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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中国中古时期征服王朝的

夏王朝曾在宋朝与吐蕃、印度及其他丝路沿线地区

丰富材料与视觉文化趋于明朗。大体上，艺术史家

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2 西夏是一

已经发表了关于契丹—辽、女真—金的多元物质文

个多民族政权，建立者是游牧民族唐古特人，又称

化，如中国北方、东北地区辽代、金代墓葬及佛教

党项人、木雅（弭药）人，其为发源于康巴藏区及

遗址发现大量绘画艺术品的丰富研究成果，其对西

今青海湖一带古代西羌人的后裔。3 西夏统治者奉佛

夏（1038—1227）处于中国中古时期多元视觉文化

教为国教，热衷于从毗邻国家和地区搜集佛教典籍。4

次要地位的传统观点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1 西

西夏统治中国西北地区长达近两个世纪，疆域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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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伯·林若泽（Rob Linrothe）以“周边视角”高度评价西夏艺术在汉藏美术间的重要地位。参见氏著《周边视角：新发现西夏佛
教艺术研究》（Peripheral Vison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95 年总第 43 期，第 235—262 页，尤其是第 250—251 页；第
255—257 页。英语世界研究西夏艺术的经典之作还有罗伯·林若泽《夏仁宗及其对西夏佛教艺术的赞助》，《宋元研究》1998 年总
第 28 期，第 91—121 页。此外，还有其《新德里、新英格兰旧藏西夏艺术》，《美成在久》（Orientations）1996 年总第 27 期第 4 部分，
第 32—41 页。中文发表的有关西夏艺术的研究，参看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陈炳应：
《西夏
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
《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 年；高春明：
《西夏艺术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

2

关于俄藏黑水城西夏艺术品的编目情况，参看比奥特罗夫斯基（Mikhai Piotrovsky）等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Milan:Electa,1993。中译本参看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
1996 年。关于西夏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参看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李华瑞：
《宋夏关
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研究西夏历史的经典之作还包括邓如萍（Ruth W.Dunnell）作品，参看罗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丹尼斯·特维斯特（Denis
《西夏》，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 卷，第 154—213 页；
《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西夏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邓如萍：
之佛教与立国》（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Century Xia），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西
夏译经史》，《亚洲学刊》（Asia Major）2009 年总第 22 期第 1 部分，第 41—78 页。

4

参看西夏研究的经典之作，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最近研究成果参看索罗宁（Kirill J. Solonin）《西
夏佛教一瞥》（The Glimpses of Tangut Buddhism），《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2008 年总第 52 期第 1 部分，第 66—127 页；
索罗宁：
《西夏佛教的契丹影响》，沈卫荣、中尾正义（Nakao Masayoshi）、史金波编：
《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7 年，第 371—395 页；
《辽与西夏的佛教互动》，《宋元研究》第 43 期，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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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内蒙古及陕西部分地区， 甚至，林若泽称之为二元论的佛教移植，将其描述
直到 1227 年被蒙古所灭。或许由于内地对西夏知之

为独一无二、特色鲜明的西夏视觉文化。5 在其作品

甚少，元朝并未编修西夏正史，留下一块空白，甚

著述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

至影响到后世对西夏的研究。1

黑水城发掘的唐卡，建立其多元风格及与吐蕃文化

尽管对辽、金、西夏考古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亟

的图像学关系，而对其与汉文化联系却少有涉及。6

待建立，三者间的根本差异已经凸显。首先，相比

然而，最近的研究已开始质疑此汉藏二分法。据索

于多发现于中国北方、东北地区墓葬之中的辽—金

罗宁教授研究：
“密教是中国北方流行佛教的核心

材料，西夏材料出土地则并非丧葬场合，而多为中

元素，其集汉藏两种元素之大成，成为近乎独立于

国偏僻的西北地区，如内蒙古黑水城、甘肃及宁夏

藏式之外的新兴宗教体系。
”7 索罗宁一系列细致入

地区的佛教遗址。2 另外，不像辽—金比较常见的

微的研究，表明的确应将西夏佛教艺术研究“置于

墓室壁画、浮雕、金属材质艺术品，西夏材料却多

10—12 世纪西夏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宏观视角中”。

为佛经扉页的木刻版画，远远超过可资参考的宋、 由于共同的时代与传统，“西夏文化及宗教不应与契
辽、金材料。其采用宋朝样式的折页装印刷。3 这些

丹、女真及区域内的其他民族割裂开”8。

佛经版画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材料。

超越已丰富我们认识的大量藏式（或喜马拉雅

此前，学界多认为藏式（或喜马拉雅式）风格

式）探究模式，现在的研究则关注于西夏艺术中的汉

对西夏佛教艺术具有深远影响，而汉式影响甚微。4

式风格，将其置于包括宋、辽、金大量相似的佛经版

1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1 页；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第 3—4 页。

2

仅有数量不多的西夏墓葬被发掘。关于西夏王陵的研究，参看斯坦因·哈德特（Stein Hardt）《西夏王陵》（Tangut Royal Tombs），20
世纪 90 年代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西夏墓葬出土材料表明西夏流行火葬。参看常岚、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墓墓葬题记述论》，
《宁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第 106—110 页；王伟、马克华：
《从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谈西夏的主体葬俗——火葬》，
《兰州学刊》
2000 年第 4 期，第 79—80 页。
有关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版画的研究，参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

3

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2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13 年。笔者指导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也关于西夏佛经版画，参
看夏安（Anne Saliceti-Collins）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木版画：11—13 世纪东亚文化交流的个案研究》（Xi Xia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s Excavated in Khara Khoto），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关于中国佛经版画领域的最新研究总结，参看笔者《唐宋时
期佛教版画中所见的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36 页；
《天竺灵签：宋杭州佛寺的庙签》，《亚洲艺术》（Artibus Asia）2007 年总第
67 卷第 2 部分，第 244—245 页。
萨玛秀克（Kira Fyodorovna Samosyuk）认为西夏艺术“不能与汉式或藏式粉本区别开”。参看其《西夏王国的艺术：历史风格上的

4

诠释》，《丝路上消失的王国》，注解 4，第 66 页。
林若泽：
《周边视角：新发现西夏佛教艺术研究》，第 257—262 页。

5

有关西夏与吐蕃（或称为喜马拉雅）互动的艺术史研究，参看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6

2002 年；熊文彬：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中国藏学》2003 年第 1 期，第 66—79、90 页；
《从版
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续），
《中国藏学》2003 年第 3 期，第 87—93 页；萨玛秀克：
《十二至十四世纪
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2006 年；林若泽：
《夏仁宗》。就阿弥陀佛图像表现汉藏影响的研究，参看李玉珉
《黑水城出土西夏弥陀画初探》，
《故宫学术季刊》1999 年总第 13 卷第 4 期，第 1—50 页。
7 索罗宁：
《西夏佛教一瞥》，第 69 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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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宁：
《西夏佛教的契丹影响》，第 371 页；
《西夏佛教一瞥》，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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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语境中。笔者对四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佛经版画代

了内蒙古地区的额济纳河河口。2 这是第一拨到达黑

表作给予特殊关注，坚定地追寻不同含义作品的视觉

水城遗址（黑河边）的外国人。遗址面积巨大（大

分析。1 之所以这样，笔者希望证明其为研究者进行

约 385×285 米），矗立在距离一条干涸河道不远处。

跨文化、跨宗教研究提供了宝贵机会。然而，作为海

据科兹洛夫日记记载，其探险队“找到了文书资料

量文本（通常为卷轴样式）的一部分，这些可移动的 （大多数是汉文）、纸币、容器、旧武器等。还找到
材料为研究者提出了特殊挑战，因为很多我们关注的

了一个金属小佛像，发现一本用金粉书写成华美的

材料已经脱离了其原始环境。此外，佛经的印刷常一

金字藏文小册子”3。第二年，科兹洛夫探险队又返

成不变地沿用旧活字，距其刻制时间有不少差异，追

回黑水城遗址，发掘了一座佛塔，出土数以千计的

溯其本源无疑困难重重，甚至永无可能。

珍贵印刷本书籍、写本文书、唐卡、佛经、陶器、

在本文中笔者拟先介绍西夏考古状况，随后探

佛教典籍及其他文献，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令人振奋

究西夏佛教绘画的多元文化环境，从更宏阔的背景

的考古发现之一。4 绝大部分作品是西夏文物，但也

评述西夏王室及僧侣的贡献。本文的核心是搜集一

有一些与其他政权，如宋、金、元有关。其风格与

些西夏佛经版画，将其与其他佛经，尤其是北宋、 语言包括了汉、藏、回鹘、蒙古等。这些艺术品的
契丹—辽、女真—金作品相联系。结论部分，另对
照元初佛经，尤其是与西夏僧侣活跃的江南地区相
联系，建立起西夏佛教艺术遗产与印经文化的联系。

发现使中古时期跨宗教文化交流趋于明朗。
科兹洛夫探险队用了 40 匹骆驼才将 8000 多件
出土文物运出沙漠，放进了圣彼得堡的出土文献研
究中心。5 自他们返回俄国将近一个世纪后，这些材

一 西夏考古发现

料才逐渐公布。从 1996 至 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1908 年，由俄国地理学家彼得·库兹米奇·科

