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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意义

⊙ 刘永明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透过对敦煌区域道教的研究来看在初盛唐时期、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时期

三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敦煌道教的复杂历史命运及特点，并揭示其对于中古道

教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其次，在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基础上看道教的特点，并揭示道

教在西北地区维系本民族团结、导化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走入中国文化大家庭、接引

佛教中国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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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永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敦煌道教文献作为反映中古道教及相关问题的重要材料，可以展开多重视角的研究，经

过海内外学者的长期努力，现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A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对中古道教史乃

至对中古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日益凸显出来，也向为学界所重。B 本人则更加关注敦煌区域道

教的研究，力图通过对敦煌地区道教存在实况的考察，反映中古道教的历史及其特点。需要

首先说明的是，出自莫高窟佛教洞窟的道教文献，其数量有限且其留存具有绝大的偶然性，

远远不及佛教文献之丰富与全面，所以对于敦煌区域道教的研究而言，虽然也有着其他地区

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要得到全面系统的认识是较为不易的。另一方

面，通过多种材料的结合运用和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依然可以得到不少可喜的收获，也

能够以小见大地看到这一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即结合已有的研究，对敦煌区域道

教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作一简略的讨论和思考，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敦煌区域道教研究对中古道教研究的意义

敦煌道教文献及相关文献所反映的敦煌区域道教的历史，主要对应于唐五代到宋初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敦煌地处民族交融的西部地区，其区域历史的演进既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密切

相关，但又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并不一致，这里曾经历了从统一于中原王朝到长期战争与割据

的特殊历史，在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道教的起伏变化既是整体道教的组成部分，同时又

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具体而言，这种特殊的时空背景就是，初盛唐时期，敦煌处于唐王朝

大一统的统治管理之下 ；安史之乱后，一度处于吐蕃统治之下（786— 848）；中晚唐经五

代到宋初时期为敦煌归义军时期（848— 1036）。这三种全然不同的客观历史环境，对道教

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之呈现出三种全然不同的状态。简言之，初盛唐时

期，敦煌道教因官方扶持而经教道教兴旺 ；吐蕃时期，经受吐蕃政权的打击而并未消亡，道

教走向民间，而道教术士创造并运用隐秘方术投身于汉族军民反对吐蕃入侵的行列 ；归义军

时期，道教从吐蕃统治下解脱出来但未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在佛教更为繁盛的局面下，经

A　 关于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而以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 年版）最具代表性，整理道教文献计 800 余件，成为相关研究必须的基本依据。

B　 可参林雪玲 ：《敦煌道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敦煌学》第 24 辑 ；刘屹 ：《论二十世纪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敦煌吐鲁

番研究》第 7 卷，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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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道教处于弱势，道教在自由发展中走向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道路。具体内容丰富，状况较

为复杂。

（一）初盛唐时期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可以确认的道观有六处 ：即灵图观、龙兴观、紫极宫、冲虚观、开

元观、神泉观。可以获知的是，灵图观、龙兴观、开元观、紫极宫的设立均受朝廷诏命所

为。A 更早时期，唐高宗曾三次诏命各州建道观，这与敦煌地区道观的设立也必然有关。而

每次设立道观往往还会诏命度一定数量的道士。在敦煌道经中，有不少经卷为朝廷的官方写

本，也有敦煌道士赴京师抄经，等。而反映道教传法度人实况的清信弟子经戒传授文本，既

有出自本地区的，也有来自外地的，其内容则完全相同。这些既说明了敦煌道教与内地道教

联系的紧密，更说明敦煌道教的发展和繁荣主要是得力于唐王朝的支持，也说明唐朝的道教

政策能够有力地贯彻于敦煌以远地区。换句话说，敦煌道教一同内地，可以视为唐代道教的

缩影。相应地，通过对清信弟子经戒传授文本与传授科仪的考察所得到的认识，其意义也当

不限于敦煌地区而是更加广泛。通过考察可知，唐代道教传授科仪遵照的是北周武帝主持编

纂的《无上秘要》“御制新仪”，其中反映了统治者企图建构国家道教的政治意图 ；而具体的

传法度人活动也能够遵照这一经典科仪的规范进行 ；唐代道教的发展与繁荣，与其对北周所

建构的国家道教的继承推广密不可分，一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隋唐制度源于前朝之例。B

