

“西贡考古学院” （Éｃｏｌｅ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ａïｇｏｎ） ”。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

开的年度总会上， １８９９ 年度院长阿尔弗雷德·克洛伊塞特 （Ａｌｆｒｅｄ Ｃｒｏｉｓｅｔ， １８４５－１９２３）
在致开幕辞时说：

　 　 先生们， 关于被置于本科学院庇护之下的几所伟大的学院，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

几句话。
首先应该提到的， 是众所周知的雅典学院和罗马学院。 此外还有刚诞生不久的

第三所学院， 即 “西贡考古学院”。
多亏印度支那总督有完美的发起之功， 就在今年， 本科学院得以制订好规划，

编写好章程条例， 要创建这样一所学院， 它注定要确保对我们这块大殖民地进行科

学的研究， 研究它的语言、 它的风俗、 它的宗教。 这样一来， 我们的学者们就要紧

随我们的传教士们、 我们的士兵们、 我们的殖民者们， 接踵而至了。 为了法兰西的

最大利益， 为了法国的科学事业， 新学院面临着一片广阔而富饶的探索领域。 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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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Éｍｉｌｅ Ｓｅｎａｒｔ， ‘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Ｍ Ｄｏｕｍｅｒ，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 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ｉｎ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９９’，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３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５， １８９９， ｐｐ ５８６－５８７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全会上， 巴尔特介绍了科恩的观点， 还根据费诺来信， 对费诺考察柬

埔寨、 爪哇的情况加以介绍。 参见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Ｂａｒｔｈ，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ｅ éｃｏｌｅ ｄ’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Ｍ Ｆｉｎｏｔ’， ｉｎ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１６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９００’，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４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１， １９００， ｐｐ ９９－１０５



没有创造历史。 今后， 我只能将我对它的祝愿移交给我的继任者们。 通过他们的辛

勤劳动和他们的发现， 会发现大量值得赞颂的材料。①

所谓 “西贡考古学院”， 显然是碑铭学院一度考虑能替代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的

名称。
碑铭学院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全会上， 宣读了法国教育部部长莱格写给碑铭

学院终身干事瓦隆的一封信， 转达费诺的建议， 拟将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更名为

“印度支那考古学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说：

　 　 部长先生在写给终身干事的另一封信中宣布， 印度支那总督先生委托他转寄一

份报告书， 关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团长费诺先生打算要确定下来的术语。 从今

以后， 该 “调查团” 应该更名为 “印度支那考古学研究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为的是消除冠以 “调查团” 一词带来的临时概念。

转给主管此事的委员会。②

但至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初， 碑铭学院在多种场合已将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称为 “印度支那

考古学院”。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全会上，
“本科学院进行了年度委员会提名工作， 选定的委员名单如下。 ……印度支那考古学院

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 Éｃｏｌｅ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 的委员是： 布里尔先生

（Ｍ Ｂｒéａｌ）、 巴比尔·德·梅纳德先生、 塞纳先生、 克勒蒙特－甘努先生 （Ｍ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
Ｇａｎｎｅａｕ）、 哈米先生 （Ｍ Ｈａｍｙ）、 巴尔特先生”。③由此可知， 到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当伯希

和到达河内的时候， 他的工作单位已由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改称 “印度支那考

古学院”。
伯希和抵达河内后不久，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最终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做出决定， 将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正式改名为 “远东法兰西学院”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
Ｏｒｉｅｎｔ）。④碑铭学院于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全会上， 宣布了定名的决定。 据 《碑铭学院纪

要》 记录： “ （公共教育与美术部） 部长先生在另一封信中通知本科学院说， 印度支那

总督先生已经签署了一道法令， 规定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的最终名称是 ‘远东

法兰西学院’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⑤改名后， 原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团长费诺自然成为远东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伯希和与卡巴顿也自然成为远东法兰

西学院的第一批公费寄宿生。

７７１伯希和与初创期的远东法兰西学院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ｆｒｅｄ Ｃｒｏｉｓｅ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ｏｕｖｅｒｔｕｒｅ ｄｕ Ｐｒéｄｅｎｔ’， ｉｎ ‘Ｓé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ａｎｎｕｅｌｌｅ ｄｕ ｖｅｎｄｒｅｄｉ 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１８９９’，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３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６， １８９９， ｐ ６９１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８ ｄéｃｅｍｂｒｅｅ １８９９’，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３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６， １８９９， ｐｐ ７７２－７７３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５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００’，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４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１， １９００， ｐ 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ａｒｔｉｅ Ｉ， １９００， ｐ ３２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１，
Ｎｏ 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０１， ｐ ６９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３０ ｍａｒｓ １９００’，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４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２， １９００， ｐ １７１



远东法兰西学院组建后， 院长费诺定期向法国教育部汇报学院情况， 再由法国教育

部转报给碑铭学院。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全

会上宣布： “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先生给本科学院寄来了 ４５ 份费诺先生关于远东法

兰西学院工作的报告书。 这些报告书被转交给了本科学院的院士们。”①

四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在河内接见了伯希和， 委托他先前往安

南故都顺化整理安南文献， 再去北京实习。 费诺于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１ 日从河内给杜梅写的

第一份报告书 《关于 １８９９ 年间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今远东法兰西学院） 的工作向

总督先生提交的报告书》 中， 第 ５ 节 “人事”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一段中报告说：
　 　 被任命为公费寄宿生的保罗·伯希和先生最近到来， 又被派往北京， 目的是让

他在实践当中完善他的汉语。 相反， 我们现在预料到卡巴顿先生将在近期离开这

里， 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在东方长期逗留。 除了调查团的这两位成员之外， 我们

在这一年还能够得到两位临时合作者的帮助， 他们是德·拉雍奎里先生 （Ｍ ｄｅ
Ｌａ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 和拉瓦利先生 （Ｍ Ｌａｖａｌｌéｅ）。②

关于伯希和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建立之初于 １９００ 年内的活动， 费诺于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在巴黎撰写的 《关于 １９００ 年间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工作向总督先生提交的报告书》 中汇

报说：
　 　 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 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获准改换新名为远东法兰西学

院， 以求更准确地符合其组建时确定的永久性质及其工作范围。 我在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１ 日所作报告书中， 汇报了其存在后第二年期间的工作， 现继续汇报如下。
学院在创建之日， 其职员除了院长之外， 还包括秘书兼图书管理员卡巴顿先

生、 公费寄宿生伯希和先生以及两名临时职员， 即德·拉雍奎里上尉先生 （Ｍ 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ｄｅ Ｌａ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 和拉瓦利先生 （Ｍ Ｌａｖａｌｌéｅ）。 我和拉雍奎里先生一起，
已经完成了对安南占婆田野文物的调查编目工作， 而且我还准备取道东京 （越南

北部） 和老挝， 继续我在印度支那的一般调查旅行工作。 卡巴顿先生已经结束了

在柬埔寨的各种语言学研究工作。 伯希和先生近期才从法国来这里， 又准备离开这

里前往中国。 拉瓦利先生也正在前往老挝进行人种史学考察的路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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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１５ ｊｕｉｎ １９００’，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４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３， １９００， ｐ ３３５
Ｌｏｕｉｓ Ｆｉｎｏｔ，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Ｍ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Ｇéｎéｒａｌ ｓｕｒ 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 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
（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ａｎｎéｅ １８９９’ ，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４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３， １９００， ｐｐ ２９０－
２９１
Ｌ Ｆｉｎｏｔ，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Ｍ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Ｇéｎéｒａｌ ｓｕｒ 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ｅ ｌ’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
Ａｎｎéｅ １９００’，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２， Ｎｏ 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ｍａｒｓ １９０２， ｐ １１４



费诺的这份报告书， 经由法国教育部部长转寄给了碑铭学院。
伯希和完成在顺化整理文献的任务后，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于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决

定批准远东法兰西学院公费寄宿生伯希和先生赴中国考察”，①这是伯希和第一次游历中

国。 伯希和到北京后， 经常住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内。 他在北京除了考察学术外， 还为初

建的远东法兰西学院购买中文图书和文物， 并将购买的图书、 文物存放在位于北京中心

区的法国公使馆翻译生宿舍里。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义和团进入北京， 当天夜里烧毁许

多房屋。 伯希和存放在翻译生宿舍中的图书和文物， 也在火灾中被付之一炬。 随后， 义

和团围攻使馆区， 法国公使馆也被围。 当时， 伯希和住在法国公使馆内， 在公使斯特凡

·让·马里埃·毕盛 （Ｓｔéｐｈａｎ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 Ｐｉｃｈｏｎ， １８５７－１９３３， 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在任） 和法

国公使馆卫队长、 海军上尉达尔西 （Ｄａｒｃｙ） 的指挥下， 参加了守卫法国公使馆的战斗。
伯希和利用自己的汉语知识， 曾和围攻使馆区的清朝军队以及义和团进行过接触。 在一

次出击战斗中， 伯希和还抢夺了一面义和团的军旗， 被认为立了大功。 毕盛于 １９０１ 年

回国后， 因此为伯希和请功。②

义和团运动期间， 碑铭学院很关心伯希和在北京的安危。 碑铭学院终身干事瓦隆还

专门给法国外交部部长 （ Ｍｉｎｉｓｉ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 提奥菲尔 · 德尔卡塞

（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Ｄｅｌｃａｓｓé， １８５２－１９２３， １８９８－１９０５ 在任） 写了一封信， 打听伯希和的消息。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的会议上， 宣布了德尔卡塞的复信内容：

　 　 远东法兰西学院公费寄宿生伯希和先生正在北京出差。 终身干事给外交部部长

先生写了一封信， 请求他提供有关伯希和先生的消息。 外交部部长先生在答复终身

干事的信中通报说， 他还没有收到有关伯希和先生的任何消息， 但伯希和先生很可

能与毕盛先生及其战友们同患难、 共命运。 不过， 他已经给伯希和先生的父亲发了

电报， 要求伯希和父亲尽快回信， 将他掌握的有关他儿子的所有消息都报告

上来。③

伯希和后来给他的父亲拍发了报平安的电报， 伯希和父亲立即将消息传达给了碑铭学

院。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全会上， 塞纳报告了此事。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说：

　 　 远东法兰西学院公费寄宿生伯希和先生被围困在北京， 对于他的命运， 本科学

院好多次表示关心。 塞纳先生心满意足地向本科学院通报说， 伯希和先生终于给他

的家人转寄来了消息。 就在今天， 他的家人收到了一封完全使人放心的电报。 塞纳

先生还向本科学院通报说， 由本科学院任命为同学院第一位公费寄宿生的卡巴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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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也于最近返回。①

关于 １９００ 年伯希和第一次出访北京的经过， 费诺在 《关于 １９００ 年间远东法兰西学院的

工作向总督先生提交的报告书》 中介绍说：
　 　 伯希和先生首先在顺化 （Ｈｕé） 逗留了一段时间， 他在那里受到安南王室宫庭

达官显贵们非常殷勤的招待。 行政法院和编史馆的书籍被慷慨地向他开放， 他还看

到了一批罕见的珍本书籍。 顺化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 为远东法兰西学院将来的研

究工作保存了价值巨大的资料。
伯希和离开顺化后， 前往北京。 不久之后， 他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便受到了干

扰。 突然之间爆发了骚乱， 居住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当他和我们

的其他同胞一起被困在法国公使馆里的时候， 他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沉着冷

静的性格。 法国驻北京公使先生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 政府也已经承认了他的功

绩， 授予他一项崇高的荣誉。
授权伯希和先生前往中国时， 还让他掌握着一笔特殊的经费， 用于为远东法兰

西学院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购买书籍和各种文物。 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这一部分使

命， 购买到完整的一系列中文图书， 与印度支那有关， 与毗邻东京的岛屿和中国边

疆省份有关。 不幸的是， 这批搜集品被保存在位于中国市中心的公使馆翻译学生公

寓宿舍里， 在起义爆发的当天夜里， 于 ６ 月 １３ 日全部被大火焚毁。
公使馆解围之后， 伯希和先生尽力挽救了毁坏带来的损失， 为远东法兰西学院

获得了一批罕见的绘画品和书籍， 其目录将在以后出版。 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批搜集

品中的一部分， 其中主要包括： ３０ 幅景泰五年 （１４５４ 年） 的绘画品； ４ 幅宋代的

绘画品； 一部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年） 亲笔御书的手稿， 构成 《妙法莲华经》 的第

一卷； 两卷明代所修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 年） 的大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 最后提到的这

部著作是稿本， 保存在毗邻英国公使馆的翰林院里， 其绝大部分在义和团纵火烧毁

这座建筑物时被焚毁。
以上概述足以表明， 伯希和先生不仅仅因其勇敢的表现而为远东法兰西学院赢

得了荣誉， 而且也有效地提供了服务， 为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增添了具有极高价值

的藏品。 我们不得不庆贺他的出访成果。②

１９０１ 年 １ 月， 伯希和返回远东法兰西学院。 因为他在守卫法国公使馆期间的表现， 法

国政府授予他一枚骑士荣誉勋章。 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１ 期 “大事记”
栏报道： “远东法兰西学院公费寄宿生伯希和先生， 因为在北京公使馆被围困期间的卓

越表现， 获得了一枚骑士荣誉勋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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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伯希和从北京返回法属印度支那后不久， 费诺于 １９０１ 年 １ 月暂离安南， 远东法兰

西学院院长一职由法国印度学家阿尔弗雷·查尔斯·奥古斯特·福色尔 （Ａｌｆｒｅ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Ｆｏｕｃｈｅｒ， １８６５－１９５２） 暂代。① ２ 月 ６ 日， 远东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文教授一职，
伯希和被任命为远东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任汉语文教授。 据 《印度支那官报》 和 《远东

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２ 期 “行政文件” 栏报道： “同意任命文学学士、 现代东方

语言学院文凭持有者保罗·伯希和先生为远东法兰西学院中国语文教授。”②据费诺于 ３
月 ２０ 日在巴黎撰写的 《关于 １９００ 年间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工作向总督先生提交的报告

书》 第 ４ 部分 “人事” 中介绍说： “伯希和先生于 １９０１ 年 ２ 月 ６ 日被任命为远东法兰

西学院汉语文教授。 对汉语文的了解今天显然已经变得很重要， 汉语文教学不可或缺，
应该在殖民地得到高度重视。”③

与此同时， 远东法兰西学院决定再派伯希和于 １９０１ 年前往中国， 购买图书、 文物。
据 《印度支那官报》 和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２ 期 “行政文件” 栏报道：
“同意批准保罗·伯希和先生前往中国考察。”④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２ 期

“大事记” 栏也报道说： “远东法兰西学院公费寄宿生保·伯希和先生， 于 ２ 月 ６ 日被

任命为本学院的汉语文教授。 与此同时， 他奉派再次前往中国考察。 在逗留期间， 他将

获得 ‘一笔 ８０００ 法郎的特别预付款， 用于为法兰西远东学院购买收藏品、 绘画品、 图

书、 写本等物品’。”⑤这是伯希和第二次前往中国。
伯希和于 １９０１ 年 ２－６ 月在中国逗留期间， 购买了大量中文图书和文物， 然后于

１９０１ 年 ７ 月 ３ 日返回西贡。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３ 期 “大事记” 栏中记录