联合俄罗斯科学院相继出版了 20 本文书图册。6 此

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从蒙古穿越戈壁沙漠，到达

外，斯坦因也曾在 1914 年到达黑水城，带走 7000 件

1

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中所见的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石守谦、颜娟英：
《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石头出版社，2014
年，第 385—434 页。

2

有关科兹洛夫 1907—1909 年在蒙古与四川的旅行路线图，参看《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30 页；更多有关科兹洛夫首次抵达黑水
城情况，见该书第 37、39—40 页。

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第 7 页。

4

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在元代统治黑水城后移入宝塔。有关后西夏时期黑水城的状况，参看陈炳应、梁松涛《黑水城废弃的
时间及原因新探》，《宁夏大学学报》2009 年总第 31 卷，第 2 期，第 48—50 页；束锡红：
《黑水城“河边大塔”的性质及断代——以
考察队的地图和照片为中心》，
《西夏学》2009 年总第 4 辑，第 157—164 页。过去学界已经指出，科兹洛夫转移出土材料时未能很好
地保存地层记录，参看林若泽《周边视角：新发现西夏佛教艺术研究》，第 247 页。斯坦因（Stein）：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Innermost
Asia）第 2 卷，克拉伦敦出版社，1928 年，第 447 页。萨玛秀克：
《黑水城的发现》，《丝路上消失的王国》，注解 4，第 42 页。

5
6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3 页。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关俄藏非佛教文献
的最新研究，见孙继民、宋坤、陈瑞青《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3 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包括著
名双头佛像在内的佛像被运至圣彼得堡，但俄国考察队在佛塔遗址发掘的大部分泥胎造像因太重而难以运走，被埋在流沙之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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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散藏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及印度新德

纪发现的佛教石窟寺、佛塔及墓葬遗址，极大地弥

里博物馆。1 大英图书馆所藏文书已经在 2005 年出

补了缺少西夏正史的缺憾。5 这些发掘的艺术品及文

版。2 除此之外，自 1917 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也

献材料奠定了新兴学科——西夏学的基础，创刊于

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的佛教遗址和王室墓葬

2006 年的《西夏学》和 2010 年的《西夏研究》即是

中发掘不少材料，因而，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所

其代表性学术刊物。6

藏西夏艺术品、文书及印刷品数量也蔚为可观；这
些材料从 2005 至 2008 年相继出版。3 更重要的发现，

二 西夏佛教图像的多元文化背景

诸如用神秘西夏文书写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可

黑水城发掘的大部分印刷本佛经都由西夏王

移动的木活字印刷品——此技术最早由北宋时期的

室 赞 助， 规 模 宏 大。 从 1031 至 1073 年， 西 夏 六

汉人发明，使西夏社会及科技状况趋于明朗。4 而其

次请求北宋颁赐新印《开宝藏》。 7 西夏首都兴庆

他一些文书则表明西夏与东南亚、中亚及西亚可能

府的大型宗教遗址，如修建于 1047 年的高台寺、

存在着联系。这些可移动的物品，包括过去一个世

1055年的承天寺，都为存放开宝藏而建。8 另外，西

（接上页）终从历史上消失。参看束锡红《黑水城‘河边大塔’的性质及断代——以考察队的地图和照片为中心》，第 162 页。
斯坦因：
《亚洲腹地》；林若泽：
《新德里与新英格兰旧藏西夏艺术》。

1
2

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英藏黑水城文献》（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3

史金波、陈育宁等：
《中国藏西夏文献》（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2007 年；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
文献》（10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更多情况，参看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罗丰等：
《西夏方塔出土文献》（2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杨积堂：
《法典中的西夏文化：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4

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年；史金波、雅森、吾守尔：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牛达生：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史金波：
《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77—94 页；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6—7 页。
西夏时期兴修或重修的大型石窟寺包括甘肃莫高窟和榆林窟部分洞窟。参看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

5

1997 年；王静如：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 年第 1 期，第 49—55 页；赵声良：
《榆林窟第 3 窟山水画
初探》，《艺术史研究》1999 年总第 1 辑，第 363—380 页；敦煌研究院：
《榆林窟研究论文集》（2 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
更多西夏佛塔研究成果，参看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等《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 年；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 卷），文物出版社，2000—2004 年；彭金章：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2 卷），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年。
最新研究文章，参看李华瑞《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 100 周年》，《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

6

史研究论文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78—291 页。另外，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等编：
《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
究》；皮特·柯尼可（Peter Kornicki）：
《西夏史新成果导读》
（Steps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Tangut Book: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东
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2012 年总第 2 卷第 1 期，第 83—91 页。
西夏为北宋提供马匹作为补偿，每批佛经折马 70 匹。有时宋朝会取走马匹，但大部分时间无偿赠送。参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7

第 59—63、70—71 页。更多有关西夏王室赞助佛教研究，参看林若泽《周边视角：新发现西夏佛教艺术研究》，第 241—245 页。
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校：
《〈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212 页；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12 页；杨
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94 页；更多有关西夏首都兴庆府成果，参看邓如萍《西夏首都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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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还接收了契丹辽印刷的汉文佛经与西夏文译本相对
勘。111世纪后半叶，夏惠宗、夏崇宗统治时期是西
夏译经的高潮，夏仁宗时期更是推波助澜。2 夏仁宗
及其皇后罗氏是佛教的热心功德主，发心供养大量佛
教图像作品。3 寺院印经规模宏大，朝廷颁赐佛经时
还会在寺院举行盛大仪式。4 兴庆府成为西夏时期印
经活动的中心。5 一些官方机构分工明确，如负责西
夏文印刷的刻字司，掌握活字制作工艺的工院。6
通过四个版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版
画的比较，可知经坊使用不同插图以满足多元的社
会文化需求。在科兹洛夫运至圣彼得堡的三个版本
中， 两 件 是 汉 文（TK58,TK81/82/83； 图 1、 图 2），
另外一件为西夏文（Hhb78，图 3）。7 第四幅版画是
斯坦因发现的西夏文残片（K.K.П.C17.s.IV；图 4），
8

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 这些版画非常相似，尤其是

图1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所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
  经 TK58 西夏

   

刻工处理刻板底部流云、中间僧侣及顶部建筑的细
节的方式，很明显，它们参照了相同的粉本。

法会中印施了十万卷不同版本的汉文、藏文《观弥

两幅汉文版均有 1189 年由夏仁宗赞助在大度民

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同时还有不同版本的《金

寺举行发愿上生弥勒兜率天宫的法会而印施大量佛

刚经》《普贤行愿品》《观音经》各五万卷。这些汉

经的发愿文，该年被邓如萍称为“东亚变革年”9。 文、西夏文、藏文佛经证明，由不同民族高僧主持
1

没有直接材料表明西夏接收了辽藏。笔者此看法基于学者对《北经》的研究，其为辽藏的部分经典。参看杨富学、陈爱峰《西夏
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0—201 页。另外，竺沙雅章（Chikusa Masaaki）从黑水城发现的文书中分辨出一份辽藏佛教残片。参看其
《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汲古》（Kyuko）2003 年第 43 期，第 20—27 页。

2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73、83 页。更多有关夏仁宗对佛教艺术的赞助，参看林若泽《夏仁宗》。

3

更多有关夏仁宗统治时期的历史，参看邓如萍《西夏》，第 199—205 页。

4

比如，1189 年温家寺负责印刷罗皇后赞助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参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121 页；氏著《西夏出版研究》，
第 110—111 页。

5

史金波：
《西夏出版研究》，第 109 页。

6

史金波：
《西夏出版研究》，第 104—106 页；其他印经机构，参看第 102—104、106—109 页。

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彩图版 52（无
页码）；第 2 册，彩图版 3，黑白版见第 41—42、307—308 页。

8

底版参看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册，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第 82 页。

9

邓如萍：
《西夏》，第 205 页。两个中文版都有同样内容。参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 册，第 49、315 页。有关该寺的研究，参看聂鸿音《大度民寺考》，《民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94—98 页。研究表明西夏朝廷常常在重要的国家节日印施佛经。参看萨玛秀克《西夏王国的艺术》，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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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所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
经 TK81、82、83 西夏  

图3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所藏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
兜率天经 Hhb78 西夏

的译经事业规模宏大。1 此外，还做了其他形式的

以卷帘、栏杆、彩绘折扇式屏风装饰。中间正面端

功德，如供养僧侣及救济穷苦百姓、放生、赦免囚

坐的僧人最引人注目，其形象几乎是周围人的两倍

徒，法会一直持续了十天十夜。2 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小。据上部边界处的条状题记可知，该僧人即西

收藏一幅元代印制的《西夏译经图》（图 5）版画， 夏国师白智光。其为回鹘僧人，精通多种语言，自
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多元文化环境，过去已有很多前

1038 年起在汉文佛经翻译西夏文的工作中扮演重要

辈学者对其做过研究。3《西夏译经图》布局匀称， 角色。4
表现了一群僧人及俗人在大殿中译经的场景，大殿

这些文本及视觉材料使回鹘人在中古时期跨政

1

有关西夏时期佛经印刷事业的译人、校者、抄写者研究，参看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第 121—132 页。