至于道教的斋醮法事活动，敦煌文献中恰恰留下了一组重要资料，几份残卷所录共计有

三十余则斋醮法事活动中所使用的范文，这也应该是反映中唐以前道教法事活动最集中的一

批资料，不见于传世文献。最典型者为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具体包括斋愿

文、邑愿文、亡考妣文、亡师文、女师亡文、僧尼亡文、当家平安愿文、病差文、征回平安

愿文、兄弟亡文、夫妻亡文、亡男女文、亡考文、回礼席文、东行亡文、岁初愿文、亡孩子

文、入宅文、造宅文、斋法、报愿文等二十几份法事范文，这些范文的来源亦不限于敦煌一

地，系敦煌与内地通用的法事范文。从范文所示内容可知，唐代道教的法事活动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每年常规的斋事活动，主要有六月斋、十直日斋、三元斋、年初献岁 ；一方面是专

门为亡人追福的活动，主要有七日斋、百日斋。另外还有因事而设的斋愿活动，如关于造宅、

入宅、病差等方面的活动。相应的供养行为、法事流程等均有反映。与道教典籍相对照可知，

唐代敦煌乃至全国各地均能够按照南北朝以来灵宝经和《无上秘要》所规定的斋醮科仪进行

法事活动，当然微小的变化一定会有。P.3562V 文书所见斋事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唐代灵宝斋

法的实施范例，丰富了我们对唐代道教活动的具体认识。C

（二）吐蕃统治时期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盛极而衰，河西乃至西域地区渐次为吐蕃攻陷，而从 786 年开始，

敦煌地区陷入长达 60 多年的吐蕃统治时期。吐蕃统治下的整个河西地区，推行的是吐蕃化政

策，强迫汉人衣胡服，学蕃语，赭面纹身。显然，道教不仅属于中土汉文化，更是代表着以

太上老君子孙自居的李唐王朝的精神信仰，与唐王朝为敌的吐蕃信奉的是佛教，道教不可能

被支持和推崇，而道冠、道服、道言也难为强行的胡服、蕃语政策所容，所以道教只能是被

A　 灵图观系唐乾封元年 (666 年 ) 因上瑞石而奉命所建，龙兴观系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因大唐中兴奉诏所建，开元观为

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 ) 奉唐玄宗命于本地选取形胜俱佳的道观改名而来，紫极宫系天宝二年（743 年）奉诏由玄元皇帝庙

改名而来。

B　 刘永明 ：《敦煌本〈十诫经〉考论》，《历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C　 刘永明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与唐代的敦煌道教》（一）（二），《敦煌学辑刊》2013 年第 4 期、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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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消灭或者打击压制的对象。不过这一时期的任何文献中，却没有留下吐蕃消灭道教的直

接证据，但同样也几乎没有留下道教存在的直接证据，包括道观、道经、道士等等，这种结

局只能与道教遭受打击压制乃至取缔消灭相一致。这也是学界一般认为吐蕃时期道教不存在

的原因所在。不过仔细搜寻蛛丝马迹并综合分析相关资料，我们对这一时期道教的命运与状

态依然能够窥其一斑。姜伯勤曾透过文书所载“沙门亲表部落”释证了道教之不亡，A 我们

还发现道教不亡的典型材料 S.2729v《悬象占》和《太史杂占历》，这是一份抄写于吐蕃统治

敦煌时期的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地方性占卜文书，《悬象占》的内容是关于武威、酒泉、张

掖、晋昌（即瓜州，天宝元年即 742 年置）、敦煌等河西五州所要发生的天灾人祸、尤其是

关于战乱的预测，对应有解除种种灾祸的五星道符和咒语 ；《太史杂占历》也是性质相同的占

卜书。从分析可知，S.2729v 文书的内容当产生于盛唐以后河西地区吐蕃与唐朝争夺不断的年

代，其间唐蕃之争十分激烈，而种种历史惨剧的重复上演在宗教术士手中很容易被加工成一

套神秘的术数说辞，从而创造出一套占卜预测之法，并附会一套道教术士最擅长的符咒禳解

之术。该占卜术的作者也当是河西地区的道教术士，作者不但熟知这一时期河西战乱的历史，

并关注乃至参与了相关军事活动。占卜术以保卫河西五州为宗旨，对吐蕃侵略者称之为“蕃

贼”，并告诫占卜术密不外传，这些均反映了道教反抗外敌入侵，保卫河西五州地方平安的立

场。显然，他们和反吐蕃入侵的汉族军民是站在一起的。这对我们认识唐蕃争战局面下河西

等地区的道教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另外，我们从吐蕃时期敦煌历日以及中土传统信仰习俗的一些遗存方面，还可以窥测到