说： “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伯希和先生， 于 ２ 月份回到中国去， 又于 ７ 月 ３ 日返

回西贡。 我们遥望他在考察期间获得的搜集品， 它们丰富了我们的图书馆和我们的博物

馆。 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是编制一份详尽的目录。”⑥伯希和逗留北京期间， 汉语文

水平得到长足进步， 返回远东法兰西学院后， 开始讲授汉语课程。 碑铭学院于 ５ 月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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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会议上， 审议费诺向碑铭学院递交的报告书。①费诺在报告书中多次提到伯希

和的工作， 其中一段提到： “我们的公费寄宿生之一伯希和先生， 竟然主讲了一门汉语

课程。”②

伯希和从北京返回西贡后不久， 便请病假返回法国巴黎。 １９０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校方

“同意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伯希和先生返回法国， 享受为期 ３ 个月的康复期病

假”。③ ７ 月 １９ 日， 伯希和离开西贡， 前往法国。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１ 卷第 ４ 期

“大事记” 栏记载： “汉语文教授保·伯希和先生于 ７ 月 １９ 日登船启航， 前往法国休康

复期病假。”④伯希和在法国疗养近半年后， 于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重返远东法兰西学院。 １ 月

２１ 日， 远东法兰西学院院长费诺返回西贡， “与学院院长一起到达的， 还有汉语文教授

伯希和先生和高等师范学校校友、 大学教师学衔获得者梅特勒先生 （Ｍ Ｃｌ Ｅ
Ｍａｉｔｒｅ）， 他于 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被任命为公费寄宿生。 伯希和先生的课程， 因为学院

迁往河内而被推迟”。⑤

伯希和返回远东法兰西学院后不久， 又于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奉派前往中国考察。 根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２ 卷第 ２ 期 “行政文书” 栏记载， 学院于 ２ 曰 １９ 日 “决定

批准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保·伯希和先生赴中国考察”。⑥伯希和于 ５ 月到达北京

后， 一直居在这里住到 １０ 月。 这是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国， 主要目的是为远东法兰西学

院搜集中文图书和文物。
１９００ 年、 １９０１ 年、 １９０２ 年间伯希和三次赴华购书考察的经历， 使他在中国文献学

领域的功力大增。 １９０２ 年， 伯希和在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２ 卷上发表周达观

《真腊风土记》 译注本，⑦这是他的第一篇汉学论文。

六

１８９９ 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 １２ 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 以下简称 “罗马大会” ） 上， 决定第 １３ 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２ 年 ９ 月 ４－１０ 日在德国汉堡召开 （以下简称 “汉堡大会” ）。 罗马大会后的世纪之

交 ３ 年间， 英、 俄在争夺东方学研究领导地位的斗争日益表面化。 法国的东方学界不甘

屈从， 亟欲另起炉灶， 一批法国东方学家强烈要求对欧洲的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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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１０ ｍａｉ １９０１’，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５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３， １９０１， ｐ ２８３
Ｌｏｕｉｓ Ｆｉｎｏｔ， ‘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ｓｕｒ ｌ’éｔａｔ ｄｅ ｌ’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５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３， １９０１， ｐ ２８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１， Ｎｏ ４，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９０１， ｐ ４１７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ＢÉＦＥＯ， Ｔ １， Ｎｏ ４，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９０１， ｐ ４０６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ＢÉＦＥＯ， Ｔ ２， Ｎｏ 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ｍａｒｓ １９０２， ｐ １０６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２， Ｎｏ 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ｍａｒｓ １９０２， ｐ １２１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ｃｏｕｔｕｍｅｓ ｄｕ Ｃａｍｂｏｄｇｅ’， ＢÉＦＥＯ， Ｔ ２， Ｎｏ ２， ａｖｒｉｌ－ｊｕｉｎ １９０２， ｐｐ １２３－１７７



进行改革。
１９０２ 年， 法属印度支那最高行政委员会做出决定， 将法属印度支那首府从西贡迁

往东京 （Ｔｏｎｋｉｎ， 越南北部的旧地区名） 的河内， 同时将远东法兰西学院的校址也从西

贡迁往河内。 为了炫耀这一举动，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决定于 １９０２ 年末在河内举办一次

展览会。 展览会期间的一个大项目， 便是由塞纳、 沙畹等人筹划、 由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赞助、 由远东法兰西学院具体承办的 “在东京河内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 ａｔ Ｈａｎｏｉ， Ｔｏｎｋｉｎ， 以下简称 ‘河内大会’ ） ”。 以塞

纳为首的一个委员会， 倡议并筹划在汉堡大会召开的同一年， 于 １９０２ 年年底在河内召

开一次与欧洲的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同名的大会， 以示与欧洲大会分庭抗礼， 唱对

台戏。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会议上， 将参加汉堡大会、 河内大会的代表事

宜提上议事日程。 据 《碑铭学院纪要》 记录：
　 　 第 １３ 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定于今年 ９ 月 ４ 日至 １０ 日在汉堡召开。 公共教

育与美术部部长先生通知本科学院说， 德国政府表达了一个愿望， 希望能看到由一

支法国学者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参加会议。
部长先生补充说， 如果我们科学院团队中的一位或几位成员打算要参加这次科

学的聚会， 那么他将乐意把这些人的姓名转报给外交部部长先生， 以便就近将我们

的代表派往汉堡， 将名单提交给代表大会的组委会。
又定于 １９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６ 日在河内召开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

大会的发起委员会主席塞纳先生， 最近给本科学院寄来了两份与这次代表大会有关

的宣传材料， 并表达了一个愿望， 希望能看到本科学院派代表参会， 以一支代表团

的形式参加这次科学的聚会。
本科学院将在下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 任命赴这两个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①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的会议上做出决定， 由 １９０２ 年度院长菲利普·伯杰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ｅｒｇｅｒ） 代表碑铭学院参加汉堡大会， 由塞纳代表碑铭学院参加河内大会：
　 　 有两个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已经确定， 一个在汉堡， 另一个在河

内。 关于负责参加这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 本科学院做出以下任命：
委任菲·伯杰先生参加汉堡代表大会， 任命塞纳先生参加河内代表大会。②

伯希和第三次逗留北京期间， 远东法兰西学院于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从西贡迁到河内， 汉

堡大会于 ９ 月 ４－１０ 日在德国汉堡召开。 刚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英国考古学家奥莱

尔·斯坦因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１８６２－１９４３） 在汉堡大会上出尽了风头， 导致于 ９ 月 １０ 日举

行的全会上经表决方式通过了第 １４ 号决议案。 该决议案宣布正式成立 “中亚与远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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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６ ｊｕｉｎ １９０２’， Ｃｏｍｐｔｅｓ ｒｅｎｄｕｓ， ４６ｅ ａｎｎéｅ， Ｎ ３， １９０２， ｐ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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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考古学、 语言学和民族学探险国际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ｌ’ 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
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简称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 ） ”， 任命俄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荷

兰、 丹麦、 瑞典、 挪威、 芬兰、 奥地利、 匈牙利、 瑞士、 意大利、 美国等 １４ 个国家的

２６ 人为委员， 其中法国委员包括汉学家亨利·高第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１８４９－１９２５）、 塞纳

和福色尔等 ３ 人。①各国委员的职责， 是在各自国家建立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 的国家

委员会。 汉堡大会上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 即第 １４ 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将于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尔召开， 这是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自 １８７３ 年创设以来第

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伯希和从北京返回河内。 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２ 卷第

４ 期 “大事记” 栏记载： “出访中国的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保·伯希和先生， 于

１１ 月 ４ 日返回河内， 随身带回来一大批中文图书， 以完善我们的中文藏书。 他不久之

后就会刊布这批中文图书的目录。 １２ 月 １６ 日， 他开始在高级驻扎官官邸讲授他的汉语

课程。”②伯希和从北京返回河内后， 全力筹办河内大会。 河内大会由费诺担任组织委员

会主席， 远东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承担大会的主要组织工作。 年仅 ２４ 岁的汉语

文教授伯希和， 自然是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 担任秘书长。
河内大会比原定计划推迟数日， 于 １９０２ 年 １２ 月 ４－８ 日召开。 来自法国本土、 法属

印度支那、 德国、 奥地利、 瑞典、 挪威、 意大利、 美国、 英属印度、 日本、 荷兰、 中

国、 芬兰、 锡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俄国学者和英国本土学者没有参加大会， 刚刚参加

了汉堡大会的几乎所有欧洲东方学家， 都不愿意再急匆匆地从欧洲远航到河内来开会。
在河内大会上， 伯希和提呈了远东法兰西学院最近购买或接受捐赠的几件汉、 藏、 泰语

珍稀写本， 接着又宣读了有关中国从 １９０２ 年起引入考试制度改革的论文。③参与组织河

内大会， 并在大会上出头露面， 这是伯希和第一次活跃于国际学术界。 伯希和因为在河

内世博会组织方面的表现， 被河内世博会审查委员会授予金质奖章。 据 《远东法兰西

学院学报》 第 ３ 卷第 １ 期 “大事记” 记载： “河内世博会审查委员会决定将其大奖授予

远东法兰西学院， 将其金质奖章授予伯希和先生、 亨利·帕门提尔先生 （Ｍ Ｈｅｎｒｉ Ｐａｒ⁃
ｍｅｎｔｉｅｒ）、 杜佛尔先生 （Ｍ Ｄｕｆｏｕｒ） 和卡皮乌克斯先生 （Ｍ Ｃａｒｐｅａｕｘ）。”④

七

关于伯希和在 １９０２ 年内的其他活动， 费诺于 １９０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河内撰写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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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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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０２ 年间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工作向总督先生提交的报告书》 中介绍说：
　 　 汉语文教授伯希和先生于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从法国返回， 又于 ２ 月 ２９ 日奉命

重返中国， 从 ５ 月份至 １０ 月份一直居住在北京。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主要是继续从

事汉学研究， 但也满怀热情地为我们的图书馆填补了空白。 他一共获得了好几百部

重要的书籍， 其中他特别列举出两套双语的语言学词汇表， 包括四川和云南的汉－

藏语、 汉－倮倮 （彝族） 语和汉－白彝语词汇表。 这些书的成书年代都可以追溯到

１８ 世纪， 是以前欧洲人汇集的词汇表， 对于这些语言的方言学研究来说， 都是珍

贵的资料。 虽然我们让他掌握的经费有限， 但他还是以低廉的价钱为我们的博物馆

获取了一批新的藏品。 他仅仅报告了一套 １８ 世纪制作于欧洲的大开本铜版画， 表

现的内容是乾隆皇帝在中亚的胜利。 伯希和先生于 １１ 月 ４ 日返回河内后， 积极地

参与了博览会和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担任秘书长一职， 还发表了会议的

纲要。 １２ 月 １６ 日， 伯希和先生在高级驻扎官让我们掌握的一间可怜的小教室中，
开始上一门关于中国官话的课程。 他上这门课时， 得到一位来自北京的辅导教师的

协助。 根据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的命令， 这位辅导教师受雇于远东法兰西学院。①

从 １９０２ 年开始， 伯希和日益关注方兴未艾的国际中亚考察活动。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 宣告成立以来， 因其总部设在圣彼得堡， 由俄国人控制， 自

然遭到俄国宿敌英国的抵制， 而法国人则积极响应。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国际中亚探

险协会” 法国委员会在巴黎成立， 主席由塞纳兼任， 副主席为梅纳德、 罗兰·拿破

仑·波拿巴公爵 （Ｐｒｉｎｃｅ Ｒｏｌａｎｄ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５８－１９２４） 和杜梅， 高第任总干

事 （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 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３ 卷第 ３ 期 “大事记” 栏记载：
“在刚刚过去的 ６ 月 １６ 日， 国际中亚与远东探险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的法国委员会成立。 其领导机构由

以下人员组成： 主席为塞纳先生， 副主席为巴尔比尔·德·梅纳德先生、 罗兰·波拿巴

公爵、 保罗·杜梅先生， 总干事为亨利·高第先生。”②

经过河内大会的历练， 远东法兰西学院渐渐确定了自己在国际东方学界的地位。 碑

铭学院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年度公开全会上， １９０３ 年度院长乔治·佩罗特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ｅｒｒｏｔ） 在 “会长致辞” 中， 这样描述碑铭学院管辖的第三个海外学院法兰西

远东学院：
　 　 还有第三个学院， 也就是远东法兰西学院。 它好像是在上世纪末自己跑到我们

这里来的， 却被置于本科学院的好意监管之下。 它是由时任印度支那总督的杜梅先

生创建的， 杜梅先生在他太过短暂的执政期间， 对这个学院束手无策。 事实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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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实施他自己规划的方案时， 无法更好地展示宽阔而有远见的精神。 为了这所庇

护杰出东方学家的学院， 杜梅先生请求将它圈限在我们科学院的管理范围之内， 他

希望首先向他指明这所学院发展的道路。 ……我们先任命费诺先生为该学院的院

长， １９０１ 年又任命福色尔先生代理院长， 他们都高水平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这两

位领导人的高超能力和热情， 雅典法兰西学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这个年幼的小妹

妹， 已不再让它的创建者感到希望落空。 １９０２ 年， 该学院从西贡迁徙到已变成印

度支那政府所在地的河内， 并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去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也非常积

极地参与了东方学家代表大会。①

碑铭学院于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召开的会议上， 塞纳以远东法兰西学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代表费诺宣读了 １９０２ 年度的远东学院工作报告： “塞纳先生宣读了费诺先生关于 １９０２
年度远东法兰西学院工作的报告书的摘要。”②塞纳宣读的报告中说：

　 　 在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历史上， １９０２ 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期。 １９０２ 年初， 费

诺先生又重新夺回了他的院长职权。 此前， 他的职位由福色尔先生代理了一年时

间。 福色尔先生代职期间热情万丈， 成就斐然。 随着学院所有总务工作的迁移， 学

院于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１ 日正式将院址从西贡搬迁到了河内。 就在同一年的年终， 在河

内这个新兴的首府， 召开了一次博览会， 学院以如此显著的方式在这次博览会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 在学院院长的积极倡导之下， 第一届远东研究国际代表大会

（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成功召开， 学院的教职员工提

供了关键性的协助。 对于那些熠熠生辉的次要事件， 我就不再提起了。 取得这些成

功， 需要极大的热情， 我已经有机会向这些成功事件表达我个人的敬意了。③

塞纳在报告中还提到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２ 卷 （１９０２ 年卷） 以及伯希和等人的

编辑工作： “今天在这里， 在其他许多人当中， 难道不应该提及伯希和先生和梅特勒先

生 （Ｍ Ｍａîｔｒｅ） 的博学而富有教益的工作吗？”④

随着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 法国委员会于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成立， 塞纳的下一个

重大目标， 便是计划组建一支法国的中亚考察队。 为此目的， 塞纳相中了年富力强的伯

希和。 到了 １９０４ 年夏季， 塞纳邀请伯希和返回巴黎， 共襄中亚考察大计。 据 《远东法

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４ 卷 （１９０４ 年卷） 第 ３ 期 “行政文书” 栏透露： “１９０４ 年 ７ 月 ５ 日。
决定命令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保·伯希和先生无偿地在法国执行一项科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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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① 《印度支那官报》 也在 １９０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布了这一决定。②伯希和接命后， 于