2

完整发愿文录文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267—268 页。译者注：史金波先生此处录文，错将“七”录为“十”，可能与七七
斋会有关。
此带版画的元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为西夏文。另一件复制品见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册，第 88

3

页。研究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76—78 页；史金波：
《西夏译经图》，《文献》1979 年第 1 期，第 215—219 页。К.Б. 克平
（К.Б.Leping）、彭向前：
《西夏版画中的吐蕃和印度法师肖像》，《西夏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3—6 页；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
艺术史》，第 163—164 页。
题记可译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参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76 页。1038 年，夏国主李元昊任命白智光及其他

4

僧人翻译佛经。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更多有关白智光的研究，见邓如萍《白高大夏国》，第 65—67 页；夏安：
《黑水城出土
西夏文佛经木版画》，第 154—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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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K.K.C17.s

图6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说法图

权佛教印经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趋于明朗。回鹘僧人
以语言天赋及教法圆融著称于世，其被西夏及其他
政权争相迎请。1 据《辽史》载，1050 年，一位西夏
使臣将回鹘僧人作为礼物供奉给辽国。2 此外，德国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幅鲜为人知的回鹘文
佛经版画（图 6），表明回鹘人是佛教印施活动的供
养人。3 令人注意的是，其由吐鲁番一位回鹘商人赞
助。4 图像左上侧题记表明三位供养人可能是商人本
人及其往古父母。5 饶有趣味的是，此商人还可能于
1188 年左右，在金中都（今天的北京）赞助印施一
批佛经，还将一份带至位于中亚的故乡，并在那里
图5

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灵武出土元代西夏译经图

更多有关西夏回鹘僧人及回鹘文化的研究，参看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编：
《宋史研究论丛》第 5 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79—294 页；杨富学：
《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7 卷，2004 年，
第 338—344 页。

2

陈述、朱子方编：
《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001—1002 页；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49 页；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198 页。

3

在此感谢鲁克思（Klass Ruitenbeek）博士和王庆龄在获取版画图版时提供的帮助。

4

图版及研究见彼德·茨默（Peter Zieme）
《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
《丝路艺术及考古》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996 年第4辑，第409—424页（版画在pls.1/3/5）。中译本见彼得吉姆、魏文捷译《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
《敦煌研
究》2002 年第5 期，第33—36页。

5

该回鹘文题记中的名称翻译见茨默《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第 412—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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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了此回鹘文版画。1
在《西夏译经图》中，协助翻译佛经的众僧人

元代。帝师即皇帝的私人老师，负责教授、翻译、
编校佛典，当然，也主持佛教仪式。6 除帝师之外，

围绕译主白智光，其形象比白智光略小，每侧四位。 西夏王朝还聘请高级僧人担任国师、上师，均相当
由图像边界处题记可知有党项人，也有汉人。2 他们

于高级官阶的职务。7

坐于长条桌前，上置刷子、墨、书及纸。僧人后面

这些佛教精英留下了不少图像。比如，在敦煌附

站立一些俗人，很可能是助印佛经的信众。3 前面为

近榆林窟第 29 窟西壁绘画的僧人肖像 8，由题记可知

一男一女，身着皇室服饰，坐于安放数盘贡品的桌

为西夏国师党项僧人智海，其在西夏王朝后期非常活

边。由图像边界处题记可知，前者为盛明皇帝（夏

跃 9。其服饰及尖帽都带有明显的西夏特色。内着通

惠宗），后者为其母亲梁氏皇太后。总之，该版画提

肩衣，外罩由左肩斜向右肩腋下的袈裟。另外，在黑

供了有关西夏皇室赞助翻译佛经的重要信息。

水城发现一幅夹在藏式唐卡和汉式卷轴画间的僧人画

据文献记载，在西夏社会中吐蕃僧人地位最高， 像。10 其为西夏国的大师，画师运用线描技法表现其
回鹘僧人、党项僧人紧随其后，最后才是汉族僧人。4
夏仁宗迎请吐蕃大师都松庆巴（dus-gsum-mkhyen-pa，
1110—1193）担任其佛教事务的老师，然而，都松
庆巴拒绝了夏仁宗的邀请，不过却派遣弟子藏波巴
贡 却 森 格（gtsang-po-pa-dkon-mchog-seng-ge

稀疏的头发、胡须及前额、脖颈、眼圈处的皱纹。

三

西夏版画及其与其他印刷文化的
影响
黑水城出土绝大部分西夏佛经带有明显的汉式

1218）前往，后来该僧成为帝师。5 这是西夏王朝最

风格，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佛经版画具有很大相

高等级的佛教阶层，创建于 12 世纪末，一直持续到

似性。下文笔者试图将西夏佛经版画与北宋开封，

在此笔者认同党宝海对文书时代的推论。见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兼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
《敦煌吐鲁番研

1

究》第 4 卷，1999 年，第 103—125 页。李际宁：
《佛经版本》，第 118 页。茨默将此金代回鹘文佛经版画的时间推定在 1038 年，见其
《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第 413 页。
2

题记中人名翻译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76 页。

3

夏安：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木版画》，第 156 页。

4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48 页。
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西夏皇帝的喇嘛》（Lama to the king of Hsia），《西藏社会》（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1987 年总第 7 卷，

5

第 31—50 页；邓如萍：
《源自西夏的元代国师制度》，《亚洲学刊》（Asia Major）（系列 3）第 5 卷第 1 部分，1992 年，第 85—111 页，
尤其是第 96—97 页。夏安：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木版画》，第 136 页；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42 页。
6

邓如萍：
《源自西夏的元代国师制度》，第 99—100 页。

7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44 页。

8

译者注：此图位于榆林窟第 29 窟南壁东侧上方，而非西壁。或因西夏文题记翻译时，将信毕（西璧）智海错看成“西壁”才致以
讹传讹。参看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241 页。
图版见高春明《西夏艺术研究》，第 218 页；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第 1 卷，第 266—267 页；王静如：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

9

窟》，第 52 页。史金波认为智海是鲜卑裔党项人，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149 页。
10

图版见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238—239 页；关于此图的更多研究见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第 166、169—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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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B11.048

图8

龙树祖师像
（图 7 细节）  

现存北宋时期的图像，无论是原本还是邻国临

北宋、南宋杭州，11 世纪的辽国燕京（今天的北京）、
12 世纪的金国平阳印刷佛经进行比较，其相似性表

摹本，都与西夏作品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其很可

明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

能参照了当时的流行粉本或同行惯例，尤其是北宋

（一）宋印刷文化的影响

（图 9）、高丽版（图 10）《御制秘藏诠》版画。其著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汉文本西夏佛经《现在

述于宋太宗时期，很可能是《开宝藏》的一部分，
而西夏也曾获赠此版《开宝藏》。2 另外，西夏佛经

贤劫千佛名经》版画（B11. 048）
（图 7），精雕细刻， 版画中椅子上的椭圆形坐垫也让人联想到 1054 年北
表现了一位僧人坐于木椅之上（图 8），其与北宋时

宋宫廷雕版的禅宗四祖图像、现藏日本京都高山寺

期印施的大量佛经图像，尤其是宫廷印施作品存在

绘制于 13 世纪的禅宗六祖白描画像（图 11）。3 类似

联系。1 由题记可知，该僧人为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

僧人坐于精致木椅上的构图也保留在一幅木刻板的

派创始人龙树祖师，体现其教法的《般若波罗蜜多

背面（图 12），据说其出自河北巨鹿，是目前现存

经》在西夏也得以顺利印施。

于世最早的刻版之一，现为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斯

1

版画中间位置是罕见的场景：光圈中卢舍那佛为众菩萨、供养人集会说法。图版见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第 142 页图版
2.93—3。更多关于北宋时期龙树祖师的图像，见第 141—143 页。

2

图版见罗越（Max Loehr）《中国山水木版画：从御览到 10 世纪的印刷佛经》（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波尔纳普出版社，1968
年，图版 1。黄士珊：
《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53 页图版 28B；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396—399 页。最新研究成果，
见陈昱全《北宋〈御制秘藏诠〉版画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3

图版见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41 页图版 55。有关该图研究，参看小野玄妙（Ono Genmyo）《唐末
五代赵宋时代の佛教画 8》，《国华》（Kokka）1934 年第 524 号，第 186—187 页。简方庭（Jan Fontein）、穆尼·惠克曼（Money L.
Hickman）：
《禅画与书法》（Ze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波士顿艺术博物馆，1970 年，第 2—5 页。《高山寺展：明惠上人没后 750
年特别展览会》，朝日新闻社，1981 年，第 168—169、229—230 页；石守谦：
《古传日本之南宋人物画的画史意义——兼论元代的
一些相关问题》，《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5），1998 年，第 159 页；黄士珊：
《道教天、地、水三官图及南宋（1127—1279）视
觉文化的形成》，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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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宋御制秘藏诠卷 13

图 10

高丽副本御制秘藏诠卷 7

宾塞藏品。1
一些西夏佛经版画同样与杭州的版画也存在相
似性，杭州是当时最著名的雕版中心之一。西夏于
1146 年印施的六个版本汉文本《妙法莲华经》即是
佳证（图 13）。2 在第 7 卷末尾有题记：
“其日费饮食
之类，皆宗室给之”，表明该印经事业由夏仁宗赞
助。3 题记中也提及四名雕版工匠，两人为汉人：王
善惠、王善圆。4 由于在黑水城发现几个宋本《妙法
图11 日本京都高山寺藏禅宗六祖像