传统信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道教存在的一些信息。吐蕃时期汉人尚能使用自编历日而不是

奉行吐蕃历法，这说明中土文化未被完全禁绝，而是尚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汉民族传统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而历日对于中原王朝的子民而言，实具有正朔奉行的

政治象征意义，故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敦煌汉人的政治态度。历日中的祭祀、解除、

镇宅，尤其是甲子日书符等方面的宗教指示，为民间层面与道教相关活动的存在留下了空间。

《康再荣建宅文》是反映吐蕃时期粟特人的历史状况及这一时期敦煌地区信仰习俗的珍贵文

献，这次活动本身应当属于普通礼俗性的发愿行为，但其中所反映出的诸多对中土传统的神

灵、神煞的信仰及相关的天文星象、术数占卜等内容却与道教密切相关，也同属于道教文化

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折射出了与道教相关的信仰习俗在当时存在的可能性。B

（三）归义军时期
张议潮于 848 年发动起义，赶走了吐蕃统治者，敦煌重回中原王朝怀抱，直到 1036 年西

夏攻灭敦煌并占有河西地区，这一时期属于归义军时期。但由于唐王朝日渐衰落，无力西顾，

归义军政权逐渐走向半独立状态。这又成为敦煌道教存在的一个特殊背景。同样由于材料所

限，要直观地说明这一时期的敦煌道教，也比较困难。但结合众多材料综合研究，依然能够

得到大致的认识。从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教道教角度看，首先较为明确的是，归义军时期有道

教斋醮法事活动存在，前述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的形成并非一人一时，但最

后抄录时间显然在归义军时期，又通过考察可知，其中“东行亡文”和“报愿文”是归义军

时期道教活动的产物，指导法事活动流程的“斋法”也抄录于这一时期。这就直接证明了归

义军时期有经教道教活动的存在。相应地，在残损严重的道教写经残片中，通过对比分析，

A　 姜伯勤 ：《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 年第 3 期。

B　 刘永明 ：《吐蕃时期敦煌地区道教与传统信仰探析》，《敦煌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道教初探——以

S.2729v〈悬象占〉〈太史杂占历〉为核心》，郑炳林主编《敦煌民族研究》，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版。



123

略论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意义

依然可以确认出为数不多的几份写卷属于归义军时期，如 P.2473v → S.3705v《太上一乘海空

智藏经》卷四、S.4430《顾欢老子道德经注疏》（拟）等六种道经写卷属于这一时期的特征最

为明确。A 在道观方面，除了见诸文书的具有民间信仰色彩的玉女娘子观之外，究竟有无真

正意义上的道观存在呢？通过对诸多相关材料的分析和推理可知，这一时期必然有道观存在，

并应该具有官方重修背景，而最可能被重修的只能是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紫极宫或者开元观。

但总体可以看出，经教道教虽然存在，但与盛唐时期的繁荣局面无法比拟，或者说处于一种

比较弱势的状态。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首先在于信奉佛教的归义军首领主导下的官府与道

教方面的关系很不密切，对道教没有给予太多的支持。其次自然与历经吐蕃统治，佛教大力

发展，挤占了有限的宗教信仰空间有关。比如寺院数量，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州有寺院

十三所 ；到了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增加到十六所 ；自北宋开宝以后又增加到十八所。

僧尼数从蕃占初期的三百多人，逐渐增加到张氏归义军时期的一千多人，到了曹元忠时期，

增加到两千多人。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人口在 3— 5 万之间，寺院僧尼之多足以说明佛教已成

了敦煌从官府到民众的主要信仰。所以道教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B 和经教道教的弱势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交融关系十分密切而内容丰富。

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为学界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的课题，对此，敦煌文献中有