１９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离开河内， 取道俄国圣彼得堡， 返回法国。 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４ 卷 （１９０４ 年卷） 第 １－２ 期 “大事记” 栏透露： “保·伯希和先生将于 ７ 月 ９ 日离

开， 返回法国执行任务。”③由于伯希和参与组建法国中亚考察团的任务比较隐蔽， 所以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最初报道伯希和行踪时， 使用的都是比较含糊的词句。 伯希和

奉命离开河内、 返回法国巴黎的表面原因， 是参加定于 １９０５ 年复活节期间在法属北非

殖民地阿尔及尔召开的第 １４ 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伯希和参加了阿尔及尔大会后，
没有返回河内， 而是直接回到巴黎， 与塞纳商讨组建法国中亚考察队的事情。

塞纳与伯希和组建中亚考察团后， 伯希和担任考察团团长。 《印度支那官报》 于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７ 日公布了伯希和拟进行中亚考察的决定。④据 《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 第

５ 卷 （１９０５ 年卷） 上公布的该学院当年下半年 “行政档案” 栏透露：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２
日。 决定将远东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保罗·伯希和先生的假期延长两年， 为的是使他

能在印度支那以外的新疆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进行一次考察旅行。 在此期间， 允许他从欧洲

领取薪水。”⑤伯希和于 １９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离开远东法兰西学院后， 在外漂泊了 ４ 年多时

间， 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 年进行了中亚考察， 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返回法兰西远东学院， 于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最终调离远东法兰西学院。

７８１伯希和与初创期的远东法兰西学院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４， Ｎｏ ３， ｊｕｉｌｌｅ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９０４， ｐ ８０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１１ ｊｕｉｌｅｔｔ １９０４， ｐ ８０９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ＢÉＦＥＯ， Ｔ ４， Ｎｏ １－２， ｊａｎｖｉｅｒ－ｊｕｉｎ １９０４， ｐ ４９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７ ａｏûｔ １９０５， ｐ １０５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ＢÉＦＥＯ， Ｔ ５， Ｎｏｓ ３－４， ｊｕｉｌｌｅｔ－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１９０５， ｐ ５０８



互动与交融： 论粟特人融入
中华的历史轨迹

张俊明

（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 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 粟特人是生活在中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民族， 为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

献。 粟特人向中国迁居经历了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等多个朝代， 历时一千多年， 其足迹遍布今新

疆、 甘肃、 宁夏、 河南、 江苏等不同区域， 曾与汉、 吐蕃、 沙陀、 突厥、 回鹘等民族建立的政权紧密

互动， 与中国各民族的长期交融并成为了今维吾尔、 裕固、 汉等民族族源的一部分。 粟特人融入中华

民族的过程具有长期性、 广阔性和全面性等特点， 它虽然并未在我国形成某一单一民族， 但在中华民

族及其文化的发展与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粟特人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　 历史轨迹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８９；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８８－０９

粟特人起源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 地理区域主要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 他们操古中东伊朗语， 使用的文字是阿拉美文一种

变体， 现通称粟特文。①限于资料和认识， 中国古史书对粟特人的记载有诸多偏差， 引

起了后人对其族属的争论。 黄文弼②、 陈国灿③、 熊义民④、 余太山⑤等学者依据 《魏
书》 《北史》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中的相关史料认为， 中国古史书中记载的粟

特人是西迁的大月氏人融合了粟特地区的土著居民形成的民族， 大月氏人是其主体。 但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东部城市民族团结心理构建研究”

（１９ＢＭＺ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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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①、 陈海涛②、 许序雅③、 王慧慧④等研究者认为， 粟特人生活的区域被大月氏人

征服且统治过， 迁入中国的粟特人与大月氏人有一定的族源关系， 但不能等同。 荣新江

认为， 中国古史籍中的昭武九姓、 九姓胡、 杂种胡、 粟特胡都是粟特人， 由于历史上的

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 且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希腊的亚历山

大帝国、 塞琉古王朝、 康居国、 大月氏部、 贵霜帝国、 噘哒国等， 加之粟特商队在行进

中也吸纳吐火罗人、 西域 （塔克拉玛干周边绿洲王国） 人、 突厥人等， 因此不论是粟

特商队还是粟特聚落中， 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统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众。⑤ 无论学

界有何争议， 粟特人曾作为丝绸之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手是一个基本事实， 其

迁移流动既拉动了东西商贸， 也带动了文化交流， 还促进了各地民族融合。

一、 粟特人融入中华的历程

中国现有的 ５６ 个民族是历史时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类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

果， 他们既有本土起源者， 也有域外迁入人群与本土人群交融而来者。 粟特人向中国持

续迁入后， 在各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聚落， 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 由于粟特人只是一个

基于迁出地或祖源地的松散认同群体， 无紧密地民族心理认同， 迁入中国后并未整合成

一个单一的民族， 而是融入了历史上的汉 （华夏）、 突厥、 回鹘、 吐蕃、 沙陀等民族。
后因政权更迭、 民族集团裂变、 民族文化交融， 成为今汉、 维吾尔、 裕固、 回等民族族

源的组成部分。
（一） 融入汉族 （华夏）， 成为今汉族中族源的一部分

汉族族体壮大的过程是其在历史上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过程。 粟特人融入汉族的过

程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直接融入汉族。 粟特人最早进入汉族 （华夏） 聚居的地方当属河西四郡。 河

西本是匈奴浑邪、 休屠王游牧之地， 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后， 汉朝 “遂空其地， 始筑

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 后稍发徙民充实之， 分置武威、 张掖、 敦煌， 列四郡， 据两关

焉。”⑥ 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汉族 （华夏）， 其后又有其他类型的汉族 （华夏） 迁

入。 汉武帝征和二年 （前 ９１ 年）， 戾太子兵变被平息后， 将其中的 “吏士劫略者， 皆

徙敦煌郡。”⑦ 此后， 河西的居民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是汉族 （华夏）。 汉代来华的西域质

９８１互动与交融： 论粟特人融入中华的历史轨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林梅村 《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 林梅村 《西域文明： 考古、 民族、 语言和宗教新论》， 上海： 东方

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３９－５６ 页。
陈海涛 《昭武九姓族源考》，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４ 页。
许序雅 《粟特、 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 《西域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８ 页。
王慧慧 《昭武九姓族源与居延汉简中姓氏的关系》，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１ 页。
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第 ４－６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９６ 上 《西域传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 第 ３８７３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６６ 《刘屈氂传》， 第 ２８８２ 页。



子或侍子中仅有部分人是粟特人， 三国魏晋以来由中亚西域来华的商旅、 宗教教职人

员、 政治人物等应以粟特人为主， 他们在以汉族 （华夏） 为主的河陇、 关陇、 河洛等

区域形成了人数不等的诸多聚落。 在族际互动中， 粟特人或主动吸纳汉文化， 或为汉文

化所濡染， 数个世代之后逐渐融入了汉族 （华夏）。 如长安的粟特人在姓氏、 婚姻、 丧

葬、 宗教、 习文儒等方面逐步出现了汉化。① 洛阳的粟特商人、 官宦、 僧侣、 奴仆等在

唐代中期以后， 在婚姻、 丧葬习俗、 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 并最终与汉

族无异。② 河西走廊的史姓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通过参政、 商贸、 农作等方式全部变成

了汉族。③

二是与其他民族多重混融之后， 再融入汉族。 典型的是粟特人融入沙陀之后， 再融

入汉族。 蔡家艺认为， 沙陀的主体是沙陀、 萨葛 （ “薛葛” “索葛” ）、 安庆三个部落，
此外还吸纳了突厥、 回鹘、 吐谷浑、 鞑靼、 汉族以及党项等民族。④ 在 “沙陀” 三部

中， 萨葛是粟特的音译经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后已被学界公认。 樊文礼根据 《旧五代史》
中的 “武皇节制雁门， 敬思为九府都督， 从入关， 定京师。”⑤ 和 《全唐文》 收录的

《义成军节度使赠太保史匡翰碑铭》 中的相关资料推断 “九府都督” 即 “安庆九府都

督”， 并有可能是 “昭武九姓府” 的简称。⑥ 那么其为粟特人则无疑。 五代时期， 沙陀

人建立了后唐、 后晋、 后汉、 北汉四个政权， 其统治者想通过倾慕唐文化手段获得中原

华夏的认同， 其下层与汉族普通百姓交流， 长期互动使他们的汉化更多地掺杂浸染了北

方汉人的习俗。⑦ 宋统一北方后， 沙陀人失去了政治、 军事主导性， 便逐渐融合到汉族

中去了。
（二） 融入突厥， 成为我国西北部分突厥语族少数民族一部分

突厥汗国兴起之后， 一些粟特人建立的王国臣服于突厥。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征服西

域后， 对 “诸国王悉授颉利发， 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⑧ 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时 “自
龟兹、 鄯善， 且末、 吐火罗、 焉耆、 石国、 史国、 何国、 穆国、 康国， 皆受其节度。”⑨

突厥朝中常有一些粟特姓氏的文臣武将， 如安附国的祖父安乌唤 “为颉利吐发， 番中

官品， 称为第二。” 唐玄宗开元二年 （７１４ 年）， 突厥可汗默啜 “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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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特勒、 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① 此条史料所说的石阿失毕是可

汗妹婿， 官职 “火拔颉利发”， 从姓氏及突厥与粟特各国的关系推测应为来自石国的粟

特人。 因统驭关系， 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商团、 宗教职业者数量较多， 唐高宗 “咸亨

中， 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 多处之丰、 胜、 灵、 夏、 朔、 代等六州， 谓之降户。”② 史

书中有关突厥降户的记载颇多， 就不一一列举， 从姓氏及突厥与粟特的关系判断， 这些

“降户” 中有一定数量的粟特人或粟特人后裔， 如安附国之父安朏汗， 于 “贞观初， 率

所部五千馀人朝， 诏置维州， 即以朏汗为刺史， 拜左武卫将军， 累授左卫右监门卫二大

将军， 封定襄郡公。”③ 因政治认同、 文化吸纳， 一些粟特人及其后裔出现了突厥化。
日本的森部丰④、 中田裕子⑤等学者将有一定粟特人特点的突厥人称为 “粟特系突厥

人”， 如森部丰认为河北卢龙、 成德、 魏博三镇在安史之乱后有大量的粟特系突厥人。
石见清裕更是据此观点指出， 唐玄宗开元九年 （７２１ 年） 在鄂尔多斯兰池州爆发的康待

宾之乱中出现的康待宾、 安慕容， 两人虽为粟特姓氏， 却自称叶护、 可汗等突厥首领称

号， 他们应是粟特系突厥人。⑥ 无论是粟特人是否已经突厥化， 突厥汗国境内人口中与

粟特人有关者占有一定数量毋庸置疑， 东、 西突厥及后突厥被灭后， 其部众几经演变散

融于部分突厥语族民族之中。 从这个视角来看， 中国境内的部分突厥语族少数民族的族

源中有或多或少的粟特人成分。
（三） 融入回鹘系统， 成为了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族源的一部分

吐蕃据有河西走廊及安西四镇后， 丝绸之路东段、 中段受阻， 此时崛起的回鹘汗国

控驭之地便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线， 好商贸、 善政治、 尚武功的粟特人便很快通

过与回鹘上层交好， 成为其兴贸易、 拓外交、 伐异己可资利用的力量， 粟特人信奉的祆

教、 景教等更是被回鹘上层接纳并大力推行。 摩尼教一度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 可

汗对摩尼僧侣十分倚重， 滕里野合俱录毘伽 “可汗常与 （摩尼僧） 共国者也。”⑦ 摩尼

僧侣还常作为回鹘使者出使内地王朝， “周太祖广顺元年 （９５１ 年） 二月， 西州回鹘遣

都督来朝……称是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⑧ 回鹘的入贡使团中常杂有粟特商

团， 常会留驻不归。 《新唐书·回鹘传上》 有 “始回纥至中国， 常参以九姓胡， 往住留

京师， 至千人， 居资殖产甚厚。”⑨ 可见， 回鹘中的粟特人数量极多。 彭建英认为，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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鹘汗国粟特人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很早以来就留居草原的粟特人及其后裔，
一类是 ８ 世纪因大食侵入而迁入者， 三是因中原王朝禁绝摩尼教而从中原流入者， 他们

与回鹘在政治、 经济、 宗教等领域呈现频繁互动乃至深度融合， 推动了回鹘族群的熔铸

和成型， 汗国末期， 粟特与回鹘间出现的族群界限上的模糊化， 既可视为二者长久以来

深度混融的标志， 当更是其持续互动、 融合的结果。① 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源于回鹘，
既然大量的粟特人融入了回鹘， 那么说粟特人是这两个民族族源的组成部分无可厚非。

（四） 融入其他民族， 有些有迹可循， 有些深度融入

来华粟特人融入中华各族， 有些可以根据文献、 出土文物等考证， 有些则需根据不

同民族的活动的历史轨迹推断。 在北方草原， 古代各种民族集团组合与分离变化不断，
突厥和回鹘之后， 契丹、 女真、 蒙古等又相继兴起， 留居草原的粟特人又相继加入其后

兴起的民族集团， 至少今蒙古族的族源成分中有一定的粟特人成分。 一些研究成果发现

回族族源中也有粟特因素， 如王伏平、 王永亮认为， 虽然粟特地区在唐代已被阿拉伯帝

国征服， 但来华的粟特人并非穆斯林， 今西北地区一些安、 曹、 石、 米、 何、 武、 史等

姓氏的回族源于粟特人， 应与回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来有关。”②

二、 粟特人融入中华各族的特点

虽然粟特人曾在某一历史时期、 某一地域盛行一时， 但终因人数少、 文化主导性不

足， 且缺乏紧密地民族认同心理与凝聚力未形成单一民族， 而是融入了中华民族。 概括

起来， 其融入特点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 从融入的时段来看， 具有长期性

粟特人既行商也坐贾， 久之在丝绸之路的一些关键城镇形成了民族聚落。 有明确记

载的粟特人与中国王朝正式的政治交往和宗教交往始于汉代。 敦煌悬泉汉简 《康居王

使者册》 简文记述了汉宣帝时期康居贡使在酒泉停留之事。③ 《汉书·西域传》 也记载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 贡献。” 这一时期的康居人尤其王族尚非粟特人， 但康居国

与粟特人活动区域毗邻， 其境内肯定有善商的粟特人， 随康居使者入汉者中当有粟特

人。 从古希腊人公元前 １００ 年左右已借用粟特语称中国为 “赛里丝” 来看， 东汉时期

在长安、 洛阳活动的大量西域胡商主要是粟特人。④ 三国至魏晋朝时， 东迁至中国的西

域诸胡人含有大量粟特人， 他们迁入后也与中国各少数民族杂融。 唐长孺认为， 魏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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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的 “羯胡” 中有一部分是粟特人， 有一部分是粟特人与其他民族混融而成的