图12 美国纽约公共
图书馆藏最早的木刻

莲华经》，因而，工匠为西夏王室雕刻经版时很有可

版画（北宋河北巨鹿）

图版首刊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5卷《化学与化工》第一分册，钱存训：
《纸与印刷》，剑桥

1

大学出版社，1985年，图版1053c，刻板封面图像见图版1053b。在钱存训《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略评》也有涉及，
《装订源流
和补遗》，注解9，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156—157页。在此感谢莱斯大学的安德鲁·泰勒（Andrew Tayor）为笔者提供插图。
此批佛经六个版本相同，分别是卷一至卷四扉页版画的（TK1、TK15、TK3、TK4），卷六 TK10、卷七 TK11，见俄罗斯科学院东

2

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第 1、17、32、241、257、310 页。
西夏王朝早期已经将《妙法莲华经》翻译成了西夏文。流传的印刷品及写本，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160—161 页。
3

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425 页。

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卷，第 270 页。史
金波认为王善惠是汉人，见氏著《西夏佛教史略》，第 148 页。更多关于西夏刻工的多民族成分研究，见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
第 107—108 页；陈育宁、汤晓芳：
《西夏艺术史》，第 136、140、146、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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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能将其作为参照。1
据最新研究成果，西夏佛经版画与由晏氏、钱

西夏妙法莲华经卷 3

但一些独特的元素，如由屏风拱卫坐于讲坛上的说
法僧、带篱笆式房屋（图 13）前两位着蓑衣农夫的

氏雕刻的《妙法莲华经》版画（图 14）存在一致性， “牧归篱舍图”，同样出现在了杭州版画中（图 14）。3
晏、钱两家为北宋杭州最早进行商业化运作的刻工

故而，西夏佛经版画的设计者很有可能参照了杭州佛

家族。2 虽然西夏佛经版画显得画面简单，雕刻粗糙， 经版画。4 西夏考古材料中也有宋朝印施的佛经材料。

1

十个版本的《妙法莲华经》第 25 卷《观音菩萨普门品》（TK154、TK155、TK156、TK167、TK170、TK171、TK175、TK177）；
见索罗宁《西夏佛教木版画》，第 58 页。黑水城所出宋代文本研究，见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张其凡、范立
舟编：
《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94—406 页。

2

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414—420、424—425 页。

3

关于此杭州印刷品的研究，见崔巍《山东省莘县宋塔出土北宋佛经》，《文物》1982 年第 12 期，第 40—41 页；黄士珊：
《杭州早期佛
经残片》，贾晋珠（Lucille Chia）、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编：
《印刷时代知识与文本的产生：900—1400 年的中国》（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2011 年，第 135—165 页。

4

笔者在早期研究中因多臂尊像头光后的一丛长叶图像而将其认为是《大孔雀明王经》，见黄士珊《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47
页。在西夏《大密咒总持经》版画中有相似图像，参看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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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北宋杭州晏家雕版妙法莲华经卷 7

图 15

南宋王仪设计（图 14 细节）

比如，在黑水城出土一件《妙法莲花经》版画中就

4

有“杭州晏家”题记。1

屏风的高台上（图15），同样元素也出现在西夏《华

金灭北宋后阻挠西夏与南宋交往。即便与邻国

图中僧人坐于矮脚凳上，另有一僧坐于带书法或绘画

严经·普贤行愿品》版画（此后称华严经版画）
（TK98）

关系紧张，金国仍然在宋夏之间扮演中介的角色，商 （图16）中。5 后者精雕细刻地表现了善财童子参拜善
品通过傕场或者走私贸易得以流通。2 虽然史料缺载， 知识的场景，包括假山、植物及栏杆，令人不由联想
但通过直接比较西夏与南宋佛经版画，就能意识到前

到南宋《文殊指南图赞》
（图17）中相似的设计与题记。

者吸收了后者的佛经印刷文化。

该图由杭州众安桥附近的出版商——贾官人宅印制。6

笔者以南宋王仪设计的《妙法莲华经》版画为

除了前述相似性外，
《华严经》版画还有一些独

例。3 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通过比较不同时代而形

特的叙事图像。一个情节是佛教史中罕见的血写佛经

式相同的作品，建立起其与杭州印刷文化之间的联系。 场景。7 版画中善财童子将左臂割伤，流血于碗内。
关于此经的更多研究，见黄士珊《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46—147 页。此或许是参照晏家版画的西夏印刷品，见中国版画全集

1

编辑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33 页。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98—99 页；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第 110—119 页；王昆：
《宋与辽夏金间的走私贸

2

易》，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3

图版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妙法莲华经〉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5 年，第 19—21 页。

4

更多有关王仪设计版画的研究，见黄士珊《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47—154 页。

5

佛经末尾的发愿文表明其为皇太后罗氏为夏仁宗去世三周年纪念而印施。详细录文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 册，第 372—373 页。
更多有关此图赞的研究，见简方庭（Jan Fontein）《善财童子的朝圣之旅：中国、日本、爪哇〈华严经·入法界品〉图像研究》（The

6

Pilgrimage of Sudhana），莫顿（Mouton）出版社，1967 年，第 23—40 页。黄士珊：
《道教天、地、水三官图及南宋（1127—1279）
视觉文化的形成》（Triptych of Daoist Deities），第 127—128 页；奈良国立博物馆：
《东亚佛教》，奈良国立博物馆，1999 年，第 229、
263—264 页；宿白：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88、154 页。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
《中国的血书佛经》
（Blood Writing in Chinese Buddhism），
《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7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2000年总第23卷第2部分，第177—194页；余吉美（Jimmy Yu）：
《中国宗教的神圣与抗争：15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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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西夏 TK98）

图 17

南宋贾家文殊指南图赞

其后一文人坐于桌前，书写佛经。旁边题记为“刺血
为墨，抄写经典”，表明写经用的是特殊墨水——血。
黑水城出土一块《大方广佛华严经变相》（此后
称华严经变）版画残片（TK114）（图 18），为验证
西夏与南宋印经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1 图像表
现了美妙的华严宇宙莲花台藏世界海，其中很多小
型坐姿千佛，每尊都处于漂浮在海水中封闭的莲花
苞内。2 中间是善财童子参拜坐于华丽亭子中的一尊
佛的场景。此图像与普贤版画中的善财童子场景非
常相似（图 16）。
此《华严经》版画残片与一幅几乎不为学界
所知的南宋《梵网经》
（图 19，今后称《梵网经》，
图 18

黑水城出土西厦《大方广华严经变相》（TK114）

（接上页）（Sanctity and Self-Inflicted Violence in Chinese Religion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年。李际宁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一份明
代血书《观音经》，参看李际宁《佛经版本》，第 8 页。
1

有关西夏流行华严思想的研究，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156—157 页。

2

图版见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第 151 页图版 2.100。

3

图版见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55 页。《梵网经》内容见 T.24.1484，第 997—1003。现存朝鲜佛经版
画、日本佛经版画也参照同样粉本。更多有关《梵网经》研究，见金延美（Youn-mi Kim）《永恒世界：朝阳北塔》（Eternal Ritual in
an Infinite Cosmos: The Chaoyang North Pagoda），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5—6、96、10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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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日本京都西大寺藏南宋《梵网经》

现藏日本奈良西大寺）版画有很大相似性。 1 虽然

莲花意象是种创新，占据了图像中心位置。现在看

同样表现华严宇宙莲花台藏世界海，但《梵网经》 来其就像一艘无所不包的航母，载着乘坐在无数艘
却是部伪经，可能成书于 3 至 5 世纪间，表现了卢

封闭小舟内的无量化佛。我们都很惊叹于此由版画

舍那佛及莲花藏世界的无数化佛。 2 奈良西大寺版

艺术家创作的新构图，成为一个新范式，酝酿出相

画和《华严经》版画残片是现存最早的两幅表现莲

似的朝鲜、日本、中国图像。4

花台藏世界海的版画。
不同于北宋时期常见的表现方式，如王静芬及
其他学者研究的经变画、版画、造像，新模式则为

（二）辽的影响
历史学家已经探明了西夏、辽和宋的复杂关系。

水平式完整海边漂浮大莲花的卢舍那说法图。3 因而， 西夏与辽皇室的通婚、战争、贡赐、跨境贸易都是二
王静芬（Dorothy Wong）：
《东亚的华严图像》（The Huayan Painting in East Asia），郝清新（Imre Hamar）编：
《反射之镜：华严宗的视

1

角》（Reflecting Mirrors），哈拉索威兹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2007 年，第 341—342 页。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梵网经》中
表现的莲花藏世界与《华严经》阐释的华严世界并非一样。参看定方晟（Akira Sadakata）
《佛教的宇宙观：哲学及起源》（Buddhist
Cosmology），佼成（Kosei）出版社，1997 年，第 143—157 页。更多有关华严哲学研究，见弗朗西斯·库克（Francis H. Cook）《华
严宗：因陀罗网》（Hua-yen Buddhism: The Jewel Net of Indra），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有关经变画的研究，见霍熙亮《敦
煌地区的梵网经变》，敦煌研究院编：
《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188—215 页。有关莲花藏世界中的卢舍那佛及小型
千佛，见榆林窟第 32 窟及莫高窟第 454 窟的五代时期壁画，第 190、202—203 页。
王静芬辨别出了一些宋代之前的莲花藏世界图像，包括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一幅卷轴画，敦煌莫高窟第 12 窟、第 61 窟经变画，以及