较为丰富的内容值得关注。在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相融合方面，敦煌地区有相应的法事活动开

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所进行的两次镇宅活动，见于 S.4400《曹延禄镇宅

文》和 P.2649《曹延禄醮奠文》。曹延禄身为归义军最高首领，又家世信仰佛教，但这两次

活动既非官方礼祭行为，更非佛教活动。其所祈求的对象如五方五帝、中央黄帝、东王公、

西王母、风伯、雨师、城隍、土地等，虽可列入道教神系，但均有着原始宗教和古老民间信

仰的渊源，具有道教与民间信仰相杂合特征，另外还有怪公怪母、怪子怪孙等纯属民间信仰

对象 ；具体法术方面，其中直接声明所用方法为“镇谢解厌”“醮奠”“祭谢”等，主要系道

教法事名目，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充分运用了道教的独门法术——道符 ；而作为执事人员虽无明

确身份介绍，但从“向阴阳选择吉辰”的行为看，其所倚重的并非正规道士，不过从多份占

卜类文献可以看出，归义军时期的阴阳师不仅掌握选择吉日的方术，而且懂得画符及道符的

应用，由此可知，在曹延禄的法事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阴阳师。C 然而，从道教系统看，

只有经受经戒法箓传授的道门弟子，才具有召役鬼神、从事法事活动的资格，而唐代道教在

基层有正一道教的法箓传授活动存在，也有初入道门而尚在俗中的清信弟子存在，这使得道

教信仰和道教活动得以广泛地扎根民间。另一方面，归义军时期有官方的州学、阴阳学存在，

培养从事传统占卜术的阴阳子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和客观环境下，归义军时期与道教

具有密切关系的阴阳师，其必然具有一定的道教传承，具有亦道亦俗的特征，亦可视为民间

道士。

然而，当民间的宗教活动并非依据道教经典科仪进行，而是应斋主的需求，由社会层面

的阴阳师所主导，并在择吉性质的历日指示下具体开展时，其中即便包含浓厚的道教法术因

素和道教文化背景，但依然更多民俗色彩。这样的民间宗教活动更多灵活性，可以适应信众

的不同家庭状况和不同需求而有多样的变通，从而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在向上的复杂化的层

A　 刘永明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道教文献与斋醮法事活动》，《敦煌学辑刊》，2015 年第 4 期。

B　 刘永明 ：《晚唐五代敦煌道教的基本背景與道觀問題》，《高田时雄教授退休纪念东方学研究论集》（中文分册），京都 ：东

方学研究论集刊行会，2014 年版。

C　 刘永明 ：《试论曹延禄的醮祭活动——道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典型》，《敦煌学辑刊》，2002 年第 1 期。



124

2019 年第 1期世界      文化宗教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面上，其可以兼具民间信仰特征而进一步展示出浓厚的道教特征，乃至进入完全规范的道教

斋醮科仪系统 ；在向下的简单化的层面上，也可以减少法术运用，使道教特色内容减少，道

教色彩淡化，民俗性增强 ；进一步简化，则不需运用法术，完全回归道教产生的土壤，回归

那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的民间祭祀仪式，乃至无需阴阳师的参与，成为简单的祭祀礼俗。这在

《押衙邓存庆镇宅文》和《洪润乡百姓高延晟祭宅文》中得到了印证。A 由此可见，在理论层

面上，道教与民间信仰似乎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区分，自道教开创以来不少道教理论家也致

力于道教的纯粹化建设，B 这也是道教大发展及迈向高层次的关键所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其与低端的民间信仰之间依然可以有很多的相互融通和灵活变化，可以打为一片。

归义军时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另一种表现是，在这一时期的占卜文书中，包含丰

富的道教法术和道教神灵信仰内容。C 这一时期的占卜文书有多种，其中不少系出自敦煌本

地人士之手，而正是这一部分占卜术中富含道教因素。如 P.2856《发病书》、P.2859《五兆

要诀略》等，最为显著的是，绘有多种道符以对治鬼神为祟，乃至于鬼神名目形象及为祟的

具体情状也多有描述，由此反映了民间信仰的丰富内容，还可以揭示出鬼神之间、人神之间、

人鬼之间多层次的复杂关系。从部分题记中可以看出，此类占卜文书的抄录者或持有者为阴

阳师，而占卜术所指示需要邀请从事法事活动的往往是某个八卦方位上的“师”，如“巽上

师”之类。这种占卜术中的宽泛称谓显然不属于对道士的专称，而阴阳师必然包括其中。同

时，还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因素也渗透到了出自敦煌本地的具注历日当中，与来自中原的具

