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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鄭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是２０世紀古文獻四大發現地之一。出於衆

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獻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國外，分别收藏在英國、法

國、俄國、日本等國家，劫餘部分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

館）等單位。由於敦煌文獻收藏的國際性，“敦煌學”一出現就成爲一門

國際顯學，長期引領着國際學術潮流。敦煌文獻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

窟藝術内容豐富多采，作爲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

極大關注。

中國敦煌學研究的起步基本始於敦煌文獻的發現。中國學者最早

從事敦煌學研究，是１９０４年金石學家葉昌熾至酒泉，從汪宗翰等人手

中得絹本《水月觀音》、《地藏菩薩像》及寫本《大般若經》、《開益經》等，

均作了考訂，將有關見聞寫入《語石》及後來撰寫的《邠州石室録》中。

後來由於王國維、羅振玉、蔣斧等進入，中國敦煌學研究掀起第一個高

潮。而中國敦煌學的真正興起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隨着改革開放春風

的吹起，敦煌學迎來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爲止，中國敦煌學研究已經

走過百年的學術歷程，中國敦煌學界經過最近３０年的努力，徹底改變

了“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局面。在中國敦煌學百年研究的歷程

中，涌現出了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出産了一批影響巨大的研究成果。

在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百年之際，需要對百年來中國敦煌學界的研究工



２　　　　

作進行回顧和總結，並對今後的研究進行展望。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

究所利用“９８５工程”平臺經費資助，邀請中國敦煌學界３０餘位專家，

選取他們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以“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名義，結

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爲中國敦煌學界研究之參考。

作爲該項工作發起單位的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改革開放的

産物，敦煌學也是蘭州大學的重點學科。早在１９７９年，蘭州大學就建

立敦煌學研究機構，１９８３年籌建敦煌學專業資料室，創辦了敦煌學專

業期刊《敦煌學輯刊》，建立敦煌學碩士學位授權點，１９８５年中國敦煌

吐魯番學會在蘭州大學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

１９８６年通過教育部申請到美國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基金會的資助，

１９９８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並成爲甘肅省重點學科單位，１９９９

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爲首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

２００３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２００７年蘭州大學敦煌學成爲

國家重點培育學科。敦煌學還是蘭州大學“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建設

的重點學科，先後投入經費１４００萬元進行重點建設，使蘭州大學敦煌

學研究所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資料建設、學術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

大的進展，並逐步發揮其優勢，在國内外敦煌學界起到了引領研究的作

用。近年來，蘭州大學與敦煌研究院通過聯合共建，實現了優勢互補，

這一優勢在雙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養中得到了體現。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美國密 歇 根 大 學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耶魯大學東亞研

究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俄羅斯科學院聖

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藝術學

院、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成功大學等

機構在學術交流、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方面進行合作，與耶魯大學聯

合籌建了國際佛教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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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ｒ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以促進本學科向“國際化”

的進一步發展，提高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的培養水平。蘭州大學敦煌

學研究所在１９８５年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目前

擁有中外文圖書７萬餘册，在本學科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對外交流

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不僅保證了敦煌學專業的科研教學，同時也對敦

煌學界提供服務。研究所還創建了敦煌學資料信息服務中心網站，在

條件成熟後將可爲整個學術界的研究提供網上信息服務。蘭州大學敦

煌學研究所擁有除本科以外齊全的人才培養體系，擁有博士後科研流

動站、博士授權點，積極爲學術界培養人才。到２０１０年爲止，出站的博

士後４人，畢業博士５４人，１４人晋升教授，其中５人任博士生導師，２０

人晋升副教授，３３人獲得國家基金項目支持。十餘名博士生得到國家

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資助，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賓夕法

尼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澳大

利亞悉尼大學等深造學習，一人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兩人博

士學位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同時還爲中國港臺地

區和國外培養敦煌學研究人才，先後招收的學生有讀博和短期研修兩

種形式，主要來自於中國臺灣地區南華大學，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日本

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大學、九州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成城大學、

東北大學、東京藝大學、東京女子藝術大學、龍谷大學，美國密歇根大

學，前後接收學生四十餘人，其中畢業的博士生２人，這些學生普遍得

到派出單位的好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擔國家、教育部、國家文物局、高校古籍

整理委員會、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和國際交流基金項目一百二十

多項，經費一千多萬元，陸續推出了“敦煌學研究文庫”、“敦煌學博士文

庫”、“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庫”、“國際敦煌學叢書”、“絲綢之路研究文

庫”、“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法國漢學精粹”、“絲綢之路歷史文化”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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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叢書，即將啓動的有“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和“敦煌講座”叢書。研

究所編纂、出版的論著在學術界得到普遍的好評，分别獲得中國國家圖

書奬、中華優秀出版物奬、甘肅省優秀圖書奬、中國藏學研究珠峰奬、甘

肅省社科優秀成果奬多項，研究成果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等。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發展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扶持的結果，也

是中外敦煌學界各位專家扶持的結果。由此，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也是敦煌學界的共同學術研究基地和交流平臺，希望在今後的發展中

各界繼續給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學研究的特殊性質，遵照專家的意願和實際需要，本叢書論

述性著作一般以簡體出版，以方便閲讀；考據性著作以繁體出版，以避

免録文和釋文的歧義。由此繁簡混合出版帶來的叢書格式不統一，希

望讀者給予諒解。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醖釀、發起到實施，得到了很多專家的支

持和幫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學家的支持和幫助，否則很難有這個項目

的實施。叢書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該社出版的俄藏、

法藏敦煌文獻，對敦煌學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叢書的諸位編委，也爲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勞動，對此表示真摯的感謝！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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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自 述

朱鳳玉

　　１９７７年即將大學畢業，家庭經濟狀況實在不允許我繼續讀研究

所，但是石禪師總覺得應該趁年輕多讀點書，因而想方設法幫我解除諸

多心理障礙，就是要我讀研究所。原以為父母親北上參加畢業典禮時，

會跟老師說抱歉，要我回去工作，沒想到家父卻向老師深深一鞠躬，說：

“鳳玉就交給您了。”就這樣跟定了老師，學習《紅樓夢》，撰寫碩士論文

《紅樓夢脂硯齋評語新探》，並參加敦煌學研究小組，研習敦煌學。正因

如此，得有機緣接觸大量敦煌文獻，尤其是通俗白話詩人王梵志詩的寫

卷，始知《紅樓夢》中的“鐵檻寺”“饅頭庵”，其原典實出於王梵志詩的

“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城外土饅頭，

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因此，我便對這位善於捕捉

人情世態，運用淺近俚俗語言入詩的白話詩人深感興趣。在潘先生的

鼓勵與指導下，以“王梵志詩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從此開啟了敦

煌文學研究與教學的門路。

在參加敦煌學小組期間，我先後參與了《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

新編》、《經典釋文韻編》、《玉篇索引》等書的編纂工作，因而開始注意到

敦煌文獻中的字書寫本。特別是博士論文的撰寫過程中，需要一方面

對寫卷文字訛、俗的辨識、校錄，一方面尋求白話通俗語彙的解讀，更使

我領略到敦煌通俗字書的特色與價值。於是開始醞釀“敦煌字書”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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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陸續對《俗務要名林》、《碎金》等雜字系、俗字書進行校理與探

究。１９９３年提出“敦煌寫本字書研究”的國科會計畫。可是，由於身兼

家庭主婦、大學教師等多重角色，行政工作、家庭事務、教學備課多頭並

進，內外交煎，研究工作也就時輟時續。之後，又隨着子女從嬰兒到學

童，住家從臺北到嘉義，工作由一般大學中國文學系到師範學院語文教

育系。其間的變化、周折，讓我深深體會到要想在家庭、教學兼顧之餘，

進行個人的研究工作，的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雖然如此，但是為了怕師長失望，也不願自我懈怠，更為了給兒女

一些好形象，我不斷地惕勵自己。每當夜闌人靜，小孩就寢，家事停當

之後，總會勉强提起精神，斷斷續續地進行抄校和整理。在師長的鼓

勵、家人的支持和同人的關懷下，終於在１９９７年完成《敦煌寫本〈碎金〉

研究》一書，同時也發表了幾篇相關的文章。雖然不能盡如人意，但至

少可呈現個人對敦煌學研究的熱忱不減，更沒忘記老師“不惜去人遠，

但恨莫與同”的惕勵。

時光荏冉，環境穩定，子女成長；陽春教授，壓力盡釋；教學、研究也

就成為我的日課。稍有餘力便參與外子鄭阿財的研究工作，如擔任“敦

煌蒙書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就中擇取有趣及與教學有關之寫卷，如

《上大人》、《古賢集》、“學郎詩”等進行研究，撰寫論文。同時，也協助《敦

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的編纂，並合撰《敦煌蒙書研究》、《開蒙養正———敦

煌學校教育》等書。在這期間，也得以隨着往來敦煌、蘭州、北京、成都、

杭州等地參加敦煌學術會議，與同道交流學習，開闊視野。近年在嘉義

大學執教，擔任敦煌文學研究課程，並先後執行“敦煌雜字系蒙書與歷

代雜字書之比較研究”“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

研究”“敦煌白話詩校輯與研究”“敦煌邊塞文學研究”“從論議、爭奇到

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之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等國科會研

究計畫。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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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自發現以來，已歷經百年。就中國敦煌學研究發展而

言，敦煌文學研究開始較早，且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不論

是文人的雅文學，或民間流傳的俗文學，在研究的質與量上都有著極為

卓著的成果。尤其是許多重要的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王梵

志詩、敦煌詩歌、敦煌賦等，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而且有不

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論著產生。基於為課程的教學目標尋求定

位，又希望為自己未來研究發展樹立清晰而正確的方向，特擬訂“百年

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計畫，對百年來敦煌文

學研究展開考察，對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材料進行系統發掘，對研究論著

進行總帳的論述並客觀的評騭，同時也對敦煌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析

論，希望能提供敦煌文學研究持續發展之參考。計畫執行期間，先後發

表了十多篇相關論文，承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所長之鼎力協

助，特將其中１１篇集結為《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一書，交付北

京民族出版社印行中。

今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更啟動編纂“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出版

計畫，承鄭炳林所長之邀，參與選集。自顧雖於敦煌學研究之初志不

改，然學力多有所不逮，只好勉强抽空清點近年敦煌學研究的相關論

文，選取性質相近之篇章，計得１７篇，其主題有關蒙書、俗字書、學郎

詩、變文、曲子詞、廣告文學等方面，略可呈現個人敦煌學研究學術歷程

之大要。其性質與研究內容，蓋不外乎俗文學與俗文化，乃以“敦煌俗

文學與俗文化”作為標目。既以作為自我鞭策之指標，更期盼一愚之得

能有些許可供敦煌文學研究之參考與借鏡，那也就不辜負鄭所長的一

片盛情與編委會的好意了。

２０１１年３月朱鳳玉於嘉義民雄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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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一、前　　言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王國。《全唐詩》所載詩有九百卷，两千两百餘家，

四萬八千九百多首。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從詩歌的體式、風調與作者群

体等方面來論述唐詩興盛的情形，曾說：“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

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衣羽客，靡弗預矣。”①可見唐詩

人才之盛，作品之夥，確實令人嘆爲觀止。其中帝王、將相、朝士、布衣

之作，傳世較夥，而研究者也多，緇衣、羽客、婦人等詩篇，也不在少數，

且近年爲研究者所關切。唯獨童子詩作，見之於傳世的少，研究者也鮮

有涉及。

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大批唐五代詩歌寫本的重見天日，讓

我們感受到雕版印刷普及前的抄本時代敦煌地區詩歌流傳的實況。隨

着敦煌資料的公布，我們也在許多學郎抄寫文獻之後發現了零星篇章

的學郎詩抄，既豐富了唐五代學童的文學作品，更印證了胡應麟“童子

婦人”、“靡弗預矣”的說法。

有關學郎詩抄的資料早在從事敦煌寫本敘錄工作時，便已現端倪，

只是一直沒受到太多的重視，如許國霖《敦煌雜錄》“雜詩”中著錄的爲

字６８號及宿字９９號便是學郎詩抄。②胡適在爲許氏此書寫序時，便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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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寫書不飲酒》、《寫書今日了》等兩首他所謂的“寫書手的怨詩”作爲

序文結尾。③１９７３年，小川貫一《敦煌佛寺學士郎》一文，雖然大量引用

學郎題記來討論佛寺的學郎及其歷史意義，然仍未對題記後有關的學

郎詩抄加以關注。④直到１９８７年，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輯錄了

敦煌遺書、遺畫及莫高窟題記中有關的學郎題記１４４條，並輯錄了學郎

詩抄約３０首，開啓了學界對學郎詩抄的關注，⑤如：項楚《敦煌詩歌導

論》第三章《民間詩歌》第六節“學郎詩抄”⑥、徐俊《敦煌學郎詩抄作者

問題考略》⑦、鄭阿財《敦煌寫本中有趣的學童打油詩》⑧、楊秀清《淺談

唐、宋時 期 敦 煌 地 區 的 學 生 生 活———以 學 郎 詩 抄 和 學 郎 題 記 爲 中

心》⑨、謝慧暹《敦煌漢文文書題記中之學郎詩抄研究》⑩。

學郎詩抄是敦煌詩歌中的特殊一環，是唐詩發達、普及的呈現，也

是探究敦煌學生日常生活的一扇視窗。這些詩歌，頗多爲即興書寫，語

多通俗淺白，實爲唐五代敦煌地區的通俗白話詩。雖然並非全屬學郎

創作，然均由學郎抄寫，因此本文將之稱爲“學郎詩抄”。由於本人早年

從事王梵志及其詩篇的研究，對於王梵志詩語言通俗、口語俚詞皆可入

詩、詩句簡煉辛辣等詩歌內容特色，印象尤深。同時，筆者近年執行國

科會“敦煌白話詩校輯與研究”計畫，瑏瑡因此，對於學郎詩抄一類的作品

多所留意。今特將多年蒐集、整理、研究之心得，草撰此稿，分別探究敦

煌文獻中學郎詩抄的特色，並論述學郎詩抄的研究意涵等，以就教大雅

方家。

二、敦煌文獻中的學郎詩抄

敦煌地區唐宋時期對官學、私學、寺學學生的稱謂，我們從現存敦

煌文獻中保存的當時學生抄寫各種文書所留下來的題記中，可以知道

有自稱爲“學士郎”、“學郎”、“學士”或“學生”的。瑏瑢這些學生在抄寫、持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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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的書本卷末或卷背，每每信手塗鴉，留下一些抒懷感慨的詩歌作品，

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學郎詩抄。

由於學郎的年齡層不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出現了相當的落

差。較年幼的初學者，尚未具備創作詩歌的能力，但在閱讀、抄寫困乏厭

煩之際，抄些現成的詩歌，用以表達自己的心情，抒發煩悶的情緒。這些

詩篇往往是當時學校流傳的不具作者姓名的作品，僅爲學郎所傳抄，並

非抄寫者的創作；也有些是抄寫者襲用現成作品時，在字句上略作改

換；當然也有較爲成熟的學郎，已具詩文寫作能力，而出現了個人述志

或即興的創作。所以本文所謂的學郎詩抄，有學郎所創作的詩歌，同時

也包含流傳於學郎文化圈，用以表達學郎生活情緒的非原創性的詩歌。

今就現已公佈的寫本加以普查，敦煌寫本中有學郎詩抄的寫本，計

有：Ｓ．６１４、Ｓ．６９２、Ｓ．７２８、Ｓ．３２８７、Ｓ．３７１３、Ｓ．６２０４、Ｓ．６２０８、Ｐ．２４９８、

Ｐ．２６２１、Ｐ．２６２２、Ｐ．２７４６、Ｐ．２９１７、Ｐ．３１８９、Ｐ．３１９２、Ｐ．３３０５、Ｐ．３３２２、

Ｐ．３３８６、Ｐ．３４８６、Ｐ．３５３４、Ｐ．３７８０、Ｐ．４７８７、Ｐ．Ｔ２７、北圖藏玉字９１號

（８３１７）、北圖生字２６號（８３４７）、北圖宿字９９號（８３７４）、北圖位字６８
（８４４２）、北新０８３６、中國書店藏等２８件，總計５５首（含殘句）。除去重

複，計得４１首，謹就內容分別略作校錄與說明，臚列於下，以資參考。瑏瑣

（一）述志抒懷

敦煌寫卷中有年齡稍大，心智成熟，頗具文墨與學養的學郎的詩

抄，這些作品與一般唐代文士的作品性質相同，內容大都是個人心志、

理想與情感的抒寫，應屬作家個人的意念。今所得見主要有翟奉達、薛

彥俊、李幸思等。天復二年（９０２）翟奉達述志詩三首：

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藝堂堂世上無。男兒不學讀詩賦，恰似肥

菜根盡枯。

軀體堂堂六尺餘，走筆橫波紙上飛。執筆題篇須意用，後任將

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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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選文知。

哽咽卑末手，抑塞多不謬。嵯峨難遙望，恐怕年終朽。

此三首，見於北新０８３６《毛詩詁訓傳卷十六·大雅·文王之什》背

面《逆刺占》一卷卷末。詩前有題記：“于時天復貳載歲在壬戌四月丁丑

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記。溫字奉達也。”前二首爲

七言絕句，後一首爲五言絕句，均爲翟奉達二十歲爲沙州州學生時之

作。詩後有：“幼年作之，多不當路，今笑今笑，已前達走筆題撰之耳，年

廿作。今年邁見此詩，羞煞人，羞煞人。”當是他晚年看到年輕時的抄

卷，有感而發，再增寫的題記。按：翟奉達（８８３—９６１？）晚唐五代沙州

人。歸義軍時期的曆法家。本名再溫，字奉達，以字行。天復二年（９０２）

爲州學上足弟子，之後爲伎術院禮生，後唐同光三年（９２５）爲歸義軍節

度使押衙行軍參謀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後周顯

德三年（９５６）爲登仕郎守州學博士。顯德六年（９５９）爲朝議郎、檢校尚

書工部員外郎、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北宋建隆三

年（９６１）尚在世，時年七十九歲。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他撰著的曆日及詩

文等寫本。今存詩篇，除上述三首外，Ｐ．２６６８有他三十二歲時詠莫高窟

的七絕二首。此外，莫高窟第２２０窟甬道北壁還有他的《文殊頌》一首。

有關他的著述、官歷，及家世詳參蘇瑩輝《敦煌翟奉達其人其事》一文。瑏瑤

同光二年（９２４）薛彥俊《凡人》詩：

童兒學業切殷勤，累習誠望德（得）人欽。但似如今常尋誦，意

智逸出盈金銀。不樂利閏（潤）願成道，君子煩道不憂貧。數季

（年）讀誦何得曉，孝養師父求立身。

此詩爲Ｓ．６２０４《同光貳載汝南薛彥俊七言詩一首》，首題：“同光貳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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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姑洗之月（三月），蓂生壹拾貳（十二日）葉迷愚小子汝南薛彥俊殘水

之魚，不得精妙之詞略詠七言。”旁有“凡人”二字，當是詩題。此詩寫於

後唐同光二年（９２４），詩雖不合平仄格律，然內容道出了勤苦學習的目

的，乃在於出人頭地，立身揚名。同時詩中也流露出學童從師多年，不

勝煩苦的心聲與怨言。其中“煩道”疑當作“憂道”，蓋此句用《論語·衛

靈公》“君子憂道不憂貧”成語。

按：Ｐ．２０５４《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卷末有題記作“同光三年

（９２５）甲申歲蕤賓之月（五月）蓂彫二葉（十七日）學生薛安俊，信心弟子

李吉順專持唸誦勸善。”Ｓ．２６１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卷末

題記：“貞明柒年（９２１）辛巳歲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張保達

文書。”北圖位６８（８４４２）《百行章》卷末題記：“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淨土

寺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也，薛安俊札用。”又Ｓ．５４０２有《百姓薛延俊等

請判憑狀》，李正宇判斷薛安俊、薛彥俊爲同一人。瑏瑥這首詩顯然是淨土

寺學郎薛彥俊的習作。

天成三年（９２８）李幸思詩：

幸思比是老生兒，投師習業棄無知。父母偏憐昔（惜）愛子，日

諷万幸（行）不滯遲。

此詩抄於Ｐ．２４９８《李陵蘇武往還書》卷末。詩前有題記“天成三年

（９６５）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書記”。這首詩是學郎李幸思自白心

跡的詩作。他說自己是父母的“老生兒”，爲了報答年邁父母的養育之

恩，憐惜之情，投師習業，發憤刻苦力學，顯現出相當老成懂事的心態。

按：《宋乾德四年（９６６）曹元忠及夫人修北大像記》內提及李幸思，

時任“歸義軍都頭知弟子虞侯”。是年五月，節度使曹元忠夫婦修繕北

大像殿閣，幸思以親從而充助修。

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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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須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杖捶體，願賜榮軀路。

此詩見於Ｐ．２７４６《孝經》卷末，詩前有題記：“翟颯颯詩卷。”“歲至

庚辰月造秋季日逮第三寫詩竟記，後有餘紙則造五言拙詩一首。”詩中

道出了學郎勤苦讀書追求成就，爲此還不免身受體罰。敦煌石窟壁畫

中便有學生接受體罰的寫真，正可作爲此詩之註腳。圖如下：

中唐　莫高窟４６８窟北壁　藥師經變的局部

高門出貴子，存（好）木出良在（才），丈夫不學聞（問），觀（官）

從何處來。

此詩見於北圖玉字９１（８３１７）《七階禮佛名經》卷背詩四首之二。

詩後有題記“巳年六月十二日沙彌索惠惠書已”。可見當時學郎除了俗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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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弟子外，還有出家的弟子。詩內容所呈現的正是學郎們“學而優則

仕”的共同志向。按：Ｓ．６１４《兔園策府第一》卷末有題記：“巳年四月六

日學生索廣翼寫了。”後也有：“高門出貴子，好木出良才，男兒不……”

又吐魯番阿斯塔那３６３墓出土文書有卜天壽《論語鄭氏注》寫卷，卷末

抄有五言詩，其中一首也作：“高門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兒學敏（問）

去，三公河（何）處來。”卷後有題記：“景龍四年（７１０）三月一日私學生卜

天壽□（抄）。”後面還抄有《十二月新三台詞》及五言詩六首。據詩末雜

寫，可知抄寫者卜天壽是“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年僅十二

歲。顯然“高門出貴子”這首五言詩，廣泛流傳於當時敦煌吐魯番地區

的學郎圈，是一首具有集體性的校園詩歌。流傳的時間相當長，傳播的

地域也極爲廣闊。在傳播的過程中，自然也呈現出口耳相傳的變異性，

因此便有了字句不盡相同的情況產生。雖然作品原創者是誰難以確

知，創作時間也不易斷定，但是可確定的是：這首通俗的五言詩在唐五

代期間不僅流行於敦煌吐魯番地區，恐怕還廣泛地流行在中原各地，雖

然見於敦煌寫卷中學郎所抄，但應是敦煌地區的學郎所襲用而非創作。

孔子高山坐，若水不欲流，之男在學聞（問），觀（官）從何處來。

此詩見於北圖玉字９１（８３１７）《七階禮佛名經》卷背詩四首之四，詩

後有題記“巳年六月十二日沙彌索惠惠書已”。內容與上一首“高門出

貴子，好木出良才，丈夫不學問，官從何處來”意思及詞句多同，且多同

音錯別字。這位叫索惠惠的沙彌，當是寺學的學童，可見當時敦煌地區

寺學的學生有世俗的子弟，也有出家的沙彌。

由由（悠悠）天上云（雲），父母生我身。小來學李（裏）坐，今日

得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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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見於Ｐ．３５３４《論語集解》卷第四卷末，詩前有題記“亥年四月

七日孟郎郎寫記之”。又北圖玉字９１（８３１７）《七階禮佛名經》卷背詩四

首之三抄有：“由由天堂云，父母生我身，小來學里坐，金日得成人。”詩

後有題記“巳年六月十二日沙彌索惠惠書已”。又中國書店藏《佛說無

量壽宗要經》卷背《社司轉帖》卷末亦有：“云云天上去，父母生我身。少

坐學禮坐，長大得成人。”詩前有題記：“癸未年十月永安寺學士郎張宗

之書記之耳。”瑏瑦Ｐ．３５３４爲學郎孟郎郎所抄，玉字９１（８３１７）爲沙彌索惠

惠所抄，“悠悠”均抄作“由由”，張宗之抄作“云云”；“雲”前二種抄成

“云”，張宗之抄作“去”；“小來”，張宗之抄作“少坐”；“裏”有抄作“里”，有

抄作“李”，有抄作“禮”；“今”，有作“金”，顯然都是口耳相傳記音致誤。

學郎身姓［□］，長大要人求，誰虧急學得，成人作都頭。

此詩見於北圖位字６８（８４４２）《百行章》一卷卷末詩二首之二，詩

前有題記“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淨土寺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也，薛安俊

札用”。

男兒屈滯不須論，今歲蹉跎虛度春。□□强健不學問，滿行竹

色陷沒身。□□自身□教勤，一朝得疾留後人。

此詩見於Ｐ．３３０５《論語集解》卷第五卷背雜寫中。雖字句殘缺，但

詩的大意仍然可見：今年已蹉跎虛度青春，但願能趁着强健時努力學

問。學郎自我勉勵，頗有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的願望。

清（青）清（青）何（河）邊草，游（猶）如水舄舄，男兒不學問，如

若壹頭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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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見於北圖生字２６（８３４７）卷末，詩前有題記“龍興寺乙亥年三

月五日立契人燉煌鄉鄧訥兒錄”。“男兒不學問，如若壹頭驢”，既辛辣

而又直接地表達了學生求學的本分與志氣。

（二）閒情愁緒

（１）學郎的情緒

今朝悶會會（憒憒），更將愁來對。好酒沽五升，送愁千里外。

此詩見於Ｐ．３３０５《論語集解》卷第五卷末雜寫。詩中的學郎想必離鄉

背井，遠地求學，想家心悶，意亂發慌，難以排遣，閒愁最苦，只有喝酒消愁。

竹林清（青）鬱鬱，伯（百）鳥取天飛，今照（朝）是我（假）日，且

放學［生］郎歸。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詩六首之三，詩前有題記“大中

十三年（８５９）四月四日午時寫了”。按：吐魯番出土唐景龍四年（７１０）

卜天壽寫本有五言詩云：“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

（假）日，早放學生歸。”參照之下，第三句“我”疑作“假”，第四句“生”字

疑衍。學生期待自由，渴望放假的心情，古今沒有兩樣。

（２）愛情的嚮往

寸步難相見，同街似隔山，苑（怨）天作河（何）罪，交（教）見不

交（教）連（憐）。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詩六首之六，詩前有題記“大中

十三年（８５９）四月四日午時寫了”。這首詩當是年齡稍大的青年學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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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同街的鄰居女子，雖然近在咫尺，卻宛如遠隔關山，只能遙遙相望，難

以親近交談，更無法博取芳心，老天何以讓人受這種“只能遙看，不得談

心”的活罪，發而爲詩，真是宛轉感人。

那日□頭見，當初便有心。數度門前過，何曾見一人。

此詩見於北圖玉字９１（８３１７）《七階禮佛名經》卷背詩四首之二，詩

後有題記“巳年六月十二日沙彌索惠惠書已”。短短二十個字將一位情

竇初開的學郎，一日數度經過心中仰慕的戀人家門前，只盼得以見面，

然卻始終未能如願，內心那種惆悵與徬徨，淋漓盡致地發洩出來。

今日好風光，騎馬上天堂（大唐）。［阿］須（誰）家有好女，嫁如

（與）學士郎。

此詩見於Ｓ．３７１３《大寶積經》卷背《金剛經疏》卷末。又Ｐ．３３０５《論

語集解》卷第五卷末雜寫詩七首之一：“可連學生郎，其馬上天唐，誰家

有好女，嫁以學生郎。”又七首之七重抄此詩，字句完全相同。Ｐ．４７８７

詩二首之一：“今朝好光景，騎馬上夫堂。須家好女子，嫁娶何□家。”

按：“天堂”當作“大唐”，“天”爲“大”之形訛，“堂”爲“唐”之音訛；“誰”作

“須”呈現的正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現象。詩中的“可憐”意爲可愛、可羨。

一二句顯露出學郎自誇前程遠大，將騎馬入長安朝晉大唐；三四句則表

露出了徵婚的意圖，實際是情竇初開的青少年心情的表白。

（三）學堂生活

（１）抄書的苦悶

今照（朝）書字筆頭干（乾），誰知明振實箇奸。向前早許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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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交他者（這）人不許（喜）歡。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詩六首之一，詩前有題記“大中

十三年（８５９）四月四日午時寫了”。學生就學的主要目的是求學，學習

的過程與生活點滴充滿着酸甜苦辣，同儕之間的相處，也有好惡，這些

都成了學郎詩歌的主要內容。詩中的學郎表明了不喜歡叫明振的同學，

因爲他太奸詐。這種對人好惡的直接表達，正是青少年清純的展現。

許寫兩卷文書，心裏些些不疑。自要身心懇切，更要師父闍梨。

此詩見於Ｐ．３３８６《楊滿山詠孝經一十八章》卷末，詩前有題記“維

大晉天福七年（９４２）壬寅歲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學士郎張富盈記”、“戊辰

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學士”。寺學學郎，由僧人擔任師父，通過抄寫文書，

穩定學習情緒，加上師父開導，向學之心漸趨堅定。

書寫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疑（宜）過，即與後人看。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１《事森》卷末，詩前有題記“戊年四月十日學郎買

義寫書故記”，後有此詩。又：Ｐ．３３０５《論語集解》卷第五卷末雜寫也有

此詩：“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干。且德隨宜過，有錯沒人看。”下有“學

生李文段書一卷”的題字，後又有重抄：“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干。且

德隨宜過，有錯沒人看。”北圖位６８（８４４２）《百行章》一卷卷末詩二首之

一有“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詩前有題

記“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淨土寺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也，薛安俊札用”。

這幾位學郎也許年齡稍大，所以有飲酒的愛好；或因敦煌地區氣候嚴

寒，抄書手凍，需要借酒來暖暖身子，同時還可紓解抄書工作的枯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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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情緒。可見這是一首在學郎抄書手間相當流行的詩歌。

書後有殘紙，不可別將歸。雖然無手筆，且作五言詩。

此詩見於Ｐ．２９１７《蘄法師垂引文》卷末，詩前有題記“甲寅年四月

十八日書記”。又Ｐ．３１９２《論語集解》卷第六，卷末有題記“丙子年三月

五日寫書了張□□讀”，後亦抄有詩：“書後有殘紙，不可別將歸。雖然

無手筆，且作五言詩。”Ｐ．３３２２《推占書》，卷末有題記：“庚辰年正月十七

日學生張大慶書記之也。”後有詩：“書後有淺紙，不可別將歸。雖然無

首筆，低作五言書。”按：張大慶於張淮深擔任歸義軍節度使時，任節度

使幕府參謀。敦煌文獻存有他在光啓元年（８８５）十月抄的《沙州伊州地

志》（Ｓ．３６７）。Ｐ．３８４５《目連變文》卷背也有“張大慶記”。此外，Ｓ．６２０８

卷末題記“酉年二月七日張學儒書□”後有：“□然無手筆，且作五言。”

這也是一首流行於學郎圈的五言詩。

首（手）弱筆惡，多有厥錯。名師見者，即以卻□。

此詩見於Ｐ．３３２２《推占書》卷末詩三首之一，詩前有題記“庚辰年

正月十七日學生張大慶書記之也”。又Ｐ．３７８０《秦婦吟》一卷，卷末有

題記“顯德二年丁巳歲二月十七日就家學士郎馬富德書記”，後有詩：

“手若筆惡，多有決錯。明書見者，決丈五索。”又Ｐ．Ｔ２７藏文卷背有漢

文詩歌五首之五：“名人見者，好正著。”“筆惡手弱，多有決錯。”顯然這

是一首流行於學郎中的小詩，詩中表達了學郎們抄書力求進步，唯恐缺

漏抄錯被老師發覺處罰的普遍心情。

今日書寫了，合有五升米。高代（貸）不可得，環（還）是自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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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Ｓ．６９２《秦婦吟》一卷，卷末有題記“貞明伍年（９１９）己卯歲四月

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寫記”。此詩可窺見敦煌學郎爲

了避免向人借取高利貸，而以幫人抄書計酬貼補生活的實際情形。此

可與敦煌寫卷的抄書手所抄的寫卷種類與流傳的情形相互印證。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

此詩見於北圖宿字９９（８３７４）《五言詩一首贈上》。苦心抄寫書本，

期待發放工讀金，卻遇上無賴不按時發給薪金，生氣地說不願相見。其

憤懣難抑之情，不言而喻。

可連（憐）學生郎，每日畫（書）一張。看書佯度［日］，淚落數千行。

此詩見於中國書店藏《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卷背《社司轉帖》卷末詩

三首之一，詩前有題記“癸未年十月永安寺學士郎張宗之書記之耳”。

學郎傾訴每日抄書之苦悶與無奈，其心情與今日小學生對抄寫作業的

不滿與無奈相同，在痛苦中以淚洗面度日的心情，溢於言表。

（２）同儕的戲謔

學郎大歌張富千，一下趁到孝經邊。太公家教多不殘，僂玀兒

實鄉（相）偏。

此詩見於Ｓ．７２８《孝經》卷背《社司轉帖》後倒書，詩後另行題有“李

再昌”。正面卷末有題記：“丙申年五月四日靈圖沙彌德榮寫過，後輩弟

子梁子松，庚子年二月十五日靈圖寺學郎李再昌已（寫），梁子松。”此詩

當是靈圖寺學郎李再昌挖苦同學張富千的詩歌。《孝經》、《太公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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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學郎的教材，《孝經》、《論語》爲當時各級學校必讀的小經，而《太

公家教》是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家訓類童蒙教材，也是敦煌文獻中保存

寫本最多的一種蒙書，多達四十幾件，是當時最爲風行的寺學教材。瑏瑧

學郎漢，郭會昌，看看一似憨頭狼。世間薄酒總飲盡，一朝出

來褥（辱）城隍。

此詩見於Ｐ．Ｔ２７藏文卷背漢文詩歌五首之二。詩中學郎揶揄他

的同學“郭會昌”好像一頭憨狼，表現出學堂中同學間的評騭好惡。

須（誰）人讀自書，奉上百疋羅。來人讀不得，迴頭便唱歌。

此詩見於Ｐ．３４８６《開蒙要訓》卷背。首句“須”字當作“誰”，“誰”與

“須”音同，敦煌寫本多作“須”。這首詩是一個學郎自言願出百匹羅的

高價，與人打賭，看誰能讀懂他寫的書；當別人讀不懂時，他便自鳴得意

地唱着歌，一副沾沾自喜的神情，躍然紙上。這種以艱深晦澀而爲高

明，甚至以字跡難辨在同儕間炫耀，正是青春時期學生愛炫心理的自然

流露。真是一首洋溢着可愛、稚氣的學郎詩抄。

聞道側書難，側書實是難。側書須側立，還須側立看。

此詩見於Ｐ．３１８９《開蒙要訓》卷末，詩前有題記“三界寺學士郎張

彥宗寫記”。又吐魯番文書阿斯塔那３６３號唐墓卜天壽《論語鄭氏注》

卷末有題記“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抄）”，題記後也有：

“他道側書易，我到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需側眼［看］。”卜天壽這

個十二歲小孩子可能比較調皮，字雖寫得好，可能姿勢不正，甚至有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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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寫字的習慣，所以說：“他說側起寫字容易嗎？我說側起寫字不容易

啊！側起寫還要側起讀，還要你側起看呢！”看來古今調皮的學生多一

樣，不只是初唐吐魯番地區的卜天壽，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的學郎張彥

宗也一樣。這都是在學生階層廣泛流行，且時間久遠的一首學童民歌。

今日書他智（紙），他來定是嗔。我今歸捨（舍）去，將作是何人。

此詩見於Ｓ．３２８７《千字文》卷末。這是一個頑皮的學童偷寫在同

學《千字文》課本上的打油詩。作者認爲自己的惡作劇不會被揭穿，因

此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情緒。

（四）其他

兒白（自）詠一絕：

今朝遊行到此來，伏睹造我罵手□。若也問此［□］不賤，千吼

萬喚不到來。

此詩見於Ｐ．４７８７。詩前有：“今朝好光景，騎馬上天堂。須家好女

子，嫁娶何□家。”可見亦爲學郎詩抄。

人生一世只爲逢，昨朝今日事不同。但看後園桃柳樹，花開能

得幾時紅。

此詩見於Ｐ．Ｔ２７藏文背面所抄的漢文詩歌五首之一。

阿師本是閻家兒，解甚不知得處書，今朝遣人輕輕問，後問之

時心莫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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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見於Ｐ．Ｔ２７藏文卷背所抄的漢文詩歌五首之三。這首詩表

現的是學郎對老師教學的質疑，而有意考驗，這也是青少年學習階段經

常出現的與教師互動的情形。

先生本是□□歌，逐日書字甚要他。寫經早料不得實，三時趁

時費鞋靴。

此詩見於Ｐ．Ｔ２７藏文背面所抄的漢文詩歌五首之四。

三十餘年在戰場，百年生死位（爲）君王。彫弓歲歲恒看月，金

鉀年年鎮被霜。

此詩見於Ｐ．３１９２《論語集解》卷第六卷末詩二首之二，詩前有題記

“丙子年三月五日寫書了張□□讀”。顯然爲一首文人詩作，而爲學郎

所抄寫。

山頭壹隊綠（欲）陵（凌）雲，白馬紅英（纓）出眾郡（群）。知如

（爾）意氣不如次（此），多應則箇待河（何）人。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詩六首之二，詩前有題記“大中

十三年（８５９）四月四日午時寫了”。此詩亦見Ｐ．３６１９《唐詩選叢》之《野

外遙占渾將軍》“山頭一隊欲陵（凌）雲，白馬紅纓出衆群，諸人氣色不如

此，只應者箇是將軍”，文字小有異同。Ｐ．２６２２爲學郎抄詩，字多訛誤，

可以參校。

遮莫千今（金）與万金，不如人意與人心。黃今（金）將來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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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散，進長存……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詩六首之五，詩前有題記“大中

十三年四月四日午時寫了”。末句顯然殘缺未完，不過由前三句，可看

出這首詩的主旨。

明招（朝）遊上遠（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伐（待）曉

風吹。

此詩見於Ｐ．３３２２《推占書》卷末詩三首之三，詩前有題記“庚辰年

正月十七日學生張大慶書記之也”。按：這首詩乃武則天的詩，見《全

唐詩》卷五則天皇后《臘日宣詔幸上苑》。徐俊引宋樂史《廣卓異記》

卷二：

則天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耻輔女君，欲謀殺則天，詐稱花發，請

幸上苑。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

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群

臣咸服其異焉。

說明此一宮庭政變故事被後人用作小說素材，在唐代相當盛傳，以致被

西北邊陲的學郎吟詠抄錄。瑏瑨

唾落煙陳（塵）氣，山頭玉月明。□雞怕夜雨，桃出奉（鳳）黃

（凰）城。

此詩見於Ｐ．３３０５《論語集解》卷第五卷末雜寫詩七首之四。

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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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再（弄）春［聲］。

此詩見於中國書店藏《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卷背《社司轉帖》卷末詩

三首之三。詩前有題記“癸未年十月永安寺學士郎張宗之書記之耳”。

按：日本三井文庫別館藏敦煌遺書１０３《成唯識論》卷七背面有“春日春

風動，春來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棒打春牛”。又１９６７年長沙銅官鎮

瓦渣坪五代宋初窑址出土的青黃釉瓷注子腹部，及９０年代長沙望城縣

唐窑出土的唐代酒器上也有這首詩的另一傳本，詩作：“春日春水滿，春

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據此足以說明此詩在唐五代民

間廣爲流行，各地流傳隨意更改字句，也可提供校補詩句之參考。

海鳥無還沒，山雲收……

此詩見於Ｐ．２６２２《吉凶書儀》卷末六首之四。按：湖南長沙窑遺址

１９８３年發現的唐代瓷器有“海鳥浮還沒，山雲斷更連。棹穿波上月，舡

壓水中天”。《全唐詩》卷７９１收錄作《賈島與高麗使過海聯句》：“沙鳥

浮還沒，山雲斷復連。高麗使 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島”陳尚君《苕溪漁

隱叢話書後》以爲：“此事可斷定出於宋人之附會。賈島時高麗尚未復

國，何來使者。得長沙窑詩，知此詩即據民間流行詩附會而來。”瑏瑩

三、學郎詩抄的特色

敦煌學郎詩抄是指敦煌地區就學的學郎所抄寫的詩歌。歷來研究

者往往將這些學郎抄寫的詩篇不加區別地籠統視爲兒童創作的詩歌。

事實上，敦煌地區的學校有官學、私學與寺學之分，官學中又有州學、縣

學、鄉學、社學、坊學之不同，私學也有家學、義學、寺學的分別。學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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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郎、學仕郎、學使郎都是同義而異名，指的都是就學的學生。然而

不同層級的學校，學生的員額與年齡也有所不同。有如今天同爲學生，

有大學生、中學生與小學生的區別。除年齡的不同外，相對的程度水準

也有所不同。因此學郎詩抄有了層次等級的差別。

我們從現存敦煌文獻２８件寫本中輯錄到５４首詩（含殘句），除去

重複，得４１首。這些詩作中，有青年學生述志抒懷的個人詩作，如翟奉

達、薛安俊、李幸思等。這些作品，無論格律用韻等詩歌形式，還是內容

意涵均與唐代一般文士之作無甚差別。但更多的是年齡較小的兒童、

少年所抄寫的學郎詩抄。他們有的是剛啓蒙的學童，尚不具備創作詩

歌的能力；有的是略通文墨，詩歌寫作能力尚爲粗淺的青少年，僅能以

淺白的口語寫作近似打油詩的詩篇，或據現成詩篇加以改造；更有尚無

作詩能力，剛啓蒙的學童，藉抄襲既有的詩歌以抒懷。

由於學郎是個身份，有年齡層、文化層、生活圈及階段性的限制。

因此，學郎流傳、寫作的詩歌隨着不同階段的詩文能力，有傳習、襲用、

改造到創作的差別，而內容也多圍繞此一學習階段的事務、生活與思

想。其語言大抵通俗淺白，合乎當時學堂流行的語言風格。詩歌的形

式，基本上也是唐代詩歌普及下，當時學童學習詩歌最爲普遍的近體

詩。不同層次的學郎詩抄正反映文學發展的現象與規律。初階學郎所

表現的是口耳相傳，具大衆化集體性格的俗文學特質。成熟的學郎所

創作的詩歌則是進入到作家文學層次，其形式語言與風格近於雅文學；

內容呈現的已遠離一般學郎的集體共同主題與感觸，抒發的是個人的

心志與情懷。我們從上列現存的敦煌學郎詩抄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特色：

（一）作品的集體性與變異性

集體性與變異性是民間文學與俗文學的主要特性。文人的詩歌，

理應屬雅文學，作者本應明確且具名，文本亦固定且無所改易。然而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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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學郎詩抄中，除了翟奉達、薛安俊、李幸思等少數年紀較長，思想學識

較成熟的作品與一般唐人文士詩作無異外，其他大部分作品均有不具

作者的特性，作品具集體性與變異性等特色。主要是這些作品長期以

來口耳相傳流行於各級學校學郎之間，成爲那個時代學郎們的集體作

品，難以認定著作權的歸屬。不但如此，在不同學郎的傳播與再傳播

間，出現了字句的出入，有些是出於口耳相傳的音同音近造成的訛俗

字，有些則是學郎有意無意的變動更改。這原屬於民間文學、俗文學的

特性，也存在於大部分敦煌的學郎詩抄中，成爲敦煌學郎詩抄的重要特

色之一。從上面列舉的敦煌學郎詩抄中，我們可以得到印證。

例如：“高門出貴子，好木出良才，丈夫不學問，官從何處來。”這首

詩不但出現在晚唐五代敦煌寫本的學郎抄本中，也出現在吐魯番文書

盛唐私學生的寫卷中。按：敦煌寫本北圖玉字９１號（８３１７）《七階禮佛

名經》卷背的存詩是“沙彌索惠惠”所抄；Ｓ．６１４《兔園策府第一》卷末則

爲“學生索廣翼寫”；吐魯番阿斯塔那３６３墓出土文書中的存詩則爲唐

景龍四年（７１０）學生卜天壽抄在《論語鄭氏注》寫卷的卷末，其中後二句

作：“交兒學敏（問）去，三公河（何）處來。”文字小有歧異。顯然“高門出

貴子”這首五言詩，廣泛流傳於當時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學郎圈，是一首

具有集體性的校園詩歌，流傳的時間相當長，傳播的地域也極爲廣闊。

在傳播的過程中，自然也呈現出口耳相傳的變異性，因此便有了字句不

盡相同的情況產生。雖然作品原創者是誰難以確知，創作時間也不易

斷定，但是可確定的是：這首通俗的五言詩在唐五代期間不僅流行於敦

煌吐魯番地區，恐怕還廣泛地流行在中原各地，雖然見於敦煌寫卷中，

爲學郎所抄，但無疑是敦煌地區的學郎所襲用而非敦煌學郎的創作。

再如：“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這首

詩見於北圖位６８（８４４２）《百行章》一卷卷末題記“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淨

土寺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也，薛安俊札用”後。同時在Ｐ．２６２１《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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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有學郎買義抄同樣的詩，整首詩只是出現“隨宜”作“隨疑”這種音

同致異的小小差異而已；同樣這首詩也出現在Ｐ．３３０５《論語集解》卷第

五卷末李文段抄的雜寫中，只是後二句略有變動，作：“且德隨宜過，有

錯沒人看。”“德”是“得”的別字，意思相同。Ｐ．２９３７《太公家教》卷背題

記“維大唐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郡學士郎兼□□軍除解□太

學博士宋英達”後也抄有此詩。後二句也稍有變異，作：“但作須宜過，

留作後人［看］。”“須”爲“隨”之音訛字，詩的內容意思無甚差異。可見

這是一首在學郎抄書手間相當流行的詩歌，流傳的時代至少從中和四

年（８８４），到“庚辰年（９２０）正月十六日淨土寺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也，

薛安俊札用”。傳抄者就有宋英達、買義、李文段、鄧保住或薛安俊等。

從現存的學郎詩歌抄寫的５２件寫本來看，可以發現這些所謂的學

郎詩抄，大多是抄寫在《論語》、《孝經》、《千字文》、《開蒙要訓》、《太公家

教》、《事森》、《兔園策府》、《吉凶書儀》等一類當時學仕郎習誦的童蒙教

材之後，顯然這些通俗詩歌是當時敦煌地區乃至各地區學郎日常吟詠

的流行詩篇。因此，每每爲當時學郎所襲用或間加改句，以表達自己的

情懷，而成學郎的共同心聲與集體意象。

（二）題材的生活性與語言的口語性

學郎是求學就讀者的稱謂，是階段性的身份，有年齡層、文化層、生

活圈及階段性的限制。學郎生活也就受到這些環境的制約，因此學郎

詩抄的題材與內容也多圍繞此一學習階段的事務、生活與思想。這與

其他唐人詩歌的題材有所區別，自成一個體類。敦煌學郎詩抄在題材

上具有凸顯唐五代敦煌地區學郎鮮明的生活特色，尤其是學郎抄書的

心聲。不論是仰賴抄書工讀期待收入的表述或抄書苦悶飲酒的需求，

還是每日抄書之苦悶與無奈的傾訴，這些都是其他唐人詩歌所未見的

主題；又如學郎間的玩笑戲謔或讀書、抄書的彼此競爭，這些學堂現實

生活的主體也是一般詩歌所罕見的題材。有關愛情的追求乃詩歌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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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題材，所謂“無哥無妹不成詩”。雖同爲情詩，敦煌學郎詩抄中情詩所

呈現的是青春期少年郎對愛情的憧憬，雖不免稚嫩羞澀，卻也真情流

露，別具一格，均呈現出鮮明的生活性。

今存的４１首敦煌學郎詩抄，除了年歲較大的翟奉達、薛安俊、李幸

思等少數較成熟的５首述志詩篇與傳世唐代文士典雅之作無異之外，

其他３０多首，不論是書手抒發愁緒，或學郎期盼放假、追求情愛，還是

同儕間的玩笑戲謔等而創作或流行傳抄的詩篇，就詩歌的表達而言，語

言通俗淺近，明白易懂，所以口語性也就成了敦煌學郎詩抄在詩歌語言

所呈現的主要特色之一。例如“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可憐學生

郎，每日書一張”、“今朝書字筆頭乾，誰知明振實箇奸。向前早許則其

信，交他者人不喜歡”等。一般年紀較小的學郎，初學入門，讀書有限，

語文訓練不足，修辭功夫尚淺，除抄寫現成的流行詩篇外，其寫作大抵

多採口語，直抒胸臆，因此，語多白話直描，通俗淺近，也就成爲敦煌學

郎詩抄的語言特色。

（三）風格的諧趣性

詩歌的藝術表現，除了題材的表現與語言的修辭外，趣味的趨向也

是形成詩歌風格的主要表現。敦煌學郎詩抄從藝術形象上看，鮮明生

動，想象豐富。青年學子天真爛漫，不矯揉造作，寫作詩歌往往不假雕

琢，直抒胸臆，所表現的感情自然直質真摯。同時又能近取譬喻，合時

而鮮明生動。如“青青河邊草，游如水舄舄，男兒不學問，如若壹頭驢”、

“學郎漢，郭會昌，看看一似憨頭狼。世間薄酒總飲盡，一朝出來辱城

隍”。其語言淺近俚俗且富詼諧趣味，自然而不造作，似乎脫口而出，又

具嘲諷戲謔的特色，其風格實屬所謂的打油詩一類。瑐瑠

此外，敦煌學郎詩抄的傳播與保存，也不同於傳統文士字斟句酌的

精心之作。這些詩歌不論是信手拈來的即興詩作，或是抄寫學堂流行

的詩歌以宣洩情緒、抒發感慨，均抄寫在他們習誦教材之後的空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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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詩篇均不似傳統文士之作，經過精心編纂整理，來得工整條

理。而且這些學堂流行的詩歌，主要經由口耳相傳傳播，加以初學識字

有限，因此，學郎抄錄的詩歌每多同音之別字，如：“青青”作“清清”，

“河”作“何”，“何”作“河”，“今”作“金”，“誰”作“須”，“手”作“首”，“貸”

作“代”，“詩”作“書”，“苑”作“怨”，“得”作“德”，“官”作“觀”等。別字連

篇，正凸顯了學郎詩抄寫本的本色。

四、學郎詩抄的文獻價值

敦煌學郎詩抄具有以上幾點主要特色，基於這些特色，我們從文獻

學、學童詩歌與中國詩歌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

來簡述敦煌學郎詩抄的研究意涵。

（一）彌補中國古代兒童詩歌之不足

自從１８世紀兒童文學自西方興起，２０世紀經由日本引進中國後，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快速而蓬勃地發展，舉凡兒童故

事、兒童散文、兒童歌謠與兒童詩歌的理論與歷史均有相當的論述與建

構。不過也有相當多的學者以爲中國古代沒有兒童詩，甚至說“五四”

以前中國沒有真正的兒童文學。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傳世文獻中甚

少有古代兒童創作的作品留存。一般提到的中國古代的兒童詩歌，往

往是文士所寫描寫兒童的詩，或者是一些既非兒童所寫，也非文士描寫

兒童的詩，而是寫給兒童誦讀或適合兒童誦讀的詩。

按：中國爲詩歌大國，特別是在唐代這個詩歌輝煌的大時代裏，許

多孩童從小便會作詩。加以唐代詩賦取士，所以學童在接受啓蒙教育

時，便展開近體詩歌的寫作訓練。詠物、記事、寫景、述志，均依序詠誦、

習作。不過，學童少年之作，大都不存，罕有刻意流傳的。如前述翟奉

達對自己二十歲時所作的詩篇，發出了“幼年之作，多不當路，今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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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年邁見此詩，羞煞人，羞煞人”的慨嘆。一般詩人晚年結集詩作

時，往往將其少年之作，加以删除，以致傳世的兒童詩作相當有限。《全

唐詩》中雖偶爾也保存一些兒童寫的詠物詩，如唐駱賓王七歲時寫的

《詠鵝》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

綠水，紅掌撥清波。”唐蘇頲七歲時寫的《詠兔》：“兔子死蘭彈，持來掛竹

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唐鄭愔八歲時寫的《詠黃鶯兒》：“欲囀

聲猶澀，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這些詩篇大都是中國

歷史上所謂的神童詩，留下的數量終歸太少。至於能跳脫詠物傳統，抒

發學童實際生活與心理，且能真切表現學郎生活話題、感受與情思的作

品更是少之又少。

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４１首學郎詩抄，既有如翟奉達、薛安俊、李幸

思等成熟的述志書懷的詩歌，也有情竇初開少年抒發對異性懷思與愛

情渴望之詩篇，也有一般學郎在學習中對煩悶生活與渴望放假心聲的

吐露，更多的是稚嫩的學童們與同儕間玩笑戲鬧的諧謔之作，以及學郎

抄書的枯燥、繁重及不如意時心理壓力的抒發。這些作品有真正屬於

青少年兒童出自其真實世界抒發心中情思的詩歌，也有流行於學郎圈

的作者不确的集體創作性兒童作品，這些詩篇均爲當時學堂青少年兒

童所喜歡。就內容而言，多與學童們成長及對未來充滿嚮往的心理相

契合，成爲最能引發他們思想感情强烈共鳴的詩歌。敦煌這些學郎詩

抄的保存，可說大大地豐富了道道地地的中國古代的兒童詩歌。

（二）有助於瞭解唐五代民間教育內容及學郎學習心理

我國古代學校教育起源很早，至唐代更加發達，不僅官學普及，私

學也非常昌盛。可是我們今天對唐代私學教育實際的狀况不太清楚，

推究原因，主要因爲有關唐代教育的史料文獻載籍多詳於官學而略於

私學。不但私學教育具體的教育內容與教材後代不易得知，而各級學

校就學的學生學習期間的生活與心理狀態，歷代文獻載籍更是付之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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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人無從獲悉。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經洞發現有近３００件、３０種唐五代

期間敦煌地區學郎們所抄寫使用的童蒙讀物，瑐瑡使我們在千年之後，得

以一窺唐五代民間教育的內容與情况，並據以考察中國童蒙教育教材

發展的脉絡。學郎們在抄寫誦讀這些蒙書時，每每於卷末信手抄寫一

些所謂的學郎詩來歌詠生活事物，或抒發情緒與學習心理。偶然的發

現，將不經意而最真實的學郎作品流傳下來，爲我們提供了瞭解唐五代

民間教育內容及學郎學習心理極爲寶貴的資料。

如“學郎大歌張富千，一下趁到孝經邊。太公家教多不殘，僂玀兒

實鄉偏”，這首靈圖寺學郎李再昌挖苦同學張富千的詩歌，提到了他們

所讀的《孝經》、《太公家教》，讓我們可以跟敦煌寫本所保存的《孝經》、

《太公家教》寫本以及唐代相關教育資料相互印證，明瞭《孝經》、《太公

家教》在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童蒙教育中的實際使用情況。對愛情的

嚮往，是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必然産物。不過在唐代傳世的詩歌中，這一

類作品可以說是難得一見，尤其是像敦煌寫本中所保存的那些對於心

理的描繪極爲自然真實而直接，絲毫不矯揉造作、遮遮掩掩的作品。有

學郎暗戀的情思表述，如Ｐ．２６２２：“寸步難相見，同街似隔山。怨天作

何罪，教見不教憐。”有一見鍾情，數度追尋伊人倩影，幾度門前徘徊，終

歸失落的單相思心理，如：“那日□頭見，當初便有心。數度門前過，何

曾見一人。”進而更有表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思的，如：“今日好風

光，騎馬上大唐。誰家有好女，嫁與學士郎。”這些都是極爲難得的不同

階段學生心理發展狀況的寶貴資料。

而大量與學郎抄書有關的學郎詩抄，提供給我們古代學生以抄書

工讀，貼補生活的實際情況。如“今日書寫了，合有五斗米。高貸不可

得，還是自身災”、“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

看”、“可憐學生郎，每日書一張，看書佯度日，淚落數千行”等，多是真實

而難得的學生生活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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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白話詩研究的另一面向

歷來詩歌以典雅爲正格，鄙俗粗淺爲詩家所忌，然王梵志詩卻以通

俗淺近見稱，其主要原因，在於俗得有特色，不僅語言通俗，口語俚詞皆

可入詩，而且詩句簡煉，明白如話，在白話文學發展歷史上，佔有極其重

要的地位，正如同敦煌變文在講唱文學的地位一樣。歷來研究白話文

的歷史，多追溯到唐宋的禪家語錄，而今所知見的王梵志詩存在的大量

白話口語，正提供我們研究白話文學的珍貴資料。

胡適《白話文學史》論及白話詩有種種來源，其中第一個來源是民

歌，第二個是打油詩。他說：“就是文人用詼諧的口吻互相嘲戲的詩。如

我們在上編說的，應璩的諧詩，左思的《嬌女》，程曉的《嘲熱客》，陶潛的《責

子》、《挽歌》，都是這一類。王褒的《僮約》也是這一類。嘲戲總是脫口而

出，最自然，最沒有做作的，故嘲戲的詩都是最自然的白話詩。雖然這一類

的詩往往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然而他們卻有訓練作白話詩的大功用。”瑐瑢

胡適所舉的打油詩都爲文士之作。敦煌寫本中玩笑戲謔的學郎詩

抄，其自然諧謔的趣味，與口語白話的淺近明白，又是表現學郎階層文

化的另一種打油詩，無疑也是白話詩的一員。因此，敦煌學郎詩抄的整

理當可提供白話詩研究的另一面向。

五、結　　語

１９００年莫高窟藏經洞的偶然發現，開啓了中國中古文化的豐富寶

庫。這些資料題材廣泛，使用語言的種類也多。舉凡佛教、道教、景教、

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以及儒家經典、歷史地理、童蒙書、社會、經濟、法

律、政治、公私文書、曆算、醫藥、術數、類書、文學、繪畫、書法、樂舞、碁

經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保存在一些千年前學童的課本、習字、雜寫中

的４１首當時學生隨手抄寫的詩篇，讓我們能於千年之後獲睹這些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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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期間在敦煌地區學堂中廣爲流傳的詩篇，以及當時學郎即興抒懷的

詩作。由於敦煌地區當時稱爲“學郎”、“學士郎”、“學仕郎”或“學侍郎”

的學生們，年齡大小不一，有兒童、少年，也有青年，這些詩篇是他們學

習生活的呈現與學習心理的真情流露。

敦煌學郎詩抄多數抄寫在寫本卷末或卷背，也偶有夾寫在寫本行

間的，雖非嘔心瀝血之作，卻是最爲真實自然的學堂之聲，是最能反映

當時學郎心境的通俗白話詩歌。這些詩歌多半口耳相傳，隨手書寫，因

此字體既多不工整，又多別字俗體。正因如此，更能流露出古代學童們

純真可愛的心靈。這些爲後代留存了千年之前學郎生活的活化石，提

供我們瞭解唐五代敦煌地區學生孜孜矻矻用功讀書的苦悶心情，相互

競爭背誦、抄寫進度的快感，炫耀自己調侃同儕的神情，抄書工讀不如

意的怨懣，彼此捉弄的諧趣，渴望愛情滋潤的少年情懷。透過這些信手

塗鴉的學郎詩抄，彷彿當年學堂嬉笑喧鬧、捉弄逗趣的一幕幕場景，又

依稀地重現在你我的眼前。對這些作品的整理與研究，既能豐富我們

研究古代兒童詩歌的寶貴材料，又可印證唐詩發達普及、盛況空前的歷

史事實，同時又提供我們研究唐代白話詩歌的另一面向。

（原載《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４８期，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

２００７年７月，第１１１—１３８頁。）

注釋：

①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３《唐上》：“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

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絶句，靡不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
巨細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閒，新
奇猥瑣，靡弗届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衣羽客，靡弗

預矣。”臺北：正生書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５７頁。

② 許國霖《敦煌雜錄》，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葉１７８下。

③ 同上註，葉３下—葉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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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小川貫一《敦煌佛寺學士郎》，《龍谷大學論集》４００、４０１合集，１９７３年３月，
第４８８—５０６頁。

⑤ 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１９８７年第１輯，第２６—４０頁。

⑥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第三章《民間詩歌》第六節“學郎詩抄”，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０—２１９頁。

⑦ 徐俊《敦煌學郎詩抄作者問題考略》，《文獻》第６０輯，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４—
２３頁。主要論述敦煌學郎詩抄並非全是抄寫者的創作。

⑧ 鄭阿財《敦煌寫本中有趣的學童打油詩》，《嘉義青年》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第

１３—１５頁。

⑨ 楊秀清《淺談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抄和學郎題記爲

中心》，《敦煌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輯，第１３７—１４６頁。主要根據李正宇《敦煌

學郎題記輯注》資料，淺述敦煌學生生活。

⑩ 謝慧暹《敦煌漢文文書題記中之學郎詩抄研究》，《光武學報》第２５期，２００２
年３月，第３１３—３２３頁。主要根據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資料中之學

郎詩抄加以論述，不出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論述範圍。

瑏瑡 國科會“敦煌白話詩校輯與研究”編號：ＮＳＣ９４—２４１１—Ｈ—４１５—００１，執
行期：２００５０８０１—２００６０７３１。先後發表《敦煌勸善類白話詩歌初探》，《敦煌

學》第２６輯，第７５—９２頁；《敦煌文獻中的佛教勸善詩》，收入《周紹良先生

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９—５１４頁。

瑏瑢 有關學郎題記資料，目前檢索約１４４條。據有紀年題記考，最早爲Ｐ．３２７４《孝
經疏》尾題：“唐天寶元年（７４２）十一月八日於郡學寫了，陰庭□□張處□。”最
晚爲Ｓ．４３０７《新集嚴父教》尾題：“雍熙三年（９８６）歲次丙戌七月六日安參謀學

侍郎崔定興李神奴寫《嚴父教》記之耳。”主要以吐蕃佔領時期及歸義軍時期，
也就是中晚唐五代時期爲主。其中又以歸義軍時期（晚唐五代）爲最多。

瑏瑣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將學郎詩抄分爲學習生活即興、勤學發憤、玩笑戲謔、
情詩、書手詩、格言詩等六類。

瑏瑤 參蘇瑩輝《敦煌翟奉達其人其事》，新加坡《新社學術論文集》第１輯，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收入《瓜沙史事叢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８７頁。

瑏瑥 同註⑤，第３１頁。

瑏瑦 見柴劍虹《讀敦煌學士郎張宗之詩抄札記》，收入《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
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４７—２５１頁。

瑏瑧 參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４９—３７６頁。

瑏瑨 徐俊《敦煌學郎詩抄作者問題考略》，《文獻》第６０輯，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４—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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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徐俊《唐五代長沙窑瓷器題詩校證———以敦煌吐魯番寫本詩歌參校》，《唐研

究》第４輯，１９９８年，第８０頁。

瑐瑠 “打油詩”是一種語言淺近且帶有詼諧趣味的短詩。其形式句式整齊，然平

仄、格律並不嚴謹，便於口頭流傳。相傳爲唐朝張打油所創，故稱爲打油

詩。以《詠雪詩》“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爲其

代表作。明楊慎《升庵別集》：“《太平廣記》有仙人伊周昌，號伊風子，有《題
茶陵縣詩》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邊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

鎚芒織草鞋。’時謂之覆窠體。江南呼淺俗之詞曰‘覆窠’，猶今云打油也。
杜公謂之俳諧體。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
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北夢瑣言》有胡釘鉸詩。”

瑐瑡 參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瑐瑢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

念館，１９６９年，第１８１—１８２頁。

附圖：

北新０８３６
　　　

Ｐ．２４９８
　　　

Ｓ．６１４

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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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８３１７
　

Ｐ．３５３４
　

Ｐ．２７４６

Ｓ．７２８
　　　

Ｓ．３２８７
　　　

Ｐ．２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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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前　　言

近年中國語文教學因應現實社會需求，逐漸加强語文在實際生活

中的應用功能，除在既有的國文課程中加强應用文的教學外，更有所謂

“應用中文”的興起。其中“廣告文學”是備受重視的一環。

廣告的歷史悠久，在影視等電子媒體未出現以前，其原始形式就是

商販的叫賣聲。叫賣也可以說是一種口頭廣告，雖然源遠流長，可是在

錄音未發明前，無法超越時空保存。叫賣的口號，記錄流傳下來也不多

見，且所錄多爲宋以後。使用文字的廣告，在敦煌文書未發現以前，一

般以宋代“劉家針鋪”廣告最爲古老，亦被稱爲世界最早的手刻廣告。

敦煌學的興起主要仰仗數以萬計北宋以前的文書資料，其內容龐

雜，舉凡宗教、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歷史、地理、語言、文學、音樂、舞

蹈、天文、曆法、醫藥等，當時現實生活中的各類資料幾乎都有。這些材

料是敦煌地區生活的寫照，更是中國中古社會生活的寶貴資料。敦煌

遺書因地理、歷史的特殊因素，使它得以在封閉千年之後重見天日，由

於其他各地未見保存，其寶貴自是無疑，其中竟保存有商販叫賣的廣告

與通俗讀物的廣告詩，因撰此文，希望能彌補唐五代廣告文獻之空白。

千祈方家，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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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告名義與起源

“廣告”，顧名思义，爲“廣而告知”。依照目的、作用，大致可分爲

“商業廣告”與“啓事廣告”兩種。隨着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廣告

的涵意與時推移，廣告的花樣也不斷地翻新。商場競爭激烈，對於產品

進行自我宣傳的廣告不斷推陳出新，以求博取群衆對商品的好感。現

代商業廣告，隨着行銷觀念的革新、傳播媒體的日新月異，成爲了一門

專門的學問。

廣告一詞是外來語，大約二十世紀初才輸入我國。或曰“廣告”一

詞來源於拉丁文，是吸引人注意或者誘導人的意思。大約在１３００年到

１４７５年的中古時期，演變成英語的廣告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它的含義是某

人注意到某事，後來又演變爲“引起別人注意，通知別人某件事”。直到

１７世紀末１８世紀初，英國開始大規模商業活動，廣告一詞才開始被廣

泛地使用。

一般所謂的廣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廣告，包括商業廣

告與非商業廣告。本文所謂的廣告，指的是狹義的廣告，它的歷史可

謂悠久，最早的廣告是非常古樸而簡單的，它的形態無非是以“市聲”

（叫賣）和“懸物”（實物廣告）爲主。原始社會自有以物易物以來，展

示實物是當時交換的主要廣告形式。隨着商品、貨幣的出現，交換範

圍不斷擴大，實物、聲響廣告發展爲行業性標誌或幌子，而後又出現了

文字廣告。

商人出現後，原始的實物廣告廣泛流行，之後又出現了吆喝叫賣的

廣告形式。如《楚辭·天問》即記載了姜太公操刀賣肉吆喝叫賣的情

形，《楚辭·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行商坐

賈，商人進一步又有商賈之分，廣告形式亦有不同。行商游鄉叫賣，以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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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響廣告爲主；坐賈擺攤設位，除展示實物廣告爲主外，也偶爾以叫賣

招徠顧客。物品上插上草標以示出售，是我國最原始的廣告形式之一。

後來出現“旗子”、“幌子”來代替實物陳列的廣告形式，以及借敲打器具

發出特殊音響來標誌行業或區別推銷性質的聲響廣告。這些廣告形式

在古典文獻中，均可見到相關的描述。如戰國末期的韓非在《韓非子·

外儲說右上》即記述了：“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

美，懸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唐詩中對於酒旗的記載更多，如張籍

《江南行》有：“長於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懸江口。”杜牧《江南春》：“千

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宋、元、明的話本小說與戲曲中，酒旗、幌子、叫賣更成爲瓦舍勾欄、酒樓

茶館描寫的必然景觀。

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裏，陳列有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７）濟南“劉家功夫

針鋪”的廣告銅版雕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銅版印刷廣告作品。它比

１７４３年在美國出現的宣傳一本宗教書籍的印刷廣告要早３００多年。

廣告刻版約五寸見方，中間繪有“兔兒”商標，是一幅白兔搗藥圖。圖的

上方橫寫着“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圖的左右側連寫着“認門前白兔兒

爲記”，“門前白兔兒”即針鋪店面前的商號標記。下方則是介紹功夫針

的用料、質量、製作方法及購買優惠條件的說明，翔實具體，簡明扼要，

只用二十八字：“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誤宅院使用，客轉爲販，

別有加饒。請記白。”真可謂圖文並茂、簡單明瞭的廣告佳作。

叫賣的口頭廣告，又稱吟叫、叫聲。宋代民間說唱有模仿市井叫賣

果子的聲調而成的曲子《叫果子》，後來又採用市井其他賣物吟哦的聲

調配以詞章以爲說唱。宋高承《事物紀原》“吟叫”條下即云：

嘉祐末，仁宗上仙。自帝即位，至是殆五十年，天下稔於豐樂；

不意邦國凶變之事，而英宗諒陰不言，能昭其功。然四海方遏密，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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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間，叫紫蘇丸洎樂

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具不

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樂也。今盛行於世，又謂

之吟叫。①

南北曲曲牌如《叫聲》、《紫蘇丸》、《石榴花》、《酸棗兒》等即與這種

說唱曲調有關。元明清後更有以小曲來進行的，如有以《數岔》來叫賣

雜貨的。如：

販貨求財，呀呀喲。你賣的是甚麼東西拿出來，你把箱子打

開。我賣的是：茶鍾兒、瓶兒、罐兒、簪兒、棒兒、紐兒、扣兒、池兒、

筷兒、刷牙抿子、九江篦子、描金鈷子、鳳頭冠子、大紅汗巾、垂金扇

子、扎花褲腿、包頭鈿子、江南帶來的花紅線帶，還有京造的玻璃珠

的抱頭蓮。②

也有以《馬頭調》來叫賣的，如：

貨郎兒背着櫃子遙街串。［鼓兒搖得歡］。生意雖小件件都

全。［聽我喊］。喊一聲，雜色帶子花紅線。［博山琉璃簪］。還有

桃花宮粉胭脂片。［軟翠花冠］。紅綠梭布、杭州絨纂。［瑪腦小耳

圈］。有的是木梳、墨篦、大朝扭扣、玉容香皂、擦粉面。［頭繩似鮮

血］。新添的白銅頂指、上鞋罐子、廣條京針、時樣高底梅花瓣。

［并州柳葉剪］。③

至於書鋪廣告，一般亦以宋代爲最早，如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卷末

載有杭州沈二郎經坊廣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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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鋪將古本《蓮經》，一一點句，請名師校正重刊。選揀道山場

抄造細白上等紙札，志誠印造。見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

二郎經坊新雕印行。望四遠主顧，尋認本鋪牌額，請贖。謹白。④

所謂《蓮經》指《妙法蓮華經》。廣告强調標點句讀，並選用上等紙張

印造。

二、敦煌文獻中的廣告

在敦煌文獻未發現以前，似乎有關廣告的文獻，不論叫賣的口頭廣

告，或文字廣告，有關的記載與保存文物均以宋代爲最早。廣告應是隨

着商業發達而發展的。唐朝是中國工商業發達的時代，宣傳商品的廣

告理應相當流行，只是後代大抵沒有保存。１９００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重見天日，大批隋唐五代人們現實生活的材料在無意間得以保存，其間

即有當時商鋪叫賣的廣告及通俗讀物的廣告。茲分別條述如下：

（一）叫賣廣告詞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編號Ｐ．３６４４號殘卷，高３０公分，長１６５公

分。計存１１９行。全卷起“越共資關”，訖“辭別阿孃”。前後字體一致，

似學童習字。其中從第４２行第４字後“天長地闊杳難分”起，至第４８

行“生生得見五臺山”爲《禮五臺山偈一百一十二字》；而第４９行題“今

當（當今）聖人詩七言”起“禁煙節暇賞幽閒”，訖第５２行“直須頂戴遶彌

山”。此外均爲各類名物稱謂等詞彙的抄錄，余董理研究敦煌字書，見

其抄錄名物，恐與《俗務要名林》有關，乃細爲抄錄，確定其係學童習字

的雜抄，與《俗務要名林》一類分類編排，賦以部目的要用雜字書無涉。

然卻發現其中第６２行至第７０行抄有當時店鋪招徠叫賣的廣告詞。其

內容如下：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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ㄙ（某）乙鋪上新鋪貨，要者相問不須過。

交關市易任平章，賣（買）物之人但且坐。

ㄙ（某）乙鋪上且有：橘皮胡桃欀（穰），梔子高良薑，陸路訶黎

勒，大腹及檳榔。亦有蒔蘿蓽撥，蕪荑大黃，油麻椒秝（蒜），阿（河）

藕弗香。甜乾棗，醋齒石榴，絹帽子，羅幞頭。白礬皂礬，紫草蘇

芳。抄糖吃時牙齒美，餳糖咬時舌頭甜，市上買取新襖，街頭易得

紫綾衫，闊口褲，斬（嶄）新鞋，大跨腰帶拾參事。

這是一則以七言絕句爲引子，後接雜言的口號，內容則是雜貨鋪的

叫賣廣告。廣告開頭的七言四句詩介紹自家服務周到，“交關市易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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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現在流行的“不二價”正好相反，經營態度很靈活。接着介紹店鋪

的各類新貨，主要有藥材，如橘皮、胡桃穰、大腹、蕪荑、大黃等；有食品，

如檳榔、油麻、河藕、甜乾棗、醋齒石榴等；有調味品，如高良薑、蒔蘿、蓽

撥、椒、蒜等；還有穿戴的衣物，如絹帽子、羅幞頭、襖、闊口褲、新鞋、大

跨腰帶等，色色俱全，在當時應是規模較大的百貨店了。

雜貨鋪，唐人稱爲“星貨鋪”，即供人零星購貨的店鋪，俗作“星火

鋪”。李匡文《資暇集》有：“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

星貨舖，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舖，誤也。”⑤

從廣告開頭的“ㄙ（某）乙鋪上新鋪貨”及“ㄙ（某）乙鋪上且有”可以

看出，這應是一則通用的店鋪叫賣廣告。“某乙”，是唐人常用的“代名

詞”，可用於自稱或他稱，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有“沙門ㄙ
（某）乙言”。在敦煌牒文殘卷中更是隨處可見，如：Ｐ．２８１４《後唐天成