2

日本东大寺（Todaiji）青铜佛造像莲花座。见其《东亚的华严图像》，第 338—344 页。金延美曾研究辽代的界主释迦佛造像，探析
洛阳龙门石窟唐代奉先寺卢舍那佛造像，见其《永恒世界》，第 91—100 页。
此范式尚需更多研究。类似南宋和西夏版画（图 18、19）的图像，见太监刘世芳整理的以杭州旧版为基础清代康熙时期（1662—

3

1722）新刻版画。中国版画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190 页。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唐代和辽代卢舍那造像的相
似性，但没有图片可与南宋、西夏版画对比。见金延美《永恒世界》，第 94—100 页。
杨浣：
《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1—15、136—159、227—235 页；杜建录：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

4

出版社，1995 年，第 110—128 页；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81—283 页；漆侠、乔幼梅：
《辽夏金经济史》，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37—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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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互动的表现。411世纪西夏与辽就在今天山西北部

竺沙雅章及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黑水城出土

的大同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开辟了傕场贸易。1 西夏与 《阿含经》文书与此前被认为是西夏，后来确定为
辽邦交初期，西夏就向辽派送回鹘僧人、金质佛像、 辽国燕京（北京）印施《阿含经》版本的区别 8，如
贝叶经等作为外交礼物。2 此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纪经·阿须伦品》（TK274）
一座辽代佛寺遗址中，发现一枚西夏文“天祐宝钱”， 版画残片（图 20），由题记可知为护法神王。9 此图
可见西夏僧人可能也参访了辽国寺院。3 随着西夏—

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所出未完成的版画相似（图

辽贸易开展，辽国信众也朝拜西夏佛教寺院宝塔。4

21）。10 因而，黑水城所出护法神王版画残片可能属

索罗宁对辽和西夏之间佛教往来的系列研究已经
表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容忽视。5 据其研究，西夏

于辽国版画。
竺沙雅章对辽国《阿含经》残片的探索使笔者

除了翻译辽国佛经外，甚至还印制了整部《契丹藏》， 联想到另一幅应县木塔所出《中阿含经》（图 22）。
讲授、传播禅宗、华严宗及密宗教派。6 诚如笔者所 《中阿含经》三十六卷，版画完整、精美，其与该塔
述，1062 年西夏皇室接收了以宋《开宝藏》为底本的

所出《大法炬陀罗尼经》第十三卷版画完全一致（图

新印《契丹藏》，作为编校西夏佛经的补充材料。7

23）11，表明此两幅应县版画共同参照了流行的西夏

1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82 页。

2

陈述、朱子方：
《辽会要》，第 1001—1002 页；杨浣：
《辽夏关系史》，第 152—153 页。

3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82 页；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西夏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28 页；张郁：
《呼和浩特郊区辽代佛寺废墟揭密》，《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 年总第 11 卷第 2 期，第 75—79 页。西夏文大
约在 1036 年前后开始运用；参看邓如萍《西夏》，第 182 页。

4

杨富学、陈爱峰推测辽国只是以宗教为借口，借参访佛寺之机侦察边境。参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199—
200 页。

5

索罗宁：
《辽对西夏佛教的影响》；
《西夏佛教一瞥》；
《辽与西夏间的佛教互动》。

6

索罗宁：
《辽和西夏间的佛教互动》。

7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0—201、205 页。黑水城所出其他辽国僧人所写佛经及注解见第 201—202 页。有关
《契丹藏》与《开宝藏》比较研究，见罗绍《“契丹藏”与“开宝藏”之差异》，《文物》1993 年第 8 期，第 59—65 页；徐时仪：
《〈开
宝藏〉和〈辽藏〉的传承渊源考》，《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45—50 页。

8

竺沙雅章讨论的两个版本《阿含经》为《增一阿含经》
（T.125）和《佛说长阿含经》
（T.1）；见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的辽刊本》，
《汲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1—203 页；府宪展：
《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
古》2003 年第 43 期，第 23—24 页；杨富学、陈爱峰：
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89 页。

9

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第 365
页。有关辽代的出版事业，参看王巍《辽代刻书事业管窥》，《装订源流和补遗》注解 9，第 259—264 页；杨效芳：
《应县木塔辽代
秘藏版画研究》，《五台山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8—43 页。

10 竺沙雅章：
《黑水城出土的辽刊本》，第22—23页；图版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19页。更多有关应县木塔的研究见郑恩准《应县木塔发现的七件辽代印刷品》，
《装订源流和补遗》注解9，第265—273页。
11 图版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 6、52 页。文本中都有“神坡云泉院”封印。更多有关应县木
塔所出辽佛经版画研究，见黄士珊《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421 页。另见来国龙（Guolong Lai）《扣岑（Cotsen）所藏辽代供养铜
镜》，
《扣岑所藏中国铜镜研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古迹考古》
（Monumenta Archaeological）2011 年第 2 期，第 25 卷，
科特森出版社，第 189—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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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辽代《长阿含经阿须伦品》护法神王（TK274）

图 22

山西应县木塔出土辽代《中阿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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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图 23

辽代护法神王

山西应县木塔出土辽代《大法炬陀罗尼经》卷 13

粉本。下面一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其还影响到后来

国的丝织品、铁器、马匹，双方互购马匹。5 他们

的版画设计。1

还交换一些从其他地方贩运来的商品，金渴望从西

（三）金的影响
在 12 世纪前，西夏因与金强大的对手——辽关
系密切，故而两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 1125

夏得到丝路沿线的香料、宝石、翡翠等物品。 6 同
样，金也会出售从南宋获取的茶叶、丝绸、稻米，
或许还有书籍。 7 此外还流行民间贸易与非法的走
私贸易。8

年金灭辽和北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随着边界线

考古发现可为文化之间的传播提供更多确凿的

的重新改动，金成为西夏的毗邻国家，两国关系迅

例证。在宁夏银川西夏宏佛塔发现了一件用于佛教

速升温。1154 年，西夏遣使金国，求取儒家经典和

仪式的旗幡，时代为 1190—1227 年。上有墨书发愿

佛经。2 从 1162 年至 1189，金每年都遣使西夏，庆

文，表明功德主为金国镇戎州（今宁夏固原）人赵

贺夏仁宗寿诞。3

仲及其家人，该地毗邻西夏边境。9

12 世纪，西夏与金两国的市场大部分位于边

就印刷品而言，金国印制的版画材料在西夏境

境线一带，即今天的山西北部、内蒙古和陕西。 4

内也有发现。经常被提及的是黑水城所出一件精美

这也是 11 世纪西夏与辽、北宋设立市场进行贸易

的单张印刷品《四美图》，其由金国平阳一户姬姓

的地方。绝大部分畅销品是西夏的宝石、猎鹰，金

出版商印制。该地位于山西南部，距离西夏边境不远，

1

从山西应县木塔所出少量辽代佛经版画，就可看到其风格与大多数西夏佛经版画并不一致。更多有关辽与宋代版画研究见拙文《媒
介转化与子模设计》，第 145—146 页以及拙著《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420—423 页。

2 （元）脱脱：
《金史》第 60 卷，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408 页。另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5 页。
3

刘建丽：
《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79 页。更多有关夏—金关系研究，见邓如萍《西夏王朝的
没落》，第 161—162、167、171—176 页。

4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63—99 页。

5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95—97 页；漆侠、乔幼梅：
《辽夏金经济史》，第 238—239、387—388。

6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95 页。黑水城所出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艺术品中有一串五颜六色的项链，用珊瑚、
玻璃、宝石等珠子串成。学者推测该项链源自遥远的阿拉伯国家。图版见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253 页。更多
研究见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宁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第 70—73 页。更多有关西夏在丝路贸易中扮演角色的研究，
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3—62 页；李学江：
《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91—96 页。邓如萍以著名的洪皓（1088—1155）旅行记《松漠纪闻》为证据，指出回鹘商人取道西夏前往金都燕京，西夏抽取运送
商品价值 10% 的商税；见邓如萍《西夏》，第 100 页。更多有关《松漠纪闻》的研究，见林航（Hang Lin）《蛮夷之旅：12 世纪洪皓
女真之行及其旅行记〈松漠纪闻〉》（A Journey to the Barbarians），《中国研究杂志》（Revista de Estudos Chineses）2013 年第 9 期，第
89—104 页。

7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98—99 页；女真（金）人抱怨与西夏人交换的宝石和翡翠毫无价值，见邓如萍《西
夏》，第 205 页。

8

王昆：
《宋与辽夏金间的走私贸易》。

9

孙继民：
《宁夏宏塔寺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注解 21）第 3 册，第 1038—1047 页，尤其是第 1041
页。更多有关宏佛塔旗幡的研究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6—207 页。更多有关宏佛塔及其他西夏时期佛塔
研究，见雷瑞泽、于春海、何继英《西夏佛塔》。