注历日相比较，敦煌具注历日的一个重要特征依然是宗教方术内容丰富，大致可以统计出祭

祀、解除、解、解土、符、书符、请符、镇、镇压、镇宅、厌、谢、谢宅、安宅、祀灶、祀

宅神、解厌、厌解、解镇、符解、符镇、符厌、厌镇等二十多种名目，其中除了祭祀、解除

两项常见于中原历日，其他则为敦煌历所常见，而且出现频率极高，十分显眼。这些法术内

容与敦煌占卜术中的内容相一致，在指导民众的宗教生活方面具有相互配合的作用。古代敦

煌社会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有着凡事必占的习俗，具有强烈择吉功能的历日被宣称为“阴

阳秘法”和“公私最要”，道教因素向具注历日的渗透，颇能说明道教向民间习俗的渗透，道

教与民间信仰的高度融合。敦煌地区这种道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状况虽然有明确的地方性

特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D

二、敦煌道教所示道教的特点及道教对西部地区的影响

（一）敦煌区域道教所见道教之特点
通过对初盛唐历经吐蕃统治时期到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考察，似乎可以体察到一些道

教的特点。如前所述，这三个时段，敦煌道教的客观历史背景差异巨大，既经受了冰火两重

天的相反境遇，也经历了有限条件下相对自由发展的境况。这种对照鲜明的遭际变化，简直

相当于历史老人针对道教专设的一次生死命运及特征之考验，道教在这种大尺度时空背景转

A　 刘永明 ：《两份敦煌镇宅文书之缀合及与道教关系探析》，《兰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B　 王承文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C　 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整理统计，有 300 余件，十分杂乱，黄正建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1

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增订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依据。

D　 刘永明 ：《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敦煌〈发病书〉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 年第 1 期 ；《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

道教向具注历日的渗透》，《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敦煌占卜文书中的鬼神信仰研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5号，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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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下的存在，比单一环境下的存在更能反映道教的适应性、道教的性格特点、乃至道教的本

质。初盛唐时期，敦煌道教繁盛，道教依托道观这一神圣场所，崇尚经典义理，尊崇大道，

尊崇道教经典所构建的至上神及其神灵体系，以抄写和流布经典祈福求解脱，遵从经典科仪

传法度人并举行宗教活动，按照经典教义展开自我修炼，等等。总体上呈现出高品位的、精

神性的、神圣性的、规范庄严的经教道教的特征。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相对于道教起

初原始浅俗的状态，这无疑代表了道教成熟的典型形象，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繁盛局面的

形成，其实并非道教仅凭自身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的确是道教呈现繁盛

局面的重要因素，这种因素不仅限于政策性的支持，诸如对道教的倡导、道观的修建、道藏

的整理之类，甚至还包括了在国家政权力量主导下对道教教义的整合和对科仪的制订。不过

应该肯定，无论是由北周武帝主持的《无上秘要》编纂，还是唐朝对道教的支持，对道教的

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上王朝对道教的干预起到的作用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有消

极的）。

与之相反的是，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以宫观为主要依托的经教道教首先不存。但我们

又看到，道教却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隐秘的形式依然存在着，并且站在中原王朝和汉民族

的立场上，运用宗教手段反抗异族的入侵 ；同时，道教因素还可以依托于传统的信仰习俗，

以民间化的方式存在。可见，经受外力打击而不亡，与传统信仰相结合，以数术化和民间化

的方式存在，并站在本民族立场上以宗教手段保家卫国，也是道教的显著特点。

归义军时期，随着敦煌地区脱离吐蕃的统治，道教的外在压制不复存在。但这一时期，

官方对道教的支持很少，敦煌从统治者到民众均大多信仰佛教。于是道教的出路似乎只能靠

自己。从考察中可知，这一时期经教道教较为弱势，而道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特征更加明