“杂胡”。① 隋唐时期， 粟特人聚落遍及河西走廊、 长安、 洛阳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军事与

政治重镇， 他们虽保留了民族文化特征， 但也吸收了所居地其他民族的文化。 唐代

“安史之乱” 的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均有粟特血统， 其部将中粟特人较多， 平乱后，
中原地区形成了排胡、 憎胡之风， 一些粟特人便用改姓氏、 攀郡望的方法极力抹掉自己

的胡人特征。② 在河北道北部营州的粟特人也因聚落被打破开始与当地汉人交错杂居，
逐渐 “汉化”。③ 五代时期， 融入粟特成分的沙陀统治者通过学习汉文化、 通婚、 凸显

唐朝的继承者正统身份的方式汉化。 两宋以来， 陆路丝绸之路阻断， 粟特地区被阿拉伯

人攻占， 出现了宗教文化转型与新的民族融合， 中国境内的粟特人长时间得不到迁出地

的同质性文化补给， 加速融入了所在地的各个民族系统。 从汉代算起， 粟特人融入中华

民族经历了千余年历程。
（二） 从融入的区域来看， 具有广阔性

粟特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粟特人聚落主要有： 新疆的疏

勒、 于阗、 楼兰、 且末、 龟兹、 吐鲁番、 北庭、 伊吾； 甘肃的敦煌、 常乐、 酒泉、 张

掖、 武威； 宁夏的原州、 灵州、 六胡州、 夏州； 陕西的长安、 同州； 山西的太原、 代

州； 河南的洛阳、 安阳、 开封； 河北的恒州、 定州、 幽州、 邺城； 辽宁的营州； 江苏的

镇江、 苏州。④ 唐五代以来的岭南地区。⑤ 青藏高原和四川平原。⑥ 此外， 还应包括蒙古

高原。 粟特人与所在区域的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最终成为其一部分。 可以说， 粟特

人所及地域从边疆到内陆， 从少数民族游牧区域到汉族农耕区， 范围极其广泛。
（三） 从融入的内容来看， 具有全面性

第一， 在政治方面， 积极参与迁居地各政权的政治活动。 南北朝时期， 粟特人在各

政权的政坛上十分活跃， 如 《北齐书·后妃传》 记载北齐曾经派侍中薛孤、 康买等做

吊使去长安吊祭北周皇后， 张庆捷根据姓名判断康买是康国出身的粟特人。⑦ 宫崎市定

分析了北齐末年官场的卖官鬻爵风气之后指出， 一些粟特富商以 “买官” 方式获得官

位。⑧ 《晋书·吕光载纪》 中提到， 后凉吕光时有西平太守康宁、 前秦苻坚时有将军康

盛。 北朝、 隋、 唐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管理粟特人聚落， 将其聚落中的政教首领

“萨保” 设置为政府职官， 设立萨保 （萨宝） 府， 其中设有萨宝府祆正、 萨宝府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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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宝府长史、 萨宝府果毅、 萨宝府率、 萨宝府史等官吏， 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务。①

这些 “萨保” 一度成为各个王朝倚重管理粟特人的实权人物。 唐代， 半融入突厥的部

分粟特人内附后， 由于其懂军事且武艺高强， 被授予多种武职。 这些职位或是宫廷侍

卫， 或是军队武官。② 回鹘分裂之后， 漠北回鹘和甘州回鹘重用摩尼教僧人和佛教僧人

作为 “专使僧” 出使中原王朝。③ 族源中有大量粟特人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后唐、 后晋、
后汉、 北汉四个政权中有很多安、 康、 石、 米等典型粟特姓氏的武将。 有研究者指出，
入华粟特人对中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其最终完成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④ 他们融入

其他民族也同理。
第二， 在婚姻方面， 常与迁居地各阶层通婚。 陆庆夫认为敦煌文书 《唐定兴等户

残卷》 中有 １２ 户为粟特人， 在其中的 １３ 对夫妻中， 胡汉通婚者占比近 ２ ／ ３， 这说明在

吐蕃占领时期， 胡汉通婚现象已经比较普遍。⑤ 李乔、 陈海涛、 刘惠琴等人通过分析唐

代粟特人墓志中的婚姻关系资料发现， 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随着时代的增加而逐步增

多， 这与其汉化的趋势和步伐一致。⑥ 突厥汗国中的粟特人也与突厥人通婚， 如粟特人

康阿义屈达干数辈人在东突厥汗国任要职， 家族中有数人与突厥可汗家庭通婚。⑦ 如前

所述， 既然有粟特化突厥人， 那足以说明通婚具有普遍性。 民族通婚是民族关系好坏的

一个重要变量， 也是移民融入迁入地的一个重要表现， 长期且大量的通婚伴随的文化传

播会改变移民的文化传统。 粟特人在民族通婚中逐渐丧失了其民族文化特征， 完全融入

了中华各民族。
第三， 在文化方面， 主动接纳迁居地主流文化。 在丧葬方面， 粟特人传统葬礼是天

葬， 久居汉族聚居区后采用了土葬。 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葬多为土葬， 他们有家族

墓地、 讲风水， 还采用汉地流行的夫妻合葬， 如曹谅与妻安氏、 安延与妻刘氏、 安师与

妻康氏、 康武通与妻康氏、 康杴与妻曹氏、 康敦与丈夫安公等等。⑧ 在姓氏文化方面，
粟特人原本无姓， 迁入中国汉文化区后便以来源国为姓， 于是有了安、 康、 史、 曹、 何

等姓氏。 魏晋以来， 中国汉族看门第、 重郡望， 唐代还盛行以修家谱来加持出身， 受此

影响， 一些粟特人也通过华夏认同建构自己的族源。 唐五代时期进入岭南西部的粟特人

通过改变姓氏、 郡望、 民族身份等形式， 消除了原有特征， 还学会了汉族的卜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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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籍中虽有很多安、 康等典型粟特人姓氏的名字， 但都已经泯然汉人。① 粟特人还

吸纳了汉族的取名文化， 初居洛阳的粟特人名字中有 “陁” “达” “延” 等无实际意义

的音译字， 如， 康婆祖父康陁、 安度祖父安陁、 安怀夫人史氏祖父史盘陁； 受汉文化影

响， 其名字逐渐开始使用带有寓意的汉字， 如， 史陁之子史敬忠， 康杴之子康善义、 康

善恭、 康善行等。② 这使其身份与汉族渐无区别。 回鹘汗国的粟特人也与回鹘人出现了

姓氏文化的融合， 如在 ８４０ 年回鹘汗国溃散南下的部众中， 有号称回鹘王子与回鹘特勤

者使用的是 “嗢没斯” “那颉” 等粟特语名字， 可视为二者长久以来深度混融的标

志。③ 唐时， 突厥与回鹘中出现了一些突厥化的粟特人， 如降唐的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和

天宝时进入河北的康阿义屈达干。④

三、 粟特人的融入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族体建构与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

关， 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现状是本土生成和外来传播综合作用的结果。 粟特人向中国传

播了佛教、 景教、 祆教， 并积极参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向中国内地的过程

中， 经由敦煌道或交广道进入中国的粟特人等各族西域僧侣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魏晋隋唐以来， 来华弘扬佛法的粟特僧人数量众多， 他们参与凿窟雕像、 建庙立寺、 译

经立派， 又在祆教与佛教的竞争中主动改宗佛教， 一方面传播了佛教， 另一方面为汉语

系佛教中国化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祆教传入后， 在一定时间内祆教寺院众多， 汉、 回

鹘、 突厥等族都有皈依者。 在汉族为主的地域因政治等原因或被禁或转入民间， 祆教转

入民间后与汉族民间信仰渐趋融合， 所以宋以后文献中与祆教有关的称谓多为祆神、 祆

祠。⑥ 粟特人还将中亚西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国， 随着民族融合这些艺术被中华民

族吸收再造， 在中国艺术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现已成为中华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 昭武九国常给唐王朝进献善歌舞者， 也有部分能歌善舞者随商

队自主进入中国内地， 一时间西域胡歌胡舞盛行一时。 任方冰认为， 粟特人对中土音乐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调理论、 乐器组合两个方面， 如唐代将康、 安等国粟特乐舞立为燕

乐九部伎并使用胡汉乐器合奏， 是粟特乐舞华化和规范改造的结果； 将十部乐改变为坐

立部伎， 于天宝十三年 （７５４ 年） 将法曲与胡部合乐演奏， 可能使唐代宫廷燕乐在乐器

组合和乐律方面有所改变， 这更是一种彻底的华化过程。⑦ 在舞蹈方面， 粟特人大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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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使唐代长安、 洛阳等大都市的胡旋舞、 胡腾舞和柘枝舞等极为流行。 唐玄宗时， 贵妃

玉环好胡璇且善胡璇， 胡旋舞一度成为教坊乐之一， 安史之乱后正史中关于 “胡旋舞”
的记载虽然缺失了， 但在民间继续传承， 今天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动作应是继承了

这种舞蹈； “胡腾舞” 和 “柘枝舞” 到宋代时融入了汉族舞蹈。①

生活在中亚一带的粟特人持续迁入中国后， 与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建立的各政权交往

密切， 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互通互融， 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粟特人传入中国的

古代波斯、 印度、 希腊及中亚西域文化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 随着文化互动与交

融被传承下来的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 粟特人融入中华民族

的过程， 既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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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山文化刍议

雍际春

（天水师范学院　 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甘肃　 天水　 ７４１００１）

摘要： 海内名山陇山纵贯陕甘宁三省区， 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而且也是一条重

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和交汇线。 特殊的区位和地域格局， 赋予了其文明交融与多元文化交汇的优势条

件。 这块文化沃土孕育了肇启文明的始祖文化、 奠定中华传统文化基础的周秦早期文化、 多元的民族

文化、 多彩的宗教信仰和独具韵味的陇山文学意象等。 这表明围绕陇山及周围的陇东、 宁南、 陇西和

关西而形成的陇山文化圈， 既是古代文化多彩繁盛之区， 也是不同文明与文化的重要化合区。 因此，

关山无疑也就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基因库和生长线。 陇山文化圈的构建， 既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也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陇山　 文化圈　 始祖文化　 周秦早期文化　 生长线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２； Ｋ８５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１９７－０８

在我国北方陆地的中心有一列南北纵列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海内名山———六盘

山， 六盘山海拔 ２０００ 米以上， 主山南北延伸约 ２４０ 公里， 东西约 ４０ 公里。 六盘山南部

又称陇山， 陇山古称陇坂， 亦名陇坻、 陇首、 陇头， 俗称分水岭、 关山。 它曾是古代联

系祖国东西必经的咽喉要道和军事要塞， 素有 “陇右门户， 关西要隘” 之称。 历史上

“陇西” “陇右” 的称谓和甘肃省简称陇， 都源于陇山。
作为我国少有的南北向山脉， 六盘山与其北的贺兰山一道成为我国东部与西部的天然

分界线， 从而与秦岭、 淮河区分南北一样， 构成了我国南北与东西之间重要的自然、 人文

地理分界线。 就六盘山、 陇山而论， 其东南与西北成为暖温带与中温带、 半湿润与半干

旱、 ６００ 与 ４００ 毫米降水量线、 森林草原与草原景观的过渡地带。 与之相适应， 在山脉及

周围的陕西宝鸡市， 甘肃庆阳市、 平凉市、 天水市， 宁夏固原市， 面积约 ８ 万平方千米的

区域内， 历史上既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区， 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重要屏障和军事要塞， 也是

内地通往西北和丝绸之路的咽喉枢纽， 还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 这种特殊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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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环境， 为陇山地区历史发展和文化创造提供了丰富养料与多元选择。 因而， 作为一

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陇山地区在中国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创新中， 都曾发挥过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 也铸就了自己的辉煌。 从区域文化视角进行观察， 陇山地区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久

远辉煌， 内涵丰富多彩， 特色突出鲜明， 概括分析， 其主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始祖文化孕育地

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认为中华民族具有 “超百万年

的文化根系，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五千年的古国，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① 所谓中

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就是指夏商周上古时代以前的中国早期历史阶段， 即中国古史传说

的三皇五帝时代， 这个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 伏羲、 女娲位列三皇， 伏羲更是

位居三皇之首， 百王之先， 在汉代时被列为 “上上圣人”。② 女娲作为三皇五帝中唯一

的女性首领， 与伏羲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创世者、 始祖母和高媒之神。 伏羲、 女娲大致处

于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社会迈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 其画八卦、 造书契、 结网罟、 作

甲历等一系列发明创造和文化贡献， 引领中华先民告别蒙昧洪荒， 是开启中华文明序幕

的人文始祖和文化英雄。
炎帝与黄帝部族分别兴起于陇山东西两侧， 《国语·晋语》 说： “昔少典氏娶于有

蟜氏， 生黄帝、 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 炎帝为

姜。”③ 这两个胞族从渭水流域比邻而居到发展壮大， 一路东进， 后在中原经历战争、
征服和融合， 炎帝部族、 黄帝部族首先结盟， 进而征服并融合东夷集团， 又吸纳众多小

方国部族， 形成炎黄集团， 进而集合为拥有 “万邦” 的酋邦联盟国家， “诸侯咸尊轩辕

为天子， 代神农氏， 是为黄帝。”④ 由此， 以炎黄集团为主体， 中华民族的主体———华

夏族在炎黄时代开始形成。 轩辕黄帝又位居五帝之首， 是炎黄时代的开创者和华夏民族

人文初祖， 其所代表的发明创造包括凿井制陶， 舟楫车舆、 杵臼火食、 服牛乘马、 弓矢

钟镜、 作书制图、 制琴作乐、 作磬造鼓、 衣裳冠冕、 制履造旃、 占星占月占日、 律吕甲

子、 算数调历、 宫室几案、 棺椁阴阳、 种桑养蚕等。⑤ 这些文化成就和社会治理方面的

进步， 共同昭示中华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在上古传说和神话人物中， 西王母可以说是个跨界人物， 而实际上她应该是自黄帝

时代以来长期、 多代传承这一名号的西北羌戎部族女首领的统称。⑥ 西王母与昆仑山、

８９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７６ 页。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卷 ２０ 《古今人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 第 ８６３ 页。
徐元浩 《国语集解》 卷 １０ 《晋语四》，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３６－３３７ 页。
［汉］ 司马迁 《史记》 卷 １ 《五帝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４ 页。
齐思和 《黄帝之制器故事》， 吕思勉、 童书业编著 《古史辩》 第七册 （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第 ３９２－４０７ 页。
范三畏 《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４１－２５８ 页。



黄帝、 周穆王相关的传说故事， 实际是羌戎部族与炎黄部族交流融合的反映， 她也成为

中原与域外文化传播交流中发挥中介作用的象征符号。
如此之多不同阶段的中华人文始祖和文化英雄出自陇山一带， 同天水大地湾、 西山

坪、 师赵村， 庆阳南佐， 宝鸡北首岭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辉煌的早期文化一道，
相互印证陇山地区是多元文化和早期文明生成的肥土沃壤和理想之区， 是中华始祖文化