西夏佛经版画再探

295

图 24

敦煌莫高窟出土西夏观音菩萨普门品

是金国最著名的印刷中心。1 另外，珍贵的金国文书
《刘知远诸宫调》，可能也出自平阳，其让后世明乎彼
时流行的世俗文学。2 黑水城所出另一件金国佛教印刷
品文献是《心经》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誓愿品》。3
虽然现存金国佛教版画图像寥寥无几，但西夏
水月观音图像与金国版画有相似之处。4 其为敦煌
所出西夏图像（图 24）与现藏新奥尔良艺术博物
馆（New Orleans Museum of Art）的金国木造像（图
25）装藏《高王观世音经》版画（图 26）的参照材
料。5 在卷末有一方出版戳印“平阳府洪洞县经坊卫
家印造记”
（图 27）。然而，此卫家经坊本藉藉无名，
却也出现在著名的平阳印刷《四美图》出版名目里。
由 1173 年的发愿文题记可知，印造观音经一千卷的
供养人为耶律珪及其夫人大氏，耶律珪为洪洞县承

图 25

金代木雕观音像

印经模仿卷轴画的形式，封面和封底另以黑蓝色纸护封。此印经及其他早期印经均模仿绘画形制，见黄士珊《唐宋时期佛教版画》，

1

第 393—395 页。
更多有关《刘知远诸宫调》研究，见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剑桥中国文学史》第 1 卷，剑桥大

2

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41 页。感谢同事钱南修女士为我提供资料。
3

杨富学、陈爱峰：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第 206 页；史金波：
《西夏出版研究》，第 70 页。

4

关于此主题的更多研究，见夏安《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木版画》，第 63—77 页；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第 415—416 页；
樊丽莎：
《从出土文献看西夏的观音信仰》，《西夏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49—54 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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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周年献礼》；韩琦：
《美国发现的金刻本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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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山西平阳洪洞卫家经坊金代高王观世音经

图 27

山西平阳卫家经坊高王观世音经

安康，四恩三友，同登彼岸。2
据韩琦研究，金代木造像装藏另外两份佛教文
书，有一份为从未收入佛藏的《佛说生天经》
（图28）。
3

卷末珍贵的发愿文表明其时间为1155年，功德主为

长命村刘姓村民（图29）。图像表现了一幅地藏菩萨
站在地狱门口的场景。此图令人想起前文讨论过相似
的普贤版画（图16），其在宋代宗教艺术中也很常见。

（四）模式构图：背对观者的跪姿图像
1988 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B53 窟发现金国《华
图 28

金代佛说生天经

严经》残片（B53:1）
（图 30），可能与西夏汉文本《普

信校尉。1 发愿文还表明其印施佛经的两个目的：追

贤菩萨行愿经》版画有关（TK142）
（图 31）。4 大体

荐亡灵，愿超开天界；见存家眷，增延福寿，永保

而言，两幅图像中间位置均有一人背对观者，跪拜

1

题记的翻译见韩琦《美国发现的金刻本佛经》，第 212—213 页。

2

关于此主题的解析及其相关活动见汪悦进（Eugene Y. Wang）《法华经的塑造：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视觉文化》（Shaping the Lotus
Sutr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64 页。

3
4

韩琦：
《美国发现的金刻本佛经》，第 212、214 页。
重印情况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64、75 页。更多有关莫高窟北区石窟遗址发掘资料见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 卷，第 190—191 页；彭金章：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第 1 册，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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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金代佛说生天经细节

图 30

莫高窟北区石窟 B53 出土金代华严经

主尊佛。主尊可能是华严教主大毗卢遮那佛，其广

到中都弘法寺。2 虽然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但也

为人知的另一名号为“大日如来”。1 如果从背面看， 怀疑敦煌版画残片为金代的说法。文献表明，金藏
在跪姿菩萨像右侧还有一身相同的跪姿善财童子

在 13 世纪后半叶还有数次重印和补刻，其变化自然

像。此西夏佛经版画中的漩涡纹表明其为“眉明胜

也包括新制版画。3

音菩萨”。

敦 煌 所 出 该 件 文 书 的 断 代 需 要 提 前 大 约 100

敦煌本金国文书残片断代很难。李际宁以木板

年，应为 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印刷的北宋或辽国

刻工所刻文本构图入手，认为其为金藏（以《赵城

版画，其有现存最早可资参考背对观者的跪姿人

藏》著称于世）一部分。该经板于 1143—1173 年在

像。4 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龙兴寺印刷

山西解州天宁寺首次雕刻，随后于 1181 年前后流传

的《华严经》版画可能是金国和西夏最相似的潜在

两个经本中大日如来的宝冠、服饰、智拳印看起来相似。宝冠佛样式的大日如来在西夏佛经《华严经》版画（TK243）中能够看到。

1

来国龙文中讨论了相似的辽代图式，《辽代佛教还愿镜》（Liao-Dynasty Buddhist Votive Mirror），第 189 页。更多有关大日如来及《华
严经》的研究，见何恩之（Angela Falco Howard）
《大日如来图像》，博睿出版社，1986 年；王静芬：
《东亚的华严图像》；金延美：
《永
恒世界》，第 6—7 页。
李际宁：
《佛经版本》，第 104—118 页，尤其是第 117 页图版 49—50；另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图版 94 的

2

解说，第 32 页。由吐鲁番所出现藏德国柏林的数件佛经残片，学界推测金国佛经经西夏传至吐鲁番。详见茨默《功德主与题记》；
党宝海：
《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李际宁：
《佛经版本》，第 118 页。
3

扈时祥、扈新红：
《“赵城金藏”事迹考》。

4

山西省博物馆所藏 691 年石碑上浅浮雕涅槃佛，右下侧有一身背对观者的跪姿僧人图像。感谢卜向荣（Phillip Bloom）和汪悦进给我
提示此件材料。有关此石碑的研究见李琛妍（Sonya S. Lee）
《幸存的涅槃：中国视觉文化中的佛陀之死》，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 81—82 页。两个或两个以上背对观者的跪姿图像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第 12 窟、第 61 窟华严经变壁画中，但其在 9、10 世纪作品中
并不突出。见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61 窟》（五代），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年，图版 100；同
上《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9 窟》，
《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12 窟》（晚唐），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 年，图版 170。王静芬：
《东
亚的华严图像》，第 366 页图版 5；第 368 页图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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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西夏普贤菩萨行愿经 TK142

图 32

北宋七处九会

粉本（图 32）。1 该版画图像经典依据为盛唐时期翻

不能确定应县木塔所出两幅辽国佛经版画构图（图

译的《华严经》，图像表现了“七处九会”的场景。2

22、图 23），其很有可能印刷于 1003 年之前。3 这

在表现佛集会说法的九会场景中，五处参照了前述

一构图模式一直流传于元明清时期，甚至还远播高

西夏和金国的相同粉本。龙兴寺图像构思巧妙，既

丽和日本。4

非敦煌本残经也非西夏例证——用两个三角形图案

如果我们超越《华严经》的图像范围，就会发

勾勒出跪者袍服下的双脚轮廓。相比之下，虽然还

现跪姿者图像可能反映了职业工匠在工作坊采用的

1

林柏亭：
《大观：宋版图书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 年，第 200—207 页；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
《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36 页。

2

有关这一主题的敦煌图像（壁画和绢画）研究见王静芬《东亚的华严图像》，第 338—344 页。

3

关于此应县版画图像的讨论见来国龙《辽代佛教还愿镜》，第 189—191 页。

4

元、明、清的例子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17—119、123、127—128、130、132、134—136、175、187、195、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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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除了版画外，此构图模式也出现在晋南地区
宋元时期寺院壁画中，其中最早的是 1096 年北宋时
期高平开化寺的佛说法图（图 34）。4 另外，陕西耀
州圣帝东庙 1102 年北宋道教《太上说九幽拔罪心印
妙经相》石刻上也出现了相似图像（图 35）。5 除了
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早期印刷本和壁画形式的佛教图
像外，此处是道士跪在供奉三清天尊像供桌前的道
教图像。另一可资比较的图像是元代稷山青龙寺壁
画中立姿僧人向供奉的毗卢遮那佛鞠躬。6 卜向荣指
出：
“此跪姿者像是信徒的化身……一个告知信众如
何供养崇高佛祖的模范。”7 借用其观点，辽、宋、
图 33

西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标准化构图模式。1 从西夏佛经版画到文殊山石窟中
的西夏壁画，均出现了《华严经》中根本不存在的

西夏、金版画中出现的跪姿者图像，或也对凝注佛
经扉页版画的观者起了指引的作用。

结语 西夏印刷文化在元初杭州的遗留

跪姿者的图像。2 跪者身份或为菩萨，或为僧人。如
在一幅西夏设计者根据藏传图像风格设计的《圣妙

最近，元代西夏佛教印刷文化的研究为未来开

吉祥真实名经》版画中就出现了一位跪姿僧人像（图

辟了新方向。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艾鹜德《蒙古及

中古时期作坊在绘制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卷轴画、佛经版画的个案研究，见夏南希（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朱好古再