显。这又一次说明，经教道教虽然代表了道教的高度且为民众所需，但在没有政权力量的支

持下仅凭自己的努力很难兴旺起来 ；而道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适应民众需要，以实用性手

段解除民众疾苦，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方向，这也应当是道教的特点乃至本质属性所在。

简言之，敦煌区域道教历史所呈现出的道教的特点是 ：道教具有深刻义理和丰富文化内

容，依托政权力量的支持而兴盛，并呈现出经教道教的繁荣局面 ；经受外力打击而不亡，坚

守本民族文化立场，反抗外敌入侵 ；在缺乏官方支持的自由发展中，则更多地会与民间信仰

相融合，以实用性手段走上民间化之路。

（二）敦煌道教与西北历史文化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这里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汇集，也是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

的交汇融合之地。自西汉王朝断匈奴右臂、开丝绸之路、设河西四郡，进行经济开发以来，

敦煌河西地区更多地处于中原王朝的统辖之下，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原文化也逐渐在这里扎下

了深厚的根基。五凉时期，河西儒学一度发达，被陈寅恪称为隋唐制度渊源所在。同时，从

汉代开始，佛教也主要经由敦煌河西传入中原，这一带是佛教传入的中转地。从西晋十六国

开始，河西佛教发达，敦煌自北魏时期开凿莫高窟以来，至唐代以降，蔚为佛教圣地。敦煌

地区还出过不少高僧，或为高僧弘法之地。如晋时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即为世居

敦煌的月氏人，八岁礼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一生翻译佛经达一百五六十部之多 ；东晋著名

的慧远和尚祖籍敦煌 ；吴法成为吐蕃人，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著名的译经大师，精通藏、汉、

梵文 ；摩诃衍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著名的禅僧 ；僧洪辩和弟子悟真是协助张议潮起义，推翻

吐蕃统治的著名僧人 ；敦煌文书中所载名僧亦复不少。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宗教文化深

层次上也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原文化能否在这一地区扎根发展，对于这一地区汉民

族的精神信仰，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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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通过政权力量在敦煌乃至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等地建立道观，度人入

道，用《道德经》《十戒经》等中土文化经典教化信众，这正是将中土文化推广到了民族交融

中外交融的西部地区。这一点也正合乎中原王朝素来秉持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儒家教诲，于是，道教与儒家文化相辅相成，一道导化外来民族，融合外来文化。其中，

道教以宗教手段和文化力量捍卫着唐王朝的文化边疆，也感召着外来民族信奉道教，认同中

土文化，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些作用是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也是儒家文化

所不能代替的。在敦煌及西域地区，通过皈依道教而接受这一文德教化的，不仅有汉人，还

有其他民族。敦煌地区因资料所限，没有发现唐代西域民族洗礼入道的案例，但是据吐鲁番

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文书记载，在唐代开元年间的西州（吐鲁番）地区，明确有康姓粟特人

康鸾成了出家道士，而康知引则为道观的观主。A 显然，这些原本秉承不同信仰的粟特人转

换了固有的祆教信仰，接受了相应的道教经戒传授仪轨的洗礼成为道士，乃至在不断的积功

累行之后依次升迁道教法位，乃至成为观主。敦煌乃至伊州（哈密）地区的情况应与之相类

似。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康再荣建宅文》，反映的是敦煌粟特人遵从中原文化习俗，祈求

宅舍的安宁。康再荣为吐蕃时期的部落使，属于统治者中的一员，其对中土传统信仰的遵从，

也代表着粟特人对中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是为中土文化所化的证明。

至于佛教的中国化，或者说佛教东传的成功，道教的接引之功不可没。佛教东传中土，

从文化上首先遭遇的是中土文化的两大主干儒和道。承自先秦诸子之融合而来的道儒两家，

在西汉时曾经相继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家思想

退出政治舞台，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与神仙方术、阴阳五行、民间信仰相结合，孕育着

宗教的产生，至东汉而有道教的兴起。佛教东传，必然要与之交集，在既融合又斗争的过程

中扎下根基，并与之分庭抗礼，而这种关系要历经时间上的长期性和地域上的广泛性。敦煌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佛教东传的门户，佛道关系理所当然是东西文化交融中的重要一幕，

其间关系复杂多样，从敦煌道教的研究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其中某些片段。应该说，