的孕育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过程

中， 这一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周秦早期文化发祥地

史载夏末时周人先祖不窋 “自窜于戎狄之间”， 至公刘时迁于豳 （今庆阳宁县），
再到古公亶父始南迁岐下， 在今甘肃陇东地区历经十二世之久。 周人定居陇东期间， 不

窋在此教民稼穑， 鞠陶、 公刘 “复修后稷之业”， 发展农业生产， “立法定制， 以垂永

久”， 故 “周道之兴自此始”。① 而且， 周人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农耕文化传统， 亦奠基于

陇东地区。 史载不窋北迁后的周人 “不敢怠业， 时序其德， 簒修其绪， 修其训典， 朝

夕恪勤， 守以敦笃， 奉以忠信， 亦世戴德， 不忝前人。”② 说明周人崇德尚礼、 重视典

制、 尊训恪勤、 敦笃忠信的传统源远流长、 一以贯之。 可见， 十二代周人在陇东地区不

仅实现了部族的崛起， 开创了发达的农业文化， 而且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 因此， 陇

东地区无疑也是周人和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商末时， 秦人先祖中潏弃商归周， 并率族西迁来到天水 “在西戎， 保西垂”。 接

着， 周公东征时， 又将东方曲阜一带的部分嬴姓族民 “商奄之民” 西迁至 “朱圉” 即

今甘谷一带。③ 从中潏开始至秦文公， 有十四代秦人在天水渭河流域和西汉水上游地区

定居、 发展和建立诸侯国家， 并立足自身传统， 积极接受中原文化， 又广泛吸收西戎、
北狄和域外文化， 形成了以农牧并举、 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早期文化。 其所具有的粗

狂、 豁达、 进取、 剽悍的风格与尚武、 重利、 坚忍、 质朴的民族性格，④ 成为秦人发展

和最终统一中国，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文化基因， 并对此后汉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传

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 周秦之际正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点， 集三代文明之大成， 代表

古典文化最高成就的周王朝， 与结束列国争霸、 一统中华， 完成民族与文化整合， 实现

社会转型的秦王朝， 其文明与文化的肇启， 俱与其始兴之地陇山地区密切关联。

９９１陇山文化刍议

①
②
③
④

［汉］ 司马迁 《史记》 卷 ４ 《周本纪》， 第 １４７ 页。
徐元浩 《国语集解》 卷 １ 《周语上》， 第 ５ 页。
李学勤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第 １１ 版。
雍际春 《论天水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６－５７ 页。



三、 多民族文化交融区

从大地湾文化中经仰韶时代文化、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到青铜时代诸文化， 陇山

所在的甘肃地区线索清晰、 传承有序的史前文化， 也可以称之为黄河上游文化区。 它与

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既相互交流影响， 又独立发展， 并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 孕育并形成了羌戎部族， 也可称之为西羌集团。① 西羌集团其及其

西羌文化， 是与黄河中下游的炎黄文化、 东夷文化同时并存的文化。 陇山地区就是羌戎

土著部族及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在商周时期， 除了周人、 秦人先后兴起于陇山地区之外， 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

资料的当地土著氐羌戎狄部族广泛活动于陇山内外， 寺洼文化、 辛店文化等遗址即是其

遗存。 辛店文化属羌族或戎族文化。 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东西并存又有交错， 主要分布

于甘肃中、 南、 东部和关中西部地区， 其文化主人是以江汉西迁而来的三苗等为主， 融

合了洮河一带部分土著羌戎而出现的一个新部族， 其迁入平凉一带后以犬戎著称， 再后

来又被称为猃狁， 而留在陇南一带的就是后来的氐族。② 这些民族及其文化不仅互相交

错交流， 而且与并起于陇山地区的华夏周秦文化联系密切， 交流频繁， 相互影响。
商周以来特别是西周时期， 羌方、 鬼方、 犬戎、 猃狁、 畎夷、 绲夷等屡见于记载，

西戎为其统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邽戎、 冀戎以及绵诸、 绲戎、 翟戎、 獂戎、 义渠、 大

荔、 乌氏、 朐衍等西戎八国，③ 大多分布于陇山左右。 在春秋时期约 ３００ 年间， 西戎各

部与秦人交错杂处， 双方通过联姻、 文化交流、 经济互通和征战等方式开始了文化与民

族的融合进程。 其时， 秦戎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襄公至穆公时期， 经历九

君 １６０ 年， 以战为主， 前后发生战事十多次。 如果说在襄公时秦戎对峙已实力相当的

话， 则此后， 秦人势力开始强于西戎， 故对西戎的征伐基本都取得胜利。 典型事件如秦

武公十年 （前 ６８８ 年）， “伐邽、 冀戎， 初县之。” 穆公三十七年 （６２３ 年） “秦用由余

谋伐戎王， 益国十二， 开地千里， 遂霸西戎。”④ 周天子遣使致贺， 秦国成为春秋五霸

之一。 进入战国时期， 西戎已无力发起对秦人的攻伐， 反而是秦人逐渐征服西戎各部，
最终以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前 ２７２ 年） 攻灭实力最强的义渠戎为标志， 西戎部族大部

被征服且大都融入华夏民族。
秦汉时期的氐与羌， 魏晋北朝时期的氐、 羌、 鲜卑、 匈奴， 隋唐时期的吐蕃、 党

项、 粟特， 元代以来的回族等， 都曾活动于陇山地区， 长期与汉族杂居融合。 所以， 这

００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雍际春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８３ 页。
尹盛平 《犬夷与犬戎》， 《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０４－２１８ 页。
［汉］ 司马迁 《史记》 卷 １１０ 《匈奴列传》， 第 ３４６６ 页； ［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
卷 ８７ 《西羌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 第 ２８７２ 页。
［汉］ 司马迁 《史记》 卷 ５ 《秦本纪》， 第 ２４５ 页。



里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带和结合部， 也是多元文化交汇区。 这种文化格局， 既

在中华文化发展融通中大显身手， 也促进本区文化异彩纷呈。

四、 多彩信仰文化富集区

陇山地区多民族交错， 农牧兼营和丝路通道的人文环境， 为多种宗教和多彩的信仰

文化发展， 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地除了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外， 还有一

些与本地区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的信仰崇拜， 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始祖崇拜。 作为伏羲、 女娲、 炎帝、 黄帝和西王母的故乡， 他们都是中华民

族人格、 神格合二为一的创世神和始祖神。 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 伏羲被民间

尊奉为人宗爷， 女娲不仅化生万物、 炼石补天， 而且抟土造人， 因而被称为大地之母。
而女娲 “蛇躯” 和 “女娲之肠” 其实都是其生育的象征说法， 是上古人们生殖崇拜的

具体表现和反映， 说明女娲也是生育之神。 史载伏羲 “制嫁娶， 正姓氏”， 《路史·后

记二》 说女娲 “正姓氏， 职婚姻， 通行媒， 以重万民之判， 是曰神媒”； “女娲祷祠神，
祈而为女媒， 因置婚姻”； 又说女娲 “以其载媒， 是以后世有国， 是祀为皋媒之神。”
禖神就是管理结婚与生子的女神， 亦即 “大母之神”。① 这说明伏羲又是嫁娶之礼和姓氏

制度的开创者； 而女娲则是最早的做媒者， 也就是媒人， 因而被尊奉为高媒之神。 相传伏

羲画八卦、 造书契、 结网罟、 取火种、 养牺牲、 兴庖厨、 造甲历、 制嫁娶、 定姓氏、 创礼

乐、 制九针、 立占筮、 设九部、 龙纪官、 造干戈、 服诸夷等， 还有感生神话、 洪水故事、
葫芦神话、 龙图腾与龙文化、 龙蛇禁忌等。 这些文化创造与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贡献和

创始， 在民间也往往通过传说故事、 物神崇拜而广泛介入到民俗信仰活动之中。
以黄帝为杰出代表的炎黄集团及其部族成员的一系列发明创造， 奠定了中华文明的

人文基础， 他们也成为中华民族享有盛誉的人文始祖和广泛崇拜的神人。 民间除了将炎

帝、 黄帝作为始祖加以崇拜之外， 也将与黄帝名下的多项发明相关的臣民， 也纳入崇拜

的范围。 如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而为蚕神， 仓颉造字被封为文祖等等， 都受到民间的

信仰和崇拜。 还有黄帝问道广成子， 黄帝同岐伯论药， 对中国道教起源、 医学的产生和

养生学、 仙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王母作为羌戎部族的首领和昆仑神话的主

角， 与黄帝、 帝尧、 帝舜、 周穆王， 都曾有交往， 其身份角色多元， 如女王形象由半人

半兽到优雅华贵， 身份从神话中的女王到仙话道教中的女仙， 再到人间掌管婚姻和生育

的女神等等， 也在民间受到崇拜和广泛的信仰。 从以上概要举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 对这些人文始祖的崇拜及其民俗信仰， 也是始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天帝崇拜。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中国古代通过祭天活动以达到敬天保

民、 天人和谐的效果。 中国祭祀五方天帝的畤祭发端于宝鸡雍地， 据 《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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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相传黄帝时作吴阳武畤、 好畤， 郊上帝。 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还有郊祭活动举

行， 可见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传统。 而系统进行五方天帝的畤祭活动始于秦国， 先后有

秦襄公作西畤， 祠白帝， 文公作鄜畤祭白帝， 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
下畤， 祭黄帝、 炎帝， 秦献公作畦畤， 祀白帝， 形成了 “雍四畤” 体系。 至汉高祖刘

邦立北畤， 祭祀黑帝，① 遂形成完整的祭祀青、 黄、 赤、 白、 黑五帝的天帝祭祀系统，
郊祀雍畤也成为王朝的最高祭礼。 西汉帝王在雍地祭天礼仪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 从

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西汉帝王先后十八次郊雍。 秦汉时期在雍地创立的畤祭对中国古代祭

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再次是山川星宿崇拜。 在秦统一后所祭祀的山川中， 西方的七座名山中的岐山、 吴

岳、 鸿冢三山， 秋渊朝那一水， 以及渭水、 泾水， 汧水、 洛水等大小河流， 虽等级不

同， 但都是国家祭祀的对象。 先后为秦都的西县有 “数十祠”， 雍城则有日、 月、 参、
辰、 南北斗、 荧惑、 太白、 岁星、 填星、 二十八宿、 风伯、 雨师、 四海、 九臣、 十四

臣、 诸布、 诸严、 诸逑等祠庙竟达 “百余庙”。② 这些资料虽记载的都是秦统一后的诸

神状况， 但大部分在秦初就已经存在， 可见日月星辰祭祀数量多而规模大。
复次是鬼神崇拜。 以秦国为例， 秦文公因陨石而置陈宝祠， 伐木见水牛而置怒特

祠。 秦人遇到伏日要祭祀， 设伏祠， 见到凤凰则设凤女祠， 腊日则设腊祠等。 上述信仰

加上祖先崇拜、 民间众多的山神崇拜等， 形成了壮观而庞杂的鬼神崇拜信仰。 对后世民

间信仰和民俗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陇山文学意象孕育地

陇山高险雄奇、 风光秀美的景色， 山东西与南北不同的自然环境， 多民族交错与农

牧兼备的人文氛围， 为历代文人墨客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素材。 以高险、
曲折、 悲愁、 苍凉、 异域、 出关、 贬谪、 思乡、 征战、 言志、 凯旋、 山水、 神话等为核

心的陇山文学意象， 千百年来始终是文学创作者抒发情怀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我们从

历代围绕陇山进行的诗歌创作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 边塞诗以其洋溢着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慷慨激昂的尚武精神和

雄豪尚气的任侠精神， 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英雄情节而独树一帜， 影响深远。 边塞诗源

起西周， 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 兴盛于唐代。 它以描写边塞风光， 反映边疆战士艰苦生

活， 表达杀敌报国、 建功立业抱负， 抒发边疆将士思乡情思为主要特点。 最早的边塞诗和

不少名家诗作都与陇山有密切关系。 《诗经》 中描写周宣王派兵征伐猃狁的 《小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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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小雅·六月》， 表现保土卫边、 共同对敌的 《秦风·无衣》 等被认为是最早的边塞

诗。① 其实， 《诗经·秦风》 中的 《驷驖》 《小戎》， 石鼓文诗中的 《车工》 《田车》 《銮车》
《而师》 诸篇， 也都可以列入边塞诗。 在边塞诗兴盛的唐代， 以王昌龄、 王维、 高适、 杜甫、
岑参、 许棠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诗人都有不少以陇山为题的边塞诗和诗词佳作。 可以毫不夸

大地说， 陇山与塞外、 西域、 河西等地域一道， 成为边塞诗永恒赋比兴叹的题材。
在汉魏乐府中， 出现大量歌咏陇山的诗作， 如著名的 《陇头歌辞》： “陇头流水，

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 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 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 舌卷入喉。 陇头流

水， 呜声幽咽。 遥望秦川， 心肝断绝。” 该诗颇具代表性。 在宋人郭茂倩所编 《乐府诗

集》 所收乐府诗 《横吹曲辞》 中， 收入 《陇头》 诗 ２ 首， 《陇头吟》 ２ 首， 《陇头水》
２０ 首，② 《陇头流水歌辞》 ３ 首， 《陇头歌辞》 ３ 首。③ 与陇山相关的 《关山月》 有 ２４
首， 《度关山》 ８ 首， 《关山曲》 ２ 首；④ 《陇西行》 １１ 首。⑤ 以陇头、 秦川、 征人、 胡

骑、 边关、 沙场、 陇头水、 关山月、 思乡、 悲愁、 苦寒、 羌笛、 弓剑、 牛马、 禽鸟、 草

木等为关键词， 营造了特色浓郁、 风格鲜明的陇山文学气象， 并对后世诗文创作产生了

重要影响。 《乐府诗集》 在乐府汉 《鼓吹曲辞·铙歌》 中收入 《上之回》 ８ 首， 陈子

昂、 李白、 卢照邻、 李贺等均有佳作留世。⑥ 据张怀群搜集古今 《上之回》 诗作共有

５８ 首。⑦ 这些诗歌以西王母、 回中山、 回中宫、 回中道和穆天子、 汉武帝相会、 宴飨、
巡游、 祭拜、 征战等为题材， 这无疑拓展了陇山文学的题裁与内容领域。 此外， 不少诗

人围绕陇山地区的诗作很多， 如杜甫的秦州诗、 陇右诗， 诗文俱佳的明代文学家李梦阳，
还有胡缵宗、 赵时春、 巩建丰、 王羌特等当地文学家的大量诗文创作， 都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和乡土气息。 我们从历代歌咏陇山的诗文这一视角， 就可以充分了解陇山文学意象的独

特魅力。 从 《诗经》 到唐诗宋词， 从汉武帝获白麟作 《朝陇首》 到毛泽东长征胜利作

《清平乐·六盘山》， 从赵壹、 傅玄到李梦阳， 从鲍照、 江总到李白、 杜甫、 陆游等， 以

他们为代表创作的陇山诗蔚为大观， 包罗万象， 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瑰宝。

六、 陇山文化圈的形成及其意义

文化圈理论认为， 人类文化是由许多独立的民族文化形态组成， 这些独立的文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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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既相互区别， 又相互影响， 由此形成文化圈及文化传播。 要研究文化圈， 首先要确定