1

探：晋南佛道寺观壁画风格时代新探》，《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1987 年总第 48 卷，第 1/2 部分，第 5—38 页；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
（Ten Thousand Thing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 年；雷德侯：
《地狱十王》
（Kings of Hell），《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艺术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年，第 191—219 页；胡素馨（Sarah E.
Fraser）：
《构造视觉：中国及中亚地区佛教壁画的绘制（618—96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 年；李清泉：
《粉本：从宣化辽墓壁
画看古代画工的工作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 年第 1 期，第 36—39 页；孟嗣徽：
《元代晋南寺观壁画群研
究》，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黄士珊：
《从永乐宫壁画谈元代晋南职业画坊的壁画制作》，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 年；黄士珊：
《媒介转化与子模设计》；黄士珊：
《唐宋时期佛教版画》。
2

有关万佛洞壁画，参看施爱民《文殊山石窟万佛洞西夏壁画》，《文物世界》2003 年第 1 期，第 57—59 页。

3

图版见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268 页。

4

有关北宋壁画，见中国寺观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寺观壁画全集》第 1 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70 页图版 110。感
谢洪知希（Jeehee Hong）提示笔者注意这些材料。青龙寺壁画图版见前书第 2 卷，第 34 页图版 9。

5

图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41 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75 页。

6

图版见戴晓云《佛教水陆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32 页。

7

卜向荣：
《神祇之位：水陆斋会及宋代（960 —1279）佛教视觉文化的转化》（The Water-Land Retrea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sual
Culture of Song-Dynasty ［ 960 —1279 ］Buddhism），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249 页。尤其是其对大足宝顶山石窟南宋时
期的圆觉洞中华严诸尊前跪姿菩萨像的解析，第 363—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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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北宋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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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百科全书》载，在蒙古人攻占中幸存下来
的少量西夏人，在新生的蒙元政权中跻身于最高阶
层——色目人。在 14 世纪初，西夏人已经跻身于高
贵的统治阶层。1 较为学界熟知的 1340 年完成的居庸
关云台（广为人知的“过街塔”）上雕刻的多民族文
字即是此变化的证据。西夏文字占据了石龛大部分
空间，在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梵文中
显得格外突出。2
现在我们已经知晓先前被认为是西夏时期的印
经是元代杭州作品，包括著名的 1917 年发现于宁
夏灵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慈悲
道场忏罪法》版画（图 36），时间是 1302 年。3 图
像右侧边框处有珍贵的刻工俞声题名（图 37），其
也参与了 1277—1290 年《普宁藏》经板的雕刻。4
饶有兴趣的是，研究者认为其雕版参照了早期的西
夏范本。5 灵武佛经版画数次作为明清时期印经和
版画的粉本（图 38），证明此西夏图像长期盛行，
广受关注。6
图 35

陕西耀州圣帝东庙太上说九幽拔罪心印妙经相

《慈悲道场忏罪法》是佛教忏悔仪式文本，据

1 艾鹜德（Christopher P. Atwood）：
《蒙古及蒙古帝国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纽约档案公司出版社，
2004 年，第 591 页。
宿白：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 年第 4 期，第 13—29 页，尤其是第 21—26 页。

2

图版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93 页。西夏文前言的汉译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240 页。黑水城

3

出土《慈悲道场忏罪法》残片研究见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9 册，第 1739—1741、1743—1744 页。
王菡：
《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 年第 1 期，第 111—118 页，版画边框处和附属文本中刻工名讳介绍

4

在第 114—115 页。在白云宗主道安和盐巴、杨琏真伽、管主八等僧官的赞助和支持下，《普宁藏》得以于 1277—1290 年刊刻。见李
《元代
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316—345 页（版画上的手迹介绍在第 330 页）；丁国范：
的白云宗》，元史研究会编：
《元史论丛》，第 4 卷，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73—182 页；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
《中国宋元
时期的白云宗》（The White Cloud Soct in Sung and Yuan China），《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2 年第
42 卷第 2 部分，第 615—642 页。
俄罗斯藏一件相似但尚未确定的版画，见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第 163 页。该图像的时代尚需更多研究，与中国国家图

5

书馆藏版画相似的一幅图像收藏在大英图书馆，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83 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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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云南水目寺 1545 年版画和北京响铃寺 1652 年重印图像，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161、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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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元代俞声刊慈悲道场忏罪法

说起源于梁武帝在宝志公禅师建议下兴修法会。1 忏

想要明白为何元代

罪仪式为了追荐梁武帝去世的皇后郗氏，其因生性

参照西夏范本的佛经版

善妒而遭报应，死后变身蟒蛇。此仪式即为其超度， 画在杭州印刷，我们需
使其再返人身，最终能够往生天国。
版画左侧的叙事式图像将此故事表现得栩栩如生

要追寻西夏灭亡后移居
江南的西夏僧人。2 国师、

（图34）。在一座以山水画屏风装饰的宫殿中，梁武帝

帝师杨琏真伽、管主八

与宝志公禅师相对而坐，注视着郗氏的两次变身：第

等西夏佛教精英人士 3，

一次是盘绕在殿内地砖上的蛇；第二次是乘云飞升， 在 13 世纪末、14 世纪初
身着华服的贵妇。

都曾布施供养三部大藏

图 37

慈悲道场忏罪法（图 36
细节）“俞声刊”题记

1

有关此文本的研究见杨志高《中英两国的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藏卷叙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总第 31 卷第 1 期，
第 73—81 页。此十卷本《慈悲道场忏罪法》，见 T.45.1909:922—926。据说梁武帝是水陆斋的创始人。最新有关此仪式的宋代佛教
视觉文化研究见卜向荣《神祇之位》。有关梁武帝对佛教仪式的赞助见陈金华《梁武帝内道场中的无遮法会》，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2006 年第 66 卷第 1 部分，第 43—103 页。

2

忽必烈可汗打压禅宗，任命女真僧人亢吉祥、西夏僧人杨琏真伽及其他非汉族僧人主持佛教事务，支持藏传佛教等宗派。见陈高华
《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伽》，《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 6 期，第 160—166 页。更多有关元代西夏人研究，见史伯岭《咱米桑杰
扎巴（Rtsa-mi lo-tsa-ba Sangs-rgyas grags-pa）与早期蒙古—吐蕃关系中的西夏因素》，《6 世纪西藏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 2 卷，奥
斯陆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中心，1994 年，第 801—824 页；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97—211 页。

3

更多有关杨琏真伽研究见陈高华《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55—63 页。更多关于管主八
研究见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西夏学》2006 年第 1 期，第 125—131 页。陈怀宇：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
馆藏敦煌吐鲁番写本文献》，《东亚图书馆杂志》2010 年第 14 卷第 1/2 部分，第 1—208 页；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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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1545 年云南水目寺慈悲道场梁皇宝忏，引自《中国版画全集》

经（《河西字大藏经》
《碛砂藏》
《普宁藏》）的印刷。 经〉》功德主（图 39），该经版画题记称之为“永福
1

绝大部分佛经由在杭州孤山一带两座南宋道观遗址

大师”。3 据推测，该版画在杨琏真伽离任的 1291 年

上重建的万寿寺印刷。2
杨琏真伽在 13 世纪末担任管理江南宗教事务的
最高僧官江南释教总摄和江南释教总统，其事迹在
文献中多有记述，被后世认为是元代政治史和宗教
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其为《碛砂藏〈华严

前完成。4 学者已经注意到，其与山西省图书馆藏《普
宁藏〈解脱道论〉》版画非常相似，只不过后者的功
德主是吐蕃僧人胆巴。5
该版画值得做进一步的深究。图像左侧是一座
寺院，一群僧人在寺院前方的长条桌上校对佛经。

（接上页）
《普林斯顿大学所藏西夏文〈华严经〉卷七十七译注》，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2011 年总第 81 卷，总第 83 卷，
第 1—48、5—36 页。也有学者认为管主八是吐蕃贵族管氏家族的藏人，见李克璞《“管主八”新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
年第 2 期，第 40—46 页。除杨琏真伽和管主八外，过去研究还涉及另一位西夏僧人沙啰巴，其在 1310—1313 年因翻译《普宁藏》中
的六种佛经而著称，参看贾晋珠《〈碛砂藏〉及其后继者》，吴疆、贾晋珠编：
《佛宝东渐：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形成与演变》
（Spreading
Buddha’s World i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待刊；福赫伯（Herbert Franke）：
《沙啰巴（1259—1314）：一位元代的西夏僧人》，
Gert Naundorf、卜松山（Karl-Heinz Pohl）、汉斯·赫尔曼·施密特（Hans-Hermann Schmidt）编：
《东亚的宗教和哲学》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cien），维尔茨堡（Wurzburg）konigshausen and neumann，1985 年，第 201—222 页。关于另外一位元朝政府任命的
西夏学者，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204 页；熊文彬：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第 74 页。
1

更多有关此印经事务参看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 252—374 页；李际宁：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文献》
2000 年第 1 期，第 139、151—152 页；贾晋珠：
《〈碛砂藏〉及其后继者》。

2

陈高华：
《略论杨琏真加》，第 57 页；氏文《再论元代僧人杨琏真加》，第 168—175 页。

3

图版见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95 页。

4

贾晋珠：
《〈碛砂藏〉及其后继者》。

5

李富华、何梅：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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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14 世纪早期碛砂藏华严经