年代消息狀樣式》卷末有：“牒件狀如前，謹狀。某乙某日。”Ｐ．４００１有：

“遺書一道。某年月日ㄙ甲緣已身染患，只有推□，今聞醒素之時，對兄

弟子姪諸親等，遺囑衙期……立此文書，用爲後憑。某年月日某甲遺書

一道。”牒文中的“某年”、“某日”、“某甲”、“某乙”，都是不確定名號的代

稱。當事者使用時，代換成自己的名字即可。和尚講經時就把某乙改

成自己的法號，百姓立牒狀時，把某甲、某乙代換爲確切的關係人姓名，

署上日期即行。它是應用文書上的範文，方便隨時套用。換言之，“ㄙ
（某）乙鋪上新鋪貨”及“ㄙ（某）乙鋪上且有”，也就是“××鋪上新鋪貨”

及“××鋪上且有”。亦即任何一家店鋪使用時，只要套上店名就可，例

如：“源記鋪上新鋪貨”、“謝家鋪上新鋪貨”、“廣緣鋪上新鋪貨”。

由於Ｐ．３６４４號殘卷並無題記年代，無法指出抄錄這則廣告的確切

年代，但可從寫卷內容來進行考察。按：第４２行至４８行的《禮五臺山

偈一百一十二字》又見Ｓ．５５４０及Дх．２７８ａ；第４９行至５２行的“當今聖

人七言詩”，又見於Ｓ．３７３寫卷抄錄的第一首，詩題作“同光元年迎太后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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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詩”。是則Ｐ．３６４４的抄寫年代當在後唐莊宗同光（９２３—９２６）以

後。其次，Ｐ．３６４４第９０行有“瓜州刺使慕容歸盈”，第９１行有“壽昌縣

令張信盈”，亦可資考察。

上述這則保存在敦煌殘卷的店鋪商販叫賣廣告，從內容上可推知唐五

代商業發達，百業興榮，一般雜貨鋪經營的各色貨品衆多，舉凡吃、穿、用、

戴應有盡有。特別在西北邊陲的敦煌，南北貨、土特產均有，當不難想見

中原地區商業之盛況，其叫賣廣告當更令人目眩神搖，惜未見有流傳。

（二）通俗讀物的廣告詩

１．《碎金》的廣告詩

“詩歌體”是文字廣告的主要體裁之一，它是以商品或商號爲題材，

編纂成通俗的詩歌；或將名家舊作改動部分字句，使人看着有味，藉以

達到宣傳的目的。

現存敦煌文獻的通俗讀物與字書中，即保存有詩歌體的廣告。由

於這類作品主要在切合民間日常生活之所需，內容均富通俗性，流通極

其普遍，而作者多具隱匿性，這也是通俗文學、通俗讀物的共同特徵。

敦煌文獻中的通俗讀物，如：《古賢集》、《新集嚴父教》、《雜抄》（又名

《隨身寶》、《珠玉抄》、《益智文》）、《新集文詞九經抄》等皆是如此。⑥其

中縱有書名或作者署名涉及文人、名士者，實則多屬依托，而非真正出

自其人之手。由於通俗讀物供應量大，因此極早進入商業領域。從現

存的印刷品來看，除了《心經》、《觀音經》、《陀羅尼經》等佛教讀物外，如

《具注曆》、《相面書》、《解夢書》多是民間日用的通俗讀物。隨着商場的

競爭日趨激烈，通俗讀物的廣告自然也就應運而生。

敦煌的通俗字書《碎金》，是民間流行的專門記載解釋日常口語詞

彙的通俗字書。敦煌寫本中計有：Ｐ．２０５８、Ｐ．２７１７、Ｐ．３９０６、Ｓ．６２０４、

Ｓ．６１９及雨字９０等六件，其中Ｐ．３９０６、Ｓ．６２０４、Ｓ．６１９及雨字９０四件抄

有署名白侍郎、沈侍郎、王建、盧協律等人對此書宣傳廣告所作的詩歌。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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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下：

沈侍郎　　讚碎金

墨寶三千三百餘，展開勝讀兩車書。

人間要字應來盡，呼作零金也不虛。

白侍郎　　同前

獡頭趠人難識，瀎泧惱家心。

寫向篋中甚敬重，要來一字一碎金。

吏部郎中王建　　同前

一軸零書則未多，要來不得那人何。

從頭至尾無閑字，勝看真珠一百螺。

白侍郎　　寄盧協律

滿卷玲瓏實碎金，展開無不稱人心。

曉眉歌得白居易，盧郎更敢尋。

從廣告學來看，白侍郎、沈侍郎、王建、盧協律等人均爲當時民衆心目中

的大詩家，當然容易引起注意，而諸人唱喝，聲勢尤大。四首詩歌主要訴

求爲《碎金》的寶貴與實用，與此書序文自述編纂的旨意可說完全契合。

凡人之運手動足，皆有名目，言常在口，字難得知，是以兆人之

用，每妨下筆，修撰著述，費於尋撿，雖以談吐，常致疑之。又俗猥

剌之字，不在經典史籍之內。聞於萬人理論之言，字多僻遠，口則

言之，皆不之識。至於士大夫及轉學之客，貪記書傳典籍之言，計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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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豈暇繁雜之字。每欲自書，或被人問，皆稱不識。何有恥之下

輩，而慚顏於寡知，則有無學之子，劣智之徒，或云俗字不曉，斯言

謬甚。今天下士庶同流，庸賢共處，語論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協

俗，既俗字而不識，則言話之訛“土戈反”矣。在上者，固不肯錄而

示之；小學者又貪輕易而傲之。致使曖昧，賢愚蒙（粗）細無辯。余

今討窮《字統》，援引眾書，《翰苑》、《玉篇》，數家《切韻》，纂成較量，

輯成一卷。雖未盡天下之物名，亦粗濟含毫之滯思。號曰字寶，有

若碎金。然零取救要之時，則無大段，而副筆濟用之力，實敵其金，

謂之《碎金》。開卷有益，讀之易識。取音之字，注引假借。余思濟

眾爲大，罔以飾潔爲美。將持疑從來者也。成之一軸，常爲一卷，俯

仰瞻矚，實有所益，省費尋撿也。今分爲四聲，傍通列之如後。

Ｓ．６１９號敦煌寫本《碎金》節略本，書名署爲《白家碎金》。此卷前

有沈侍郎、王建、白侍郎等詩，其書名所謂“白家”的“白”，當是指中唐白

話詩人白居易。Ｐ．２０５８號《碎金》寫本，首題有“大唐進士白居易千金

字圖　次鄭氏字圖　鄭氏字寶　千金亦曰碎金”，根據此首題記的意

思，似指“大唐進士白居易”編有《千金字圖》一書，又稱《碎金字圖》。其

後鄭氏編有《字圖》，又編有《字寶》。據此更可輔證Ｓ．６１９《白家碎金》

的“白家”很顯然就是指“白居易”。

又上述四首讚碎金詩，其中白侍郎《讚碎金》詩云：“寫向篋中甚敬

重，要來一字一碎金。”而白侍郎《寄盧協律》詩有云：“滿卷玲瓏實碎金，

展開無不稱人心。曉眉歌得白居易，盧郎更敢尋。”根據詩作內容

所表述的意旨，也明顯的是以白居易作爲《碎金》的編者。只不過《碎

金》這種通俗字書，在當時自然難登大雅之堂。卷後吹捧此書的四首

詩，也只是把《碎金》中的若干怪字提出來炫耀而已，這些打油詩我們自

然不會相信真是他們所作，大抵是此書宣傳廣告的吹噓依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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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崔氏夫人訓女文》的廣告詩

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三件《崔氏夫人訓女文》：

香車寶馬競爭輝　　　　少女堂前哭正悲

吾今勸汝不須哭　　　　三日拜堂還得歸

教汝前頭行婦禮　　　　但依吾語莫相違

好事惡事如不見　　　　莫作本意在家時

在家作女慣嬌怜　　　　今作他婦信前緣

欲語三思然後出　　　　第一少語莫多言

路上逢人須斂手　　　　尊卑迴避莫湯盪前

外言莫向家中說　　　　家語莫向外人傳

姑章（嫜）共語低聲應　 小郎共語亦如然

早朝堂上起居了　　　　諸房伯叔並通傳

妯娌相看若魚水　　　　男女彼此共恩怜

上和下睦同欽敬　　　　莫作二意有庸偏

夫婿醉來含笑問　　　　迎前服侍送安眠

莫向人前相辱罵　　　　醒後定是不和顏

若能一一依吾語　　　　何得翁婆不愛怜

故留此法相教示　　　　千秋萬古共流傳

此文內容爲對正在悲哭的將嫁少女，崔夫人勸其止哭，並多方設

譬，教以嫁到夫家以後，待人接物的態度皆須合於婦人禮儀。若能如

此，即得公婆憐愛。按：唐代長安，人口早達百萬之上，婚嫁之事不絕，

可能當時某位崔夫人訓女的詩得到民間大衆的認同，曾經有人傳抄，甚

至有人刻印作爲商品來賣。如Ｐ．２６３３尾題有“上都李家印　崔氏夫人

壹本”，⑦就知道有人以“上都李家”所印《崔氏夫人訓女文》爲底本而傳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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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遂將李家原印本廣告性質的“版權標記”也照樣抄錄。尾題前有白

侍郎讚：“崔氏訓女，萬古傳名。細而察之，實亦周備。養育之法，方擬事

人；若乏禮儀，過在父母。”詩一首：“亭亭獨步一枝花，紅臉青娥不是誇。

作將喜貌爲愁貌，未慣離家住婿家。”又詩一首：“拜別高堂日欲斜，紅巾

拭淚貴新花。徒來生處卻爲客，今日隨夫始是家。”陳祚龍以爲：《崔氏

夫人訓女文》的崔氏夫人是依托會昌年間與白居易同享盛名而以“孝行”

聞名的崔琯等八龍的崔氏夫人。“訓女文”中所附的“白侍郎”當指白居

易，不過《白侍郎讚》的“讚”及其下的“詩”二首，並未收入白居易的詩集

及《全唐詩》，均係他人“謬爲”，托名附益，以增“訓女文”的“銷路”！⑧

三、作者及其相關人物考

“詩歌體”的廣告一般多爲改易前人舊作，藉以引人注意，激發興

趣，達到宣傳目的。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廣告詩則是依托名家。奇特

的是，無論通俗字書《碎金》或通俗讀物《崔氏夫人訓女文》，其所依托的

均是中晚唐白話詩人白居易等人。而白居易等人的文學特色正是白話

通俗，致有學者頗有以爲廣告詩確爲署名作者所作。如張錫厚即以爲：

敦煌遺書明確題署白侍郎的作品，除Ｐ．３８２１《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

外，尚有《碎金》寫卷提及的白侍郎《寄盧協律》、白侍郎《讚碎金》及

Ｐ．３５９７的白侍郎《蒲桃架》詩等，證明“白侍郎”之稱，流傳甚廣，在敦煌

卷子中大有取代詩人本名之勢。多數學者亦早已讚同“白侍郎即白居

易”的說法，因而《十二時行孝文》中，題署“白侍郎作”，實屬事出有因，

白紙黑字，這是無可抹煞的事實，自然可以判爲白居易所作。並舉白居

易詩中《慈烏夜啼》、《和大觜鳥》、《燕詩示劉叟》等有關孝道思想作品作

爲內證，以爲這與《十二時行孝文》所云“孝養父母存終始”、“孝傳題名

終不朽”的意旨是一脈相承的。因此，認爲白居易在目睹世態炎涼，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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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孝行的思想促使下，以民間喜聞樂見的形式，寫下通俗易懂、明白如

話的《十二時行孝文》。並主張在未能進一步證明出於“僞托”的確證

下，仍不可斷然否認它爲白居易所作。⑨

因此，有必要對敦煌廣告詩的作者進行考論。

沈侍郎

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解題目錄》第四册，著

錄Ｐ．３９０６《碎金》卷子，以“沈侍郎”爲“沈佺期”。⑩考沈佺期爲唐高宗

上元二年（６７５）進士，在白居易（８００年登第）前，時代不相吻合。查與

白居易同時而彼此往來唱和者中，有“沈侍郎”之稱者，疑當指“沈傳

師”。考沈傳師（７７７—８３５）字子言，行八，是著名傳奇作家沈既濟的兒

子，史稱蘇州吳縣（今屬江蘇）人。少爲杜佑所器重，貞元二十一年登進

士第。元和元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鄠縣尉直

史館，進左拾遺、左補闕並兼史館修撰。十二年二月，充翰林學士。長

慶元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仍充翰林學士。寶曆二年，入爲尚書右丞。

七年，爲吏部侍郎。九年四月卒。傳師明《春秋》，長於史學。工書，楷

隸行草均有名於時。《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沈傳師參與修撰《憲宗實

錄》，與令狐楚、杜元穎合編《元和辨謗略》，均佚。《全唐文》卷六八四存

其《元和辨謗略序》一篇。能詩，與白居易、沈亞之、李德裕等相唱和。

《全唐詩》卷四六六錄其詩五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六補二首。

生平事跡見杜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舊唐書》

卷一四九及《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

王建

唐朝文壇有二位王建，一在德宗朝，一在僖宗朝。寫讚《碎金》詩的

“吏部郎中王建”當是指前者，亦即以寫宮詞聞名的“王建”。建字仲初，

關輔（今属陝西）人，郡望潁川（今河南許昌）。約於德宗初年求學齊州

鵲山，與張籍同學友善。貞元中歷佐淄青、幽州、嶺南節度幕，元和初復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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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荆南、魏博幕。後轉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聯宗，盡得宮中之情，作

《宮詞》百首，膾炙人口。遷太府丞，長慶二年間任秘書郎。大和二年自

太常丞出爲陝州司馬，罷任閒居京郊。約卒於大和中。王建除與張籍

過從甚密外，與白居易、劉禹錫等亦有交誼，並多唱酬。白居易《授王建

秘書郎制》稱：“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

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王建集》一〇

卷。今存《王建詩集》（又稱《王司馬集》）八卷。《全唐詩》卷二九七至三

〇二編其詩爲六卷，卷八九〇收其詞一〇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

五補詩二首。事跡散見《唐詩紀事》卷四四及《唐才子傳校箋》卷四等。

盧協律

至於白侍郎《寄盧協律》的盧協律，因僅提及姓氏與職官，未道名

字，尤需細加按覈。按：與白居易同時而有交往之盧姓文人，有盧貞、

盧拱、盧仝、盧士玫、盧載等多人。但其職官曾任協律郎者，僅盧載一人

而已。考盧載，洛陽（今屬河南）人，郡望范陽（今河北涿縣）。生於大歷

後期。元和九年前後登進士第。元和、長慶之際爲山南東道節度從事。

大約在長慶二年爲天平軍巡官，檢校協律郎。累遷司封郎中。開成元

年，遷尚書左丞。後官至兵部侍郎。《全唐詩》卷七九五存其詩二句。

白居易有《盧載可協律郎天平軍巡官制》。

白居易

從以上人物的考索，可知敦煌寫本《碎金》卷子提及的人物沈侍郎、

王建、盧協律，其時代確實與白居易同時且彼此均有往來酬唱。雖是如

此，敦煌寫本Ｓ．６２０４、Ｐ．３９０６《碎金》卷末及Ｓ．６１９《白家碎金》卷前所抄

錄的沈侍郎、白侍郎、吏部郎中王建等人的《讚碎金》詩及白侍郎《寄盧

協律》詩，均不見於今所流傳的《白居易集》、《王建詩集》、《王司馬集》、

《全唐詩》各有關詩文集中。

究竟白居易是否真爲《碎金》的編者，或另外尚有《千金字圖》、《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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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圖》等字書的編者？按：白居易《歲除夜對酒》詩有云：“醉依（烏皆

反）香枕臥，慵傍暖爐眠。”據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譜》，此詩作於開成二

年（８３７），時白居易六十六歲，於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瑏瑡白居易於“依”

下自注“烏皆反”，蓋因口語中有音“烏皆反”意思爲“依靠”的字，但於寫

作此詩時，尚不知此字如何寫，只好借助“烏皆反”的注音及“依”的字

義，以表述口語中的“捱”。而敦煌本《碎金》平聲有：“相捱倚（烏皆反）

又挨。”《龍龕手鑑·手部》：“挨，烏皆反。倚也。”又《正字通·手部》：

“挨，今俗凡物相近謂之挨。”可見唐代口語“捱”與“挨”同，意爲貼近、倚

靠。若《碎金》爲白居易所編，則白居易此詩當作“醉捱香枕臥”或“醉挨

香枕臥”，應不致如此費事地借“依”並加注切語“烏皆反”。又白居易

《山石榴寄元九》詩有：“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

撲撲。九江三月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按：敦煌寫本《碎金》有：

“花莫卜反。”撲，《廣韻》：“莫木反，與莫卜反，音同。”《碎金》取音作

字，若此書爲白居易所編，當不會捨“”而用“撲撲”。據此，可見敦

煌本《碎金》非白居易所編明矣。其題署涉及白居易當是依托、吹噓的

手段，依托寄名於當時頗負盛名，且以口語淺近易懂的通俗白話詩人白

居易，實極爲合理。爲增强其宣傳的可信度與感染力，再加上與白居易

同時且有交往唱和的沈侍郎、王建、盧協律，實不難理解。

又時人多稱白居易爲“白侍郎”，如劉禹錫《樂天戲贈詩》：“才子聲

名白侍郎，風流雖志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齊曰多如周太平。”又詩

題有：“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詩。”白居易亦每自稱“白侍郎”，如《晚桃花》詩：“春深欲落誰憐惜？白

侍郎來折一枝。”據《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顯示，瑏瑢唐代的白

姓人氏，除白居易、白行簡兄弟外，玄宗時有白履中，德宗時有白志貞，

唯時代太早，又未任侍郎；其他姓白的，或是武人，或是外國人，根本不

會作詩，更拉不上關係，結果是唐代除白居易外，別無白姓侍郎。因此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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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均以敦煌寫本所提及的“白侍郎”爲白居易。朱金城《白居易集箋

校》收入“外集卷中詩文補遺二”，箋云：“此詩載敦煌本《字寶碎金》，錄

自日本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法藏Ｐ．３８２１册子本中，抄

有《緇門百歲篇》、《丈夫百歲篇》、《女人百歲篇》、《百歲詩》、《十二時行孝

文一本》、《曲子感皇恩》、《晏子賦》等。其中《十二時行孝文一本》計抄四

種《十二時》，其中有題爲《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茲抄錄如下：

平旦寅，早起堂前參二親。處分家中送疏（菽）水，莫交（教）父

母喚聲頻。

日出卯，立身之本須行孝。甘脆盤中莫使空，時時奉上知飢飽。

食時辰，居家治務最須勤。無事等閒莫外宿，歸來勞費父孃嗔。

隅中巳，忠孝之心不合二。竭力勤酬乳哺恩，自得名高上史記。

正南午，侍奉尊親莫辭訢。迴乾就濕長成人，如今去合議辛苦。

日昳未，在家行孝兼行義。莫取妻言兄弟疏，卻交父母流雙淚。

哺時申，父母堂前莫動塵。縱有些些不稱意，向前小語善諮聞。

日入酉，但願父母得長壽。身如松柏色堅貞，莫學愚人多飲酒。

黃昏戌，下簾拂床早交畢。安置父母臥高堂，睡定然後抽身出。

人定亥，父母年高須報愛。但能行孝向尊親，必得揚名於後世。

夜半子，孝養父母存終始。百年恩愛暫時間，莫學愚人不歡喜。

雞嗚丑，高樓大宅得安久。常勸父母發慈心，孝傳題名終不朽。

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即將此篇之著作權歸於白居易，並於目次

及篇題《十二時行孝文》下，明確標爲“白居易”。他說：

推重白氏之文人力求其作品淨化，每不肯和盤托出；轉不如看

輕白氏者，在詆訶中，無所顧忌。如杜牧撰李戡墓誌曰：“嘗痛自元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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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

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

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

者。”此指白氏言情之作，非仿爲傳孝一類。但通俗文字之流傳民

間者已被定爲白作，又何嘗不可能？又何從輕易否定？固正好由

此而推也。瑏瑣

然王重民則以爲此顯係僞托，他在《說十二時》一文中說：

敦煌出來的白侍郎《十二時行孝文》，白侍郎指的是白居易，不

待辨就知道是僞托。那兩篇（包括誌公）《十二時》都是出自無名作

家之手，經過了長期的傳誦，纔歸在誌公和白居易名下的。瑏瑤

綜合觀之，晚唐五代期間的通俗讀物、通俗文學作品，每多依托，而

依托的對象是一代通俗白話詩人白居易。這或因白居易詩作數量豐

富，或因白詩用語淺顯易解，自然成爲最佳廣告代言人。

四、後　　語

狹義的廣告是專指商業廣告，它的產生，當然是基於商業發展的實

際需求。唐代工商業發達，各行各業均相當蓬勃，不論是長安，还是敦

煌，均是商業發達的城市。因此，廣告的發展是可以想知的。中唐以後

印刷術發展，日常生活必用的文書、讀物，由於大量的需求，乃漸有印刷

商品的出現，只是此類文獻保存不易。敦煌文獻的發現，彌補了這一片

空白。在今所得見的敦煌石室遺書中，即保存有部分唐代書商印賣書

籍時具有廣告性質的版權標記，如《崔氏夫人訓女文》的“上都李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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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剛經》的“西川過家”、Ｐ．２６７５Ｖ《新集備急》的“京中李家於東市

印”以及Ｓ．８１０１《曆日》的“上都市東市大刁家印”。

除了具廣告性質的版權標記外，廣告文學也是一種引“重言”式的

文學，往往借助專家、名人、權威的推薦或肯定，使產品得以暢銷。敦煌

寫本《崔氏夫人訓女文》、《碎金》後所附白侍郎詩讚等，多是民間通俗讀

物托名白居易，以收促銷之效。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中即說到：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

童、馬卒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

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

可奈何。瑏瑥

元稹所謂“盜竊名姓，苟求自售”的指斥，無疑是晚唐五代通俗文

學、通俗讀物依托白居易的最佳明證。而這些托名廣告的保存，爲中國

廣告史提供了更早的具體實例，這也是敦煌遺書在文獻學上的另一

價值。

（原載“隋唐五代文學研討會論集”，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１９９８年３月。）

注釋：

① 見宋高承《事物紀原》卷９“吟叫”條。

② 見清王廷紹編《霓裳續譜》卷８“數岔”“販貨求財”，收入《明清民歌時調集》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８９頁。

③ 見清華廣生編《白雪遺音》卷１，收入《明清民歌時調集》下，第５３１頁。

④ 見清丁申《武林藏書錄》末一卷，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嘉惠堂刊本。

⑤ 見唐李匡文《資暇集》卷中“星貨”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６年，第１１
頁。按：匡文，或作李匡乂、李匡義，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作李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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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參見拙文《敦煌文獻中的語文教材》，《嘉義師院學報》第９期，１９９５年１１
月，第４４９—４８０頁。

⑦ 參見鄭阿財《敦煌寫本〈崔氏夫人訓女文〉研究》，載《中興大學法商學報》第
１９期，１９８４年６月，第３１９—３３６頁。

⑧ 參陳祚龍《唐代西京刻印圖籍之一斑》，載《陜西文獻》第１５期，１９７３年１０
月；又收入《敦煌資料考屑》，臺 北：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１９７９年，第２５３—
２６６頁。

⑨ 見萬蔓《讀敦煌本〈白香山詩集〉殘卷》，收入《敦煌本唐集研究》，臺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２４０—２４５頁。

⑩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ｈｉｎｏｉｓＤｅＴｏｕｅｎＨｏｕａｎｇｎ，ＩＶ，１９９１，ｐ．３９３．
瑏瑡 見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１６—
２３１７頁。

瑏瑢 見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北京：中華

書局，１９８２年。

瑏瑣 見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０１—
１３０４頁。

瑏瑤 原載上海《申報》，《文史》第２２期，１９４８年５月８日；收入王重民《敦煌遺書

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８—１６３頁。

瑏瑥 見《白居易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８４年，第１—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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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邊塞文學中“靈鵲報喜”
風俗初探

　　

一、前　　言

所謂敦煌邊塞文學是指敦煌文獻中以邊塞地區的社會生活與自然

風光等爲題材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詩、詞、賦、變文等。

敦煌邊塞詩，總數約三百首。藝術成就雖不及中原文士的邊塞詩

作，尤其遠遜於岑參、高適、王昌齡等盛唐名家，然多敦煌當地人士之

作，呈現的是與當地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及生活感受等特殊內容，極富

特色。

敦煌邊塞詞總數約四十首，時代從盛唐、中唐到晚唐、五代。就詞

的發展言，可說起源早，歷時久，內容、風格多彩多姿，可與唐代邊塞詩

相承相續、相互輝映，爲兩宋邊塞詞之開基。

此外敦煌賦中的《秦將賦》、《貳師泉賦》等，變文中歌頌敦煌當地英

雄的《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的出現，以及《孟姜女變文》、《王昭君

變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等與邊塞或軍旅主題相關變文

的流傳，又是敦煌邊塞文學的另一特色。

地處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自漢武帝經營

西域以來，“拒兩關，列四郡”，敦煌作爲西陲重鎮的地位更形突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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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地區的“玉門關”、“陽關”、“長城”、“沙漠”、“戈壁”、“雪山”、“明月”、

“羌笛”等邊塞景象、事物、風光與生活，更隨着政治的起伏、變化、發展，

成爲敦煌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彰顯敦煌邊塞的特殊景象與思想；“戍

邊”、“戰爭”、“閨怨”等主題，也隨之成爲詩歌詠歎的常見內容，表達了

敦煌居民的心聲。

整體而言，敦煌邊塞文學的整理與研究，既可豐富唐五代邊塞詩篇

與詞作，擴大邊塞文學研究的素材，拓展唐代邊塞詩研究的論題，更可

將邊塞詞的研究從宋代向前推進到唐五代。再者，敦煌邊塞文學無疑

是唐五代敦煌地理、歷史、民族、社會、文化等鮮明時空特色的一個縮

影，也是考察唐五代敦煌及西北邊塞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民族與文

化等發展的一道明窗。無論從文獻整理、文學研究、社會生活，還是從

歷史文化而言，均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①

二、敦煌邊塞文學中的征婦怨主題

閨怨文學是以閨中思婦憂愁哀怨爲主要描寫內容的文學。在歷史

的長河中，只要夫妻分離，就會有閨怨文學；只要有戰爭，就會有征婦情

懷。唐代國力强盛，開疆拓土，征戰頻繁，根據《全唐詩》的粗略估計，約

有２００多首閨怨詩。其中，以征人之婦爲描寫對象的作品，尤其令人

關注。

敦煌詩歌、曲子詞、講唱文學中有關邊塞的文學作品，有不少透露

征婦留守家中，憂傷徬徨的情懷。這類作品在情感表現方面，以哀淒感

傷爲主調；意象方面，則多運用塞雁、征衣、珠淚、斷腸、沙磧、綠窗、金

釵、憔悴等。呈現的是丈夫遠征從戎，征婦心中牽掛，處處是女性對愛

情、對婚姻、對人生感到憂慮、恐慌與期待的投射。

敦煌《雲謠集》中《鳳歸雲》“閨怨”，便是一首描寫閨中少婦對遠戍

敦煌邊塞文學中“靈鵲報喜”風俗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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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關的丈夫發出無限情思的邊塞文學。②全文如下：

綠窗獨坐，修得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隅。想得爲君貪苦

戰。不憚崎嶇。終朝沙磧裏，已憑三尺，勇戰奸愚。　豈知紅臉，

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

待公卿迴，故日容顏憔悴，彼此何如。

詞中描繪了一位獨守空閨，倚窗揮筆寫信的少婦，她縫製了蘊含深

情的寒衣，並將傾訴衷腸的信一併寄給她那遠在邊隅的丈夫。同時想

象着丈夫在沙磧裏，爲國家揮舞着三尺寶劍，英勇奮戰，追擊奸敵。她

想到丈夫久戍不歸，自己獨守空閨，不禁嗟嘆而流淚滿面。思歸期，盼

歸期，期待、徬徨、無奈，信手拿起頭上的金釵打卦，占問丈夫歸期的緊

張情緒，溢於言表。在卦卦皆虛下，忐忑不安，真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魂夢中，隨着丈夫奔走天涯，片刻也不得休息，只有倚枕長噓，即使有朝

一日能與夫君相會，只怕早已年華老去，容顏憔悴不復當年了。

曲子詞中以“金釵”來打“相思卦”的舉動，鮮明刻畫出思婦盼望行

者早日歸來的期待心情。其中占卜民俗的運用，使得此闋詞顯得更加

淒美而動人心弦。因此，除在文學技巧上有着生動的表現外，《雲謠集》

之《鳳歸雲》也呈現了“金釵卜”的特殊民俗，讓人從中窺見唐代民間占

卜普遍流行的情況，並據以得知雜占在民間的具體衍化。③

羅振玉《敦煌零拾》收錄的《鵲踏枝》也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以征婦怨

主題的邊塞詞。全文如下：

叵耐靈鵲多滿（謾）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

上金籠休共語。　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

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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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零拾》所收該詞原題爲《雀踏枝》，敦煌寫本“鵲”、“雀”多通，

據《教坊記》曲名改。羅振玉《敦煌零拾》跋說：“此小曲三種，《魚歌子》寫

小紙上，《長相思》及《雀踏枝》、《心經》紙背。譌字甚多，未敢擬改，姑仍其

舊。”這正說明了敦煌曲子詞具有俗文學與俗文字的流傳特性。曲子詞

《鵲踏枝》，歌詠的內容與調名本意吻合，足見“靈鵲報喜”爲當時民間相

當普遍的一種風俗，才會有將風俗融入詞中，並以爲調名。這種現象的

產生既呈現俗文學的本色，也展現了俗文學與俗文化的互動關係。

這闋曲子詞構思新穎奇特，用語質樸，筆調清新。詞分上下二片，

上片主要描述獨守空閨的征婦，下片主要描述報喜的靈鵲。運用別緻

活潑的對話形式，及擬人化的手法，透過人、鵲的對話，表現了思婦懷念

征夫的深情。

“叵耐靈鵲多謾語，送喜何曾有憑據”，這是少婦對靈鵲的抱怨，其

實背後蘊涵的則是少婦對征夫還家的無限期待與失望的苦惱。民俗中

“靈鵲報喜”，原爲征人還家的祥瑞徵兆，然而征人遲遲不歸，使征婦的

期待屢屢落空，失落的情緒油然而生。因而將征夫音信的“無憑據”，轉

而怪罪靈鵲報喜的欺瞞，幾近於戲弄。由愛轉恨，“幾度飛來活捉取，鎖

上金籠休共語”，少婦失望之極，轉而將報喜不真的靈鵲，活捉鎖入金

籠，再也管不了“靈鵲報喜”的真假了。

下片“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則以擬人手法，將靈

鵲的委屈一一分疏。表面看來，好像是靈鵲內心的獨白，實際則是作者

巧妙構思、針對少婦而發的。少婦畢竟還是衷心期盼有朝一日報喜成

真，征人還家團圓。因此靈鵲說“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

裏”，“欲”與“早”與其說是靈鵲的希望，不如說是少婦衷心殷切的期待。

這闋曲子詞《鵲踏枝》，內容與《雲謠集》之《鳳歸雲》“閨怨”一樣同

屬邊塞文學征婦之怨的主題。《鳳歸雲》裏作者運用“金釵”來打“相思

卦”的民俗，刻畫閨中少婦期待征夫早日歸來的心情。而《鵲踏枝》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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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靈鵲報喜”的前兆風俗爲核心，將少婦獨守空閨的思念、望歸、急切

等心理，生動活潑地描繪出來。少婦的口氣，帶有幾分調皮的語調，將

因“靈鵲報喜”不靈內心産生的懊惱，轉化成嗔怪、逗趣的埋怨，“幾度飛

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是思婦自羞、怨嗔後，“遷怒於鵲”的行動。

“休共語”三字，更是形象而生動地刻畫出思婦此時此刻的心情與神態。

宋趙崇嶓（１１９８—１２５５）的《閨怨》：“恨殺庭前鵲，難憑卜遠期。朝

朝來報喜，誤妾畫雙眉。”詩中寫出喜鵲朝朝報喜，爲了迎接良人我天天

畫眉，不料良人卻杳無蹤影，可恨的喜鵲報喜，夫君歸期卻無憑據，真是

氣煞人也！同樣也是直截了當地將閨中少婦急切、强烈祈盼郎歸和遷

怒怨怪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說與敦煌曲子詞《鵲踏枝》有着異曲

同工之妙。

三、敦煌邊塞文學中有關

“靈鵲報喜”的描述

　　喜鵲報喜的觀念，是唐五代民間相當普遍的一種徵兆風俗。曲子

詞《鵲踏枝》的靈鵲報喜正是生活民俗在俗文學表現的一種現象，它絕

非偶然孤立的存在。在敦煌邊塞文學中“喜鵲”的運用可說是屢見不

鮮，都是用來作爲喜訊的表徵。如Ｓ．２６０７曲子詞《恭（宮）怨春》：

柳條垂處也，喜鵲語零零。焚香稽告訴君情。慕德（得）蕭稂

（郎）好武，累歲長征。向沙場裏，輪寶劍，定欃槍。　去時花欲謝，

幾度葉還青。相思夜夜到邊庭。願天下銷戈鑄戟，舜日清平。待

功成日，麟閣上，畫圖形。

麟閣指的是麒麟閣。麒麟閣畫像始於漢宣帝時，《三輔黃圖》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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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

一人於麒麟閣。”④唐太宗時仿之，將魏徵等人的像圖繪於凌煙閣上。

唐劉肅（約８２０年前後在世）《大唐新語》載：“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

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

梁公房玄齡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

畫。”⑤之後，賢士、功臣以能在凌煙閣上圖像爲榮，並蔚爲一時風尚。

Ｓ．２６０７這首《宮怨春》詞，內容描述閨中少婦的丈夫好武，經年累

月長征沙場。少婦長期忍受孤眠獨處的寂寞煎熬，但對征夫效命將場

的豪情壯志深表讚賞，絲毫沒有“悔教夫婿覓封侯”的懊惱。在獨守空

閨，遙想夫君時，只有“相思夜夜到邊庭”。作者在少婦直率地表達思念

之餘，更向喜鵲祈求丈夫能夠早日功成名就，封將拜相，好讓他們恩愛

夫妻得以早日團圓。五代王建（８４７—９１８）《祝鵲》詩有云：“神鵲神鵲好

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⑥與曲子

詞《宮怨春》內容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採取告語形式，足見唐五代

靈鵲報喜與祝鵲儀式的風行。又英藏Ｓ．６５３７《阿曹婆》也有：

昨夜春風入戶來，動人懷。祇見庭前花欲發，辦含咍。直爲思

君容貌改，征夫鎮在隴西坏。正見庭前雙鵲喜，君在塞外遠征回，

夢先來。

“正見庭前雙鵲喜，君在塞外遠征回，夢先來”。庭前雙鵲來報喜，

預兆塞外征人將來歸，征夫來歸先入夢，刻畫了少婦迫不及待的心情。

喜鵲有靈，從科學性來說自然可笑，然而從民俗傳統和淳樸的願望來評

價，靈鵲是富於人情味的。征夫遠行，擬準佳期卻又延誤是常態，期待

反成失落，猶如《鳳歸雲》“閨怨”中的“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法藏

Ｐ．３２５１《菩薩蠻》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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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時節櫻桃熟，捲簾嫩筍初成竹。小玉莫添香，正嫌紅日

長。　四支（肢）無氣力，鵲語虛消息。愁對牡丹花，不曾君在家。

靈鵲消息成虛，似乎與《鵲踏枝》中的“叵耐靈鵲多謾語”近似，描寫

的都是靈鵲雖鳴而遠客仍然未歸。報喜成虛，空歡喜。期待落空，失落

寂寞之情難挨，只有獨自賞花消愁。

以上各首邊塞詞，都是以女性的口吻寫成，聽到喜鵲的叫聲，以爲

是征人回來的喜訊。然而事實總與願違，尤其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

大。但無論如何，她們對喜鵲報喜畢竟懷有期待。敦煌變文《百鳥名》

中也有：“野鵲人家最有靈，好事於先來送喜。”⑦這些在在顯現出人們

對喜鵲報喜這一民俗的共識，也反映了唐五代“靈鵲報喜”風俗的流行。

四、“靈鵲報喜”風俗的淵源與流行

（一）“靈鵲報喜”風俗的淵源

鵲學名爲Ｐｉｃａｐｉｃａ，本爲常見的鳥類，又名鵲、客鵲、飛駁鳥、乾鵲。

屬雀形目鴉科。體形特點是頭、頸、背至尾均爲黑色，並自前往後分別呈

現紫色、綠藍色、綠色等光澤；雙翅黑色而在翼肩有一大形白斑；尾遠較

翅長，呈楔形；嘴、腿、腳純黑色；腹面以胸爲界，前黑後白。體長４３５—

４６０毫米。雌雄羽色相似。

喜鵲是很有人緣的鳥類之一，喜歡把巢築在民宅旁的大樹上，在民

居附近活動。由於毛色及鳴叫令人愉悅，有以喜鵲鳴聲爲喜兆，而視其

爲吉祥之物，故稱爲“喜鵲”；又因其靈巧，還稱作“靈鵲”。

“靈鵲報喜”在中國自古以來即爲一種祥瑞徵兆的風俗而廣泛流

行，迄今仍深入民間。按：自古傳說鵲有靈知，具感應預兆的神異本

領。鵲惡濕，晴則噪，故被稱爲陽鳥，又稱“乾鵲”。漢劉安《淮南子·氾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５７　　　

論篇》：“乾鵠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

之徵則鳴，皆知來也。”⑧晉張華《博物志》云：“鵲巢門戶背太歲，向太

乙，智也。”⑨這都是說鵲知避凶趨吉以及鵲噪則行人至。

有關鵲鳴報訊的說法，《三國志》已有記述。《三國志》云：“輅至安

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

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

有東北同 伍 民 來 告，鄰 婦 手 殺 其 夫，詐 言 西 家 人 與 夫 有 嫌，來 殺 我

婿。”⑩又《輅別傳》云：“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

見難。……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瑏瑡這是說三國時魏國管輅能

識鳥語，而鵲能報殺人之訊息。雖然不是報喜訊，但卻是鵲會傳報信息

的記述。

至於“靈鵲報喜”的說法，《禽經》中有：“靈鵲兆喜”之説，晉張華注：

“鵲噪則喜生。”瑏瑢梁蕭紀《詠鵲詩》也云：“欲避新枝滑，還向故巢飛。今

朝聽聲喜，家信必應歸。”瑏瑣由這可知南北朝時已有鵲傳喜訊之說。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載：“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君子皆云受

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

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故目瞤則咒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餵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

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瑏瑤其實由於地域的原因，人們

對喜鵲是否報喜的看法也不同，宋彭乘《墨客揮犀》中說：“北人喜鴉聲

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

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瑏瑥雖有喜鴉聲厭鵲聲的，但大多數人通常

還是認爲喜鵲報喜，而鵲聲總是與客來、行人至等喜訊有關。

此外，民間傳說中有牛郎織女七月七日鵲橋相會的動人故事。東

漢應劭《風俗通》佚文有云：“織女七夕當渡河，役鵲爲橋。”瑏瑦這條佚文

首見於唐韓鄂《歲時曆紀》索引，而梁宗懍《荆楚歲時記》記載有關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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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女神話傳說，不曾提及“役鵲爲橋”，可見至梁時“鵲橋”之說尚未盛

行。“烏鵲填河”的傳說，起於“精衛填海”的附會，而“役鵲爲橋”的傳

說，更在“烏鵲填河”傳說之後。唐人詩中如李嶠（６４４—７１３）《奉和七夕

宴兩儀殿應制》：“槎來人浮海，橋渡鵲填河。”瑏瑧宋之問（約６５６—７１２）

《牛女》：“奔龍爭渡月，飛鵲巧填河。”瑏瑨蘇頲（６７０—７２７）《奉和七夕宴兩

儀殿應制》：“竊觀棲烏至，疑向鵲橋過。”瑏瑩之後，宋羅願《爾雅翼》則有：

“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秃。相傳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

梁以渡，故毛皆脫去。”瑐瑠可見“役鵲爲橋”的流傳時間當在唐代。由於

烏鵲搭橋使牛女相會，喜鵲叫聲也就成爲夫婦相會的喜訊。這種民間

信仰風俗，從西漢到南北朝，開始發展，到唐代廣泛流傳且成定型。

（二）唐五代“靈鵲報喜”風俗的流行

唐五代“靈鵲報喜”風俗的廣泛流行，《舊唐書·竇參傳》載：“竇申

者，參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

於申，申或洩之，以招權授賂。申所至，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

數誡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瑐瑡竇申由族叔處

知除授官職事，竟預先洩漏消息，故人稱之爲喜鵲。瑐瑢這說明當時鵲傳

喜訊之說，甚爲流行。

唐張鷟《朝野僉載》也載：“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

巢其側，每飲食以餵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

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傳語之狀。其曰，傳有赦。官

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

素衿者，鵲之所傳也。”瑐瑣張鷟另一篇傳奇名著《游仙窟》也載：“五嫂回

頭笑問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瑐瑤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

事》“靈鵲報喜”更明言：“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

喜。”瑐瑥這些都是“喜鵲報喜”流行的明證。

《全唐詩》收錄的唐人詩篇更多見歌詠靈鵲報喜之作，有以鵲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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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以七夕爲主題，詠事抒懷。以靈鵲報喜作爲典故，說明喜鵲爲閨

中少婦報行人來歸之喜訊。如沈叔安（武德七年出使高麗）《七夕賦詠

成篇》：“彩鳳齊駕初成輦，雕鵲填河已作梁。雖喜得同今夜枕，還愁重

空明日床。”瑐瑦李嶠（６４４—７１３）《鵲》：“危巢畏風急，繞樹覺星稀。喜逐

行人至，愁隨織女歸。”瑐瑧李紳（７７２—８４６）《江南暮春寄家》：“想得心知

近寒食，潛聽喜鵲望歸來。”瑐瑨徐夤（８４９年登進士第）《鵲》：“香閨報喜

行人至，碧漢填河織女回。”瑐瑩薛能（８１７？—８８０）《鄜州進白野鵲》：“不

憂雲路填河遠，爲對天顏送喜忙。”瑑瑠司空圖（８３７—９０８）《喜山鵲初歸》

三首之一：“翠衿紅觜便知機，久避重羅穩處飛。只爲從來偏護惜，窗前

今賀主人歸。”瑑瑡韓溉（五代時人）《鵲》：“幾度送風臨玉戶，一時傳喜到

妝臺。”瑑瑢在在顯示唐五代“靈鵲報喜”是普遍的風俗。

五、結　　語

一個民族的生活風俗可以說是這個民族文學形成的土壤，只要文

學反映現實生活，它就必然會作爲一種生活機制而進入文學作品中，豐

富着文學作品的內涵。而且風俗所反映出的民俗觀念、民俗心理，以及

文化傳統，也就成爲文學創作的養分，造就文學的特色。

靈鵲報喜風俗的形成，從漢代以來“鵲噪則行人至”到晉、唐牛郎織

女七夕鵲橋會神話傳說的附會，漸趨於定型而流傳成風。唐人以靈鵲

鳴叫爲喜兆，以此爲親友到來、丈夫歸來的徵兆，活用了鵲噪的意義，婦

女們更進而加以比附、聯想而產生了祝鵲的民間俗情，祈求生活如意美

滿。“靈鵲噪，喜事到”是吉祥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唐代，男子因科舉、遊謁、經商、征戰等原因，長年在外，婦女在家獨

守空閨，飽受相思之苦，致使閨怨詩歌特別發達。如李益《江南曲》：“嫁

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國力强盛、開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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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征戰頻繁，促使征婦主題更成爲閨怨文學的主流。敦煌爲華戎交會

的邊陲重鎮，“戍邊”、“戰爭”、“閨怨”等主題，成爲敦煌邊塞文學的特

色，也訴說着敦煌居民的心聲。丈夫遠征從戎，是征婦心中的牽掛。獨

守空閨，支撐門面的煎熬，征人早歸是她們熱切的祈盼。自來人們以鵲

噪預示着吉祥、喜慶、美滿的到來。“靈鵲報喜”，成了人們崇拜喜鵲的

一種情結，自然成爲閨中少婦期盼征人來歸這種不能落實的臆想、期待

下的一種心靈慰藉。祝禱征人功成名就，早日歸來，其實這種比附性喜

兆蘊藏着思婦的無數眼淚。前舉敦煌曲子《鵲踏枝》、《恭（宮）怨春》、

《菩薩蠻》、《阿曹婆》等邊塞詞，正是婦女在期盼、等待中以喜鵲寄托自

己相思之情的心理投射，也是唐代“靈鵲報喜”民俗風情深刻的表現。

唐宋以後，無論在文人雅士的詩文、楹聯、書法、繪畫中，或是在民

間的剪紙、雕塑、刺繡之中，“喜鵲登梅”、“喜鵲報春”、“靈鵲報喜”等題

材可說比比皆是，“喜鵲”成爲傳統的吉祥象徵。即使在今日，民間依然

有“喜鵲報喜，烏鴉報喪”的說法，也還流行着“喜鵲叫，親人到”、“喜鵲

叫，來報喜，不是來財就是來親戚”。顯見“靈鵲報喜”已然成爲一種民

間習俗與文化心理。

（原載《中國俗文化研究》第５輯，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第１８８—１９５頁。）

注釋：

① 本人正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敦煌邊塞文學研究”（９５—２４１１—

Ｈ—４１５—００７、９６—２４１１—Ｈ—４１５—００３）計畫。

② 見潘重規《雲謠集新書》，臺北：石門圖書公司，１９７７年，第１７４頁。

③ 參見鄭阿財《敦煌俗文學中占卜民俗管窺———兼論民俗與文學之關係》，《東
亞文化研究》第８輯，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４３３—４５２頁。

④ 張宗祥校錄《校正三輔黃圖》卷６，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⑤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褒錫”條，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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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見《全唐詩》卷２９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⑦ 項楚《敦煌變文選注》上册，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１９頁。

⑧ 劉安 等 著、高 誘 注《淮 南 子》卷１３《氾 論 訓》，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１９８９年。

⑨ 晉張華《博物志》卷４“物性”，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⑩ 見新校 本《三 國 志·魏 書》卷２９《方 技》“管 輅 傳”，北 京：中 華 書 局，第

８１６頁。

瑏瑡 同上注。

瑏瑢 師曠撰、張華註《禽經》，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瑏瑣 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２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

瑏瑤 舊題漢劉歆撰、晉葛洪集《西京雜記》卷３“樊噲問瑞應”條，收入《漢魏六朝

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９頁。

瑏瑥 宋彭乘撰《墨客揮犀》卷２，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瑏瑦 見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瑏瑧 見《全唐詩》卷５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瑏瑨 見《全唐詩》卷５２。

瑏瑩 見《全唐詩》卷７３。

瑐瑠 宋羅願《爾雅翼》卷１３《釋鳥》，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瑐瑡 見新校本《舊唐書》卷１３６“列傳”第８６《竇參》，北京：中華書局，第３７４８頁。

瑐瑢 有關竇申因能事先向晉升的人透露消息，所以被稱爲喜鵲，在唐佚名《大唐

傳載》也有記述：“竇參之作相也，用從父弟申爲耳目，每除吏先言於申，申
告人，故謂竇給事爲‘喜鵲’。”

瑐瑣 見唐張鷟《朝野僉載》卷４，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瑐瑤 見唐張鷟《游仙窟》，收入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１９８３年。

瑐瑥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２４頁。

瑐瑦 見《全唐詩》卷３３。

瑐瑧 見《全唐詩》卷６０。

瑐瑨 見《全唐詩》卷４８３。

瑐瑩 見《全唐詩》卷７１０。

瑑瑠 見《全唐詩》卷５６０。

瑑瑡 見《全唐詩》卷６３３。

瑑瑢 見《全唐詩》卷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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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邊塞主題講唱文學的

傳播與軍旅情懷

　　

一、前　　言

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使許多唐五代變文寫本得以重見天

日，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事。這批講唱文學作品隨即引起中外學者

的矚目，紛紛根據寫本撰寫序跋或轉寫校錄，變文的整理與研究是敦煌

文學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豐碩的部分。不但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學

研究的重要課題，更是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主體。

回顧變文的研究，除了校勘、輯錄外，有關俗講、變文名義、起源、儀

式與體制等問題的探究，更掀起中國俗文學研究的熱潮。

學界一般根據變文的形式、內容將其分爲：講唱佛經、佛教故事，

以及講唱歷史故事兩大類。由於敦煌是佛教聖地，發現變文的莫高窟

是佛教洞窟，且變文的內容也大半是講唱佛經或佛教故事，因此，初期

研究多用心於佛教俗講變文方面的探討。

至於在變文發展過程中，可能與講唱佛教故事同時或稍後產生，純

粹講唱歷史故事的變文，雖然也有相當的研究篇章，不過，主要集中在

個別寫本的序跋、校錄及故事主題考源，或相關史實的考證。①有意識

地以“講史變文”爲專題的研究，則要到１９７０年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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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出現，才較爲全面而有系統地展開。②２００４年謝氏發表《近百

年敦煌講史變文研究之回顧與 展 望》，③ 根 據 本 人 與 鄭 阿 財 合 編 的

《１９０８—１９９７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篩檢有關講史變文研究論著一百

五十篇，進行考察，以爲：大部分的論述，係就講史變文之民間文學特

色來進行文學史的探討，其次便是故事主題演變史的探討。

本人執行“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計畫，④以爲：敦煌地處河西走廊

的最西端，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自漢武帝經營西域以來，“列四郡，拒兩

關”，敦煌作爲西陲重鎮的地位更形突顯。“玉門關”、“陽關”、“長城”、

“沙漠”、“戈壁”、“雪山”、“明月”、“羌笛”等邊塞景象、事物、風光與生

活，更隨着政治的起伏、變化、發展，成爲敦煌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彰

顯敦煌邊塞的特殊景象與思想；“戍邊”、“戰爭”、“閨怨”等主題，也隨之

成爲文學詠歎的常見內容，傳達了敦煌居民的心聲。

敦煌既經歷大唐全盛時期，也經歷過中唐吐蕃佔領時期，更經歷歸

義軍地方政權的統治時期。在時間的轉換、政權的交替下，戰爭頻仍；

胡漢雜處，多民族、多宗教的社會與文化，軍旅錯綜複雜的思緒與情感，

往往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傳播與接受中。講史性變文中有邊塞主

題，其中包含戰爭題材，這些作品的流行與傳播，似乎說明了講唱文學

因應聽講與閱讀對象存在的現象。因此，本文擬就現存的敦煌變文寫

本，篩檢有關邊塞主題的作品，結合敦煌歷史、社會等相關材料，嘗試進

行這些講唱文學的傳播與軍旅情懷關係之探討與詮釋。

二、邊塞主題的講唱文學

作品及其年代

　　１９２４年，羅振玉輯印的《敦煌零拾》是國內外變文作品最早的刊

佈。⑤１９５７年，王重民、向達、周一良、啓功、王慶菽、曾毅公等，據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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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個變文寫本，匯校爲《敦煌變文集》，這是第一部全面整理校錄的變

文集。⑥

１９８３年，潘重規先生根據《變文集》進行補充、糾正，重新釐定卷

次，出版了《敦煌變文集新書》。⑦全書八卷，凡八十六篇，其編次根據變

文的發展過程及變文的形式與內容排列。早期的變文居前，孳生的變

文置後。

卷一收錄《八相押座文》等九篇，蓋以最早的變文爲講經文，押座文

係講經文前面的引子，屬於講經文的部分，故列在卷首。

卷二收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等二十三篇講經文，蓋

以唐代俗講的發展，最早是引錄經文，講說全經的“講經文”，故次於此。

卷三收錄《太子成道經》等十二篇，內容演述佛經中有關佛陀的故

事，而不引錄經文的變文。

卷四收錄《目連緣起》等十二篇，內容是演述佛經中有關佛弟子的

故事。

卷五收錄《伍子胥變文》等九篇，內容係非佛教的史傳變文。

卷六收錄《舜子變》等十篇，內容則是中國民間傳說故事的變文。

卷七收錄《孔子項託相問書》等九篇，爲問答體與擬人化的遊戲

說唱。

卷八收錄《搜神記》、《孝子傳》二篇，屬於變文講唱寫作素材的資料。

《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屬於講唱歷史故事的卷五、卷六共有十九篇，

內容涉及邊塞主題（含戰爭主題）的，計有《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

變》、《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張義潮變文》、

《張淮深變文》、《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韓擒虎話本》等十篇，比例

過半。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唐前的歷史故事衆多，可供講唱取材之主題

不少，敦煌藏經洞保存的這些邊塞主題的講唱文學，此種現象，恐非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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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值得進一步探究。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五六萬件文獻，年代跨越較長，大抵從五世紀

到十一世紀初。不過，保存下來的文獻中，各個時代 的 寫 本 比 重 不

等，時間越後的，寫本越多；文獻性質也不一，時間越晚的，世俗文書

越多。尤其集中在歸義軍時期，特別是九世紀中到十一世紀初的一

百五十年間。

變文寫本的抄寫與流傳時間，主要也是以歸義軍時期爲主。其中

有關邊塞主題的變文各篇成立的時代，歷來學者據內容、歷史、制度、

語詞等方面進行研究，說法不一，然大抵多在中唐以後，主要爲晚唐

五代。⑧

匿名性是俗文學作品的特色，以致創作時代較難考定。不過，無論

是敦煌當地的作品，或來自中原的作品，我們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敦

煌地區傳播的時間，因爲抄寫的年代關係着流行傳布意涵的探究。

雖然今存敦煌邊塞主題講唱文學的寫本除《漢將王陵變》、《捉季布

傳文》外，其他大多不見有明確抄寫年代的題記，但從各方面考察，仍可

推測其抄寫年代主要爲歸義軍時期。換句話說，傳播的年代，主要在晚

唐五代到北宋初期。

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小册子本末題有：“漢八年楚王漢興王陵變一

舖。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閻物成寫記。”按：天福爲後晉高祖的

年號，天福四年相當於９３９年。孔目原指檔案目錄，掌管文書簿記的屬

吏，一孔一目，無不綜理，所以用爲屬吏的名稱。唐玄宗開元五年（７１７）

始置集賢殿孔目官一人，而後地方藩鎮也有孔目官。敦煌歸義軍節度

使下設有孔目司，掌管文案，主事者便稱爲孔目官。９３９年時歸義軍節

度使爲曹元德，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寫本抄者閻物成乃曹元德屬下的

孔目官。又Ｐ．３２７２卷背有《乾德七年丁卯（９６７）正月廿四日甘州使頭

閻物成去時書本》，⑨這是歸義軍遣孔目官閻物成出使甘州，所帶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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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致甘州回鶻可汗書信的抄本。可見閻物成在敦煌曹氏政權中的身份

與地位。

此外，Ｐ．３３８６《捉季布傳文》寫本的尾題作：“維太晉天福七年（９４２）

壬寅歲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學士郎張富盈記。”潘師重規在Ｐ．３６９７寫本

校語說：“卷首半紙有‘顯德貳年乙卯歲九月廿六日圖寺記’題記，鈔經

文一節。接縫有‘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半邊字可識。卷尾有廣恒二

字，似抄者署名。”按：經文一節乃《大乘淨土贊》。顯德二年爲後周世

宗二年，相當於９５５年，“圖寺”即敦煌靈圖寺。據此推測，此件《捉季布

傳文》寫本當抄於顯德二年（９５５）前後，抄者當是靈圖寺學郎廣恒。又

Ｐ．３１９７《捉季布傳文》寫本，潘師重規校語說：“卷背題記有‘天福伍年庚

子十二月廿四日’。”按：題記日期後有署名‘真’字，當是三界寺道真的

縮寫，核以道真所抄的其他寫本，本行題記與正面文字顯爲道真所抄

無疑。

又Ｓ．５４４１寫本尾題作：“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戊寅年歲四月十日

記。氾孔目學仕郎陰奴兒手自寫季布一卷。”按：敦煌歸義軍時期私學

發達，除衆多的寺學外，根據敦煌文獻顯示，還有八所私人學塾，其中便

有“氾孔目學”及“孔目官學”。⑩另外，“陰奴兒”的姓名也還出現 在

Ｐ．３９１０《茶酒論》前：“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陰奴兒。”這個“己卯年”當是

太平興國四年（９７９）。

陰奴兒就讀於氾孔目所辦的私學，其抄寫《捉季布傳文》的底本，可

能是由“氾孔目”所提供。抄寫的目的究竟爲何？是幫人抄寫，供人閱

讀？還是作爲自己學習之用？或者是提供講唱人使用？無論如何，我

們結合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寫本抄者爲曹元德屬下的孔目官閻物成

的現象來看，當時變文講唱流行敦煌民間，而歸義軍孔目官參與其中，

顯然是毫無疑問的。孔目官與變文內容性質及流傳的關係，還有抄寫

此變文的目的等問題，確實值得注意。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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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唱者與聽者、抄者與讀者

敦煌變文的傳播與一般俗文學的傳播都是有講唱文本的，同時也

有着兩種傳播方式：一種是講唱者根據文本，通過口頭語言的宣講來

進行傳播；另一種是抄者根據文本加以傳抄，供作閱讀來進行傳播。因

此，講唱者與聽者，抄寫者與讀者，彼此間的關係如何，必須加以探究。

（一）經文與佛教故事的講唱者與聽者、抄者

敦煌講唱佛經與佛教故事的變文，源於佛教，屬於六朝以來佛教唱

導發展到唐代的俗講，開講的場所主要在各寺院，講唱者當然是法師。

唐代入唐求法高僧圓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曾記載會昌元年

（８４１）長安各寺院奉敕大開俗講的盛況，說：

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

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

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

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

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

《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瑏瑡

正式講經，主講者爲法師，誦經、論義者爲都講。對世俗信衆通俗性的

化俗講經的俗講也沿襲正式講經法師與都講的分工，敦煌講經變文中

多有明言。如Ｓ．２４４０《三身押座文》“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衆莫因

循。念佛急手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Ｓ．６５５１《佛說阿彌陀經講經

文》“法師今朝分明說，只恐門徒不覺知”、Ｓ．２４４０《八相押座文》“西方還

有白銀臺，四衆聽法心總開。願 聞 法 者 合 掌 著，都 講 經 題 唱 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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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９５５《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都講闍梨道德高，音律清泠能婉轉。好

韻宮商申雅調，高著聲音唱將來”等都是明證。瑏瑢之後，更發展出有專業

主講的“化俗法師”，瑏瑣中晚唐時稱之爲“俗講僧”。瑏瑤

初期俗講的底本大抵爲講唱者所作，之後則有講唱者自撰，也有襲

用他人舊作。誠如梁慧皎《高僧傳·唱導論》所說：“若夫綜習未廣，諳

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瑏瑥

至於俗講變文的抄者，有可能既是作者又是講唱者；或僅是講唱者；

也有與作者、講唱者無關而純爲抄者，只是作爲閱讀或誦習之用而已。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一文曾論及有關敦

煌變文的作者、講者與抄者的問題，以爲：

（講經方面）作者、講者、抄者三者的關係，以講者爲中心來看

比較清楚：講者既可能是作者，也可能不是；他可能是抄者，也可

能不是……從《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的附記，既可知抄寫的

和講唱的正是一人，但同時也可以知道講者並非作者；至於《太子

成道經》的附記，既言明寫記的是僧洪福，持念讀誦的是僧惠定，據

此，可知抄者和講者未必是一人。瑏瑦

據此則進一步按覈今存的敦煌變文寫本，可見其中既有講唱者用以宣

講的底本，如Ｐ．２１９３《目連緣起》，它的尾題有“界道真本記”。“界”爲

三界寺之省稱，三界寺是敦煌的名寺，更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莫高窟

的主要寺院，廣受信衆的崇奉。道真是長期主持三界寺戒壇的高僧，擔

任過三界寺觀音院主，同時還負責三界寺藏經的收藏、編目、整理工作，

並親自抄寫佛經。曾隨曹元忠遊敦煌莫高窟，設壇講經，後被任命爲僧

正，管理莫高窟所有寺院的宗教事務與戒壇。瑏瑧

今存變文寫本中也有講唱者所編撰的本子，如Ｓ．３７２８及Ｐ．３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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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寫本篇題下有“左街僧錄大師圓鑒賜

紫雲辯述”，圓鑒大師雲辯是五代時期活躍於洛陽、汴梁的三教談論師，

常爲皇帝開講，言詞敏捷，善於應對，深受後唐、後晉皇帝崇敬。他所撰

寫的這篇押座文是現存唯一一篇有明確作者署名的變文。此外，Ｐ．３８０８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雖無署名，但根據內容、時事等種種考

察，當也是出自於圓鑒大師的手筆。瑏瑨

另外，俄藏Φ１０１《維摩詰經講經文》尾題有“靈州龍興寺講經沙門

匡胤記　　被原宗堅來，尤泥累日，寫盡文書”；Ｐ．２２９２《維摩詰經講經

文》尾題有“廣政十年（９４７）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

恰遇抵黑，書了。不知如何得到鄉地去。年至四十八歲，於州中應明寺

開講，極是溫熱”；Ｐ．３０５１《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

變》尾題有“維大周廣順叁年（９５３）癸丑肆月二十日三界寺禪僧法保自手

寫記”，而內容有爲府主頌德。又Ｓ．３９５《孔子項託相問書》有多則雜寫題

記，其中有“開元寺律師法保”。Ｐ．３８４９Ｖ《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中有

“開元寺”，下人名有“法保”，是法保乃敦煌開元寺的法律無疑。Ｐ．３３７５Ｖ
《歡喜國國王緣》尾題有“《歡喜國國王緣》一本寫記　“乙卯年七月六日

三界寺僧戒淨寫耳”；Ｐ．２１８７《破魔變》：“天福九年（９４４／９４５）甲辰，祀黃

鐘之月，蓂生十葉，冷凝呵筆而寫記。居淨土寺釋門法律沙門願榮寫。”

內容也提及爲府主曹元忠頌德。Ｓ．１６１２更有《比丘願榮轉經目錄》，是

這些講經文與佛教故事變文的寫本，雖“寫”有抄寫的意思，但衡之內

容，極有可能爲講唱者自己撰寫。

至於Ｐ．２１３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尾題有“貞明六年（９２０）

正月　日，食堂後面書抄清密，故記之爾”，Ｐ．２４１８《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尾題有“天成二年（９２７）八月七日一常書”。是否爲講唱者自己所撰寫，

不易判斷，然這些抄者應該就是講唱者，當無疑義。

另外，也有講唱者明顯襲用他人編撰的本子，如《故圓鑒大師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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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孝押座文》，此篇押座文凡存三件，二件寫本，一件刻本。刻本爲英藏

Ｓ．Ｐ．７，首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雲辯和尚與五代楊凝式同

時，瑏瑩此雕版印刷，出於雲辯死後，當在五代末或宋初。之所以有刻本

的產生，必是雲辯所撰《二十四孝押座文》廣受歡迎，而爲一般化俗法師

們爭相採爲俗講壓座時套用的本子，所以才有刻本的流傳。

Ｓ．２６１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尾題有“貞明柒年（９２１）辛巳歲四

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　張保達文書”，而Ｐ．２０５４《十二時普勸

四眾依教修行》題記也有“同光二年（９２４）甲申歲，蕤賓之月，蓂彫二葉，

學子薛安俊書，信心弟子李吉順專持念誦勸善”。二處“薛安俊”當是同

一人，他是“淨土寺”的學郎，很可能以幫人抄寫工讀，維持生活。瑐瑠這反

映了敦煌寺學的學郎從事抄寫變文的工作已是普遍的情況，所以這件

講經文當然不是抄寫者所撰寫，且抄寫者也不是講唱者。其抄寫目的

或是自己或供人用來誦習、修持，或作功德。而“張保達文書”表明抄寫

的底本爲張保達所有或是薛安俊爲張保達抄寫。如果從Ｐ．２０５４《十二

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題記所顯示的薛安俊抄寫，“信心弟子李吉順專

持念誦勸善”來看，Ｓ．２６１４寫卷可能是薛安俊抄寫，提供張保達使用。

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ＢＤ００８７６Ｖ（盈字７８）《大目犍連變文》

尾題有“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歲閏六月五日，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一人

思微，發願作福”。寫畫此《目連變》一卷，後同釋迦牟尼佛壹會，彌勒生

作佛爲定。後有“衆生同發信心，寫《目連變》者，同池（持）願力，莫墮三

途”，可見民間佛教信仰中有將佛教變文視同佛經，抄造供人諷誦、奉

持，其功德等同於佛經的作法。又Ｐ．３８３５《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無部礙

如意心輪陀羅尼經》尾題也有“戊寅年（９７８）九月五日，清信弟字（子）楊

願受寫此經記之耳也，後代流傳，利益衆生，莫墮三塗”。Ｓ．５６３１《庚申

年（９８０）正月十四日少事商量轉帖抄》有“社官楊願受”。瑐瑡這些有關楊

願受奉佛抄經的情況，也可作爲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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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俗講及講唱佛教故事的聽者，由於本屬佛教弘法佈道的活動，

所以聽講者上自帝王、貴族、朝臣、文士，下至庶民、百姓，乃至妓女，可

說是遍及各個階層。

（二）講史變文的講唱者與聽者、抄者、閱讀者

至於講唱歷史故事的變文，雖受佛教俗講的影響而發展，然已因俗

講變文漸從寺院嚴格的講經文，發展爲講唱佛教故事的變文。之後，講

唱場所改變，走出寺院，進入民間變場、酒樓、茶館展開娛樂功能的講

唱，題材也離開佛教教義的束縛，而改採歷史故事、民間故事。講唱場

所不同，功能也不一，講唱者身份自然也有所改變。

五代韋轂選編的《才調集》載有吉師老（約８２８—９０７）《看蜀女轉昭

君變》詩：“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濆；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

歎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

傳意向文君。”瑐瑢這首詩明確地反映出晚唐敦煌以外的地區已有四川的

女藝人演唱《王昭君變文》，同時還有圖畫配合作爲講唱工具的情景。

另外，李賀《許公子鄭姬歌》也有句曰：“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

雲。”瑐瑣又是以蜀紙作畫卷，翻捲畫卷講唱昭君變在四川流行的印證。

此外，《捉季布傳文》的結尾，有講唱者自道：“具說《漢書》修製了，

莫道詞人唱不真。”今存最早詞話作品之一的《大唐秦王詞話》第三十三

回“秦瓊兵困介休城，李勣文取太原府”前，詞後有詩作：“歌罷新詩續後

篇，知音貴客興悠然。試聽一代興唐主，盡屬詞人話裏傳。”瑐瑤二者的

“詞人”一詞，意思相同，都是講唱者的自稱，可見講唱者的身份很顯然

是職業性的說唱藝人。

至於敦煌講唱文學邊塞主題的抄本，以今所見，僅有一件爲僧人所

抄，即Ｓ．１１５６《捉季布傳文》。此件抄本正面爲《進奏院狀上》，乃光啓

三年（８８７）索勳遣使請授節度使狀。卷背抄《捉季布傳文》，卷末題記

作：“天福肆年（９３９）己 亥 □□十四日記。沙彌慶度。”可知此件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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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沙彌慶所抄。

比較多的是學郎所抄，其中有寺學的學郎，如《捉季布傳文》Ｐ．３３８６

寫本尾題作“維大晉天福七年（９４２）壬寅歲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學士郎張

富盈記”；Ｐ．３６９７卷首有“顯德貳年乙卯歲九月廿六日圖寺記”題記，接

縫有“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卷尾有“廣恒”二字，似抄者署名。

另外也有孔目官所辦學塾的學郎所抄或持有，如Ｓ．５４４１《捉季布

傳文》尾題有“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戊寅歲四月十日記。氾孔目學仕郎

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另有“戊寅歲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二月廿五

日，陰奴兒書記”，“戊寅歲二月十七日，田繼長、李應紹、陰驢兒三人，李

應紹舍頭身造壹管筆”，“戊寅年二月十□日陰奴兒寫文字一卷自手書

記耳”，“戊寅年二月廿二日陰奴兒季布一卷手自書記耳”。北京大學圖

書館藏《漢將王陵變》寫本，封面和空白頁上有題記數行，其中有“辛巳

年九月”、“太平興國三年索靖子”、“孔目官學仕郎索靖子書記耳。後有

人讀諷者，請莫怪也”。比對筆迹，顯然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太平興

國三年爲９７８年，辛巳當爲９８１年，似乎也是出自孔目官學學仕郎索靖

子。特別的是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寫本，據前述可知是歸義軍節度使

曹元德屬下孔目官閻物成所抄。

綜合上述來看，今存敦煌講史變文寫本雖出現有僧人及寺院學郎

所抄，但可以看出講唱者顯然並無僧人。除了寺學學郎抄寫外，還有孔

目學的學郎所抄或持有，甚至還有出自孔目官親自抄寫的本子。

寺院學郎或孔目學學郎抄寫或持有，很有可能是用來作爲童蒙讀

物而抄寫、閱讀，其功能如同學童課外歷史知識讀本。如Ｓ．３９５《孔子

項託相問書》寫本尾題也有“天福八年癸卯歲十一月十日淨土寺學郎張

延保記”，《燕子賦》Ｓ．２１４寫本尾題有“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學

士郎杜友遂書記之耳”。同樣也都存在著作爲學郎的課外讀物而抄寫

的情況。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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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歸義軍節度使屬下孔目官閻物成抄寫的《漢將王陵變》，有幾

種可能，一是爲官府建立檔案而抄寫，二是作爲供應孔目學學郎抄寫誦

習的底本。如前所述，以閻物成在歸義軍曹氏政權中的身份地位，若是

建立檔案，似乎不必親自執筆，大可找人抄寫，似以提供孔目學學郎抄

寫誦習的底本較爲合理。此外，還有可能是用來對將士們進行《漢將王

陵變》的講唱，或是用來對學郎們進行歷史教育。

敦煌地區流行的講史變文顯然具有軍民娛樂與民間歷史教育的功

能，聽衆自然以各階層的民衆與軍士爲主，而抄寫作爲通俗課外讀物的

閱讀者，則自然是以“學郎”爲主。又從北京大學藏本《李陵變》寫本題

記“孔目官學仕郎索靖子書記耳”後有“後有人讀諷者，請莫怪也”，足見

是用來“讀諷”無疑，且抄本多爲傳承襲用。

四、敦煌講唱文學邊塞主題的

意涵與軍旅情懷

　　（一）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歷史變遷

敦煌邊塞主題的講唱文學，各篇成立的時代，學者說法不一，然大

抵多在中唐以後，主要爲晚唐五代。這段時期敦煌的歷史變遷，其情形

大致如下：

天寶十四載（７５５），安史之亂後，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隴右等西北

各地部隊入援唐王朝。敦煌南方的吐蕃便乘虛而入，佔領隴右地區，切

斷了河西與中原的聯繫。沙州被吐蕃重兵圍困長達十年，最後於貞元

二年（７８６）開城降蕃。瑐瑦敦煌歸吐蕃統治，開啓了爲期約六十年的陷蕃

時期。

會昌二年（８４２），吐蕃發生內訌。大中二年（８４８）沙州豪族張議潮

乘機率領各族，將吐蕃守將節兒趕出敦煌，奪取瓜、沙二州，並先後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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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伊、西等十一州。大中五年（８５１），唐朝在沙州設歸義軍節度，授

張議潮爲節度使。張議潮及繼任者張淮深在敦煌全面恢復唐制，廢除

部落制，重建縣鄉里，恢復唐朝服裝，推行漢化，維繫了敦煌地區的安

定，開啓了敦煌歸義軍時期。

大順元年（８９０）至乾寧三年（８９６），歸義軍內部接連發生政變，局勢

紛亂。開平四年（９１０）張承奉建立了西漢金山國。乾化四年（９１４），曹

氏家族中的曹仁貴（後更名議金）取代了張承奉，恢復了歸義軍稱號。

曹氏政權通過聯姻等辦法改善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同時積極

恢復與中原王朝的關係，維繫了歸義軍曹氏政權近百年的安定。直到咸

平五年（１００２）歸義軍內部發生兵變，政權迅速衰落。景祐三年（１０３６）

西夏佔領敦煌，結束歸義軍政權。瑐瑧

歸義軍統治將近二百年的敦煌，雖然名義奉大唐正朔，實際上是絲

路上的邊境小王國。相對於其他時期，可說是有了較長時期的穩定。

但是從中唐時抵抗吐蕃的入侵，到張議潮聚結漢、回紇、嗢未、龍、羌、吐

谷渾等各族驅逐吐蕃，光復敦煌，進入張氏家族統治時期，敦煌地區始

終存在着漢蕃之間的大小衝突。大中十二年（８５８）八月，張議潮率大軍

遠征涼州吐蕃；咸通二年（８６１）又率蕃漢兵七千人攻克涼州，這些都說

明了歸義軍初期最大的軍事問題，便是對吐蕃的用兵。

除了吐蕃外，東邊的甘州回鶻與西邊的西州回鶻，屢屢進犯，也是

用兵不斷。據Ｐ．２７０９《賜張淮深收瓜州敕》所載，咸通十年（８６９）西遷

回鶻散衆進犯瓜州，張淮深擊之，捕獲甚衆，表上朝廷。唐朝遣使沙州，

敕書褒獎，且令盡放被擒之回鶻部衆。咸通十一年（８７０）庚寅回鶻散衆

再次進犯沙州，張淮深於西桐海畔大敗之。又Ｐ．２５７０Ｖ文書載：咸通

十六年（按當是乾符二年）（８７５）正月，歸義軍於西同擊退來犯之回

鶻。瑐瑨Ｐ．５００７信札殘件載：乾符三年（８７６）四月，西州回鶻攻佔歸義軍

屬下之伊州。這些事件都反映出張氏政權中期主要的外患來自回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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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張氏後期，先是張淮深及其妻、子被殺，接着是索勳篡權。之