在敦煌道教存在的实际状况中，很难看到道教与佛教之间有多少尖锐的斗争，而展示出的更

多的是两者间的和谐交融，这里从纯粹的道教文献中选取几则相关内容以示佛道关系的具体

情状。

例一，在多份《十戒经》写卷中，其十四持身之品中有两条内容 ：“与沙门道士言则止于

道 ；与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十戒经》为初入道门、尚在俗中的清信弟子所必须受持的戒

条，也是唐代所有道士必经的洗礼和必备的基本功。其中明确告诫作为道士应该对待沙门和

异国人必须受持的戒条，其要求显然是宽容接纳的、尊重勉励的、和平相处的。可见，道教

以宗教戒律的形式确定了道教徒对待佛教徒乃至秉持不同信仰的异国之人的宽容和平的基本

态度。那么这种在天地神灵和祖宗魂灵的监察下、通过神秘复杂的传授活动和盟誓行为，授

予弟子的戒律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还是落实到了具体宗教活动中，并有相应的印证呢？答

案是肯定的，乃至更为积极。例二，前举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中有一份“僧

尼亡文”，系为某寺阇梨百日度亡道场所作，其中既赞其“谈空入妙……真际如如”，又悲

其“行业将图，奄归寂灭”，故而专设道场 ：“奏真策以祈恩，列名厨而申供。总资（兹）福

德，先用庄严 ：亡师魂路，唯愿超生死，证涅槃，无去无来，不生不灭。恒于兜率……”这

里完全站在斋主的角度，用道教的方式祈愿其达到佛教的目的，应该算得上善巧方便了。例

三，据同一文书所示，当时还有佛道两家共举的道场。“岁初愿文”便反映了一年开初由佛道

A　 荣新江 ：《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4 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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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共同举办的祈愿法事活动，从其中的描述来看 ：“无名而名，经传浩劫 ；不有而有，形

遍尘沙。驾青牛而诣西方，感真容见于东土，则我大道之教也 ；其有金人入梦，白马流风，

法自汉朝，教传中夏，则如来之教也。”“修缉尊容，装（庄）严佛事 ；设无遮会，崇建宝

斋。”“唯愿天尊雍（拥）护，百疾去身 ；诸佛扶持，千灾远体”。这里句句佛道对举，对佛

教报以平等尊重的态度，而且内涵着义理上的融通，由此足可以看出，道教对佛教秉持的态

度是大度包容的、和平尊重的，两者在宗教活动层面不仅和谐相处、相互接纳，且有深度的

交流和合作，当然这里反映的并非局限于敦煌一地，而是整个盛唐时期的佛道关系状况。至

如其他敦煌文献，如不少佛教疑伪经中包含着浓厚的中土信仰及道教内容，还有不少仿道符

而作的佛教文书，有不少包含中土信仰的佛教发愿文，更有敦煌僧人研习儒释道三教，有调

和佛道义理的论道文献，以至于在佛教讲经文中以道教仙人形象描述佛教仙人等等，凡此种

种，均无不从多层次、多角度反映着佛道之间的深度交融，从而有力的推进着佛教的中国化。

当然，敦煌文献中也有《老子化胡经》等涉及佛道斗争类道经的存在，但这些可以视为道教

内部和精神层面所受持的经典，它也可以成为道教对佛教斗争的武器，不过唐代敦煌地区几

乎没有看到明确的运用。

还十分值得关注的是，当敦煌地区陷入吐蕃统治之后，道教的隐秘存在并秉持反抗异族

入侵的立场，道教与传统信仰习俗的相融合，这些更加能够显现出道教作为中原文化存在于

西部地区的积极意义。这就是说，在政治军事力量不存在，该地区沦落之后，道教依然可以

扎根民间，以隐蔽的形式和实用手段与传统信仰一道，成为维系本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并

在继续导化和融合其他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依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道

教信仰激励着人们的生活乃至斗争，配合着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直至光复失地，重回中原

王朝的怀抱。

由此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感受 ：在历史上，敦煌等西部地区道教，儒家等汉文化的强化，

总是伴随着文化的中国化、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走的必然是中国化道路 ；反之，情形

会比较复杂。这一点值得思考。

（责任编辑 王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