一块上书“万寿殿”的匾额表明该寺是佛经印刷活

福大师”尊号。管主八以主持布施和供养印刷《碛

动的核心场所。校对佛经的场景不禁让人想起前文

砂藏》和《河西字大藏经》著称于世。据《碛砂

已经讨论过的《西夏译经图》（图 5）。二者皆呈倒 V

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尾题记（1306）（图

字形构图，两排僧人以顶点处的译主为中心分列两

40），管主八印刷佛经施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夏故

侧。两幅版画很有可能先后均在杭州印刷。就图像

地——宁夏、永昌。2 其印施《华严经》《梁皇宝忏》

风格而言，
“万寿寺”图像与《慈悲道场忏罪法》版

各一百多部，《焰口施食仪轨》一千多部。《梁皇宝

画汉式风格明显（图 36），其与《普宁藏》
《碛砂藏》 忏》可能是指《华严道场忏仪》。3 敦煌莫高窟北区
《河西字大藏经》中九分之八的版画中反复运用的藏
式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1
管主八是另一位在元初主持印施佛经事务的西
夏僧人，其曾担任松江府僧录，元朝为之加封“广

石窟考古发掘的佛经文书残片为此题记提供了支持。
管主八作为功德主的敦煌文书残片被放置在甘肃沙
州的文殊师利塔内。4 马可波罗称其在这一地区曾见
过由西夏人供养的佛教图像。5

1

宿白：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 年第 10 期，第 67 页。

2

王菡：
《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第 112 页图版 1。

3

据史金波先生研究，《华严忏仪》由西夏僧人编写而成，见氏著《西夏佛教史略》，第 102 页。另一位学者则更进一步直接将该僧人
考定为慧觉，参看崔红芬《僧人“慧觉”考略——兼谈西夏的华严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53—55 页。此处的题
记参照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参看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第 112 页图版 1。

4

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 册，第 38 页。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江苏古籍出
版社，2002 年，第 104 页。

5

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roff）：
《马可波罗游记》，利夫莱特出版社，2002 年，第 74 页；另可参看汉斯·威格尔（Hans
Ulrich Vogel）
《马可波罗在中国：来自货币、盐业和税收的新证据》
（Marco Polo Was in China），博睿出版社，2012 年，第 411 页。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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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碛砂藏 1306 年大宗 图 41

           地玄文本论卷 3

普宁藏大集譬喻王经

     

据熊文彬及其他学者研究，杭州印刷的《普宁

42）即是佳例。2 宝座顶部以正面鸟首装饰、人物形

藏》《碛砂藏》和《河西字大藏经》参照的版画粉

象的波浪纹眼睛、菩萨的三角形头冠以及两侧人物

本都带有浓厚的藏式风格，这又反过来支持了元代

大体 3/4 面像的表现形式，都让人联想到西夏佛经版

沿用西夏艺术的论述。1 出现在数卷《普宁藏》（图

画艺术中显著的藏式风格（图 43）。3

41）、《碛砂藏》以及部分西夏文佛经中的版画（图

然而，藏式风格也有不同形式。比如，西夏佛

上页）孔德翊、贺亭：
《西夏祭祀初探》，
《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第61—65页；庄延龄（E. H. Parker）：
《马可波罗的西夏之行》，
《东
方学、殖民地、皇家和亚洲通讯》1901年总第11卷第21期，第128—139页；第22期，第363—378页；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147页。
学者已经考证出这些版画中使用了十种粉本，参看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续），第 89—93 页；史托德（Heather

1

Stoddard）：
《早期汉藏艺术》（Early Sino-Tibetan Art）第 2 卷，曼谷（Bangkok）兰花出版社，2008 年，第 43—49 页；葛婉章：
《辐射
与回向：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石守谦、葛婉章：
《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 年，
第 265 页，注释 108。
此处版画属于《普宁藏》中的《大集譬喻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看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2

100 页。西夏文的版画为西夏文《悲华经》文献，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B.11.049［3.17］，参看史金波、陈育宁《中国藏西
夏文献》第 5 册，第 219—220 页；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
《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101 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同样版画的另外两
种西夏文佛经，编号为 B.11.050［4.01—4.02］、B.11.051［第 7 件］，图版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
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5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63—264、315—316 页。李志田在山西太原崇善寺发
现带有相似版画同为《普宁藏》的《大宝集经》，另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碛砂藏》中也有相似版画，见中国版画
全集委员会《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50 页图版 149。
比奥特罗夫斯基：
《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268 页；中国版画全集委员会：
《中国版画全集》第 1 卷，第 41、80 页；史托德：
《早期

3

汉藏艺术》，第 38 页图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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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元代西夏文悲华经

经版画中的人物形象躯体瘦长，细腰，薄衣贴体的

工对本民族审美更加熟悉，希望以圆脸、稍厚重的

服饰特征与元代版画决然不同。藏式风格的粉本被

服饰来表现人物形象，脱离了其本该遵守的粉本。2

杭州的画工和雕版刻工添加了汉式元素。1 学界已经

除了活跃在元朝统治阶层极富权势的喇嘛杨琏

考证出参加佛经及版画事务的汉人刻工陈宁、画匠

真伽和管主八外，名气稍逊的西夏僧人光明禅师李

陈昇、众安桥附近的杨家经坊。由于汉族画工及刻

惠（慧）月在 13 世纪末也对佛经及版画的印刷做出

1

熊文彬：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续），第 93 页。

2

有关杭州印施《碛砂藏》活动的参与者，参看贾晋珠《〈碛砂藏〉及其后继者》；宿白：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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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普宁元代不空羂索心咒王经

图 44   元代不空羂索心咒王经释迦佛灵鹫
山说法图

了突出贡献。1 在有关他的经典研究成果中，李际宁

色纸质《华严经》（图 45）。4 卷 71 版画图像右侧边

认为李惠（慧）月是西夏灭亡后从北方流落江南的

框处一棵松树，其下放置珠光宝气的聚宝盆，显得

西夏遗民。2 由题记可知，现存 13 世纪晚期的印刷或

格外引人瞩目，左侧是以山水画为背景的善财童子

手抄带有功德主李惠（慧）月名字（或尊号）的佛

参拜之旅，极富李成和郭熙的山水风格特征。日本

经至少有十四件，其中部分带有精美的版画。3 比如， 学者神田喜一郎首次刊布此精致版画，其注意到一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普宁藏〈不空罥索心咒王

则重要题记：
“杭州路奉溪界峰画士沈镜湖同男应祥

经〉》（图 44）卷末题记表明，捐资印刷该经的功德

绘画《华严经》像八十一卷”，表明沈姓父子的创作

主是光明禅师。最后也很重要的是，日本京都国立

也参照了杭州地区的专业版画。神田甚至怀疑此件

博物馆藏 1298 年李惠（慧）月组织书写的一批靛蓝

雅致写经是以写经闻名于世的高丽写经僧之作。5

有“李惠（慧）月”名号的题记及封泥，参看李际宁《佛经版本》，第 143 页图版 61；王菡：
《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第 116 页

1

图版 4—5。
李际宁：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氏著《佛经版本》，第 141—147 页。判定李惠（慧）月即光明禅师最明确的题记出现在

2

尚未完成但注解详细的《华严经》，该件文书时代为 1291 年，靛蓝色纸书写。完整的题记翻译见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3 卷，京都同朋舍，1984 年，第 428 页。李际宁：
《佛经版本》，第 142—143 页。关于蒙元统治时期西夏人情况，参看邓文韬《元
代西夏遗民纳怀事迹补考》，《西夏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55—59 页；邱树森、陈广恩：
《元唐兀人星吉生平考论》，《西夏研究》
2013 年第 1 期，第 3—9、52 页。
3

李际宁：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4

关于该批佛经的经典之作，参看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3 卷，第 427—436页。图版见第 430—431 页间未编页码的几页。
“李惠（慧）月”出资书写的佛经文献还包括一份靛蓝色纸质金书《华严经》
（无版画）；参看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第 98—101 页；
陈炳应：
《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文物》1979 年第 5 期，第 92—93 页。译者注：陈文刊自《文物》1989 年第 5 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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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田喜一郎：
《神田喜一郎全集》第 3 卷，第 432—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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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1298 年华严经版画

总结前文，本研究以 20 世纪以来宁夏、甘肃等

显清晰。西夏的佛教视觉文化遗产，亦反映在元初

地发现的西夏佛经版画为主要材料，重新探索西夏

由活跃于宫廷及江南地区的西夏僧人所主持、印施

视觉文化与周边文化（包括宋朝及中国史上其他的

于杭州的佛经及扉画作品上。佛经版画研究所见西

所谓征服王朝，如辽、金、元等）的关系。透过视

夏多元的视觉文化，为中古中国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觉分析来检验西夏及其他地区佛经版画共同使用的

西夏在中国视觉文化史上原本趋于边缘的地位亦应

图像粉本，使其在各文化圈的制作、传播与交流更

被重新评估。1
（本文译自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编《浙江大
学艺术与考古研究》2014 年第1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第
129—182页。
）

1

译者注：本段内容非原文所有，由黄士珊老师亲自改写自原文摘要部分，译者略作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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