基本的文化要素。 每一个文化圈由一定数量的文化要素构成。 文化要素是指与人们的社

会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这些现象具有质的规定性， 构成文化圈的

特征及文化圈的区别。 多种文化要素在一定区域内集散的特定空间可称之为文化圈。①

以此衡量， 在中华文化历史发展和传承演进的长河中， 环陇山地区以其独特的区域位置

和人文环境， 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地区而富于特色的文化圈。 本文所列的五个方面， 可以

说是关山文化圈共有的文化要素。 这些文化要素又基于本区域民众共同的生活方式、 风

俗习惯和文化传统， 因而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
提出陇山文化圈这一倡议，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陇山地区历史上曾是

多民族交错杂居和融合之区， 也是多元文化交汇碰撞和融通化合之区。 中原农耕文化、
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在此汇聚、 交融和扩散； 而且， 这里始终也是中国与西方

世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距今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 年间东西亚之间的以小麦为代

表的农业文化交流， 彩陶西传， 齐家文化时期冶铜业的形成， 铜镜的出现， 还有特殊玉

器的使用， 都与西域、 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交互影响密切相关。 战国

晚期的张家川马家塬、 秦安王家洼西戎墓地出土文物表明， 其文化内涵不仅包括西戎文

化， 而且还有中原周文化、 秦文化、 北方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种因素。 再如在佛教

文化东传过程中， 陇山地区众多的石窟和寺院， 其造像和纹饰正体现了佛教不断中国化

的鲜明印记。 可见， 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的枢纽区， 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

桥梁纽带作用。 多元民族与文化的汇聚融合， 中西文化的交流融通， 不仅促进本区文化

多元绽放、 异彩纷呈， 而且为中华民族复兴发展和中华文化繁荣创新， 源源不断输入新

鲜养料。 所以， 陇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生生不息和壮大发展的营养池和基因库，
也是中华文化创新转型和融通光大的增长极和生长线。

历史是一面镜子， 陇山文化圈在古代的兴盛发展， 得益于当地长期多民族交错融合

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也是本区界处农耕、 畜牧两大文明与文化过渡带这一经济发展模式

的必然结果。 如汉唐时期包括陇山在内的甘肃地区既以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而闻名，
又以 “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而著称。 明清以来， 当地逐步形成以汉族和回族为主

的民族分布新格局， 也随着人口压力和土地开发以及现代工业的发展， 当地半农半牧的

经济模式业已不复存在， 反而成为单一农业区， 并走上了贫困化之途。 界处陕甘宁三省

结合部的环六盘山地区， 目前已成为我国集中连片的特困区之一， 这与历史上当地曾经

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形成巨大反差。 我们提出陇山文化圈， 旨在从古代当地历史文化繁

荣发展过程的探讨中， 揭示其内在动因和因果联系， 从而为新时代加强区域一体化， 实

现脱贫走向复兴， 提供有益的借鉴。

４０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陈建辽主编 《社会科学方法辞典》，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４０８－４０９ 页。



宁县石家墓地 “棺床” 与
“棺束” 遗存初步认识

王永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丧礼是两周礼制核心内容之一， 就丧礼中棺饰来论， 内涵丰富， 包括有荒帷、 墙柳、 齐、

池、 贝、 鱼、 褚、 翣、 棺束等， 由此引出一整套别贵贱、 序人伦的棺饰制度， 多见于 《仪礼》 《礼记》

《周礼》 等史料典籍及后代前贤的注疏、 考证之中， 可以说硕果累累。 不过现存 “三礼” 等典籍记载，

一则与后世丧葬礼仪区别较大， 二则所记录文字晦涩难懂， 三则也渗入作者构拟成分， 未必全是实录。

由此所导致后世学者的注疏、 考证之说层出不穷， 但其研究手段受其历史局限， 未能跳出文献的桎梏。

近年来， 随着考古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及认识水平的提高， 依据出土材料对先秦相关丧葬礼仪问题的研

究， 为学界所重， 尤其对葬具与葬礼程序以及墓葬主人等级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度更高。 宁县石家墓地考

古发现的 “棺床” “棺束” 等棺饰个案， 不仅数量多， 而且形制多样， 保存较好， 为以往考古材料所未有。

笔者认为， 石家墓地发现的 “棺床” 与 “棺束”， 与南方楚墓材料不尽相同， 反应了北方地区先秦时期墓

葬棺饰特点。 笔者将遗迹现象所见的仪程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关丧葬礼仪程序内容相映证， 发现与文献记

载不完全相合，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对认识先秦时期的丧葬礼仪制度与传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石家墓地　 棺床　 棺束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８ ９； Ｋ８７５ 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２０５－１０

一　 “棺床” 及其它承棺形式

宁县石家墓地是上世纪 ６０ 年代被发现， ２０１６ 年展开首次发掘。 墓地分南北两区，
其中南区①目前已清理东周时期墓葬 ４４ 座， 有 ５ 座墓葬在木棺之下发现一类承棺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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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形似木床， 本文暂且称之为 “棺床”。 从构建层数上看， 可分一层、 两层及三层

（详见表一）。
表一　 石家墓地 “棺床” 遗存表

墓葬编号 层数 构　 建　 方　 式 墓葬年代

Ｍ１６６ 两层
上层棺床由木椽围构呈 “口” 字形床框， 上搭建 ５ 块南北向木
板， 床框南北近两端， 镶嵌两圆木， 可前后转动。
下层棺床由三块南北向木板组成， 其下发现 ３ 道枕木。

春秋中期

Ｍ１６９ 一层
由木椽围构呈 “口” 字形床框， 上搭建 １６ 块东西向木板。 ４ 根立
柱置于棺床下近四角， 作为支撑。 春秋早期

Ｍ１７１ 两层
上层棺床为南北向细木条穿插于南北近两端木之上， 上铺茅草及
１ 层淡黄色素面纺织物。 下层棺床由东西向木条组成框架， 其内
穿系麻绳以固定， 上铺 １ 层浅黄色素面纺织物。

春秋早期

Ｍ１７６ 三层

第一层棺床由 ６ 根南北向木板组成。
第二层棺床由细木条穿插于南北近两端木之上， 上铺茅草与席子。
第三层棺床由麻绳编织呈菱格状结构， 上铺 ２ 层席子。
第三层棺床下发现两根东西向枕木， 榫卯套接于木质框架上。

春秋早期

Ｍ２５７
该墓早期
被毁， 层
数不明

椁室淤土发现的木棺残存， 距椁室底板有近 １ 米落差， 椁室近底
部发现几根南北向木板， 应是承托木棺， 类似于棺床。 春秋早期

　 　 表一除 Ｍ２５７ 棺床结构不清外， 其它四墓构建方式不尽相同。 床面下有以枕木套接床

框作为支撑的， 以 Ｍ１６６ 为代表 （图 １， ａ－ｂ）。 上层床面下置两圆木， 可前后转动， 可能

与文献记载 “輁轴” 相关。 《仪礼·士丧礼》 曰， （士） 在殡期间敛棺时， 需 “升棺用

轴”。 下葬前， 亦要将棺柩迁到祖庙进行朝祖祭奠， 即 “迁于祖用轴”。① 汉郑玄对其有详

细记载： “轴， 輁轴也， 輁状如床， 轴其轮， 輓而行。” 又云： “轴状如转辚， 刻两头为

轵， 輁状如长床， 穿桯前后着金， 而关轴焉。”② 高崇文先生依郑氏之说， 认为輁轴就像

一个长方形的床框， 前后分别各安装一滚动圆木轴， 在丧葬过程中， 用其移动棺柩。③

考古学资料中沅陵侯吴阳墓有此发现④ （图 ２）。 床面下有床框套接立柱作为支撑的， 以

Ｍ１６９ 作为代表 （图 ３），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Ｍ５０２、 Ｍ５８６ 棺架同属此类遗存⑤。 有枕木

套接于框架作为支撑的， 以 Ｍ１７６ 为代表。 Ｍ１７６ 棺床分七层， 按照组合关系又可分三

组， 第一层为第一组； 第二—四层为第二组； 第五—七层为第三组 （图 ４， ａ－ｆ）。 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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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棺床下枕木与类似 “墙柳” ———木质框架套接在一起。

图 １－ａ　 Ｍ１６６上层棺床面支撑结构 （輁轴） 　 图 １－ｂ　 Ｍ１６６下层棺床—南北向木板及枕木

　 　 　 　 图 ２　 沅陵侯吴阳墓輁轴结构 图 ３　 Ｍ１６９棺床结构

　 　 图 ４－ａ　 Ｍ１７６第一层棺床—南北向木板 图 ４－ｂ　 Ｍ１７６ 第二层棺床—席子

　 　 图 ４－ｃ　 Ｍ１７６ 第二层棺床—茅草 图 ４－ｄ　 Ｍ１７６ 第二层棺床—细木条

图 ４－ｅ　 Ｍ１７６ 第三层棺床—席子 （两层） 图 ４－ｆ　 Ｍ１７６ 第三层棺床—菱格状麻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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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床之功能， 其目的主要使木棺隔水防湿及通风透气， 实际与承尸之所——— “尸
床” 情况相类似。 《礼记·丧大记》 所云， 人身死， （需） “迁尸于床”。 高崇文先生将

此类 “床” 称之为 “夷床”①。 它多在楚墓中发现， 亦可叫做 “灵床” 或 “苓床”， 专

用于停尸、 沐浴及小敛等仪式。② 若以此为目的， 石家墓地另发现有其它承棺形式， 大

致按结构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在木棺下放置枕木， 发现有 ５ 例。 见表二。
表二　 石家墓地 “枕木” 遗存表

墓葬编号
木棺重数

单棺 重棺
枕木位置及数量 墓葬年代

Ｍ４５ 外棺底板下 其北端、 中部及南端置东西向三根枕木 春秋中期

Ｍ４９ 单棺下 其北端、 中部及南端置东西向三根枕木 春秋中期

Ｍ５８ 内棺底板下 其南北近两端置东西向两根枕木 春秋中期

Ｍ６９ 外棺底板下 其下置东西向五根枕木 春秋中期

Ｍ２１７ 单棺下 其北端、 中部及南端置东西向三根枕木 春秋中期

　 　 此类承棺形式， 明显区别于三门峡虢国墓地、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即将枕木放置

于椁底板下的构筑方式。③

第二类是木棺周围构建方形立柱， 同时棺下发现有枕木， 发现 ２ 例 （图 ５）。 见表三。

图 ５　 Ｍ４７ 木棺下 “方形立柱＋枕木” 遗存

８０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高崇文 《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８２ 页。
李子贤 《楚墓中出土的苓床》， 《百科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７ 期， 第 １０－１１ 页。
梁带村芮国墓地 Ｍ５０２、 Ｍ２８， 虢国墓地 Ｍ２００１、 Ｍ２０１２、 Ｍ２０１１ 等皆有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梁带村

芮国墓地———２００７ 年度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１、 １０１ 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 （第一卷）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２、 ２４０、 ３２２ 页。



表三　 石家墓地 “方形立柱＋枕木” 遗存表

墓葬编号
木棺重数

单棺 重棺
枕木位置及数量 木棺周围方形立柱 墓葬年代

Ｍ４６ 单棺下 其下置东西向四根枕木。 单棺周围发现长方形柱洞 ２０
个， 棺绑承于上。 春秋早期

Ｍ４７ 外棺下

其下置六根枕木， 其中南北
向两根， 东西向四根， 且东
西向叠压南北向， 呈 “井”
字形。

外棺周围发现方形柱洞 ２４
个， 形状大多为长方形， 兼
有正方形， 棺绑承于上。

春秋晚期

　 　 上述两类承棺遗存， 可能与文献记载 “茵” 相关。 《仪礼·既夕礼》 曰： “至于圹，
陈器于道东西， 北上。 茵先入， 属引……乃窆。” 陈公柔、 李如森先生认为 “茵” 是椁

底板及下面的垫木。① 胡雅丽、 高崇文先生则认为是铺于棺下的竹蓆。② 笔者赞同胡、
高二先生观点， 他们的认识是基于楚墓中内、 外棺是分开下葬的， 其中茵是随内棺一同

赴圹下葬这一事实。 在此之前， 井椁与外棺早已在墓圹中已预先构建。 表二、 三单棺墓

及 Ｍ５８ 内棺下承棺遗存显然是在木棺悬窆之前， 而放置进去的， 与楚墓材料中铺于棺

下竹蓆性质相同。 表二、 三置于外棺下承棺遗存， 笔者认为同样与 “茵” 相关， 承下

文所述， 凡是重棺墓中发现棺束者， 皆是绑缚于外棺， 显然内外棺是一同下葬的。 另

外， 表中所列墓葬凡是发现棺饰遗存者皆置于外棺周围， 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内外棺一

同赴圹的事实。

从诸上表中所列承棺组合年代分析， 春秋早期盛行 “棺床” 遗存， 至春秋中期以

后， 该遗存已基本消失， 代之的是以枕木来承棺。 实际上， 通过梳理石家墓地近几年发

现的棺饰遗存， 春秋早期其内涵较为复杂： 如 “墙柳” 多有发现； “池” 下缀饰物分布

有呈 “” “目” “日” 字形； 以防木棺受填土所压， 所发现的 “折” “抗席” 及 “抗
木” 等遗存。 春秋中期以来， 即使 ７ 鼎墓， “池” 下缀饰物也仅分布于木棺东西两侧；

“墙柳” 发现极少等。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春秋中期以来， 这样一套别贵贱、 序人

伦的丧葬礼仪遭到了破坏。

二　 “棺束” 遗存

“棺束”， 本为皮革束合棺木。 《礼记·檀弓上》 曰： “棺束， 缩二衡三， 衽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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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① 孔颖达疏： “棺束者， 古棺木无钉， 故用皮束合之。” 考古材料中 “棺束” 多见

于东周时期楚墓， 已多有学者论及。② 相较之下， 北方地区甚少发现， 囿于此类遗存甚

难保存。 近几年石家墓地发掘资料中， 有重要发现。 其形制特点无论与文献记载或与楚

墓材料比较， 存在较大差异。 就 “棺束” 遗存本身界定， 孙希旦认为： “棺束有二： 一

是大殓加盖后之束， 专属于棺者……一是葬时柩车既载后之束， 以系棺于柩车者

……”。③ 陈 公 柔 先 生 基 于 孙 文 认 识， 将 其 前 者 界 定 为 “ 棺 束 ”， 后 者 界 定 为

“束” ——— “柩车之束”。④ 在石家墓地发掘资料中， 二者皆有发现。
（一） “棺束” 遗存

　 　 　 　 　 图 ６－ａ　 Ｍ１６６ 外棺侧剖面棺束 图 ６－ｂ　 Ｍ１６６ 外棺衡剖面棺束

石家墓地发现 “棺束” 遗存墓葬有 ２ 座， 编号为 Ｍ１６６ 与 Ｍ１７１。 两墓均在棺外发

现一木框结构， 似一外棺。 四周形制结构特殊， 即由纵向及横向圆木 （或方木） 上下

交错叠压堆砌若干层。 类似形制结构在 《礼记·丧大记》 中曰： “君殡用輴， 欑至于

上， 毕涂屋； 大夫殡以帱， 欑至于西序， 涂不暨于棺； 士殡见衽， 涂上帷之。”⑤ 即贵

族停殡掘肂期间， 要用木材累积成椁的形式。 两墓外棺构建上未发现以棺钉来束合， 却

以麻绳来代替， 围绕于木棺顶部、 底部做一定方式的捆扎， 其中 Ｍ１６６ 细绳子为横向十

三道， 纵向五道， 且纵向叠压横向， 以捆扎外棺 （图 ６， ａ－ｂ）。 细麻绳遗留 “空洞”
经解剖， 内壁均发现有黄色纺织物残留， 推测是围绕外棺前， 绳外裹了丝绢一类纺织