後，嫁給李明振的張議潮第十四女又與諸子合力鏟除索勳，由張議潮的

孫子張承奉重任歸義軍節度使。開平四年（９１０）秋，張承奉知唐朝已

亡，建西漢金山國，號白衣天子。金山國新立，銳意恢復歸義軍舊地，國

相羅通達率兵，討鄯善之璨微部落，開通于闐道路。甘州回鶻乘機進犯

沙州，金山國皇帝張承奉率軍出戰，擊退來犯之敵。隔年爲甘州回鶻擊

敗，被迫認回鶻可汗爲父，成爲甘州回鶻的附庸。

之後的歸義軍曹氏政權時期，由於曹氏家族出身文人，與張議潮家

族爲軍人出身不同，對外改採和親政策，通過聯姻等辦法改善與周邊少

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希望藉此確保敦煌的安全。歸義軍曹氏政權爲了

與東邊甘州回鶻修好，節度使曹議金於貞明二年（９１６）娶甘州回鶻天睦

可汗女爲妻，號聖天公主。瑐瑩天成元年（９２６）正月，甘州回鶻可汗狄銀

卒，阿咄欲立，曹議金更將女兒下嫁甘州回鶻可汗。今敦煌壁畫供養人

像中，如莫高窟第１００窟便有“甘州回鶻公主供養人像”。

曹氏統治敦煌期間，與于闐的關係也十分密切。節度使曹議金將

女兒嫁給于闐國王李聖天爲后，而李聖天第三女也嫁給曹議金的孫子

曹延祿。現存敦煌莫高窟第９８窟壁畫中，可以看到于闐國王李聖天的

畫像，同時供養人中也可以見到題有“大朝大于闐國大政大明天册全封

至孝皇帝天皇後曹氏”，及“大朝大于闐國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

爲新受太傅曹延祿姬供養”的題記，證明了歸義軍曹氏政權與于闐國透

過姻親關係，鞏固彼此在政治上的結盟，也加强了來自西邊的軍事保障。

（二）敦煌講唱文學與軍旅情懷

王重民在《敦煌變文研究》一文中說到：“講述我國歷史故事的變

文，雖說寫的是古代人物，但是通過廣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把他們典型

化，已經是現實主義的寫實文學了，所以具有極充沛的思想性。”瑑瑠歸義

軍時期敦煌上下的心理與情緒，對外總是處於與吐蕃、回鶻征戰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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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之中；內部因政權爭奪與更替，瀰漫着人心惶惶的不安氛圍。參與

戰爭的部隊，又多來自各部族；加上政權更替，人事起落，效忠問題更令

人徬徨與悵惘。所以，安定成爲上下一致的渴望；救世英雄與開明賢君

的出現則是共同的期待，也是軍士的崇拜；和親政策是非武力的選擇，

更是紓解長期軍旅生涯厭戰心理的良策。敦煌寫本《孟姜女變文》、《漢

將王陵變》、《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張義潮變

文》、《張淮深變文》、《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韓擒虎話本》等變文

中的意涵與敦煌民衆心理、軍旅情懷多相契合，恰成爲壓力紓解與情緒

宣洩的最佳管道。這可能也是這些寫本講唱、傳抄在敦煌地區所以流

行與傳播的原因。

以下按各篇變文故事發生的時間先後，依次略說其內容，並嘗試說

明其在敦煌地區流行傳播與邊塞軍旅情懷之關係。

《孟姜女變文》，現藏法國巴黎，編號Ｐ．５０３９，原卷無題，依故事擬

補。孟姜女故事是中國四大傳說之一，唐前文獻載籍記述均極簡略，直

到唐代杞梁妻哭倒長城的故事才廣爲流傳。變文中以孟姜女送寒衣、

哭倒長城、滴血認骨等情節，深刻地描述了沉重徭役給人民造成的災

難，變文的故事情節趨於曲折而豐富，爲後世孟姜女故事的基本情節奠

定基礎。

變文講唱一方面揭露秦始皇修長城，興戍役，給百姓帶來慘重的災

難；另一方面更表現出孟姜女思念亡夫的堅貞感情與剛烈的性格。同

時還藉由風俗信仰的穿插來增强真情的感染力。尤其是“滴血認親”這

一民俗的運用，更深化了孟姜女夫妻的感情。而邊塞情思的抒寫，也令

地處西北長城邊上敦煌地區的軍士們有着刻骨銘心的感觸。這樣的題

材是邊塞軍民所喜聞樂見的，所以在敦煌地區不但有《孟姜女變文》的

流傳，更有曲子詞的傳唱。從Ｐ．２８０９寫本有《搗練子》“孟姜女”四首，

Ｐ．３７１８Ｖ有《搗練子》“孟姜女”六首，便可獲得印證。而這些曲子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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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也多是鋪敘孟姜女送寒衣、千里尋夫和哭倒長城的情節。尤其是

Ｐ．２８０９有一首歌詞是這樣寫的：“孟姜女，秦杞梁。生生掬腦小秦王，

秦王感得三邊滯，千鄉萬里築長城。長城下，哭城哀，感得長城一垜摧。

里半髑髏千萬個，十方朽骨不空迴。”瑑瑡從怒罵秦王、哭倒長城到滴血驗

骨認親等，可說與《孟姜女變文》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漢將王陵變》有Ｓ．５４３７等六件寫本，全篇長達六千餘字，有說有

唱，是敦煌邊塞主題變文中較完整的一篇作品。內容講述楚漢爭雄，漢

軍敗北，王陵與灌嬰夜斫楚營；項羽用鍾離末計，騙捉陵母；盧綰到楚營

遞戰書，見陵母受苦；王陵與盧綰來到楚界救母，綰先入看，陵母爲堅其

子從漢之心，自刎於楚營；漢王拜祭，感得陵母魂謝漢王。

故事主要集中在對王陵、灌嬰夜襲楚軍勇敢無畏的描述，以及項

羽、鍾離末脅迫陵母招降等行徑的揭露；同時，更對陵母的深明大義與

正氣凜然大加謳歌。這樣的歷史故事，聽在經歷吐蕃統治，長期與中原

隔絕的敦煌民衆耳裏，不免有着一層思歸漢土的意涵。特別是題目明

示“漢將”二字，顯然隱含着忠於“漢”室的特殊意義。

《季布罵陣詞文》又稱《捉季布傳文》，敦煌寫本保存有Ｐ．３６９７等十

件抄本，是講史變文寫本最多的一篇。全篇六百四十四句四千四百多

字，堪稱現存唐代最長的七言敘事詩。內容講述楚將季布陣前辱罵漢

王劉邦，致使漢王羞愧退兵；後楚敗漢立，漢王懸賞捉拿季布，引起一連

串的捉拿與反捉拿；後蕭何以季布爲可用之才說服漢王，因而盡釋前

嫌，重用季布等情節。

變文塑造出勇敢機智的季布形象，同時也凸顯了劉邦不計前嫌的

王者氣度。歸義軍時期，不管是張氏政權或曹氏政權，爭奪不休，改朝

換代，人事興替的動盪下，變文內容正契合了這一時期軍民的內心活

动，即崇拜季布這樣勇敢機智的人物，更期盼新的統治者能有像劉邦一

樣不計前嫌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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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變文》原卷藏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編號ＢＤ１４６６６（新

０８６６）。內容講述李陵率五千之卒與匈奴苦戰，歷經火陣、追擊，終因

“箭盡弓折，糧用俱無”，不得已而降蕃；漢武帝聞知大怒，欲殺李陵老

母、妻子，司馬遷諫止；後來漢兵再敗，漢武帝下令對司馬遷處以宮刑，

誅殺陵母、妻子；陵聞凶訊，以哭詞作結。敘說和唱詞反覆抒寫陵母、妻

子遇難前後李陵的內心痛楚及複雜感情，凸顯了講唱文學的渲染本色。

尤其是文中對塞外風情與沙場苦戰有着極爲濃郁而出色的描寫，呈現

了悲劇英雄的形象與民族情緒。

邵文實以爲《李陵變文》當是貞元二年（７８６）吐蕃佔領沙州後，沙州

人的嘔心瀝血之作，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緊密關聯，是沙州人痛苦、哀怨、

憤懣、不甘情感的寄托。他說：

從變文內容不難看出敦煌人對李陵的同情立場：他們稱讚李

陵率五千步卒敵匈奴十萬大軍的勇氣，宣揚其勝利的輝煌。當李

陵戰敗，投降匈奴之時，又處處鋪陳，爲李陵的所作所爲進行辯解。

而結合沙州人在吐蕃大軍十一年的圍困下糧械皆盡，最終不得已

降蕃的史事，我們終於可以理解，《李陵變文》並非只是簡單的史事

的敷衍傳唱，而具有它一定的目的性。……沙州人也試圖通過《李

陵變文》，爲自己降於吐蕃的行爲作辯解。瑑瑢

邵氏之說似有可取之處。敦煌地區對有關李陵的故事興趣濃厚，流

傳多方。敦煌寫本中還有《蘇武李陵執別詞》，現藏巴黎，編號Ｐ．３５９５。

內容講述蘇武、李陵、韓曾三人，相會於胡地，蘇武忿見單于，李陵羞看

漢節，三人相對而泣。李陵訴說往年帶兵不滿五千，深入虜庭與單于大

戰，寡不敵衆的經過；本意詐降，伺機還家，無奈家口老小，無罪枉誅。

最後各題詩一首，酌酒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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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Ｐ．２４９８、Ｐ．２８４７及Ｐ．３６９２《李陵蘇武往還書》，雖然出

自後人僞托，然作者對李、蘇設身處地的心理描摹，使二人的心境與感

情躍然紙上。從中也可以體會到敦煌軍民對“漢軍日雲下，咸陽路幾

千”的悵惘。

有戰爭，必然有勝敗。軍人馳騁沙場，無不期望克敵制勝，立功封

侯，揚名立萬。然勝敗乃兵家常事，將士們每每掙扎於死戰與降敵之

間。《李陵變》的寫作時代是否爲吐蕃佔領時期，難有定論，但其流傳時

期爲歸義軍時期則是無疑。在這時期，不論對抗吐蕃或回鶻，征戰始終

不斷，軍士們有的經歷過死戰與降敵的痛苦抉擇，更有亟需做好應對這

種絕望心理的準備。變文中着力敘述孤軍苦戰的困境，描摹李陵絕望、

屈辱的心理狀態，渲染李陵“雖古名將不過也”的沙場風度，暗示了“彼

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的心靈苦痛。字字句句，触痛了每位敦煌

將士的內心深處，引起歸義軍時期將士們的共鳴。

《王昭君變文》，現藏巴黎，編號Ｐ．２５５３。原卷缺題，據故事擬題。

內容講述昭君出塞、遠嫁匈奴的故事。全文分上下兩卷。上卷前部殘

佚，只存昭君嫁到匈奴後，鬱鬱寡歡，思念漢地；單于想方設法，博取昭

君一樂；昭君雖被立爲閼氏，仍愁腸思歸的内容。下卷敘述昭君登高得

病，一夕而逝，單于依蕃法厚葬之，最後以漢使憑弔的祭辭作結。容肇

祖根據變文中“昭君掩從風燭，八百餘年，墳今尚在”一段，從漢元帝竟

寧元年（前３３年）昭君遠嫁匈奴推算，以爲變文創作時間當爲中唐前期

（７７０年左右），而判定爲中唐作品。瑑瑣

常言道“詩詞千首詠昭君，丹青萬種畫昭君，戲劇萬段唱昭君”，正

是王昭君故事雅俗盛傳、風行廣泛的最佳註腳。唐代講唱王昭君故

事的變文盛行，我們從晚唐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及李賀

《許公子鄭姬歌》，便可以得到明證。同時還證明了不只敦煌地區有

《王昭君變文》的流傳，敦煌以外的地區也有四川女藝人從事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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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的講唱活動。

《王昭君變文》把“匈奴”改作唐代漠北邊患的“突厥”，這種歷史錯

亂，乃俗文學的常態，是講唱文學爲拉近聽衆距離常出現的現象。講唱

者冲淡了歷史的真實性，藉着王昭君思歸漢土的情結，較多地描述邊塞

的情思，更貼近了敦煌民衆的心理。特別是其中對王昭君和蕃的貢獻

給予前所未有的評價和讚頌，當是別有意涵。對此，邵文實以爲這與唐

朝與吐蕃和親有所關聯。他說：

變文正是想借對王昭君和蕃王的描寫，來表達希望唐蕃和睦相

處的願望，而這正是身處吐蕃統治之下的敦煌百姓的心聲。……昭

君題材作品在中唐以後敦煌地區的流傳，顯然與當時河西地區先

是飽受吐蕃蹂躪，歸義軍政權建立後大部分時間與中原王朝的交

通渠道不夠通暢的現實有關，當地百姓思慕中原，心戀舊主，但現

實環境又難免使他們對朝廷無力挽救百姓於異族統治之下的無能

感到怨懟，產生遭到拋棄的心境。瑑瑤

邵文實的說法主要從《王昭君變文》成編的年代出發來考量作者的

書寫意涵，有着一定的參考意義。不過，這篇變文撰寫的時間，尚有商

討的餘地；而創作地點也難考訂，是出自敦煌，還是在四川，或是中原其

他地方。然無論如何，本篇既發現於莫高窟藏經洞，必然是流行於敦煌

地區；其傳播時間綜上所述，當在歸義軍時期。作者有可能想借着對王

昭君和蕃的描寫，來表達期望唐蕃和睦相處的心聲。敦煌地區的講唱

者、聽衆，或抄寫者、閱讀者，則更想藉此呼喚與周邊民族的聯姻，免除

長期動盪不安、兵戎相見之苦；或藉以鼓舞、慰藉下嫁甘州回鶻、于闐的

曹氏女兒，肯定他們的犧牲奉獻，並給予精神的支柱。

敦煌寫本Ｓ．２０４９與Ｐ．２６７３，還有玄宗時安雅所寫的《王昭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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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七十六句，這也是以王昭君和親、辭漢遠嫁匈奴爲題材。瑑瑥似乎透

露着昭君故事在唐代的流行，更深受敦煌地區人們的喜愛。

《韓擒虎話本》，原卷藏倫敦，編號Ｓ．２１４４，是保存完整的一篇講史

變文。內容講說隋初武將韓擒虎輔佐隋文帝滅陳，降服大夏單于的歷

史故事，生動地描繪出韓擒虎少年有爲、武藝絕倫、多謀善斷、智勇雙全

的英雄形象。

文中講述乳臭未乾的韓擒虎在隋殿請戰，率師討伐南陳，避實就虛

直搗金陵，擒獲陳主叔寶的故事。變文集中描寫“一十三歲奶臭未落”

的少年屢挫陳人之鋒，同時大肆渲染隨使入突厥，以一箭射落爭食的雙

鵰，使單于悅服求和的情節，用以誇大其箭術的高超。全篇以鋪陳、誇

張的手法，極力塑造歷史人物的傳奇性，具有英雄出少年的意涵，頗有

鼓舞青年將士的效用，爲敦煌軍士們所喜聞樂道，更是學郎們樂於抄寫

與閱讀的課外讀物。

《張議潮變文》，原卷藏巴黎，編號Ｐ．２６９２，首尾殘缺，篇題依故事

內容擬補。榮新江根據北圖菜字２５號背題“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

書大軍發，討蕃開路。四日上磧”，認爲從大中十二年尚書銜來看，稱僕

射至少在大中十二年以後，變文所記最晚是大中十一年八月事，又稱議

潮爲僕射，此篇創作時間在大中十二年八月以後。瑑瑦

內容講述張議潮奮勇作戰的情景。先述吐谷渾王進犯沙州，張議

潮出兵征伐，乘勝追擊，大獲全勝；接着回鶻吐蕃劫掠伊州，張議潮“親

統甲兵，詣彼擊逐伐除”，再獲全勝；最後講述大唐差册立回鶻使御史中

丞王瑞章，被叛亂回鶻劫奪國信，張議潮聞言，心生大怒等情節。

與一般歌頌歷代英雄事蹟的講唱文學不同，這是一篇講述時事、歌

頌當代英雄人物的變文，以當代民族英雄張議潮爲題材，充分利用說唱

形式，歌頌率衆驅逐吐蕃、鞏固邊防要地奮勇作戰的民族英雄。

同樣歌頌當代英雄的《張淮深變文》可視爲《張議潮變文》的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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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卷藏巴黎，編號Ｐ．３４５１，篇題依故事擬補。孫楷第《敦煌寫本張淮深

變文跋》以爲張淮深破沙州回鶻，唐天子遺上下九使到沙州的年代，“至

晚不得在中和四年以後，或當在乾符中”。瑑瑧榮新江據文末絕句中“司

徒”一稱考訂，以爲應是咸通十三年前不久沙州文人所寫。瑑瑨變文講述

張淮深破除回鶻，朝廷命上下九使遠赴流沙，詔賜尚書，及回鶻進犯，張

淮深率兵征討，大獲全勝的情景。全篇以有說有唱的形式，真實地紀錄

了風起雲湧的戰鬥場面，歌頌張淮深勇猛的戰鬥精神。

《張議潮變文》與《張淮深變文》都是取材於當地當時重大事件與人

物的變文。從這些殘存的寫本內容，仍可看出，變文的講唱者歌頌張議

潮叔侄率領歸義軍民英勇奮戰吐蕃、回鶻的豐功偉績。變文中“嘆念敦

煌百年阻漢，沒落西戎”、“河西淪落百餘年，路阻蕭關雁信稀。賴得將

軍開舊路，一振雄名天下知”等，實際上是晚唐地處隴右的敦煌百姓期

待歸化唐土情緒的投射。

以上十篇，《孟姜女變文》是春秋時代的故事，《韓擒虎話本》是隋代

的故事，《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是歸義軍時期的故事，其他《漢將

王陵變》、《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

《王昭君變文》六篇則都是漢代的故事。《捉季布傳文》的結尾，講唱者

更自道說：“具說《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從這些現象來看，唐

代說唱《漢書》人物史事甚爲風行，可能跟唐代《漢書》學之風盛行有關，

同時也還在於俗文學“借漢言唐”傳統的具體表現。

五、結　　語

文學的產生與流傳，絕非一種孤立的現象，必然與其歷史傳統、歷

史背景以及當時社會的各種互動因素相關聯。敦煌文學，主要就是在

敦煌這個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下產生與流傳的。敦煌變文產生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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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華戎雜居、戰爭頻仍的西陲重鎮，邊塞主題的講唱文學更是與當時

的軍旅情懷與民心向背息息相關。

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存在着陷蕃的抑鬱情緒與無奈心理，征戰不斷

與政權的更替，多民族部隊的效忠問題，戰死與降敵的內心掙扎，聯姻

和親政策的問題等，種種民衆心理情緒與軍旅情懷，從邊塞主題變文的

講唱中得到適時撫慰。

其中，《孟姜女變文》抒寫鬱結的關山之思，反映徭役之苦，牽動邊

塞軍民的夫婦之情，觸發婦女思君之痛。《漢將王陵變》慷慨悲壯、感人

至深的故事情節，激發敦煌軍民內心深處思歸漢土的潛在意識；《捉季

布傳文》、《季布詩詠》大聲地爲敦煌將士們向統治者做出“不計前嫌”高

分貝的呼喚。《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一句句、一聲聲地道出效

命疆場、終日出生入死的將士掙扎在死戰與降敵之間的痛苦心境，是宣

導發洩壓抑情緒的最佳管道。《王昭君變文》既傳達敦煌軍民期盼歸義

軍政權能透過聯姻與周邊民族和睦相處，不再征戰，能有安定的生活，

更是對曹氏政權與甘州回鶻及于闐國王聯姻政策的肯定與歌頌。《韓

擒虎話本》凸現出敦煌將士心中的少年英雄形象，也鼓舞青年從軍立

功。《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是敦煌當地民衆對當代英雄的歌頌，

張議潮叔姪從吐蕃、回鶻手裏恢復敦煌，使長期陷蕃的敦煌軍民的情緒

大爲振奮。在謳歌讚頌一代英雄的同時，也反映了敦煌軍民“生死大唐

好”的濃郁的民族情緒。

敦煌地區處在晚唐五代內憂外患的形勢下，這十篇邊塞主題講唱

文學的流傳，無論是講唱還是抄寫閱讀，無疑既能滿足軍民娛樂需求，

又能契合軍民的心理反應，撫慰軍民對時局的各種感受情懷，宣洩軍民

的鬱結情緒。同時通過講唱的傳播，發揮對民衆進行通俗歷史教育的

作用，向將士們宣揚愛國衛土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寺學、私人學塾讓學

郎抄寫此類變文，可以供作學郎的課外讀物，向其灌輸歷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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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長城最西邊的邊塞，號稱天下第一雄關的嘉峪關，在關口至今

仍保存着一座戲臺（見下圖）：

從這可以想知，自漢以來即爲軍事重鎮的敦煌，將士們戰時軍務繁

忙，無暇娛樂，然平時戍邊，面對滾滾黃沙、大漠孤煙，自然百無聊賴，而

演戲、聽說唱，無疑是最爲便捷的軍中娛樂。嘉峪關古戲臺的存在，也

意味着軍中演戲、說唱等娛樂存在的可能。因此，以滿足軍士心理，宣

洩將士情緒等與軍旅情懷有關的題材的說唱最受歡迎，且廣爲流傳。

敦煌講史變文中，存有過半的邊塞主題，似乎就是軍中娛樂講唱文化的

呈現。其中多半取材於漢代的故事，這對宋元明講史與歷史演義的發

展，也有着承上啓下的意義。

（原載《敦煌學》第２７輯，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２月，

第４３—６１頁）。

注釋：

① 如王國維《唐寫本季布歌、董永孝子傳跋》、孫楷第《敦煌寫本張義潮變文

跋》、《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王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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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

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一、前　　言

歷史上的忠臣、良將、英雄、烈女、孝子、貞婦，這些人物事蹟，既爲

史官採錄編入史書，加以記述；也受到文士青睞，發爲詩篇，加以歌詠；

同時也傳誦在廣大民衆的口耳之間，成爲講史變文、平話等膾炙人口的

講唱題材，在變場、酒樓、茶館、瓦舍、勾欄間流傳，成爲娛樂與教化市井

小民的主要材料，甚至是小說家歷史演義所據以鋪陳敷演的對象。因

此，同一歷史人物事蹟，每每出現在不同性質、不同文化層次的文學、文

獻中。這些文本所呈現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繁簡不一，側重不同，其

中蘊涵着不同層次的文化、意識，也顯現出各自的歷史觀。

特別是以兩漢時期人物、史事爲題材的古代小說，構成了前後相承

的一個獨特系列，向來爲研究宋元平話與明清通俗演義者所關注。敦

煌文獻中取材於漢代歷史故事的變文佔講史性變文之大半，這是值得

深究的課題。①其中《捉季布傳文》的結尾，更出現有講唱者自道：“具說

《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顯示唐五代說唱兩《漢書》人物史事

甚爲風行。

歷史故事的敘事往往由多個主題組合而成，而每個敘事主題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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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個情節連綴組織而成。講史性變文中膾炙人口的情節，也往往會

出現在後世同一題材的平話或歷史演義中，呈現着同題異寫，更出現同

一情節在不同故事題材中運用的現象。本文嘗試以敦煌寫本《前漢劉

家太子傳》爲例，略加論述。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二、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

敦煌講唱文學中講唱漢代歷史故事的，主要有《張良故事變文》、

《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

別詞》、《王昭君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董永變文》等九篇。其中除

《董永變文》外，都屬漢代史傳人物故事。《張良故事變文》僅見俄藏

Дｘ．２３２０、Дｘ．２３２１兩殘片，殘存２１行，１６８字。②其他有關王陵、季布、

李陵、王昭君故事的變文，自來受學者矚目，不論文字校錄或故事考述，

研究篇章均頗有可觀。相較而論，《前漢劉家太子傳》可說是較少也較

晚受到重視的，金榮華《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試探》③、金文京《前漢劉

家太子傳（變）考》④是可資參考的研究篇章。

（一）《前漢劉家太子傳》內容概要

《前漢劉 家 太 子 傳》，敦 煌 文 獻 中 存 有Ｓ．５５４７、Ｐ．３６４５、Ｐ．４０５１、

Ｐ．４６９２等四件寫本。Ｐ．３６４５首尾俱完，原卷首題“前漢劉家太子傳”，

尾題作“劉家太子變一卷”。通篇爲散體敘說，內容主要敘述前漢末年，

王莽篡位，設計謀害劉家太子，太子逃亡，得到張老父子及耕夫的幫助，

得免於難，最後得到太白金星指點，重興帝業的故事。文末還附有“張

騫尋河源遇西王母”（《史記》），以及“宋玉薦友”（《同賢記》）、“鄭簡舉燭”

（《史記》）、“哀帝斷袖”（《漢書》）等四則故事。這四則看似無關的故事，

或許是講唱藝人附說穿插的內容，或許是講唱者附記以備補充之用。

《前漢劉家太子傳》的故事內容大要如下：

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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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末年，漢帝忽然染病，自知無法倖免，便囑其太子危難時可逃

至南陽。漢帝崩後，漢帝丈人王莽果然篡位稱帝。

太子出亡，逃抵南陽，至城北十里處時，不知何去何從，便坐在城外

石上過夜。城中有一人名叫張老，先前曾受過漢帝的恩惠，其子在夜裏

夢見有一容顏端正、諸相俱足的童子坐在城外石上，隔天一早醒來便告

知其父。張老懷疑是劉家太子逃亡至此，便命其子前往查探。兒子聽

從父親的指示，來到夢中的地方，果然看見太子端坐石上，於是便將太

子接引回家，由張老認爲養子，且不讓旁人知曉。

王莽得知太子逃亡，便下令懸賞捕捉。南陽太守於是在各街坊懸

掛布鼓，行人經過，都要擊鼓，藉以辨識身份，因爲一般人擊之無聲，太

子擊之便響。一日太子過街，監官命他打鼓，太子不肯，便放他過去。

又隔一天，亦是如此。第三天，監官遂問太子：“爲何不肯打鼓？”太子回

答：“這鼓一打必有不祥之事。”監官再問：“有何不祥之事？”童子回答：

“若打一下，街坊布鼓會自鳴；打兩下，江河會沸騰；打三下，天地則會昏

暗無所見。”

太子於是連擊三下，果然昏天黑地，太子趁機逃脫。路上遇到一位

耕夫，耕夫就將太子埋在地下，讓他口含七粒粳米，日食一粒，以維持生

命；還讓他銜一竹筒，突出土外，以供透氣。追兵遍尋不獲，乃請太史占

之，占曰：“劉家太子已死，且被埋在三尺深的土底，口中長了很多蛆，眼

裏還冒出竹子來。”於是各地收兵。太子出土後，向耕夫請教如何收復

父業。最後太子依耕夫所教，誠心祈禱，因而得見崑崙山太白星，得其

教益，興兵恢復漢室。

（二）《前漢劉家太子傳》人物考辨

敦煌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中，並未說明漢帝名字，但文中云“漢

帝丈人王莽”，可見變文中所說的漢帝應爲漢平帝。漢平帝爲西漢最後

一位皇帝。據史書記載，平帝九歲即位，在位五年，卒年十四，娶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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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無後。可知歷史上的平帝根本無子，何來太子。再者，平帝死後，王

莽改立孺子嬰爲皇太子，攝政三年後，廢孺子嬰自立爲帝，最後漢光武

帝劉秀中興漢室。

就南陽起義，恢復漢朝一事而言，變文中所說的劉家太子，指的當

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無疑。然劉秀雖是漢高祖九世玄孫，有劉室宗親的

血脈，但終係旁支，其父劉欽僅爲一小縣令，且於劉秀九歲時便已去世，

故劉秀太子身份，顯然與史不合。

故事中，王莽篡位後，爲了“斬草除根”，派人追殺太子，致使太子避

難走國。據史書記載，劉秀雖曾爲官府所追緝，係受到哥哥劉縯賓客牽

連所致，並非如變文中所述：王莽出榜曉示，封邑萬戶，欲捉太子斬草

除根，因而逃離京城。《漢書》載，王莽曾以“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

上公”懸賞捉拿劉秀的哥哥劉縯，並令長安各官署及天下鄉亭，畫其像

於塾，旦起射之。其緝拿的對象並非劉秀本人，變文敘述與史實有出

入。《漢書·王莽傳》記載說：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

室。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

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劉銘恕據此以爲變文中的太子應指西漢末年最早起兵意圖推翻王莽的

安衆侯劉崇，而變文中的張老，是安衆侯的宰相張紹。劉的起義行動，

對當時的王莽政權，可說是“晴天霹靂，喚醒了劉室宗族，震動了天下人

民”。所以這樣的故事情節一定廣布於世，且深刻於人心。如此的義舉

對照着同是劉室宗族劉嘉的苟且逢迎、“詣闕自歸”的行爲，更顯難得。

加上“東漢建國後，劉崇子孫皆封侯，又足見東漢朝廷對劉崇首義的重

視”。雖《後漢書》不見劉崇之事，然劉崇首義之事已“昭昭在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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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編野史佚聞者”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對於《前漢劉家太子傳》有漢

光武帝光復漢室的故事，劉銘恕以爲那是“小說家言”，是小說家們對

“資料的運用，往往各取所需，不夠嚴謹”所造成的。⑤

劉秀與劉崇兩人同爲漢景帝後裔，均曾在王莽時期興兵反莽，劉崇

於居攝元年率百餘人等進攻宛城（今河南南陽），而劉秀亦曾在地皇三

年與李軼等起兵於宛。可見不管在身份上、時代上，還是在討莽行爲

上，甚至在變文中所提及“南陽”這一地點的關係上，在在凸顯二者的相

似度。同質性人物故事相互嫁接，彼此附會，蓋爲民間傳說傳播的特

性，也是民間文學的重大特色。歷史上的劉秀擁有“光復漢室”重大事

蹟，在傳播的過程中，自然成爲故事的主人翁。

敦煌俗曲Ｐ．３８２１《十二時行孝文》也傳唱着王莽設布鼓要捉拿漢

光武帝的故事：

正南午，王莽殿前懸布鼓，路上行人皆來打，一心擬捉漢光武。

如此短短的四句話，已經將《前漢劉家太子傳》的故事情節做一簡明扼

要的記述。可見《前漢劉家太子傳》的故事在當時應該普遍流行。其故

事大意被編入《十二時行孝文》傳唱，說明了民間歷史傳說“前漢劉家太

子”指的是家喻戶曉的漢光武劉秀。甚至在《大明一統志》中也可見到

相關的傳說：

布鼓臺，在鄧州南門外，俗傳光武帝幼於此擊布鼓有聲。⑥

鄧州南門外的布鼓臺，相傳光武帝年幼時曾在此打布鼓，而且還發出了

聲響，這個傳說與《前漢劉家太子傳》前半段的情節可以說完全相同。

此外，清初陳夢雷所編《古今圖書集成》中記載的“近塚村”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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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劉家太子傳》的故事情節可說一致，內容說：

近塚村，在定州。昔光武爲王莽所逐，至定州忽遇耕夫，令伏

於溝內，以土覆之，得免。後即位訪之，而耕夫已沒，遂培土於塚以

識焉，故今之近塚村必曰陵南陵北云。⑦

劉秀遭王莽追捕，在定州遇到農夫。農夫讓劉秀伏臥於溝中，並在其身

上覆蓋沙土，劉秀才因此脫困。劉秀登基後前往拜訪，才知道農夫已

死，因而在墓上堆土作爲記號。農夫將主人翁埋在土中助其脫難的故

事，毋庸置疑，與《前漢劉家太子傳》後半段耕夫救劉家太子的情節大致

相同。如此與《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雷同的傳說，主人翁都指明爲漢

光武，而《前漢劉家太子傳》又長期埋藏在敦煌石窟中，１９００年隨着藏

經洞的發現，才再度爲世人所知。因此，與其說布鼓臺、近塚村的傳說

是受《前漢劉家太子傳》的直接影響，不如說《前漢劉家太子傳》與布鼓

臺、近塚村的傳說來自共同的民間傳承。

至於《前漢劉家太子傳》的創作動機，金文京以爲關鍵在於最後一

段的“南陽白水張，見王不下床”，其主旨蓋在强調南陽白水張氏對劉氏

漢朝的功勞，凸顯漢興後張老父子得以享受殊遇的情景。而晚唐時期

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也自稱南陽張氏，是《前漢劉家太子

傳》在敦煌的流行似乎有借漢光武帝出身南陽白水村的地緣，彰顯敦煌

張氏家族與中原的淵源關係，以提高其在敦煌地區統治權威之用意。⑧

《前漢劉家太子傳》是歷史傳說，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歷

史，但既是傳說，就不會是歷史事實的照抄。在民間口耳相傳的過程

中，難免會有穿鑿附會、加枝添葉的情形產生，因此內容、情節或與史實

不合，甚至荒誕不經，乃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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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漢劉家太子傳》與明代

歷史演義的同題異寫

　　敦煌變文依講唱內容，一般分爲佛教變文與非佛教變文。非佛教

變文中講唱純粹中國歷史故事的變文，稱之爲講史性變文或史傳變文，

如《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李陵

變文》、《王昭君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等，廣取民間傳說以演繹歷

史，可說開後世講史平話、歷史演義之先河。

“講史”是宋元說書四大家之一，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已提及

“講史”。⑨耐得翁《都城紀勝》更對講史有所解說，以爲：“講史書，講說

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⑩吳自牧《夢粱錄》以爲：“講史書者，謂

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瑏瑡宋以後，“講史”也

稱爲“平話”或“評話”。瑏瑢今傳有《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全相平話樂

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全相平話秦併六國》、《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

《全相平話三國志》、《薛仁貴征遼事略》、《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

遺事》等。

至於歷史演義，其主要源於宋人講史，特點是講歷史事蹟及名人傳

記，爲後代歷史小說的起源。《三國演義》成書後，明清兩代歷史演義發

展到了高潮，一時成風，作品蔚爲大觀，甚至出現總攬全史的《二十四史

通俗演義》。歷史演義除了講述歷朝歷代史事外，也有敘一時故事而特

置一人或數人的，如《說岳全傳》、《楊家將演義》便是。

對於演繹同一歷史故事題材的變文、平話與演義，其書寫自然有着

共同的人物、事蹟與情節，當然也因各自崇尚不同、史觀有異、敘事視角

有所不同因而產生各自的差異，這些現象正是民間文學、俗文學等敘事

文本變異特性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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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光武帝中興爲歷史大事，史書多有所記述，劉秀走國是膾炙人口

的民間歷史傳說。從史傳、變文、平話到演義，不論雅文學、俗文學或民

間文學，有關光武中興或劉秀走國的故事，不但在民衆口耳之間廣泛地

流傳着，也被汲取而編爲小說、戲曲。明葉盛《水東日記》“小說戲文”條下

記載說：“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

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販商，鈔寫繪

畫，家畜而人有之。”瑏瑣其所謂的“漢小王光武”極可能是記敘劉秀走國、

光武中興的故事。

講史平話中，今傳《元刊全相平話五種》但有《全相平話前漢書續

集》三卷，因而學者據此推測應有《新刊全相平話後漢書》三卷，只是今

已亡佚。瑏瑤因此，《前漢劉家太子傳》與《新刊全相平話後漢書》中有關劉

秀走國的故事，也就無從對照。至於明代歷史演義中內容題材涉及劉

秀走國故事的部分，今存《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及《兩漢演

義傳》。

《全漢志傳》，熊大木撰，全書十二卷，西漢六卷，東漢六卷。內容以

文王夢飛熊兆獵於渭濱得姜子牙開篇，敘兩漢歷史，依史實鋪排，文字簡

約。東漢六卷，或題“全相演義東漢大全志傳”，或題“京本通俗演義按鑑

全漢志傳”，與《前漢劉家太子傳》故事有關的内容主要在卷一、卷二。瑏瑥

《兩漢開國中興志傳》，不知撰者，又名《按鑑增補全像兩漢志傳》，

全書六卷，四十二則，西漢四卷二十八則，東漢二卷十四則。西漢四卷

首敘周文王夢兆飛熊，待秦始皇得夢求長生，始演西漢開國事。重點描

繪楚漢相爭，漢王拜韓信爲帥，垓下一戰，楚軍大敗，項羽自刎烏江，大

漢立國。東漢二卷從王莽殺平帝立子嬰起，演東漢事，至光武帝滅寇興

東漢止。卷五、卷六均演劉秀復國之史事，其中卷五“文叔逃難出長安”

一則與《前漢劉家太子傳》故事較爲相關。瑏瑦

《兩漢演義傳》，一名《東西漢演義傳》，十卷，西漢六卷，東漢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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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甄偉《西漢演義傳》與謝詔《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之合刊。《西漢演

義傳》始於秦公子異人被擄入趙，終於漢高祖之死；東漢部分起於王莽

建立新朝，終於漢桓帝。與《前漢劉家太子傳》故事有關的内容主要在

謝詔《東漢演義》的“第十二回　叛國賊蘇成將卒驚”。

按：《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及《兩漢演義傳》主要依熊大木撰《全漢

志傳》敷衍成篇，稍有增飾。而《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及《兩

漢演義傳》三書，內容大體依傍《漢書》、《後漢書》所載兩漢歷史，依序敷

衍，尤其着重在朝代興廢、戰爭之事。且許多版本在標題或卷首，甚至

內文中均標示有“按鑑”字樣。所謂“按鑑”指的是按照《資治通鑑》或

《通鑑綱目》鋪陳敘述，實際內容未必真正按照《通鑑》，然而或多或少參

考了史書。因此，也有標示作“按史”的。無論如何，這種“按鑑”、“按

史”標示的用意，一方面在凸顯其崇史意識，一方面是書商的宣傳手法，

這是明代歷史演義鮮明的共同特色。

《前漢劉家太子傳》與明代歷史演義《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志

傳》、《兩漢演義傳》等書中關於劉秀走國、光武中興的同一主題，其情節

基本相同，然故事細節各有所重，內容也多所改易。前者屬於模糊的庶

民歷史意識下不按史書的講唱變文，具有鮮明的民間文學的口頭傳統；

後者則是依傍史書而敷衍鋪陳的歷史演義，顯現的是通俗演義書面文

學的歷史傳統。

漢光武中興此一膾炙人口的主題，在俗文學，如小說、戲劇、俗曲、說唱

中均存有爲數可觀的相關作品，其中尤以廣東木魚書《劉秀走國》爲最風

行。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劉秀走國》四集二十四

卷，瑏瑧內容系統近於《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兩漢演義傳》一類，與《前漢

劉家太子傳》情節無涉，屬說唱歷史演義一類的書面傳統的俗文學文本。瑏瑨

至於各地流傳的有關“王莽趕劉秀”的民間故事中，存在着與《前漢

劉家太子傳》中太子逃避追捕的相似情節。如河南民間故事《試量狗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９７　　　

肉》，說：王莽追趕劉秀，在危急時，老漢將劉秀藏在田溝，打死追趕的

狗，解救劉秀。並將狗肉變賣，給劉秀充作盤纏。瑏瑩從這類民間流傳的

“王莽趕劉秀”的故事情節中，似乎不難看出其所具有的民間文學的傳

承性，說明了《前漢劉家太子傳》具有民間文學鮮明的口頭傳統。瑐瑠

四、《前漢劉家太子傳》“五行秘術

避追捕”等情節的運用

　　《前漢劉家太子傳》簡短的故事中，敘述的重心集中在太子如何逃

避追捕，故事的精彩之處也集中在太子如何逃過追捕。這些情節非歷

史上真有，更不見於史書記載，然卻在廣大民衆間口耳流傳。

《前漢劉家太子傳》云：

太子遂乃潛身走出城外。逢見耕夫。遂詔耕夫，說是根本：

劉家太子被人篡位追捉之事，諸州頒下，出其兵馬，並乃擒捉。其

耕夫遂耕壟土下埋地。口中銜七粒粳米，日食一粒，以濟殘命。兼

銜竹筒，出於土外，與出氣息。其時捉獲不得，遂遣太使占之，奏

曰：“劉家太子今乃身死，在三尺土底，口中蛆出，眼裏竹生。”因此

諸州，卻收兵馬。

這是故事中最膾炙人口的情節，耕夫爲劉家太子所做的安排，既巧

妙地避開了追兵的耳目，又混淆了太史的占卜，因而劉家太子得以順利

逃脫。此外，太史也運用五行占卜來探知劉家太子之所在，卻因耕夫秘

術的安排，占卜時出現混亂的占象：太子日食一粒粳米，太史占象卻成

了口中蛆出；嘴銜一竹筒原爲透氣之用，占象卻是眼中生竹。太史判斷

太子“今乃身死”，遂下令各州收兵，不復追捕，劉家太子因而順利脫逃，

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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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得以復國。

這些情節，並非完全出自變文作者的想象，而是有所假借與捏合。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第四》已有類似的情節，云：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

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

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

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

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瑐瑡

內容記述東漢大經學家馬融想追殺鄭玄，鄭玄“乃坐橋下，在水上

據屐”。而馬融轉式占之，得到的占象是：“鄭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因

而判斷鄭玄必死，乃放棄追殺。這與《前漢劉家太子傳》逃避追捕情節

中所使用的“五行占卜探行人”的秘術基本相同，顯示了民間占卜的普

遍與秘術的流行。甚至還成爲民間講唱文學中，用以加强故事人物逃

險避難的情節及營造亡命脫困的氣氛。

《伍子胥變文》中說到伍子胥一路逃亡，與姊姊相遇後，姊姊要他速

去，不可久停。他向南走了二十幾里路時，突然覺得眼皮跳，耳朵發熱，

心知有異，因此畫地占卜，占見他的兩個外甥想要追捕他，好向楚王邀

功領賞。子胥便運用五行秘術，在頭上灑水，腰間插着竹枝，倒穿木屐，

畫地戶天門後，躺臥在蘆葦之中，藉此秘術以逃避外甥的追趕。外甥察

覺舅舅伍子胥曾在家用過飯，一時心生惡意，隨即趁後追趕，外甥子安

也略解陰陽，占算之後，因子胥頭上灑水，占象顯示他掉落河中；腰間有

竹枝，則表示亡者塚墓已經荒蕪；倒穿木屐，則意味子胥逃亡已是窮途

末路，徬徨不前進。總括占象，則斷定子胥已死。外甥遂放棄追捕行

動，子胥因而得以安然逃脫。瑐瑢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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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運用陰陽五行占卜預知吉凶禍福及生死的民俗信仰，穿插在講

唱民間故事中，使得流亡逃避追捕的情節神秘而曲折，大大增强了故事

人物的傳奇性。這種情節，並非始自敦煌變文，唐初大覺和尚所撰《四

分律鈔批》的注中即有云：

“似劉氏重孔明”者劉備也，意三國時也。謂魏主曹丕都鄴，今

相州是也，昔號魏都；吳主孫權都江寧，昔號吳都；劉備都蜀，昔號

蜀都；世號三都，鼎足而治。蜀有智將，姓諸葛，名高（亮），字孔明，

爲王所重。劉備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魚得水。”後乃劉備伐魏，

孔明領兵入魏，魏國與蜀戰。諸葛高（亮）於時爲大將軍，善然謀策；

魏家唯懼孔明，不敢前進。孔明因致病垂死，語諸人曰：“主弱將强，

爲彼所難，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已後，可將一袋土，

置我腳下，取鏡照我面。”言已，氣絕。後依此計，乃將孔明置於營

內，於幕圍之，劉家夜中領兵還退歸蜀。彼魏國有善卜者，意轉判

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蹋土照鏡，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戰。

劉備退兵還蜀一月餘日，魏人方知，尋往看之，唯見死人，軍兵盡散。

故得免難者，孔明之策也。時人言曰：“死諸葛亮怖生仲達。”瑐瑣

在這則死諸葛亮怖生仲達的故事中，諸葛亮臨死前交代蜀人，在他死後

屍體腳下放一袋土，並以鏡照面。這一作法使得魏人占卜得到蹋土照

鏡的結果而以爲孔明未死，遂不敢交戰。雖然與《前漢劉家太子傳》逃

避追捕情節中使用“五行占卜探行人”的秘術以生詐死逃避追捕不同，

但其性質基本相同，而用意實亦無殊。又晚唐胡曾《詠史詩·五丈原》

陳蓋註也有：

志云：武侯諸葛亮將軍曰北伐魏，魏明帝遣司馬仲達拒之。

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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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達、蜀軍於五丈蜀原下營，即死地也，遂關城不出戰，武侯患之。

居歲，夜有長星墜落於原，武侯病卒而歸。臨終爲□□□儀曰：“吾

死之後，可以米七粒，并水於口中，手把筆並兵書，心前安鏡，□（腳）

下以土，明燈其頭，坐昇而歸。”仲達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云武侯已

死，仲達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軍歸蜀也。瑐瑤

諸葛亮臨死時爲嚇阻司馬懿而佈疑陣之作法與此也頗爲相似。這些記

述顯示了五行占卜在唐代民間的風行。敦煌變文中還有與《前漢劉家

太子傳》情節更爲相近的，那就是前述《伍子胥變文》中的“五行占卜探

行人”。

《前漢劉家太子傳》的這些情節，雖然在熊大木《全漢志傳》、不知撰

者的《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及謝詔《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等有關劉秀復

國、光武中興的故事中並沒有出現，然而在後世其他平話、歷史演義中

卻出現有相似情節的發揮，可能是《前漢劉家太子傳》一類故事在民間

傳播、影響所產生的承襲與運用的效應。如：元建安虞氏刊本《全相平

話武王伐紂》卷中，述及武吉失手傷了人命，依法須抵命，文王放他回家

辭母，母子就到磻溪求姜子牙禳災：

至磻溪岸上，見漁公施禮畢，姜尚問曰：“爾何人也？”“吾是武

吉。前者果然有人命交加之事。今謝文王，見吾言老母無主，與武

吉黃金數兩，教養母親；更放了七日散袒，令七日限滿，我必與待赴

法也。”漁公曰：“曾聞道，下自螻蟻貪生，爲人何不惜命。文王既放

爾七日散袒，何不走之，避其死矣，何得去赴法？”武吉曰：“罪避死，

文王能課，便知去處，以此難走。俺子母二人，特來告漁公求計。”

公曰：“吾與你一法，教爾不死，如何？”武吉子母便拜，告曰：“若先

生免得我不死之難，怎忘厚恩也！”漁公言：“放公次到家中，置粳米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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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一盤，令食不盡者，拈七七四十九個粳米飯在口中，至南屋東山

頭，頭南腳北，頭邊用水一盤，明鏡一面，竹竿一條，長一丈二尺，一

通其節，令水添滿，頓在頭邊，用蓬蒿覆身。但過當日午時三刻，汝

已得活，不妨也。”

子母二人拜辭，歸到家中，依漁公之言，用其妙法。至當日午

時，武吉不去赴法。卻說文王怪武吉不來赴法，遂發一課，知此人

避法，去投水也。口內生蛆，有丈二水在身，痛死也。文王再不言

武吉之事。瑐瑥

上述這些利用道教法術來禳災避禍的情節，都與《前漢劉家太子傳》逃

亡過程中穿插的“五行秘術情節”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利用民間道

教信仰中卜筮、作法等儀式來消災解危，所不同的只是藏身方法及施法

時所使用的道具有異而已。

又明許仲琳《封神演義》一書，在繼承《全相平話武王伐紂》的故事

時，對於此一情節也加以承襲。“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提及

樵夫武吉爲了閃避文王車駕，扁擔斷了打死門軍王相，被判死罪。然家

有老母無人奉養，乃求姜子牙設法解救，以全母子性命。姜子牙見武吉

至孝，虔誠請求，乃收他爲徒，教他趨吉避凶。原文說：

子牙曰：“你既爲吾弟子，我不得不救你。如今你速回到家，在

你床前，隨你多長，挖一坑塹，深四尺。你至黃昏時候，睡在坑內；

叫你母親於你頭前點一盞燈，腳頭點一盞燈。或米也可，或飯也可，

抓兩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亂草。睡過一夜起來，只管去做生意，再

無事了。”武吉聽了，領師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有詩爲證。

詩曰：文王先天數，子牙善厭星。不因武吉事，焉能涉帝廷。……

文王聽得歌聲，嗟歎曰：“奇哉！此中必有大賢。”宜生在馬上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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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柴的好像猾民武吉。宜生曰：“主公，方才作歌者像似打死王相

的武吉。”王曰：“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前演先天，豈

有武吉還在之理。”瑐瑦

姜子牙教武吉避害，要武吉睡在四尺深坑內，頭腳前各點一盞燈，並在

身上撒米，放些雜草。文王占卜時，得到的占象是武吉已死於萬丈深

潭中。

五行秘術避追殺，顯然成爲俗文學作品中亡命之徒逃脫追殺，或趨

吉避凶最常使用的情節，同時也意味着這類占卜、秘術是普遍流行的民

俗信仰。當時作爲大衆傳播文學的俗文學，將之穿插於故事中，以博取

廣大閱聽群的喜聞樂道。

五、後　　語

一個歷史故事由無數的主題組合而成，而每個主題的敘事又可由

許多個情節連綴組織而成。情節的運用可凸顯故事人物的事蹟、個性、

形象，强化情節的神秘氛圍。許多人物類型相近，或性質相似的故事，

在敘事的過程中，說者往往會運用大家熟悉而常用的情節來加以宣說。

在講史性的變文中，既會出現許多膾炙人口的敘事主題，同一題材

在後世的講史平話或歷史演義中，出現着同題異寫的現象，更出現同一

情節在不同故事題材中運用的現象。

《前漢劉家太子傳》講唱膾炙人口劉秀走國的歷史故事，與明代歷

史演義《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志傳》、《兩漢演義傳》等存在同題異

寫的現象。然一爲民間傳說的講唱，一爲依史按鑑的歷史演義，二者側

重不同，趣味有別。

《前漢劉家太子傳》，穿插運用五行秘術來脫困，使亡命走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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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更顯曲折動人，而民間信仰與習俗的運用更添幾許神秘氣氛，帶動

故事進入引人入勝的波波高潮。而類似情節，從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

語》中鄭玄使用秘術逃避馬融追殺；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中“五行占卜

探行人”；元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明許仲琳《封神演義》中姜子牙救

武吉，運用同樣的秘術，使文王誤斷先天卦等，這些在在顯示五行占卜、

秘術等民俗信仰源遠流長，成爲民俗的主要成分，亦成爲俗文學作品的

鮮明素材。

變文是唐代俗講僧和民間藝人講說故事的底本或書錄本，是廣大

民衆娛樂及獲取知識的主要管道。由於知識水準及歷史素養有限，對

歷史朝代與人物事蹟，基本上僅有概括性的印象與認知。因此，講唱故

事內容多半藉助歷史爲框架，宣說民間的歷史傳說以表達庶民的歷史

觀。如童蒙教育，僅傳述歷史大概，像《三字經》對兩漢四百多年的歷

史，概括濃縮爲短短的八句二十四字：“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

篡。光武興，爲東漢。四百年，終於獻。”所以西漢末到東漢間的歷史人

物只記高祖、孝平、王莽、光武，相關歷史事蹟只有王莽“篡”漢、光武中

“興”。如此一來將平帝、王莽、劉秀串成一條線，加以敘述，至於劉伯

升、王郎、孺子嬰等其他人，既非關鍵人物，不加敘述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裏，一般知識的獲得，多半藉助民間講唱文學

的口耳相傳，以及通俗讀物的閱讀。民間文學、俗文學的作品，在傳播

與再傳播的過程中，講說者與作者在一定故事的“基型”上，展現其豐富

的想象力，發揮穿鑿附會、增删改易之能事。其中文人編者喜歡依傍史

書在歷史故事中“加油添醋”，明代歷史演義便是此類；庶民則喜歡就民

間傳說故事的歷史印象進行煞有其事的繪聲繪影。這些常用來加强歷

史人物傳奇性與神話性的情節，自然也成爲其他民間文學、俗文學所襲

取與套用的情節。從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與講史平話、歷史演義

的同題異寫及情節運用，可見其一斑。所以常言道“是傳說不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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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真實不等於歷史的真實”。

（“第三届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討

論會”論文，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辦，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３０日。）

注釋：

① 本人正執行國科會計畫“從史傳、詠史、講史到演義———以敦煌漢代故事講唱文

學爲中心”，編號：９７—２４１０—Ｈ—４１５—０２６—ＭＹ２，執行起迄：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２０１００７３１。

② 參張鴻勛《俄藏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考索》，《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

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收入《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７—３０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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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

抄寫與閱聽問題

　　

一、前　　言

變文講唱文本的傳播是口頭敘事與書面敘事雙軌並行，之後才形

成固定文本，呈現帶有口頭傳統特色的書面文獻傳世。在此發展歷程

中，唐五代正處於轉折的關鍵地位。回顧前賢有關變文的研究，首要在

文獻的校理，其次則集中在寫作時代的考辨與內容的考述等方面。

有關變文作者、講者、抄者關係的研究，１９８３年羅宗濤曾據現存變

文寫本考察，以爲：有抄寫者和講者同爲一人、講者並非作者、抄者和

講者未必是一人等三種情況。①１９８９年美國梅維恒（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

《唐代變文》（Ｔａ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ｓ）則立有專章討論“演藝人、作

者和抄手”。②據敦煌寫卷推測變文寫錄的情況，並以“各國民間說唱的

文字記錄極少由藝人自己進行”作爲佐證，以爲後世說唱藝人多半爲文

盲或瞽者，藝人們的傳承是通過口耳相傳，而非據底本。進一步以爲寫

錄口述故事的往往是聽衆，尤其是懷抱經濟動機的商人們，因而主張變

文也是如此。除了Ｐ．４５２４號外，大多數敦煌俗文學文書都是供閱讀而

寫錄的，而非供演述用的底本。

之後，韓國金敏鎬承襲梅維恒的說法，增引韓國說唱（Ｐａｎｓｏｒ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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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朝鮮時代朴趾源（１７３７—１８０５）《熱河日記》提出作爲“講讀”的可能

性。③俞曉紅也在梅維恒的基礎上，以爲法師講說絕無事先準備好講稿

再照本宣科的可能，否定變文爲俗講底本，主張變文是聽講的記錄本。④

前賢論述，雖不無可取之處，然仍容有商榷的餘地。其中，否定變

文爲講唱底本的說法，主要從後世說唱藝人傳承來逆推，未能從敦煌變

文全面寫本現象來立論。實際上，以現存敦煌寫本抄寫情況考察，遺存

變文之情狀當是多元的，既有講唱者的底本，也有轉抄，不宜一味全視

爲聽錄本。變文發展是動態的，不當籠統概觀。因此，本文擬據今所得

見敦煌變文寫本，從原生態的角度，分別對佛教變文與非佛教變文進行

觀察，就其中有關說唱者預撰的說唱底本、綱要，聽衆的口頭記錄，手

抄、轉寫供作閱讀讀物等不同的文本類型，展開分析研究，以考察變文

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表現中講唱者、作者、抄寫者與聽衆、讀者之

間的互動關係。

二、佛教變文講唱的底本、
綱要與抄錄

　　變文的範疇，學界說法紛紜，隨着對變文認定的寬窄而有所不同。

有採狹義的說法，以爲變文應具有源於口述、韻散結合、與圖畫密切聯

繫等特徵，它們大部分本身即有“變”或“變文”的標題，另一部分也應具

有與那些標題爲“變”或“變文”作品相同的特徵。⑤因此主張將講經文、

緣起、因緣等排除在變文之外。如此，也將講經文等爲俗講底本存在的

事實予以忽略，砍斷了佛教變文與非佛教變文發展的臍帶，漠視講唱文

學發展的原生態。

我以爲變文是唐五代講唱文學的通稱，變文的指涉內容是動態的。

初期變文指的是俗講經文；隨着變文的發展，從援引經文逐句逐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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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經文，發展到不引經文，講唱佛經內容或佛教故事的佛教變文；之

後，隨着變文走出寺院，由非僧人的民間藝人擔任講唱，其題材也由佛

教發展到非佛教的中國民間歷史故事。因此，對變文宜採廣義說法，而

論述時則宜區分佛教變文與非佛教變文分別探討。

（一）俗講法師的講唱底本

梅維恒、金敏鎬、俞曉紅等否定變文爲講唱底本的說法，主要認爲

“法師講說絕無事先準備好講稿再照本宣科的可能”。⑥變文的講唱，是

否有底本？俗講法師講唱是否事先準備好講唱底本？按：唐代俗講變

文源自六朝唱導，根據梁慧皎《高僧傳》所載，唱導法師既有口頭宣唱，

也有遵用他製舊本而宣唱的。《高僧傳·唱導論》云：

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

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錯誤，亦皆

依而宣唱。⑦

今所見敦煌寫本各講經文，其中有俗講法師自製之講經文底本者，

如Ｐ．３８０８《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從歷史背景、相關文獻及

講經文內容來考察，可知此篇講經文是長興四年後唐明宗六十七歲壽

辰“應聖節”時，請當時名僧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和尚在中興殿講《仁

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底稿。⑧內容開頭：

沙門ㄙ乙言：千年河變，萬乘君生。飲烏兔之靈光，抱乾坤之

正氣。年年九日，彤庭別布於祥煙；歲歲重陽，寰海皆榮於嘉節。

位尊九五，聖應一千。若非菩薩之潛行，即是輪王之應位。

累劫精修福慧因，方爲人主治乾坤。

若居佛國名調御，來住神州號至尊。

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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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世界安興帝道，要戈鋋息下天門。

但言日月照臨者，何處生靈不感恩。

金秋玉露裛塵埃，金殿瓊堦列寶臺。

掃霧金風吹塞靜，含煙金菊向天開。

金枝眷屬圍宸扆，金紫朝臣進壽盃。

願讚金言資聖壽，永同金石唱將來。

除頌聖外，“年年九日”“歲歲重陽”，點明講經時間爲九月九日應聖

節；“金秋玉露裛塵埃”“掃霧金風吹塞靜”“含煙金菊向天開”，也呈現了

應聖節秋高氣爽的時令特徵；而“願讚金言資聖壽，永同金石唱將來”，更

表明了講經祝壽的用意。之後，則對在場的皇后、淑妃等發的莊嚴之辭

說：“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號皇帝陛下，……皇后……淑

妃。”此卷用章草抄寫，格式講究，書法水準亦高。又全篇講經文後附抄

有絕句詩十九首，雜詠時事，雖不可能在祝聖壽的講經活動中宣讀，但

明顯是雲辯和尚個人寫作的詩稿，寫在他講經文的底本上，絕非一般學

郎之轉抄或聽講者之書錄本。

此外，俄藏Φ．１０１《維摩詰經講經文》尾題“《維摩碎金》一卷”，文中

標注有“上下吟曰”“斷”等，同時也標注有“念大聖維摩菩薩”“念菩薩”

等，顯然是講經法師使用的底本，又從尾題有“靈州龍興寺講經沙門匡

胤記”題記，得知當是靈州（今寧夏）龍興寺講經沙門匡胤的講唱底本。

Ｓ．３８７２《維摩詰經講經文》各段韻文吟詞中每每標注有“側”“斷”，

Ｐ．２２９２、Ｐ．３０７９、北京光字９４號（８４３５）及羅振玉藏《維摩詰經講經文》

各段韻文吟詞中標注有“吟”“韻”“詩”“平詩”“側”“斷”“吟上下”“平”

“斷詩”“平側”“經”“側吟”“經平”等，同時散文說白處也標注有“白”。

《歡喜國王緣》各段韻文吟詞中也標注有“吟”“側”“斷”“吟斷”“斷側”

等，Ｐ．２３２４《難陀出家緣起》各段韻文吟詞中也標注有“吟”“斷”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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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關唱詞音韻、聲調的標注，可見此類本子顯然都是演出時使用的

本子，不是聽者的書錄本。

Ｓ．２４４０或擬爲《太子成道吟詞》，或《釋迦因緣劇本》，有標注“對仗

白說”“大王吟”“夫人吟”“吟生”“某相吟別”“某婦吟別”“某老吟別”等。

從這些區分角色吟詞的標注來看，應該也是演出的底本。只是演出者

未必是作者，此抄本也未必是原本。

至於俗講變文也每有“佛子”“稱佛子”“觀世音菩薩”“菩薩佛子”

“念佛”等標示，如北圖雲字２４號（８４３７）《八相變》有“佛子”，《破魔變》

催唱經文下有“觀世音菩薩”，Ｓ．６５５１《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然後唱

經，必獲祐福。稱三五聲佛名。佛子”“凡夫十惡未能拋，努力今朝須懺

悔。稱佛子”“爲此因緣，念一切佛。佛子”標示法師呼喚佛弟子。“志心

懺悔，願罪消滅三說”，標示法師重複說念三次。Ｐ．３８０８《長興四年中

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莊嚴尊號皇帝

陛下。……奉爲念佛”“烽煙息而寰海安，日月明而干戈靜。念佛”標示

法師與聽衆同聲念佛之名號。這些標注念佛儀節的情況，在在顯現出

講唱法師與聽衆臨場互動的情形，可見這些本子也非一般聽衆的書錄

本或誦讀用本。

此外，敦煌文獻中也存在有僧人講經的綱要本。荒見泰史曾推測

敦煌文獻《金藏論》是作爲唱導、講經綱要的底本，與變文、講經文、緣起

等中國唐代說唱文學間有着一定的發展關係；並舉Ｓ．４６５４這件抄有

“願文”“變文”“金藏論”“押座文”等相關材料的寫卷，作爲唱導、講經文

本資料的證據，以爲這個寫卷可能是某一位法師爲了唱導，預先抄撮整

理的相關資料，經過編排，作爲講唱時的提綱。⑨

（二）佛教變文的講唱者、抄者與聽者

敦煌講唱佛經與佛教故事的變文，源於佛教，屬六朝以來佛教唱導

發展到唐代俗講的具體呈現。佛教講經的場所主要在寺院、道場，講唱

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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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然是法師。日本入唐求法高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曾記

載會昌元年長安寺院大開俗講的盛況：

會昌元年，又敕于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

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

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

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

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

《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⑩

正式講經，主講者爲法師，誦經、論義者爲都講。正式講經外，對世

俗信衆通俗性的化俗講經，稱之爲俗講。俗講也沿襲正式講經法師與

都講的分工，敦煌講經變文中多有明言。如Ｓ．２４４０《三身押座文》：“今

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衆莫因循。念佛急手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

Ｓ．６５５１《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法師今朝分明說，只恐門徒不覺知。”

Ｓ．２４４０《八相押座文》：“西方還有白銀臺，四衆聽法心總開，願聞法者合

掌著，都講經題唱將來。”Ｐ．２９５５《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都講闍梨道

德高，音律清泠能婉轉。好韻宮商申雅調，高著聲音唱將來。”瑏瑡之後，

更發展出專業主講的“化俗法師”，瑏瑢中晚唐時稱之爲“俗講僧”。瑏瑣

至於俗講變文的抄者，有可能既是作者又是講唱者，或是講唱者；

也有純爲抄手所抄，與作者、講唱者無關，只是作爲閱讀或誦習之用

而已。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一文論及有關敦煌

變文的作者、講者與抄者的問題，以爲：

（講經方面）作者、講者、抄者三者的關係，以講者爲中心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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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清楚：講者既可能是作者，也可能不是；他可能是抄者，也可

能不是；……從《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的附記，既可知抄寫的

和講唱的正是一人，但同時也可以知道講者並非作者；至於《太子

成道經》的附記，既言明寫記的是僧洪福，持念讀誦的是僧惠定，據

此，可知抄者和講者未必是一人。瑏瑤

據此則進一步按覈今存敦煌變文寫本，其中既有講唱者用以宣講

的底本，如Ｐ．２１９３《目連緣起》，它的尾題有：“界道真本記。”“界”爲三

界寺之省稱。三界寺是敦煌的名寺，更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莫高窟

的主要寺院，廣受信衆的崇奉。道真是長期主持三界寺戒壇的高僧，擔

任過三界寺觀音院主，同時還負責三界寺藏經的收藏、編目、整理工作，

並親自抄寫佛經。曾隨曹元忠遊敦煌莫高窟，設壇講經，後被任命爲僧

政，管理莫高窟所有寺院的宗教事務與戒壇。瑏瑥這件《目連緣起》是他講

唱目連故事時用作底本的記錄文本。

今存變文寫本中也有講唱者所編撰的本子，如Ｓ．３７２８及Ｐ．３３６１

的《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寫本，篇題下有“左街僧錄大師圓鑒賜

紫雲辯述”。圓鑒大師雲辯是五代時期活躍於洛陽、汴梁的三教談論師，

常爲皇帝開講，言詞敏捷，善於應對，深受後唐、後晉皇帝崇敬。他所撰

寫的這篇押座文是唯一一篇有明確作者署名的變文。此外，Ｐ．３８０８《長

興四年應聖節中興殿講經文》雖無署名，但根據內容、時事等種種考察，

當也是圓鑒大師的手筆。瑏瑦

另外，俄藏Φ１０１《維摩詰經講經文》尾題：“靈州龍興寺講經沙門匡

胤記。被原宗堅來，尤泥累日，寫盡文書。”Ｐ．２２９２《維摩詰經講經文》尾

題：“廣政十年（９４７）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恰遇抵

黑書了，不知如何得到鄉地去。年至四十八歲，於州中應明寺開講，極

是溫熱。”Ｐ．３０５１《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尾

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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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維大周廣順叁年（９５３）癸丑肆月二十日三界寺禪僧法保自手寫

記。”而內容有爲府主頌德。又Ｓ．３９５《孔子項託相問書》有多則雜寫題

記，其中有：“開元寺律師法保。”Ｐ．３８４９Ｖ《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中

有：“開元寺。”下人名有“法保”。是法保乃敦煌開元寺的法律無疑。

Ｐ．３３７５Ｖ《歡喜國國王緣》尾題有：“《歡喜國國王緣》一本寫記　乙卯年

七月六日三界寺僧戒淨寫耳。”Ｐ．２１８７《破魔變》：“天福九年（９４４）甲辰，

祀黃鐘之月，蓂生十葉，冷凝呵筆而寫記。居淨土寺釋門法律沙門願榮

寫。”內容也提及爲府主曹元忠頌德。Ｓ．１６１２更有《比丘願榮轉經目

錄》，是這些講經文與佛教故事變文的寫本，極有可能爲講唱者自己

所寫。

至於Ｐ．２１３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尾題有：“貞明六年（９２０）

正月　日，食堂後面書抄清密，故記之爾。”Ｐ．２４１８《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尾題有：“天成二年（９２７）八月七日一常書。”是否爲講唱者自己所寫，不

易判斷，然這些抄者應該就是講唱者，當無疑義。

另外，也有講唱者明顯襲用他人編撰的本子，如《故圓鑒大師二十

四孝押座文》，此篇押座文凡存三件，二件寫本，一件刻本。刻本爲英藏

Ｓ．Ｐ．７，首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雲辯和尚與五代楊凝式同

時，瑏瑧此雕版印刷，出於雲辯死後，當在五代末或宋初。之所以有刻本

產生，必是雲辯所撰的《二十四孝押座文》廣受歡迎，而爲一般化俗法師

們爭相採用作爲俗講的本子。

Ｓ．２６１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尾題有：“貞明柒年（９２１）辛巳歲

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　張保達文書。”而Ｐ．２０５４《十二時普

勸四眾依教修行》題記也有：“同光二年（９２４）甲申歲，蕤賓之月，蓂彫二

葉，學子薛安俊書，信心弟子李吉順持念誦勸善。”二處“薛安俊”當是同

一人，他是“淨土寺”的學郎，很可能以幫人抄寫工讀，維持生活。瑏瑨這反

映出敦煌寺學的學郎從事抄寫變文的工作已是普遍的情況，所以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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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抄寫者所撰寫，且抄寫者也不是講唱者，其抄寫目的或是自己

或是供人用來誦習、修持，或作功德。而“張保達文書”表明抄寫的底本

爲張保達所有或是薛安俊爲張保達抄寫。如果從Ｐ．２０５４《十二時普勸

四眾依教修行》題記“學子薛安俊書，信心弟子李吉順持念誦勸善”來

看，可以推知是薛安俊抄寫，提供張保達使用。這種幫人抄寫供人閱讀

的情形，從胡適舊藏《降魔變文一卷》尾題“或見不是處，有人讀者，即與

正著”，正足以說明佛教變文抄本是用來供人閱讀的。

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盈字７６號（７７０７）《大目犍連變文》尾

題有：“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歲閏六月五日，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一人思

微，發願作福。寫畫此《目連變》一卷，後同釋迦牟尼佛壹會。彌勒生作

佛爲定。後有衆生同發信心，寫《目連變》者，同持願力，莫墮三途。”從

這則題記可見民間佛教信仰中有將佛教變文視同佛經，抄造供人諷誦、

奉持，視其功德等同於抄造誦讀佛經者。Ｐ．３８３５《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無

部礙如意心輪陀羅尼經》尾題也有：“戊寅年（９７８）九月五日，清信弟子

楊願受寫此經記之耳也，後代流傳，利益衆生，莫墮三塗。”Ｓ．５６３１《庚

申年（９８０）正月十四日少事商量轉帖抄》有“社官楊願受”。瑏瑩顯示楊願

受奉佛抄經的情況。

至於俗講經文及講唱佛教故事的聽者，由於本屬佛教弘法佈道的

活動，所以聽講者上自帝王貴族、朝臣文士，下至庶民百姓。唐孫棨《北

里志》“海論三曲中事”條載：“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

聚也。……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

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

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

多，益有期於諸妓也。”瑐瑠保唐寺原名菩提寺，會昌末才改名爲保唐寺，

晚唐時以尼講著稱。瑐瑡由此記載可見俗講聽衆廣泛，在長安乃下至平康

坊之妓女，真可說是遍及各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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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史變文的講唱者、
抄者與聽者、閱讀者

　　講唱歷史故事的變文，受佛教俗講的影響而發展。俗講從寺院嚴格

的講經文，發展爲講唱佛教故事的變文。之後，講唱場所改變，走出寺

院，進入民間變場、酒樓、茶館展開娛樂功能的講唱，題材也離開佛教教

義的束縛，而改採歷史故事、民間故事。瑐瑢講唱場所不同，功能也不一，講唱

者的身份自然也有所改變，講唱者由僧衆而發展爲具職業性的講唱藝人。

有關講史變文的講唱者，在唐五代的詩歌中，每每提及講唱王昭君

變文的情形，除了使用畫卷作爲提示道具外，尤其凸顯演唱者已多見歌

姬、蜀女、蠻妓從事。如中唐著名詩人王建（７６７—８３１）《觀蠻妓》詩有

云：“欲說昭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誰家年少春風裏，拋與金錢唱

好多。”瑐瑣這首詩是唐憲宗元和六年王建四十二歲奉命出使江陵時，以關

懷之筆描寫當地歌妓轉唱王昭君變文的情景。江陵即湖北荆州，王建所

謂的蠻妓，當指湖北當地的歌妓。瑐瑤詩中的描述也顯示昭君變文風靡一

時，年少聽衆爭相拋錢捧場之盛況。又晚唐五代詩人李賀（７９０—８１６）

也曾應當時名妓鄭姬與遊客之懇求，寫下《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

作）》，詩中有：“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瑐瑥提供了有關唐代

變文講唱的具體描述。其中“明君”指的便是“昭君”，知鄭姬在園中轉

唱的是《王昭君變文》；“長翻蜀紙”正說明轉唱《王昭君變文》時，採用圖

像長卷來配合，其畫卷實物應猶如Ｐ．４５２４《降魔變》的圖卷。

另外，類似情形也見於五代韋轂選編《才調集》中吉師老（約８２８—

９０７）《看蜀女轉昭君變》詩：“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濆；檀口解

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

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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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李賀與吉師老的詩都說明了中晚唐五代時民間已有女藝人

演唱《王昭君變文》，同時還顯示出當時有圖畫配合作爲講唱工具，王建

與吉師老詩更反映出民間講唱變文盛行於湖北、四川等地。

近年發現韓國殘存高麗時期密教僧人子山的《夾注名賢十抄詩》中

有中唐時期詩人李遠的《轉變人》詩：

綺城春雨灑清埃，同看蕭娘抱變來。時世險妝偏窈窕，風流新

畫獨徘徊。

場邊公子車輿合，帳裏明妃錦繡開。休向巫山覓雲雨，石幢陂

下是陽臺。瑐瑧

按：李遠，字求古，夔州雲安（今四川省雲陽縣）人，大和五年（８３１）

進士。主要活動在武宗、宣宗兩朝，約在懿宗咸通中辭世。《唐才子傳》

稱其“誇邁流俗，爲詩多逸氣，五彩成文”。李遠的作品傳世不多，《唐

書·藝文志》著錄：“李遠詩一卷。”《全唐詩》所載計有三十五首及二句

殘句。《轉變人》詩不見傳世，《夾注名賢十抄詩》保存了這首詩，又提供

了中唐時期王昭君變文講唱風行的另一確證。

此外，《捉季布傳文》的結尾，有講唱者自道：“具說《漢書》修制了，

莫道詞人唱不真。”今存最早詞話作品之一的《大唐秦王詞話》第三十三

回“秦瓊兵困介休城，李勣文取太原府”前，詞後有詩作：“歌罷新詩續後

篇，知音貴客興悠然。試聽一代興唐主，盡屬詞人話裏傳。”瑐瑨二者的

“詞人”一詞，意思相同，都是講唱者的自稱，很顯然講唱者的身份已是

職業性的說唱藝人。

敦煌變文的傳播與一般俗文學的傳播一樣，都有講唱的文本。同時

也有兩種傳播方式：一種是講唱者根據文本，通過口頭語言的宣講來進

行傳播；另一種是抄者根據文本加以傳抄，供作閱讀來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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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漢劉家太子傳》敦煌文獻中存有Ｓ．５５４７、Ｐ．３６４５、Ｐ．４０５１、

Ｐ．４６９２等四件寫本。Ｐ．３６４５首尾俱完，原卷首題《前漢劉家太子傳》，

尾題作《劉家太子變》一卷。通篇爲散體敘說，內容主要敘述前漢末年，

王莽篡位，設計謀害劉家太子，太子逃亡，得到張老父子及耕夫的幫助，

得免於難，最後得到太白金星指點，重興帝業的故事。文末還附有西王

母故事，以及“宋王薦友”（《同賢記》）、“鄭簡舉燭”（《史記》）、“哀帝斷

袖”（《漢書》）等故事。這四則看似無關的故事，事實上，蓋以崑崙山引

出了張騫尋河源，由張騫引出東方朔，因東方朔的妙對引出宋玉客對，

又因宋玉客對引出郢書燕說，因漢武帝親近東方朔，宋玉親近其友而引

出漢哀帝親近董賢。凡此均可連類轉接，顯然是講唱藝人附說穿插的

內容，爲講唱者附記以備補充之用。所以Ｐ．３６４５《前漢劉家太子傳》抄

錄的情形，透露出此篇乃講唱者使用之提示用本。

至於敦煌講史變文的抄本，以今所見，僅有二件爲僧人所抄。一件

爲Ｓ．１１５６《進奏院狀上》，乃光啓三年（８８７）索勳遣使請授節度使狀。

卷背抄《捉季布傳文》，卷末題記作：“天福肆年己亥（９３９）□□十四日

記。沙彌慶度。”可知此件顯然是沙彌慶度所抄。另一件爲Ｐ．３１９７《捉

季布傳文》寫本，潘師重規校語說：“卷背題記有‘天福伍年庚子歲十二

月廿四日’。”按：題記日期後有署名“真”字，當是三界寺道真的縮寫，

核以道真所抄的其他寫本，本行題記與正面文字顯爲道真所抄無疑。

敦煌講史變文的抄者，比較多的是學郎，其中有寺學的學郎，如

Ｐ．３３８６寫本《捉季布傳文》尾題作：“維大晉天福七年（９４２）壬寅歲七月

廿二日三界寺學士郎張富盈記。”Ｐ．３６９７潘師重規校語說：“卷首半紙

有‘顯德貳年乙卯歲九月廿六日圖寺記’題記，鈔經文一節。接縫有‘大

漢三年楚將季布寫’半邊字可識。卷尾有‘廣恒’二字，似抄者署名。”

按：經文一節乃《大乘淨土贊》。顯德二年爲後周世宗二年，相當於９５５

年，“圖寺”即敦煌靈圖寺。據此推測，此件《捉季布傳文》寫本當抄於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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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二年（９５５）前後，抄者當是靈圖寺學郎廣恒。另有：“戊寅歲太平興國

三年戊寅歲二月廿五日，陰奴兒書記。”“戊寅年二月十七日，田繼長、李

應紹、陰驢兒三人，李應紹舍頭身造壹管。”“戊寅年二月十□日陰奴兒

寫文字一卷自手書記耳。”“戊寅年二月廿二日陰奴兒寫季布一卷手自

書記耳。”敦煌歸義軍時期私學發達，除衆多的寺學外，根據敦煌文獻顯

示，還有八所私人學塾，其中便有“氾孔目學”及“孔目官學”。瑐瑩另外，

“陰奴兒”也還出現在Ｐ．３９１０《茶酒論》前：“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陰奴

兒。”這個“己卯年”當是太平興國四年（９７９）。

另外有出自孔目官所辦學塾的學郎所抄或持有的。如Ｓ．５４４１《捉

季布傳文》尾題有：“太平興國三年（９７８）戊寅歲四月十日記。氾孔目學

仕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漢將王陵變》寫本，

封面和空白頁上有題記數行，其中有“辛巳年九月”、“太平興國三年索

靖子”、“孔目官學仕郎索靖子書記耳。後有人讀諷者，請莫怪也”。比

對筆跡，顯然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太平興國三年爲９７８年，辛巳當爲

９８１年。似乎也是出自於孔目官學，雖非學仕郎索靖子所抄，但應是索

靖子所持有。

孔目官與變文內容性質及流傳的關係，還有抄寫此變文目的等問

題，確實值得注意。特別的是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小册子本末題有：

“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舖。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閻物成寫

記。”按：天福爲後晉高祖的年號，天福四年相當９３９年。孔目原指檔

案目錄，掌管文書簿記的屬吏，一孔一目，無不綜理，所以用爲屬吏的名

稱。唐玄宗開元五年（７１７）始置集賢殿孔目官一人。地方藩鎮也有孔

目官。敦煌歸義軍節度使下設有孔目司，掌管文案，主事者稱孔目官。

９３９年時歸義軍節度使爲曹元德，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寫本抄者閻物

成乃曹元德屬下的孔目官。又Ｐ．３２７２卷背有《乾德七年丁卯（９６７）正

月廿四日甘州使頭閻物成去時書本》，這是歸義軍遣孔目官閻物成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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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所帶曹元忠致甘州迴鶻可汗書信的抄本，可見閻物成在敦煌曹氏

政權中的身份與地位。瑑瑠

陰奴兒就讀於氾孔目所辦的私學，其抄寫《捉季布傳文》的底本，可

能是由“氾孔目”所提供。抄寫的目的究竟爲何？是幫人抄寫，供人閱

讀？還是作爲自己學習之用？或者是提供講唱人使用？無論如何，我

們結合Ｐ．３８６７《漢將王陵變》寫本抄者爲曹元德屬下孔目官閻物成的

現象來看，顯然當時變文講唱流行敦煌民間，而歸義軍孔目官參與其

中，是毫無疑問的。

綜合上述來看，今存敦煌講史變文寫本雖然有爲僧人及寺院學郎

所抄，但也可以看出講唱者並無僧人。除了寺學學郎外，還有孔目學的

學郎所抄或持有，甚至有孔目官親自抄寫的本子。

寺學學郎或孔目學學郎抄寫或持有，很有可能是作爲童蒙讀物而

抄寫、閱讀，其功能如同課外歷史知識讀本。如《孔 子 項 託 相 問 書》

Ｓ．３９５寫本尾題有：“天福八年癸卯歲十一月十日淨土寺學郎張延保

記。”Ｓ．２１４《燕子賦》寫本尾題有：“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學士郎

杜友遂書記耳。”同樣也都是作爲學郎課外讀物而抄寫的。瑑瑡北大藏

１７８號《漢將王陵變》尾題“孔目官學仕郎索靖子書記耳”後有“後有人

讀諷者，請莫怪也”，尤可說明其供閱讀之事實。

至於歸義軍節度使屬下孔目官閻物成抄寫《漢將王陵變》，疑有可

能是爲官府建立檔案而抄寫，或作爲供應孔目學學郎抄寫誦習的底本。

如前所述，以閻物成在歸義軍曹氏政權中的身份地位，若是建立檔案，

似乎不必親自執筆，大可找人抄寫。因此，還是用來對將士們進行《漢

將王陵變》的講唱，或對學郎們進行歷史教育的可能性似乎更高些。敦

煌地區流行的講史變文具有軍民娛樂與民間歷史教育的功能。聽衆自

然爲各階層的民衆與軍士爲主，而抄寫作爲通俗課外讀物的閱讀者，則

自然是以“學郎”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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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維恒也强調學郎抄錄變文的經濟動機，並引Ｓｔｅｖｅｎｓ提到的一

個很有名的叫“張百書”的人來作輔證。瑑瑢按：“張百書”當做“百本張”。

“百本張”，就是“百本堂”，創於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除售印子弟書外，

還印行崑曲、皮黄文本等，歷時數代，至光緒年間生意仍很興隆。引“百

本張”這個十八世紀末葉民間刊刻或抄錄通俗文藝以獲取利潤的書坊，

似可作爲詮釋敦煌文獻中呈現抄手寫錄變文現象之參證。然時間距唐

五代幾達千年，唐時經濟環境與文化出版事業條件能否達到俗文學商業

化的階段，實有待斟酌。從敦煌寫本實際情況論，與其說商業化，不如說

是存在着寺院學郎受傭抄錄變文以換取微薄收入，貼補生活之情況。

我們從敦煌文獻可見，學郎除了抄寫自己使用的課本外，有些學郎

也幫寺院或其他人抄寫書本，包括一般蒙書及變文，藉以賺取工資，維

持生活。敦煌寫本中的學郎詩抄，出現有學郎抄書的心聲。如北圖宿

字９９號（８３７４）便有這樣的一首學郎詩：“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

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苦心抄寫書本，期待發放工讀金，卻遇上無賴漢

不按時發給薪金，生氣地說不願再相見。其憤懣難抑之情，不言可喻。

又英藏Ｓ．６９２《秦婦吟》一卷，卷末也有一首學郎詩云：“今日書寫了，合

有五升米。高貸不可得，還是自身災。”這個寫卷有“貞明伍年（９１９）己

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寫記”的題記。從詩可

知，金光明寺的學士郎安友盛，爲了避免向人借取高利貸，只好幫人抄

書來貼補生活。抄書雖苦，但總比借取高利貸帶來無窮禍害來得好。

這種抄書工讀的情形，可與敦煌寫卷抄書手所抄的寫卷種類與流傳的

情形相互印證。

四、結　　語

變文是唐五代講唱文學的通稱，變文一詞的指涉內容是動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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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變文指的是俗講經文；隨着變文的發展，從援引經文逐句逐字解釋

的講經文，發展到不引經文，講唱佛經內容或佛教故事的佛教變文；之

後，隨着變文走出寺院，由非僧人的民間藝人擔任講唱，題材也由佛教

發展到非佛教的中國民間歷史故事。

變文並非敦煌地區所特有，乃唐代民間普遍的講唱活動的產物。

因屬民間通俗文學，故史傳不錄，且因時空發展而多所遞變改易；或轉

形化跡，致使後世不明其來歷。歷史與地理環境的因緣際會，使敦煌寫

本變文文獻得以意外的保存。今天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遺存，固然保

有唐五代敦煌地區當時講唱變文的底本，但更多的未必是講唱者所使

用的底本。

今存寫本並非全爲演唱者底本之遺留，其所呈現的乃是敦煌地區

流傳的片面現象而已。敦煌寫本的生態當係多元，既有講唱底本又有

各種不同功能的抄錄本。因此，將底本與記錄本一刀切的二分法，值得

商榷，而以變文抄本爲聆聽者的聽錄本也是值得商榷的。試想一篇長

達萬言的講唱變文，一般聽者如何能完整地默寫下來，又在沒有錄音設

備下如何能於聆聽後做出完整的記錄。

變文源於佛教講經，存在着口頭傳播到書面傳播的發展歷程與雙

重特性。印度佛教經典原本由佛陀口說，之後結集，也是口誦。經過漫

長的口誦後才出現文字紀錄寫定的書面經典。

佛教東傳，初期的傳播者主要是外來的高僧，他們傳播佛教的方式，

最初是憑藉着記憶口誦經典，進而訴諸文字。所以佛教初傳，經典翻譯

乃首要之務。透過經典翻譯的傳播，信衆有了憑藉可以展開誦習；經典

流通與盛行，正式推動着信仰的流行。這期間佛教文獻的傳播，也通過

注解、講說、圖像展示，進行教義的宣揚與教法的弘傳，快速推動着佛教

在中土的發展。唐五代佛法在漢地的弘傳，則是書面經典、口頭諷誦與

口頭講說並行。通俗化與世俗化的傳播，使口頭宣講更是盛極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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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講僧的俗講經文，依經講唱，例有底本，即爲敦煌變文中的講經

文。此外也有隨機旁引譬喻、雜序因緣的佛教故事變文與故事綱要的

存在。敦煌地區佛教的發展，呈現出無宗無派，真經、僞經同樣受持的

世俗化特色。在此環境下，甚至有視俗講變文如佛典，同樣奉誦受持，

以爲功德。

從上述可見，敦煌藏經洞保存的變文，其屬性多是書面化以後的抄

本。而抄者的身份主要爲僧人、敦煌各寺學的學郎、一般官吏等。就功

能論，除供作講唱參考之用外，亦作爲信衆之持誦功德之用，或作學郎

之讀物，或學郎受佣抄寫之本子。所以敦煌變文寫本雖然不全然是當

時講唱活動原樣的呈現，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變文有講唱底本的存在。

（“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５日。）

注釋：

① 見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中華學苑》第２７輯，

１９８３年６月，第５６頁。

② 梅維恒（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唐代變文》（Ｔａ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ｓ）第五章

《演藝人、作者和抄手》，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９。中譯本

楊繼東、陳引馳譯，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９年。

③ 金敏鎬《敦煌講唱寫本果然是說唱人的底本嗎》，韓國《國際中國學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敦煌講唱寫本的讀本可讀性考》，《唐代文學研究》第１１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第８４２—８５０頁。

④ 俞曉紅《論變文是俗講的書錄本》，《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第２７卷第４期，

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５６—６０頁。

⑤ 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唐代變文》第二章“變文資料及其相關體裁”，
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第５４頁。

⑥ 俞曉紅《論變文是俗講的書錄本》，《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第２７卷第４期，第
５６頁。

⑦ 梁慧皎《高僧傳》卷１３《唱導傳論》，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第５２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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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鄭阿財《敦煌文獻中圓鑒大師作品考論》，《文學新鑰》第４輯，２００６年８月，
第１—１８頁。

⑨ 荒見泰史《敦煌文學與日本說話文學———新發現北京本〈衆經要集金藏論〉
的價值》，收入《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第６０７—６２４頁。

⑩ 白化文、李鼎霞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北京：花山文藝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３６９頁。

瑏瑡 參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第二章《敦煌講唱文學考述》“俗講的主持人

物”，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１９８４年，第５４—５５頁。

瑏瑢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１：“一日一寺設齋。計合有當寺僧次，比寺僧

次。又化俗法師與本國道飛教化師同也。說世間無常苦空之理，化導男弟

子、女弟子，呼道化俗法師也。”（白化文、李鼎霞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

註》，北京：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１頁。）

瑏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５《寺塔記》：“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

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漵）裝之，筆跡盡矣。”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年，第２５２頁。

瑏瑤 見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中華學苑》第２７輯，
１９８３年６月，第５６頁。

瑏瑥 參見鄭阿財《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初探———論敦煌三界寺的寺學》，《華
學》第９、１０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８月，第１０４０—１０５０頁。

瑏瑦 參見鄭阿財《敦煌文獻中圓鑒大師作品考論》，《文學新鑰》第４輯，２００６年，
第１—１８頁。

瑏瑧 梁慧皎《高僧傳》中《唱導傳論》：“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
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見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

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第５２２頁。

瑏瑨 參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抄書的苦悶”一節，《東海文學院學報》第４８
輯，２００７年７月，第１１１—１３８頁。

瑏瑩 敦煌社邑組織，主事者有社長、社官、錄事，稱之爲“三官”。三官根據社條，
管理社邑事務。

瑐瑠 唐孫棨《北里志》，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７８年。

瑐瑡 宋錢易《南部新書》：“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
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臺北：藝文印書

館，１９６５年。

瑐瑢 據《敦煌變文集新書》卷５、卷６所錄屬於講唱歷史故事的計有《孟姜女變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１２５　　

文》、《漢將王陵變》、《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張義潮

變文》、《張淮深變文》、《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韓擒虎話本》等十九篇。

瑐瑣 見《全唐詩》卷３０１。

瑐瑤 梅維恒將此“蠻”解釋爲“四川”。見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唐代變文》
下第六章《轉變存在的證據》，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第３０頁。

瑐瑥 見《全唐詩》卷３９３。

瑐瑦 見《全唐詩》卷７７４。

瑐瑧 見芳村弘道、查屏球《夾注名賢十抄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９頁。

瑐瑨 《大唐秦王詞話》（臺北：古亭書屋，１９７５年５月）八卷，六十四回，明諸聖鄰

（署名淡圃主人）編次。係長篇詞話。又名《唐秦王本傳》、《秦王演義》。寫

秦王李世民征伐群雄，建立唐王朝的故事。全篇散文、韻文交織。

瑐瑩 李正宇《唐宋時代的敦煌學校》，《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４５頁。

瑑瑠Ｐ．３２７２Ｖ《乾德七年丁卯（９６７）正月廿四日甘州使頭閻物成去時書本》：“早
者因有少賊行，以專咨啓。近蒙兼會厚意，無任感欽之至。華翰所云：‘令宰

相密六往肅州再設咒誓，自今以後，若有賊行，當部落內隨處除剪。’聞此嘉

言，倍深感仰。”

瑑瑡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漢學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

２３１—２７０頁。將這些本子視爲唐五代敦煌地區學校教育的教材。

瑑瑢 同注②，第２３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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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

形式與功能

　　

一、前　　言

向覺明先生１９３６年秋到英倫調查敦煌文獻，他是早期少數親赴英

倫閱覽敦煌寫卷的重要學者之一，也是閱覽過程最不順利的一位。儘

管如此，他還是檢索了５００多號寫卷，１９３７年後先後發表了《記倫敦所

藏的敦煌學》、《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錄》等篇章，①提供敦煌俗文學

研究的寶貴訊息。１９３４年發表的《唐代俗講考》對敦煌變文理論打下

了厚實基礎。

向先生這篇力作，曾提及唐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並在注

２４中說：“詩中‘清詞堪歎九秋文’一語，蓋指轉《昭君變》者所持之話本

而言。當時之話本必爲代圖本，是以謂‘畫卷開時塞外雲’也。傳世諸

敦煌俗講文學作品，尚有可以見代圖之迹者。”並提及Ｐ．４５２４《降魔變》

插圖，以爲是變相之流；更引明馬歡《瀛涯勝覽》爪哇國條有關“以圖畫

立地”高聲解說，如說平話一般。②可說是開啓敦煌變文與變相關係研

究之先河。

衆所周知，敦煌文獻是近代學術的重大發現，無論是寫本、印本都

爲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卷軸、册子、蝴蝶裝、旋風葉等形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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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圖書發展史上許多珍貴的實物材料。其中印本版畫乃至寫本繪圖

都深受藝術史研究者矚目，他們主要從中國版畫史的角度援引一二敦

煌版畫進行介紹，或簡略論述，特別是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剛經》

扉頁木刻說法圖；③近期也有將敦煌文獻中插圖、白畫、版畫作爲藝術

畫種而入手研究，以開展敦煌插圖藝術研究者。④其次則爲小說研究

者，主要在論述通俗小說的插圖時，概要地說明敦煌寫本或印本中的圖

像以爲通俗小說插圖淵源的輔證；⑤講唱文學研究者則延續向先生所

提Ｐ．４５２４《降魔變》插圖及《瀛涯勝覽》所載，進一步結合大量世界各國

的資料以論述看圖講故事的發展。⑥近年則有較爲全面地從敦煌壁畫、

絹畫、帶圖寫卷等材料探究變相與變文之關係，並論述話本中插圖的淵

源。⑦一方面由於敦煌資料的大量公布，研究較前更爲全面；另一方面

研究更具系統，成果也深入而豐碩可觀。

本人近年執行國科會“從史傳、詠史、講史到演義———以敦煌漢代

故事講唱文學爲中心”研究計畫，⑧曾撰《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

與閱聽問題》考察變文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表現中，講唱者、作者、

抄寫者與聽衆、讀者的互動關係。⑨也注意到史傳變文中不但轉唱《昭

君變》有圖，並從《韓擒虎話本》卷末題記：“畫本既終，並無抄略。”及敦

煌文獻中變文、變相來推想敘事圖文結合之發展流變。今逢紀念向達

教授誕辰１１０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特草撰此文，分別從口頭傳播

與書面傳播兩個面向來進行敘事圖文結合形式與功能之考察，藉以彰

顯向先生對變文、變相關係研究開創之功並表達我的敬意。

二、中國古代插圖傳統與

敦煌敘事圖像的發展

　　所謂“插圖”，指的是“書中之圖”，“有書有圖者，插圖也”。中國古

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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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圖文之間關係密切，圖文之結合出現也早。具體實物簡牘、布帛中，

已見遺存，如湖北雲夢所出睡虎地秦簡《日書·人字》，江蘇連雲港所出

尹灣漢簡《神龜占》、《六甲雨占》，湖南長沙子彈庫所出《楚帛書》，湖南

馬王堆漢墓所出《天文氣象雜占》等便是。⑩

中國插圖傳統主要出於實用。其中以地理書爲主，其次則爲曆數、

醫方等。《後 漢 書·王 景 傳》載：“賜 景《山 海 經》、《河 渠 書》、《禹 貢

圖》。”瑏瑡可見漢代時《禹貢》已有圖。而《山海經》這部古地理書，自來亦

多有插圖流行。晉郭璞有《山海經圖贊》，郭注《山海經》中也提及“圖亦

作牛形”、“在畏獸畫中”，陶淵明更有“流觀山海圖”的詩句。足見中國

古代插圖傳統，顯然以附有圖畫、地圖的書籍或地理志爲主。發展所

及，乃有“圖經”一類圖文結合之專書的出現。

圖經是指以圖爲主或圖文並重記述地方情況的專門著作，又稱圖

志、圖記。其“圖”是指一個行政區劃的疆域圖、沿革圖、山川圖、名勝

圖、寺觀圖、宮衙圖、關隘圖、海防圖等；“經”則是對圖的文字說明。《華

陽國志·巴志》載東漢桓帝時巴郡太守但望曾提及《巴郡圖經》，瑏瑢是現

知最早的圖經。《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

志》等“史部·地理類”中，多有圖經、圖記之著錄。

除地理書外，《隋書·經籍志》“子部·曆數類”，也有相關“圖經”的

著錄，如《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崚撰；“醫方類”中著錄有《鍼灸圖經》；

“天文類”著錄有《渾天圖記》；“五行類”著錄有《瑞應圖記》等。《舊唐

書·經籍志》丙部“醫術類”著錄有《本草圖經》，“雜家類”著錄有《瑞應

圖記》。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更云：“古之秘畫珍

圖固多散佚，人間不得見之。今粗舉領袖，則有：魚龍河圖……辯靈命

圖。又略舉其大綱，凡九十有七，尚未盡載。”其中便有“望氣圖”、“山海

經圖”、“古瑞應圖”、“地形圖”、“渾天宣夜圖”、“神農本草例圖”、“占日

雲氣圖”、“白澤圖”、“本草圖”等，瑏瑣惜多散佚。今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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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文獻中存有各類插圖，提供了可靠的圖像依據，如：《沙洲圖經》

（Ｓ．２５９３、Ｐ．５０３４）、《沙州都督府圖經》（Ｐ．２００５）、《沙州歸義軍圖經略

抄》（Ｐ．２６９１）、《全天星圖》（Ｓ．３３２６）、《紫微垣星圖》（敦博０７６）、《占雲

氣圖》（敦博０７６）、《星雲圖》（Ｓ．３３２６）、《灸法圖》（Ｓ．６１６８、Ｓ．６２６２）、《瑞

應圖》（Ｐ．２６８３、Ｐ．４８８１）、《白澤精怪圖》（Ｐ．２６８２、Ｓ．６２６１）等正是隋唐

時期流行的圖文結合之文獻的實體呈現。

此外，六朝文人賦作，每有圖繪。如《世說新語·巧藝篇》載：“戴（戴

逵）乃爲畫《南都賦》圖，范（范宣）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瑏瑤

《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著錄有：“雜賦圖十七卷。亡。”瑏瑥由於

均已亡佚，原貌不得而知。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東晉顧愷之《洛神賦

圖》，此《洛神賦圖》雖爲宋代摹本，但保留着魏晉六朝的畫風，最接近原

作。此畫作係以曹植名篇《洛神賦》爲藍本而繪製的連環畫式的長卷，

此圖對曹植賦中洛神及人物關係之描寫，都有生動入神的體現，但圖中

並未見有對應的文字。據此以推，則六朝文人賦圖，當是以圖繪表現賦

的內容，亦即是以賦的文學題材作爲藍本，進行繪畫創作，是其性質恐

未必是文圖結合。所以，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著錄有晉明帝《洛神

賦圖》、史道碩《蜀都賦圖》、《琴賦圖》、戴逵《南都賦圖》；宋陸探微《敘夢

賦服乘圖》、史敬文《張平子西京賦圖》等均入《敘歷代能畫人名》下，瑏瑦

是此明顯係以畫爲主。雖然如此，但已顯示文學作品與圖像結合的發

展已在醞釀。

唐代佛教全盛，不論佛教經典之傳播或俗講變文之流布，均出現了

敘事圖像與敘事文本的結合，以發揮對廣大信衆之輔教功能。敦煌莫

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文獻中，便不乏此類插圖的遺存，是考察中國敘事

文學圖像發展的寶貴材料。

唐以後，漸次發展，插圖於敘事文學中之應用更爲普遍。宋鄭樵

《通志》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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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

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

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

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爲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

於圖，索理於書。瑏瑧

鄭樵所說的圖書，蓋指經史典籍而言，然其對圖文結合的重要性已

作出了明確的評論。宋以後繪畫與雕版印刷發達，插圖更爲盛行。明

代市民文化興起，俗文學發達，小說、戲曲之印行成爲文化消費，書商爲

求營利，插圖成爲推銷的主要策略之一，甚至到了無書不圖的地步。

三、敦煌敘事圖像與敘事文學

結合之實物與記述

　　敘事活動中，從口頭言語、文字書寫到畫面表述，以語言、文字、圖

像作爲媒體，從單純的語言藝術到圖像敘事藝術，乃至敘事文學與敘事

圖像的結合，敘事效果由聽覺、視覺到聽覺、視覺的結合，故事的滲透力

與感染力得到進一步的强化。

宗教傳播的過程中，敘事文學與敘事圖像的運用，無疑是輔教的利

器。二者結合相互爲用，成效尤佳。而文字與圖像互動，雖同爲敘事，

然終究質性有別，存在一定的差異。從文字敘事到圖像敘事的轉換，絕

非只是敘事方式的改變或內容的移植而已。二者之間，存在着文本的

互文性，更可發揮相輔相成之功效。

唐代佛教的發展出現“由雅而俗”的重大轉變，釋門高僧除對各宗

派所崇奉的經典進行注疏、義解外，通俗講經與寺院壁畫彩繪的活動更

形普及。講經變文的講唱，是將印度佛教大力推向中國化、世俗化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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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將嚴肅、抽象的教理，轉譯爲通俗易爲民衆接受的語言形式，其中圖

文的交互運用，是佛教傳播方便而靈活的手段之一。敦煌文獻爲此留

下了鮮明的印記，可資考察。

（一）敦煌文獻中有關之敘事圖像

莫高窟藏經洞保存有關敘事性之圖文爲數不少，主要有佛教經典

所附圖版以及講唱變文使用的敘事圖像。這些敘事圖像對後世小說、

戲曲等敘事文學插圖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茲就所知擇要敘錄，並

結合敦煌及唐五代文獻中有關敘事圖文結合之記述，分別從形制與功

能來探討敘事文學插圖的發展與演變。

１．敦煌繪本《觀音經》經卷

莫高窟藏經洞發現有圖文並茂的佛教經卷，其中有彩繪卷本的《觀

音經》二件，均庋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爲Ｐ．２０１０及Ｐ．４５１３。

此二件寫卷字體一致，紙張、行款相同，內容相銜接。Ｐ．４５１３爲前部，

Ｐ．２０１０爲後部，蓋爲同一寫卷斷裂爲二，當綴合。Ｐ．４５１３首尾俱缺，

首部殘損，據殘存圖像及文字，知爲經文之開端，尾部止於“得如是无量

无邊福德之利”；Ｐ．２０１０首缺尾完，經文起於“无盡意菩薩白佛言：‘世

尊！觀世音菩薩……’”，尾題“觀音經一卷”。

按：此卷抄寫與繪製的年代當在晚唐五代。形制爲卷子本，高

２７—２７．５公分。卷子分上下二欄，上欄高約９．２５—１１．４公分，下欄約

１４—１４．５公分。Ｐ．２０１０長５２０公分，Ｐ．４５１３長１１３．３公分。上半部繪

製經變圖像，下半部書寫經文，圖文比例約爲２∶３。上欄經變圖像，

每一圖面均有界欄間隔。下欄經文，有絲欄，經文部分，行約１１字，偈

頌部分則是兩句一行。全卷經變圖像部分均墨線上彩，色彩濃郁鮮

豔，畫面圖像依經文先後安排，由右至左。一段經文配置一情節，依次

抄寫、繪圖。畫面呈現活靈活現的各個人物形象，將聞聲救苦的觀音信

仰具象化。從版面圖文比例看，彩繪本《觀音經》顯然是以圖配文，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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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圖書館藏Ｐ．４５１３號卷子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Ｐ．２０１０號卷子

以文說圖。

此外，莫高窟藏經洞尚發現有册子本繪圖《觀音經》，三件，分別編

號爲：Ｓ．５６４２、Ｓ．６９８３、Ｐ．４１００。其中Ｓ．５６４２爲墨圖繪畫，上圖下文，

圖文比例約爲２∶３，結構基本與Ｐ．４５１３＋Ｐ．２０１０彩繪卷本相同。二

者差別在於一爲卷子本，一爲册子本；一爲墨書彩繪，一爲墨書墨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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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另Ｓ．６９８３、Ｐ．４１００册子本繪圖《觀音經》同爲彩繪，圖像設色精美，

採上圖下文形式。圖文比例爲１∶１，這與上述幾件圖文比例爲２∶３

的情況顯然不同。

２．敦煌繪本《佛說十王經》經卷

“十王信仰”是佛教地獄思想東傳後，與中土固有之儒道思想融合，

深具庶民特質的信仰。唐五代在此信仰下，有《佛說十王經》一類經典

流傳，今存敦煌寫本計有３９件之多，瑏瑨充分顯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中

原及敦煌地區十王信仰極爲盛行。此類經典或稱《佛說十王經》，或作

《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或作《佛說閻羅王受記勸

修生七齋功德經》、《閻羅王授記經》等。其經旨在鼓吹設齋供養冥間十

王，祈求死後免受地獄之苦，轉生西方淨土。此種信仰觀念與修持活動

的流行，促使佛教地獄思想與中國喪葬文化融合。其中十王與“七七”、

“百日”、“周年”、“三年”等十個守喪階段相結合，遂成打齋薦亡的民俗。

唐五代以來，流風所及，不論爲生者祈福逆修生七，或爲亡者祈福的追薦

活動，均見地藏十王圖的懸掛。今敦煌文獻中更保存有圖文並茂的《佛

說十王經》寫本，計有六件，經綴合後成四件，分別是：Ｐ．２００３、Ｐ．２８７０、

ＳＰ．７８＋ＳＰ．２１２＋Ｓ．３９６１及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董文員繪

卷等四件。瑏瑩

這類帶圖的《十王經》，內容包括經文、讚頌及與各讚頌相對應之圖

繪，採左圖右文之形式。由於每段“讚”後有圖繪，因此有人以爲當稱之

爲《佛說十王圖贊》。瑐瑠其中Ｐ．２００３、Ｐ．２８７０及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

美術館藏董文員繪卷，卷首有釋迦牟尼說法圖，其後依序爲六菩薩、持

幡使者、十王（每王一幅），最後以赦免解脫圖作結，共計１４個畫面。而

ＳＰ．７８＋ＳＰ．２１２＋Ｓ．３９６１卷首繪製的主尊是地藏菩薩，之後無六菩薩

圖，其他相同，共計１３個畫面。畫面將亡人通過陰曹地府，經歷十王審

判的場景一一渲染，極具形塑化之宣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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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００３《佛說十王經》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十王經》董文員繪卷

３．《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一卷，又名《拔除過罪生死得

度經》、《藥師經》、《藥師琉璃光本願拔除過罪經》、《藥師琉璃光本願功

德經》、《灌頂章句十二神王結願咒經》，是印度大乘佛教經典，爲東晉帛

屍梨蜜多羅譯。此經係《灌頂經》第十二卷之別行單本，內容爲佛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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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師利之請，敘述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十二本願及東方淨土的情況，宣

稱持誦藥師佛名號的種種功德。最後謂十二神王聽法後，莫不一時捨

鬼神形得受人身。此經敦煌文獻存有數十件，其中法藏Ｐ．２０１３爲經文

與彩繪圖像結合之經卷。左圖右文。殘卷長１３２公分，高２６—２６．６公

分。殘存六畫面，均係人物圖像，以“藥師琉璃光如來”爲主，旁有弟子

禮敬。

Ｐ．２０１３《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以上三種圖文結合之經卷，就圖繪的內容而論，《妙法蓮華經觀世

音普門品》及《佛說十王經》圖繪的敘事性較强，《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

罪生死得度經》的圖繪則偏於人物圖像，敘事性相對較弱。

就圖文結構而論，《佛說十王經》及《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

度經》均延續傳統“左圖右史”“左圖右書”之制，全卷採一段經文或讚頌

對照一段圖面的“左圖右文”形式繪製成卷；《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

品》不論卷子本或册子本，均採“上圖下文”的形式。這些敘事圖像與經

文敘事內容的配置方式，對後代敘事文學與敘事圖像搭配的發展與演

變，具有相當的啓發作用。

尤其從佛經敘事圖像與經文敘事內容結合的功能來看，顯然不是

以文解圖的“圖讚”，也就是說它的產生，並不是“看圖說故事”，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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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爲主，以圖爲輔”。敘事圖像的繪製主要在輔助經文閱讀，或是在講

說或諷誦經文的聽覺之外，以具視覺效果的敘事圖像來加强講說經文

的傳播效能。這種敘事圖像與敘事經文相互對照的配置，也爲佛教俗

講變文所採用。

（二）敦煌及唐五代有關敘事圖文結合之記述

敦煌文獻及唐五代載籍中也保存有一些關於敘事圖像之記述。

如：英藏Ｓ．２６１４原卷標題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

“並圖”二字似有塗抹。這說明了講唱佛弟子目連救母故事的變文，當時是

有敘事插圖的。只是Ｓ．２６１４並非原本，而是傳抄本。傳抄時只抄錄文

字，並未繪製圖像。因此，在抄錄原有標題後，才將“並圖”二字抹去。

ＢＤ００８７６（原編盈字７６號、７７０７號）正面抄寫《大目犍連變文》，計

１３２行。尾題有：“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歲閏六月五日，顯德寺學仕郎楊

願受一人思微，發願作福。寫畫此《目連變》一卷，瑐瑡後同釋迦牟尼佛壹

會。彌勒生作佛爲定。後有衆生同發信心，寫《目連變》者，同池（持）願

力，莫墮三途。”

２００２年荒見泰史於國圖特藏部調查此件《目連變文》寫卷時，發現

此寫卷的特點是：在一段一段的文字記載之間留有很大的空白部分，

有文字記載的部分均有烏絲欄線，沒有文字記載的空白部分則沒有欄

線，就像是量好長短、預料圖像的大小以後，特地把需要的空間預留下

來似的。因此，他以爲《目連變文》原來還是帶圖像的。瑐瑢《中國國家圖

書館敦煌遺書》第十二册“條記目錄”著錄云：“本文獻分作七個部分抄

寫：第一部分４６行，第二部分１０行，第三部分１１行，第四部分１６行，

第五部分１９行，第六部分９行，第七部分２１行。每個部分之間有餘

空。從寫卷形態及卷末題記看，餘空仍留作繪畫。但其後未能完成繪

畫部分。本號說明變文之文字與繪畫的相互關係，值得注意。”瑐瑣題記

中將“寫”與“畫”并提，顯示抄寫文字與繪製圖像同爲變文之一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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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講唱《目連變文》實有敘事圖像的輔助，當變文抄本用作閱讀時，敘事

圖像也可供作閱讀之引導。

今所見敦煌《目連變文》寫卷有多件寫本，且有《目連變文》、《目連

緣起》等多種文本，甚至中唐詩人張祜在回敬白居易款頭詩之揶揄時，

也提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瑐瑤這種

現象顯示《目連變文》這一佛教最爲膾炙人口的題材也是唐五代期間相

當受歡迎的講唱變文。更有甚者，將佛教變文視同佛經，抄造《目連變

文》供人諷誦、奉持，視其功德等同於抄造誦讀佛經。ＢＤ００８７６這則題

記所顯示的楊願受奉佛抄經的情況，正是此一現象的明證。

按：日本宫次男曾介紹京都金光明寺藏翻刻南宋初刊《佛說目連

救母經》，即所謂元刊《佛說目連救母經》，此經被裱褙成卷子本，卷長

５９７．３公分，高３３．３公分。瑐瑥卷末有牌記“大元國浙東道慶元路鄞縣迎

恩門外焦君廟界新塘保經居奉三寶持誦經典弟子程季六名忠正辛亥十

月廿二日”、“大德八年五月　日廣州買到經典”、“大日本國貞和二年歲

次丙戌七月十五日重刊”。是初刊約在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１２５１），元

成宗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在廣州購得，日本貞和二年（１３４６）重刊。首頁爲

佛說法圖，全文長約４５００字，採上圖下文形式，敘事圖像與敘事經文

相對應，全文計分５４則，對應５４個畫面。

元刊《佛說目連救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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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目連救母經》的內容、形式及語言風格與敦煌寫本《大目乾連

冥間救母變文》近似，學者以爲是變文發展到宋代時所謂“說經”的底

本，後被南宋視爲佛經而刊印。推究其因，蓋爲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

結果。今蒙古文也有繪圖本《目連救母經》，有六種：哥本哈根圖書館

藏本Ｍｏｎｇ４１７、４１８，列寧格勒藏本，匈牙利蒙古學家卡拉（Ｇ·Ｋａｒａ）個

人藏，蒙古國甘丹寺藏本，蒙古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藏本。均彩色

插圖，其形式也都採上圖下文。這些都可作爲唐五代時期《大目乾連冥

間救母變文》原卷是並圖的佐證。

除了佛教俗講變文時有與之相輔的敘事圖像外，在非佛教的講史

性變文講唱中，根據唐人詩歌描述所及，也有敘事圖像的配合。如：中

唐詩人王建（７６７—８３１）《觀蠻妓》、晚唐詩人李賀（７９０—８１６）《許公子鄭

姬歌（鄭園中請賀作）》、吉師老（約８２８—９０７）《看蜀女轉昭君變》等詩

中均有關於唐代講唱王昭君變文的具體描述。詩中除了凸顯講唱者已

多見歌姬、蜀女、蠻妓從事外，其中如“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

雲”、瑐瑦“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瑐瑧顯示出當時轉唱《王昭

君變文》時使用畫卷作爲提示道具。

近年發現高麗時期密教僧人子山的《夾注名賢十抄詩》中存有中唐

詩人李遠的《轉變人》詩，詩中有：

綺城春雨灑清埃，同看蕭娘抱變來。時世險妝偏窈窕，風流新

畫獨徘徊。

場邊公子車輿合，帳裏明妃錦繡開。休向巫山覓雲雨，石幢陂

下是陽臺。瑐瑨

李遠這首詩，提供了中唐時期《王昭君變文》講唱風行的另一確證。

其中“同看蕭娘抱變來”、“風流新畫獨徘徊”二句也透露出轉變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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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畫卷的訊息。

又法藏Ｐ．２５５３《王昭君變文》殘卷中有“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

“鋪”係稱變相圖畫的量詞。“立鋪”指的是張掛展示講唱時的輔助圖

像。凡此種種均可佐證唐人講唱《王昭君變文》時確實有使用配合表演

的敘事圖像。

此外，《漢將王陵變》中也有“二將辭王，便往斫營處，從此一鋪，便

是變初”。按：“從此一鋪，便是變初”，蓋爲變文講唱者的插入語。“一

鋪”指一幅圖畫或一套畫面。又《漢將王陵變》卷末題記云：“《漢八年楚

滅漢興王陵變》一鋪。”這些都說明了變文講唱的進行是有相應圖畫配

合展示的。

英藏Ｓ．２１４４《韓擒虎話本》原卷卷末有題記云：“畫本既終，並無抄

略。”或以爲“畫”、“話”同音替代，“畫本”應即或“話本”。然原卷作“畫

本”甚爲明確，雖然目前尚未見有《韓擒虎話本》的畫卷，但衡之以變文

講唱有敘事圖像的配合使用，不排除有“畫本”作爲《韓擒虎話本》敘事

畫卷存在的可能。

變文在講與唱交替之際，也是故事需要敷演的地方，情節高潮處，

每每使用“……處”或“……處，若爲陳說”等套語，以提示聽衆觀看畫

面，同時以韻文吟唱所展示的圖像畫面，藉以營造故事氣氛，增强聽講

效果。

敦煌藏經洞文獻中更有Ｐ．４５２４《降魔變文》圖卷這一類敘事文學

圖像。向達《唐代俗講考》曾提及：“法京藏Ｐｅｌｌｉｏｔ４５２４號一卷，內容爲

降魔變，正面爲變文六段，紙背插圖六幅與韻文相應。”瑐瑩

按：Ｐ．４５２４《降魔變》一卷，是圖文結合的卷子。正面爲降魔變圖，

背面爲降魔變的唱詞。全卷彩繪，採長卷連環形式，敘事圖像總計１９

個。畫卷順序自右至左，分別畫出：金剛力士擊山、獅子啖牛、大象吸

水、金翅鳥王降服毒龍、毗沙門天王降服黃頭鬼、强風席捲勞度叉營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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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５２４《降魔變》

等，是按變文故事情節發展順序繪畫的，明顯係配合俗講變文演出而繪

製的敘事圖卷，作爲降魔變文主要故事情節的提示與說明。從此卷卷

背文字僅有韻文唱詞情形來看，講唱變文時，主要內容散說部分由講唱

者本人說講。當講至重要情節，亦即精彩處，便有韻文吟唱，同時配合

圖像將主要畫面詳細情節與內容訴諸視覺，以加强聽講效果。當正面

圖像展示給聽衆看時，吟唱者則看着背面相對應的韻文來吟唱，韻文必

須合轍押韻，不可有所閃失，以免荒腔走板。所以Ｐ．４５２４《降魔變》卷

背韻文對應畫面，其功能即作爲吟唱者之備忘與提示。

又《孟姜女變文》殘卷中也有相關圖像的遺存，這證明敘事文學與

敘事圖像的結合除了供作講唱變文時之輔助道具以發揮視覺之功能

外，在變文抄錄本的流傳中，變文由供作講唱的口頭底本，向供人閱讀

的書面文本發展。由於供人閱讀的傳抄本，非講唱表演，無敘事圖像配

合表演之需求，因此今存敦煌變文抄本甚少有敘事圖像與敘事文本結

合的留存。雖然如此，但並非全然不見。

１９９０年郭在貽《敦煌變文集校議》將Ｐ．５０１９擬名爲《孟姜女變相》，瑑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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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著錄擬名爲《畫稿》，《法藏敦煌西域文

獻》擬名爲《白畫背簍人》。瑑瑡郭在貽《校議》已透露了《孟姜女變文》存在

有敘事圖文結合之訊息，可惜《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及《法藏敦煌西

域文獻》似未能將正背面的圖與文聯繫起來考察。

近期劉波、林世田發現北京國家圖書館藏ＢＤ１１７３１的《孟姜女變

文》殘卷正可與Ｐ．５０１９《孟姜女變文》殘卷綴合。瑑瑢ＢＤ１１７３１號殘片，正

面殘存文字１２行，背面爲毛筆所繪圖一幅。Ｐ．５０１９號殘片，正面殘存

文字１３行，背面爲毛筆所繪圖一幅。經劉、林二位比對後，發現二者可

綴合。綴合後，正面文字銜接，背面圖畫拼合成一幅相對完整的變相，

是爲變文與變相結合的典型實例之一。

Ｐ．５０１９＋ＢＤ１１７３１

綴合後的《孟姜女變相》殘圖更爲完整。瑑瑣畫面呈現的是群山之間

的一段長城城牆，右側部分（ＢＤ１１７３１背）繪有四人，其中三人各手持一

件長柄工具，另有一人位於城牆後，僅露出頭部；左側部分（Ｐ．５０１９ｖ）繪

有背着背簍的兩個人物城牆後另有一人，僅露出頭部。所有人物均高

髻闊面，具有明顯的佛教繪畫特點，顯示了佛教藝術對佛教世俗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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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或即出自佛教畫家之手。這一幅殘圖描繪了一個基本完整的場景，

是否有可能是連環畫型變相的其中一幅，還有待進一步考証。

四、敦煌敘事圖文結合之

形式與功能

　　今存敦煌變文寫本並非全爲演唱者底本之遺留，其所呈現的乃是敦

煌地區流傳的片面現象而已。敦煌寫本的生態當係多元，抄者的身份主

要有僧人、敦煌各寺學的學郎、一般官吏等。就功能論，除供作講唱參考

之用外，有作爲信衆持誦功德之用，或供作學郎閱讀之讀物，或有出自學

郎受佣抄寫之本子。因此，抄本形態不一，其功能也各有不同。以下就

前所論述的敦煌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特點，進一步探究其所具功能。

敦煌敘事圖像大別爲獨立存在之敘事圖像以及敘事圖像與敘事文

學結合等两種。其中敘事圖像與敘事文學結合，圖文配置的形式又有

“上圖下文”、“左圖右文”及“正圖背文”三類。不同形式當具有其各自

的功能取向。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獨立存在之敘事圖像的功能

法藏Ｐ．４５２３與英藏ＳＰ．８０《十王經圖》原係一卷，斷裂爲二，綴合

後爲一件有圖無文之畫卷。其性質猶如石窟、寺院壁畫變相，既可作爲

宗教的供養奉獻，起到莊嚴法寶的作用，同時又可透過敘事圖像將所繪

製的內容傳播給不識字或無緣聽經之信衆，用以發揮宣揚佛法教義之

功能。

另外，從Ｐ．２５５３《王昭君變文》中“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推知講

唱《王昭君變文》時，變場中有輔助圖像的懸掛。由王建《觀蠻妓》、李賀

《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作）》，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及李遠的

《轉變人》等詩也可獲知唐代講唱《王昭君變文》均使用畫卷作爲提示道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１４３　　

具。又從其詩句的具體描述中，可推知顯然是圖文分離。講唱者是否

使用講唱底本，或是經由口傳心授，不用底本直接講唱，不得而知。但

是詩句中顯示有敘事圖像的使用，則是確定無疑的。且從詩中意旨推

知此有關《王昭君變文》之敘事圖像當是獨立存在的，其功能是作爲講

唱變文時之視覺輔助。

（二）敦煌文獻中敘事圖文結合之功能探究

１．“上圖下文”式之圖文結合的功能

Ｐ．２０１０、Ｐ．４５１３敦煌繪本《觀音經》經卷，全卷採“上圖下文”形式，

圖像依經文先後安排，由右至左。而Ｓ．５６４２、Ｓ．６９８３、Ｐ．４１００三件册子

本繪圖《觀音經》，不論彩繪或墨繪，也採“上圖下文”形式，其圖文比例

除Ｓ．６９８３、Ｐ．４１００爲１∶１外，其他均約爲２∶３。整體而論，根據圖繪

所具的敘事性以及圖文相應的配置情況來看，蓋爲以圖配文，而非以文

說圖。其可能是作爲閱讀經文時之輔助，或莊嚴、美化經書之功能而繪

製。但也有可能是敦煌地區民衆舉行齋會、法事等宗教活動時，於街坊

搭台，或於民居結壇，因不能像在寺院講堂有大型經變壁畫圖像可作爲

講唱之視覺輔助，有此繪圖經卷、册子既便於攜帶，又可供臨時翻轉，以

發揮經變壁畫的輔助講解之功能。瑑瑤

２．“左圖右文”式之圖文結合的功能

前述Ｐ．２００３、Ｐ．２８７０、ＳＰ．７８＋ＳＰ．２１２＋Ｓ．３９６１及日本和泉市久

保惣紀念美術館藏董文員繪卷等四件敦煌繪本《佛說十王經》經卷及

Ｐ．２０１３《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均採“左圖右文”之形式。

按：“左圖右史”、“左圖右文”是中國古代早期圖書普遍採用的傳統形

式。這種圖文結合的形式對於闡釋、理解文字而言，頗有助益，莫不明

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古人早已提出圖繪有助於加深文

字的理解，南宋鄭樵《通志》更具體地說：“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

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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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書而求難。”是敘事圖像明顯有助於對敘事文本的理解，發揮以簡御

繁、輔助閱讀的功能。如上舉佛教經典《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佛說十王經》、《佛說灌頂經》等便是。

敘事圖像與敘事文學的結合，無論“左圖右文”或“上圖下文”，均具

有直觀性、實用性的特點，除了有助於加深對敘事文學作品文字與情節

的理解外，也可補充敘事文本文字描述之不足，所以對供作閱讀的敘事

文本而言，可說是具有“導讀”的作用。

又從北京７７０７號（ＢＤ００７８６）《目連變文》預留空白的情形可知是

其擬有敘事插圖，而且其圖文配置形式應屬“左圖右文”。而此卷題記：

“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一人思微，發願作福。寫畫此《目連變》一卷……

後有衆生同發信心，寫《目連變》者，同池（持）願力，莫墮三途。”可見此

抄者抄此《目連變》是作爲持誦之用。因此，作爲閱讀文本的敘事文學，

其配置的敘事圖像可發揮直觀的特點，透過圖像可減少文字所造成的

閱讀障礙，簡捷快速地掌握內容，從而增强閱讀者的興趣與理解。

敘事圖像每每出現在情節發展的重要時刻，也就是故事高潮的關

鍵處，藉以提示讀者，突出重點，點明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

高潮。敦煌壁畫變相中對此往往有榜題“……時”、“……處”。如莫高

窟第６１窟主室西壁下部和南、北壁後半的下部，以三十三扇屏風連接

而成的連環佛傳故事畫，共有１２８個畫面，附１２８則榜題。這與Ｐ．３３１７
《佛本行集經》的《簡子目號》１１８條條目有關。Ｐ．３３１７每一條目前均冠

有數字，條目後均有“處”字作結，如“二十九降下時摩耶夫人夢日輪白

象處”。這些條目的內容僅記《佛本行集經》故事場面，而無具體的故事

內容。１１８條條目，按自然數字１至１００，以及１至１８，數序連續排列，

是６１窟佛傳故事畫情節設計稿。瑑瑥

變文中在重要情節轉折處，也隨處可見“當爾之時”、“……處”、

“……處，若爲陳說”等提示套語。一方面，提示由散說轉入韻文以吟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１４５　　

唱；另一方面，提示聽衆注意觀看對應之圖像，以加强講唱效果，提醒聽

衆專心聽講。如《降魔變》一篇中以“……處，若爲陳說”入韻的套語有

１８處，而Ｐ．４５２４《降魔變》正面敘事圖像，背面有對應畫面之唱詞六段，

正是最佳證明。《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今雖未見有敘事圖像的留

存，但原卷題有“並圖”，且變文中也有“……處”等入韻套語１６處。《王

昭君變文》，據唐人資料顯示，講唱時是有敘事圖像之配合，而今存變文

殘卷也有“……處，若爲陳說”入韻套語６處。

這些“……處”，表示情節發展的高潮或轉折。例如《李陵變文》在

情節發展的高潮地方，分別標示“看李陵共單于火中戰處”、“具看李陵

共兵士別處，若爲陳說”、“誅陵老母妻子處，若爲陳說”，敍述李陵與匈

奴單于激戰、李陵與戰士分別、李陵家人被殺等重要情節。這些提示套

語後，便由散說轉入韻文的吟唱，有烘托氣氛、渲染情緒與心理之用。

在此同時，講唱者藉着懸掛之講唱畫卷，或翻轉手中之圖像，指示與情

節對應的畫面供聽衆觀看，發揮視聽的雙重效果。是敘事圖像在講唱

變文中用作道具時，主要功能乃在“提示情節發展”，於閱讀變文時，敘

事圖像之配置則是發揮故事“導讀”的功能。

３．“正圖背文”式之圖文結合的功能

Ｐ．４５２４《降魔變》的圖文結合，與前面所述佛經常用之“上圖下文”

及中國傳統“左圖右文”之形式，迥然不同，其採取的形式是“正圖背

文”。長卷正面以連環形式，自右至左按變文的故事情節發展繪製１９

個畫面。背面有六段對應畫面情節韻文，乃講唱變文之吟詞。這件珍

貴畫卷的保存，對中國俗文學史乃至插圖史的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自

來研究者咸據此以爲變文講唱時有敘事圖像作爲提示道具之實證。又

近人發現Ｐ．５０３９＋ＢＤ１１７３１綴合後的《孟姜女變文》殘卷，其卷背也出

現《孟姜女變文》相關情節的圖像，雖爲殘卷，從其圖文結合形式屬於

“正圖背文”，是其功能當跟Ｐ．４５２４《降魔變》圖卷一樣，是講唱變文時

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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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情節的道具無疑。

又由於敦煌石窟壁畫中佛教故事題材之變相情節與敦煌變文頗多雷

同，如《降魔變》、《目連變》、《維摩經變》、《報恩經變》等，因此，甚至有學者

主張“變文爲變相之說明文字”，瑑瑦或將講唱變文視爲“看圖說故事”。瑑瑧

按：就現有文獻與資料看，變相的出現確實早於變文。但若說變

文爲變相之說明文字，則恐有待斟酌。巫鴻在《何謂變相？———兼論敦

煌藝術與敦煌文學的關係》一文中考察了敦煌石窟變相，並以敦煌降魔

變繪畫論述變相與變文的關係，便以爲：“變相繪畫一方面必須具有宗

教（主要是佛教的）題材，另一方面是一種複雜的二維的構圖。……作爲

石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製作這些壁畫是爲宗教奉獻而非用於通俗娛

樂活動。敦煌石窟的變相壁畫不適用於口頭說唱的‘視覺輔助’。但是

這些繪畫與文學有聯繫，並且這種聯繫十分密切。……二者相互配合，

共同發展。”瑑瑨而沙武田《敦煌畫稿研究》中也認爲：“Ｐ．４５２４做爲民間

俗講配圖本，也表現出與洞窟壁畫勞度叉鬥聖變的本質區別。……洞

窟壁畫正如我們平時觀看到的一樣，閱讀起來極其費力的，沒有絲毫的

邏輯性可言，故事情節的跳躍性强而順序性差。”瑑瑩是壁畫變相與變文

乃同源共生，屬於兄弟關係而非母子關係，彼此相互影響，關係密切。

我們從敦煌變文的《降魔變》及Ｐ．４５２４《降魔變》圖像“正圖背文”

形式論，並參考其他有關變文講唱的描述，如講唱《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變文》，乃至非佛教的《王昭君變文》等等，可見變文講唱時使用敘事圖

像雖與壁畫變相容有相同題材之出現，且壁畫變相榜題也與變文情節

提示套語多所近似，此一現象僅可說是變文敘事文學與變相的敘事圖

像在情節上相同，同爲佛教宣教膾炙人口的題材。就石窟壁畫與變文

內容之比對，其中也存在有變文影響變相的痕跡。但若據此而主張變

文爲變相之說明文字，仍有待更進一步之探索。

至於據Ｐ．４５２４《降魔變》圖卷而主張講唱變文是“看圖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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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其顯示的乃“圖主文從”的意識，雖大致不差，但實際上，涉及敘事

圖像爲主體，或敘事文學爲主體之差別。看圖說故事是根據圖像內容

以語言來進行解說，圖雖有限，言說聯想，可即興敷演鋪陳；以圖像輔助

講說，則是圖像之繪製，旨在提示故事情節，縱有發揮，終受言說文字之

制約。二者發展顯有差別。因此，“看圖說故事”實屬方便權宜之提法，

恐不切合實情。畢竟，以視覺圖像輔助語言講唱之聽覺效用，與使用語

言來解說圖像故事，在敘事結構、敘事語法乃至時序、語境上均有所區

別，其敘事功能與效果也明顯不同。

五、結　　語

中國圖文結合的傳統淵源久遠。敦煌文獻中保存着敘事圖文結合

的可貴實物，供我們考察其形式與功能發展。透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得

知佛教入傳，在中國化、世俗化的發展過程中，敘事圖像與經文的結合，

乃至俗講法會或變場上使用，爲俗講活動增添聲色，大大提高了視聽效

果，促使佛教快速深入民間。敦煌文獻中敘事圖文結合的實物與相關

記述，印證了此一發展與演變，是中國俗文學史上的焦點，也是佛教文

化發展的貢獻之一。

變相係據經文或敘事語文以線條色彩來描繪圖像，變文則是根據

經典內容以通俗淺近的語言文字與散韻交雜的方式來敷衍鋪陳故事情

節。而敘事圖文的結合，更是將抽象的語言文字賦予具象成形，化嚴肅

的語境爲生動的畫境。透過以圖敘事，圖文交映，達到視聽互補之效

用。期間發揮各自之敍述特徵，使聽講效果倍增。

敦煌文獻的遺存使吾人得以窺知唐代俗講變文的繁盛，並從這些

相關敘事圖文結合的形式與功能之考察，獲知中國民間敍事文學與敘

事圖像結合發展之脈絡及其演變之軌跡。這些圖文結合的特徵，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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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話本、小說等俗文學插圖形式乃至敍事文本與閱讀方式等，均有着

深遠的影響。

敘事圖像與敘事文學二者彼此依賴，互爲借鑒，有着相互吸收的密

切關係。近年藉助西方文學理論的敘事學研究蓬勃發展，研究對象主

要集中在以文字爲主的敘事文學如書面文學的小說、戲曲或口頭文學

的故事、傳說等方面，漸次發展到以線條色彩爲主的敘事圖像，然大抵

各自進行，分別展開。對於敘事圖像與敘事文學相結合的跨學科、跨領

域的整合研究，似乎有待開發。尤其是二者敘事語法、敘事結構以及敘

事功能之分析與比較，甚或互文性的探究，敦煌文獻容有發展之空間。

（“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教授誕辰１１０周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主辦，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６—１７日。）

注釋：

① 方回（向達筆名）《記倫敦的敦煌俗文學》，《新中華》第５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７年

７月，第１２３—１２８頁；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北平圖書館《圖
書季刊》新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第３９７—４１９頁。後收入《唐代長安與

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

② 向達《唐代俗講考》，《燕京學報》第１０６期，１９３４年，第１—１３頁。修訂後，
又刊於《文史雜誌》第３辑，１９４４年，第９—１０页。後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

文明》，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年，第２９４—３３６頁。

③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話》，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周慧心《中國

古版畫通史》，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祝重壽《中國插圖藝術史話》，北
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等。

④ 牟微姣《試論敦煌插圖與敦煌白畫及敦煌版畫的關係》，《敦煌研究》２００７年

第１期，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４４頁。

⑤ 如胡萬川《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除援引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剛經》
扉頁“木刻說法圖”外，更從通俗小說源自講唱變文入手，以敦煌變文有少

數圖文對照，或題目原指明附圖的卷子，說明圖文對照宣講故事的傳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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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已久。見《中外文學》第１６卷第１２期，１９８８年５月，第２８—５０頁。

⑥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ｄｉａｎＧｅｎ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１９８８．美梅維

恒著，王邦維、榮新江、錢文忠譯《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他的

印度起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⑦ 于向東《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第九章《話本中插圖的淵源》，蘭州：甘肅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３—３２６頁。

⑧ＮＳＣ９７—２４１０—Ｈ—４１５—０２６—ＭＹ２，執行起迄：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２０１００７３１。

⑨ 本文２００９年９月於“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研討

會”宣讀，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修訂稿已收入

（北京）商務印書館編印之《敦煌學的第二個百年研究視角與問題》一書，預
計２０１２年出版。

⑩ 徐小蠻、王福康《中國古代插圖史》第一章《插圖書的產生》已舉例說明。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１１頁。

瑏瑡 《新校本後漢書》卷７６《循吏列傳》第６６，北京：中華書局，第２４６５頁。

瑏瑢 《華陽國志》卷１《巴志》：“（桓帝）永興二年（１５４），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
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見晉常璩

撰、任乃强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０頁。

瑏瑣 參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臺北：廣文書局，１９７１年，第１３８—１４７頁。

瑏瑤 宋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

５４０頁。

瑏瑥 新校本《隋書·經籍志（第三十）·集·總集》：“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

撰。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北京：中華書局，第

１０８２頁。

瑏瑦 參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臺北：廣文書局，１９７１年，第１３８—１４７頁。

瑏瑧 宋鄭樵《通志》卷７２《圖譜略》“索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８３７頁。

瑏瑨 包括Ｐ．３７６１、Ｐ．３３０４ｖ、Ｐ．５５８０ｂ、散７９９、散５３５、散２６２、Ｓ．５５３１ｈ、Ｓ．２４８９、
Ｓ．３１４７、Ｓ．４５３０、Ｓ．４８０５、Ｓ．４８９０、Ｓ．５４５０ｂ、Ｓ．５５８５、Ｓ．６２３０、Ｓ．５５４４ｂ、
Ｓ．７５９８＋唐６９＋Ｓ．２８１５、北８２５４（鹹７５）、北８２５５（服３７）、北８２５６（字６６）、
北８２５７（字４５）、北８２５８（列２６）、北８２５９（岡４４）、北 圖１５３７、上 博４８、

Дｘ．００１４３、Дｘ．００８０３、Дｘ．００９３１、Дｘ．０３８６２、Дｘ．０４５６０＋Дｘ．０５２６９＋
Дｘ．５２７７、Дｘ．０６０９９＋Дｘ．１４３、Дｘ．０６６１１＋Дｘ．６６１２、Дｘ．１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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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此外，還有有圖無文的《十王經圖》两件，可綴合爲一件，編號爲Ｐ．４５２３＋
ＳＰ．８０。

瑐瑠 王惠民說：“插圖本《十王經》，常稱十王經變。北宋張商英（１０４３—１１２１）著
有《文殊指南圖贊》（《大正藏》第４５册），形式與插圖本《十王經》一樣，因此

插圖本《十王經》可能稱‘十王經圖贊’比較合適。”（見《散藏敦煌繪畫品知見

錄》，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ｈａ．ａｃ．ｃｎ／０２７Ａ／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瑐瑡 “寫畫此《目連變》一卷”，“寫畫”或解讀作“寫盡”。按：原卷作“ ”字，是

“畫”字之異寫。

瑐瑢 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第二章《從新資料來探討目連變文的演

變及其用途》，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第６６—６９頁。

瑐瑣 《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４頁。

瑐瑤 見唐孟棨《本事詩·嘲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頁。

瑐瑥 宮次男《目連救母故事及其繪畫》，《美術研究》第２５５卷，１９６７年，第１７８頁。

瑐瑦 李賀《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作）》詩，見《全唐詩》卷３９３。

瑐瑧 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見《全唐詩》卷７７４。

瑐瑨 見芳村弘道、查屏球《夾注名賢十抄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９頁。

瑐瑩 見向達《唐代俗講考》註瑐瑤，《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５７
年，第２９４—３３６頁。

瑑瑠 郭在貽《敦煌變文集校議》云：“伯５０１９尚有插圖一幅，前賢似未注意。此圖

左上角似有題目，但至暗難識，故暫擬名爲《孟姜女變相》。此圖所畫實爲孟

姜女一人往返搬運的兩個特寫鏡頭：身負竹筐，腳著長靴，頂盤雲髻。一往

一返地搬運於斷壁殘垣之間，正與變文中‘更有數個骷髏，無人搬運’及‘角
束夫骨，自將背負’等描寫相合。”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１頁。

瑑瑡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誤將Ｐ．５０３９著錄作Ｐ．５０１９，擬名爲《畫稿》。

瑑瑢 劉波、林世田《〈孟姜女變文〉殘卷的綴合、校錄及相關問題研究》，《文獻》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８—２５頁。

瑑瑣 本綴合圖承北京國家圖書館劉波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瑑瑤 鄭阿財《觀音經變與敦煌莫高窟寺院講經之蠡測》，《普門學報》第３５輯，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２００６年９月，第５７—８０頁。

瑑瑥 參樊錦詩《Ｐ．３３１７號敦煌文書及其與莫高窟第６１窟佛傳故事畫關係之研

究》，《華學》第９、１０期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８月，第９８１—
１００４頁。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１５１　　

瑑瑦 如程毅中以爲：“變文就是變相的說明文字。”（《關于變文的幾點探索》，原載

《文學遺產增刊》第１０輯，１９６２年７月，第８０—１０１頁。後收入《程毅中文

存》，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第５７—７７頁。）；白化文以爲：變文不是完全

單行，而是與畫卷、壁畫、畫幡等多種形式的繪畫作配合的，變文必須具備

說唱交替的結構以及運用變相作爲宣講的視覺輔助。（參見白化文《什麼

是變文》，原載《古典文學論叢》第２輯，１９８０年。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２９—４４５頁。）；梅維恒承繼了白化文的

主張，提出變文的基本特徵除了詩前套語、韻散結合外，還包括與圖像的關

聯。（見梅維恒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唐代變文———佛教對

中國白話小說戲劇興起的貢獻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９頁。

瑑瑧 如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ｄｉａｎＧｅｎ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１９８８。美梅維

恒著，王邦維、榮新江、錢文忠譯《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他

的印度起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瑑瑨 原載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２．１（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１ １９２．原題

ＷｈａｔｉｓＢｉａｎｘ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Ａｒｔａｎｄ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譯載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
２輯，２０００年，第５３—１０９頁；收入巫鴻《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

術史編》，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６—４０４頁。

瑑瑩 沙武田《敦煌畫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１頁。

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



１５２　　

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

唐代文化之互證

———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爲例

　　

一、前　　言

敦煌藏經洞自１９００年發現以來，已經歷了一百年的歷程。就中國

敦煌學研究發展而言，敦煌文學研究開始較早，且成就最爲突出，成果

也最爲豐碩：不論是傳世文獻，或是通俗文學，在研究的質與量都有極

爲卓著的成果。根據《１９０８—１９９７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漢學

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５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樂學

書局，２００６年）的著錄，有關中、日文敦煌文學研究論著約有２５００篇之

多。尤其許多重要的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敦煌的

詩歌，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又有不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

究論著產生。

學術研究發展的生命力在於新材料、新方法與新觀點。因此，只要

我們能持續地發掘新材料，或系統地吸取研究成果，利用妥適的新研究

方法來探討新的問題，或對舊問題展開新的詮釋，敦煌文學研究仍然可

以煥發出新的活力，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本人承國科會之獎勵執行

“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三年計畫，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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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展開考察，對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材料進行系統發

掘，對研究論著進行總帳的論述與客觀的評騭，同時對敦煌文學的研究

方法進行考察研究。②期間，除了對敦煌文學研究進行總體的考察，③

及敦煌文學大家進行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的析論外，④更對敦煌文獻

中有關文學的重要體類如曲子詞、敦煌賦、白話詩等各類文學進行研究

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⑤吸取前賢的研究成果與經驗，作爲研究之借

鑒，更供作敦煌文學教學之參考。

近年在研究與教學相互激盪與成長中，筆者深刻體會到敦煌文學

的研究發展，除了研究範疇的再界定、研究材料的再爬梳、校錄文字的

再確認、研究方法的再創新外，更期許自己能進一步開闊研究視野。文

學是社會的產物，特別是屬於俗文學的敦煌變文、曲子詞、白話詩、俗賦

等的作者多爲半知識分子，所使用的語言爲民間口語、白話的俗語言，

作品呈現的思想內涵是民間的俗文化，與一般傳統士人文學有別。而

且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的敦煌，文學的表現尤具地方色彩與歷史特

質。因此，筆者開始廣泛吸取唐五代歷史、社會、文化等學科的相關知

識，希望透過“以唐考敦，以敦證唐”來拓展敦煌文學研究與教學的視野。

有幸應邀參加“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研討會”，特嘗試以敦煌

詠史詩《古賢集》爲主，結合蒙書、類書與民間歷史教育的相互關係爲例，

說明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關係。敬請方家，有以教之。

二、敦煌詩歌體歷史知識

蒙書《古賢集》

　　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二三十種敦煌蒙書中，《古賢集》是一種以

七言歌行體的詩歌形式來歌詠歷史人物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

以教示學童的通俗讀物。可說是敦煌蒙書中極具特色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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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以歷史掌故及人物事蹟爲主要內容而編纂的蒙書，讓兒童誦讀、記

憶，以便灌輸歷史知識，並透過歷史人物的行爲典範，教導孩童忠孝仁

義等品德，相較於講理說教的蒙書，更能吸引孩童，同時也更能豐富學

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內容。這類蒙書主要從唐代發展起來，有採用

對偶押韻四字句形式的，如《蒙求》；有採七言詩歌形式的，如《古賢集》；

也有採編年體詩歌形式，如《讀史編年詩》。⑥

就詩歌文學的立場來看，《古賢集》與《讀史編年詩》無疑可歸入詠

史詩。所以今人如項楚的《敦煌詩歌導論》與徐俊的《敦煌詩集殘卷輯

考》在校錄與討論敦煌本《古賢集》時，均將這些作品視爲詠史詩。⑦《古

賢集》這篇七言歌行體的長篇詩作，後世不傳，歷代史志目錄也沒有著

錄，今幸賴敦煌石室遺書的保存，世人才得以一窺它的風采。

根據現在已經公布的敦煌寫卷，《古賢集》總計有九件，分別收藏在

英國、法國及俄國，編號是：Ｐ．２７４８、Ｐ．３１１３、Ｐ．３１７４、Ｐ．３９２９、Ｐ．３９６０、

Ｐ．４９７２、Ｓ．２０４９、Ｓ．６２０８、ДХ．２７７６。根據這些寫本殘卷，我們有幸獲睹

這一篇完整的民間通俗歷史教育詩歌的全貌。

有關《古賢集》的研究，１９７４年陳祚龍在《敦煌學雜記》中提到有關

中古敦煌流行的蒙書，曾根據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六件《古賢集》

寫本，進行校錄。⑧１９７６年陳慶浩《古賢集校註》在陳祚龍的基礎上，加

上英藏的二件《古賢集》寫本，重新進行校註。⑨１９８４年林聰明《敦煌俗

文學研究》第五章《敦煌通俗詩考述》，將《古賢集》列爲“史事長篇歌

詠”，立專節加以論述。⑩１９８８年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則

是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商榷。瑏瑡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也有校錄。瑏瑢我

在與鄭阿財合撰的《敦煌蒙書》一書中，對此文獻曾有總結研究與錄文。

法國藏編號Ｐ．３１７４的完整的《古賢集》寫本影本見下頁。

從體制上來看，《古賢集》全篇以“君不見”三字作爲起句的冒頭語，

之後則是以七言４０韻８０句５６０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蹟，撰成長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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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１７４《古賢集》寫本

詩。全篇共用真（與“文”韻通押）、魚（與“虞”運通押）、麻、支等四韻，皆

平聲韻，形式十分整齊。基本上以一句來歌詠一位賢人，間有用二句歌

詠一位賢人，其中較爲特殊的是以四句來歌詠姜太公的事蹟。現將全

文校錄如下：

君不見：

秦皇無道枉誅人，　　　　　選士投坑總被墳。

范雎折肋人疑死，　　　　 誰言重得相於秦。

相如盜入胡安學，　　　　 好讀經書人不聞。

孔丘雖然有聖德，　　　　 終歸不免厄於陳。

匡衡鑿壁偷光學，　　　　 專錐刺股有蘇秦。

孫（景）敬懸頭猶恐睡，　 姜肱翫業不憂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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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胤聚螢而映雪，　　　　 桓榮得貴賷金銀。

造賦題篇曹子建，　　　　 羅含吞鳥日才新。

甯戚馳車齊國相，　　　　 朱買貧窮被棄身。

晏子身微懷智計，　　　　 雙桃方便煞三臣。

許由洗耳潁川渠，　　　　 巢父牽牛澗上驅。

夷齊餓首陽山下，　　　　 遊巖養性樂閑居。

荆軻入秦身未達，　　　　 不解琴吟反自誅。

蘇武落蕃思漢帝，　　　　 身憑鴈足與傳書。

燕王被囚烏救難，　　　　 干將造劍喪其軀。

爲父報讎眉間尺，　　　　 直諫忠臣伍子胥。

結草酬恩魏武子，　　　　 萬代傳名亦不虛。

靈輒一食扶輪報，　　　　 隨侯賜藥獲神珠。

太公少年身不遇，　　　　 八十屠鉤自釣魚。

有幸得逢今帝主，　　　　 文王當喚召同車。

江妃淚染湘川竹，　　　　 韓朋守死嘆貞夫。

蜀地救火有鸞巴，　　　　 發使騰星檢不賒。

東方入海求珍寶，　　　　 船頭迴面笑官家。

董仲書符去百惡，　　　　 孫賓善卜辟妖邪。

張騫奉使尋河路，　　　　 王母乘龍戴寶花。

歎念閻浮漢武帝，　　　　 賷糧奉命度流沙。

誰見牽牛別織女，　　　　 唯聞海客鎮乘槎。

延陵留劍掛松枝，　　　　 墳下亡人詎得知。

伯桃併糧身受死，　　　　 參辰無義競妻兒。

庭樹三荆恨分別，　　　　 恆山四鳥嘆分離。

割袖分桃漢武帝，　　　　 楊朱歧路起愁悲。

曾參至孝存終始，　　　　 一日三省普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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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寄三牲猶不孝，　　　　 慈母懷酬鎮抱飢。

孟宗冬笋供不闕，　　　　 郭巨夫妻生葬兒。

董永賣身葬父母，　　　　 感得天女助機絲。

高柴泣血傷脾骨，　　　　 蔡順哀號火散離。

思之可念復思之，　　　　 孝順無過尹伯奇。

文王得勝忘朋友，　　　　 放火燒山覓子推。

子夏賢良能易色，　　　　 顏淵孔子是明師。

集合古賢作聚韻，　　　　 故令千代使人知。

在內容表現上，正如詩的最後两句所說：“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

人知。”其主要內容大抵是以人物爲主，述孝友、勤學、文章、仕宦、誠信、

忠貞等事蹟。就功能而論，以精簡通俗的詩句，概括歷史人物的經歷，

便於學童朗誦，快速地掌握歷史故事，既可敦品勵學，又可積累相關歷

史知識；同時還能在詩歌韻味的浸淫中，培養作詩的基礎。因係爲童蒙

教育而編的教材，所以內容較爲集中在歌詠古人奮發勤學的事蹟，例如

“匡衡鑿壁偷光學，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景懸頭猶恐睡，姜肱翫業不憂

貧。車胤聚螢而映雪，桓榮得貴賫金銀”等。透過這些勤學典範的古

賢，勉勵學童勤奮向學。

至於《古賢集》的時代，九件寫卷中，三件題記附有抄寫年代。據

Ｐ．３１１３的題記，可知爲索祐住禪師於“後唐清泰貳年丙申三月一日”

所抄寫。然因清泰 貳 年（９３５）爲 後 唐 廢 帝 乙 未 年，次 年 方 爲 丙 申 年

（９３６），這當是抄寫錯誤。另外，Ｓ．６２０８只存月日及書寫者姓氏，年份

的部分正好佚失了，以致無考。Ｐ．２７４８卷背《百歲書》序和正文中間

爲襯紙文字所隔開，且《百歲書》序有兩行寫在襯紙上，可知抄寫前已

有襯紙，而襯紙上有日期爲“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大中”爲唐宣宗年

號，大中四年爲８５０年，顯然Ｐ．２７４８這件寫卷應該是抄寫在大中四年

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



１５８　　

以後。

此外，“孫敬懸頭猶恐睡”，《藝文類聚》引《後漢書》有：“孫敬，字文

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樑，人曰閉戶先生。”指的

應該就是這個典故。而《古賢集》抄本作“孫景”，當是避五代時後唐高

祖石敬塘的名諱而改。整體而言，《古賢集》雖然作者不詳，然從題記、

抄寫情況與寫卷書風等綜合考察，其流行時代當在晚唐。至於創作時

代，則很可能是在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盛行的中晚唐時期。

三、蒙書、類書與詩歌

蒙書從體制論，有採類書形式編纂的；從功能論，同時也具備日常

類書尋檢的實用功能。今所得見敦煌石室保存的文獻中，採書抄彙聚

類書形式編纂的蒙書，如《新集文詞九經抄》、《新集文詞教林》一類便

是；有分別部居，標舉名目的，如《俗務要名林》等；有採類句形式，編纂

成編的，如《蒙求》；也有採詩歌體式成編的，如《古賢集》。這些體式均

與歷代各形類書的體式相似。這些文獻，就功能、性質論，顯然是作爲

童蒙教材之用，當屬蒙書一類；從編纂的形式論，與類書的確無二，且亦

具有實用類書的功能，亦可歸入類書。因此自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

或從類書視角來考究，瑏瑣或從蒙書面向來探研。瑏瑤這些看似分歧，實則

有其一定的道理，更凸顯了蒙書體制與類書的密切關係。其實，有關蒙

書與類書糾結的問題，余嘉錫早在《內閣大庫本碎金跋》中已關注到。

他說：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

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

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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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瑏瑥