物。 贴近外棺外侧， 同样发现黄色纺织物痕迹， 素面， 可能是 “荒帷” 遗存残留。
Ｍ１７１ 细绳子为横向十一道， 纵向十二道， 且纵向叠压横向， 以捆扎外棺。 外棺周围及

上部， 发现 “口” 字形框架， 顶部及周围覆盖 “荒帷”， “池” 下悬挂串饰物。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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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楚国丧礼中的棺束与棺饰》， 《考古》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９－８７ 页。
［清］ 孙希旦 《礼记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２３５－２３７ 页。
陈公柔 《士丧礼、 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 《考古学报》 １９５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８ 页。
《礼记·丧大记》，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７７ 页。



两座墓葬细绳子辅绑捆扎仅起到以固外棺的作用。 与之类似墓葬材料如韩城梁带村芮国

墓地 Ｍ５０２， 其外棺西侧、 北侧北端及东侧分别发现有纵向或横向的绳索状物， 棺底板

下亦见纵横交错的绳索状印痕， 棺束同样是用麻绳来捆扎外棺 （图 ７）。① 而将视角放

置南方， 以楚墓材料为例， 棺束质地不仅包括麻绳， 另有麻布及丝帛， 其中用麻绳捆绑

方式可见五横二竖、 五横一竖、 五横、 三横二竖、 三横一竖、 三横六种形式。 另外， 楚

墓虽见多重棺， 但棺束仅设在内棺。 足见南北两地存在的差异。 文献中涉及墓主身份及

等级， 棺束捆扎数量有严格要求， 《礼记·丧大记》 云： “君盖用漆， 三衽三束； 大夫

盖用漆， 二衽二束； 士盖不用漆， 二衽二束。”② 石家 Ｍ１６６ 出土仿青铜礼器———泥鼎 ３
件， 漆簋 ３ 件， 大致合乎 “士” 身份。 若以棺束之数来论， 明显墓主身份与文献记载

不合。 梁带村 Ｍ５０２ 出土棺束组合报告中未有说明， 但从照片来看， 横向、 纵向麻绳捆

绑道数较为密集， 同样与该墓出土 ３ 鼎 ２ 簋配置不合。

图 ７　 梁带村芮国墓地 Ｍ５０２ 外棺底部棺束遗存

除细绳之外， “棺束” 中又发现一类粗绳遗存， 它是由若干细麻绳搓捆而成。 石家

Ｍ１６６ 发现横向两根， 分置于外棺南北近两端。 石家 Ｍ１７１ 发现五根， 其中两根为横向，
置于外棺南北近两端， 三根为纵向， 分置于外棺东、 中、 西三侧。 其功能可能与悬窆下

葬有关， 文献记载称之为 “缄耳”。 《仪礼· 既夕礼》 “属引” 郑注云： “于是脱载除

饰， 更属引于缄耳” 又 “齐人谓棺束为缄……”③。 高崇文先生据此认为， 棺束末者皆

为缄耳者， 则应是棺束两边能贯穿横木或系绋的绳套索， 大概与棺束之上的戴、 纽相似

或就是戴、 纽之属④。 Ｍ１６６ 置于外棺南北近两端粗绳， 可能辅助用于贯穿纵木而非横

木。 Ｍ１７１ 发现五根交错粗绳， 交叉有六处， 可能存在套圈形式的纽、 戴之属。 又 《礼
记·丧大记》 孔疏云： “君封以衡者， 诸侯礼大物多， 棺重， 恐棺不正， 下棺之时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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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 《梁带村芮国墓地———２００７ 年

度发掘报告》， 彩版 １０。
《礼记·丧大记》，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７６ 页。
［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 》， 第 ７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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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为衡， 贯穿棺束之缄， 平持而下， 备倾顿也。 大夫、 士以缄者， 大夫、 士无衡， 使

人以綍直系棺束之缄， 而下于君也。”① 文献所载 “綍” 通 “绋”， 即下葬之时牵引灵

柩入圹的绳索。 在 Ｍ１７１ 棺床下发现有随意放置的绳子遗存两处， 笔者推测即是 “綍”。
在完成整套下葬仪程后， 被随意丢弃于一旁。 “綍” 通常是结合 “碑” 一块使用的。
《礼记·丧大记》 又云： “凡封， 用綍去碑负引。”② 孔疏： “凡封， 用綍去碑负引者。
封当为窆， 窆谓下棺。 下棺之时， 将綍一头以系棺缄， 又将一头绕碑间辘轳， 所引之人

在碑外， 背碑而立。 负引者渐渐应鼓声而下， 故云用綍去碑负引也。”③ 同时， 用綍下

葬时多辅助 “转辚”， 俗称棺环。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Ｍ２００１ 出土了此类器物 １２ 件④；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春秋早期 Ｍ１９、 Ｍ２６、 Ｍ２８ 外棺周围， 共出土棺环 １０ 件， 左右两

侧各 ４ 件， 前后两端各 １ 件⑤。 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东Ⅰ区墓地 Ｍ４９ 木棺周围散落

铜棺环 １０ 件⑥。 此类圆环形、 体扁平之器物， 在石家墓地春秋早期墓葬 Ｍ２５７ 同样有发

现。 该墓早期被毁， 出土器物组合不得而知， 而出土 ３ 件圆形铜带饰， 环中饰 “Ｓ” 形

有目窃曲纹， 外周缘有双龙， 腹身饰带珠重环纹， 与虢国墓地 Ｍ２００１ 号墓出土器物相

似， 同属于棺环 （图 ８， ａ－ｃ）。

　 　 　 　 图 ８－ａ　 　 　 　 　 　 　 　 　 　 图 ８－ｂ 图 ８－ｃ
图 ８－１　 石家墓地 Ｍ２５７ 棺环； 图 ８－２　 三门峡虢国墓地被盗墓葬棺环， ＳＧ： ０３０８－１；

图 ８－３　 梁带村芮国墓地 Ｍ５０２ 棺环

（二） “束” 遗存

石家墓地发现 “束” 遗存墓葬仅 １ 座， 编号为 Ｍ１７６。 木棺外同样发现长方形木

２１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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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２８９－１２９０ 页。
《礼记·丧大记》，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８２ 页。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 》， 第 １２８９ 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 （第一卷） 》， 第 １１９－１２０ 页， 图 １００－１，
图版 ４０－４。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Ｍ１９ 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９ 页； 陕

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Ｍ２６ 发掘简报》， 《文物》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５ 页； 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 《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 Ｍ２８ 的发掘》， 《考古》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１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东Ⅰ区墓地 Ｍ４９ 发掘简报》， 《文物》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第 ７ 页。



图 ９　 Ｍ１７６ 长方形木框结构示意图

框， 但它明显区别于 Ｍ１６６ 与 Ｍ１７１， 其结

构是由上下两层 “口” 字形结构及立柱组

成。 其中四角立柱及东西两侧各两根方形立

柱， 套接 于 上 下 “ 口 ” 字 形 结 构 之 上，
“口” 字形结构之间各榫卯套接两根横木

（图 ９）。 木框周围立柱之间间隙较大， 未能

达到以木棺装殓进行密封的作用。 另外， 木

框顶部西北角见南北向木板残存， 木板上附

着红色纺织物颜料痕迹， 笔者认为是覆盖于

木框之上的 “荒”。 棺床周围同样可见以黑红二色勾绘图案的颜料痕迹， 可能是形似帐

幕的 “帷”， 因此该木框与文献上记载的 “墙柳” 形制相吻合。 “墙柳” 上下有直径约

３ 厘米细麻绳捆扎的 “束” 遗存， 分别为纵向五道， 横向十三道， 其底部横向叠压于纵

向， 又再 “墙柳” 上下平行绕五道， 叠压于横向、 纵向麻绳之上。 同时凡是与横向、
纵向麻绳交汇处， 均已打结 （图 １０， ａ－ｂ）。

　 　 图 １０－ａ　 Ｍ１７６ 木框侧剖面 “束” 遗存 图 １０－ｂ　 Ｍ１７６ 木框横剖面 “束” 遗存

墙柳四周的 “帷”， 束之细麻绳内侧， 致使在赴圹途中的墙柳、 荒帷等不易左右摇

摆， 以达到连柳之功用。 而对于 “墙柳” 之内的单棺， 亦有一定的固棺措施。 在木棺

南北两端有用草拌泥堆砌的矮墙， 墙之外侧紧贴墙柳， 墙之内侧各发现三根圆形立柱，
其上端低于墙柳顶端， 以 “木骨泥墙” 形式达到固棺之目的 （图 １１）。 至于其做法可

能与 《礼记·丧大记》 所载停殡掘肂， 积木涂泥之习相关。 “束” 中同样发现一类粗麻

绳， 它同样是由若干细麻绳搓捆而成， 置于 “墙柳” 南北近两端， 贯穿于墙柳上下。
笔者推测同是辅助悬窆下葬之用， 这也寓示着， 该墓棺木是连同墙柳、 荒帷等棺饰一同

下葬的。 但据 《周礼·春官·丧祝》 所云： “及圹， 脱载， 除饰。”① 谓下葬时要将饰

棺之物除掉， 分开下葬。 高崇文先进一步指出楚墓中 “脱载除饰” 的原因是基于发现

的竹帘多是平置于棺盖上， 而没有被棺束整个捆扎， 另外发现的纽、 戴、 缄耳之类绳索

３１２宁县石家墓地 “棺床” 与 “棺束” 遗存初步认识

① 《周礼·春官·丧祝》，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４１ 页。



也很少。① 对比石家 Ｍ１６６、 Ｍ１７１ 墙柳、 荒帷一类棺饰中未发现 “束” 一类麻绳， 我们

推测应是 “脱载除饰”， 与文献记载及楚墓材料吻合。 不过两墓棺束遗存却发现于外

棺， 意味着二者内外棺是一同赴圹下葬的， 却与楚墓仅以内棺赴圹下葬之礼不合。 因此

上， 就本文所谈及的两周时期悬窆下葬等丧葬仪程， 在笔者看来仍有较大的空间予以

探讨。

图 １１　 Ｍ１７６ 木棺外南北两端泥墙与立柱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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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介评

王成文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 （以下简称 《叙录》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

版， 该书是敦煌研究院学人继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
之后编纂出版的又一项优秀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是俄藏敦煌文献叙录的集大成者。 《叙
录》 不仅是敦煌研究院 “俄藏敦煌写经残片叙录” 院级课题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 的研究成果， 还是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邰惠莉研究员及马

德、 郭俊叶、 黄京、 赵晓星、 余燕诸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 为加深对

敦煌文献的研究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叙录》 概况与研究史

《叙录》 分凡例、 正文、 索引检字表、 索引四个部分， 卷首有马德研究员之 《序》，
卷尾有邰惠莉研究员之 《后记》。 马德先生在 《序》 中介绍了关于敦煌文献 “叙录”
格式的基本情况及 《叙录》 工作的缘起、 过程、 内容和各编者工作的完成情况， 指出

了 《叙录》 主要成果的六个重要意义。 对 《叙录》 主编邰惠莉研究员的编纂工作能力

加以肯定， 并对其他编者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作了褒奖。 邰惠莉研究员在 《后记》
中介绍了自己从事敦煌文献编目工作的经历， 并对 《叙录》 编纂过程中对其提供帮助

和支持的施萍婷、 梁尉英、 高启安、 王旭东、 张先堂、 赵声良、 马德等先生和其他编者

表达了的谢意。 凡例对 《叙录》 的编目依据、 编号格式、 采用的数据及主要项目 （序
号、 名称、 题记、 录文、 说明） 作了说明。 《叙录》 正文如凡例所言， 依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分 １７ 册按序编目， 序号格式亦是两种：
第一至五册为缩写字母 Φ 的弗路格式， 编号 Φ ００１－Φ ３６６； 第六至十七册为缩写字母

Дｘ 的敦煌二字俄文音译格式， 编号 Дｘ ００００１－Дｘ １９０９２。 第一至五册采用了上海古籍

出版社在俄罗斯拍摄时所测量的原始数据， 对写卷的卷长、 卷高、 卷心高、 单纸长、 天

头、 地脚， 共几纸、 总多少行、 行多少字等数据均有详细叙述。 对其中相对完整的写卷

还录出了首题、 品题、 尾题， 对较残者仅说明存几行， 行多少字表示残缺状况。 马德先

生根据残经的具体状况， 将其分为残卷、 残页、 残片三种类型： 残卷为保存 ２１ 行以上

完整行者， 残页为保存 ５ 至 ２０ 行完整行者， 其余为残片， 但残片占大多数 （马德 《俄

５１２



藏敦煌写经部分残片内容的初步辨识———以 〈俄藏敦煌文献〉 第六、 七、 八册为中

心》， 《戒幢佛学》 第 ３ 卷，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５ 年）。 由 《序》 及 《后记》 可知， 编撰

《叙录》 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第 １ 至 １０ 册中未定名佛经残片及

第 １１ 至 １７ 册中自 Дｘ ０３６００ 以后的大量未定名残片的定名和整理缀合。 《叙录》 按序

分册编写， 总计约 １７０ 万字， 包括正文 １５０ 万字， 索引等 ２０ 万字。
俄藏敦煌文献指沙皇俄国皇家科学院鄂登堡考察团第二次于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以敦煌千佛洞为主要考察地期间， 在敦煌通过发掘、 搜集而获的敦煌文献。 这次敦

煌考察之行， 鄂登堡考察团还得到了关于敦煌千佛洞的丰富资料， 这些资料被分成两类

分别保藏， 写卷遗书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 艺术品、 地形测

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 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等现被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保藏。 俄藏

敦煌文献主要就是指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写卷遗书 （刘进

宝 《鄂登堡考察团与敦煌遗书的收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俄藏敦煌文献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重视， 相关研究成

果相继面世。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 如罗森堡发表了 《敦煌千佛洞粟特文佛教文书二残

卷·故事残卷》 （ 《俄国科学院通报》 第 １２ 卷， １９１８ 年）、 鄂登堡发表了 《千佛洞》
（ 《东方杂志》 第 ２ 卷， １９２２ 年）、 狩野直喜发表了 《论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藏品

〈文选〉 古写本残卷》 （ 《东洋学报》 第 ５ 卷第 １ 期， １９２９ 年） 等文。 ３０ 年代， 东方学

研究所弗鲁格曾编写了部分简目：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写本 （非佛经之

部） 简报》 （ 《东方学图书目录》 第 ７ 期， １９３４ 年）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