足見類書與蒙書在體例形式與功能作用上頗多交涉，諸家目錄著錄此

類書籍時皆收入類書；實際在民間使用上則是取便童蒙，則又歸屬蒙

書。如此分歧，蓋以文化階層不一，視角不同，歸類自然有異。有鑒於

此，本人以爲文獻乃社會文化的產物，尤其在時空環境與文化階層的發

展、演變下，所呈現的更是多元的文化現象，存在着多重文化因素，單一

面向的考察，實難以具足圓滿。過去目錄學家在圖書分類時，已面臨類

似的問題，爲瞭解決此一問題，就有了“互著”的產生。瑏瑦

不僅類書與蒙書存在這樣密切且糾葛的關係，瑏瑧就是類書與詩歌、

蒙書與詩歌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瑏瑨對於類書與詩歌的關係，近代較早進

行探究的主要有聞一多，他在《類書與詩》一文裏針對唐初五十年文壇

進行考察，以爲類書是當時著述物中第三種性質的東西，“它既不全是

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

的混合體”，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的編纂，不難明白唐太宗所鼓

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瑏瑩聞氏此文雖然是篇

論述初唐詩壇的短文，但從文學與學術關係的視角，特別是“類書與詩”

的互動，確實頗有見地，也開啓了唐代詩學研究的另一片視窗。不過，

對於類書與詩體發展及其關係的具體探討則少有論及。

由於域外漢文學研究的發展，近年日本漢文學研究視野漸開，盛傳

於日本的初唐李嶠《雜詠》漸受矚目。瑐瑠按：李嶠《雜詠》，全編一百二十

首，乃一採用與類書相同體制而寫作的大型五律詠物組詩。吟詠的題

材，分別從日、月、星、風到珠、玉、金、銀，種類繁多。每題一詩，計一百

二十題，分屬乾項、坤儀、芳草、嘉樹、靈禽、祥獸、居處、服玩、文物、武

器、音樂、玉帛等十二類，每類十首。持與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初學

記》、《北堂書鈔》等相較，其標目與分屬門類相合，詩題序列亦一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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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初唐文人詠物風潮與文士編纂類書之密切關係。有關此一問題，近

代唐代文學研究者已多所關注。瑐瑡

另一方面，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的發現，從神田喜一郎、王重民、

黃永武、王三慶到徐俊《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大家對這一保存

至今的唐人詩集注本投以相當的注意，或考論其文獻，或評析其詩學價

值，更有全面校理注疏的呈現。瑐瑢至於有關《雜詠》的類書性質，王三慶

在研究敦煌類書時，便立有“詩篇體之類書”，其中即收錄了《李嶠雜

詠·張庭芳註本》與《古賢集》。之後，葛曉音則從詩學的角度來觀察，

論證《雜詠》採用五律分類詠物組詩的形式，是受“初唐以來專講對偶聲

律的著作常用的示範方式的影響”，爲“唐初以來的作文入門類著作的

慣例”，也與“唐初以來詩歌創作、類書編排以及指導對偶書特別重視詠

物有關”，瑐瑣並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大型詠物雜詩的出現，應與唐初以來

大修類書的風氣有關”。瑐瑤徐俊以爲葛氏所論無疑都是正確的。同時更

提出應進一步注意到它受唐初盛行的《文選》和《文選注》的影響。瑐瑥

葛曉音還根據研究“平安時期日本漢文學”專家川 口 久 雄 的 看

法，瑐瑦以爲：“初唐詩人李嶠的《雜詠》１２０首，也曾與白居易的新樂府和

李翰的《蒙求》一起，在日本被列爲平安時代傳入的中國三大幼學啓蒙

書。”然而這一事實長期以來一直爲中國學者所忽略。瑐瑧早年，神田喜一

郎《李嶠百詠雜考》一文中引古賀精里《李嶠百詠箋略》序時便提到：“李

巨山詠物凡一百二十首，其命題也博，其取材也贍，可抵一部類書矣。

予幼而讀之，頗苦勾棘，迺欲搜討群籍，集爲之注釋。”瑐瑨這可說已指出

了李嶠詠物詩所具有的類書與蒙書特性。

長期以來，筆者由於從事敦煌詩歌與敦煌蒙書研究的關係，對於以

詩歌作爲蒙書及蒙書採用詩歌體式，乃至二者之間的相互交涉尤爲關

注。竊自以爲：李嶠《雜詠》是唐人普及五言律詩的啓蒙教材，也是唐

代日本遣唐使、留學生據以爲學習漢詩的典範，並攜返日本，成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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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日人學習漢詩的熱門詩集。瑐瑩對葛教授的看法，本人除深表同感

外，更從唐代文學史與文化發展的視野來關注由初唐詠物詩延伸到唐

代詠史詩的面向，特別是晚唐的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的發展。

唐詩題材分類研究，爲近期研究的風潮。作爲唐詩重要內容之一

的詠史詩，在分類題材研究上，成果豐碩。綜觀研究方向，首在李白、杜

甫、李商隱、杜牧、劉禹錫等作家詠史詩創作之研究，其次則是初唐、盛

唐、中唐、晚唐詠史詩分段的研究，再者則是詠史詩歌詠的人物、事蹟，

最後則是通代整體的研究。瑑瑠而其研究大多據時代特色，對詠史詩的界

義、起源、發展、價值、創作背景及藝術表現等，進行概括性的總結。其

中，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研究的開展，尤受矚目。如趙望秦《唐代詠史

詩組考論》，對吳筠、趙嘏、胡曾、周曇、汪遵等人的詠史詩進行考論，可

說是較爲全面系統的研究。瑑瑡之後，趙氏又有《宋本周曇詠史詩研究》，

對周曇詠史詩的主旨性質、史學思想、文獻價值與影響，多所立論，並對

作品進行詳細校證。瑑瑢然而對於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陡增，如趙嘏《讀

史編年詩》１１０首、胡曾《詠史詩》１５０首、周曇《詠史詩》１９５首等，出現

的文化因素，似乎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早在１９４８年，張政烺《講史與詠史詩》便從另一面向對晚唐敘事型

詠史詩提出深入的看法。瑑瑣他以胡曾爲例，指出流傳至今的《新雕注胡

曾詠史詩》，有“邵楊叟陳蓋注詩，京兆郡米崇吉評注”，整個體製與平話

體製“已甚相近”，而提出了講史淵源於晚唐詠史詩的觀點。近人研究

敦煌講史變文與講史話本，對此說法多持肯定的態度，而加以援引論

述。任二北以爲：“中唐胡曾與唐末周曇，各有詠史詩百餘篇。其詩亦

曾配合說白，講吟於市廛或宮廷間。”瑑瑤對詠史詩與講史關係具體深入

研究的，也是繼承張氏觀點以晚唐詠史對後世平話影響爲主，如李宜涯

的博士論文《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瑑瑥至於以當時文化因素

來探究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的，則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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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張晨《傳統詩体的文化透析———〈詠史〉組詩與類書編纂及

蒙學的關係》提示了詠史組詩與童蒙教育的關係，並且留意到詠史組詩

與類書、蒙 學 之 間 的 關 係。瑑瑦 雖 也 注 意 到 敦 煌 寫 本 趙 嘏《讀 史 編 年

詩》，瑑瑧但所論述的趙嘏、胡曾、周曇等作者多是中晚唐的詩人，身份、地

位、學養均屬中上層文士，他們所做的詠史詩，呈現的意涵與東漢以來

詠史詩的傳統及唐代大小李杜等名家詠史詩的情懷與格調迥異。東漢

以來詠史詩的傳統，多爲詩家個人對歷史人事的詠歎與感懷，更多是借

古人之酒澆我心中之壘塊，呈現的是個人的歷史觀感與藝術表現；中晚

唐如趙嘏、胡曾、汪遵、周曇等詠史詩的湧現，其性質不同於大小李杜抒

發個人情懷之作。然與民間純粹爲學童而編寫詩歌體式的歷史類蒙書

相較，其文學性仍然高出許多，且不能代表下層民衆的文化意識。

敦煌本蒙書《古賢集》，不著撰者，蓋爲中晚唐時期從事民間私塾教

育的基層知識分子所撰，用以爲民間童蒙教育的歷史教材，所呈現的内

容自然更貼近廣大民衆的心理，而其形式體制與功能，足以說明中晚唐

時期蒙書、類書與詠史詩相互交涉的現象。

四、從《古賢集》看詠史詩

體蒙書的文化因素

　　（一）《古賢集》的詠史詩體因素

童蒙教育以識字爲先，識字之後，則一方面誦讀各類知識，一方面

學習爲文做詩。優美淺近的詩歌便於吟哦朗讀，又易於記誦。既可陶

冶性情，又可培養品德。加以唐詩發達，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因此童

蒙讀物每每挑選適合童蒙誦讀的詩篇。詠史詩一類的蒙書，是唐宋新

起的教材形式之一。不過世人對宋以後的《千家詩》、《神童詩》等所謂

兒童詩歌教材較爲熟悉，事實上，晚唐五代時期便有爲童蒙而編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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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有以格言入詩，用以教示童蒙行爲規範、訓誡兒童立身處世等，如敦

煌寫卷中的一卷本《王梵志詩》及《夫子勸世詞》都採五言詩體。

晚唐時期流行於敦煌地區的《古賢集》是用於歷史教育的詩歌體蒙

書，其將作爲典範的歷史人物檃括入詩，以七言長篇呈現。使學童誦讀

簡單詩句，便能將鮮明的人物事蹟牢記於心。這些歷史知識的積累，有

助學童進一步的學習。就詩歌的觀點論，屬於中晚唐詠史詩的《古賢

集》，它的流行自然有詩歌發展上的文化因素存在。以詠史詩體創作蒙

書，也是中晚唐時蒙書樣式的新拓展。

中晚唐時期，詠史詩風行，許多詩人有意識地大量創作詠史詩。瑑瑨

像胡曾、周曇等人，動輒創作百首的大型詠史組詩，更是一時盛況，對當

時的歷史教育與童蒙教育有着一定的影響。《古賢集》的出現，當是在

這種流行文化環境下，在各種傳統形式通俗讀物的發展歷程中，基於唐

詩的成熟與普及，所產生的篇幅不長、容量極大，且適合學童傳誦、記憶

的詩歌體蒙書。

史傳表現的是史家的歷史觀，及對歷史人物、事件的看法與評價；

傳統文人的詠史詩，表現的是文學家個人對歷史的見解與觀感，更多的

是借古人之酒杯，澆我心中之壘塊，抒發個人之感懷；中晚唐大型詠史

組詩則說教勸誡，語存諷意，詩多直陳而乏性靈。詠史詩體的蒙書所詠

人物多爲歷史中之忠孝節義、智信仁勇典範式的人物，詩多平易，造語

淺俗，便於朗朗上口，形象鮮明易記。

（二）《古賢集》兼具蒙書與類書的雙重特質

《古賢集》的產生與流行，除了存在中晚唐詠史詩發展的文化因素

外，也存在着傳統類書事類取向的文化因素。王三慶《敦煌類書》中曾

將《古賢集》的內容歸納分類爲以下幾類：

（１）勤學：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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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學：曹子建、羅含；

（３）窮達：寧戚、朱買臣；

（４）聰智：晏子；

（５）隱士：許由、巢父、夷齊；

（６）忠烈：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

（７）報恩：魏武子、靈輒、隨侯；

（８）知遇：太公、文王；

（９）貞烈：江妃、韓朋貞夫；

（１０）方術：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

（１１）神仙：張騫、王母、漢武（明）帝、牽牛、織女；

（１２）兄弟：田真兄弟、恆山鳥；

（１３）敦信：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

（１４）慈惠：漢武帝、楊朱；

（１５）孝友：曾參、王寄、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在歸類之後，他並提出了簡明扼要的論點：“從以上諸人之排次，可以

看出作者有意識地把數人彙聚一處，有如類書之分類，實具類書性

質，亦開《佩文韻府》等以韻文分類檢索諸類書的開端。”瑑瑩這正說明了

《古賢集》的編排形式具有類書分類隸事的特質。從前節有關類書與

蒙書關係之論述中，我們不難理解此種現象的產生，且其關係不僅僅

止於性質上的關聯，正如同李嶠的詠物詩集《雜詠》與類書之關係一

般。除了人物的次序排列外，《古賢集》的內容，在人物、事類的來源

方面，明顯是依憑當時流行的類書。以下謹據王三慶《敦煌類書》校

箋篇的資料，將《古賢集》中與類書相關之詩句一一梳理，加以對比，

從而發現其人物見 諸 敦 煌 本 類 書《語 對》的 比 率 相 當 高。具 體 情 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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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賢集》 Ｐ．２５２４《語對》

匡衡鑿壁偷光學
“勤學”類“穿壁”條注：“匡衡字稚，東海人。家貧，鑿壁引臨

舍火光讀書。”

孫景（敬）懸頭猶恐睡 “勤學”類“刺骨”條注：“蘇秦字季子，讀書至睡，引錐刺股。”

車胤聚螢而映雪
“勤學”類“聚螢”條注：“車胤字武子，家貧無油，胤咸盛數十

螢讀書，冬即雪映其所，後仕至司徒。”

羅含吞鳥日才新 “文筆”類“夢鳥”條注：“羅含夢吞五色鳥，文辭日新。”

朱買貧窮被棄身
“棄夫”類“買臣妻”條注：“漢朱買臣，會稽人也。家貧，好讀

書，不事產業。妻求去。”

許由洗耳潁川渠
“高尚”類“箕山”條注：“許由字成仲，堯時逸人。堯聞之，聘
爲九州牧。尤以爲污，遂洗其耳。”

巢父牽牛澗上驅 “高尚”類“巢父”條注：“堯時隱人，以樹爲巢而處其上，因號焉。”

荆軻入秦身未達

不解琴吟反自誅

“送別”類“易水”條注：“燕丹太子使荆軻刺秦王，祖送易水

之上，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

蘇武落蕃思漢帝
“客遊”類“雁書”條注：“蘇武使匈奴，身憑鴈足與傳書，漢武

射得上林園中雁足得帛書云：武在匈奴，武遂得還。”

結草酬恩魏武子 “報恩”類“結草”條注。

靈輒一食扶輪報 “報恩”類“扶輪”條注：“靈輒者，齊人也。”

隨侯賜藥獲神珠 “報恩”類“傷蛇”條注。

伯桃併糧身受死 “兄弟”類“併糧”條注。

庭樹三荆恨分別 “兄弟”類“三荆”條注。

恆山四鳥嘆分離 “兄弟”類“四鳥”條注。

割袖分桃漢武帝 “美男”類“董賢”條注。

曾參至孝存終始 “孝感”類“白鳥”條注。

孟宗冬笋供不闕 “孝感”類“冬筍”條注。

董永賣身葬父母 “孝感”類“感妻”條注。

感得天女助機絲 “孝感”類“感妻”條注。

高柴泣血傷脾骨 “喪孝”類“泣血”條注。

蔡順哀號火散離 “孝感”類“火飛”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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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賢集》歌詠的歷史人物，除了見於敦煌寫本Ｐ．２５２４《語對》外，其中

有部分人物也見諸Ｐ．３６５０《籝金》及Ｐ．３５７３《略出籝金》、Ｐ．４０５２《事

林》、Ｐ．３７１５“北堂書鈔體不知名類書”、Ｐ．２０２１《事森》，還有具蒙書與

類書特性的李翰《蒙求》、《雜抄》（一名《隨身寶》）。這些內容互見的現

象，足以說明蒙書與類書之關係，《古賢集》的情況便是具體例證。

（三）《古賢集》的民間歷史意識因素

《古賢集》中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呈現的是庶民的歷史觀。與傳

統的史傳或人事的詠史詩，乃至一般文士大型詠史組詩，均存在着明

顯的落差，所凸顯的正是雅文學、雅文化與俗文學、俗文化本質上的

差異。因此，《古賢集》中歌詠的內容，出現了不少正史所不載的人物

事蹟，有的見於稗官小說，有的則是出於民間傳說，正是這種文化差異

的最好例證。例如“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董仲書符去

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誰見牛郎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槎”、“董永賣

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等，其中有些人物故事是敦煌通俗文學作

品描寫的題材。這說明了《古賢集》的通俗屬性，呈現的是底層社會的

歷史文化。

《古賢集》中歌詠的人物事蹟，除了與敦煌流行的蒙書與類書互見

外，也頗有見諸今所得見的敦煌變文內容的。如：

《古賢集》：“相如盜入胡安學。”敦煌本《秋胡變文》：“兒聞古者有司

馬相如，未學於梓□山封達名而顯；蘇秦不學於鬼谷，六國之印不帶

不。”《齖書》也有：“發憤長歌十二時：日昳未，暫時貧賤何羞，昔日相

如未遇時，恓惶賣卜於廛市。”

《古賢集》：“匡衡鑿壁偷光學。”“孫敬懸頭猶恐睡。”敦煌本《孔子項

託相問書》：“孫景懸頭而刺股，匡衡鑿壁夜偷光。”

《古賢集》：“專錐刺股有蘇秦。”敦煌本《齖書》：“發憤長歌十二

時：晡時申，懸頭刺股士蘇秦，貧病即令妻行，衣錦還鄉爭拜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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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賢集》：“朱買貧窮被棄身。”敦煌本《齖書》：“發憤長歌十二

時：平旦寅，少年勤學莫辭貧，君不見，朱買未得貴，由自行歌自負薪。”

《古賢集》：“蘇武落蕃思漢帝。”“身憑鴈足與傳書。”敦煌變文有《李

陵變》、《李陵蘇武執別詞》。

《古賢集》：“燕王被囚烏救難。”敦煌本《鷰子賦》（二）有：“燕王怨秦

國，位馬變爲驎。”

《古賢集》：“直諫忠臣伍子胥。”敦煌寫本有《伍子胥變文》。

《古賢集》：“韓朋守死嘆貞夫。”敦煌寫本有《韓朋賦》。

《古賢集》：“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敦煌本《董永變

文》：“董仲長年到七歲，街頭遊戲道邊旁，小兒行留被毀罵，盡道董仲沒

阿孃。……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時羞見小兒郎。我兒幼小爭知處，孫賓

必有好陰陽。”

《古賢集》：“張騫奉使尋河路”、“王母乘龍戴寶花”、“歎念閻浮漢武

帝”、“賷糧奉命度流沙”、“誰見牽牛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槎”，亦見

於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

《古賢集》：“庭樹三荆恨分別。”“恆山四鳥嘆分離。”敦煌本《伍子胥

變文》中也有：“由如四鳥分飛，狀若三荆離別。”

《古賢集》：“孟宗冬笋供不闕。”“郭巨夫妻生葬兒。”敦煌寫本《目連

緣起》：“孟宗泣竹，冬月笋生。王祥臥冰，寒溪魚躍。”

《古賢集》：“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敦煌寫本有《董

永變文》。

除了見於敦煌變文外，其內容也出現在敦煌俗曲歌謠中而傳唱於

西北 地 區。例 如 隱 逸、孝 行、勤 學 人 物 多 出 現 在Ｐ．２５６４、Ｐ．２６３３、

Ｐ．３８２１及Ｓ．４１２９的“十二時”曲。瑒瑠如《古賢集》中的“專錐刺股有蘇

秦”、“孫敬懸頭猶恐睡”、“車胤聚螢而映雪”等，敦煌俗曲《十二時》有“平

旦寅，少年勤學莫辭貧，君不見朱買臣未得貴，猶自行歌背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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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時辰，偷光鑿壁事殷勤，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未足珍。隅中巳，

專心發憤尋詩史，每憶賢人羊角哀，求學山中併糧死。……日昳未，暫

時貧賤何羞恥，昔日相如未遇時，悽惶賣卜於廛市。晡時申，懸頭刺股

是蘇秦，貧病即令妻嫂棄，衣錦還鄉爭拜秦”。《古賢集》：“董永賣身葬

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羅振玉《敦煌零拾》所收《十二時天下傳孝》則

有：“正南午，董永賣身葬父母，天下流傳孝順名，感得織女來相助。”又

如“張騫奉使尋河路”，敦煌俗曲Ｐ．３９１０中也有專曲歌唱。瑒瑡

不僅人事同出，對歷史人物事蹟的評價亦相近相承。這些共同性，

道出社會底層百姓共同的價值觀與道德觀。無論人物或事件的評價，

均直接而形象，其中也凸顯了俗文學與雅文學所呈現出的文化落差。

又，通俗讀物、童蒙教材在後世俗文學的運用，也相當普遍，凸顯了講唱

者在說唱過程中把握了民衆的心理與社會的脈動，這種現象早在敦煌變

文中便已出現。例如敦煌本《太公家教》，是現存敦煌蒙書中寫本最多、

流行最廣的格言、諺語類家訓蒙書，今所知見的寫本總計有４４件。由於

民間廣泛的流傳，乃有敦煌講唱變文中，引以闡釋經義的，如：Ｐ．２４１８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又《太公家教》：孝子事親，晨省暮省，知飢知渴，

知暖知寒。憂則共戚，樂即同歡。父母有病，甘美不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聞樂不樂，見戲不看，不修身體，不整衣冠，待至疾愈，整易不難。”瑒瑢

又，書云：“積穀防饑，養子備老。”瑒瑣北京河字１２號《父母恩重經講經

文》：“人家積穀本防飢，養子還圖備老時。”瑒瑤這些便是極爲鮮明的例證。

“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的《古賢集》，採七言詩體，集

合古代賢人的事蹟加以歌詠，宛如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簡編，它的作

用是普及歷史知識。它的內容通俗易懂，且契合廣大民衆共同的心理

需求，而與流傳於民衆中的通俗讀物、講唱變文、俗曲歌謠意趣相近，取

向相同。這些都是廣大民衆思想、文化的投射，共同組成小傳統的民衆

文化意識，同時也是一般民衆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的便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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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古賢集》這一僅保存在敦煌藏經洞的，唐五代民間进行歷史教育

的詠史詩，既具有類書的性质，又採近體詩的文體以成編，可說是鎔類

書、詠史詩於一鑪，用以進行民間童蒙歷史知識教育。其文學水平，雖

遠不如唐代詩家之作，也不及晚唐胡曾、周曇等人之詠史詩篇，然而由

蒙學而滲入民間，與講史變文的講唱、民間俗曲歌謠的傳唱，口耳相傳，

潛移默化，成爲民間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長期以來，其在民間發揮了

正史與高文典册所不及的影響力，主宰着民間百姓的歷史觀，是觀察廣

大民衆小傳統文化的窗口之一。

敦煌文學文獻最受矚目的當然是僅見存於藏經洞的文學作品，但

就整體而言，藝術成就足以與傳世唐人作品相媲美，甚至是唐人超拔絕

倫之作。除韋莊《秦婦吟》等少數外，其他多半爲民間通俗作品。雖然

如此，有的在文學史上，仍具有文體發展的價值；有的在語言、形式上，

有其獨特的風格；有的在題材、內容上，有其鮮明的題材，絕不因其藝術

成就不高，而失卻其研究價值與意義。如變文是僅見於敦煌文獻中的

唐五代講唱文學，是講唱文學的祖禰；敦煌《雲謠集》的發現，使自來以

五代時期趙崇祚《花間集》爲中國最早詞集的說法，亟需改寫，而其他敦

煌曲子詞的保存，更可資考察唐五代民間詞過渡到文人詞的發展過程；

敦煌王梵志詩、學郎詩等通俗的語言與內容，雖然藝術成就不高，卻是唐

代傳世文獻所罕見且最能反映民間百姓生活與社會文化的作品。

總而言之，敦煌文學中絕大多數的通俗文學文獻，雖然藝術性遠不

如傳世的唐代文士之作，但它所具有的民間歷史文化特色與意涵，卻是

反映上層社會雅文化作品所欠缺的。敦煌藏經洞在偶然的情況下封

閉，千年之後偶然重見天日，這個偶然的發現卻不經意地爲我們留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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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敦煌地區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活化石。透過這些文學文獻，一方面

可印證唐代的民間文化，凸顯敦煌的特色與研究意義；同時也可拓展中

國文學研究的領域、材料與文化相結合的多元視角研究。

（原載《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第９１—１１５頁。）

注釋：

① 本計畫獲國科會獎勵補助三年，計畫編號：ＮＳＣ９１—２４１１—Ｈ—４１５—００１，
執行期：２００２０８０１—２００５０７３１。

② 《俄藏敦煌文獻１１—１７册中之文學文獻敘錄》，《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

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７月，第５７—１１６頁。

③ 《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敦煌吐魯番研究》第７卷，北京：
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９月，第２７６—２８９頁；《日本敦煌文學研究成果和方法之

考察》，《敦煌學·日本學：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辭

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４—３５頁。

④ 《潘重規先生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之考察》，《敦煌學》第２５輯，２００４年

９月，第１１５—１３４頁；《饒宗頤先生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之考察》，《敦
煌吐魯番研究》第８卷，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１月；《王重民先生與敦煌

文學研究》，《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

番資料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３月，第１—１３頁；
《關德棟與敦煌俗文學研究》，《東亞文化研究》第８輯，香港：東亞文化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９８—１１４頁。

⑤ 《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文學新鑰》第４輯，２００６年７
月，第１９—３４頁；《敦煌賦的範疇與研究發展》，“潘重規教授百年誕辰紀念

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２００６年３月；《敦煌詩歌研究

的反思與展望》，“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

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⑥ 《讀史編年詩》爲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
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敦煌寫本有Ｓ．６１９一件，王重民先

生早年曾抄歸，生前不及披露，後由夫人劉修業女士整理撰成《敦煌本〈讀
史編年詩〉與明代小類書〈大千生鑒〉》發表於《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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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出版，１９８８年７月，第２２２—２３９頁。之後，乃有人探究，如：謝巍

《敦煌本〈讀史編年詩〉作者佚名考及其他》，《江海學刊》１９８９年第６期；陶
敏《敦煌寫本〈讀史編年詩〉的內容與作者》，《咸寧師專學報》第１６卷第２
期，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５０—５１頁；趙望秦《趙嘏〈讀史編年詩〉論》，《陝西師范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６７—７０頁。

⑦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第三章《民間詩歌》“詠史事”一節討論《古賢集》，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９１—１９４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

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７—１５３頁，則有校錄。

⑧ 載《幼獅月刊》第４０卷第５期，１９７４年５月，第５６—６１頁。

⑨ 載《敦煌學》第３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第６３—
１０２頁。

⑩ 見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１９８４年７月），第１９１—２０４頁。

瑏瑡 收入《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０—１７６頁。

瑏瑢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７—１５３頁。

瑏瑣 王三慶在《講座敦煌５·敦煌漢文文獻》中《類書》一節（東京：大東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３月，第３５７—４００頁。），便提及舊文排列體收錄有《事森》、《新集文

詞教林》、《新集文詞九經抄》，類句體收錄有《蒙求》，詩體收錄有《古賢集》，
文賦體收錄有《兔園策府》，何論體書抄收錄有《雜抄》。而在他的鉅著《敦煌

類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３年。）中，更有研究、錄文與校箋等系統而

深入的研究。

瑏瑤 如鄭阿財《敦煌蒙書析論》，《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１９９１年６
月，第２１１—２３４頁。討論的對象包括了《俗務要名林》、《蒙求》、《新集文詞

集九經抄》、《文詞教林》、《兔園策府》、《雜抄》等；東野治之《訓蒙書》一文，載
《講座敦煌５·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第４０１—
４３８頁，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臚列訓蒙書二十六種，四十七件抄本，其中

也收入了《兔園策》、《雜抄》、《俗務要名林》、《事森》等。

瑏瑥 見《余嘉錫論學雜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６０５—６０６頁。

瑏瑦 所謂“互著”，也就是參照法。是文獻著錄時，針對一書可分入兩類時所採用

的方法。明高儒《百川書志》是最早採用互著法的書目；清章學誠《校讎通

義》則對互著的宗旨加以闡釋，以爲互著與別裁是作爲解決類例間學術相

互聯繫現象的一種方法。他說：“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家之

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

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復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
以便檢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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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如唐李翰《蒙求》，《宋史》卷２０２《藝文志》著錄在“經類·小學類”；又同書卷

２７０“子類·類事類”也著錄。

瑏瑨 如唐李嶠《雜詠詩》十二卷，《新唐書》卷６０《藝文四》著錄在“丁部集錄·別

集類”。

瑏瑩 《類書與詩》，原載《大公報》文藝副刊第３５期，收入《聞一多全集》卷３《唐詩

雜論》，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８４年。

瑐瑠 李嶠《雜詠》我國雖有著錄而失傳甚久，至嘉靖間日本天澤氏（林衡）刻《佚存

叢書》本始收入，又有正覺樓叢刊、藝海珠塵刊本，《全唐詩》復輯入。近人又

整理出敦煌寫本《雜詠》殘篇。１９９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出版了胡志昂編、
唐李嶠撰、張庭芳注《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

瑐瑡 有關此一問題，近代唐代文學研究者已多所關注。如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

書之關係》，臺中：東海大學，１９７１年；姚華《類書與中國古代文風》，《東方論

壇》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５８—６４頁；唐雯《〈藝文類聚〉、〈初學記〉與唐初文學

觀念》，《西安聯合大學學報》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７—８０頁。

瑐瑢 神田喜一郎《敦煌本〈李嶠百詠〉》，《東方學會創立十五周年紀念東方學論

集》，東京：東方學會，１９６２年７月，第６３—７０頁；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
李嶠雜詠註》，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８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頁；黃永武《敦煌本

李嶠詩研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２１卷第８期，１９８８年８月，第８—１５
頁；杤尾武《大英圖書館蒐集５５５敦煌本〈李嶠雜詠注〉殘卷一考察》，《成城

文藝》第１５７輯，１９９７年１月，第１—３２頁；胡志昂《李嶠雜詠注考———敦煌

本殘簡を中心に》，日本宋代詩文研究會《橄欖》雜誌第二期；徐俊《敦煌寫本

〈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３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６３—８６頁；段莉萍《從敦煌殘本考李嶠〈雜詠詩〉的版本源

流》，《敦煌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７４—７８頁。

瑐瑣 見葛曉音《創作範示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文
學遺產》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第３０—４１頁；《文學遺產》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第３０—
４１頁。

瑐瑤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第四章《初唐山水詩的復變》，瀋陽：遼寧大學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頁。

瑐瑥 見徐俊《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３輯，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６３—８６頁。

瑐瑦 見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第二十六章第六節，東京：明治書院，
１９６１年。

瑐瑧 見葛曉音《創作範示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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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遺產》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第３０頁。

瑐瑨 神田喜一郎《李嶠百詠雜考》，《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二卷《續東洋學說林》，京
都：同朋舍，１９８４年，第６５—８６頁。

瑐瑩 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別集家”著錄：“李嶠百廿詠一。”

瑑瑠 可參馮傲雪《新時期唐代詠史詩研究綜述》，《咸陽師範學報》２００５年第３
期，第５９—６２頁。

瑑瑡 趙望秦《唐代詠史詩組考論》，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瑑瑢 趙望秦《宋本周曇詠史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２００５年。全書

分考論與校證二編。

瑑瑣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０分册，１９４８年，第６０２—６４５頁。

瑑瑤 見任二北《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頁。

瑑瑥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瑑瑦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９８—１０５頁。

瑑瑧 《讀史編年詩》爲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
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敦煌寫本有Ｓ．６１９一件，王重民先

生早年曾抄歸，生前不及披露，後由夫人劉修業女士整理撰成《敦煌本〈讀
史編年詩〉與明代小類書〈大千生鑒〉》發表於《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７月，第２２２—２３９頁。）。之後，乃有人探究，如：
謝巍《敦煌本〈讀史編年詩〉作者佚名考及其他》，《江海學刊》１９８９年第６
期；陶敏《敦煌寫本〈讀史編年詩〉的內容與作者》，《咸寧師專學報》第１６卷

第２期，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５０—５１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

書局，２０００年；趙望秦《趙嘏〈讀史編年詩〉論》，《陝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第６７—７０頁。

瑑瑨 據統計，唐代詠史詩總數約有１４４２首，其中晚唐的多達１０１４首，約佔總數

的百分之七十。參見王紅《試論晚唐詠史詩的悲劇審美特徵》，《陝西師範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第８３—８９頁。

瑑瑩 見《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１—１２２頁。

瑒瑠 寫卷或標《十二行孝文》，或題爲《發憤長歌十二時》。

瑒瑡 參見鄭阿財《敦煌寫卷定格聯章〈十二時〉研究》，《木鐸》第１０輯，１９８４年６
月，第２２９—２６０頁；又《從敦煌寫本Ｐ．３９１０考察“張騫乘槎”故事之價值》，
《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唐代學會，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第８０１—８２０頁。

瑒瑢 見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５５頁。

瑒瑣 同上注，第４４９頁。

瑒瑤 同上注，第４８０頁。

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



１７４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一、前　　言

中國古代婦女教育雖然遠不如男子教育來得發達、複雜、具規模，

但是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它的發展仍可說是相當地早，且對東亞鄰近

國家有着極爲深遠的影響。以今所得見的資料論，中國婦女教育首見

於《周禮》，①當時稱之爲“婦學”，其教學對象是稱之爲“九御”的王宮女

官；而教學的內容，則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爲主。之後東漢曹大家

班昭《女誡》更總結先秦以來儒家經典中有關男女兩性關係的倫理思

想，將婦學的教化內涵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使“男尊女卑”、“三從四德”

等思想成爲婦女教育學的整體精神。經由長期的教育，这种思想潛移

默化，深入到中國歷代的婦女生活，根植於中國婦女的思想，進而形成

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婦女文化。

先秦婦女教育，宮廷中有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而民間女子則十歲不出閨門，姆教婉娩聽從，養蠶，紡織，學習女事。②

漢代以後，一般宮廷女官從事婦工、婦德教育，民間女子則自七歲開始

接受家庭訓蒙，其女教書籍主要以劉向《列女傳》、班昭《女誡》爲主。唐

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輝煌時期，在教育方面，不論官學、私學均相當普

及。相對於其他時代，唐代的婦女教育特別發達且具特色。有關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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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傳世且爲大家所熟知的有《女孝經》、《女論語》等。此二書顯然

屬於《列女傳》、《女誡》一類女教之一脈，所呈現的雖仍以宮廷、士族婦

女的教育思想與內涵爲主，然已逐漸展露出趨向庶民化的端倪。至於

廣大庶民階層婦女教育之實況與教材，由於歷代載籍不錄，文獻罕見，

致使學界對於唐代婦女教育之探究，大多集中在對士族階層的探討，③

而有關婦女教育內涵之論述，其所依據也多限於《女孝經》、《女論語》

二書。④

二十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偶然發現，爲數五六萬卷的唐五

代寫本，儼然成了唐代文化史的活化石，爲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了許多珍

貴的材料。特別是這些在不經意的情形下保存下來，並非刻意流傳給

後人的寶貴文獻，格外能展現唐代現實生活的種種面貌，成爲研究唐人

生活的最佳印證。

大批的敦煌漢文寫卷，保存有爲數相當可觀、種類繁多的唐五代啓

蒙教材，使我們在千年之後，尚得一窺唐代民間教育之梗概，並得據以

考察中國古代庶民教育發展與演進之實際情形。這些蒙書，亦不乏婦

女教育方面的材料，正可填補研究唐五代民間婦女教育材料之空缺。

以下謹就個人所知見，加以略論。

二、敦煌文獻中的蒙書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獻中，有多少蒙書，由於蒙書的概念與範疇標

準不定，寬窄不一，以致具體數目難以確定。如高明士依據寫卷題記中

的“學仕郎（學士郎 ）”、“學郎”、“學生”、“學士”來判定寫卷的性質。⑤

日人東野治之則根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臚列了《古文尚書》、《毛詩》、

《孝經》、《論語》、《論語集解》、《殘卜筮書》、《開蒙要訓》、《吉凶書儀》、

《兔園策》、《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嚴父教》、《雜抄》、《俗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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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名林》、《事森》、《秦婦吟》、《詠孝經》、《孔子項託》、《鷰子賦》、《子虛

賦·滄浪賦》、《貳師泉賦·漁父歌》、《李陵與蘇武書》、《王梵志詩集》、

《敦煌二十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二十六種，凡四十七件抄本。⑥

另外，敦煌研究院汪泛舟則按內容、重點、性質，分爲識字、教育、運

用三類，計有：《字書》、《新集時用要字壹千三百言》、《諸雜字一本》、

《難字字書》、《千字文》、《開蒙要訓》、《李氏蒙求》、《百家姓》、《姓望書》、

《郡望姓氏書》、《姓氏書》、《姓氏錄》、《姓氏雜寫》、《太公家教》、《百行

章》、《新集文詞九經抄》、《新集嚴父教》、《孔子家語》、《論語》、《孝經》、

《吉凶書儀》、《書儀鏡》、《新定書儀鏡》、《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新集諸

家九族尊卑書儀》、《新集吉凶書儀二卷》、《九九乘法歌》、《立成算經》、

《算經並序》、《漢藏對譯字書》、《漢藏對譯〈千字文〉》、《漢藏對譯〈佛學

字書〉》、《大寶積經難字》、《大般若經難字》、《涅槃經難字》、《字寶》等三

十六種。⑦

本人與鄭阿財合撰的《敦煌蒙書研究》則以抄寫者的身份作爲判定

蒙書的主要依據，同時亦參考寫本的性質、功能等相關條件。其主要依

據，應就寫本內容、性質與功能分析，再據寫卷原有序文窺知其編撰目

標與動機，從寫本實際流傳與抄寫情況、抄者身份等，綜合推論。⑧

基於上述原則，《敦煌蒙書研究》總計敘錄了敦煌蒙書二十五種，凡

二百五十件抄本，計分三大類：（一）識字類，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

文》、《開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碎金》、

《白家碎金》、《上大夫》等，凡九種，一百〇六件抄本；（二）知識類，有

《雜抄》、《孔子備問書》、《古賢集》、《蒙求》、《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

等，凡六種，三十四件抄本；（三）德行類，有《新集文詞九經鈔》、《文詞

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崔氏夫人訓

女文》、《新集嚴父教》、《王梵志詩》（一卷本）、《夫子勸世詞》等，凡十種，

一百一十件抄本。寫卷若係自筆記雜抄而非供童蒙誦習者不錄。又敦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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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寫卷《論語》多達六十餘件，《孝經》多達四十多件，既是童蒙誦習之要

籍，也是人人必讀之經書，在此不列入敦煌蒙書來討論。

三、敦煌蒙書中的女教

在敦煌蒙書中，有關婦女教育的材料，雖有專篇、專章及內容相涉

的隻言片語，數量相當有限，卻極爲可貴，其中最具代表的專篇是《崔氏

夫人訓女文》。這是一篇專爲傳授女子臨嫁教育的訓女類作品，也是今

所知見最早、最通俗的婦女教育篇章。

此外，在《辯才家教》一書中則立有與婦女教育有關的專章《貞女章

第九》。至於敦煌其他蒙書中，不論識字類、知識類或德行類，也多有涉

及婦女教育的相關內容，其中尤其以德行類蒙書最多。這些都是研究

唐五代婦女教育的寶貴材料，透過這些民間通行蒙書中所涉及的婦女

教育內容，我們得以略窺唐五代民間婦女教育的梗概。茲分別論述

如下。

（一）《崔氏夫人訓女文》

《崔氏夫人訓女文》又作《崔氏夫人要女文》，爲一全篇七言的通俗

韻文，共三十二句。現存敦煌文獻中，計有Ｓ．４１２９、Ｓ．５６４３及Ｐ．２６３３

等三件抄本，以下謹據三件抄本加以校訂，迻錄文本如下：

《崔氏夫人訓女文》一本

香車寶馬競爭輝，少女堂前哭正悲。

吾今勸汝不須哭，三日拜堂還得歸。

教汝前頭行婦禮，但依吾語莫相違。

好事惡事如不見，莫作本意在家時。

在家作女慣嬌怜，今作他婦信前緣。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１７８　　

欲語三思然後出，第一少語莫多言。

路上逢人須斂手，尊卑迴避莫湯（盪）前。

外言莫向家中說，家語莫向外人傳。

姑章（嫜）共語低聲應，小郎共語亦如然。

早朝堂上起居了，諸房伯叔並通傳。

妯娌相看若魚水，男女彼此共恩怜。

上和下睦同欽敬，莫作二意有慵偏。

夫婿醉來含笑問，迎前服侍送安眠。

莫向人前相辱罵，醒後定是不和顏。

若能一一依吾語，何得翁婆不愛怜。

故留此法相教示，千秋万古共流傳。

白侍郎讚

崔氏訓女，萬古傳名。

細而察之，實亦周備。

養育之法，方擬事人。

若乏禮儀，過在父母。

詩一首

亭亭獨步一枝花，紅臉青娥不是誇。

作將喜貌爲愁貌，未慣離家住婿家。

又詩一首

拜別高堂日欲斜，紅巾拭淚貴新花。

徒來生處卻爲客，今日隨夫始是家。

上都李家印　崔氏夫人壹本。

詳審《崔氏夫人訓女文》的內容，蓋爲女子臨嫁時，母親的告誡、訓

示。以崔氏夫人的口吻，對正在悲哭的將嫁少女，勸其止哭，並多方設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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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教以嫁到夫家以後，待人接物的態度，皆須合於婦人的禮儀，若能如

此，即得公婆憐愛。

按唐代長安，人口早達百萬以上，⑨婚嫁之事不絕，可能當時某位

崔夫人訓女的詩得到民間大衆的認同，曾經有人傳抄，甚至有人刻印出

來作爲商品來賣，如Ｐ．２６３３尾題有：“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就

知道有人以“上都李家”所印《崔氏夫人訓女文》爲底本而傳抄，遂將李

家原印廣告性質的“版權標記”也照樣錄下。尾題前有《白侍郎讚》、“詩

一首”、“又詩一首”。陳祚龍以爲：《崔氏夫人訓女文》的“崔氏夫人”是

依托會昌年間與白居易同享盛名而以“孝行”聞名的崔琯等八龍的崔夫

人。“訓女文”末所附的“白侍郎”當指白居易，不過《白侍郎讚》的“讚”

及其下的“詩”二首，並未收入白居易詩集及《全唐詩》，顯係他人“謬

爲”，托名附益，亦增“訓女文”的“銷路”！⑩

（二）《辯才家教·貞女章第九》

敦煌蒙書中 有《辯 才 家 教》寫 本 一 種，今 所 知 見 計 有Ｓ．４３２９及

Ｐ．２５１５二件。Ｐ．２５１５有題記：“甲子年四月廿五日顯比丘僧願成俗姓

王保全記。”推測其抄寫年代當在８４４年。瑏瑡又就其命名與內容而論，當

是出自佛教徒之手，是寺院用來教育童蒙而編的德行教材。今存二件

彙校，全篇首尾完整，前有序言，後有簡單結語，內容計分十二章：貞清

門第一，省事門第二，勸善門章第三，六親章第四，積行章第五，十勸章第

六，經業門章第七，［本利門章第八］，貞女章第九，四字教章第十，五字言

教第十一，善惡章第十二。其內容以修身治家内容爲主，雜糅佛教思想。

雖托之辯才，卷末結言亦仿佛經偈頌形式，然立言則歸於傳統儒家處世

觀念。其中《貞女章第九》即是專論婦女教育。茲迻錄如下，以資參考。

貞女章第九

學士問辯才曰：“貞女之門如何？”辯才答曰：“貞女聘與賢良，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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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節侍奉姑嫜。嚴母出貞女，嚴父出賢良。侍奉殷勤莫虧失，免令

損辱阿耶孃。身體髮膚須保愛，父母千金莫毀傷。勸君審思量，莫

護短，必壽長。內得外，莫稱揚。行善巧，必無殃。積行惡，招不

祥。依律呂，合宮商。但取弱，莫爭强。勤節省，必餘糧。無失錯，

大吉昌。”

“貞女”指能守婦德的未嫁女子，又指從一而終的貞潔烈女。本章題名

作《貞女章》，內容强調“貞女聘與賢良，謹節侍奉姑嫜。嚴母出貞女，嚴

父出賢良”。貞女與賢良，相提並論則當是能守婦德的未嫁女子，即本

於梁周興嗣《千字文》的：“女慕貞潔，男效才良。”

此外，第八章的後半段，內容也涉及婦女教育，茲抄錄如下，以資

參考。

孝養堂前父母，出入總須安委。夜間即須脫服，旦朝還須早

起。侍來參卻大人，便須庭前掃地。煞可梳頭洗面，處分廚中妯

娌。出語切莫高聲，小長□在分義。叔母抱柴著火，伯母則即躭

水。一個揀擇菜蔬，一個便須淘米。妯娌切須和顏，人人須知次

第。大人若有指撝，切莫强來說理。男女恩愛莫偏，遞互莫令有

二。孝順和顏姑嫜，切莫說他兄弟。內外總得傳名，親族必應歡

喜。若乃依此而行，便是孝名婦禮。

（三）其他

同屬家教類的蒙書《太公家教》是現存最早的格言、諺語類的家訓

蒙書，瑏瑢中唐至北宋期間盛行於廣大民間。全書除少數例外，其餘均採

四言韻語訓誡式的語句，編寫成書。據其序文所說：“討論墳典，簡擇詩

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爲書一卷，助誘兒童，流傳萬代幸願思之。”則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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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書係就“詩書”、“墳典”、“經史”等揀擇一些佳句警語，並採集合乎

“時宜”的格言、諺語，增減變易，集爲韻語而成的。其內容主要在教忠

教孝，教導學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留意食息言動之際，使之從容周

旋，動靜云爲，合宜中節，以達到潛移默化之功。其中也多有隻言片語

涉及婦女教育，如：“育女之法，莫聽離母”、“女年長大，莫聽游走”、“女

子游走，逞其姿首，男女雜合，風聲大醜”、“婦人送客，不出閨庭；所有言

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藏形；門前有客，莫出聞聽；一行有失，百

行俱傾；能依此禮，無事不精”、“新婦事君，敬同於父”、“孝養家翁，敬事

夫主，親愛尊卑，教示男女”。

初唐大文學家杜正倫《百行章》，瑏瑣全篇計分八十四章，約五千字。

摘引儒家經典中的要言警句，每章約義標題，如《孝行章第一》、《勸行章

第八十四》，以忠孝節義統攝全書。今存敦煌寫本計有１４件。其中涉

及婦女教育的有“秋胡賤妾，積記傳之；韓氏庸妻，今猶敬重。婦人之

德，尚自而然；況乃丈夫，寧不刻骨”（《貞行章十三》）、“一夫不耕，有受

其飢；一女不織，有受其寒”（《貴行章三十三》）、“婦女小兒，勿聽多語”

（《護行章七十七》）。

《新集文詞九經抄》，顧名思義，是一部最新輯錄文詞與九經中有助

進德修身的佳言粹語，以爲訓蒙誡俗的讀物。瑏瑤今存敦煌寫本計有１８

件。雖爲書抄，但也能反應編者的思想，其中也有涉及婦女教育的。如

有强調胎教的，引《史記》云：“文王母懷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惡言，旦夕勤學以進道。”有强調婦功的，引《莊子》云：“一夫不耕，

有受其飢；一女不織，有受其寒。”又引《禮》云：“天子親耕，勸農事；皇后

親蠶，勸女工。”有强調婦容的，引《太公》曰：“出無冶容，入無費飾。”有要

求婦德的，如“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生男如狼狗，恐其鼠；生女如

鼠狗，恐其虎”、“夫有再取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夫不賢則無以御妻，

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若行楚撻，義欲何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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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呵罵若宣，恩欲何止？恩義既廢，夫婦難矣”。又引太公曰：“婦人之

禮，言必細語，行必緩步；止則斂容，動則庠序；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

冶容，入無廢飾。女有三從之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

四、《崔氏夫人訓女文》源流考論

從上列錄文可知，《崔氏夫人訓女文》的性質蓋爲古代“女訓”一類

的作品。署作“崔氏夫人”，顯然是托名。崔姓乃唐代大家望族，爲甲族

四姓之首，瑏瑥故此類“女訓”托名“崔氏”當屬自然。考“女訓”的興起，蓋

始於東漢曹大家的《女誡》，全書一卷，計分七篇：一，卑弱；二，夫婦；

三，敬慎；四，婦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叔妹。旨在說明“夫爲妻綱”、

“貞節柔順”、“三從四德”等倫理思想，並教之以“婦德”、“婦功”、“婦

容”等。

曹大 家 之 後 則 有 後 漢 杜 篤《女 誡》一 卷，瑏瑦 蔡 邕《女 師 篇》、《女

誡》，瑏瑧以及荀爽《女誡》。瑏瑨晉時則有賈充妻李婉《典式》八篇，瑏瑩劉宋時

也有徐湛之《婦女訓誡集》十卷。瑐瑠審其內容，要皆班昭《女誡》的支流餘

緒，內容不外婦道與女紅而已。

唐代民間私學甚爲發達，婦女或受母訓，或受姆教。因此“女訓”一

類的作品，一時蜂出。瑐瑡其中尤以鄭氏的《女孝經》與宋若昭姊妹的《女

論語》最爲著名，且最爲盛行。

《女孝經》，顧名思義，乃模仿《孝經》而作，全書十八章：一，開宗明

義；二，后妃；三，夫人；四，邦君；五，庶人；六，事舅姑；七，三才；八，孝

治；九，賢明；十，紀德行；十一，五刑；十二，廣要道；十三，廣守信；十四，

廣揚君；十五，諫諍；十六，胎教；十七，母儀；十八，舉惡。鄭氏自言其書

乃據曹大家《女誡》而撰，是以章首皆假曹大家以立言。審其內容實亦

《女誡》申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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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論語》則爲宋若華所著，宋若昭申釋之。瑐瑢《新舊唐書》著錄作十

章，今流傳之《女四書》及《五種遺規》等通行本則作十二章，即：一，立

身；二，學作；三，學禮；四，早起；五，事父母；六，事舅姑；七，事夫；八，訓

男女；九，營家；十，待客；十一，和柔；十二，守節。其書大抵準《論語》，

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此二書雖同爲

後世盛傳唐代女子教育之篇章，然《女孝經》係以宮廷、士族閨閣女子爲

對象；而《女論語》的教育對象，則主要是庶民女子。

由此類女訓作品觀之，唐代女子教育的重心，無非教導婦女貞節、

柔順、卑弱、賢德以及各種女紅的學習，以爲將來奉侍翁姑、相夫教子作

準備。此類作品雖已漸趨平易淺近，近年高世瑜更以爲宋氏姊妹生活

在貧儒家庭，具有瞭解地方農村的機會，據此以爲《女論語》一書，乃是

面向普通婦女的女訓著作。瑐瑣儘管如此，然對於氓庶而言，其文辭仍稍

嫌典雅，內容亦過於嚴肅，雖於中唐以後廣爲士族所流傳，然平民百姓

之間，則未必盛行。因此敦煌寫本《崔氏夫人訓女文》一類作品，因文辭

捨典雅而取通俗，筆調亦變莊嚴枯燥爲活潑流暢，內容更由嚴肅抽象的

倫理思想轉爲日常具體的生活舉止，因此爲廣大民衆所傳誦。我們從

法藏Ｐ．２６３３卷子末“上都李家印　崔氏夫人壹本”，可推知因應社會婚

姻習俗之需求，乃大爲流行。因此，非但有印本流傳，即使在遠離中原

的敦煌地區也廣爲傳抄。

“嫁”乃女子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大事，也是女子生活的一大轉變，由

於環境的改變與身份的轉換，出嫁的女子由深閨中受嬌寵的小姐，瞬間

爲人妻，後爲人母。一切家務的操持以及人際的相處，無不關係女子一

生的幸福，所以女子嫁前的教育，尤其深受每一家庭的重視。《禮記·

昏義》即有云：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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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萍

藻，所以成婦順也。

而《儀禮·士昏禮》亦云：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

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矜鞶。”

爲人父母的無不希望女兒能得翁姑的愛憐，博取夫家的歡心。爲祈求

女兒終身幸福，除於平時施之以婦德、婦功、婦言、婦容等家庭教育外，

於女兒臨出嫁時，更不忘諄諄訓示。父母送女命戒之儀，更成爲婚俗禮

儀上的重大儀節之一。

唐代婚嫁禮俗至爲繁瑣，送女命戒之儀，深受重視，而命戒之辭更

受矚目。有知之士，當可自撰；至於一般民衆，則多請人代撰。因此《崔

氏夫人訓女文》一類的作品乃應運而生，且有印本大量供應民衆。

五、敦煌蒙書婦女教育內容析論

綜上“敦煌蒙書中的女教”所引諸文本得知，其內容大要，不外乎敬

事翁姑、順從丈夫、和睦戚黨鄰里，大致不出宋若華、宋若昭姊妹《女論

語》之範圍。婦女教育，自應始於爲人女。成家後，由爲人女轉換成爲

人妻、爲人婦，隨着女子身份的轉變，女子所需面對的人倫關係也跟着

改變。“出嫁”是女子終身大事，也是最爲關鍵的時刻，《崔氏夫人訓女

文》的產生，正表示唐五代民間對女子臨嫁教育的重視。一般庶民階

層，雖未能如貴族女子在特定的宗室、公室，施以三個月的臨嫁教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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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女命戒的儀式並未被忽略。

綜觀《崔氏夫人訓女文》，其內容不脫母親反覆叮嚀，訓示女兒出嫁

後應注意的事項，重點是女子嫁入夫家以後所面臨的人際相處，一言以

蔽之，即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在此前提下，其主要內容便集中在

以下幾點：

（一）夫婦和樂

“夫婿醉來含笑問，迎前扶侍送安眠”，這是傳統女教以夫爲重，男

尊女卑，夫爲妻綱的思想，落實到民間生活的具體行爲之指導。“爲人

妻”，在家要敬夫、事夫，丈夫喝醉，也要含笑相問，小心侍奉，服侍就寢。

“今日隨夫始是家”，夫家才是家，成家之後，爲人妻的角色扮演更要掌

握“事人”的原則。“事人”指的便是“事夫”，“和順”、“卑弱”是妻子的基

本態度。“夫婿醉來含笑問，迎前扶侍送安眠”，則是現實生活中此一態

度的具體表現。

（二）敬順守禮、上下和睦

成家之後除了“事夫”外，與夫家的眷屬，包括舅姑、妯娌、伯叔的相

處也是傳統婦女教育的要點之一。尤其是婆媳、妯娌關係，往往是家庭

和樂與否，及婚姻成敗的關鍵。因此傳統婦女教育中，夫家人際關係的

和諧相處也是主要內容。爲了與夫家家人維持良好關係，“爲人妻”要

能敬順守禮、上下和睦。對公婆、小叔需“路上逢人須歛手，尊卑回避莫

湯前”，“姑嫜共語低聲應，小郎共語亦如然”。除對公婆的晨昏定省外，

對於諸房伯叔亦得早起請安，“早朝堂上起居了，諸房伯叔并通傳”。與

妯娌相處，更要注意上下和諧親睦，“妯娌相看魚若水”，“上和下睦同欽

敬，莫作二意有慵偏”。上述這些都是與夫家親族和睦相處的具體行爲

規範。

（三）慎言少語

“以和爲貴”是“宜其室家”的積極指導原則，“慎言少語”則是“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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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家”的消極方法。對夫婿需“莫向人前相辱罵，醒後定是不和顏”，與

夫家族人相處需“欲語三思然後出，第一少語莫多言”，“好事惡事如不

見，莫作本意在家時”。更要注意“外言莫向家中說，家語莫向外人傳”，

即內外之言，需區分清楚，家醜不可外揚，外語不必回家說，避免挑撥親

族，離間感情。

除此之外，敦煌寫本文獻中各類通俗蒙書及民間通俗講唱文學的

變文對於此項内容亦每有涉及。這些材料儘管零碎而無系統，但屬於

通俗文獻，是最能真實反映時代世俗文化的面向。因此，僅就所知敦煌

文獻中有關一般婦女教育的概念、施教的情形、施教的內容等加以爬梳

歸納，略述如下：

《太公家教》有：“養男不教，爲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豬。”瑐瑤《父

母恩重經講經文》有：“女男漸長成人了，一一父娘親示訓。”瑐瑥《辯才家

教·貞女章第九》：“學士問辯才曰：貞女之門如何？辯才答曰：貞女聘

與賢良，謹節侍奉姑嫜。嚴母出貞女，嚴父出賢良。”瑐瑦從中可見唐五代

一般民間女子已具有受教權，且施教者爲其父母，女子則通常由母親來

施教。這也是透露出唐代家庭教育的普遍概念。

又《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有：“是男即七歲十歲以來，便交入學。”瑐瑧

《王梵志詩》有：“兒小教讀書，女小教針補。”《武王家教》：“男教學問，擬

待明君；女教針縫，不犯七出。”瑐瑨可見社會普遍重視子女教育，不過男

女還是有很大的區別。敦煌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有一段論及對子女的

調教與期望時，說：“年才長大，稍會東西，不然遣學經營，或即令習文

筆。男須如此，女又別論。每交不出閨幃，常使調脂弄麵；或親歌樂，曲

調分明，或仿裁縫，針頭巧妙。”瑐瑩又《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上來說男既

成長，須爲婚姻了。從此女從幼小交示成長了，須囑聘他門。爲女身，

更不異，最先須且教針指；呈線呈針鬥意長，對鴉對鳳誇心智。學音聲，

屈博士，弄缽調絃渾舍喜；長大了擇時娉與人，六親九族皆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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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未省知良善，共語何曾識禮儀，刺繡裁縫無意學，調脂弄麵不曾爲；

自家縫綻猶嫌拙，阿那個門蘭肯索伊。”瑑瑠雖然男女均需教育，但畢竟

“男尊女卑”，家庭角色不同，家長對子女也就各有不同的期望。要求有

別，調教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男子或學文章，以應科舉；或學經營，做生

意。女子受教則多止於家庭閨閣，習針線、裁縫、紡織，調脂弄麵學化

妝，弄缽調絃習管樂，均屬傳統女教婦功、婦容的具體內容，這是爲人女

出嫁前調教的基本內容。

傳統婦女教育不外婦德、婦功、婦容、婦言，但不同階段調教側重自

有不同。幼年於生活之中教育婦功、婦容，稍長懂事明理，則灌輸有體

系的整體婦德，“三從四德”則爲重要主題。如敦煌蒙書《雜抄》中便有

關於“三從四德”的說明。瑑瑡“三從”即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

子”，“四德”則是婦德，貞順；婦言，辭命；婦容，婉悅；婦功，絲麻。這是

中國傳統女教的核心所在。

敦煌蒙書中，現存最早的格言、諺語類家訓蒙書《太公家教》，今所

知見的寫本有４２件之多，瑑瑢足見其盛行之一斑。全書一卷，分三部分，

首爲序文，計３１句，１３９字；次爲正文，共２８１則，２４６２字；後爲跋文，計

１３句，６０字。編者係一歷盡滄桑的老者，爲教導兒童，特從詩書、墳典、

經史中，簡擇嘉言警句，輯爲韻語，編纂成書。全書以家庭長者的口吻

教喻子弟進德修業，治家立身，充分反映了民間教育的思想與內容。雖

然婦女家庭教育的施教者以母親爲主，然家中長者於子弟教育中也不

免時時流露出對女子教育的關懷。

《太公家教》中便提到：“育女之法，莫聽離母。”蓋人母有教養女兒

之責，教養女兒必須注意“女年長大，莫聽游走”。因爲游走最後易導致

“逞其姿首，男女雜合”，而至聲名狼藉，敗壞門風。所以女子行動範圍

限於閨庭，言語要輕，行動要隱，即使家中有客，也要深處閨房，避免行

有失誤。“所有言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藏形；門前有客，莫出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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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能依此禮，無事不精”。女子結婚之後，則要以

事父之心來事夫，“新婦事君，敬同如父”，“孝養家翁，敬事夫主，親愛尊

卑，教示男女”。把夫的地位抬至如父一般，並要事夫之父兄，親愛夫家

尊卑，還要勤事女功，絲麻針縷，雖然辛苦勞累，也不得抱怨。平日言行

舉止，也要做到“細語緩步”，“敬慎口言”，“出則斂容”。對於夫之父兄，

甚至“不得對語”。如果被罵，也要默默承受，不得回嘴，否則敗壞家風：

“大人使命，說辛道苦。夫罵一言，反應十句，損辱兄弟，連累父母，本不

是人，狀同豬狗。”認爲抱怨、頂撞夫婿，不能與夫家之人和諧相處的女

子，即是敗壞門風，甚至用“豬”、“狗”來形容，言詞甚是激烈。更特別的

是，“莫學歌舞”。可知當時一般家庭的女教，是擯棄歌舞的，歌舞技藝

的學習，只限於某些特別身份的女子。“夫婦信讒，男女生分”，夫妻之

間聽信讒言，是會導致感情失和的。“孟母三徙，爲子擇鄰”，“女慕貞

節，男效才良。……養男不教，爲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豬。痴人畏

婦，賢女敬夫”，都提到人母教養子女的責任。

六、後　　語

中國古代婦女教育源遠流長，先秦宮廷中有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東漢班昭《女誡》總結儒家倫理思想，使“男尊女卑”、

“三從四德”成爲婦女教育的傳統精神，後代婦女教育莫不奉爲圭臬。

唐代社會多元化，思想開放，教育普及，婦女教育發達。女教的典

籍篇章，種類繁多，其中由以《女孝經》、《女論語》最爲人所稱道，後世流

傳不絕。明陳宏謀更收入《五種遺規》，奉爲女教之典範。

敦煌藏經洞保存了二三十種唐五代蒙書，抄本近三百件。其中便

有不少有關婦女教育的材料，除了《崔氏夫人訓女文》這篇專爲訓示臨

嫁女子而編的教材外，還有篇中立有專章的《辯才家教》，隻言零句涉及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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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內容的《太公家教》及其他敦煌通俗文獻如講唱變文等，其內容均

不出中國古代傳統婦女教育的範疇。

但從這些流傳於唐代民間的通俗讀物，可以約略窺知唐代民間婦

女教育的概況以及具體內容。特別是《崔氏夫人訓女文》此一臨嫁教示

之作，篇幅雖短，可是施教者母親，諄諄教誨，叮嚀再三，希望臨嫁女兒

遵從“三從四德”，以爲“賢妻良母”。雖不離《女誡》、《女論語》之傳統，

但集中於嫁女時的現狀，教育內容止於一家之內，未擴及邦國，內容多

是關於“婦德”、“婦言”的具體行爲，不若《女孝經》之各種德行的抽象陳

述，也不若《女論語》周備於各類生活細節，是下層民間女子教育的典型

代表，更凸顯了庶民現實的實用特色與功能。

（原載《中國傳統婦女與家庭教育》，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５７頁。）

注釋：

① 《周禮·天官·冢宰第一》：“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② 《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
學女事以共衣服，……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③ 如多賀秋五郎《唐代教育史の研究》，東京：不昧堂書店，１９５３年。

④ 如山崎純一《教育かウみた中國女性史資料の研究———“女四書”と“新婦

譜”三部書》，東京：明治書院，１９８６年；高世瑜《宋氏姊妹與〈女論語〉論析》、
山崎純一《關於唐代兩部女訓書〈女論語〉、〈女孝經〉的基礎研究》、黃嫣梨

《〈女論語〉與〈女孝經〉》，載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⑤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載《漢學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
２３１—２７０頁。

⑥ 東野治之《訓蒙書》，見《講座敦煌５·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３月，第４０１—４３８頁。

⑦ 見汪泛 舟《敦 煌 的 童 蒙 讀 物》，載《文 史 知 識》１９８８年 第８期，第１０４—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１９０　　

１０７頁。

⑧ 見《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頁。

⑨ 《唐書·地理志》：“京兆府天寶元年領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百九

十六萬一百八十八。”

⑩ 參《唐代西經刻印圖籍之一斑》，載《陝西文獻》第１５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又收

入《敦煌資料考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年，第２５３—２６６頁。

瑏瑡 見註⑧，第３９８頁。

瑏瑢 同註⑧，第３４９—３７５頁。

瑏瑣 同註⑧，第３２０—３４７頁。

瑏瑤 參《敦煌寫本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６４頁。

瑏瑥 《新唐書》卷１９９《柳沖傳》：“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
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糸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
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

經也。”（北京：中華書局，第５６７８頁。）又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５８《氏
族》論唐人重望族有云：“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

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

瑏瑦 見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

瑏瑧 見侯康《補續漢書藝文志》卷２。

瑏瑨 見侯康《補續漢書藝文志》卷４。

瑏瑩 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３。

瑐瑠 見《新唐書》志第四十八、藝文二。

瑐瑡 如《女則要錄》十卷（文德皇后（太宗后）著）、《古今內範》一百卷（周恩茂、范
履冰、衛敬業等著）、《武后訓記雜載》十卷（則天武后著）、《內範要略》十卷

（佚名）、《鳳樓新誡》二十卷（張皇后著）、《女論語》十篇（尚宮宋若昭著）、《女
誡》（王琳妻韋氏著）、《內訓》二十卷（韋德源、王邵等撰）、《女孝經》一卷（陳
邈妻鄭氏撰）、《女儀》一篇（元沛妻劉氏撰）。

瑐瑢 “宋若華”歷來或作“宋若莘”。高世瑜《宋氏姊妹與〈女論語〉論析》主張作

“宋若莘”，特別提出“少數古籍版本作‘宋若華’，當爲訛誤”。按：唐人手寫

文字“華”多作“莘”，敦煌寫本屢見不鮮，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１４３號《太上

業報因緣經》：“南无金華光佛。”“華”便俗寫作“莘”。而《舊唐書·后妃傳》
正作“宋若華”；又元稹《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亦作“華”，是本當作“華”，
俗寫爲“莘”，後世不諳唐寫本習慣，遂以是爲非，而作“宋若莘”。

瑐瑣 高世瑜《宋氏姊妹與〈女論語〉論析———間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趨勢》，載鄧小

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７—１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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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同註⑧，第３５４頁。

瑐瑥 見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６０頁。

瑐瑦 同註⑧，第３９４頁。

瑐瑧 同註瑐瑥，第４６０頁。

瑐瑨 同註⑧，第３８２頁。

瑐瑩 同註瑐瑥，第２３８頁。

瑑瑠 同註瑐瑥，第４６２頁。

瑑瑡 《雜抄》，一名《珠玉抄》，又名《益智文》、《隨身寶》。該書除序文外，採一問一

答形式，是抄撮一般日常知識及基本學養，作隨身備忘之書。目前得見的

敦煌寫本《雜抄》總計有１３件抄本。

瑑瑢 計有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藏Ｓ．４７９、Ｓ．１１６３、Ｓ．１２９１、Ｓ．１４０１、Ｓ．３８３５、
Ｓ．４９０１、Ｓ．４９２０、Ｓ．５６５５、Ｓ．５７２９、Ｓ．５７７３、Ｓ．６１７３、Ｓ．６１８３、Ｓ．６２４３、
Ｓ．１０８４７，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Ｐ．２５５３、Ｐ．２５６４、Ｐ．２６００、Ｐ．２７３８、Ｐ．２７７４、
Ｐ．２８２５、Ｐ．２９３７、Ｐ．２８９１、Ｐ．３０６９、Ｐ．３１０４、Ｐ．３２４８、Ｐ．３４３０、Ｐ．３５６９、
Ｐ．３５９９、Ｐ．３６２３、Ｐ．３７６４、Ｐ．３７９７、Ｐ．３８９４、Ｐ．４０８５、Ｐ．４５８８、Ｐ．４８８０、
Ｐ．４９９５，北平乃字２７，《鳴沙石室佚書》，《貞松堂西陲祕籍叢殘》，日本寧樂

美術館藏，日本有鄰館藏及大谷文書３５０７殘片。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１９２　　

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本《雜抄》

　　

一、前　　言

語文是人類表達思想、溝通感情、記敘事物的必需工具，爲民族精

神、文化傳承之所繫。因此，古今中外，莫不重視語文教育。而語文又

爲一切知識傳播的主要根基，語文教育自然成爲一種基礎教育。

傳統的語文教育，所謂的“語文”，實際上包含了“語”和“文”，而

“文”則包含了“文學”和“文章”。“語文”並不單單指語言和文字，同樣

的“語文教育”也不單指語言和文字的教育，同時還包含有廣泛意義的

文章和文學的教育在內。

從我國語文教育的歷史來看，傳統的語文教育，無論是在識字教

育、語文知識教學、語文能力訓練上，還是在思想教育上，常常是採用綜

合方式來進行的，很少採用單純的知識教學，當然也很少採用單純的識

字教學。特別在啓蒙的階段，更是如此。這一階段的語文教育既要達

成識字教育的目標，又兼具灌輸生活知識、倫理道德與人格塑造等多重

功能。這些教材在通俗教育中，實際上就是一般所謂的蒙書。毛禮銳

等合著的《中國教育史》中即說：

蒙養教材是“小學”或蒙學階段所用的教材，即傳統所謂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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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書”或“小兒書”之類。這類教材的主要用途是爲了訓練識字讀

書及初步作文的基本能力，進而傳授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古代的

蒙養教材，就內容說，首先是灌輸倫常道德，培養倫常的思想意識。

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夠認識文字閱讀應用。又能掌握一定

的自然知識、生活知識與歷史知識。再就是在這些基礎上作深造

進修或應科舉考試的準備。這些內容在蒙養教材中都分別得到反

映。識字是基本訓練，一些教材主要是字書或識字課本。識字課

本自亦有其內容，其內容仍是倫常道德和一般基礎知識，有時包括

學習的規程以及日常生活的禮節。①

隨着社會、文化的發展，各類知識日益擴大，教育內容不斷增加，語

文教材的編寫相應地漸趨分門分科。尤其近代新制學校興起，教學課

程劇增，科目區分越細，而教學目標訂定明確，傳統語文教育的目標與

內涵也隨之各自獨立，其科目課程也相繼分化。儘管如此，我們要是單

從語文教育的角度來看，古代小學裏的語文教育，與今天中小學的語文

教育雖然不同，然就啓蒙教育的性質而言，是沒什麼兩樣的；就其工具

性和思想性的特點而言，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只是古代社會與現代

社會思想、文化有所不同，因此展現在語文教育里的思想與方法自然有

所差異，不過語文教育的宗旨與任務則無二致。

二、敦煌文書中的語文教材

近代大陸研究中國語文教育大家張志公的代表作《傳統語文教育

初探》，書中所據以探討的正是一般所謂的蒙書。換句話說，蒙書可以

視同傳統的語文教材，因此對蒙書進行研究，可以提供研究傳統語文教

育之參考，並作爲現代語文教育之借鑒。

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本《雜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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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我國教育自來甚爲發達，蒙學由來亦久，但與今日相較，實不普

及。特別是一般庶民子弟較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因此能受教者也多

半以能識字、會記賬、寫信爲基本目的，爲求實用並兼帶學習應對進退

與爲人處世等基本規範。加上一般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無法長期受教，

因此在教學時間短暫、教學內容要求層次又不高的雙重限制下，無法以

貴族、官學的教育步驟、內容爲依歸，因此必須自編適合教材，這樣的語

文教材必然多以基本知識、普通常識、倫理道德與處世箴言等爲主，形

式則雜糅各體，或以小類書體，或採問答體，或採刺取要言名句抄撮編

次，甚或各體兼容並蓄，體制混雜。要皆便於短期教學，通行實用。所

以一般既非高文典册，內容又多涉俚俗，致使史志不錄，而爲後世所罕

知；加以其時雕版印刷尚未風行，蒙書之流通多賴傳抄，保存自是不易；

又既爲啓蒙所用，使用階段必短，用過之後，鮮有刻意保存；且求實用，

則必與時俱移，隨時改易，這些原因都是造成早期通俗語文教材後世大

多不傳的主要原因。

唐代私學發達，此一期間所編撰的民間通俗語文教材，上承六朝，

下啓宋明，實爲傳統語文教材發展的關鍵期，各類型通俗啓蒙教材琳琅

滿目，不一而足。唯自來大多不存，致使後人論述中國傳統語文教育，

多談唐前之《倉頡篇》、《急就篇》、《千字文》，或宋明以下的《三字經》、

《百家姓》、《幼學瓊林》、《龍文鞭影》，或清代以來之《弟子規》、《增廣賢

文》、《名賢集》等，而對於唐五代時期的則少提及。周谷城在《傳統蒙學

叢書》序中即說：

後來社會不斷發展進步，貴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讀書的需要

與可能，教法和教材與此相應，出現了事實上的“雙軌制”。士農工

商四民之中，“學以居位曰士”，居位就是做官；要做官，非通經籍、

應科舉不可，儒家經籍便成了士大夫階級的法定教科書。而農工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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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等小民的天職，無非“闢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財鬻貨”，若想

略識之無，粗通文字，不得不另求簡便之路。《新五代史·劉岳傳》

記載：“《兔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陸放翁《秋日

郊居》詩第三首自注云：“農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

《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這類爲田夫牧子所誦的村書，

便是唐宋以降的蒙學書了。②

歷來對唐代通俗語文教育多不甚瞭解，推究其因，蓋以其無所憑

藉。所幸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其中保存有北宋初年以前的

通俗語文教材，如：《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

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正名要錄》、《字樣》、《碎金》、

《白家碎金》、《上大夫》、《雜抄》、《古賢集》、《蒙求》、《兔園策府》、《九

九乘法歌》、《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

《武王家教》、《辯才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新集嚴父教》、《王梵

志詩》、《夫子勸世詞》等近三十種。除周興嗣《千字文》、李瀚《蒙求》

與《百家姓》後世有流傳外，其餘各種均僅見存於敦煌遺書中。就內

容而言，有集中識字的，有兼帶灌輸知識的，有思想教育的，有格言諺

語的等，體類也是不一而足。這對於研究唐五代傳統語文教育無疑是

一批至寶。③

三、敦煌本綜合性語文教材《雜抄》

《雜抄》是保存在敦煌石窟中衆多語文教材中的一種。今所知見計

有：Ｓ．４６６３、Ｓ．５６５８、Ｓ．５６６８、Ｓ．５７５５、Ｓ．９４９１、Ｐ．２７２１、Ｐ．２８１６、Ｐ．３３９３、

Ｐ．３６４９、Ｐ．３６６２、Ｐ．３６７１、Ｐ．３６８３、Ｐ．３７６９、Ｐ．３９０６號等十四個寫本。

其中以Ｐ．２７２１卷子本最爲完整，凡１６４行，含首尾題及序文。另Ｓ．５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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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Ｐ．３９０６册子本爲同一寫本脫落爲二；Ｓ．４６６３與Ｐ．３３９３內容銜接，

筆跡全同，當係一卷斷裂爲二而分藏兩地。

按：最早提及敦煌寫卷《雜抄》的是我國旅法學者劉復，他在１９２５

年輯錄《敦煌掇瑣》一書時，曾提及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Ｐ．２７２１號的

《雜抄》一卷，惜當時劉氏以爲其中“悉是雜記典故，全無道理，故未鈔

錄”，僅錄卷首數行及卷末數段而已。④１９４２年日本那波利貞教授撰

《唐鈔本〈雜 抄〉攷———唐 代 庶 民 教 育 史 研 究 の 資 料》一 文，始 根 據

Ｐ．２７２１號卷子加以研究，認爲《雜抄》是中唐時代爲一般庶民普遍教

育所編的一部常識寶典，並將全卷加以迻錄。⑤１９４８年周一良先生則

撰有《敦煌寫本雜抄考》，以爲Ｐ．２７２１號卷子當是晚唐寫本，然其中

所包含之材料則頗早，知其纂集之時代遠在鈔寫時代之前。並據卷

子內容中“何名五岳”條中岳“嵩高山”下注云：“暠城縣。”以爲唐六典

中“中岳嵩山在河南宜城縣”，“宜城”蓋爲“嵩城”形近而致訛，可據

《雜鈔》加以訂定。又據《雜鈔》中“何名三史？前漢、後漢、東觀漢記”

條，認爲三史之目猶存《漢紀》，此其所依據資料之時代必上去開元不

遠，而迥在長慶之前。⑥１９５１年張政烺撰《敦煌寫本雜鈔跋》，亦據《敦

煌掇瑣》所錄之片段加以立論，疑其即唐宋人之所謂《何論》。⑦１９８２

年黃永年撰《釋敦煌寫本〈雜鈔〉中的“面衣”》，亦據Ｐ．２７２１號卷子對

與當時社會風俗習尚有關的資料加以留意，而對“面衣”一詞詳加考

釋。⑧１９８８年余曾就當時得見Ｐ．２７２１等十個抄本，加以迻錄，作成定

本，並略論價值。１９９３年王三慶教授《敦煌類書》一書中，則視爲類書，

並加校箋。⑨

語文教育目標的確立與課程教材的編製，均應顧及時代文化背景

與特質，同時也必須適應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換句話說，一個時代的

語文教材，是最能反映當時思想文化與社會風貌的。因此，探討敦煌本

《雜抄》的成書問題當是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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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本《雜抄》的成書

有關《雜抄》的成書年代，最早探討的是日本的那波利貞，他認爲此

書是中晚唐時的作品。其後周一良先生以爲Ｐ．２７２１號卷子當是晚唐

寫本，然其中所包含之材料則頗早，知其纂集之時代遠在鈔寫時代之

前。按：《雜抄》一卷，雖有序文及首尾題，但均不著撰人，難以探考其

成書年代。因此我們僅能從今存寫本抄寫年代與寫本內容的有關線

索，去探求成書可能的年代與流行的時期。

１．今所得見的十四件敦煌《雜抄》寫本，具有題記的只有Ｐ．３３９３

與Ｐ．３６４９。Ｐ．３３９３題記作：“辛巳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界寺學士郎梁流

慶書記之也。”Ｐ．３６４９題記作：“丁巳年正月十八日淨土寺學仕郎賀安

住自手書寫讀誦過記耳。”其餘各抄本均無題記可資察考，但依其字跡、

風格、形制觀之當是晚唐、五代抄本。查唐五代歲次“辛巳”的計有貞元

十七年（８０１）、咸通二年（８６１）、龍德元年（９２１），“丁巳年”則有大歷十二

年（７７７）、開成二年（８３７）、乾寧四年（８９７）、顯德四年（９５７）。Ｐ．３６４９卷

背有顯德四年契二件，則此丁巳當是顯德四年無疑。

２．《雜抄》在“論經史何人修撰製注”開列的書目中，有關唐人的著

作有“《兔園策》，杜嗣先撰之”。按：《兔園策府》敦煌文獻存有四卷，郭

長城《敦煌本兔園策府研究》綜合各項資料推斷當成書於唐高宗顯慶三

年（６５８）之前，以永徽三年（６５２）最爲可信。⑩“《文場秀句》孟憲子作”，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王起《文場秀句》一卷”，《宋史·藝文志》著

錄有“段景《文場秀句》一卷”，《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有“孟

憲子撰《文場秀句》一卷，闕”。“《典言》李德林撰之”，按：李德林《典

言》未見史志載錄，隋志有後魏李穆叔及後齊荀士遜《典言》四卷，今吐

魯番文書阿斯塔那一三四號墓文書中有隋薛道衡《典言》殘卷。瑏瑡李德

林爲隋唐時人，是李德林《典言》當亦隋唐間作品。

３．“《毛詩》、《孝經》、《論語》孔子作，鄭玄注”。按：《孝經》爲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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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科舉考試應考項目。自唐玄宗御注《孝經》於開元十年及天寶二年

兩次頒行天下，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科舉考試即採玄宗御注本。今

《十三經注疏本》中，《孝經》即採用唐玄宗御注，宋邢昺述。《雜抄》開列

《孝經》取鄭玄注，是其成書當在玄宗御注前。

４．《雜抄》有“何名三史？《史記》、《前漢》、《東觀漢記》”。按：魏晉

時以《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爲“三史”，自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

書》，《東觀漢記》逐漸散佚，遂以《後漢書》充之。《唐會要》卷七十二載：

長慶二年正月，諫議大夫殷奏請國子學、弘文館試以《史記》、《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而未提及《東觀漢記》，是此時《東觀漢記》已佚。

據此則《雜抄》中以“《史記》、《前漢》、《東觀漢記》”爲三史，則可推知其

時代之下限。

５．從《雜抄》中提及的有關地理沿革來看，“何名五岳？東岳泰山：

豫州，西岳華山：畫（華）州，南岳衡山：衡州，北岳恒山：定州，中岳嵩

高山：嵩城縣”。按：《新唐書·地理志》：“蔡州汝南都，本豫州，寶應元

年更名。”豫州，隋大業三年改爲河南郡。唐初復置豫州，寶應元年改爲

蔡州，寶應爲唐肅宗年號。改“豫州”爲“蔡州”，當是避唐代宗李豫諱。

據此則《雜抄》成書當在保應元年（７６２）前。

６．按：衡州隋置，大業初改爲衡山郡，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復爲州，天

寶元年（７４２）改爲衡陽郡，乾元初復爲衡州。又《新唐書·地理志》：“衡

山本隸潭州，神龍三年來屬。”是衡山在唐中宗神龍三年以前尚隸屬潭

州，則《雜抄》成書當在神龍三年（７０７）以後。

７．又《雜抄》序有云：“《雜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

三名《隨身寶》。”序文及首尾題均不著撰人。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

卷七“類書類”下，著錄有“《珠玉抄》一卷，張九齡”；而《宋秘書省續編到

四庫闕書目》卷二“類書”下，亦著錄有“張九齡撰《珠玉抄》一卷”，不知是

否即爲此書。按：張九齡爲開元朝賢相，生於唐高宗儀奉三年（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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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７４０）。長安二年，進士擢第。神龍三年，中材

刊經邦科。

綜合以各有關資料，衡以成書年代的上下限，則《雜抄》一書實有可

能就是張九齡的《珠玉抄》。

（二）敦煌本《雜抄》的性質

《雜抄》一卷，全文約五千字。前有序云：

《雜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隨身寶》。

並序：

蓋聞：天地開闢以來，日月星辰，人民種類，陰陽寒暑，四時八

節，三皇五帝，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九州八音。山川道徑，受

形之物。貴賤賢愚，帝代相傳，生死不及，周而復始。天地祖宗之

源，人事之矣，並皆幽玄，莫能照察。余因暇日，披覽經書，略述數

言，以傳後代耳。

由序可知，《雜抄》一名《珠玉抄》，又名《益智文》，又曰《隨身寶》。

按：抄有抄錄要言的意思，敦煌文獻頗多以抄爲名的，有佛教文獻，如

《四部律並論要用抄》；也有通俗讀物，如《新集文詞九經抄》，儼然成爲

一種書籍體例。Ｐ．２３８５《毗尼心疏釋》有云：“抄者，略也。撮略正文，包

括諸意也。略取要義，不盡於文。抄字著手，即拾掇之義，取其要者。”

是知此書名爲《雜抄》，蓋以其係抄撮一般日常知識與基本學養，以爲

隨身備忘之用。至於稱之爲《珠玉抄》、《益智文》、《隨身寶》，顧名思

義，當是以學得此中知識宛如獲得珠玉，或此書內容對讀者的智慧將

有所助益，是日常生活隨身必備的寶物。可知此書性質正如同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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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萬寶全書》。

除序文外，其內容自“論三皇五帝。何名三皇”始，至“言有八頑者”

止，全卷採一問一答或論對的形式，歷敘歷史、天文、地理、社會常識及

倫理道德等，內容無所不有，至爲豐富。審其體制，每雜糅有六朝以來

的類書形式，王三慶教授《敦煌類書》即視之爲類書。瑏瑢按：《雜抄》多採

問答式，此與《小學紺珠》相似，使人難以分辨。類書與蒙書的分辨問

題，自來即已存在，例如《小學紺珠》，史志入類書類，而王應麟《小學紺

珠》序即明白表示：

古者蒙養豫教，罔不在初，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學六甲、五

方、書計之事……乃採掇載籍，擬《錦帶書》始三才，終於萬物，緯以

庶事，分別部居，用訓童幼。瑏瑣

綜合性語文教材的體式，往往與類書無二。這一點，余嘉錫在《內

閣大庫本碎金跋》也提到，他說：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

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抄、御覽之體。

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

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瑏瑤

而Ｐ．３３９３號卷子有題記作“辛巳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界寺學士郎梁流慶

書記之也”，Ｐ．３６４９號卷子有題記作“丁巳年正月十八日淨土寺學仕郎

賀安住自手書寫讀誦過記耳”。按：“學士郎”、“學仕郎”可簡稱爲“學

郎”，在金山國以後用來稱州縣官學與寺學的學生。瑏瑥“三界寺”、“淨土

寺”是敦煌地區的僧寺，可知《雜抄》被當時敦煌地區的寺學用來作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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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語文教材。敦煌寫本定格聯章《十二時》中也有：“食時辰，偷光鑿

壁事殷勤，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未足珍。”瑏瑦

此外，敦煌文獻中Ｐ．２５７９、Ｐ．２５８１、Ｐ．２５９４、Ｐ．３７５６《孔子備問書》

其形式與《雜抄》相似，內容也多所雷同。又Ｐ．３１５５卷子內容，後段同

於《雜抄》，前段則同於Ｓ．５０５５、Ｓ．５７８５、Ｐ．２６５２、Ｐ．４０１６《開天闢地已來

帝王紀》，瑏瑧同屬歷史知識的通俗讀物。而《大元通制條格》卷五“傳習

差誤”條載：

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勸農官申各路府州司縣，在城關

廂已設長學外，據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

《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瑏瑨

由此不但可知《雜抄》唐以後尚流傳民間，其與《衣服雜字》並提，更

可確定其性質乃一般庶民的通俗語文教材無疑。

四、敦煌本《雜抄》中的語文教育

（一）教材形式

教育內容主要是通過教材傳授給學生的，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效果，

往往取決於教材的編纂形式，特別是傳統的語文教育。一般來說，蒙養

階段的語文教材多半採取韻語形式，或三言，或四言，要在利於唇吻，便

於記誦。如大家熟悉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或更早的《倉頡

篇》、《急就篇》等；也有採四言，參爲對偶，聯以音韻的，如《蒙求》、《龍文

鞭影》；也有採詩歌形式的，如《神童詩》、《訓蒙詩》等；也有採抄書形式

的，如《新集文詞九經抄》、《明心寶鑑》等；也有雜輯格言、諺語成編的，

如《太公家教》、《增廣賢文》、《名賢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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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雜抄》一卷，全篇內容對天文、地理、人事等日常生活常識，

雜糅各體，以一問一答爲主要形式，組織成篇，且多名數，甚爲特殊。考

我國“發問形態”的作品，源遠流長。屈原《天問》即採韻語形式，以四言

爲主，四句一節，每節一韻，以一百七十幾個問題，對客觀世界提出種種

質問，其所問內容涉及宇宙形成、天體構造、地球形狀等自然形象以及

遠古傳說、君臣遇合等歷史問題。六朝以來，摹倣漸多，遂有“天問體”

之稱。敦煌本《雜抄》的這種形式與六朝佛教典籍所採用的問答形式較

爲近似，特別是律的部分，如《律戒本疏》、《律雜抄》、《三部律抄》、《律

抄》等。當然，在漢魏六朝的儒、道典籍中也時有以論難體形式寫成的，

如葛洪《抱朴子》即多自設問答，解答時人疑難的篇章；班固《白虎通德

論》也多有“何謂也”、“謂”的問答形式，如“三綱六紀”條下：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

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瑏瑩

雖然如此，但《雜抄》一問一答的形式，多爲名數，如：“三皇”、“五

帝”、“五岳”、“四瀆”、“九州”、“三才”、“六國”、“六藝”、“五味”等，顯然

與唐代佛教典籍採用的形式有關。尤其受到釋門論疏，解釋名相、法

數，採問答形式的影響。如六祖惠能的《壇經·三科法門》中有：

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

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行蔭、識蔭是。

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

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

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

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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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一問一答的形式在敦煌寫本通俗讀物中，屢見不鮮，如《孔子

備問書》、《天地開闢以來帝王世紀》等均是。以名數編排的情形也是通

俗讀書常見的形式，如敦煌本《武王家教》也有“十惡”、“三耗”、“三衰”、

“一錯”、“二誤”、“三癡”等，當是同屬唐代流行的體制。而宋王應麟《小

學紺珠》，乃至清王用臣《幼學歌》等體制亦多相類，瑐瑡足見此一形式乃

長期語文教育體驗下理想的形式之一。

（二）教材內容

教育的基礎在於識字，進而以文字爲工具，藉以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

各類知識，包含了自然知識、生活知識與歷史知識等等。傳統的語文教材

就內容而言，除認字外，灌輸倫常道德、培養人格思想是其要務；其次則

是掌握文字工具，認識文字以閱讀應用，同時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識、

生活知識與歷史知識。全文約五千字的《雜抄》正是這樣的教材，它的內

容極爲豐富，其序文云：“日月星辰，人民種類，陰陽寒暑，四時八節，三皇

五帝，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九州八音，山川道徑，受形之物。……天

地宗祖之源，人事之矣。”無疑，它應是當時一本廣泛介紹現實生活，具

實用價值的綜合性語文教材，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書。

自來童蒙教育，均對歷史教育相當重視。在傳統語文教材中，也或

多或少涉及歷史知識，如《三字經》：“考世系，知終始。自羲農，至黃帝。”

清王用臣《幼兒歌》：“天皇地皇人皇氏，名曰三皇居上世；太昊炎帝及軒

轅，唐堯虞舜爲五帝。”敦煌本《雜抄》中也有不少，如“論三皇五帝”：

何名三皇？伏羲、神農、黃帝。

三皇何姓？伏羲姓風，神農姓姜，皇（黃）帝姓姬。

何名五帝？顓頊帝、嚳帝、軒轅帝、堯帝姓伊祈，舜帝姓姚。

“三皇”“五帝”的說法歷來極爲分歧，《雜抄》中“三皇”的說法與《尚書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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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傳序》及《帝王世紀》相同，“五帝”的說法則與《史記·五帝本紀》同，

代表了唐人的看法。

有關地理的知識，如“論三川八水五岳四瀆”：

何名三川？秦川、洛川、蜀川。

何名八水？涇水、渭水、灞水、滻水、灃水、滈水、潦水、潏水。

何名五岳？東岳泰山，豫州；西岳華山，華州；南岳衡山，衡州；

北岳恆山，定州；中岳嵩高山，嵩城縣。

何名四瀆？江、河、淮、濟。各出何山？江出岷山，河出昆侖

山，淮出桐柏山，濟出王屋山。

有關天文、時序、曆法等知識，如“論三光、六暗、六齊（氣）、三農、元

正、三朝”：

何名三光？日、月、星。

何名六暗、六齊（氣）？歲、時、日、月、星、辰、陰、陽、風、雨、晦、明。

何名三農？春蠶、夏麥、秋禾。

何名元正？歲首、正月、元日。

何名三朝？冬、臘、歲。

又如“辯四時八節”：

何名四時？春、夏、秋、冬。

何名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有關倫理道德方面的，如“論婦人四德三從”、“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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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名四德？一婦德，貞順；二婦言，辭言；三婦容，婉悅；四婦

功，絲麻。

何名三從？婦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何名五德？仁、義、禮、知、信。

有關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識，如“何名三公九卿”、“何名鄉黨”、“何名

五射”：

何名鄉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五家爲鄰，五鄰

爲里。

論三公九卿。《禮記》曰：“從伏羲已來，天子有三公、九卿、廿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前御後承，左輔太尚書，右弼者廷尉，

萬人（一）有失，問之傅（博）士。

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

何名九卿？宗正卿、太常卿、司農卿、鴻臚卿、太尉卿、光祿卿、

大理卿、太傅（府）卿。

有關節日的起源，其中對於年節時令行事頗多記述，且有與後世不

盡相同者，可據以探討唐五代敦煌地區之文化風俗。如“辯年節日”：

辯年節日。

昔人皇九頭，兄弟九人，人別居住，是以因次，即立九州。年月

一日易十日，十日易百日，故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

二月社者何謂？社者，是地之主。神農嘗五穀，后稷播種。祝

融造鐺、釜、犁、鏵。燧人出火，勾龍能平水土。故以春秋二社祭之。

三月三日何謂？昔幽王臨水而游，妻將亡，女齎酒食至河上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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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觀看，作樂解除幽王惡事，及收艾大良。……

十四十五日何謂？爲大目乾連母青提夫人，緣將兒功德之物，

避兒廣買雞肫，造諸惡業，墮在十八重地獄中，即至餓鬼獄中，受種

種苦。目連投佛出家，後禪定觀知，遂告諸佛，啼泣救母。令七月

十五日，造盂蘭佛盆供養，因此一切七代先亡父母，并皆得食喫。

自餘時因爲罪重慳貪，故作猛火水，亦復然也。……

十二月八日何謂？其日沐浴，轉障除萬病，名爲溫室，於今不

絕也。

臘煞何謂？冬末爲神農和諸香藥，并因晉武帝，至今不絕。

寒食斷火何謂？昔芥子推在載釜山，被晉文公所燒文公收葬，

故斷火，於今不絕。

有關事物起源的知識，早在《周易》、《呂氏春秋》“有始”篇、《說苑》

“辨物”篇等，就已經有關於事物起源問題的記述，但均甚零散。敦煌本

《雜抄》“辯古人留教跡”中臚列的材料相當豐富，代表了唐人的看法，

至可寶貴。陶宗儀《說郛》收入有唐留存《事始》、蜀馬鑑《續事始》及

宋劉孝孫《事原》，而後世流行的《事物紀原》、《格致鏡源》則是此類的

集大成。

《雜抄》有：

辯古人留教跡

何人種五穀？神農。　　　　　何人造五味飯食？陽造。

何人造醬酢？雲雷。　　　　　何人穿井？伯益。

何人造綾羅？帝嚳。　　　　　何人造衣裳？龍茍。

何人造甑？黃帝。　　 何人造獄頌？皋陶。

何人造酒？杜康。　　　　　　何人造弓箭？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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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造車？奚仲。　　　　　　何人造琴瑟？師曠。

何人造六甲？須子人。　　　　何人辯禽獸名？桓壇公。

何人造瓦器？伯扶。　　　　　何人造靴鞋？甯武子。

何人造簫笛？嵇康。　　　　　何人造禮樂？周公。

何人演易？文王。　　　　　　何人造織機？老子。

何人造刺繡？唐虞。　　　　　何人造計筭？苞丁。

有關處世態度方面的，如“論忍事”、“論不忍事”：

論忍事

天子忍之成其大，諸侯忍之國無害，吏人忍之名不廢，兄弟忍

之則歡泰，夫妻忍之終其代，身躬忍之無患害。

論不忍事

天子不忍群臣疏，諸侯不忍國空虛，吏人不忍刑罰誅，兄弟不

忍別異居，朋友不忍情義疏，夫妻不忍令子孤，小人不忍喪其軀。

“忍”是中國傳統中最爲普遍的處世哲學，在唐代更是一種社會風尚。

從上到下，莫不以能忍爲貴。史傳載籍記述甚多，如張公藝書忍字百餘

以進，上善之，賜以綿帛事；婁師德唾面自乾等，均是膾炙人口的掌故。

而民間尤爲推崇，如《王梵志詩》：“難忍儻能忍，能忍最爲難。伏肉虎不

食，病鳥人不彈。當時雖綺楮，過後必安身。唾面不須拭，從風自蔭

乾。”甚至引爲家訓，訓誡子弟。如敦煌童蒙讀物《太公家教》、《新集嚴

父教》等，均極力宣導。

就以上列舉的內容而論，顯與宋代以後通行的《三字經》、《小學紺

珠》等一類蒙書性質近似，均是綜合各類基本知識成編，用以達成語文

教育的整體目標。如《三字經》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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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

婦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窮；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

應乎中。日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稻粱菽，麥黍稷，此

六穀，人所食；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

而《小學紺珠》一書中亦有：

三才　四大　七政　五星　三正　九州　（以上天道類）

六律　五聲　四時　八節　二十四氣　十干　十二支　六甲

十二時　三朝　五行　六府　五色　五味　五德　三伏　二至

（以上律曆類）

四方　九州　九州（九牧）　五岳　四瀆　三農　八川　四輔

四夷　（以上地理類）

三綱　四正　三事　四教　三老五更　三老　（以上人倫類）

五常　六德　（以上性理類）

五藏　六府　（以上人事類）

六藝　五經　八卦　三墳　五典　五禮　五始　（以上藝文類）

至於《雜抄》最後“辯金藏論法”一段，多爲格言、諺語的輯錄，內容

多屬於待人處事的名言以及應對進退等社會交際的經驗談。如：

事無大小，關心者憂。人無信不立，車無輗軏不行。……君子

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孔子卜鄰，不卜宅。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白玉投泥，不污其色。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必受其

寒。食一粟，知耕夫之倦；服一綵，知織女之勞。日月雖明，不照覆

盆之下；刀劍雖利，不斬無罪之人。……不枉法不得財，若得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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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法，既枉法則害身，既害身，財將何用？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

服，衣服破而再新，手足斷而難續。……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

德潤身，富潤屋。……

諸如此類，均爲長久以來民間生活的實際體驗心得，經過積澱而成

爲民間處世哲學。這些內容也大量的出現在敦煌本《太公家教》、《辯才

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王梵志詩》一卷本等，瑐瑢同時風行於後世，

廣爲民間所奉行，成爲中國民間文化的特質之一。後世通俗讀物《明心

寶鑑》、《增廣賢文》、《千金譜》、《格言聯璧》等書中，亦多所承襲。

此外，《雜抄》中還有很多有關生活行爲與日常應對中應注意的事

項，如：“世上略十種劄室之事”、“十無去就”、“五不達時宜”、“五無所

知”、“五不自思度”、“六癡”、“八頑”等，均係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不注意

而當引以爲戒的瑣事。這些與李義山《雜纂》不但性質、形式相同，甚至

與《雜纂》第二十六項“不達時”十三則、第三十九項“失去就”十一則、第

四十一項“强會”七則，內容頗多相同，既可證明《雜纂》必出唐人之手，

且有助於瞭解當時的社會風氣、生活處事準則。瑐瑣

除了日常生活所需的自然知識、歷史知識、倫常道德、處世原則外，

《雜抄》也提供了進一步學習的基本工具與準備。張志公在《教材論》

中說：

真正的傳統語文教育經驗是，在以讀寫實踐爲主的前提下，在

適當的時機需要教給學生一些必要的知識，教給他們使用基本工

具的方法，使他們把不自覺的學習逐漸轉化爲自覺的學習，從而提

高其學習效率。瑐瑤

因此傳統語文教育，除了日常生活知識與思想倫理等之外，有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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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基礎上作深造進修或應科舉考試的準備。這些內容在《雜抄》中也

都有所反映。張政烺以爲敦煌本《雜抄》即唐宋人之所謂《何論》，或其

略出本，原因即在此。其內容多有如今日所謂的“教學提綱”，蓋爲將來

舉進士時試論之準備。

又“經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段，開列當時庶民教育之基礎讀本並挑選

當時所崇尚之注本，這就是爲深造進修或應科舉考試準備而設的，如：

《史記》，司馬遷修。

《三國志》，陳壽修。

《春秋》，孔子修，杜預注。

《老子》，河上（公）注。

《三禮》，孔子修，鄭玄注。

《周易》，王弼注。

《離騷經》，屈原注（作）。

《流（劉）子》，劉協（勰）注（作）。

《爾雅》，郭璞注。

《文場秀句》，孟憲子作。

《莊子》，郭象注。

《切韻》，六（陸）法言作。

《毛詩》、《孝經》、《論語》，孔子作，鄭玄注。

《急就章》，史獻（游）撰。

《文選》，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謂之《文選》。

《漢書》，班固撰修。

《典言》，李德林撰之。

《尚書》，孔安國注。

《尚書》幾家書？虞、夏、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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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園策》，杜嗣先撰之。

《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

《千字文》，鍾繇撰，李暹注，周興嗣次韻。

試看以上所開列的二十五種書目，依性質分，經、史、子、集四部兼

具，同時尚有其他相關的參考書，又加上“何如九經”所開列的《尚書》、

《毛詩》、《周易》、《禮記》、《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左傳》，及

“何名三史”列舉的“《史記》、《前漢》、《東觀漢記》”。整體而言，均與當

時科舉考試有着密切的關係，與清顧炎武《日知錄》“科目”條所記唐代

考試的要求相吻合。《日知錄》“科目”條有：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

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選舉，有童子；而明經之

別，有五經，有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

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見之史者凡五十餘科，故謂之

科目。瑐瑥

科目中所謂的“三經”、“五經”、“三禮”、“三傳”、“一史”、“三史”等，

在《雜抄》所開列的書目中均有相應之書籍，並詳細著錄各種書籍的書

名、作者、著作方式。

至於書目中所提到的《千字文》、《急就章》、《開蒙要訓》、《兔園策》、

《文場秀句》、《典言》等，從表面上看，不是應考科目，似乎與科舉考試無

關。但實際上，以今存敦煌寫本《兔園策府》觀之，蓋爲策論模擬試題一

類；《典言》、《文場秀句》則亦爲詩賦考試的參考資料；《千字文》、《急就

章》、《開蒙要訓》則爲集中識字的語文教材，正可與《雜抄》互相搭配，發

揮互補作用。由目錄學的觀點來看，可說爲當時一般基本學養與科舉

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本《雜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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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所列的一個指導閱讀的學習書目。對當時環境而言，其所挑選

的書籍均最具實用性，所選的注本均爲當時最通行的，實可說是現存最

早的一份推薦書目。

五、結　　論

中國傳統語文教育經歷了長久的發展，在教育的結構上，是沒有太

大本質上的改變的。基本上，童蒙階段的語文教育自古至今，多是以識

字訓練爲基礎，進而傳播生活知識、倫理道德，以達成人格塑造等多重

功能。瑐瑦就教材而言，也只是隨時代的發展，因應社會的需求，其內容隨

之擴大，以致分科，但本質還是不變的。秦漢至唐以前，在教材方面，主

要是韻語字書；唐五代期間則體類漸多，但主要爲綜合性的教材。宋代

的教材，與唐代相較，在內容上更趨完備；在體類分工上，也漸趨細致。

明清兩代，教材數量更是遠遠超越各代，內容尤其廣泛，舉凡政治、經

濟、倫理道德、歷史、地理等等，實已近於現代的課程劃分。

就傳統語文教育的發展而言，唐代正屬於承先啓後的時期；就教材

的發展而言，正是繼承與變衍的關鍵。敦煌本《雜抄》以問答形式爲主，

雜糅“論”、“辯”及格言、諺語等形式，傳播天文、歷史、地理、生活等各方

面的基本知識，並提示了倫理道德、生活儀節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反映

了唐代的風俗、文化、思想等社會面貌，同時爲一般學生進一步參加科

舉考試作準備，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推薦書目。透過此類語文教材

的研究與考察，可以瞭解此一時期民間普遍的自然觀、倫理觀、道德觀、

價值觀、歷史觀。此類綜合性語文教材兼具知識性、思想性、通俗性與

實用性，充分顯現了民間傳統語文教育的特色。

以今日的觀點來看，雖然國民中小學教育課程分科體系完備，語文

教育的教科書編定，隨着時代、社會的發展而更臻專精，更具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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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傳統語文教材自然不能符合時代需要。但像《雜抄》這一類綜

合性語文教材，不論在形式或內容的編排，均能切合當時的社會脈動，

因應當時現實的實際需要。這變與不變分寸的掌握，似可供現代兒童

通俗讀物編輯者省思與借鏡。

（原載《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寫本〈雜抄〉》，《全國敦煌學研討會

論集》，１９９５年３月。）

注釋：

① 見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合著《中國教育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１９８９
年，第３９２—３９３頁。

② 見喻岳衡《傳統蒙書叢書》，湖南：岳麓書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頁。

③ 參鄭阿財《敦煌蒙書析論》，《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

研究中心，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１１—２３４頁。

④ 參劉復《敦煌掇瑣》中輯第７７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１９２５年。

⑤ 參那波利貞《唐鈔本雜鈔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資料》，《支那學》第
１０輯，１９４２年。

⑥ 參周一良《敦煌寫本雜抄考》，《燕京學報》第３５期，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⑦ 參張政烺《敦煌寫本雜抄跋》，《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１９５１年

６月。

⑧ 參黃永年《釋敦煌寫本〈雜抄〉中的“面衣”》，《敦煌學輯刊》第３輯，１９８２年。

⑨ 參拙文《敦煌寫本雜抄研究》，《木鐸》第１２輯，１９８８年３月，第１２０—１３４頁。

⑩ 參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１９８５年６月。

瑏瑡 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５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４—９６頁。

瑏瑢 參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１９９３年。

瑏瑣 見王應麟《小學紺珠》，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５年，第３頁。

瑏瑤 見《余嘉錫論學雜著》，臺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６０５—６０６頁。

瑏瑥 參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第二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５０—２５２頁。

瑏瑦 參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８８頁；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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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９８頁。

瑏瑧 參鄭阿財《敦煌寫本孔子備問書初探》，《敦煌學》第１７輯，１９９１年９月，第
９９—１２８頁。

瑏瑨 見《大元通制條格》卷５，臺北：文華書局，１９６８年，第２０５頁。

瑏瑩 見班固《白虎通德論》，臺北：台湾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年，第５８頁。

瑐瑠 見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１９９４年，第１９２—１９３頁。

瑐瑡 如《小學紺珠》中天道類有三才、四大、七政、五星、三正等，地理類有三皇、五
帝、三王、五伯、六國等。《幼學歌》“天文門”有九天、七政、九道、五星、三垣、
四宮、四時、八風等，“地理門”有九州、五岳、四瀆、十藪、四關等，“人事門”有
三皇、五帝、六朝、五胡、四傑、十三經、八卦、四始、六義、七觀、九錫、六律、八
陣等，“物類門”有五旗、九旗、六節、五量、五權、五度、十端等。

瑐瑢 如《太公家教》：“近佞者讒，近賊者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刀劍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辯才家教》
“善門章”：“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求財恨無多，財多反害己。不枉法，不
得財，若枉法，禍必來。”“積善章”：“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

殃。終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即有餘。”《新集文詞九經抄》：“莊子

云：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王梵志詩》：“黃金未

是寶，學問勝珍珠；丈夫無伎藝，虛霑一世人。”“兄弟實難得，他人不可親；但
尋莊子語，手足斷難論。”

瑐瑣 參鄭阿財《從敦煌寫卷看李義山雜纂的性質》，《木鐸》第１２輯，１９８８年３
月，第１１１—１１９頁。

瑐瑤 見孫愛葆《從〈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到〈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載《張志公語

言和語言教育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北京：語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第
２４３頁。

瑐瑥 見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４６８頁。

瑐瑦 現行《國民小學國語文課程標準》的總目標中有：“一，培養倫理觀念、民主風

度、科學精神。激發愛國思想，弘揚中華文化。二，擴充生活經驗，陶鎔思想

情意。培養想象、思考的能力，樂觀進取的精神。”可見語文教育的基本精

神與目標是古今一致，無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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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７２１《雜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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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蒙書《上大夫》研究

　　

一、前　　言

古代童蒙語文教育，識字與習字分開，因此記誦文字可多、可難，如

《千字文》、《百家姓》等，概以識字爲主，不論筆畫繁簡。然習字則力求

筆畫簡省易學，既要合於學習心理，又須達到學習效果，學童習書描紅

常用的《上大人》便是。《上大人》的內容爲“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

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等二十五字，筆畫簡單，卻蘊

涵中國文字的基本筆法。童蒙初學習字描紅，寫“上大人”數語，旨在熟

稔運筆與文字結構，因而，長久以來，《上大人》流行不衰。宋元以來，文

獻載籍多所述及，即近代學童描紅仍有採之者，唯不知其起於何時。余

致力於敦煌字書與蒙書之整理與研究，批閱寫卷，見有多件學童習書之

《上大夫》卷子，唐五代時期民間已普遍流行，並且遠播西陲。宋元明清

流傳不替，筆記、小說記載尤多，其深入民間成爲日常生活之慣習，更爲

生活之談資。清末民初閩台地區，甚至有以“上大人”內容二十五字，分

別嵌入詩作的《上大人》歌謠流傳。簡短的二十五字，影響卻極深遠而

廣泛。以下謹就敦煌文獻中保存《上大夫》寫本之情況及宋元明清文獻

之所載錄，探究《上大夫》的內容與性質、時代與流傳等問題；並據閩南

歌謠《上大人》等，論述蒙書《上大夫》對後世俗文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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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文獻中的《上大夫》

今敦煌寫本中有關《上大夫》的寫本計有Ｓ．４１０６、Ｓ．６６０６、Ｓ．６９６０、

Ｐ．３１４５、Ｐ．３７９７、Ｐ．３８０６、Ｐ．４９９０ｂ等七件。茲分別敘錄如下：

一．Ｓ．４１０６，卷子本，淡黃色紙，長４２６．７公分。正背書。正面爲

《佛說法句經》一卷殘卷，存品第三至品第十四。卷背爲學童習字，其中

第十四行起有：“上士由（遊）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字（子）

本留心。例行方回夜，文財（才）比重（衆）人。去年出北地，今人曰南

音。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土（士），女（爾）小生，八九子。牛羊

千口，舍宅不受（售）。”

二．Ｓ．６６０６，卷子本，黃色紙，長８５３．４公分。正面爲《妙法蓮華

經》卷第七殘卷，存品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八。卷背有雜寫四行，作：“上

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女（爾）小子。”

三．Ｓ．６９６０，卷子本，淡黃色紙，長２７７．３公分。正面爲《佛說佛母

經》、《佛說善惡因果經》。背面雜寫有“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十士女少

生”一行，前有“乙酉年五月十五日夫人西宅索奴子”。

四．Ｐ．３１４５，殘卷，紙長４１．４公分，高３０．４公分。正背書。正面

爲“社司轉帖”；卷背爲習書雜字，開頭爲：“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

十二，女（爾）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宅不售。甲子乙丑六壬□首之

乎者也。上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天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

五．Ｐ．３７９７，卷子本，長９２公分，高３０公分。計抄《太公家教》、

《新集嚴父教》等蒙書，卷末抄有“上大夫，丘一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

生，八九子，牛羊万，日宅寫”，後有“開寶九年丁丑年四月八日王會”、

“維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三月十三日寫子文書了”。

六．Ｐ．３８０６，卷子本，長３０９公分，高２９．６公分。正背書。正面爲

敦煌寫本蒙書《上大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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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卷背有佛教願文、行程文等佛教文式、社文等文

書，其中有：“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爾）小生，八九子，可

知其禮也。”

七．Ｐ．４９９０ｂ，學童習字殘紙，白楮半紙，首行有朱筆“試文”二字，其次

每行開頭有朱筆各書一字，“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共

九字，每字下有學童臨寫，每行十餘字，第十行下有“咸通十年”四字。

Ｐ．４９００ｂ

三、《上大夫》的內容與性質

（一）《上大夫》的內容

“上大夫”，一般又作“上大人”。全篇篇幅短小，僅二十五字，且文

字筆畫簡單而易識，然其內容意旨爲何？少人究詰。清梁章鉅《歸田瑣

記》卷六“上大人”條下記載梁章鉅家之塾師教其子女習字，寫“上大人”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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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然塾師既不知“上大人”出自何書，亦不知內容如何解釋。其云：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外

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執筆者，每

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解，多不能對。①

即使追究其意旨，也是不知如何解釋；縱有所解釋，也是說法紛紜。

或以爲此二十五字只是隨意拼湊成篇，取其字畫簡少，內容毫無意義可

言。明祝允明《猥談》“上父書”條以爲：書坊有解，乃胡說。祝氏云：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必首此，天下

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②

而明葉盛《水東日記》卷第十“描朱”條下則云：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

“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

凡鄉學小童，臨仿字書，皆仿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遍海

內，然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了

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洙今日云：嘗見宋學士濂晚年

以眼明自誇，細書小字，嘗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著耶？③

明代“上大人”已流傳甚久，致使其來源與意旨不甚明瞭，連葉盛都

說“莫知其所謂”，甚至不得已，還擬將此一不解之謎，去向宋濂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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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更是出現了一些如祝允明批評的“胡說”式的解釋。如清代長篇小

說《姑妄言》第九回“鄔合苦聯勢利友，宦萼契結酒肉盟”中，出現對“上

大人”內容的有趣解釋。④說有位不識字的將軍李大要人返鄉帶回父親

的家書，因帶信人不慎將信遺失，只得到鄉裏學館向學館先生要了一張

小學生仿書的“上大人”來充當家書，後來被解讀爲：

上大人（上覆你遣大人。）

某乙己（你在任上，只我一個在家。）

化三千，七十士（我有三千句話要對你說，內中有七十件事。）

爾小生，八九子（你的幾個小老婆生了八九個兒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都是家裏做出來的人，你要猜到是我幹的，

可就是知禮的了。）

信上，“丘乙己”作“某乙己”，蓋清人尊崇孔子，不敢直呼其名，爲聖

者諱，凡“丘”字多讀爲“某”，或直以“某”字取代。《姑妄言》第九回並有

評說：“百家姓直解爲千古第一講章，上大人一封書爲千古第一家信，宦

賈童結拜千古第一盟文，不意此一回書內見此三絕。”此外，臺灣民間故

事中也有一則名爲《上大人》的故事，⑤內容與《姑妄言》所載可說有異曲

同工之妙。故事說：有一小孩奉蕃薯姆之命代寫家書，寄給離家十多年

的丈夫。小孩不知如何下筆，只好將描紅格裏的“上大人”抄來充當。

沒想到信寄到南洋，竟然有位廟祝幫忙把信作出極爲巧妙的解釋：

上大人（稟上丈夫大人。）

孔乙己（空去了一紀年。）

化三千，七十士（中間也沒有寄來三千元，或七十多錢。）

爾小生，八九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自出門後沒有回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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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了八九個兒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既做家長的人，這種人情義理，應該明白

才對。）

蕃薯姆的丈夫聽完很受感動，立刻匯錢回家，不久人也趕回來團圓。

從這二則妙趣橫生的解釋，可見“上大人”的旨意，自來解釋均望文

生義，無甚深義可言。不過，宋陳郁在《藏一話腴》中則以爲《上大人》全

篇雖僅二十五字，然確深具妙理。他作出了如下的解釋：

孩提之童才入學，使之徐就規矩，亦必有方，發於書學是也。

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

禮也”，殊有妙理。予解之曰：大人者，聖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

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個身，已教化三千徒弟，其中

有七十二賢士，但言七十者，舉其成數也。爾是小小學生，八九歲

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爲也。當好爲

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當肯如此知禮節，不知禮，無以立也。

若能爲人知禮，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也二十五字，而爾字居

其中，上截是孔子之聖也，下截是教小兒學做孔子。其字書從省

者，欲易於書寫；其語言協韻者，欲順口好讀，己、士、子、禮四字是

音韻相協也。也之一字，乃助語以結上文耳。雖不文，欲使理到，

使小兒易通曉也。⑥

在宋代儒學的環境下，陳郁對“上大人”的解讀，很顯然是從孔子着

眼，爲聖人立教，勉勵學子成人成聖，其詮釋自然不免有些牽强附會。

（二）《上大夫》的性質

《上大夫》的性質究竟爲何，我們從敦煌寫本的情形及宋元明清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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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來觀察，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童蒙的通俗讀物，同時也是學童習字的仿

書。在今所得見的敦煌卷子《上大夫》中，法藏的Ｐ．３７９７號同卷還抄有

《太公家教》、《新集嚴父教》等蒙書，據此可知《上大夫》應該也具有童蒙

讀物的性質。再者，宋普濟《五燈會元》卷十二“香山蘊良禪師”條有：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剎竿頭

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⑦

禪門所謂初機，意指初學入門。此借世俗教育爲喻，其突顯“上大人”於童蒙

教育中作爲小兒識字、初學讀物的性質極爲明顯。又《雪巖和尚語錄》中更將

《上大人》與《論語》、《孟子》、《毛詩》等同列爲小學教材之一。《雪巖錄》云：

曰：那裏似世問村秀才，教小學，自《上大人》，讀到《論語》、

《孟子》、《毛詩》、《周易》一般。⑧

從這些記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大人》通俗蒙書的性質，其除了是民

間童蒙識字教材外，更是兒童習字的主要仿書。宋朝末年陳元靚《事林

廣記》丁集《速成門》中“小兒寫字法”條則明白地提到：

寫字不得惜紙，須令大寫，長後寫得大字。若寫小字，則拘手

腕，長後稍大字則寫不得。予親有此弊也。寫字時，先寫“上大”二

字，一日不得過兩字，兩字端正，方可換字。若貪字多，必筆老（潦）

草，寫得不好。寫得好時，便放歸。午後亦上學。⑨

文中所說的寫字時先寫“上大”二字，就是“上大人”二十五字的前

二字。可見《上大人》一直是宋元明清以來兒童習字描紅的常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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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姚旅《露書》卷七有載：

蒲陳山頭一禮宮，因就頹更作，於梁上得宋時歷日及童子仿紙

一本，仿書即“上大人孔乙己”詩。⑩

這說明《上大人》既是童蒙讀物，在宋代同時也是作爲兒童仿紙之用。

又如元謝應芳《龜巢集》卷十八“學書”條說：

字書之學，訓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以爲點畫簡易

而易習也。然所謂三千，七十，殆若指孔門弟子而言，是則第四字

乃聖人名諱，理合回避，豈宜手之口之，以讀萬世帝王之師乎？其

末兩語之乖剌尤甚。故某不揣狂瞽，嘗易之數與方名云云。瑏瑡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十也說：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

“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

凡鄉學小童，臨仿字書，皆仿於此，謂之描朱。瑏瑢

清俞樾《補自述詩》寫道：

嬌小曾孫愛似珍，憐他塗抹未停勻。晨窗日日磨丹矸，描紙親

書“上大人”。

宋元人之所謂“摹朱”、“描朱”，明人又稱“仿紙”，即今所謂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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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宋晁補之《胡戟秀才效歐陽公集古作琬琰堂》詩：“長年囊楮況易

擲，兒作摹朱婦遮壁。”瑏瑣元馬致遠《薦福碑》雜劇第一折：“［么］則這寒

儒，則索村居，教伴歌讀書，牛表描硃。”瑏瑤

宋元明以後，兒童開筆習字，大都以《上大人》二十五字作爲描紅摹

本之一，流行不替。今年八月余參加敦煌研究院舉辦的“２０００年敦煌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前往黃山，在屯溪老街歙硯舖上喜見有《上大

人》習字描紅之版刻一方，後承店主割愛。此版刻高１６．４公分，寬２１．３

公分，厚１．６公分。左右各三欄，每欄六格，版心有“　月　日”，全文

爲：“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學生　
習字一幅呈正。”足見民國以來民間學子習書尚流行以《上大人》作爲描

紅。茲附版刻照片影本如下，以供參考。

又彰化鹿港民俗博物館亦收藏有《上大人》的版刻一方。版心雙魚

尾，有“入德之門”及“東源”等字，每半葉五行。其文如下：

１上大人孔乙己化三

２千七十士爾小生八

３九子佳作仁可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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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也學生　　　習字

５天運　年　月　日

四、《上大夫》的時代與流傳

（一）《上大夫》的時代

在敦煌文獻尚未發現以前，對於《上大人》的時代，大多不知所自，

或因缺乏明證而說法不甚了了。如清俞樾《補自述詩》自注云：

小兒初學字，以朱字令其以墨描寫，謂之描紙。“上大人，孔乙

己”等二十五字，宋時已有此語，不知所自始。僧寶雖未能書，性喜

塗抹，每日爲書一紙，令其描寫。

清褚人獲《堅瓠壬集》卷四“上大人”條下也說：

小兒初習字，必令書“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

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瑏瑥

其間也有學者根據宋代編纂的禪宗語錄所載唐人提及“上大人，丘

乙己”一事，因而以爲唐末先有此語，至北宋時爲小兒所誦習。如：清

翟灝《通俗編》有云：

葉盛《水東日記》：“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按《傳燈錄》，

或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丘乙己。”《五燈會元》

郭功甫謁白雲……據此則知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

文特取筆畫簡少，以便童蒙，無甚義理。祝氏說，傅會無指。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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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敦煌遺書中保存有《上大夫》寫本多件，均出自學童之手，有此實

物，足可證明其北宋之前已流行於敦煌地區。同時根據敦煌本的抄寫

情形，亦可確定其爲小兒所誦習。至於其始自何時，似可根據寫本抄寫

時代的推測並結合文獻推測其產生的下限。

現存七件敦煌寫本《上大夫》中，Ｓ．６９６０有題記“乙酉年五月十五

日夫人西宅索奴子”，Ｐ．３７９７有題記“開寶九年丁丑年四月八日王會”、

“維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三月十三日寫子文書了”，Ｐ．４９９０ｂ卷末有“咸

通十年”字樣。Ｓ．６９６０“乙酉”可能爲唐懿宗咸通六年（８６５），或後唐莊

宗同光三年（９２５），或宋太宗雍熙二年（９８５）；Ｐ．３７９７“開寶九年”爲丙子

年，即９７６年；Ｐ．４９９０“咸通”則是唐懿宗年號，“咸通十年”即８６９年。

除了上述七件《上大夫》寫本外，Ｓ．１３１３《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

序釋》第七則解釋“言滿半滿於言派者”說：

言滿半滿於言派者，且如世小兒上學，初學“上大夫”等爲半

字，後聚多字成一字者，今盡識會爲滿字。初爲淺根之人說，應四

諦十二因緣等小乘之教。

按：Ｓ．１３１３《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釋》，作者不詳。原無題，據內

容擬題。此注疏對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的序言逐句進行

疏釋，卷末有題記“辛酉年十二月十二日竟了”、“辛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了”。從內容及題記推知，應是某人於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兩天講說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的記錄。曇曠（？—７８８）生於河西建康

（在今甘肅張掖、酒泉之間），出家後先在家鄉學習大乘佛學，後到長安

（今陝西西安）西明寺專攻《大乘起信論》和《金剛般若經》。寶應二載

（７６３）到敦煌，爲“傍求衆義，開決疏文”，又撰寫《大乘入道次第開決》、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晚年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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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大乘二十二問》，回答吐蕃贊普提出的有關大乘佛學的二十二個

問題。在敦煌居留達二十多年，對大乘佛學在敦煌的流傳有重要貢獻。

敦煌寫卷年代吐蕃佔領敦煌期間（建中二年至大中二年），但稱紀年，不

稱年號，辛酉年當是唐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或唐武宗會昌元年（８４１）。

綜合寫卷資料，可見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間敦煌地區學子已流行用“上大

夫”來習字。

（二）《上大夫》的流傳

童蒙讀物的編纂具有時代性、區域性與階段性，編纂每每與時俱

移，隨時改易，因此一般流行期大多極爲短暫。《上大人》自唐代流傳以

來，一直是歷代童蒙識字、習字的通俗蒙書。清翟灝《通俗編》卷七《文

學類》“上大人”條據《五燈會元》以爲：“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

誦矣。”宋釋慧明《五燈會元》卷四“睦州陳尊宿”條提及“上大人”，按：

陳尊宿即陳蒲鞋，唐僖宗時人，其時已引用及此，則“上大人”在唐代必

已盛行。再者敦煌寫卷存有多件《上大夫》的學童抄本與雜寫，尤其是

Ｓ．１３１３《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釋》解釋“言滿半滿於言派者”見引

有“上大人”。凡此除證實唐時已流傳外，更突顯其流傳之廣遠，同時也

呈現出學童學習之實際情況。

元方回《桐江續集·丙申歲生日七十自賦》詩中也提到：

先君無罪謫封川，天畀遺孤出瘴煙。忽到古稀年七十，猶思上

大化三千。瑏瑧

方回有感時光匆匆，倏乎年已古稀，然孩童之時讀誦、手寫《上大人》之

情景令人懷想，歷歷如在目前。可見《上大人》作爲民間童蒙識字、習字

教材在元代以前，已非常普遍，連方回小時候也都經歷過。元高明《琵

琶記》卷上第十七出《義倉賑濟》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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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白］：“老的姓甚名誰？家裏有幾口？”［丑白］：“老的姓丘名

乙己，住上大村，有三千七十口。”［淨］：“胡說”［丑］：“告相公：上

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末］：“一口胡柴。”瑏瑨

明時，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多提及“上大人”。如吳承恩《西遊

記》第八十五回“心猿木妒母，魔主計吞禪”中有：

（八戒）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裏哼阿

哼的，又不會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瑏瑩

明章鳳翔《玉環記》第六出［淨白］有：

念學生入儒林，懶讀書，怕作文。寫的字，“上大人”。瑐瑠

這些載籍在在顯示出當時《上大人》必然是家喻戶曉的兒童通俗讀物。

清朝時《上大人》也普遍流行於蒙館。如褚人獲《堅瓠集》戊集卷三“館

師嘆”條，言其有《硯田詩笑》一帙，計七言律詩四十首，其中便有：

先生虛話說難全，實景描寫更可憐；馬眼格橫“丘乙己”，梅花

茢倒“去求仙”。二釐一管羊毛筆，五個三張麵袋簾；鐵硬紫硃稀爛

墨，亂批習字點而圈。瑐瑡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五引王虛中《訓蒙法·寫字》寫道：

寫字時，先寫“上大”，二三日，不得過兩字，兩字端正，方可換字。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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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孔乙己》寫道：

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

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瑐瑣

又臺灣嘉義玉珍書局出版的臺灣歌仔册《錯了閣再錯勸世歌》中，也有

這樣幾句：

小弟讀書真多款　上大人仔讀到番　我身讀書上大斷　出來

不時甲人冤

我身讀書不識字　詩經讀透千家詩　軒開來看全袂記　閣再

去讀二三年

由上可見“上大人”自唐代以來，歷經宋元明清，乃至民國初期，即

使今天現代化教材盛行下，《上大人》一直在民間識字、習字教育中扮演

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其自唐以來，流傳千年，不可不謂久遠。

五、《上大夫》與俗文學

童蒙讀物在普遍流行的過程中，往往会出現檃括內容的詩歌。如

作爲學童必讀的儒家典籍《孝經》，在敦煌發現的寫本中有《新集孝經十

八章皇帝感》，便是以十八首《皇帝感》檃括《孝經》十八章經文。南宋更

有關本雜劇《孝經借衣爨》、《大孝經孫爨》，而元陶宗儀《輟耕錄》中亦載

有金元院本《孝經孤》、《擂鼓孝經》等。尤其是蒙書《千字文》、《三字經》

等，爲一般人所熟知，內容更是每每被用來嵌入歌讚俗曲，如劉半農、李

嘉瑞所編的《中國俗曲總目稿》中，便有北京刻本及濟南義和堂刻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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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經五更》，內容即嵌有《三字經》字句，如：

一更裏，家人嘆連聲，奴勸丈夫當自警。“方少時”與你成婚

配，從來未見過“勤有功”。不想“親師友”，難免“運不窮”。咱的家

產本是“高祖興”，咱那父本是“傳二世”，萬貫家財“彼既成”。瑐瑤

作爲童蒙識字習字教材的《上大人》也是一樣，成爲俗文學的題材，

如前所提及《姑妄言》、《琵琶記》等，或入小說以鋪陳，或入戲曲而宣說。

此外民間歌謠或文章也往往將《上大人》的二十五字鋪陳，鑲嵌入詩。

如陳益源教授曾於福建武夷山永豐寺見到丁丑年六月十九日啓建“頂

禮《梁皇寶懺》求福功德道場”，有“寒林孤魂斛食佈告”，將《上大人》的

內容融入布告中，以紅紙抄寫貼於案上。瑐瑥茲附陳教授所提供之照片，

並錄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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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佛法“上大人”

南朝聖賢“孔乙己”

斛食衣財“化三千”

賑濟汝等“七十士”

利生齋主“八九子”

改往修來“爾小生”

回心向善“佳作仁”

今生歡喜“知禮也”

這樣運用《上大人》的內容，可見其普遍流行而深入人心之一斑。

余曾於“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見《臺灣俗曲集》中也有《上大人歌》刻本

一種。此種《上大人歌》係閩南歌謠“七字仔”，全篇以二十五首七言絕

句分別將《上大人》的二十五字依序嵌入各首首句，二、三、四句則統攝

普遍流行於閩南地區的歷史演義，依序編唱廿五故事。第二十六首則

爲總結。說明此歌係潮州蕭秀才所編。另，臺灣歌册中，尚有廈門博文

齋書局及黃塗書局出版的《改良上大人歌》，此兩本內容全同。《改良上

大人歌》，內容與《臺灣俗曲集》的《上大人歌》大同小異，除無第二十六

首外，其他間有個別字句不同而已。瑐瑦茲據《臺灣俗曲集》所收迻錄如

下，以供參考。

上字寫來一頭排　編出新歌唱出來　宋郊宋祈親兄弟　狀元

榜眼一齊來

大字寫來兩腳開　杞郎作城喃淚垂　姜女爲著人情苦　千里

路途送寒衣

人字寫來二人全　智遠酒醉睡瓜園　三娘受盡兄嫂迫　一冥

拖磨到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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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字寫來有子才　趙盾被了岸賈害　害死一家三百口　孤兒

報怨天下知

乙字寫來一畫勾　楊雄石秀上酒樓　翠屏山上殺死妻　投上

梁山做賊頭

己字寫來頭一硿　玉蓮捨命去投江　十朋江邊獻紙錢　後來

夫妻得相見

化字寫來兩朋張　楊管好箭共好鎗　射死番軍個個中　救出

翠玉一小娘

三字寫來三畫成　崇禎敗國腳脫靴　李闖李虎盡四散　聖朝

有福見太平

千字寫來頭上歪　三國姜維戰郭淮　姜維有弓又無箭　郭淮

送箭去付伊

七字寫來尾挑上　蒙正當初居破窯　虧得相府千金女　手攀

柳枝過柴橋

十字一畫一豎直　文舉坐堂打李直　李直受打就招認　打開

冷房見玉真

士字寫來相似土　三國猛將是呂布　鳳儀亭下戲貂蟬　殺死

義父董郡侯

爾字寫來是覆謀　項羽烏江不肯渡　蕭何韓信用計智　後來

坐位漢高祖

小字二點在身邊　唱出唐朝郭子儀　七子八婿真富貴　夫妻

相隨一百年

生字一撥在肩上　鶯鶯小姐罵紅娘　賤婢無針不引線　挑得

張拱來跳牆

八字寫來似目眉　唱出山伯祝英臺　二人同學有三年　未知

英臺是女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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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寫來一腳蹺　瓦崗好漢鬧唐朝　敬德單鞭來救主　仁貴

領軍去平遼

子字寫來腳蹺起　李廣慌忙假聖主　兄弟盡忠救國母　虧得

李文中箭死

佳字寫來土重疊　齊天取經難過劫　沙僧八戒拖命走　取出

真經挑返來

作字寫來二豎人　古時竇女棄買臣　買臣後來有官做　馬前

覆水不相認

仁字寫來一豎人　劉備猛將是趙雲　曹操雄兵失計智　救出

阿斗丈坐天

可字寫來有一口　潘章上陣敗軍走　關公雲長來助戰　救出

關興共張苞

知字一口在身邊　哪吒出世落海墘　龍王看見着一驚　抽出

龍筋帶返去

禮字頭上有一留　昭君出塞面憂憂　幾時得見漢王面　斬了

奸臣毛延壽

也字寫來腳蹺蹺　曹操潼關遇馬超　割鬚去袍拖命走　許褚

走來報張遼

編出新歌唱出來　廿五故事照頭排　請問此歌誰人編　正是

潮州蕭秀才

從上錄《上大人歌》全文，不 難 發 現 各 首 第 一 句 都 是 分 解《上 大

人》二十五字各字的字形特色，透過字體的形構解析以加深學習者

的印象。而二、三、四三句則都統攝一則民間故事，藉以灌輸民間歷

史知識，並增加其趣味性，達到學習的效果。統攝的故事主要以家

喻戶曉的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如第九首、第十二首、第二十一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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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首爲《三國演義》，第十九首是《西遊記》，第五首是《水滸傳》，

第二十三首 是《封 神 演 義》，第 三 首 是《白 兔 記》，第 四 首 是《趙 氏 孤

兒》，第十首是《破窑記》，第十五首是《西廂記》等。其他爲民間故事，

如第二首是“孟姜女送寒衣”，第十六首是“三伯英台”，第二十首是

“朱買臣馬前潑水”等。這些也足以顯現通俗蒙書《上大人》與俗文學

關係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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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我國古代蒙學之發源甚早，以今所知見之文獻載籍觀之，早期童蒙

教育主要在於識字。識字教材也每每成爲習字的對象，如梁周興嗣《千

字文》，長久以來都是識字、習字的重要材料。然《千字文》單字多，筆畫

繁，小兒初學寫字則不易入門。《上大人》內容爲“上大人，丘乙己，化三

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等二十五字，筆畫簡單，卻

蘊涵中國文字的基本筆法。此一童蒙教材，因其字少，簡單易學，又合於學

習心理，易收學習成效，因此唐代以來一直是學童識字、習字之最初教材。

宋代以後更是書塾教學童習書、描紅、仿書所常用。直至民國，歷久不衰。

從敦煌文獻中保留的《上大夫》寫本與宋元明清的載籍文獻，乃至民

國以來的小說、故事、歌謠加以考察，既可作爲其唐代流行之真跡實證，

又可清楚過去蒙館、家塾使用此一教材的實際情況，同時又可析論其蒙

書與識字習字之性質。其淵源甚早，流傳亦極悠久而普及，所呈現的文

獻意義與價值實不可等閒視之，當非一般所謂學童“雜寫”、“塗鴉”所能

比。由於其家喻戶曉，耳熟能詳，以至於小說、戲曲、歌謠等俗文學作品中

每每取以鋪陳、宣說或傳唱，其與俗文學之關係與影響又是令人始料未及。

（原載《第五届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出版公

司，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８７—１０４頁。）

注釋：

① 見清梁章鉅《歸田瑣記》，臺北：木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５頁。

② 見明祝允明《猥談》，載《說郛》（宛委堂本）卷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２０９７頁。

③ 見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頁。

④ 見《姑妄言》第九回，載《思無邪匯寶》第３９册，臺北：臺灣大英百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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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

⑤ 見陳慶浩、王秋桂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第１册《臺灣民間故事集》，臺北：
遠流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１７—３１９頁。

⑥ 見涵芬樓本《說郛》卷６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９１１０頁。

⑦ 見《五燈會元》第１２卷，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３５頁。

⑧ 見《雪巖和尚語錄》卷上，載《禪宗全書》第４７册，臺北：文殊文化公司，１９８９
年，第３５４頁。

⑨ 見《事林廣記》，收入《和刻本類書集成》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３頁。

⑩ 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１１１册，臺北：莊嚴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６７６頁。

瑏瑡 見《四部叢刊廣編》第４４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

瑏瑢 同註③。

瑏瑣 見《雞肋集》卷９，載《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３９册，臺北：世界書局，全書第

３８６册第５８頁。

瑏瑤 見《全元雜劇初編》第５册《半夜雷轟薦福碑》，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８５年，葉
五下。

瑏瑥 見清褚人獲《堅瓠集》壬集卷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葉十二上。

瑏瑦 見清翟灝《通俗編》卷７《文學類》“上大人”，臺北：大化書局，１９７９年，第

１５４—１５５頁。

瑏瑧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１１９３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６年，第４９０頁。

瑏瑨 見《古本戲曲叢刊續集》第７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４年，第１４頁。

瑏瑩 見《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０４頁。

瑐瑠 見《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２２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４年，第７頁。

瑐瑡 見清褚人獲《堅瓠集》戊集卷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頁。

瑐瑢 見《正宜堂全書》第８５函，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之２６，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６５年。

瑐瑣 見魯迅《吶喊》，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第２０頁。

瑐瑤 見劉復、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臺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６８４頁。

瑐瑥 見陳益源《“上大人”的來歷》，《國文天地》第１３卷第８期，１９９８年１月。又

收入《臺灣民間文學採錄》，臺北：里仁書局，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７—１３１頁。

瑐瑦 ［法］施博爾《五百舊本“歌册目錄”》另著錄有清刊泉州見古堂辛卯年刊本、
民國三年文德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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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一、前　　言

清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其中大量的

文書保存了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的唐五代字書寫本，使我們在千載之

後，有幸得以一窺唐五代民間識字教育的梗概及唐五代通俗字書的

面貌。

此類字書通俗鄙俚，以致史志多不著錄，後世大多不傳，後人難以

得知，獲睹更是不易。依據事物名稱分類編纂之《俗務要名林》即是當

中極爲寶貴之一種。此一寶貴寫卷資料，早在１９２５年即有劉半農先生

之《敦煌掇瑣》，根據巴黎藏卷Ｐ．２６０９號卷子加以迻錄。①而蔡元培先

生在《敦煌掇瑣序》中曾對此資料之價值加以說明，他說：“又如《刊謬補

缺切韻》、《字寶碎金》、《俗務要名林》等，記當時俗語、俗字，亦可供語言

學、文字學的參考。”②１９５６年姜亮夫教授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

藏》“敦煌的語言文學材料”一節中，亦以Ｐ．２６０９《俗務要名林》爲例，指

出其乃唐代以事務爲類而編輯之一種字典，乃爲適應民間需要而作。③

１９７５年林明波教授《唐以前小學書之分類與考證》一書附錄二《敦煌卷

子中之小學書》，亦根據《敦煌掇瑣》所輯錄之Ｐ．２６０９號加以敘錄，以爲

此書亦“考古俗字、古音之重要資料”。④此外，則有日人慶谷壽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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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１９７６年發表之《敦煌出土の“俗務要名林”》（資料篇）（註五），⑤及

１９７８年發表之《俗務要名林反切聲韻考》。⑥慶谷教授主要根據《掇瑣》

所錄之Ｐ．２６０９號卷子及英倫藏Ｓ．６１７號卷子，彙錄成資料篇，並據其

音注切語以考其聲韻。而最近則有周祖謨教授１９８８年發表之《敦煌唐

本字書敘錄》一文，其“物名分類字書”一節，亦據Ｐ．２６０９、Ｓ．６１７等二寫

卷加以敘錄。⑦

余有志於敦煌字書之整理、研究，蓋亦有年，深感敦煌寫本字書率

多殘卷缺題，宜全面普查，分類整理研究，曾試撰《敦煌寫本碎金系字書

初探》、《敦煌寫本字書緒論》等文，⑧以爲：除諸家所提及的Ｐ．２６０９及

Ｓ．６１７外，Ｐ．５００１亦 是《俗 務 要 名 林》之 殘 卷；而Ｓ．３２７７、Ｓ．６２０８、

Ｐ．３６４４、Ｐ．３７７６等四寫卷，就內容、體制而論，雖無音釋，然其依名物分

類編列，當可視爲與《俗務要名林》相類之字書。又，歷來諸家所論率皆

着眼於《俗務要名林》所保存的音注切語於聲韻研究之價值，對於此書

有關的其他問題則少及之。余意以爲《俗務要名林》此類書式之通俗要

用字書，其淵源甚早，而影響亦深。因不揣淺陋，試撰此文，以探討此寫

卷之性質、體制淵源，論述其與後世宋、元、明通行之《詳備碎金》、《應用

碎金》、《寰宇雜記》等一類書籍之關係，並考察其於反映唐代社會生活

與語言實況之價值。千祈博雅方家有以教之。

二、寫 卷 敘 錄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索引部分著錄有“《俗務要名林》（一卷）”，其

下注云：“Ｓ．６１７（存日辰部、養蠶及機杼部、女工部、綵帛絹布部、珍寶

部、香部、彩色部、數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肉食部、飲食部、雜

畜部、獸部、蟲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船部、車部、火部、水部）、

Ｓ．３２２７（存□□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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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屏障部、花釵部、綵色部、□□部）、Ｐ．２６０９（一卷）、Ｐ．３７７６（存天地

部、陰陽部、年載部、地部、郡邑部、丈夫立身部）、Ｐ．５００１（存男服部、女

服部、親族部、宅舍部）。”⑨而《掇瑣》僅錄Ｐ．２６０９，慶谷氏及周祖謨教

授則益之以Ｓ．６１７。今細檢寫本，則可確知屬於《俗務要名林》殘卷者，

計有Ｓ．６１７、Ｐ．２６０９及Ｐ．５００１三寫卷。茲分別敘錄如下：

（１）Ｐ．２６０９號

卷子本，有四界，絲欄。

首缺尾完。分作二段，首段存１６４行。

起：“ 十撮爲一勺 下章
略反　十勺爲一合 下古

答反　十合爲一升　

一斗　十斗爲一斛下胡
木反。”

迄：“ □半
反 　沔 彌演

反 　涴 於元反以上
三水在襄州　洲　 水流

急處　

湍灘之別名
土官反 。”

第二段存２１行。

起：“ 　□□　 □
反　人參草藥也，下

疏林反 　甘草上古
南反。”

迄：“橖柱上丑庚反，
下智主反 　棡舉也，

名郎反　舁棡移物置他處也，
延諸反，亦與魚反。”

尾題：“俗物要名林一卷。”

按：此卷殘存［量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酒部、肉食部、飲

食部、聚會部、雜畜部、獸部、鳥部、虫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舟

部、車部、戎仗部、［水部］、［藥部］、手部。

（２）Ｓ．６１７號（Ｇ．７８００）

卷子本，４８０公分，灰黃色紙，首尾俱缺，存２１５行。

起：“小
呼訝反□□　

丁感
反 　罐 水罐也，

古亂反 　
木也，
他郎反 　桶 他孔

反 　拈

剉物也，
知林反 　 。”

迄：“黶面上有黑子
　 　吃語難居

　 　瞷目動也
　 　□　目連□

　 　 。”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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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卷殘存［器物部］、田農部、養蠶及機杼部、女工部、綵帛絹布部、珍

寶部、香部、彩色部、數部、度部、量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肉食

部、飲食部、聚會部、雜畜部、獸部、鳥部、蟲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

船部、車部、火部、水部、疾部。其自第７４行“爲一撮 下七
活反　十撮爲一勺

下章
略反　十勺爲一合下古

答反　十合爲一升”起，與Ｐ．２６０９號第一行同，故知此

卷亦爲《俗務要名林》之殘卷。

（３）Ｐ．５００１號

卷子本，首尾俱缺，存４１行。

起：“ 主
反 臍音

齊
□□□
禮反 膝音

悉 脛膝下骨，
□□反 腨　

□□。”

迄：“ 　鄣下章
亮反　幞幞音符

玉反 　帊小幞子，
普亞反 　裏 子上上向

反下音身

　生子上免
難亡辨反　 　鉗子上巨

嚴反　鏁 ”

按：計存“□□部、親族部、□□部、宅舍部、男服部、女服部”，審其內

容、體式與Ｓ．６１７號及Ｐ．２６０９號一致，當亦是《俗務要名林》之殘卷。

三、《俗務要名林》之性質與體式

（一）《俗務要名林》之性質

《俗務要名林》，所謂“俗務”，蓋指世俗間之各種事務；“要名”，則指

重要常用之事務名稱、文字。由此書之命名取意，可知敦煌寫本《俗務

要名林》乃針對民間日常生活中各種常用重要之語彙加以分類編排，以

求便於檢閱并供學習之通俗要用字書。

考我國古代，除官學、私學外，在各城鎮、農村尚有“閭里書師”從事

訓蒙之私塾蒙館，其教學之對象大半爲未成年之兒童、青少年；其教學

之目的，則主要在教導學童識字，附帶灌輸日常生活所需之常識及道德

規範。而在農村，一般孩童入學，但求能識字、寫信、記賬而已，因此教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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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之編纂多以教授童蒙識字爲主。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史籀篇》

者，周時史官教小學書也。”而秦漢以來，代有所編，唯諸書已佚，今存者

僅史游之《急就篇》而已，其後則有梁周興嗣之《千字文》，此二書一出，

遂成爲隋唐時期童蒙之主要識字課本。除此之外，亦有因時因地而編

之各種雜字書，卷帙與種類可謂繁多，而內容與體制亦雅俗共存，同時

深具地方性。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即唐時流行字書之一種，其形式

蓋承古代字書《爾雅》、《急就篇》一類而發展，其內容則較《急就篇》、《千

字文》更爲通俗，深具地方性與通俗性。

《急就篇》爲西漢元帝時史游所編，是我國現存最早之識字、寫字教

材，成書時間約在公元前４０年。其開端云：“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

物與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之務之必有喜。請

道其章。”其後則以三言韻語列舉１３２個姓字，其次於“姓名訖，請言務”

後即以七言韻語將有關錦繡、染色、絲帛、稻粱、蔬醬、果餌、衣襦、針縷、

履襪、金屬、器用、竹木、魚蝦、席帳、飾物、珠玉、樂器、膾炙、酒釀、人體、

弓矛、車輿、轡勒、房屋、農具、六畜、鳥獸、疾病、醫藥、喪祭等類常見事

物之名目加以臚列。⑩由於《急就篇》具有集中識字、整齊押韻、注重實

用、知識面廣等特色，因此自漢魏以後即廣爲私塾採納，用爲識字之課

本，南北朝時亦普遍用作初學識字之教材。大致從唐以下，其作用始漸

次降低。詳審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雖非歌括式，亦非韻語式，全書

採分類立部之編排方式。然其審內容，不難發現其基本性質與《急就

篇》相似，均爲民間日常生活事物之名目。而較之《急就章》，更能反映

唐代民間教育之主要目的乃在於識字、記賬、寫信，以應付日常生活之

實際需求。

（二）《俗務要名林》之體式

就今所得見之敦煌寫卷Ｐ．２６０９、Ｓ．６１７及Ｐ．５００１等《俗務要名林》

殘卷，從殘存之［器物部］、田農部、養蠶及機杼部、女工部、綵帛絹布部、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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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部、香部、彩色部、數部、度部、量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

［酒部］、肉食部、飲食部、聚會部、雜畜部、獸部、鳥部、蟲部、魚鱉部、木

部、竹部、草部、船部、車部、戎仗部、火部、水部、疾部、藥部、手部、□□
部、親族部、□□部、宅舍部、男服部、女服部等觀之，此書顯係採取六朝

以來類書分類立部之體式，將民間日常生活所需之語彙加以分類編排

之字書，亦即具類書之體式。因此在殘卷缺題之情況下，Ｐ．５００１即被

視爲類書。

考首開依內容性質分類釋詞體例之先河者，當推《爾雅》一書。今

本三卷，按十九類分爲十九篇，分別爲：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

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

釋獸、釋畜。其爲我國古代第一部訓詁名著，亦是經師解釋六經之訓詁

彙集，爲讀經者必備之工具書，後人均將之視爲經學之附庸，古列在十

三經之列。而其名書之取義“爾，近也；雅，正也”，其重要與雅正可知。

我國現存最早之識字、寫字教材西漢史游之《急就篇》，其體式雖爲

七言及三言韻語，但就其識字功能與分類之特色而論，當是魏晉南北朝

“要用雜字”書與《俗務要名林》之濫觞。因此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一

類以名物分類編排之字書，就其體式而言係《爾雅》、《急就篇》之支流餘

裔。然其收錄之語彙，則以日常生活之用語爲主，大抵爲俗語俚詞，而

非正經正史之雅正。究其性質，實爲因應民間日常生活之需而編，而其

編纂亦以標舉名物爲主，並施以音讀，此與《爾雅》之以釋義爲主迥異，

而與六朝以來流行的雜字一類相近。

按：六朝要字、雜字之作甚多，據林明波教授《唐以前小學書之分

類與考證》所錄則有郭卿《雜字指》、周成《雜字解詁》、葛洪《要用字苑》、

殷仲堪《常用字訓》、王義《文字要記》、張揖《雜字》、謝康樂《要字苑》、鄒

誕生《要用字對誤》、鄒里《要用雜字》、王劭《俗語難字》、《雜字要》等十

二種。瑏瑡惜今皆不傳，無法持與相較，以明其關係。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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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今所得見的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殘卷Ｓ．６１７、Ｐ．２６０９及

Ｐ．５００１三卷殘存之部名，臚列如下，以供參考：

Ｓ．６１７號

器物部（殘存語詞）５７
田農部９８
養蠶及機杼部２６
女工部４５
綵帛絹布部４５
珍寶部２０
香部１０
綵色部１９
數部６
度部９
量部９ ［量部］殘存６
秤部７ ［秤部］７
市部２３ ［市部］殘存２２
果子部３６ 果子部３６
菜蔬部３４ 菜蔬部３４
［酒部］２０ 酒部２０
肉食部１０ 肉食部１０
飲食部７０ 飲食部７１
聚會部４８ 聚會部４８
雜畜部３９ 雜畜部９３
獸部３３ 獸部３４