文佛经古写本简目》 （ 《东方学图书目录》 第 ８ 期， １９３５ 年）。 ４０ 年代， 法国人伯希和

撰， 陆翔译 《俄国所藏汉文写本书志》 （ 《说文月刊》 第 ２ 卷第 ８ 期， １９４０ 年）。 ５０ 年

代， 日本金冈照光发表了 《苏联敦煌研究文献三种》 （ 《东洋史学》 第 ４８ 卷第 １ 号，
１９５６ 年）； 郑振铎在苏联访问期间见到了部分敦煌写卷。 ６０ 年代， 法国戴密微 《列宁

格勒的敦煌汉文写本》 （ 《通报》 第 ５１ 卷， １９６４ 年） 一文， 介绍了俄藏敦煌文献之概

况。 孟列夫主编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第 １ 册，
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 １９６３ 年； 第 ２ 册，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７ 年） 《黑水城出

土汉文遗书叙录》 （孟列夫著， 王克孝译 《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宁夏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４ 年） 相继出版， 为各国学者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 引起学界重视而

被世人所知。 ７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中外学者陆续有零星成果问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 经中外敦煌学者不懈努力， 俄藏敦煌文献才以全貌面世。 代表为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并共同出版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

献》 （以下简称 《俄藏敦煌文献》 ）， 首次将尘封已久的俄藏敦煌文献完整刊布。 它是

一套大型的相对完备、 力求存真、 定名准确、 编排合理的资料性图书， 也是继 《英藏

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 出版后的又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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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性质的大型敦煌文献图书。 俄藏敦煌文献的总体规模与内容得到了全貌和完整的展现

于世， 为学界提供了俄藏敦煌文献最为全面、 清晰的图版， 向世界各国的敦煌学家于书

室就能纵览敦煌文献的全貌， 悉心阅读、 分析、 推论、 判断， 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

根本上能够推进敦煌学的发展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４ 页）。

二、 《叙录》 学术价值

《叙录》 的顺利编纂与成功刊布， 将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中近万件未定名佛经残

片及其他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证、 定名、 编目及对原目录的修改、 补充， 并编写了

索引等， 圆满实现了前贤及学界的愿望与期盼。 因此， 《叙录》 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对残片的考证定名与整理缀合研究上。 具体如下：
（一） 成果丰硕， 基础扎实。
俄藏敦煌文献的特点之一就是残片数量庞大、 内容复杂， 对其考证、 定名、 缀合整

理等耗时巨大， 因此需要团队互助合作， 共同完成。 《叙录》 能够圆满完成， 成果丰

硕， 与编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分不开， 更是其学术积累的结晶。 由 《序》 和 《后记》
可知， 《叙录》 的编纂可谓工程浩大， 是多位学者分工合作耗时十年之久才得以完成，
其艰辛不言而喻。 在 《叙录》 长期编纂过程中， 编者们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推进了工作进展。 如马德 《俄藏敦煌写经部分残片内容的初步辨识———以 〈俄藏敦煌

文献〉 第六、 七、 八册为中心》 （ 《戒幢佛学》 第 ３ 卷，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５ 年）、 邰惠莉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７ 册部分写经残片的定名与缀合》 （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黄京 《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 成书年代与作者等相关问题考论》 （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等， 同时合理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始， 国

内对 “俄藏敦煌文献” 的持续深入研究， 成果丰硕， 为 《叙录》 的编纂奠定了扎实

基础。
（二） 科学严谨， 学术规范。
第一， 合理借鉴， 严谨考证。 采纳和参考研究成果方面， 诸多同一定名写卷就非常

典型和突出， 如定名为 “开蒙要训” 的写卷有 Дｘ ００８９５、 Дｘ ０１４４２、 Дｘ ０２６５５ 等， 是

依据张新朋 《 〈开蒙要训〉 叙录续补》 （ 《叙录》， 第 １１５ 页）。 定名为 “新集文词九经

抄” 的写卷 Дｘ ０６０１９、 Дｘ ０６０５９， 是依据郑炳林、 徐晓丽 《读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２
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 （ 《叙录》， 第 ４３７－４３９ 页） 等。

残片年代及版本考证方面， 以 《俄藏敦煌文献》 中未定名 Дｘ ０２３８８ （ 《俄藏敦煌

文献》 第 ９ 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７９ 页 ）、 Дｘ １０９４９、 Дｘ １０９６９、
Дｘ １０９８７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５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０６ 页） 等为例，
这些残片均属 《金刚经》 内容， 将 Дｘ ０１９７３＋Дｘ ０２０１８＋Дｘ ０２１０７＋Дｘ ０２１１０＋Дｘ ０２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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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录》， 第 １８２ 页）、 Дｘ １０９４９＋Дｘ １０９６９＋Дｘ １０９８７ （ 《叙录》， 第 ７１２ 页） 等缀合并

定名为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均为后秦鸠摩罗什译本残片等。
经文内容考证方面， 考证出的经文内容是定名和缀合整理的主要依据， 经文出处主

要有 《大正新修大藏经》 （简称 《大正藏》 ） 《藏外佛教文献》 《中华藏经》 《嘉兴藏》
《永乐北藏》 《卍新续藏》 《敦煌掇琐》 《四部备要》 等， 依据可靠， 可信度高。

第二， 修证完善， 实事求是。 对 《俄藏敦煌文献》 中部分残经为 “佛经” “经疏”
“佛书” “残片” 等原定名作了进一步修证， 完善了残卷信息， 使其更为详细明确。 如

将 Дｘ ０００１８ 原定名 “佛经”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６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１ 页） 修证为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三比丘品第二” （ 《叙录》， 第 ５５ 页）； 将

Дｘ ００３５０、 Дｘ ００７２８、 Дｘ ００９８９ 原定名 “佛经”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６ 册， 第 ２４６
页） 修证为 “燃灯文” （ 《叙录》， 第 ７７ 页）， 其中将 Дｘ ００９８９ 分为 Дｘ ００９８９Ａ、
Дｘ ００９８９Ｂ、 Дｘ ００９８９Ｃ， 分别定名为 “燃灯文” “忏悔文”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舍

身品第二十六” （ 《叙录》， 第 １２２ 页）； 将 Дｘ ００６８４ 原定名为 “经疏” （ 《俄藏敦煌文

献》 第 ７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９ 页）， Дｘ ００６８４ 被分为 Дｘ ００６８４Ａ、
Дｘ ００６８４Ｂ 两部分， 分别定名为 “阿弥陀经通赞疏卷上”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一”
（ 《叙录》， 第 １０１ 页） 等。

另外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完全采纳， 而是再深入研究后， 确认正确无误才加

以借鉴。 若有疑误之处， 也给予修证。 如对 Дｘ ０５２６９＋Дｘ ０５２７７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２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８４ 页） 缀合定名， 党燕妮 《 〈俄藏敦煌文献〉 中

〈阎罗王授记经〉 缀合研究》 一文将其定名为 “阎罗王授记经” （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 期）， 《叙录》 定名为 “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 （《叙录》， 第 ３９０ 页）。 Дｘ ０６６１１ 与

Дｘ ０６６１２ 二残片亦是如此， 《俄藏敦煌文献》 将其作了简单缀合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３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５５ 页）。 党燕妮认为， 应该将二残片作上下错位

缀合， 但缀合后仍有残缺。 而且 “Дｘ ０６６１２ 末行的 ‘救苦观世音’ 几个字， 与经文不

符， 尚待考论” （ 《 〈俄藏敦煌文献〉 中 〈阎罗王授记经〉 缀合研究》，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叙录》 未作缀合说明， 只按序编排， Дｘ ０６６１１ 的定名是依据党燕妮

的研究成果， 即 “阎罗王授记经”。 Дｘ ０６６１２ 定名为 “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 （ 《叙
录》， 第 ４７６ 页）。

第三， 定名科学， 结构合理。 残片定名研究中， 遵循了较为科学的定名规律和原

则。 以现刊本为主的原则如 Дｘ ０１２２６ （ 《叙录》， 第 １３８ 页）； 以首题为主的原则， 如

Дｘ ０１３３６； 以录文内容为主的原则， 如 Дｘ ０１３３７ （ 《叙录》， 第 １４５ 页） 等。
《索引检字表》 与 《索引》 的完美配合， 能够快速找到经典名称及相对应的编号，

特别是同一名称下有哪些卷子及编号数量。 《索引检字表》 是由笔画数和对应经典名称

的第一个字组成， 《索引》 笔画数和对应经典名称的第一个字的具体经典名称 （甚至具

体的卷号） 和相关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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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值巨大， 功德无量。
如果说 《俄藏敦煌文献》 的刊布能使世人较易看到俄藏敦煌文献的全貌， 为全面

深入研究俄藏敦煌文献及有关学问提供了可能， 那么 《叙录》 的刊布， 对于敦煌学价

值可谓巨大。 马德先生在序言中将成果价值总结为六个方面： 其一， 符合俄藏敦煌文献

实际的完整分类目录， 能够直观反映出文献检索的基本体例； 其二， 对部分经卷的定名

与缀合整理展示出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其三， 大部分经卷为佛教内容， 并在其他敦

煌文献收藏地是没有的， 体现出俄藏敦煌文献惟一独有的特点； 其四， 由于敦煌文献中

存在经卷被人分割与同一经卷分散保存于各地等情况较多， 因此 《叙录》 能够实现将

散藏于各地同卷文献形式上的合璧； 其五， 在编纂过程中， 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 通

过数据库软件、 检索工具及其他新工具， 更为方便快捷， 准确率较高； 其六， 为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 提供了详细、 准确的元数据信息。
与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相比较， 《叙录》 优点

更为突出， 价值更大。 如在体例方面， 形成了相对完整、 合理、 规范的结构模式。 前者

以佛、 道、 儒等内容进行分类编写目录， 后者以 “索引” 形式更为精简， 充分发挥快

速检索功能。 前者目录结构为卷名、 译者、 编号、 题名、 录文， 卷名之后的题名中不再

出现卷名， 录文中不再出现译者， 虽简略， 但查询不便捷。 《叙录》 结构采用一号一题

名的原则， 题名 （包括经名、 卷、 品、 分等具体信息） 更为完整， 录文中卷名、 译者、
出处等也更为准确。 在写卷数量方面， 前者仅涉及约三千件文献， 是俄藏总量的六分之

一。 后者依据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是对近两万件文献的全面编纂， 为俄藏敦煌文献

的全貌展示， 因此， 《叙录》 既为成熟完整的叙录体例模式， 又为主要收藏国敦煌文献

叙录的收官之作。

三、 《叙录》 白璧微瑕

绝对完美并不存在， 再洁白之玉亦有微小瑕疵， 学术著作亦是如此， 难免有美中不

足和不如人意之处。 《叙录》 更是如此， 仍有不细致、 不到位、 舛错、 失误之处。 考证

内容出处文献名称方面， 出现了名称不统一的情况， 但基本能肯定为同一文献之简称。
如 《中华藏》 《中华藏经》 《卍续藏》 《卍新续藏》， 其中 《中华藏》 《中华藏经》 应为

《中华大藏经》 简称， 《卍续藏》 《卍新续藏》 应为 《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 简称。
录文中经文断句和文字识别方面， 有不妥之处。 如 Φ２４７ 录文为 “起： ‘不读福

智’， 讫： ‘生人隍成智’ ” （ 《叙录》， 第 ３６ 页）。 郑阿财先生在 《敦煌写卷新集文词

九经抄研究》 中， 对 Φ２４７ 录文为 “起于： ‘不读， 福智无由生也。 《易》 曰： 天地之

中， 人最贵， 人于万物’， 讫于： ‘琢磨， 以成宝器。 刘通曰： 炼金水出， 钻木火生，
人学成智’。” （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３ 页） 与 《俄藏敦煌文献》 中 Φ２４７ 写卷

对比， 清楚可见在卷首的 “读” 字右下脚有断句符号墨迹， 应为 “不读”， 卷尾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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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人学成智”， “学” 字为标准繁体字写法， 并非 “隍” 字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４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３７４ 页）。 可见郑阿财先生的研究较为准确， 当然郑

阿财先生的断句胜于完整表意， 但也非完全准确。 笔者认为起句应该为： “不读， 福智

无由生也。 《易》 曰： 天地之中， 人最为贵之， 于万物者， 以其有情”， 其中 “为” 字

为较大标准繁体字写法， 在 “贵” 字下面， 有较小类似于 “之” 的草书写法痕迹， 其

旁边又有断句符号， 因此将之识别为 “之” 字。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刊布以来， 已引起诸多学者关注并有较多研究成果。 《叙录》

虽借鉴参考了诸多成果， 但对于近两万件的文献， 还是显得较为薄弱。 如将 Дｘ ００９２４
原定名 “妇科秘方” （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７ 册， 第 ２０２ 页） 修正为 “妇科验方” （ 《叙
录》， 第 １１７ 页）。 虽一字之差， 但区别甚大， 《叙录》 并未作具体说明。 而李应存等

《俄藏敦煌文献 Дｘ ００９２４ 录校》 一文将其定名为 “妇科疾病民间单验方” （ 《甘肃中

医》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明显较为详细具体。
《俄藏敦煌文献》 图录版刊布至 ２０１８ 年 《叙录》 刊布之前， 关注俄藏敦煌文献的

学者颇多， 除前文提到者外， 还有邓文宽 （ 《敦煌写本 〈百行章〉 校释》，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李明权 （ 《 〈俄藏敦煌文献〉 第七卷介绍》，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荣新江 （ 《俄藏敦煌写本 〈唐令〉 残卷 （Дｘ ３５５８） 考释》，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朱凤玉 （ 《俄藏敦煌写本 〈杂字〉 研究》， 《新国学》 第 ２ 卷， ２０００ 年）、
陆离 （ 《俄藏敦煌写本 〈春秋后语〉 残卷探识》， 《文献》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高启安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１ 册非佛经文献辑录》，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张宗品 （ 《俄藏敦煌文献所见存世最早的 〈史记〉 写本残片及其缀合》，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董大学 （ 《俄藏 Дｘ ００６８４ 号残卷考》，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赵和平 （ 《俄藏三件敦煌宫廷写经初步研究》，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张磊等 （ 《俄藏楷书 〈大智度论〉 写本残片缀合研究》，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张涌泉 （ 《新见敦煌变文写本叙录》，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等学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值得 《叙录》 借鉴与参考，
但 《叙录》 中并未体现。

综上所述， 《叙录》 的主要内容为对 《俄藏敦煌文献》 第一至十七册中未定名佛经

残片的定名， 在 １９０００ 多件写卷中残片的数量较多， 对其定名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

的研究过程， 部分写卷还需缀合而加大了工作难度， 虽白璧微瑕， 但瑕不掩瑜。 《叙
录》 仍为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其完整的目录体例， 是一部能纳入总图书分

类体系的较为实用的敦煌文献工具书， 是我们阅读、 整理、 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原始资

料。 耕耘十载， 成功诞生， 《叙录》 为敦煌学的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 可谓功德无量。

（王成文， １９８２ 年生，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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