　

Ｐ．２６０９

鳥部４５ 鳥部４８
虫部４１ 虫部４５
魚鱉部４９ 魚鱉部５６
木部３８ 木部４２
竹部１０ 竹部１１
草部３３ 草部３３
船部２１ 舟部２１
車部１３ 車部２４
火部４１
水部４８
疾部殘存４

戎仗部３６
水部殘存１７
藥部殘存３
手部６６
俗務要名林一卷

Ｐ．５００１

□□部

親族部

□□部

宅舍部

男服部

女服部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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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俗務要名林》與類書

敦煌寫本依類立目之字書，體製易與後世類書相混。《俗務要名

林》分別部居，標舉名目，其體式均與類書無二。姜亮夫在《敦煌———偉

大的文化寶藏》及《敦煌學概論》中，即以爲：《俗務要名林》應是唐代的

一種字典。全書按事物分類編排，每類常用物名若干，然後逐一注上音

義。……這種 分 義 類 的 編 輯 法，是 六 朝 以 來 的 類 書 體 式，民 間 所 習

用。瑏瑢正因具類書之體式，且在殘卷缺題之情況下，此類字書往往被視

爲類書，如Ｐ．５００１即是。關於字書與類書容易混淆之情形，余嘉錫在

《內閣大庫本“碎金”跋》一文中，即曾說：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

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

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

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瑏瑣

後世與《俗務要名林》體制全同的“碎金”系字書，如：宋刻《重編詳

備碎金》、明本《大字應用碎金》等，歷來諸家目錄皆收入“類書類”，即不

難理解。事實上，分類立部乃最便於檢閱之編排方式，無論要用雜字書

或類書，頗多採此體式。而今存《俗務要名林》之部類亦與初唐著名類

書《藝文類聚》、《初學記》頗多相同，茲舉《藝文類聚》一書所分之四十七

部爲例，以便與《俗務要名林》相較。

《藝文類聚》全書一百卷，計分天部、歲時部、地部、州部、郡部、山

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儲宮部、人部、禮部、樂部、職官部、封

爵部、治政部、刑法部、雜文部、武部、軍器部、居處部、產業部、衣冠部、

儀飾部、服飾部、舟車部、食物部、雜器物部、巧藝部、方術部、內典部、靈

異部、火部、藥香草部、草部、寶玉部、百穀部、布帛部、果部、木部、鳥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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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鱗介部、蟲豸部、祥瑞部、災異部等四十七部。瑏瑤

除部類相同外，《俗務要名林》所收錄之名目亦有多見於《藝文類

聚》各部下之子目者。茲舉一二類爲例，以見一斑。

《俗務要名林》 《藝文類聚》

果　子　部 果　　　部

李、柰、柑、橘、橙、棗、梬 棗、栗、梨、林

檎、枇杷、梅、杏、椑、柿、石榴、桃、鳥勃、
榠樝、木瓜、櫻桃、蒲陶、菱、蓮、荷、藕、
茈、甘蔗、瓠子、芋子、瓜、青、黃、
胡、瓟、埯

李、桃、梅、梨、甘、橘、櫻 桃、石 榴、柿、
樝、柰、棗、杏、栗、胡桃、林檎、甘藷、沙

棠、椰、枇杷、燕奧、檖、蒟子、枳俱、柚、
木瓜、杜梨、芋、楊桃、葡桃、檳榔、荔枝、
益智、椹、芭蕉、甘蔗、瓜

　　其中有同有異，正可說明《俗務要名林》民間通行之要用雜字書的

通俗性與地域性，與正統類書《藝文類聚》典雅性質之差異。

四、《俗務要名林》之時代

《俗務要名林》之成書年代，由於歷代史志均未見著錄，而今所知見

之敦煌寫卷Ｓ．６１７、Ｐ．２６０９及Ｐ．５００１三抄本均無年代與題記可資考其

年代。然英人翟理斯著錄Ｓ．６１７（Ｇ．７８００）時，疑其爲七世紀寫本。而

慶谷壽信教授《敦煌出土の“俗務要名林”》（資料篇）一文認爲：虎，音

武，可能是避李淵之祖父襄公之名諱。瑏瑥周祖謨教授《敦煌唐本字書敘

錄》則以爲“由‘虎’字下避諱音‘武’來看，可能就是出於唐人之手”。瑏瑦

按：Ｓ．６１７及Ｐ．２６０９號“獸部”“虎”字下均注云：“音武。”考唐高祖之祖

父諱虎，字文彬。唐人避諱或缺筆作，或變體作，作、作；或以

武代虎，或改虎爲獸、豹或彪，其例非一。瑏瑧最近黃正建在《敦煌文書與

唐五代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一文中，認爲此卷文字作於唐代，其證據

有二，除“獸部”“虎”字寫作“虎音武”外，並提出“飲食部”中收有“鏎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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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以爲“鏎鑼”此一食品最早出現在唐代。東魏賈思勰《齊民要術》

一書無“鏎鑼”之文字，遼行均編《龍龕手鏡》亦無“鏎鑼”二字，但遼宋時

“鏎鑼”仍存在。而唐代史籍中卻多次記載了“鏎鑼”食品。並且，只有

它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才會被收入《俗務要名林》這樣的事典，所以

《俗務要名林》一定撰於唐代。瑏瑨按：“鏎鑼”又作“畢羅”，是一種有餡的

麵食。唐李匡文《資暇集》卷下有：“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

今字從食非也。”瑏瑩早在梁顧野王（５０２—５５７）《玉篇》“食部”即有：“鏎，

卑吉切。鏎鑼，餅屬也。”“鑼，洛河切，鏎鑼。”瑐瑠因此說《俗務要名林》撰

於唐代則是，若說“畢羅”最早出現在唐代則未諦。

按：《俗務要名林》除“獸部”以“音武，注虎字”外，“鳥部”“鶉”下，

Ｓ．６１７及Ｐ．２６０９注作：“之類也，音純。”“鷂”下注作：“羊照反。”按：

“純”爲唐憲宗李純之名諱，“照”爲則天武后之名諱，寫卷皆不避諱。據

此以推，則此《俗務要名林》之抄本如翟理斯所說，爲七世紀抄本殆爲

可信。

五、《俗務要名林》與其他

字書之關係

　　（一）《俗務要名林》與其他敦煌字書

敦煌寫卷所保存的各類字書中，尚有多種與《俗務要名林》性質、體

制相類似者，茲分別略敘録如下：

１．Ｓ．３２２７號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作韓朋賦，背面爲本卷。

首尾俱缺，存３３行１４３字。

起：“犁耳　鋤鏵　 　針錐　鑽鎚　釘□　 。”

迄：“□班　□　 　□　碁紗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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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計存□□部、石器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

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花釵部、綵色部。

２．Ｓ．６２０８號（Ｇ．７８２５、７８０９）

卷子本，長８３．８公分，土褐色紙。正背書，正面爲本卷、“新商略古

今字樣”，背面爲“酒賑”、“十二月相思曲”、“古賢集”。本卷首缺尾完。

：“……竹葉、鶴卵、鵝黃。”

迄：“清濁、醔漉、壓醩。”

按：計存□纈部、飲食部、薑笋部、菓子部、席部、布部、七事部、

酒部。

３．Ｐ．３６４４號

卷子本，首缺尾完，存１１８行。

：“越其資開 邊 　 　奇下璅材視見日暇閑暇。”

迄：“衣裳襤縷白揚檁子參拾筮麻滓。”

按：有分類之實而無分類名目，既無音釋，且內容、體式與《俗務要

名林》不同，當屬雜字類。

４．Ｐ．３７７６號（遺書總目擬爲“小類書”）

起：“天部　天清輕
爲天造化萬物

始 玄穹玄天
穹天旻上旻天

上天日太陽
之精扶桑日出

處 。”

迄：“獵射射獵
　 擊毬打戲

　 放鷹飛鷹
　 奔犬走狗

　 長大身才
　 强壯力壯

　 矬矩。”

按：計存天部、陰陽部、年載部、地部、郡邑部、丈夫立身部。

敦煌寫本編號Ｓ．６１０殘卷，計存１２行，其首題作：“雜集時用要字

壹阡（千）參佰（百）言。”審其內容，係取日常生活中的語彙，以二字爲一

句，如：“昏暗”、“虹霞”、“服飾”、“棉絮”等，分別部居。其體制與《俗務

要名林》頗爲相近，唯字詞下無音釋而已。今殘存部分計有“二儀部第

一”、“衣服部第二”、“音樂部第三”。而Ｓ．３２２７及Ｓ．６２０８二卷雖缺題，

然無論就內容、體制還是性質而言，均與Ｓ．６１０《雜集時用要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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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雜集時用要字》一類的字書。且此二卷字體行款全同，內容相銜，

當是同一寫卷斷裂爲二，應予綴合。

（二）《俗務要名林》與宋元明流行之“碎金”

王重民先生在《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中著錄明初刻本

《碎金》一卷時，云：“敦煌所出‘碎金’，亦有數種，余別擬爲明本大字應

用碎金作一跋，統述其原委，茲不多贅。”瑐瑡而著錄《明本大字應用碎金》

（二卷）時則云：“敦煌所出此種小類書甚多，余久擬檢閱敦煌殘卷，然後

爲此字一詳跋，未能如願。”瑐瑢方師鐸教授在《明刻行書本“碎金”與敦煌

唐寫〈字寶碎金〉殘卷之關係》一文中，將明代流行之“碎金”與敦煌寫卷

《字寶碎金》視爲一類。方教授說：“我很懷疑，這本明刻‘碎金’就是由

唐人的《字寶碎金》演進而成的。它經歷了唐、宋、元、明歷代的修改與

增加，因而成分越來越重，外形愈去愈遠，從原來的四聲分卷，擴充了十

倍，因而成爲四十篇。”瑐瑣事實上，明代所謂“碎金”一類的字書，史志目

錄載錄甚多，甚至今日尚有刻本之流傳。唯此類字書，與敦煌寫本《字

寶碎金》（當稱《字寶》，或《碎金》）、《白家碎金》等相較，無論內容或體制

均相去甚遠，無甚干係，當是同名而異實之作。考後世以“碎金”爲名之

字書，如：宋刻本《重編詳備碎金》、明刻本《碎金》（一卷）、《明本大字應

用碎金》（二卷）等，審其全書，則不難發現其屬於以名物、事類分類排比

編纂以供日常生活之需的字書，與《碎金》、《白家碎金》等專收口頭俗僻

語彙之內容不同；而體制亦與《碎金》、《白家碎金》等不分類，但以平、

上、去、入四聲編排之體制迥異。

考宋、元、明分類語彙之“碎金”系字書甚多，余嘉錫《“碎金”跋》即

列舉《大字碎金》、《通用碎金》、《碎金集》、《碎金精要》、《草字碎金》、《真

字碎金》、《碎金》、《明本大字應用碎金》等多種。瑐瑤余氏於跋中就原書所

載之地名、官制詳加考證，說明明刻行書本《碎金》乃永樂初用洪武本略

改者，而《明本大字應用碎金》（二卷）作於洪武四年以前，同時進一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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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其沿襲宋元本之舊，而疑《碎金》之爲書，在宋元時即已有之。瑐瑥按：

余氏考證綦詳，疑《碎金》當在宋元時已有之，殊不知今日本天理圖書館

即藏有宋刻《重編詳備碎金》，瑐瑦其序文見下圖：

據序文知“編者乃‘今京華張君雲翼’。然其製作當是前有所承，其

原作者雖不可考，然由序文‘舊本刊已歲久’句，其於北宋時代即已成

書。序文之末有‘嘉熙戊戌’字樣，則序文寫於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其所謂

‘今’云者，無疑是指出版者之時代即南宋時代。又據序文，謂張雲翼將

‘舊本’的碎金加以‘增廣’，校訂其謬誤，對其‘真本’更加訂正，於是將

其刊行云”。瑐瑧

余意以爲：後世“碎金”一類之內容、體式，實非由敦煌寫卷《碎

金》、《白家碎金》一類之字書衍化、蛻變而成，其蓋承自《俗務要名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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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字書。以下試將《俗務要名林》與宋刻《重編詳備碎金》、《明本大字

應用碎金》及明刻行書本《碎金》等書之部類條列對照如下：

《俗務要名林》 《重編詳備碎金》 《明本大字應用碎金》 明刻行書本《碎金》

器物部 乾象一瑐瑨 乾象一瑐瑩 乾象一瑑瑠
田農部 坤儀二 坤儀二 坤儀二

養蠶及機杼部 人倫三 人倫七 人倫七

女工部 三教四 三教八 三教八

綵帛絹布部 五常五 五常九 五常九

珍寶部 文官六

香部 武官七

彩色部 司局八 司局八

數部 華夷九

度部 百穀十 百穀廿二 百穀十九

量部 五味十一 五味廿五 五味廿三

秤部 食餌十二 食餌廿四 食餌廿二

市部 菜蔬十三 菜蔬廿三 菜蔬廿一

果子部 果實十四 花果廿七 花果廿五

菜蔬部 綵帛十五 綵帛十八 綵帛十七

酒部 彩色十六 彩色十九 彩色二十

肉食部 珍寶十七 珍寶卅八 珍寶卅六

飲食部 服飾十八 服飾十八 服飾十六

聚會部 水族十九 水族十二 水族十二

雜畜部 飛禽二十 飛禽十一 飛禽十一

獸部 畜獸廿一 走獸十 走獸十

鳥部 蟲豸廿二 蟲豸十三 蟲豸十三

虫部 家生廿三 家生卅四 家生卅二

魚鱉部 屋宅廿四 屋宅卅一 屋宅廿九

木部 舟船廿五 舟船卅二 舟船三十

竹部 農器廿六 農器廿一 農器十八

草部 工具廿七 工具三十 工具廿八

船部 蠶織廿八 蠶織二十 蠶織十五

車部 書籍廿九 書籍十四 書籍十四

戎仗部

火部 兵革三十 兵革卅五 兵革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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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俗務要名林》 《重編詳備碎金》 《明本大字應用碎金》 明刻行書本《碎金》

水部 鞍乘卅一 鞍乘卅三 鞍乘卅一

疾部 漁獵卅二 漁獵卅六 漁獵卅四

技樂卅三 技樂卅七 技樂卅五

竹木卅四 竹木廿八 竹木廿六

藥部 花藥卅五 香藥廿六 香藥廿四

手部 身體卅六 身體卅九 身體卅七

□□部 疾病卅七 疾病四十 疾病卅八

親族部 爭訟卅八 爭訟四十一 爭訟卅九

□□部 藝業卅九 藝業廿九 藝業廿七

宅舍部 應用四十 應用四十二 應用四十

男服部 州郡三 郡邑三

女服部 帝王四 帝王四

品官五 資格五

易卦十五

筭法十六

未入流六

　　由上列對照可知，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實爲宋、明“碎金”系字

書之來源無疑，唯後世“碎金”系字書，多臚列事物品名，甚罕注音釋義，

此與Ｓ．３２７７、Ｓ．６２０８號等要用雜字類字書似乎較爲接近。不過宋刻本

《重編詳備碎金》，尚保有《俗務要名林》一類於字下注切語或直音之遺

風，如“乾象篇第一”十二時下有“日昳 徒結
切 ”，廿四切氣下有“驚蟄 直立

切 ”、

“處昌守
切 暑”，此爲注以切語者；而時刻下有“發 櫑 雷去

聲 ”，氣 候 下 有“溫

燠郁”，乾象下有“霜霰線”、“月珥耳”、“薄蝕食”、“靉靆代”，則爲施直音

者。此外，間有於名目下釋義者，如：“乾象篇第一”乾 象 下 有“霧 露

天氣下曰霧，
地氣上曰露 ”。明本亦然，如《明本大字應用碎金》“乾象篇第一”時刻下有

“發櫑雷去
聲 ”，“坤儀篇第二”五嶽下有“華山 華州

音畫”，坤儀下有“港泒 匹買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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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墅種與
切 ”、“疃吐管

切 町”、“火衖弄”、“闤環 闠胡對
切 ”、“橋堍兔”、“堰洪紅”。明

刻行書 本《碎 金》“乾 象 篇 第 一”時 刻 下 有“發 櫑 雷去
聲 ”，氣 候 下 有“溫

燠郁”，天文下有“霰音
線

音
索”，“坤儀篇第二”地儀下有“港泒 匹買

切 ”、“漢漊

力斗
切 ”、“村墅坤與

切 ”、“疃吐管
切 町”，形勢下有“岑崟音

吟”。

（三）《俗務要名林》與《新刻寰宇雜記》

除上述宋刻本《重編詳備碎金》、明刻本《碎金》一卷及《明本大字應

用碎金》二卷等外，明萬曆間浙江錢塘刻書家胡文煥所輯之《格致叢書》

中，有《新刻寰宇雜記》一種。按：《格致叢書》世所流傳，卷帙不一。胡

氏所刻各種叢書所收子目互有異同，且多寡有別，其所收各書也多任意

删節變換。《澹生堂書目》、《匯刻書目》及《四庫簡明標注》均著爲初編

四十六種，二編三百三十四種；《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中，則著錄一百

八十一種，並注“較他本稍備，或爲全帙歟”；《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美

國國會圖書館藏本爲一百五十六種；《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爲一百六十

八種。之所以如此，蓋因明代書賈爲求牟利，隨印數十種，隨刻一目錄，

甚至隨定一名，意在新人耳目，冀其多售，以致有此紛淆雜亂之情形。

今遍檢“中央圖書館”及“故宮圖書館”藏之各本《格致叢書》及北京

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所著錄之各本《格致叢書》，均未見收有《新刻寰宇

雜記》，後得友人之助抄得王重民先生所謂之《新刻寰宇雜記》全帙二

卷。其目如下：

新刻寰宇雜記　目錄

　上卷

乾象第一　　　　　　　時令第二　　　　　　坤儀第三

郡邑第四遵依大明官制　 帝王第五　　　　　　文資第六

武資第七　　　　　　　官職第八已上遵官制　 三教第九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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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第十　　　　　　　五常第十一

　下卷

五味十二　　　　　　　食餌十三　　　　　　百穀十四

蔬菜十五　　　　　　　百花十六　　　　　　果實十七

香藥十八　　　　　　　竹木十九　　　　　　蠶織二十

綿帛二十一　　　　　　彩色二十二　　　　　珍寶二十三

服飾二十四　　　　　　飛禽二十五　　　　　走獸二十六

水族二十七　　　　　　蟲豸二十八　　　　　宮室二十九

舟船三十　　　　　　　工具三十一　　　　　藝業三十二

家生三十三　　　　　　雜具三十四　　　　　鞍馬三十五

兵革三十六　　　　　　漁獵三十七　　　　　技樂三十八

書籍三十九　　　　　　易卦四十　　　　　　筭法四十一

身體四十二　　　　　　疾病四十三　　　　　爭訟四十四

應用四十五　　　　　　人事四十六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本大字應用

碎金二卷”，有云：“是書（《明本大字應用碎金》二卷）凡四十二目，《寰宇

雜記》乃有四十二目，非胡文煥所增，即文煥以前人所增也。《州郡》、

《官職》之類，胡刻《雜記》依明制加詳，殆明中葉時人所爲也。”瑑瑡持《寰

宇雜記》與宋刻本《重編詳備碎金》、明刻本《碎金》一卷、《明本大字應用

碎金》二卷相較，則知《寰宇雜記》除部目增爲四十六目外，亦有少數部

目有所分合，各部之內容亦隨時代而有所增損。可知此類通俗要用雜

字書乃爲民間普遍流行之日常必備書籍，且因應各個時代的實際需求

或具体内容有所調整，或變易書名，然究其源則無二致。

（四）《俗務要名林》與後世之要用雜字

“要用雜字”，是承襲《急就篇》、《千字文》一類童蒙識字課本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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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之通俗字書。此一體類之字書起源亦早，《隋書·經籍志》即著錄

有後漢郭顯卿撰之《雜字指》一卷，可見漢時已有雜字類字書。後代此

類編著名目繁多，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體例不一，要皆屬於歌

括體的百姓通俗雜字書。如明清以來之《四言雜字》、《五言雜字》、《七

言雜字》、《益幼雜字》、《創業雜字》、《士農工商買賣雜字》、《包舉雜字》、

《捷徑雜字》等等均是。瑑瑢而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正是上承《爾雅》、

《釋名》分類體制，與《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字書相类；下啓宋、元、

明《碎金》一類小類書型之字書，開民間通俗實用之雜字書之先河。

例如《益幼雜字》，其非歌括式之字書，全篇五千多詞，既不連屬成

文，亦不編爲韻語，而以類編排，分爲五穀、蔬菜、雜、人物等六十類，當

是《俗務要名林》一類之支流餘裔，只是規模更加擴大而已。清康熙年

間王相所編《世事通考雜字》亦是此類之演變，分類更細，收詞更多。又

如清乾隆庚戌刊行之《六言雜字》，雖爲六言韻語，然全篇分天文、地理、

人物、時令、人事、身體等二十四類。而民國十七年富記書局所出木刻

本《捷徑雜字》雖採四言韻語，然標有人事、人情、農事、園蔬、雜貨、器

皿、什物等七類，“園蔬”類之“小菜時蔬，大蒜蔥韭。蘿卜白菜，晶子芋

頭，冬南苦瓜，茄子辣椒”，“雜貨”類之“楊梅柚李，板栗核桃。桂圓南

棗，蓮子冰糖。瓜子花生，橄欖檳榔”，都爲日常所用之名物語彙。民國

初期所編四言韻語之《農村雜字》，除序言外，全篇亦分身體、修養、農

具、農事、農產、家具、土木、工藝、女紅、布匹、交通、商業、花木、禽獸、鱗介、

蟲類、礦物、親屬、簿記、迷信、時令、社會、氣象等二十三類。瑑瑣

凡此均可窺見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於民間通俗雜字書發展史上

之地位，而從其通俗性與地域性之特色觀之，亦不難發現其承先啓後之

一脈關係。採分類立部之編排方式，以編錄民間日常生活事物名目之

實用性，更反映自來民間以識字、記賬、寫信作爲童蒙教育的實際需求

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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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俗務要名林》反映之

唐代生活面貌

　　姜亮夫《敦煌學概論》中評估《俗務要名林》的價值時曾說：“書中多俗

字，往往不見於通常的字書和韻書，這同寫書目的———爲俗務要名而作，應

是一致的。所以，它無疑是唐代社會，尤其是敦煌地區的社會生活的寫真，

可以從中考見當時語言情況和社會情況。”瑑瑤的确，於今而言，《俗務要名

林》對於研究唐代社會生活而言，無疑是一極爲寶貴的資料。例如從“飲

食部”中所收入的許多食物名目，可考見當時民間的實際飲食狀況。

如Ｐ．２６０９《俗務要名林》“飲食部”有：

洮、淅、炊、饙、、餾、蘇、酪、蜜、油、溲、煎、煮、瀹、煠、缹、

腩、餅、飧、羹、臛、糜、粥、糕麋、黍臛、餛飩、餄餅、脂膇、籠餅、饆饠、

餢飳、膏、糖、餳、饊、粰、、糫餅、膏糫、粔籹、砂綦、糖、

餈、粽、、粉、、、豆、餅腅、、糂、葅、齏、醬、酢、鹽、豉、

酸、鹹、辛、辣、苦、甘、甜、淡、餿、墋、、餉、、黏。

以上從“洮”至“腩”，乃指食物之烹飪方法；而從“餅”至“虀”等，爲主

食與副食；自“醬”至“淡”爲調味；自“餿”至“黏”爲食物的狀況。按：唐歐

陽詢《藝文類聚·食物部》所錄子目，僅“食”“餅”“肉”“脯”“醬”“酢”“酪

蘇”“米”“酒”九類，未足以顯現唐代的飲食生活，尤其不能反映民間飲食

的實際面貌。而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七“酒食”中，除記述了唐

代的食物原料和酒等名稱、飲食掌故，還輯錄了唐以前《食次》、《食經》所

載菜點作法。瑑瑥其中頗多與《俗務要名林》所錄有關，而《俗務要名林》所

錄亦頗有未見於《酉陽雜俎》者，主要反映唐代敦煌及北方地區民間飲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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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活之特色。若能據此與敦煌文獻中之其相關 資 料，如Ｓ．６２０８、

Ｓ．３８３６、Ｓ．５６７１、Ｐ．２７４４、Ｐ．４９０６、Ｐ．４６９３等記載有關飲食名目之寫卷

整理研究，並配合有關史籍，當可較爲全面地瞭解唐代的飲食生活。

《俗務要名林·果子部》：“李、柰、柑、橘、橙、棗、梬棗、栗、梨、林檎、

枇杷、梅、杏、椑、柿、石榴、桃、鳥勃、榠樝、木瓜、櫻桃、蒲陶、菱、蓮、荷、

藕、茈、甘蔗、瓠子、芋子、瓜、青、黃、胡、瓟、埯。”按：東魏賈思勰

《齊民要術》（成書於５３３—５４４）十卷九十二篇，所論涉及農作物栽培、耕

作技術、農具、牧畜、獸醫、食物加工、蔬菜、果樹、茶竹等方面，較系統地

總結了六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經驗。其卷第十《五穀、果蓏、

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果蓏”中，從“棗、桃、李、梨、柰、橙、橘、甘、柚”到“榠、

餘甘、蒟子、芭蕉、扶留”止，瑑瑦所列四十二種中，多半爲《俗務要名林》所有，

而《俗務要名林》中之梬棗、林檎、梅、杏、柿、石榴、鳥勃、榠樝、木瓜、櫻桃、

蒲陶、蓮、荷、藕、茈、瓠子、芋子、瓜、青、黃、胡、瓟、埯爲《齊民要

術》所缺。其有無同異之間，正反映出《俗務要名林》之通俗性與地域性。

（原載《第二届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５０１—５２０頁。）

注釋：

① 見《敦煌叢刊初集》第１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７頁。

② 同上。

③ 見《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

１２４頁。又見《敦煌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年，第６１—６２頁。

④ 見林明波《唐以前小學書之分類與考證》，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１９７５
年，第８０５—８０７頁。

⑤ 慶谷壽信《敦煌出土の“俗務要名林”》（資料篇），《人文學報》第１１２期，１９７６
年１月。

⑥ 慶谷壽信《俗務要名林反切聲韻考》，《人文學報》第１２８期，１９７８年２月。

⑦ 周祖謨《敦煌唐本字書敘錄》，載《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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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１頁。

⑧ 《敦煌寫本碎金系字書初探》，《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７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１７—
１３０頁；《敦煌字書緒論》，《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８期，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８１—１１８頁。

⑨ 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４１頁。

⑩ 參見漢史游《急就篇》，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８９年。

瑏瑡 同註④，第５５０—５５３頁。

瑏瑢 同註③。

瑏瑣 見余嘉錫《內閣大庫“碎金”跋》，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臺北：河洛圖書出

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６００—６０１頁。

瑏瑤 見《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１９７４年。

瑏瑥 同註⑤，第１２４頁。

瑏瑦 同註⑦，第５０頁。

瑏瑧 參見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臺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４—２２０頁。

瑏瑨 黃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五代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魏晉南北朝史資料》第
１１期，１９９１年７月，第２６５頁。

瑏瑩 見《大廣益會玉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６年，第２２４頁。

瑐瑠 見《資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６年，第２４頁。

瑐瑡 見《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５—３６６頁。

瑐瑢 同註瑐瑡，第３６５頁。

瑐瑣 見《東海學報》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６４年６月；又收入方師鐸《文史叢稿》專論

下篇，臺北：大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１８３頁。

瑐瑤 同註瑏瑣，第６００—６０１頁。

瑐瑥 同註瑏瑣，第６０１—６０４頁。

瑐瑦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碎金一卷”有云：“日人長澤規矩也等所編佚存書

目，載宋本《重編詳備碎金》三卷，題宋張雲翼編，並有嘉熙戊戌雙桂書院

序：‘惜序文甚短，僅謂重編，原委未盡。’”按：天理大學出版社昭和５６年７
月影印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六卷有《重編詳備碎金》即是書。

瑐瑧 參見天理圖書館影印《重編詳備碎金》說明，第８頁。

瑐瑨 見同註瑐瑥，卷上一左。

瑐瑩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碎金》。

瑑瑠 見“中央圖書館”藏《明本大字應用碎金》（二卷，一册），卷上頁一上。

瑑瑡 同註瑐瑡，第３６５頁。

瑑瑢 參見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２９頁。

瑑瑣 《捷徑雜字》、《包舉雜字》、《農村雜字》，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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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同註③。

瑑瑥 參見《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７—７３頁。

瑑瑦 參見《齊民要術》，臺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１—６２４頁。

Ｐ．２６０９尾部

Ｐ．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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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一、前　　言

我國文字，代有遞變。秦兼天下，書始同文；漢魏以下，隸變之後，

繼以楷變。常人書寫，略無定格，訛俗之字，隨時而發，文字形體，混亂

至極。《顏氏家訓·雜藝篇》云：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

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

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朝野翕然，以爲楷式，

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

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

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

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①

又《書證篇》云：

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

雚，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頂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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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爲獦，寵變爲竉，業左益片，靈底著

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

不可不治。②

“李唐之世，雕版印刷未興之前，典籍多賴傳抄轉錄，書生抄寫之字

體，結體率多無定，民間通俗使用之字，更是變繆繁減，訛俗叢生”。唐

張守節《史記正義》書首有論字例之專條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

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

溉，勑字作飭，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

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

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

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今之史

本則有從耑。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

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龜，辭

亂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爲

帶，美下爲火，裒下爲衣，極下爲點，析旁爲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

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字爲竉，錫字爲鍚，以支代文，將旡

混无，若茲之流，便成兩失。”③據此驗之以現存敦煌石室遺書寫卷抄寫

字體之情形，則可證實。

本師潘重規先生曾於《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文，

利用其長年目驗之敦煌寫卷，分析歸納寫卷文字、變體、簡字、俗字、訛

文之條例，而爲俗寫文字之研究發凡起例，編纂《敦煌俗字譜》以爲後人

研閱敦煌寫卷之工具。其後更以遼行均《龍龕手鑑》一書乃據抄本字體

編纂之字書，其輯存文字、紀錄音義，實不啻敦煌寫本之注釋，④因而編

成《龍龕手鑑新書》，以爲解讀敦煌文書之利器。

余從潘師習敦煌學，有感於石禪師言：凡欲研究某一時代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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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通曉一時代之文字；欲通曉某一時代之文字，必須通曉某一時代寫

文字之慣例。⑤余於披閱敦煌寫卷時，對“以敦煌解敦煌”之信念，無不

拳拳服膺；對敦煌石室遺書中所保存之唐人爲辨別當時書寫文字正、

俗、通、訛等形體之異同而編纂之字書殘卷，特爲留意。

考今所知見數萬卷敦煌寫卷，其中保存之唐人字書爲數不少。⑥庋

藏於英國倫敦的編號Ｓ．３８８、Ｓ．５７３１及Ｓ．６２０８等字書殘卷，審其內容

性質，似即“字樣”書一類之殘卷。余以爲此類寫本可資考察唐代字樣

學之發展歷程，並可豐富唐代字樣書之內容，細加整理必可作爲研閱唐

人寫卷文書之有利工具，乃不揣淺陋，而以“敦煌寫卷中之字樣書研究”

作爲個人近期研究之主題。

二、唐代字樣書之興起

所謂“字樣”，蓋指文字書寫之典範式樣。字樣書則是爲辨別楷體

文字書寫形體之異同，釐定正俗，以作爲書寫之樣式而編纂之字書。蓋

古書傳抄，字體乃隨時隨人而易，以致俗訛叢生，凡此對於學術之正確

性，影響至鉅，實有必要對此俗文字加以研究。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

已開其諯，其子顏思魯之《俗書證誤》堪稱研究俗文字之第一部專著。

其後李唐一統天下，爲求學術之統一，乃大力倡導標準字體，因此有辨

正文字筆畫之正本出現。唐太宗貞觀七年（６３３）頒布顏師古之五經定

本於天下，以期統一經籍異文，且收楷字標準化之功。

唐代爲推行標準楷字，而有“字樣學”之興起，其著首推顏師古之

《字樣》。此書今已亡佚，僅有後人輯佚九條而已。其書大抵本於六朝

諸家之《小學篇》、《通俗文》、《字指》、《要用字苑》、《今字辨疑》等書及其

祖父顏思魯之說而成。其後則有杜延業之《群書析定字樣》，此書亦已

失傳。而後顏師古之姪孫顏元孫則根據師古之字樣，審定楷書，釐清正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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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明晰列舉楷書之標準字體，編爲《干祿字書》一書，成爲現存最早、最

完整之字樣書，爲中國楷書統一奠定穩固之基礎。其後，張參之《五經

文字》、唐玄度之《九經字樣》提出經書標準讀本、正楷文字之標準寫法，

則均沿襲此一脈絡而發展。直至雕版印刷發達，標準楷書始有定型及

普遍宣示之作用，以致千百年來中國字體得以維持相當之穩定與統一。

推究其原，則唐代字樣書之功實不可沒。按：今所得知唐代字樣書，根

據史志所載，主要有：

《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一“小學類”：

張　參　《五經文字》三卷

唐玄度　《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待詔

顏元孫　《干祿字書》一卷

歐陽融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小學家”：

《正名要錄》一卷　司馬知羊撰

《五經字樣》三卷（上中下）（按：當作《五經文字》）

《敕定字樣》一卷

《字樣》一卷　顏真卿撰（按：疑當作顏師古）

《字樣》一卷　戴行方撰

《字樣》一卷　顏師古撰

《干祿字書》一卷

此外，據《干祿字書》序所載尚有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⑦以上諸

書，率多亡佚，今尚得見者，則僅《干祿字書》、《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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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而已。

三、敦煌寫卷中之字樣書

敦煌石室遺書重見天日，其中有三寫卷爲唐人字樣書，茲分別說明

如下：

甲，Ｓ．３８８號殘卷（翟目７７９９）。此卷係卷子本，淺黃色紙，長６０９．６

公分，存２６８行。卷中避唐太宗諱，“愍”缺筆作“”，“氓”缺筆作“”；

避唐高宗諱，“治”字作“理”；而不避中宗及玄宗之諱，是此卷抄寫年代

殆爲高宗或武后之世。全卷計抄字樣書二種，乃出自同一人之手。

Ｓ．３８８１，首缺尾完，缺題，存８３行。起：“齠相承用，音調。齔叉刃反。”

迄：“乃云相承共用。”審其體制，蓋爲辨別文字之正俗及形近義異之字，糾

正訛誤，以爲書寫者遵循之法式。如“妒正 妬說文妒從女戶，後戶變作石，遂成下字，

久已行用也”，“汎泛並浮 汜濫也。三字今並通用。汜水名，音似 ”，“畀與也，必反。

鼻從畀，作畀俗，下准此。”“槃正 盤相通用 杯正 盃相承用”。又其第７５行至８３行

有云：“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定考折衷……乃云相承共用。”詳審

此段對作書旨意及全書體例之說明，則可推知此書之作者係以顏監（師

古）《字樣》一書爲基礎，而加以增删考定。按：此卷抄寫年代爲唐高宗

及武后之世，且依顏師古《字樣》甄錄要用而考定折衷者，故據其時代、

性質判斷，疑即《干祿字書》序文中所提及之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⑧

Ｓ．３８８２，爲《正名要錄》。首尾俱完，計１８５行。起：“貴 北丘。”迄：

“右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首題作：“《正名要錄》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

知本撰。”按：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小學家”著錄有：“《正名

要錄》一卷司馬知羊撰。”當即是書。考吾國史傳，未見郎知本，或郎知

羊，但有郎知年。如《隋書》卷六十六《郎茂傳》云：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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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十年，追

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⑨

又《舊唐書》卷一八九下《郎餘令傳》：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

大業中，蔚之爲左丞，楚之爲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爲二

郎。……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

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

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

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

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⑩

而霍王爲唐高祖第十四子，名元軌，唐太宗貞觀十年（６３６）改封爲

霍王。《舊唐書》卷六十四《霍王元軌傳》有云：

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

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

忤，爲人不妄。……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瑏瑡

綜上以觀，《正名要錄》之作者當是隋代郎茂之子、唐高祖第十四子

霍王李元軌之友。至於其名當從正史作郎知年爲是，蓋“年”古作“秊”，

隋唐五代多通用。如：《正名要錄》“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右而典者居

上，今而要者居下”中收有“年”，Ｓ．３８８號《群書新定字樣》亦有“秊年二

同”，《干祿字書》“平聲”：“年秊並上通
下正 。”“秊”、“本”形近，易致誤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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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書則與“羊”形近，故亦誤抄作“羊”。據是則《正名要錄》當是霍王

友兼徐州司馬郎知年作於貞觀十年（６３６）至廿三年（６４９）之間，其書遠

早於唐代宗大曆九年（７７４）由顏真卿書寫刻石之顏元孫《干祿字書》一

百餘年，當是現存最早、最完整之字樣書。

《正名要錄》乃一分別古今字形正俗和辨別音同字異之書，全書依

其標舉之體例有六，即：

１．正 行 者 雖 是 正 體，稍 驚 俗，腳 注 隨 時 消 息 用。如：“丠丘”、

“凭憑”、“枯”等。

２．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如：“歸皈”、“蘇甦”、“罷甭”、“學斈”、

“舉”等。

３．正行者楷，腳注稍訛。如：“”、“瑣璅”、“商啇”、“豎竪”、“雙”等。

４．各 依 腳 注。如：“章從音 ”、“兒從臼 ”、“奮從田 ”、“妬從石 ”、

“鼻不從卑”、“拜呈不須點”、“勢劣勁勝功從力”等。

５．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如：“崧

嵩”、“巛坤”、“杯盃”、“胥”、“秊年”、“憐怜”、“棲栖”、“窺闚”等。

６．本 音 雖 同，字 義 各 別 例。如：“祥福 詳審”、“增益 憎惡”、“淒寒

悽愴”、“憂愁 優倡”、“惟思 維綱”等。

乙，Ｓ．５７３１號（翟目７７９１）。卷子本，淡黃色紙，長９１．４公分，首尾

俱缺，存３９行（前３３行，下半截殘）。中題有“時要字樣卷下第四”（第１５

行），卷背有殘文“乾符六年（８７９）己亥”、“百姓盧延慶”等七行。起：

“嫽物二……眊鷹四 跢攜兒行丁左二。”，迄：“疦瘡子眠忽血四 决扙 駃騠明三。”

按：審其內容乃爲辨別同音異義之字書，其中題前殘存１４行，所

收均爲去聲字；中題後亦即第１６行起至卷末第３９行止，存有屋、沃、

燭、覺、至、屑韻之字，知其所收均爲入聲字。

丙，Ｓ．６２０８（翟目７８２５、７８０９）。卷子本，土褐色紙，長８３．８公分。

正背書，卷背抄有：１．酒賬，２．《十二月相思曲》，３．《古賢集》，爲不同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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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抄；正面計抄字書二種，係出同一人所抄。

Ｓ．６２０８之一：首缺尾完，存２８行，前１０行殘存下半幅，缺題。起：

“竹葉……鶴卵、鵝黃……”，訖：“清酒、清濁、醔漉、壓醩。”審其內容乃

分類抄錄各常用事之名稱，凡存纈部、飲食部、薑笋部、菓子部、席部、布

部、七事部、酒部等，與Ｓ．６１７、Ｐ．２６０９、《俗物要名林》及Ｓ．６１０“雜集時

用要字”等爲同一類型之字書。

按：Ｓ．３２２７號卷子背面亦爲抄錄分類事物名稱之字書殘卷，殘存

３３行。其字體與Ｓ．６２０８之一號同，當爲一人所抄。Ｓ．３２２７號存石器

部、靴器部、農器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花釵部、綵

色部。疑此與Ｓ．６２０８之一爲同一書之抄本，該抄本斷裂爲二，Ｓ．３２２７

號爲其上段部分。

Ｓ．６２０８之二：首題“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引正俗釋下卷第

□（三）”。首完尾缺，存８行，起：“控引枯動反 倥傯 鞚韁三。動移 洞穴二。”訖：

“悟度 晤明 寤覺三。捕捉 哺兒食。”另三斷殘片，第一片６行，上下幅殘，存中

幅；第二片１２行，上半幅殘，存下半幅；第三片４行，上下幅殘，存中幅。

按：Ｓ．６２０８號“新商略古今字樣 撮 其 時 要 并 引 正 俗 釋”殘 卷 與

Ｓ．５７３１號“時要字樣卷下第四”殘卷，題名雖異，然性質全同，且紙幅、

行款亦完全一致，當是同一抄本。細將Ｓ．５７３１號與Ｓ．６２０８之二號殘

卷及碎片，一一比對，發現Ｓ．６２０８之二號殘片二殘存的１３行，其上部

與Ｓ．５７３１號殘卷第２行至第１４行止之下半部相銜接，二者若合符節，

應加綴合。（见文末附圖）

據此則Ｓ．６２０８之二號題“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引正俗釋”

乃其書之全名，而Ｓ．５７３１號題作“時要字樣”者，則是省稱別名。綜上

推之，則此書當分上下二卷，下卷所收錄者乃平聲、上聲之字，平聲爲卷

上第一，上聲爲卷上第二；下卷所收乃去聲及入聲之字，去聲爲卷下第

三，入聲爲卷下第四。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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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煌寫卷書中辨別“同音

別義”之字樣書

　　唐代字樣學之發展，自顏師古撰《字樣》以來，風氣大開，字樣書之

編著一時群出，如郎知本之《正名要錄》、《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

行正俗釋》、杜延業之《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之《干祿字書》、歐陽融之

《分毫字樣》、張參之《五經文字》、唐玄度之《九經字樣》等，可謂种类繁

多。然究其內容要旨，則均爲避免字形類似以致混淆而編者。因此各

書之內容均以辨別字形之點畫異同、釐定正俗、指示訛謬爲主。如：

《正名要錄》：“章從音 兒從臼。”（各依腳註）“崧嵩。巛坤。杯盃。”（字

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

《群書新定字樣》：“妒正 妬說文妒從女戶，後戶變作石，遂成下字，久已行用也。”

《干祿字書》：“堤隄上俗下正。”“猿猨蝯上俗，中通，下正。”

《分毫字樣》：“遝還上徒答反，合也。下胡關反，返也。刀刁上都勞反，刀斧。下的柳

反，人姓。”

《五 經 文 字》：“搖 揺上說文從肉從缶，下經典相承，隸省。凡瑤、遙之類皆從。”“明

朙明上古反，中說文，下石經，今並依上字。”

《新加九經字樣》：“秊年上說文，從禾從千聲，下經典相承，隸變。”“歌謌二同，詠也。”

考中國文字乃形、音、義三者組合而成，以便發揮溝通功能。然文

字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因此在形體上隨時隨地有一字多形之異體字

產生；在字義上，也有一義而多字之同義字；至於在字音上，也不例外，

同音異形異義之字爲數亦夥，因此文字之使用產生每因字形之相近或

類似而混同之情形。而因字音相同之字多，亦往往會造成誤用同音之

異形異義字，此即所謂“別字”。

字樣書之編纂，除釐清文字之正、俗、通、誤等形體、點畫之異同以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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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標準字體外，對於同音異形異義而容易致混之字，亦有加以辨正，

以教示正確使用，以免誤用別字。

郎知本《正名要錄》一書中，除對音義相同而字形有別之異體字加以

收錄，並歸納成例以條列標舉外，同時對“同音別義”之字亦加以收集，並

爲之辨別。在《正名要錄》一書所標舉之六例中，其第六例即爲“本音雖

同，字義各別例”，下計收錄有７８０個音同義異之字。如“連及 聯聯累不絕”，

此乃在每一同音字下標注主要訓釋，借以辨別與其他同音字之意義不

同，用法有別。此種爲區別“同音別義”而設，在字書中實所罕見。

至於其成書之時代，據Ｓ．５７３１號卷背“乾符六年己亥”及“乾符六

年十二月十日”等字，雖與正面《時要字樣》非一人所抄，但可得《時要字

樣》之時代必早於唐僖宗乾符六年（８７９）。又《時要字樣》所錄文字，依

韻編次，其韻次同於《切韻》，而異於《廣韻》。如Ｓ．６２０８之二號殘片一

所殘存膾、鱠、癩、帝、涕、、系、弊、幣、逝、誓、詣……例、界、疥、岕等去

聲泰、霽、祭、怪等韻目次第，同於《切韻》而異於《廣韻》。Ｓ．５７３１號殘

卷去聲字中店、痁、墊、認、刃等、證、陷之字，其韻目次第亦同於《切

韻》，異於《廣韻》等等，均可推知其確出《切韻》系統無疑。然《切韻》自

陸法言成書以來歷代迭有增訂，而《時要字樣》殘卷所錄單字有不見於

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者，如Ｓ．６２０８“鱠”、“涕”，Ｓ．５７３１“後”等。按：

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成書之年代說者不一，一般則以爲當在唐中宗

之世。瑏瑢是《時要字樣》成書之時代宜爲中唐之世。

五、後　　語

敦煌石室遺書《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行正俗釋》，一名《時要

字樣》，歷代史志未見著錄，不知撰者。其名爲《時要》，蓋以其書所錄乃

時用要字，即所謂當代之常用字。唐代字樣書之編，主要正定經典文字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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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體而設，因此其所收錄之文字均以五經經文爲依據，例如：顏師古

之《字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

號爲《顏氏字樣》”。瑏瑣其後杜延業之《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之《干祿字

書》、歐陽融之《經典分毫字樣》、張參之《五經文字》、唐玄度之《九經字

樣》等，莫不根據經典文字釐定正、俗、訛、通以爲字樣。然隨着時代變

遷，民間使用文字訛俗遽增，經典之外，爲免日常實用之文字不致隨俗

浮沉，亦有專就日用要字加以糾正釐清之必要，因此《時要字樣》一類，

以實用、常用文字爲主之字樣書乃應運而生。而此類具有通俗實用價

值之字樣書，就唐代字樣書發展而言，當屬後期之作品。

又，現存唐代的字樣書，大抵爲經典文字楷書化後書體訛俗叢生，爲

力求整飭形體之異同，以達字體標準化而編之字書，此乃字樣書之正格。

至於Ｓ．６２０８之二、Ｓ．５７３１殘卷之《時要字樣》，則是爲避免字音相同字義

有別之字因習焉不察以致混淆誤用而編之通俗實用字樣書，此蓋爲唐代

字樣書之別調。此類字樣書除採標字下釋義以區別音同義異之字外，更應

用連文成詞以區別其所標舉同音各字之義別用殊，如：“疪”下注“蔭”，“鼻”

下注“孔”，“訪”下注“問”等；又“臂”下注“手”，“蝟”下注“刺”，“界”下注“世”

等。又，中國文字因形聲相成，凡從同一聲符，往往同音而義又多同或近，

以致民間多不察而誤用，《時要字樣》於此特爲之辨別，如：“控”下注“引”，

“倥”下注“傯”，“鞚”下注“韁”，“悟”下注“度”，“晤”下注“明”，“”下注“覺”

等是也。此種詮釋體例，實開後世“連文釋義”、“錯別字”書之先河。瑏瑤

綜上以觀，敦煌寫卷Ｓ．６２０８之二及Ｓ．５７３１《時要字樣》的發現，無

疑豐富了唐代字樣書之內容，也使唐代字樣書之體制與形態更具多樣

化，其在中國字書發展史上實具有其相當之意義與價值。茲將Ｓ．５７３１

與Ｓ．６２０８號殘卷綴合，附錄於後，以資參考。

（原載《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７期，臺北：中國文化大學，１９８９年１２

月，第１１７—１３０頁。）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２７０　　

注釋：

① 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１９８２年，第５１４頁。

② 同上書，第４６３頁。

③ 見標點校勘《史記三家注》第４册，臺北：洪氏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４—１５頁。

④ 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孔孟月刊》１９８０年７月；《龍
龕手鑑新編》“序”，臺北：石門圖書公司，１９８０年。

⑤ 見《敦煌俗字譜》序，臺北：石門圖書公司，１９７８年。

⑥ 如《千字文》、《開蒙要訓》、《俗務要名林》、《字寶碎金》等。

⑦ 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⑧ 見拙稿《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三》，待刊。

⑨ 見標點校勘《隋書》第３册，臺北：洪氏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１５４—１５５６頁。

⑩ 見標點校勘《舊唐書》第６册，臺北：洪氏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４９６１頁。

瑏瑡 同註⑩，第２４３０頁。

瑏瑢 參見林炯陽《廣韻音切探源》，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１９７９年，
第１０８頁。

瑏瑣 同註⑦。

瑏瑤 如清王言《連文釋義》一卷。近人注重“音近而誤”及“形聲兩似”而編之書多

矣，如方師鐸編《免錯手册》，臺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Ｓ．５７３１與Ｓ．６２０８（２）殘卷缀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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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正名要錄》中
“連文釋義”初探

　　

一、前　　言

漢字起源早，歷史悠久，又加上漢字使用的區域廣，因此漢字字形

多变，字體也多有歧異。商周時期古文字漸次發展而成篆字，秦漢以後

又從篆字發展爲隸書、草書、行書、楷書。在文字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爲

了學習文字、整理文字、詮釋文字，建構文字理論，規範文字書寫，而有

各式各樣字書的編纂。余曾撰《敦煌寫本字書緒論》，對字書的定義與

分類有所論述，從中也觀察到基於不同時期文字發展的實況，每每產生

種種具有不同功能、形態，且深富時代特色的字書。①

戰國時期文字紛亂至極，秦始皇統一天下，始“罷其不與秦文合

者”，使文字得以統一，乃有收錄小篆標準字體的《倉頡篇》、《爰歷篇》、

《博學篇》的編纂。兩漢以來，小學不修，俗儒鄙夫解說文字，沿訛襲謬，

不可究詰。東漢許慎乃有《說文解字》之作，既完成六書理論，又確立標

準字形，更詮明標準字義，成爲中國文字學史上第一部偉大的字書。許

慎之後，六朝文字，值隸變爲楷，書生抄寫，結體無定，新生俗字異文充

斥，實是中國俗字最興盛的時期，各類小型的“雜字書”、“要字書”一時

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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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有國，一統天下，旋即展開學術統一工作。經義方面，有“五經

正義”的頒訂；文字規範方面，有標準楷書的推行。唐代所謂“字樣學”

的興起，成爲中國文字學史上的重點與最大特色。顏師古《字樣》正是

唐代此類字樣書的先行者，其書今已亡佚，僅有後人輯佚九條而已。其

後則有杜延業之《群書新定字樣》，此書亦已失傳。而後，顏師古之姪孫

顏元孫則根據顏師古《字樣》，審定楷書，釐清正俗，明确列舉楷書之標

體字體，乃有《干祿字書》的編纂。此書成爲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字樣

書，爲中國楷書統一奠定穩固之基礎。其後，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

《九經字樣》提出標準的楷體寫法，《開成石經》更具體呈現標準經文與

標準楷字，成爲典範。直至雕版印刷發達，規範的楷書始告定型，中國

漢字字體遂得以穩定發展。

按：唐代有關字樣書之編纂，據史志目錄所載，爲數不少，然諸書

率多亡佚，今傳世者，僅《干祿字書》、《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三書而

已。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大批唐五代的寫本重見天日，其中便

存有三種唐人字樣書寫卷：一爲郎知本的《正名要錄》，一爲杜延業的

《群書新定字樣》，另一種爲不著撰人的《時要字樣》。余在１９８９年曾撰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詳爲介紹。②

三種敦煌字樣書中，以《正名要錄》一書時代最早、內容最完整，深

受學界重視。先後有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唐代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

引》③，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④等，對《正名要錄》的年

代、作者、內容、體例及其價值進行考論。詳審諸家所論，特別重視該書

的正俗字等字樣學的核心問題，切重要點，固其然也。不過，我在析論

《正名要錄》體例時，對其中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尤感興趣，以爲：

唐代字書多以規範文字爲主軸，專論字體之“正、俗”，兼論點畫之異，並

究字之“通、訛”。然《正名要錄》一書，除對當時字體“正、俗、通、訛”之

釐析外，更出現具有教示作用之正確用字，以免因音同而錯用別字之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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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此外，各字之訓釋率以同義複合詞的連文爲主，尤便於辨別同音字

的正確用法。凡此在字書發展上均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對於實用文

字而言，極具開創性，因試撰此文，略加闡述，以爲敦煌學與漢文訓讀研

究之參考。

二、《正名要錄》中“音同

義別”例析論

　　漢字最大的特色在於每個字均具備形、音、義。在字形上，由於文

字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乃有古今字、正俗字等異體字的產生；在字義

上，同一字義也出現了字形不同、字音有異的同義字；而在字音上，同音

異形、異義的字更是爲數可觀。因此，在聽覺爲主的語言傳播中，同音

字的辨別尤爲困難。寫本時期，每當抄者寫某字，卻因音同而寫爲另一

同音或音近的字，即俗稱的“別字”、“錯別字”。有些錯別字因習焉而不

察，久而久之，積非成是，致有訛字冒稱“同音通用”、“同音通假”的。這

種錯別字的產生，在現實生活中可謂屢見不鮮，終成文字學者極力糾

謬、嚴爲辨別之焦點，更是近代語文教育者所努力教學的課題。

唐代推行楷書字體標準化，大力倡導“正字”運動，所謂“字樣書”的

編纂，其內容即以釐清文字之“正、俗、通、訛”等形體、點畫異同，以規範

標準字體爲核心。現存敦煌寫本字書中的《正名要錄》，除了對音義相

同而字形有別的異體字以成例來分辨“正、俗、通、訛”外，也收錄了大量

的“同音別義”字，用以教示辨別同音異義字的正確使用。

按：敦煌寫本郎知本《正名要錄》，現藏英國倫敦，編號Ｓ．３８８。此

寫卷分別抄錄二種字書，字體相同，係同一人所抄。前書殘缺，存８３

行；後書首尾完整，計１８５行。首題作“《正名要錄》霍王友兼徐州司馬

郎知本撰”，起於Ｓ．３８８號寫卷第８４行“正名要錄霍王友兼”，迄於第

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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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行“右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審其內容，係辨別文字正、俗、通、訛

及同音異義的字樣書，性質與Ｓ．３８８寫卷前半之字樣書《群書新定字

樣》相類，但較爲完整，且條例清楚。全書收字１７８０餘，概以類統字，

不以韻分，於每類之後標明其體例。依其內容，分其體例爲“正行者雖

是正體，稍驚俗，腳注隨時消息用”、“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正行者

楷，腳注稍訛”、“各依腳注”、“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

要者居下”、“本音雖同，字義各別”等六例。

六例大體以“同字異體”的俗訛別字爲主，其中，一、二、三乃爲辨析

字形之例，其四爲諟正筆畫寫法之例，其五爲辨析古今字之例，其六則

爲辨析音同、音近混用之字例。六例標舉“正而體稍驚俗”、“隨時消

息”、“正”、“訛俗”、“楷”、“稍訛”、“古典”、“今要”等八種類別，並明白辨

別正、俗、通、訛，指示正確用法，其於漢字學研究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

不過，詳究此書編纂的目的與功能，似與唐代一般字樣書大同小異。唯

“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在唐代各字書中較爲突出，深具特色。按：此

例蓋專爲辨別“音同義異”之字而設，以同音的二字、三字、四字或多至

十字爲一組，總計收錄７８０字。各組字均係當時日常用字中“音同義

異”且易致混淆錯用之字。各組字上下音同，然形、義皆異。以下謹略

舉幾組例子，進行說明，以窺其一斑。

連———及　　聯———聯累不絕

塗———遒亦泥

銷———鑠　　消———滅

祥———福　　詳———審

增———益　　憎———惡

茲———此　　滋———息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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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促　　級———階　伋給———與

懌———悅　　繹———陳　斁———猷

掖———持宮　液———津　奕———碁　驛———傳　譯———語

易———改　　亦———復

《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所收的字，多聲符相同的同音字，

蓋聲義同源，同音多同意，聲符相同，如“增”、“憎”《切韻》同爲“昨滕

反”。“增益”的增與“憎惡”的憎，語意區別清楚，不易混用，然“增”“憎”

聲符同爲“曾”，形符一個“土”旁，一個豎“心”旁，形體相近，自然衍生其

混用情形。這也是《正名要錄》雖然以釐清文字之“正、俗、通、訛”等形

體、點畫異同爲主的字樣書，會兼收“同音別義”字的原因，且收錄的同

音字也以聲符相同的同音字爲多。

當然也有字形毫不相關，聲符亦不相涉的同音字。如“連”“聯”，

《切韻》同爲“力延反”。“連”，《說文》作“負車也”；“聯”，《說文》作“連

也”。是“連”“聯”古代使用並無分別，後代發展中逐漸加大二字的語意

分工，“連”重在線性的相接續，如“連山”、“連環”、“接連”；“聯”重在兩

兩聯合，或心性的聯合，如“聯姻”、“聯盟”。

也有聲符相同的同音字，虽意義相近，而用字側重有別。如“銷”

“消”同音，《切韻》作“相焦反”。“銷”，《說文》作“鑠金也”；“消”，《說文》

作“盡也”。按：銷、消同源，雖同音多同義，同有溶化的意義，且同以肖

爲聲符。然二字仍有分別，蓋“銷”特指鎔化金屬，“消”本指冰凍的溶解。

也有將聲符相同的同音字，與聲符無涉、形體不同的同音字加以匯

集，以爲辨別的。如“急”“級”“伋”“給”四字一組，《切韻》同爲“居力

反”，“級”“伋”二字聲符相同，其他則毫無關涉。又“懌”“繹”“斁”“掖”

“液”“奕”“驛”“譯”“易”“亦”十字一組，《切韻》同爲“羊益反”，“懌”“繹”

“斁”“驛”“譯”五字聲符相同，“掖”“液”二字聲符相同，“奕”“亦”二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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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相同，而“易”字則但爲同音。

異義字因同音而錯用是歷來極爲普遍的語文現象，此種情形早在

先秦典籍中即屢見不鮮。然由於先秦典籍多聖賢之言，長久承襲沿用，

早已約定俗成，致稱之爲同音通假。然後世事務繁雜，文字孳乳浸多，

音同之字日增，混淆訛誤滋生，若不辨別，恐將泛濫。不但初唐字樣書

《正名要錄》正視此問題，中唐《時要字樣》，乃至宋張有《復古編》、清畢

沅《音同義異辨》及李調元《六書分毫》也多有類似的收錄與編排。如：

《正名要錄》：

喬———木。

橋———梁。

僑———寄。

《時要字樣》：

控———引。枯動反。

倥———傯。

鞚———韁。三。

《復古編》下卷附錄之三“聲目類”：

環鍰———並五關切。環，辟也，從王瞏。鍰，鋝也，從金爰。

《音同義異辨》：

耽———耳垂。詩士之耽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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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耳曼。

聸———南方聸耳之國，或用儋耳者非。

《六書分毫》卷中：

閑閒———上闌也，止也，防衛也。下暇也，安也，空隙也。

証證———上諫也。下驗。

以上不同時代的字書，均對“同音別義”字之分辨多所重視，而分別

採錄同音字例，以教示分辨各自正確之使用。其中《復古編》顯然深受

《說文》一類傳統字書之影響，在分辨同音別義字的同時仍重在字形的

解析。《音同義異辨》與《六書分毫》二書，雖較重字義之分辨，然亦不出

文士解字之習氣與傳統字書之繁瑣解說。敦煌本《時樣字樣》依平、上、

去、入四聲分錄，且於同音字組下注同音字數，如：“控———引。枯動反。

倥———傯。鞚———韁。三。”此顯然承襲唐代韻書之體例。

三、《正名要錄》“連文釋義”
訓詁方式之探究

　　《正名要錄》之“本音雖同，字義各別”是將同音字匯聚一起，依音分

組，同組各字之訓詁方式則多採訓釋詞與被訓釋之字結合的同義或近

義的複合詞，亦即所謂“連文釋義”的訓詁方式，以突顯各同音字的字義

有別。更企圖透過各詞組的排比對照，明確教示各同音字的正確使用

情況。此種訓詁方式，雖早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解字義時已曾採

用，如“芽，萌芽也”，然終歸單一情形。《說文解字》一般較多採用單音

同義詞互訓，如《說文解字》“更，改也”，“改，更也”；“警，戒也”，“戒，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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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慚，媿也”，“媿，慚也”；“逃，亡也”，“亡，逃也”；“歌，詠也”，“詠，歌

也”等。不過這些互訓的單音詞，後世也頗有結合發展爲同義複合詞，

而成爲“連文”的。⑤

唐郎知本《正名要錄》匯合類聚７８０個日常用字，依其同音分組排

列，並於各字下合訓釋字與被訓釋字爲簡短的二字“連文”，以呈現各組

同音字間字義的不同與使用之區別。其規模誠屬空前，而編纂目的則

至爲明顯，當是唐代字書的另一特色。推究其原因，蓋以漢語詞彙之發

展，由先秦多單音詞而漸次發展，六朝隋唐胡漢雜處，文化交流頻仍，名

物遽增，新興詞彙陡增，複音詞急速發展，逐漸成爲漢語詞彙之主流。

按：二字連文的複音詞相較於一字一音的單音詞，尤便於語意的

傳達與分辨。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音字例”有云：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

稍易。⑥

張守節清楚地說明了同音字中，何以要採兩字連文的形式來解說，

其功能乃在於便於檢尋，且避免致疑。唐初，字書的編纂正值字體隸

變、楷變漸趨穩定之機，又值詞彙快速發展時期，因此此一時期字書的

編纂，既以規範標準楷字爲目標，且以辨別字形之“正、俗、通、訛”爲手

段；另一方面，兼舉同音義字例，以期使讀者能正確遣詞用字，而免用錯

別字之失，足見唐代字書之時代特性，乃屬日常實用文字學之範疇。這

種辨別音同義別字的方法，對後代實用字書之編纂與語文教育均有一

定的啓發與影響，敦煌寫本字書《時要字樣》一書的編纂便是。

敦煌寫本Ｓ．５７３１爲《時要字樣》殘卷，首尾具缺，存３９行。中題

“時要字樣卷下第四”，卷背有“乾符六年（８７９）己亥”殘文，二者字跡不

同，非一人所抄。按其韻目次第同於《切韻》，而異於《廣韻》，且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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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頗有不見於王仁煦《刊繆補缺切韻》，則此書成書當在中唐。審其內

容，乃爲辨別同音異義的字書，中題前殘存１４行，所收均爲去聲字；中

題後存有屋、沃、燭、覺、至、屑等字，知所收乃入聲字。

Ｓ．６２０８（２）性質與Ｓ．５７３１同，首完尾缺，存８行，另有三斷片。首

題“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行正俗釋下卷第一”。按：此卷題名雖

和Ｓ．５７３１不同，但性質完全相同。余曾比對此二寫本，其行款、紙幅及

字體完全一致，應爲同一抄本之不同部分，當加以綴合。依此推之，則

此書當分上下两卷，上卷收錄的是平聲、下聲之字，下卷所收錄的當是

去聲、入聲之字。⑦

《時要字樣》全稱《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引正俗釋》，顧名思

義，知其書乃針對時下日常實用要字而編的字樣書。篇幅不大，收字不

多，其成書年代約在中唐。與傳統韻書不同，其旨在辨別因音同而混用

之字。內容極爲單純，收錄之字依平、上、去、入四聲編排，且按韻爲次，

而其韻次大抵同於《切韻》。全書收錄正俗字，逐字加注，同音字組依四

聲排列，首字下有切語，末字則標同音字數。字義訓釋簡略，採用注字

與正文連讀成語詞的訓釋方法，與《正名要錄》相似，均爲唐代字樣學發

達背景下的產物。如：

控———引。枯動反。　倥———傯　鞚———韁。三。

動———移　洞———穴。二。

誦———讀　頌———碑　訟———言。三。

淡———鹹　啖———食　澹———水。三。

舊———新　舅———姑　臼———碓　柩———尸。四。

陋———疏　漏———洩　鏤———刻　瘻———瘡。四。

睦———和　苜———蓿　牧———放。三。

逸———放　佚———樂　溢———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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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引”“倥傯”“鞚韁”“移動”“洞穴”“誦讀”“碑頌”“言訟”“和睦”

“苜蓿”“放牧”“鹹淡”“啖食”“澹水”“新舊”“舅姑”“臼碓”“柩尸”“疏陋”

“洩漏”“刻鏤”“瘻瘡”“放逸”“佚樂”“溢滿”等，均是注字與正文連讀的

連文釋義的表現。大量連文釋義的使用，對於“同音別義”的分辨而言，

顯得簡單明瞭，在通俗字書中極具特色與效用。這些日常實用的複音

詞彙更是唐代詞彙學研究的寶貴語料，值得進一步整理研究。

四、後　　語

漢語的特色爲單音節語，因此相較於其他語言，相同語音的字詞較

多。爲了便於區別語意，特訴諸視覺而以字形來增加辨識度，形成漢字

形、音、義兼具的特色。然不論語言或文字，均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一

字多體、一音多字自然充斥，造成文字學習與使用的困擾。

學術文化之發展有賴於文字之統一，唐代結束六朝以來混亂的政

治局面，也開始整頓紛歧的學術與文字。字樣學之發展，《干祿字書》、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字樣書的編纂，正是唐代文字整頓的呈現，

也是唐代文學的主體，更是中國文字學史上的最大特色，其旨在正訂字

形訛誤，辨別點畫異同，釐定正俗，規範標準字體。

敦煌寫本保存了部分初唐《正名要錄》與中唐《時要字樣》等後世失

傳之字樣書，這些書既發揮了字樣書規範文字之功能，又於字形分辨之

外，大量收錄同音異形異義而容易致混之字，并一一予以分辨，教示正

確使用，避免字音相同、字義有別之字因習焉不察以致混淆誤用。此種

通俗實用字樣書，蓋爲唐代字樣書之別調。此類字樣書除採標字下釋

義以區別音同義異之字外，更運用連文成詞以區別其所標舉同音各字

之義別用殊。此種詮釋體例，實開後世“連文釋義”、“錯別字”專書之先

河。⑧《正名要錄》所收錄的同音字，數量於今而言，亦堪稱可觀，而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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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義代有變異，唐代分辨清晰之同音字，後代每有混用、通用；近代義有

分歧之同音字，唐代亦有無甚分別之情形，因此《正名要錄》“本音雖同，

字義各別”所錄７８０字若能一一加以箋釋，對同音異義字之分辨將有所

助益，同時亦可供詞彙學研究之參考。

（原載《敦煌研究》２００６：６，蘭州：敦煌研究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

１６８—１７２頁。）

注釋：

① 載《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８期，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８１—１１８頁。

② 載《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７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１７—１３０頁。

③ 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唐代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引》，東京：櫻楓社，１９８４年。

④ 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１９９４年。

⑤ 張涌泉《〈說文〉“連篆讀”發覆》一文（《文史》第６０輯，２００２年，第２４８—２５２
頁。）引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說文連上篆字爲句”調，並據歷代字書

及敦煌寫本《時要字樣》等以解說，可參考。

⑥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序”引《史記正義》“音字例”，北京：中華書局，
第１６頁。

⑦ 見拙文《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７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
１２３—１２４頁。

⑧ 如清王言編有《連文釋義》一卷。而近人言語教育工作者，有關此類字辨之

編纂由多，如方師鐸編《免錯手册》，臺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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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３８８《正名要錄》圖一

Ｓ．３８８《正名要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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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一、前　　言

敦煌遺書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其題材與範圍極廣，國人研究

大多集中在佔全部寫本比例極少的漢文非佛教文獻部分，包括經、史、

子、集四部，特別是變文、歌讚、曲子詞等一類文學作品。吳其昱先生

《八十年來之敦煌學》一文即指出：“敦煌研究者可分中國、日本、歐洲

（英、法、蘇），三處各有特長。簡括言之，歐洲學者對非漢語文獻及摩尼

教、猶太教中外關係史研究較多貢獻，日本學者對佛教、社會、經濟史研

究貢獻較多，中國學者則對（漢文）文學、儒家經典及（漢語）聲韻學等研

究工作較多。”①吳先生道出了前此敦煌學研究的大要，更呼籲國人能

擴展研究視野與注意力。余有幸得以接觸敦煌文獻，對敦煌文獻中所

保存種類繁多、數量可觀的唐五代字書寫本多有留意，以爲自來學者對

此留心探研的，實不多見；又乏能針對此批資料進行全面之普查、蒐羅、

整理，更遑論區分其體類、研析其特色、考索其淵源、論述其價值，並闡

明此類寫卷對唐以後各類字書的影響，評估其在字書發展史上的地位

等等。有鑒於此，余多年來持續不斷地關注此批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撰

有《敦煌字書緒論》②、《敦煌文獻與字書》③等文，希望能對敦煌文獻中

所保存的字書進行普查與梳理，並以宏觀的角度，對敦煌字書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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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特質與價值等總體性的問題進行分析討論；同時也陸續發表了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④、《敦煌寫本碎金系字書初探》⑤、《敦煌寫卷

〈俗務要名林〉研究》⑥等論文及《敦煌碎金研究》⑦一書，嘗試以微觀的

角度對個別字書進行探討。在這期間也承國科會補助，進行敦煌字書

的整體研究計畫，⑧並與外子鄭阿財共同主持“敦煌蒙書研究”計畫，⑨

得以對敦煌字書與蒙書有更清楚的認識與瞭解，並較爲充分地掌握相

關資料與及其特質。尤其近年隨着世界各國敦煌資料的陸續披露與影

印出版，特別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魯番文書集成》的出版，更提供

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其中《俄藏敦煌漢文卷子》是我長久所渴望見到的。

多年前俄國敦煌學者孟列夫先生曾面告列寧格勒藏有不少字書，希望

能前去閱覽，所以也就特別留心此一資料。其中第十册所收錄的，頗多

爲孟列夫編印之二册《列寧格勒亞州民族學院所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所未敘錄。其中Дх．２８２２號《雜字》就是值得關注的一種，余乃對此寫

本進行校理並探討其相關問題，相信對蒙書和蒙學發展的瞭解、雜字書

的演變與流傳脈絡的掌握當有所助益。

二、俄藏敦煌寫本《雜字》

（一）寫卷概述

１９０９年俄國科兹洛夫（ПＫ．Ｋолзов）率領考察隊，在我國黑水城遺

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發現並帶走了大批的文獻。這批文獻

大部分是西夏文寫本和刻本，其學術價值已爲學界所熟知。除了西夏

文文獻外，其中也有不少漢文文獻，主要爲佛教經典。至於世俗文獻中

較爲完整且較具學術價值的，則推《雜字》一類的字書寫本。

１９８４年孟列夫（Л．ｈ．МЕНЪШИКОВ）出版了《黑城出土漢文文書

敘錄》，此書主要著錄了科茲洛夫於黑城所獲的西夏漢文文書。⑩其中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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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著錄有２８３ａ（原藏錄號Дх２８２２）《字雜》一種，以下根據王克孝譯，迻

錄其敘錄如下：

分類語匯表。漢文，和西夏文的語匯表相似，寫本。

小册子，面幅１４×１８．５釐米，首尾殘缺，雙蝴蝶裝，共９個蝴

蝶頁，第一個雙蝴蝶頁裏面一頁的下面闕佚。此外，保存了另一個

蝴蝶裝的一面。３６面，面７行，共２５３行，行１０—１２字。紙色灰，

楷書字體，文中有修改處（１２世紀中期的）。有以下各篇的標題，

《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部第四》、《果子部第五》、《農

田部第六》、《諸匠部第七》、《身體部第八》、《音樂部第九》、《藥物部

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居舍部第十二》、《論語部第十三》、《禽獸

部第十四》、《禮樂部第十五》、《顏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

《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親戚長幼二十》。

一，第１—３面。

從“靳喬　巨薊　重羌　焦楊　折蘭”到“勒瓦　勒囉　路
蔡　令　光寧”

二，第５—３６面。

從“梁陳　蘇辛　美丁　薛謀　曹江”到“黑水　三角　瓜州

五源　隆州”

三，單獨的一面。

從“臥囉娘　羅稅火　囉庬領　移門”到“夫婦　姊妹　妻

男　士女　伯□”瑏瑡

西夏漢文本《雜字》，今藏聖彼得堡（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西夏

特藏。１９９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共同

出版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十册，

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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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Дх２８２２《蒙學字書》即此件。瑏瑢據《俄藏敦煌文獻》影本，此件抄本

係蝴蝶裝，前後均有缺頁，無題，無序，無題記。館藏於每頁上標有阿拉

伯數字，計存３６頁。每頁７行或８行，行１０字或１２字，全書計存２５３

行。內容以事類分部，各部前立部目“××部第×”，現存二十部，部目

佔一行，其部目次第自“［漢姓名第一］（原殘，依內容擬）”、“番姓名第

二”至“地分部第十九”、“親戚長幼二十”。書影如下：

現殘存第一面內容如下：　

梁陳　蘇辛　美丁　薛謀　曹江

寇耿　吉許　鍾徐　葛范　柳齊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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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婁　孫時　韋衛　柸裴　唐南

田祝　穆慕　將牛　鄒仲　尹蒙

車梅　同郄　溫蕭　郇　蔡楚

杜錢　度來　雷枝　蓋雙　柴祈

魯閔　晁黎　酒戴　漆逯　霍甘

殷邵　字落　秦燕　郗解　翟丸

最後第三十六面內容：

臥囉娘　囉稅火　囉領　移門

駱駝巷　骨婢井　龍馬川　迺來平

三乍橋　麻儺　賀蘭軍　光寧灘

安化郡　東都府

親戚長幼二十

爹爹　娘娘　父母　兄弟　長幼

夫婦　姊妹　妻男　士女　伯□　（以下缺）

（二）出處考辨

“Дх”係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列寧格勒）分所藏敦

煌寫本編號。奧登堡收集的敦煌寫本，除由弗路格編制的Ф１—３５７號

外，其餘均用Дх編號，即俄文“敦煌”二字譯音的縮寫字母，拉丁字母

轉寫作Ｄｘ．或Ｄｈ．。隨着對寫本的修復和整理，Дх號已編至１８０００號

以上，但殘片居多，其中還混入大量黑城、吐魯番、和闐等地的出土文

書。特別是科茲洛夫於黑城所獲西夏漢文文書，往往混入敦煌文獻。

孟列夫編印之二册《列寧格勒亞州民族學院所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中

所叙録即頗多屬於黑城西夏漢文文書，雖有兩種編號，但因編號冠有

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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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х”，每每被視爲敦煌文書而加以立論，瑏瑣以致影響考訂敦煌藏經洞

封閉年代的下限問題。考藏經洞封閉的原因與時間，歷來說法紛歧，不

一而足，主要可歸納爲“避難說”與“廢棄說”。其中“避難說”與西夏有

關的說法，又有兩種。一種由法國伯希和提出，也是最早的、普遍採取

的說法。其主要根據藏經洞所出寫本的題記年號最晚者爲太平興國

（９７６—９８３）及至道（９９５—９９７）年間，以及所出寫本中無一西夏文本，因

而推論藏經洞的封閉當在１０３５年西夏侵掠敦煌時，寺僧聞警，倉促窖

藏書畫。此外，根據俄藏曹宗壽施經疏爲現知藏經洞所出有紀年的寫

本中最晚之一件，時間爲大宋咸平五年（１００２），此後直至１０３６年西夏

佔領敦煌的三十餘年間，再未發現一件有紀年的寫本，因此推論藏經洞

的封閉“當在宋咸平年間或稍後的年代裏”。１０１４年曹賢順繼任歸義

軍節度使後，爲防備戰爭危及瓜、沙，開始在瓜、沙寺院中進行備戰活

動，諸如採取收藏寺院遺書的措施也是可能的。而這種收藏工作從藏

經洞的收藏情形與遺書所涉年代、範圍來看，也決非短期內倉促所爲。

今此書既見著錄於１９８４年孟列夫所編《黑城出土漢文文書敘錄》

中，又收入１９９８年上海古籍出版之社與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

共同出版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十

册中，其究竟出自何處？實不可不辨。

按：Дх２８２２蒙學字書，前後皆殘，不知有無序言、跋尾，書中未見

年代題記，故難以確定其具體編撰的時間。但據其官位、司分、地分部

來看，其中有的詞語西夏後期才可能出現，所以可以初步確定此書編於

西夏後期。一般所稱的“敦煌卷子”、“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

本”指的是清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敦煌莫高窟第１７窟，張大千編第１５１

窟藏經洞所發現的文書，爲數多達六萬件以上的抄本經卷和文書，其時

代從十六國到北宋。文書的形態，有卷子、摺本、册葉本與單片紙葉等；

書寫的文字則以漢文爲主，間有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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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厥文，其中並無西夏文書。至於一般所稱的“敦煌西夏文佛經”如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祖大

師法寶壇經》等，主要是１９５９年莫高窟黨泉河東岸最南端一小塔婆內

出土的木刻經折本佛經，並非出自敦煌莫高窟第１７窟藏經洞。

（三）發展源流

我國古代，除官學、私學外，在各城鎮、農村尚有“閭里書師”從事訓

蒙之私塾蒙館，其教學之對象大半爲未成年之兒童、青少年，其教學之

目的，則主要在教導學童識字，附帶灌輸日常生活所需之普通常識及道

德規範。而在農村，一般孩童入學，但求能識字、寫信、記賬而已，因此

教材之編纂多以教授童蒙識字爲主。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史籀

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秦漢以來，代有所編，唯諸書已佚，今存

者僅史游之《急就篇》而已。其後則有梁周興嗣之《千字文》。此二書一

出，遂成爲隋唐時期童蒙之主要識字課本。除此之外，亦有因時因地而

編之各種雜字書，卷帙與種類可謂繁多，內容與體制亦雅俗共存，同時

亦每有深具地方性者。

六朝要字、雜字之作甚多，據林明波《唐以前小學書之分類與考證》

所錄則有郭卿《雜字指》、周成《雜字解詁》、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常

用字訓》、王義《文字要記》、張揖《雜字》、謝康樂《要字苑》、鄒誕生《要用

字對誤》、鄒里《要用雜字》、王劭《俗語難字》、《雜字要》等十二種。惜今

皆不傳，無法持與相較。

敦煌寫本中保存有以識字爲目的的通俗讀物《開蒙要訓》多件，全

書一千四百多字，也是用四言韻語介紹自然名物、社會名物、寢處衣飾、

身體疾病、器物工具、行動操作、飲食烹調、耕作、樹木、鳥獸等，開頭說：

“乾坤復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最後說：“筆硯紙墨，記錄

文章；童口習學，易解難忘。”《開蒙要訓》雖不如《千字文》風行，然於唐五

代敦煌地區極爲通行，其內容收入日常俗語，注重實用，雖不立部目，然

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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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見分類編排之實，持與後世各類雜字書相較，其影響則隱然可見。

此外，還有幾種，時間同《開蒙要訓》相近，內容性質與編輯體制大

體相近，而其名稱或稱“雜字”，或不以“雜字”命名，然整體而言，此類通

俗讀物無疑是後世大量“雜字”書的濫觴。換言之，“雜字”書從漢魏六

朝興起，經過唐五代的流行與衍化，發展到宋代而趨於定型，成爲宋、

元、明民間識字教育的重要讀物，在社會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宋代“雜字”書的大量出現，給予李元昊創建的西夏王朝以相當的

影響。根據《宋史·夏國傳》載：“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

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

《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瑏瑤西夏創造了文字後，首先翻譯

《四言雜字》與《孝經》、《爾雅》，足見“雜字”一類漢籍對於當時西夏學習

漢文化，漢人學習西夏文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惜原

書不傳，難窺原貌。今黑城出土２８３ａ（原藏錄號Дх２８２２）《字雜》，雖非

《四言雜字》，然其性質屬“雜字”類字書之流甚明，當是西夏建國初期流

行之新編。又此類讀物歷經元、明、清三代，多方改易，新編層出不窮，

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大抵率以“雜字”命名，如《群珠雜字》、《對相雜

字》、《益幼雜字》、《世事通考雜字》、《新增萬寶元龍雜字》等。

黑城出土２８３ａ（原藏錄號Дх２８２２）《雜字》即宋代流行於西夏的雜

字書，其書分類立部的形式蓋承古代字書《爾雅》、《急就篇》一類而發

展，內容則較《急就篇》、《千字文》更爲通俗，深具地方性與通俗性。

《急就篇》爲西漢元帝時史游所編，是我國現存最早之識字、寫字教

材，成書時間約在公元前４０年左右。其開端云：“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

諸物與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之務之必有喜。

請道其章。”其後則以三言韻語列舉１３２個姓字，其次於“姓名訖，請言

務”後，即以七言韻語將有關錦繡、染色、絲帛、稻粱、蔬醬、果餌、衣襦、針

縷、履襪、金屬、器用、竹木、魚蝦、席帳、飾物、珠玉、樂器、膾炙、酒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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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弓矛、車輿、轡勒、房屋、農具、六畜、鳥獸、疾病、醫藥、喪祭等類常見

事物之名目加以臚列。瑏瑥由於《急就篇》具有集中識字、整齊押韻、注重實

用、知識面廣等特色，因此自漢魏以後即廣爲私塾所用之識字課本，南北

朝時亦普遍用作初學識字之教材，大致從唐以下，其作用始漸次減低。詳

審西夏漢文本《雜字》，非歌括式，亦非韻語，全書採分類立部之編排方式，

然審其內容，不難發現其基本性質與《急就篇》相似，均爲民間日常生活事

物之名目，較之《急就章》更能反映西夏時代與地域現實生活的實際需求。

西夏李元昊自制蕃書，翻譯漢籍，特重《爾雅》。因此無論西夏漢文

本《雜字》或西夏文本《雜字》，其編輯體式分類部居，均明顯深受《爾雅》

的影響。按：《爾雅》一書首開我國依內容性質分類釋詞體例之先河，

今本三卷十九類，分爲十九篇：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

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釋草、釋

木。爲我國古代第一部訓詁名著，亦是經師解釋六經訓詁之彙集，爲讀

經者必備之工具書。後人均將之視爲經學之附庸，列在十三經之内，而

其名書取義“爾，近也；雅，正也”，其重要與雅正可知。

我國現存最早之識字、寫字教材西漢史游之《急就篇》，其體式雖爲

七言及三言韻語，但就其識字功能與分類之特色而論，當是魏晉南北朝

“要用雜字”書與唐五代《俗務要名林》與宋、元、明各類《雜字》之濫觴。

以名物分類編排之字書，就其體式而言，係《爾雅》、《急就篇》之支流餘

裔。然其收錄之語彙，以日常生活之用語爲主，大抵爲俗語俚詞，而非

正經、正史之雅正，究其性質，實爲因應民間日常生活之需而編，而其編

纂亦以標舉名物爲主，此與《爾雅》之以釋義爲主迥異。

三、與《俗務要名林》之比較

清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其大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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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以事務爲類而編輯之一種字典，及爲適應民間需要而編的“雜

字”書多種，如：Ｓ．６１０殘卷的《雜集時用要字》，計存１２行。內容取材

自日常生活中的語彙，以二字一句，如：“昏暗”、“虹霞”、“服飾”、“棉

絮”，分別部居，其體制與“雜字”頗爲相近。今殘存部分計有“二儀部第

一”、“衣服部第二”、“音樂部第三”。瑏瑦而Ｓ．３２７７號殘卷，計存□□部、

石器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

部、花釵部、綵色部；Ｓ．６２０８殘卷，計存□纈部、飲食部、薑笋部、果子

部、席部、布部、七事部、酒部。Ｐ．３７７６號殘卷，計存天部、陰陽部、年載

部、地部、郡邑部、丈夫立身部。就內容體制而論，其依名物分類編列體

式，當可視爲“雜字”一類之通俗字書，其中最爲重要且關係較爲密切的

當推Ｐ．２６０９、Ｓ．６１７、Ｐ．５００１的《俗務要名林》。

《俗務要名林》的“俗務”，指的是世俗生活上的各種事務；古曰名，

今曰字，故“要名”即要字，因此所謂《俗務要名林》顧名思義乃爲日常生

活所需而編的要用雜字書。其內容乃針對民間日常生活中各種常用重

要之語彙加以分類編排，以便於檢閱並供學習。今所見之敦煌寫卷

Ｐ．２６０９、Ｓ．６１７及Ｐ．５００１等《俗務要名林》殘卷，從殘存［器物部］、田農

部、養蠶及機杼部、女工部、綵帛絹布部、珍寶部、香部、彩色部、數部、度

部、量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肉食部、飲食部、聚會部、雜畜部、

獸部、鳥部、蟲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船部、車部、戎仗部、火部、

水部、疾部、藥部、手部、□□部、親族部、□□部、宅舍部、男服部、女服

部等觀之，此書顯係採六朝以來類書分類立部之體式將民間日常生活

所需之語彙加以分類編排之字書，亦即具類書之體式，因此在殘卷缺題

之情況下，Ｐ．５００１即被視爲類書。瑏瑧

Дх２８２２《雜字》內容性質與敦煌本《俗務要名林》相似，其編輯體例

也大致相同。唯以編纂與使用對象有別，一爲北宋西夏官方所用，一爲

唐五代敦煌乃至中原地區民間所用，以致分類詳略不同，內容要目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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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多寡亦有所不同。茲將其分類部目對照如下：

Дх２８２２《雜字》 《俗務要名林》

漢姓名第一

番姓名第二

衣物部第三 男服部、女服部

斛部第四 度部、量部、秤部

果子部第五 果子部

農田部第六 田農部

諸匠部第七

身體部第八

音樂部第九

藥物部第十 藥部

器用部第十一 器物部

居舍部第十二 宅舍部

論語部第十三

禽獸部第十四 雜畜部、獸部、鳥部、蟲部、魚鱉部

禮樂部第十五

顏色部第十六 彩色部

官位部第十七

司分部第十八

地分部第十九

親戚長幼二十 親族部

　　“雜字”書的特點首在通俗；其次則是結合特定對象的實際生活，注

重日常應用；再者則是帶有顯著的地方色彩。因此不同時代、不同對象、

不同地域所編的雜字書，不但分類詳略有所不同，語詞、內容也多所增删

改易。茲舉“果子部”爲例，將其編輯內容臚列，對照如下，以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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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務要名林》

果子部

李、柰、柑、橘、橙、棗、梬棗、栗、梨、林檎、枇杷、梅、杏、椑、柿、

石榴、桃、鳥勃、榠樝、木瓜、櫻桃、蒲陶、菱、蓮、荷、藕、茈、甘蔗、

瓠子、芋子、瓜、青、黃、胡、瓟、埯

Дх２８２２《雜字》

果子部第五

梨果　石榴　柿子　林檎　榛子　橘子　杏仁　李子　榛子

木瓜　葫桃　茄　笋蕨　蔓菁　蘿蒲　荆芥　茵蔯　蓼子　薄荷

蘭香　苦苣　蔥蒜　烏枚　杏梅　桃梅　南棗　蕓薹　錫果　越瓜

春瓜　冬瓜　南瓜　青蒿　桃條　梨梅　杏煎　回紇瓜　大石瓜

四、與西夏文《雜字》之關係

西夏曾翻譯過中原地區漢文本《雜字》，據《宋史·夏國傳》載：“（元

昊）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瑏瑨

西夏時期對《雜字》一類書的編纂十分重視，現存四十多種西夏文

世俗文獻中，就有三種《雜字》。瑏瑩內容是把當時社會常用的詞語分類編

輯成書，有的以天、地、人爲三品，再将每品分爲若干部，如俄藏黑水城

文獻的通俗蒙學讀物《三才雜字》，各部中列數量不等的相關詞語。如

一種前後皆殘的西夏文《雜字》，“天”品中有：閃、霹、雲、雪、雹、霜、露、

風、天河等部，“地”品中有：地、山、河海、絲、絹、男服、女服、木、菜、草、

穀、馬、駱駝、牛、羊、飛禽、野獸、蛆蟲昆蟲等部，“人”品中有：蕃族姓、

人名、漢族姓、親屬稱謂關係、身體、屋舍、飲食器類等部，共含一千多個

詞語。這種《雜字》內容十分豐富，便於分類識字，也可以作爲瞭解社會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２９５　　

生活的啓蒙讀物。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雜字》有寫本與刊本兩種，其中寫本共有兩件，

一件無題，存２０面，依其內容當是《雜字》一類；另一件則爲《三才雜字》，

全書計６２面，存２６面。而刊本計有四件，除西夏文《雜字》（編號２１０）

“保存良好”，較爲完整外，其餘三件“保存極壞”，或僅殘存一兩頁。瑐瑠以

下謹將保存良好的編號２１０《雜字》作一簡介，並持與漢文Дх２８２２蒙

學字書《雜字》相互比較，藉以考察西夏繼承漢文化而衍化的脈絡。

現存較完整的西夏文《雜字》，內容計分２６部，其與漢文Дх２８２２

蒙學字書《雜字》的分類部目對照如下：

Дх２８２２《雜字》

漢 姓 名 第一 番姓名第二　 衣物部第三　 斛部第四

果子部第五　　 農田部第六　　諸匠部第七　　身體部第八

音樂部第九　　 藥物部第十　　器用部第十一　居舍部第十二

論語部第十三　 禽獸部第十四　禮樂部第十五　顏色部第十六

官位部第十七　 司分部第十八　地分部第十九　親戚長幼二十

西夏文《雜字》

０１．天河部　０２．地部　０３．山部　０４．河海部　０５．寶部

０６．絲部　０７．男服部　０８．女服部　０９．木部　１０．菜部

１１．草部　１２．穀部　１３．馬部　１４．駱駝部　１５．牛部

１６．羊部　１７．飛禽部　１８．野獸部　１９．蛆蟲昆蟲部

２０．番族姓部　２１．人名部　２２．漢族姓部　２３．親屬稱謂關係部

２４．身體部　２５．屋舍部　２６．飲食器具部

西夏文《雜字》與漢文本《雜字》同爲黑城出土的西夏文書，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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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不遠，名稱相同，形式一樣，其編輯體例、內容雖有差異，然其相承

沿革脈絡實不難窺見。

Дх２８２２《雜字》

屋舍部第十

正堂　柵　挾舍　散舍　房子　廚舍　橫廊　基階　門樓

亭子　攝集　草舍　客廳　草庵　園林　磑舍　碓場　城郭

庫舍　檐栿　材植　闊狹　椽檁　柱腳　枓栱　欄枙　板寸

框檔　地架　构欄　舍脊　极榻　上樑　裁截　倒塌　崩壞

修造　壁赤　泥補　大巠　小巠　一片　一課　一粒　一
一把　一箇　一束　一軸　一副　一隊　一群　一盞　一瓶

一盤　若干

西夏文《雜字》

（２５）屋舍

房屋　墻壁　宮室　書屋　內城　宮殿　棚堂　宮廷　神堂

京殿　回廊　毛棚　門閾　樓閣　結構　重栿　檁樑　床座

柱腳　桅欄　細椽　刨子　鋸子　門扣　鑿雕　桌櫃　索榫

琉璃瓦　　　磚墼　泥土　塗泥　入模　坐床　褥子　枕氈

椅子　矮床　交床　遮攔床　彩沿床　火爐　火盆　火鉗

火杴　草舍　門戶　牛棚　帳氈　靠背　茅（？）置耳（？）置腰

（？）　［勒籍］［勒蒲］　茅苫　天窗　焰窗　掃帚　掃除　污垢

拂拭　澄清　清潔　潑灑　清淨　堡寨　溝壕　遷徙　難移

宮舍　住定　暖熱　滿意

兩種《雜字》都收有“番姓”，但漢文本《雜字》僅收６０姓，而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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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字》則收２５０姓，比漢文《雜字》多１９０姓，再加上７０個番人名，這比

漢文本《雜字》多四五倍。足見漢文本《雜字》概由中原原有之《雜字》增

删改易而來，西夏文《雜字》則在漢文本《雜字》之基礎上擴編而成，當係

西夏後期晚出之作。

五、研 究 價 值

姜亮夫《敦煌學概論》中曾評估《俗務要名林》的價值說：“書中多俗

字，往往不見於通常的字書和韻書，這同寫書目的———爲俗務要名而

作，應是一致的。所以，它無疑是唐代社會，尤其是敦煌地區的社會生

活的寫真，可以從中考見當時語言情況和社會情況。”事實上，不只《俗

務要名 林》對 於 研 究 唐 代 社 會 生 活 而 言 是 一 極 爲 寶 貴 的 資 料，瑐瑡

Дх２８２２《雜字》對於瞭解宋初西夏社會生活的概況無疑也提供了相當

珍貴的材料。如“斛部第四”收錄了粳米、攢米、白米、糧米、糯米、折

米、蒸米、炒米、秫米、米、黍米、大麥、小麥、小米、青稞、赤穀、赤豆、

豌豆、綠豆、大豆、小豆、豇豆、蓽豆、紅豆、蕎麥、稗子、黍稷、麻子、黃麻、

麥、麥、麥麨、麥麴、麥麵、粹子、稻穀、黃穀、清水麴、百花麴等各類

米、豆、麥、麵等計三十九種，足見其飲食之豐富。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通俗蒙學讀物如《三才雜字》和類似漢文

《千字文》的著作《新集碎金置掌文》以及漢文《雜字》等，收錄了相當豐

富的有關西夏社會生活的詞語。其中有關民族姓氏，主要是番姓（党項

族姓）和漢姓的記載，對於認識和研究西夏的主體民族，瞭解西夏境內

各民族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極具價值。Дх２８２２《雜字》“漢姓名第一”收

錄有：

梁陳　蘇辛　美丁　薛謀　曹江　寇耿　吉許　鍾徐　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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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齊　羅婁　孫時　韋衛　柸裴　唐南　田祝　穆慕　將牛

鄒仲　尹蒙　車梅　同郄　溫蕭　郇　蔡楚　杜錢　度來

雷枝　蓋雙　柴祈　魯閔　晁黎　酒戴　漆逯　霍甘　殷邵

字落　秦燕　郗解　翟丸　勒喬　巨薊　重羌　焦楊　折蘭

傅慈　魏廉　成欒　潘邊　滕筆　謝崔　渾刳　景索　俄冀

藺聶　夏陶　鮑開　尚彭　狄荀　雲員　刁艾　甄翼　仵封

吳常　敬刑　晉越　仇家　黨門　柔萌

總計殘存１３８個，皆爲單姓，兩姓一組，其所收錄的係當時主要且

流行的漢姓。其中漆、九、逯、羌、俄、柔、萌等姓氏現已罕見，也有些姓

氏與西夏文獻中的姓氏可相互印證。如“酒”姓，在西夏《涼州重修護國

寺感通塔碑》中即有僧人“酒智清”。又如“折”姓爲宋代府州（今陝西府

谷）黨項族大姓，自唐末世襲府州地方，爲宋朝防衛西夏。此《雜字》將

“折”姓列入漢姓，可能當時西夏並不認爲折氏是黨項人，或《雜字》中折

氏非指府州折氏。

蕃姓各部皆爲雙音節，因此兩字一姓，計收錄６０姓。蕃姓之“蕃”，

西夏語音“弭”，一般指黨項族而言，蕃姓就是黨項族姓氏。皇族姓嵬

名，后族姓沒藏，大臣姓浪訛、吳移、都羅、咩布、如定、妹勒、芭裏、並尚、

訛移、骨勒等，凡此均有助於對當時宋夏關係、黨項和漢族關係有所瞭

解。西夏學專家史金波《西夏漢文〈雜字〉初探》一文更就“民族姓氏”、

“生活用品”、“人體衛生”、“生產活動”、“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六方

面，論述Дх２８２２《雜字》內容的價值。瑐瑢

又《雜字》一類的通俗字書，以識字爲目的，內容多爲現實生活中的

日常詞語。語彙最爲鮮活，涉及政治制度、自然名物、社會名物、身體、

器物、飲食、農作，鳥獸等方面，可說層面廣泛，無疑提供了豐富的詞彙

材料。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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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變遷，文明的進展，促使人们對日趨繁雜的事物分別進行辨

析，促進了單音字義往複音詞的發展；另一方面佛教東傳，因應佛經翻

譯的需要，創造了大批新詞語，無論音譯、梵漢合璧或意譯，其結果都是

產生了大量的複音詞。不同民族的漢化，因語言與文化的不同也帶來

了大量的新興詞彙，這都是詞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每一時代的新詞彙自然反映在當時的文獻中，近代詞彙研究重視

敦煌變文與禪宗語錄，主要因爲這些材料不僅在內容上反映了當時社

會的市民生活，而且在用詞造句上也多採用當時的口語。蔣禮鴻即以

爲變文提供了漢語史中較多的口語詞彙和語法材料，他在《敦煌變文字

義通釋》一書的序文說：

古代口頭語言的真實面貌，反映在正統的文言文裏的非常之

少，而在民間的創作以及文人吸取民間口語的作品中可以窺見其

一部分。民謠、詩、詞、曲、小說、隨筆、語錄等，其中或多或少地保

存着口語的材料。研究古代語言的人，對這些還沒有加以足夠的

注意，以致古代語言真相隱而不顯。……變文是唐五代間的民間

文學，其中保存有不少當時口語的材料。有些材料，可以和同時代

的敦煌其他文字如曲子詞以及詩、詞、筆記等相印證，有些可以和

漢魏六朝及宋元的材料相聯繫。瑐瑣

近代學者在詞彙的研究中，已普遍利用禪宗語錄、詩詞語言、唐人

小說、宋元話本及元曲詞語等語料進行課題，成果也頗豐碩。俄藏西夏

漢文本通俗字書《雜字》曾流行於北宋初期的西北地區，其時正值漢語

詞彙發展的關鍵期，其收錄的詞彙頗具特色。若能據以進行探究，當能

從其中觀察到中古時期過渡到近代的過程中漢語詞彙新陳代謝的情

形。例如漢文本《雜字》屋舍部共收１１４字，其中有一片、一課、一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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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一個、一束、一軸、一副、一隊、一群、一盞、一瓶、一盤等１４個

量詞，便是研究量詞的好語料。

六、結　　論

對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十册

所收錄的Дх２８２２“蒙學字書”的研究，在文獻學上，除了能豐富西夏漢

文文獻材料，有助於考察通俗識字讀物“雜字”的發展脈絡外，尚有两點

值得注意。

（一）通俗讀物於文化輸出中扮演的角色

雜字書的基本特點爲內容通俗，側重特定對象的日常應用，具有明

顯的地方色彩。這些特點，使雜字書在社會上得以廣泛流傳。在社會

教育中真正解決了中下層人家子弟短時間內識字以應付日用需要的問

題，也就是以最短的時間學完常用的文字，以便記賬、寫信、看通俗小說

和唱本。因此這些雜字書看似通俗鄙俚、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在歷史上

所發揮的作用，實在難以估量。

宋代詩人陸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秋日郊居》詩“授罷村書閉門睡”句下

自註：“《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而《大元通制條格》卷五“傳習

差誤”條也載：

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勘晨官申各路府州司縣，在城關

廂已設長學外，據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

《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瑐瑤

可見《雜字》唐五代以後尚廣泛流傳於民間，成爲民間最爲通行的

語文教材。Дх２８２２《雜字》的保存，更證明其影響之廣且深，跨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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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滲入不同民族，發揮着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

余近十幾年來始終積極致力於敦煌石室遺書、中國民間通俗讀物

及中國域外漢文學之整理與研究，在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一有趣

的特殊現象，就是：民間通俗的讀物，頗多爲中原百姓所流傳，然卻不

如一般經史子集爲上層社會知識分子所重視，故史志多不著錄，而後世

亦罕流傳。然而這些不登大雅之堂，向爲傳統知識分子所鄙視或不加

留意的通俗讀物，卻始終在文化傳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當其流傳至

域外漢文化區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時，卻往往得到保存與重視，甚至提

昇其原有的文化地位而流行於上層知識分子間，成爲其閱讀、收藏與倣

作的對象。特別是唐宋以來的通俗類書、蒙書、善書等，其中頗多爲中

國史志所不錄，爲文人雅士所鄙視。例如在中國一直被視爲僞經的《父

母恩重經》、《目連經》，傳到韓國卻成爲韓國最爲重要的佛教經典之一。

民間流傳的通俗讀物《太公家教》、《明心寶鑑》等，卻在夙重漢文化的鄰

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普遍流行，甚至一直被視爲學習漢文的寶典，可

知其影響之深遠。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即有：

（安南國）如儒書則有《少微史》、《資治通鑑》……《太公家教》、

《明心寶鑑》、《剪燈新話》、《餘話》。瑐瑥

近人黃得時在《在中國不被重視而在日本受歡迎之十部書》一文觀察此

現象以爲：

一般而論，凡由甲國（中國）人士所撰成之著作，在甲國不被重

視，但是一旦輸往乙國（日本），即備受歡迎。瑐瑦

敦煌石室遺書保存了大批中古時期各類型的通俗讀物，且多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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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敦煌地區縣學、鄉學、寺學、私墊、義墊等學郎所用之教材讀本，其於

邊陲地區的教育與文化傳播深具影響力，從西夏漢文本《雜字》、西夏文

本《雜字》、蕃漢對照《蕃漢合時掌中珠》及西夏文《類林》等的流傳，亦可

得到印證。

（二）西夏文獻對敦煌學研究視野的擴展

敦煌學是一門以資料爲核心的國際性學科，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寫本文書、石窟壁畫、塑像、洞窟遺址以及

有關遺物，其中尤以藏經洞所發現的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爲數多達

六萬件以上的抄本經卷和文書爲大宗。這些寫本主要出自瓜、沙二

州，有的也來自中原，或出自西州。因此進行研究時往往需要結合其

他六朝寫本及唐寫本一同研究，特別是吐魯番出土的文書，與敦煌寫

本關係密切，令人難以割捨，以致有學者將二者結合而稱爲“敦煌吐

魯番學”。

敦煌學“因地名學”，它是以敦煌地區遺存至今的文獻、文物資料爲

對象的綜合性新興學科。然就地域而言，與高昌、于闐、西夏同屬西域

邊陲，其出土文物每每息息相關，不易區隔，因此也有將之統稱爲“西域

文獻”的，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献集成》，法國巴黎

國家圖書館所藏的部分即名爲《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今存敦煌文獻，固以莫高窟第１７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獻爲主。然廣

義的敦煌文物中，也存有一部分西夏時期的文物，如莫高窟、榆林窟的

西夏洞窟壁畫、題記以及１９５９年莫高窟黨泉河東岸最南端一小塔婆內

出土的木刻經折本佛經，如《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金剛

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敦煌西夏文佛經”。因此，

從廣義的敦煌學來看，河西走廊其他地區和黑水古城（今內蒙古額濟納

旗）發現的西夏文獻，雖非出自莫高窟藏經洞，然其至少在時間上正與

敦煌十六國至北宋初期的寫本相銜接，地緣上與政治上也有緊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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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換言之，敦煌文獻可上承吐魯番文書，下啓西夏文物，其相互交叉，

相互配合，尤可開拓研究領域，擴展學術視野。

（原載《新國學》第２卷，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３０５—

３２５頁。）

注釋：

① 見《漢學研究通訊》第２０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１６２頁。

② 見《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８期，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８１—１１８頁。

③ 見《靜宜人文學報》第６期，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９—３８頁。

④ 見《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７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１７—１３０頁。

⑤ 見《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１９９１年６月，
第５０１—５２０頁。

⑥ 見《第二届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
６６９—７００頁。

⑦ 《敦煌碎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４３頁。

⑧ “敦煌寫本字書研究”計畫，編號ＮＳＣ８１—０３０１—１．１—０３４—５０１。

⑨ “敦煌蒙書研究（一）”計畫，編號ＮＳＣ８８—２４１１—Ｈ—１９４—０１３；“敦煌蒙書

研究（二）”計畫，編號ＮＳＣ８９—２４１１—Ｈ—１９４—０２７。

⑩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

瑏瑡 見《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第２２８—２２９頁。

瑏瑢 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十册，第５８—６７
頁。按：自來中文論述提及西夏漢文《雜字》，多誤作Дх２８２５，如史金波《西
夏漢文本〈雜字〉初探》，載《中央民族史研究》第２輯，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６７—
１８５頁。

瑏瑣 如蘇瑩輝《敦煌石室封閉年代新論》、翁同文《敦煌石室封閉年代之謎》即誤

據孟列夫敘錄中２７８４及２９１４號兩件非出自莫高窟的寫卷進行立論。後蘇

氏《跋黑城所出西夏時寫本佛教偈名卷子———兼論敦煌石室封閉年代》已

加以訂正。

瑏瑤 見《宋史·西夏傳》，中華書局校點本，第３８９５頁。

瑏瑥 參見漢史游《急就篇》，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８９年。

瑏瑦 參見拙文《敦煌字書緒論》，見《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８期，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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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１８頁。

瑏瑧 詳參拙著《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第二届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

集》，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６６９—７００頁。

瑏瑨 見《宋史·西夏傳》，中華書局校點本，第１３８９５頁。

瑏瑩１９０９年俄國科玆洛夫於黑水城發掘大量西夏寶物，其中有各種書籍、文卷

和抄本。除大量西夏文、漢文佛經外，有西夏人自己撰修的詞書、韻書和字

書，例如《文海》、《同音》、《番漢合時掌中珠》等，西夏文刊本《雜字》便是其中

之一。

瑐瑠 參見李範文、中 島 幹 起《西 夏 文 雜 字 研 究》，東 京：不 二 出 版 株 式 會 社，

１９９７年。

瑐瑡 參見拙文《從敦煌寫本字書看唐代民間的飲食生活》，臺北：大安出版社，
《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１９９４年３月，第１５９—１７６頁。

瑐瑢 史金波《西夏漢文〈雜字〉初探》，載《中國民族史研究》第２輯，１９８９年６月，
第１６７—１８５頁。

瑐瑣 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

４頁。

瑐瑤 見《大元通制條格》卷５，臺北：文華書局，１９６８年，第２０５頁。

瑐瑥 見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臺北：華文書局，１９６８年，第３４２頁。

瑐瑦 見黃得時《在中國不被重視而在日本受歡迎之十部書》，臺北：中韓文化關

係研討會論文，１９８２年８月。

附錄：《雜字》錄文

００１梁陳　蘇辛　美丁　薛謀　曹江

００２寇耿　吉許　鐘徐　葛範　柳齊

００３羅婁　孫時　韋衛　杯裴　唐南

００４田祝　穆慕　將牛　鄒仲　尹蒙

００５車梅　同郡　溫蕭　郇　蔡楚

００６杜錢　度來　雷枝　蓋雙　柴祈

００７魯閔　晁黎　酒戴　漆逮　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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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８殷邵　字落　秦燕　欷解　翟丸　（以上第１面）

００９勒喬　巨薊　重羌　焦楊　折蘭

０１０傅慈　魏廉　成欒　潘邊　滕筆

０１１謝崔　渾刳　景索　俄冀　藺聶

０１２夏陶　鮑開　尚彭　狄荀　雲員

０１３刁艾　甄翼　仵封　吳常　敬刑

０１４晉越　仇家　黨門　柔萌

０１５　　　番姓名第二　　　　　　　（以上第２面）

０１６嵬名　沒臧　藥女　浪訛　吳

０１７都囉　咩布　細遇　祜稅　野貨

０１８季臥　迺來　床囉　趙　令

０１９磨訛　鋪主　來里　連奴　吃女

０２０恃胡　癿咩　渾貨　毛女　迯訛

０２１雜里　雜咩　如定　吃泥　妹勒

０２２勒瓦　勒囉　路　蔡令　光寧　（以上第３面）

０２３嵬迎　卧沒　麻女　野馬　芭里

０２４妹輕　回紇　令咩　毛　孰嵬

０２５夜浪　莊浪　靜　並尚　迺稅

０２６特囉　拽稅　骨婢　便　訛

０２７季　輕寧　臥利　細臥　骨勒

０２８　　　衣物部第三

０２９綾羅　紗線　疋段　金線　緊絲　（以上第４面）

０３０透貝　開機　川紗　縠子　線紬

０３１綿貝　尅絲　絹帛　線　絣金

０３２蟠線　京紗　圈紗　隔織　纈羅

０３３線羅　川錦　式樣　公服　披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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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襴　襖子　褙心　褙子　裺心

０３５汗衫　襯衣　褲　腰繩　束帶

０３６皂衫　手帕　羅衫　襌衣　綽繡　（以上第５面）

０３７大袖　袈袋　繡褲　繡袩　寬褲

０３８窄褲　袈裟　襪頭　絲鞋　朝靴

０３９木履　草履　襪靿　披氈　睡襖

０４０征袍　三袩　褐衫　氈襪　襖

０４１煖帽　頭巾　掠子　幞頭　帽子

０４２冠子　合子　束子　釵子　錍子

０４３釧子　子　鏡子　鐶子　翦子　（以上第６面）

０４４箱子　籠子　篋子　櫃子　匣子

０４５珍珠　瓔珞　海蛤　碧鈿　瑪瑙

０４６珊瑚　珞縫　金銀　琉璃　硨磲

０４７琥珀　玻璃　鍮石　銅鐵　錫鑞

０４８釵花　火錐　錍花　篦梳　木梳

０４９假玉　卞玉　無瑕　繡復　被衣

０５０　　　斛部第四　　　　　　　（以上第７面）

０５１粳米　米　白米　糧米　糯米

０５２折米　蒸米　炒米　秫米　粗米

０５３黍米　大麥　小麥　小米　青稞

０５４赤穀　赤豆　豌豆　綠豆　大豆

０５５小豆　豇豆　蓽豆　紅豆　蕎麥

０５６稗子　黍稷　麻子　黃麻　麥麩

０５７麥　麥　麥麴　麥麵　籸子　（以上第８面）

０５８稻穀　黃穀　清水麴　百花麴

０５９　　　果子部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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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０梨果　石榴　柿子　林檎　榛子

０６１橘子　杏仁　李子　榛子　木瓜

０６２葫桃　茄　芛蕨　蔓菁　蘿蒲

０６３荆芥　茵蔯　蓼子　薄荷　蘭香

０６４苦苣　蔥蒜　烏枚　杏梅　桃梅　（以上第９面）

０６５南棗　蕓薹　錫果　越瓜　春瓜

０６６冬瓜　南瓜　青蒿　桃條　梨梅

０６７杏煎　回紇瓜　大石瓜

０６８　　　農田部第六

０６９犁樓　罷磨　桔槔　鐵鏵　收刈

０７０碡碌　笤箒　掃箒　塗洒　鍬钁

０７１杈杷　篣箕　栲栳　碓磑　刀　（以上第１０面）

０７２颺殺　持碾　舂擣　倉庫　囤芭

０７３窟　鋤田　踏碓　撥磑　耕耘

０７４鎚鍊　積貯　耕耨　壤地　茭箔

０７５渠河　漢堰　澆灌　夫草　子稅

０７６鐮刀　大斧　地軟　梯梜　繩索

０７７幡竿　夾耳　壟培　堤塹　團頭

０７８提轄　溝洫　桑麻　作戶　種蒔　（以上第１１面）

０７９官渠　作家

０８０　　　諸匠部第七

０８１銀匠　鞍匠　花匠　甲匠　石匠

０８２桶匠　木匠　泥匠　索匠　紙匠

０８３金匠　銀匠　鐵匠　針匠　漆油

０８４鞘鞦　鞦轡　傘蓋　赤白　弓箭

０８５銷金　撚塑　砌壘　扎抓　鑄　（以上第１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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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６結瓦　生鐵　針工　彩畫　彫剋

０８７剜刀　鏃剪　結綰　鏃匠　筆匠

０８８結絲匠

０８９　　　身體部第八

０９０頂腦　胸前　口唇　牙齒　弼鼻

０９１眉毛　眼眶　咽喉　顋頷　耳墜

０９２髭髯　指頭　五臟　心肺　肝肚　（以上第１３面）

０９３腰膝　皮膚　脾胃　腎藏　拳手

０９４顙額　六腑　爪甲　肩臂　脛骨

０９５跨臀　手腕　心腑

０９６　　　音樂部第九

０９７龍笛　風管　箏　琵琶　絃管

０９８聲律　雙韻　嵇琴　篳篥　雲簫

０９９箜篌　七星　影戲　雜劇　傀儡　（以上第１４面）

１００舞綰　拓枝　宮商　丈鼓　水盞

１０１相撲　曲破　把色　笙簧　散唱

１０２遏雲　合格　角微　欣悅　和眾

１０３雅奏　八佾　拍板　三絃　六絃

１０４勒波　笛子

１０５　　　藥物部第十

１０６龍眼　荔　荳蔻　檳榔　柴胡　（以上第１５面）

１０７鱉甲　當歸　茱萸　蛇皮　遠志

１０８生薑　地榆　牛膝　丁香　魚蘇

１０９赤干　碙砂　阿魏　玄黃　芍藥

１１０硫黃　木香　牛黃　沉香　檀香

１１１茅香　麝香　乳香　馬芹　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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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蓯蓉　縮砂　細辛　葒豆　虎骨

１１３龍腦　黃蓍　黃蒼　黃芩　枳殼　（以上第１６面）

１１４蟬枳　芭豆　木賊　魚骨　麻黃

１１５甘菊　菊花　茯苓　葫椒　桂枝

１１６川芎　虎晴　蠻薑　菵草　沙苑

１１７犀角　紫硬　澤蘭　知母　益智

１１８梧桐　天麻　白木　麻仁　九散

１１９乾蠍　蛤蟆　防風　桂心　特丹

１２０烏頭　三楞　鬱金　朴硝　厚朴　（以上第１７面）

１２１官桂　紫苑　蒺藜　獺肝　黃蓮

１２２甘草　菪莨　獨活　地黃　肉桂

１２３瓜蔞　蛤蚧　白芷　苦參　石膏

１２４緣伊　蒼术　杜仲　半夏　甘松

１２５烏蛇　黛青　粉刺　虎丹　升麻

１２６本草　貝母

１２７麥門冬　麒麟竭　郁李仁　威靈仙　（以上第１８面）

１２８寒水石　穿山甲　馬朋退　赤石子

１２９沒石子　車前子　枸杞子　白花蛇

１３０破故紙　黃盧芭　黑牽牛　陳橘皮

１３１賊魚骨　桑白皮　野丈人　天膠木

１３２禹餘良　檽實子　孔公孽　馬牙硝

１３３露蜂坊　晚蠶沙　旋覆花　五味子

１３４夜明沙　大鵬沙　白頭公　自然銅　（以上第１９面）

１３５白藥子　牛蒡葉　梔子仁　枇杷葉

１３６白芥子　安息香　連翹子　款冬花

１３７行百步　王不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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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器用物部第十一

１３９表紙　大紙　小紙　三抄　連抄

１４０小抄　銀碗　紙馬　折四　折五

１４１匙筯　燈草　金紙　銀紙　鑞紙　（以上第２０面）

１４２京紙　甆碗　甆棕　瓶盞　托子

１４３杓子　酒罇　醬橔　熨斗　鉋子

１４４壘子　注碗　柳箱　木檻　拂拭

１４５針線　尺秤　度量　鐵鐺　篩子

１４６毛連　衣袋　塵設　繳壁　帳薄

１４７屏風　條床　飯床　槕子　榆柴

１４８茭草　碾草　馬藺　廩穰　柴炭　（以上第２１面）

１４９雨傘　扇子　巾子　金觥　王斚

１５０交椅　笊籬　連袋　索子　麻線

１５１燈樹　蒲苫　簟子

１５２　　　屋舍部第十二

１５３正堂　恢柵　挾舍　散舍　房子

１５４房子　廚舍　橫廊　基階　門樓

１５５亭子　攝集　草舍　客廳　草庵　（以上第２２面）

１５６園林　磑舍　碓場　城郭　庫舍

１５７檐栿　材植　闊狹　椽檁　柱腳

１５８枓栱　欄枙　板寸　框檔　地架

１５９构欄　舍脊　极榻　上樑　裁截

１６０倒塌　崩壞　修造　壁赤　泥補

１６１大巠　小巠　一片　一課　一粒

１６２一　一把　一箇　一束　一軸　（以上第２３面）

１６３一副　一隊　一群　一盞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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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一盤　若干

１６５　　　論語部第十三

１６６煩惱　爭論　罵詈　申陳　告狀

１６７干連　勾追　因依　罪衍　取問

１６８分析　公松　受賄　受罰　承受

１６９決斷　徒役　投狀　裁詳　入案　（以上第２４面）

１７０文狀　關定　端的　隱藏　根聒

１７１利害　犯法　疾速　遲延　催促

１７２鬥打　爭競　忿恨　知見　傷損

１７３嶮峻　協和　煩冗　搔擾　側近

１７４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　堅固

１７５兇虐　謹慎　卒暴　瘡腫　氣候

１７６測度　省會　鎧弩　疾病　痊瘥　（以上第２５面）

１７７瘖啞　聾盲　添減　醫治　創制

１７８修合　機關　旌旗　甲胄　干戈

１７９兵戟　譯語　風俗　叛亂　邂逅

１８０遐邇

１８１　　　禽獸部第十四

１８２鳳凰　麒麟　騱驥　鵷鴻　白鶴

１８３鷹鷂　翡翠　鴛鴦　鳧雁　鳩鴿　（以上第２６面）

１８４鵪鶉　鴉鶻　皂鵰　野鵲　燕雀

１８５蚯蚓　鸚鵡　鷺　鷓鴣　鷦鷯

１８６老鴉　鯤鵬　鯨鯢　蚰蜒　螻蛄

１８７蚊蚋　蛤蟆　蚖蛇　蜻蜓　蝸牛

１８８蜘蛛　蜂蝶　蜋　豬豕　野豚

１８９走獸　魑魅　魍魎　馱畜　驢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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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犢特　鱨魦　驢馬　牛羊　雞犬　（以上第２７面）

１９１騶　孔雀　蠅蚋　大蟲　獅子

１９２虞豹　豺狼　班鳩　鵰燕　鵝鴨

１９３貓狗　蟣蝨

１９４　　　禮樂部第十五

１９５威儀　進退　禮樂　辭讓　謙下

１９６差惡　約束　運奔　趨迎　穩便

１９７貢獻　酬酢　循法　防備　難艱　（以上第２８面）

１９８安危　邦國　治亂　邊塞　鄉黨

１９９城寨　器械　論說　講議　感謝

２００仇讎　賞賜　饕餮　齊整　聚會

２０１遊翫　唱諾

２０２　　　顏色部第十六

２０３柴皂　蘇木　槐子　橡子　皂礬

２０４葒花　青淀　萏蓬　芭　緋紅　（以上第２９面）

２０５碧綠　淡黃　梅紅　柿紅　銅青

２０６鵝黃　鴨綠　鴉青　銀褐　銀泥

２０７大青　大碌　大硃　石青　沙青

２０８粉碧　縷金　貼金　新樣　雄黃

２０９雌黃　南粉　煙脂　黑綠　卵色

２１０杏黃　銅綠

２１１　　　官位部第十七　　　　　　（以上第３０面）

２１２皇帝　陛下　皇后　皇子　皇母

２１３太后　后妃　正宮　監國　太子

２１４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２１５少保　元帥　國王　尚書　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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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諸侯　太王　三公　大臣　平王

２１７郡王　嗣王　公主　夫人　帝師

２１８國師　法師　禪師　上天　駙馬　（以上第３１面）

２１９太尉　皇姪　星勒　相公　宰相

２２０皇女　皇妃　閣使　閣門　典謁

２２１糾彈　光祿　大夫　令尹　少尹

２２２副使　叛使　僧官　僧正　僧副

２２３僧判　僧錄　府主　通判　簽判

２２４宗親　座主　僧人　學士　秀才

２２５文人　舉子　　　　　　　　　　（以上第３２面）

２２６　　　司分部十八

２２７朝廷　中書　密院　經略　中興

２２８御史　殿前　提刑　提點　皇城

２２９三司　宣徽　匭匣　金刀　工院

２３０瞻視　化雍　治源　繡院　巡訪

２３１平准　天監　教坊　恩赦　街市

２３２市賣　商稅　留守　資善　養賢　（以上第３３面）

２３３麴務　巡撿　翰林　功德　道德

２３４道錄　勘同　磨勘　農田　提振

２３５陳告　審刑　受納　刺史　酒務

２３６鹽場　內宿　正廳　承旨　都案

２３７案頭　司吏　都監　獄家　大棒

２３８小杖　家禁　打拷　勒抓　驅領

２３９筋縛　局分　勾當　點察　　　　（以上第３４面）

２４０　　　地分部第十九

２４１靈武　堡靜　臨河　懷遠　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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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定邊　西京　山人　大內　新內

２４３火子　新衙　甘泉　甘州　肅州

２４４鳴沙　沙州　鹽州　污池　龍池

２４５寧星　峨嵋　威州　左廂　督府

２４６黑水　三角　瓜州　五源　隆州　（以上第３５面）

２４７卧囉娘　囉稅火　囉領　移門

２４８駱駝巷　骨婢井　龍馬川　迺來平

２４９三乍橋　麻儺　賀蘭軍　光寧灘

２５０安化郡　東都府

２５１　　　親戚長幼二十

２５２爹爹　娘娘　父母　兄弟　長幼

２５３夫婦　姊妹　妻男　士女　伯□　（以下缺）

（以上第３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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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

雜字之比較

　　

一、前　　言

敦煌石室遺書中保存了大批寶貴的唐五代字書寫本，這些字書寫

本種類繁雜，體式多樣。有爲教導童蒙而編的，如流傳久遠的《千字

文》，僅見存於敦煌石室的《開蒙要訓》等是也﹔有專爲辨別楷體文字書

寫形體異同，釐定正俗，以作爲書寫樣式而編纂的字樣書，如《正名要

錄》、《時要字樣》等是也；更有專收日常生活用字的《俗務要名林》及因

應民間口語、俗語詞彙書面化而纂輯的俗字書《碎金》。其中篇幅不大，

體制不精，內容亦非典雅的《碎金》，卻因爲它的通俗性而更顯得難能可

貴，極具研究意義。蓋傳統字書如《說文》、《玉篇》、《干祿字書》、《五經

文字》等，歷代均極受重視而廣爲流傳，或爲科考，或爲字學，因此傳世

至豐。獨通俗字書，每囿於生活所需，或因時改易，或編纂拘虛，致流傳

難遠，後世頗不易見。尤其專爲收録民間口語而編的俗字書，更是難

得。倘非敦煌密室被發現，千載文物重見天日，此類字書之具體形式與

內容，後世實無憑藉得以推知。

今所得見 敦 煌 寫 本《碎 金》抄 本 計 有Ｐ．２０５８、Ｐ．２７１７、Ｐ．３９０６、

Ｓ．６２０４及Ｓ．６１９等五件，分別庋藏於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與法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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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國家圖書館。

所謂《碎金》，又名《字寶》，大別有二，一种即書名爲《碎金》的字書，

計有Ｐ．２０５８、Ｐ．２７１７、Ｐ．３９０６、Ｓ．６２０４等四件抄本。此字書自敦煌文

書發現以來，世人所見主要爲據Ｐ．２７１７抄本的輯錄，而書名一直誤作

《字寶碎金》。今由對各抄本題名、序文、內容的考察，得知此書應名爲

《字寶》或《碎金》。又參證寫本前後相關的《讚碎金》詩，以及日本慈覺

大師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的著錄，並尋繹序文要旨，以爲一書多名

乃敦煌通俗書籍的常態，而此書則以《碎金》一名較爲流行。

至於Ｓ．６１９，則是上述四件《碎金》的節略縮編本，自來著錄多作

《百家碎金》。原卷名雖書於卷背而字跡較爲漫漶，然其書有題，清晰可

辨，仔細端詳，確爲《百家碎金》，宜加正名。

敦煌寫本《碎金》的四件抄本，由其體例錯亂及抄寫文字訛誤、脫漏

等情形，可以斷定此四件均非原本，而係輾轉傳抄的本子。其中又分二

系：Ｐ．２７１７有絲欄，字體較爲工整，序文殘缺，寫卷紙張有脫落，故內

容較少，其音注形式與錯誤，明顯與其他三件不同，當自爲一系。而

Ｐ．３９０６、Ｓ．６２０４、Ｐ．２０５８三件，除去脫漏多寡不同外，其次第相因，訛誤

相襲，注音、釋義多同，明顯爲另一母本系統的異抄。其中Ｐ．３９０６爲後

晉天福七年（９４２）敦煌地區學郎呂均所抄，此本內容最爲完整；Ｓ．６２０４

則爲後梁乾化二年（９１２）僧智貞所抄，書寫字跡爲四件中最佳，惜序文

殘缺；至於Ｐ．２０５８則是四件中字體最差，錯誤、脫漏亦最爲嚴重，然卻

是四件中唯一一件書題及序文完整的抄本。

根據此書序文與內容考察，此書係因應生活中口頭常說的而一般

不知如何書寫的文字而編的俗字書。所收詞語不在經典史籍之內，而

聞於萬人理論之言，其目的在於使語言與文字合爲一體，而無重雅輕俗

之弊，亦即爲口語書面化而設的通俗字書，其於唐代白話詞彙收輯頗具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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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爲俚俗不登大雅的字書，然據編者序文所言，其書“討窮《字統》，

援引衆書，《翰苑》、《玉篇》，數家《切韻》”。本文特據今所得見的相關文

獻探討其取材，得知序文所言大抵可信。尤其透過校箋的基礎工夫，更

確定此書主要依據梁顧野王《玉篇》及隋陸法言等諸家《切韻》而成。

至於編纂體例，則因其性質與篇幅等問題，而與其他傳統字書、韻

書之以部首編排或分韻爲次迥然不同。敦煌寫本《碎金》全書一卷，以

平、上、去、入四聲編排，同一聲調內所收之字缺乏系統。蓋以“音義並

通”與“音同”之詞語傍通並列，以及與“取音之字”、“注引假借”的“又

字”相屬。又全書以注音爲主，絕少釋義。音注之法，則反切、直音兼施

並用。

又，書名題及白居易，寫本亦多有白侍郎、白居易、沈侍郎、王建、盧

協律等爲此書吹虛廣告的《讚碎金》詩。經考探得知白侍郎指中唐白話

詩人白居易無疑；沈侍郎亦真有其人，當是沈師傳；盧協律則是盧載；王

建則爲以宮詞聞名的王建。唯各詩作均未見收錄於諸人詩集中，衡以

敦煌其他通俗文學與讀物的特性，則此書顯係依托於以通俗淺近、老嫗

能解聞名的白話詩人白居易無疑。其成書年代蓋在九世紀中期，而今

存抄本年代則爲九世紀中至十世紀初。又，抄者有寺僧與學郎，故其乃

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普遍流傳的通俗字書。

自漢魏六朝以來，因語言發展，爲新興語言、詞彙而編的雜字書、俗

字書種類繁多，自署名東漢服虔的《通俗文》以下，史志所載，不下數

十種，然皆不傳。至唐以後，俗語蒐羅與研究漸起，若將敦煌寫本《碎

金》持與相較，當有助於對中國字書發展史的考察，並加深對敦煌寫

本《碎金》的正確認識。特別是與 宋 趙 叔 向 雜 錄 筆 記《肯 綮 錄》中 的

“俚俗字義”、明佚名《目前集》的“俗字”、明陳士元《古俗字略》的“俗

用雜字”等相互對照，便可以窺知敦煌寫本《碎金》一類字書在歷時上

的意義。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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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本《碎金》與宋趙叔向

《肯綮錄》等俗字書

　　宋代的筆記雜著，如趙叔向《肯綮錄》、龔熙正《續釋常談》、王楙《野

客叢談》等書中，有一部分比較集中地談到口語詞。①當中趙叔向《肯綮

錄》一書卷首“俚俗字義”條目，收錄有一百多條口語詞彙，其與敦煌寫

本《碎金》輯錄的語彙頗多相同，極具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宋趙叔向撰，叔向自號西隱野人，其始末未詳，以宋宗室聯名

字推之，蓋魏王廷美之裔也。是書首辨俚俗字義，於陸法言《唐韻》

註中摘錄，以備考證；然唐韻爲孫愐作，法言隋時人所著，乃《切韻》

非《唐韻》，開卷先誤。又謂孟子名應讀口箇切，不知韓愈《石鼓歌》

正押平聲，其他辯證亦多說部習見之文，無可採錄。②

按：趙叔向號西隱野人，魏王廷美的後裔。當汴京被攻破時，他率

領部衆屯軍青城，置救駕義兵，後來被部將上告其謀反爲亂，帝詔劉光

世捕誅之，事蹟見《宋史·宗室傳》。《肯綮錄》，《宋志》不載，《四庫全書

總目》載入存目一卷，作趙叔問撰，字之誤也。今傳世有《學海類編》、

《函海》及《藝海珠麈》諸本，所録全書凡三十條。另有《說郛》本，《說郛》

僅錄首序及文六條，而重編《說郛》則未收。

《肯綮錄》全書一卷，凡三十四條。開卷第一條“俚俗字義”下收錄

有一百多條口語詞彙。“俚俗字義”條下開頭有云：

《歸田記》云：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牌榜于衢路。而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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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舀。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餕音俊 舀，不

知爲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于世者皆作酸。《韻略》上

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餡也。《篇韻》皆無餡

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俚方言》云：關東西謂甑爲甗音輦；或

曰鬵音岑；或謂之酢餡。而《唐韻》甗音讞，鬵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

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筆而書，極爲未允；因從陸法

言《唐韻》，摘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于後。

由此小序可見趙叔向立“俚俗字義”條目收錄口語詞彙立意，實與

《碎金》序中所言如出一氣。又，其云：“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筆而書，

極爲未允。因從陸法言《唐韻》，摘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可知諸詞

語與敦煌《碎金》援引數家《切韻》其源亦同。而細閱其所輯錄的各條詞

語，尤不難發現其中多有見於敦煌寫本《碎金》的。茲條列對照如下：

《肯 綮 錄》 敦煌寫本《碎金》

胮肛音龐缸，肥大也 胮肛匹江反，許江反

欹以箸取物曰欹，音羈 筯攲物音飢

匾物之薄者曰匾虎，音梯 人匾必淺反，都兮反

斜物之不正曰斜，音咼 物斜苦乖反 又喎

扠以拳加物曰扠，丑皆反 拳扠人丑皆反 又摢

小兒衣曰繃席下慈夜切 兒褯百耕反，下謝

目深曰瞘音鷗摳 眼古侯反

稱量曰敁敪上丁兼反 拑挅丁兼反 又敁量

麤而不媚曰傋上武當切，下音講 壯傋麥講反，許講反

齒傷于酸曰齭音楚 齒齭使音

羞慚曰懡上音麼，下來可切 面麼攞莫我反，力我反

行不正曰躘踵上良用切，下丑用切 蹱直丑凶反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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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肯 綮 錄》 敦煌寫本《碎金》

器破未離有痕曰璺音問 物璺罅音問

瘡腫曰音焮 瘡脪腫希近反

不伸曰趜上居六反，下音縮 趜音麴縮

垢曰垢圿音戛 垢圿音茍，下戛

　　《肯綮錄》“俚俗字義”雖僅爲三十四條筆記雜錄之一，但因其所錄

詞彙深受後人重視，後世便有訪其書名而專錄方言詞彙的出現，如清毛

奇齡《越語肯綮錄》，③其卷前小序說明撰作緣起云：

宋趙叔向作《肯綮錄》，采方言之切日用者，編之成帙。予考

《隋韻》，每有與越俗語相發明。凡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韻》

多有之。因略爲筆記，名《越語肯綮錄》。

三、敦煌本《碎金》與明《目前集》
通俗雜字書

　　事實上，清人的種種方言著作，幾乎都是爲了古書訓詁，而不是爲

了探求活的語言規律，俗語研究亦不例外。

俗語研究，一般以爲始自東漢服虔的《通俗文》。但其後南朝齊梁

沈約的《俗說》與劉霽的《釋俗語》，也是此類研究的書籍，但二書均不

傳。唐代有關俗語詞彙的字書，後世均不見流傳。宋代有關俗語詞彙

的記載都散存於筆記雜著當中。到明代，有陳士元《俚言解》、張存紳

《雅俗稽言》、陸噓雲《世事通考》、周琴暘《常談考誤》等。

按：俗語詞彙經歷了唐宋的積累，已逐漸形成漢語詞彙系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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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龐大部分，特別是隨着唐宋白話的發展，口語詞彙不斷產生，使得

一般學者亦不得不加以留意而紛紛記錄，甚至探索語源，宋趙叔向的

《肯綮錄》就是其中的一種。然而這些對俗語詞彙的研究大都係於筆記

文中偶然涉及，不成系統，亦不成專書。真正對俗語詞作系統研究的是

明清兩代，學者針對漢魏以來，特別是晚唐五代以後產生的俗語詞作系

統整理。明代的俗語詞辭書頗多，其中有佚名的《目前集》，日本長澤規

矩也曾將其編入《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於１９８９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

印出版。其出版說明云：

目前集　二卷明刊本二册

此書雖亦不成其爲辭書之體，但其中輯錄俗語。書名殆取自

“記天地之間目前之事”之意。其目錄前卷分天、地、人、時令、飲

食、衣服、宮室、器物、官吏、婦女、釋教、道教，文墨各部。後卷分雜

事、常言、禽獸（按：正文作“禽獸蟲魚”）、草木、藥物、俗事（按：正

文作“俗字”）各部，雖標舉題目有所說明，但往往未記所據之典。

俗字雖從意義上分類，但與全書分部之例亦有依違。

此書《四庫總目提要》未收，《千頃堂書目》、《明志》皆未著錄，

底本缺序跋。④

此書既不是輯錄研究語彙的專書，也不是《應用碎金》等類書型的

小詞書，而是筆記雜錄。但其後卷最後有“俗字”一部，所錄率爲唐宋以

來流行至於當時的口語詞彙，其中頗多與敦煌寫本《碎金》所錄有關的

詞語。且據其書前何許先生撰、顛二道人書的題詞，可知其立意與敦煌

寫本《碎金》的編纂動機多同，其題詞云：

目前之事，宜無不知者……然則無談說之資乎？曰有之。耳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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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常聞，目之所常見，口之所常言，問其所以，則瞠然不能答。忽

得人焉而解說之，亦一快也。⑤

以下僅條舉《目前集》與敦煌寫本《碎金》中相關之詞彙，對照如下，以資

參考。

《目前集》 敦煌寫本《碎金》

胮肛，腹脹，上普郎，下許江，俱陽韻。 胮肛匹江反，許江反。

靤，防教切，面瘡也。 人靤鼻白效反。

皻，莊加切，皰鼻一曰鼻赤。 面皻風支加反。

肥臕，字臕，音標，在蕭韻。 肥臕體筆苗切 又。

蹭蹬，七鄧切。 蹭蹬七鄧反，下鄧。

撏揪，撏，徐廉切。，摘物。亦作。撏，鹽韻。 手撏撦自鹽反，下尺者反。

俵，悲廟切，俵散也。又作俵。嘯韻。 俵散悲庿反。

搯，他勞切，搯捾也。 捾乃彫反，烏末反。

敁，多兼切。敁敪，稱量也。 拑挅下兼反 又敁量。

，生患切，洗馬也，諫韻，亦作涮洗也。 水洗所患反 又渲。

騗，躍上馬。一作騙，騙，拐騙也，匹見霰韻。 翩馬片也。

上表中尤當注意者，《碎金》“水洗”中的“”，各韻書均未見。《玉

篇·水部》有：“：所患切，洗馬也。”而《目前集》亦云：“，生患切，洗

馬也，諫韻，亦作涮洗也。”疑“”爲“”之誤，今通行作“涮”。

四、敦煌本《碎金》與明

陳士元《古俗字略》

　　陳士元（１５１６—１５９７）字心叔，應成（今屬湖北）人，明代經學家。嘉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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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進士，曾任灤州知州等職。博學多才，尤深群經，勤於筆耕，著述頗

豐，撰有《孟子雜記》四卷、《論語類考》二十卷、《意象鉤解》四卷、《五經

異文》，另有《古俗字略》、《荒史》、《夢林元解》、《姓匯》及《名疑》等。

《古俗字略》一書七卷，是他花了三十多年的工夫編成的。⑥“所錄

者皆今世常用之字，其所謂古乃謂楷書之舊，非篆籀之古法也；其所謂

俗則楷書 之 變，鄉 俗 誤 用 而 不 察 耳。隨 韻□存，其 概 題 曰《古 俗 字

略》”。⑦《古俗字略》卷之七《歸雲別集二十五》“俗用雜字附”，計收錄有

三百多條口語詞彙，其與敦煌寫本《碎金》輯錄的語彙頗多相同，極具參

考價值。以下僅條舉《古俗字略·俗用雜字》與敦煌寫本《碎金》中相關

之詞彙，對照如下，以資參考。

《古俗字略·俗用雜字》 《碎　金》

性兇惡曰譟 人慥暴七造反 又懆；人臊冒懆

肥脂曰膔音標 肥臕體筆苗反 又

鼻病曰皻音己查 面皻風支加反

目汁凝結曰眵音詩，俗音矢。韓昌黎詩：兩

眼眵昏頭雪白
目眵上兜，下所支反

鼻塞曰齆音甕；又鼻涕病曰齈奴凍切 人齆甕音；鼻郺乎貢反，怒貢反

面慚曰靦音腆，詩云：有靦面目。范蠡曰：
雖靦然人面實禽獸也。

人靦顏多典反

地窖曰窨音蔭 物窖窨音教蔭

骨鯁在喉曰苦假切 物塞口雅反

猪發土曰敪音灰 豬地音灰

物下垂曰嚲音妥 手垂嚲乃我反

草木欲死曰萎音威，即哲人其萎之萎；又

以草飼牛曰萎，以食養獸曰餧並音畏
趑趄雌蛆

小兒拍口作聲曰唲唲又曰喎喎唲音蛙，喎音渦 物斜苦乖反 又喎；小兒烏瓦反，女瓦反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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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古俗字略·俗用雜字》 《碎　金》

以拳觸人曰搋丑皆切，又音撉音敦 拳扠人丑皆反 又摢

聲散曰音思，一作 語聲音西，物聲音西，破璺聲也

目深曰音慪，又音謳，一作瞘，又作 眼古侯反

以手稱量物之輕重曰敁敪音顛掇 拑挅下兼反 又敁量

　　《碎金》所錄口語詞彙，但加切語，或直音，或音注，對於口語詞彙的

具體意思，尚費周章推測或印證。陳士元《古俗字略》中的“俗用雜字”

所收的口語詞彙，則有明確的解釋。如：：“骨鯁在喉曰。”敁敪：

“以手稱量物之輕重曰敁敪。”其釋義相當清楚。

五、結　　語

根據《碎金》的序文可以得知：作者有感於人人口宣之語言不能著

於人人目睹之文字，以致於口能言之而筆卻不能書之。又通行俗字用

以記口中之言語，然其字郤不見於書傳典籍之內，即使學士大夫亦多不

能識，以致聆聽通俗語言，或不能書；目睹通俗文字，或不能識。加以在

上者既不肯著錄以示人，小學家又輕忽而不屑，遂使日日宣之於口而不

能書，日日書之於紙而不能識。因此，作者乃發奮成此一卷，以濟時而

救弊也。

敦煌《碎金》編者認爲：“言常在口，字難得知，是以兆人之用，每妨

下筆，修撰著述，費於尋檢，雖以談吐，常致疑之。”作者深深體驗到日常

生活中語言與文字的關係，然卻因“俗猥刺之字，不在經典史籍之內”以

致“聞於萬人理論之言，字多僻遠，口則言之，皆不之識”。而當今之世

“庶士同流，庸賢共處，語論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協俗，既俗字而不識，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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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言話之矣”。爲使口頭的語言詞彙與書面的文字能合爲一體，特編

纂此書，希望能無重雅輕俗之弊，使宣之於口之語皆能形之於文字。

口語俚詞的書寫文字，歷來均深爲口之能宣而字多僻遠所苦，東漢

服虔的《通俗文》，漢魏六朝的雜字書、俗字書等已多及之。唯後世不

傳，故不知其詳。敦煌通俗字書《碎金》的重見天日，使後人得以窺知唐

人重視口頭文字記錄的實況，而宋趙叔向《肯綮錄》、明佚名《目前集》、

明陳士元《古俗字略》等書中涉及的俗用雜字，有助於我們瞭解歷代對

口語文字書寫問題的關切。且由各本的相互對照可見歷代口語書寫文

字既有承襲之處，又有時代新發展，而對於口語文字的詮釋，也由敦煌

《碎金》的籠統不明，到《肯綮錄》、《古俗字略》漸趨明確，這樣的發展頗

有助於口語文字的定型與使用。

（原載《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三輯）———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

生紀念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第４１１—４１７頁。）

注釋：

① 參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７頁。

②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１２６“子部雜家類存目３”，臺北：藝文印書館，
１９６９年，第２５１８頁。

③ 按：毛奇齡《越語肯綮錄》僅一卷，三十三條，實際收錄詞語五十七個。載

《西河合集》，康熙間李塨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④ 見《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第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０９頁。

⑤ 同上註，第２１０９頁。

⑥ 見《續修四庫全書》卷２３８“經部·小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⑦ 見陳士元《古俗字略》序。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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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開蒙要訓》與
臺灣《四言雜字》

　　

一、前　　言

“雜字”作爲書名，根據《隋書·經籍志》所錄，早在漢魏時期便已出

現，如《雜字解詁》、《雜字指》、《要用雜字》、《雜字要》、《雜字音》等。唯

此類雜字書今已亡佚，僅得從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任大椿

《小學鉤沉》所輯佚的片段略窺其梗概。考其性質，蓋爲查考之用書，與

宋元明清作爲啓蒙識字用的雜字書截然不同。

識字用的雜字書是一種非正規的童蒙識字課本。《宋史·夏國傳》

載：“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

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

爲蕃語。”①李元昊所譯的《四言雜字》，深受宋代“雜字”書大量出現的

影響。南宋詩人陸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秋日郊居》第三首也提到：“兒童冬

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詩下

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

類，謂之村書。”而《大元通制條格》卷五“傳習差誤”條也載：

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勘晨官申各路府州司縣，在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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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已設長學外，據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

《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②

這類爲田夫牧子所誦之村書，便是唐宋以降的蒙書。可見，雜字書在宋

元間已是民間普遍使用的識字類蒙書。１９００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

見天日，大批唐五代寫卷文書面世，其中保存有數量可觀的蒙書寫本，

如《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開蒙要訓》等一類，也是將識字教

育與日用常識、實用技藝相結合的識字類蒙書，其性質、功能與後世“雜

字”書相同，只是不以“雜字”名書而已。

這類蒙書的體制，上與《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字書相似，下啓

宋、元、明“碎金”系小類書型字書，開民間通俗實用雜字類識字教材之

先河。其中特別是《開蒙要訓》，就體制、功能等方面而言，更是與後世

雜字書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宋以後，“雜字”書在明清時期亦相仍

不替，民國初年民間依然普遍流行，是民間識字教育的重要教材。③

“雜字”書的特色是通俗、實際及鄉土，④因此它的編輯多隨地域或

階層的不同而有所改易。清末民初，閩台地區雜字書在民間識字教育

中擔任相當的角色，其內容既前有所承，又有其時空環境的特色，尤其

在“俗語言”與“俗文化”的表現上猶具特色。本文擬分別論述敦煌寫本

《開蒙要訓》與臺灣《四言雜字》之內容大要，以彰顯其在“俗語言”與“俗

文化”之特色。

二、敦煌寫本《開蒙要訓》

《開蒙要訓》，全書３５０句，１７５韻，凡１４００字。成書於六朝，是與

《千字文》同時流行的另一種識字類蒙書，長期流傳於唐五代敦煌地區，

是當時州、縣學和寺學普遍採用的一種兒童識字教材。此書後世不傳，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與臺灣《四言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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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賴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文獻中保存了許多唐五代的寫本，使在千載

之後的我們得以一窺此書的全貌。今所知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計有

３７件，⑤１９３２年劉復的《敦煌掇瑣》便據Ｐ．２５７８卷子加以輯錄。⑥其

後，音韻學者頗有援引其音注進行研究的，如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

音》、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⑦。至於專就《開蒙

要訓》進行探討的有：吉田雅子《敦煌寫本〈開蒙要訓〉にみられる音注

字と廣韻との比較》⑧、《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的音韻體系———押韻、異

文、音注》⑨，宋新民《敦煌寫本〈開蒙要訓〉敘錄》⑩等篇章，可資參考。

（一）編者與時代

現存各件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均未見有標示作者，而歷代史志載

籍亦未見著錄此書，不過敦煌寫本《雜鈔》中則提及《開蒙要訓》一書，並

明白標注爲“馬仁壽撰之”。瑏瑡此外，日本藤原佐世編的《日本國見在書

目》中也著錄有“《開蒙要訓》一卷　馬氏撰”，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

引》作“《開蒙要訓》一卷，六朝仁壽馬氏撰，見《日本國見在書目·小學

類》”。另外，日本天理圖書館出版的《善本寫真集》第三十一册敘及《開

蒙要訓》係隋文帝仁壽年間（６０１—６０４）馬氏所撰，曾在日本平安朝時代

（７９４—１１９２）使用過，之後散佚。

至於《開蒙要訓》一書的時代，在今所知見的３７件寫本中，具抄寫年

代題記的計有五件，分別爲：Ｓ．７０５“大中五年（８５１）辛未三月廿三日學生

宋文獻誦、安文德寫”，Ｓ．５４６３“顯德伍年（９５８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雲寺學

郎”，Ｓ．５５８４“後唐清泰貳年（９２５）乙未歲二月十五日蓮臺寺比丘願丞略

述寫記”，Ｐ．２５７８“天成四年（９２９）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學仕郎張□□
書”，Ｐ．３０５４“維大唐天福叁年（９３９）歲次己亥九月五日張富郎書”。抄寫

時間最早的是Ｓ．７０５號，爲唐宣宗大中五年（８５１）；最晚的是Ｓ．５４６３號，

爲後周世宗顯德五年（９５８），前後相距一百多年。可見《開蒙要訓》自成

書後到唐五代間，在民間一直傳抄流行，並曾在中晚唐時傳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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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與內容

《開蒙要訓》的形式，與《千字文》相同，全篇採四字一句、兩句一韻

的形式。全篇用韻，包括了平、上、去、入四聲的轉換，大體整齊，唯有一

二出韻的個別現象。《開蒙要訓》非但在形式上與《千字文》相同，在內

容上也與《千字文》雷同。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１．介紹天文、地理、四時景象及山岳、河川等自然名物與知識。如：

“乾坤覆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春花開豔，夏葉舒榮。”

２．介紹君臣之道、宴會歡樂和人倫關係。如：“君王有道，恩惠弘

廓。万國歸投，兆民歡躍。諂佞潛藏，奸邪憩惡。”

３．介紹寢處和衣飾。如：“睡眠寢寐，憒悶煩情。帷帳床榻，氈褥

威儀。屏風倚障，幔幕懸垂。”

４．介紹人體器官及各種疾病。如：“頭額頰頤，齒舌唇口。眉眼鼻

耳，頸項臂肘。腰膂胸腋，腕抓指拇。”

５．介紹珍寶、器物和稼穡。如：“珍寶貨賂，翳壁硨磲。頗黎瑪瑙，

琥珀珊瑚。琉璃瑇瑁，金銀玉珠。”

６．介紹卷契、借貸信譽、車馬交通和雕鑿工具。如：“舉質券契，保

證賒獲。”“違限不償，抵捍拒格。示語靡從，擒挐撮搦。”

７．介紹飲食器具、五穀、雜糧、調味料及烹飪方法。如：“罇壺盔

缽，盃椀盞卮。盤擎欙楪，瓢杓筯匙。”

８．介紹房屋結構、農耕植物。如：“蓭蘆屋舍，置牖安窗。開鑰橝

楔，備禦寧康。庫藏居貯，窨窖圌倉。”

９．介紹昆蟲、魚類、飛鳥走獸及家禽、家畜。如：“麝香麋鹿，猿猴

狍獐。羆熊狐兔，虎豹豺狼。驢馬牛犢，肫狗豬羊。”

１０最後以械鬥、偷竊、賭博之害告誡兒童。如：“劫賊剝脱，怕怖

懼忙。偷盜私竊，越驀非常。追蹤逐跡，忖度思量。謀計智略，掩捉搜

贓。……栲椊鞭棒，枷鏁杻械。判無阿黨，豈枉賢良。筆硯紙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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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童蒙習學，易解難忘。”

以上所摘錄，基本上已概括了《開蒙要訓》一書的主要內容。其書

在教兒童認字的同時，也灌輸各方面的知識，藉以啓迪兒童的智慧，確

實是一種切合實際生活、符合教育原理的通俗識字類啓蒙教材。又從

今存敦煌遺書４７件《千字文》寫本及３７件《開蒙要訓》寫本來考察，可

證明二書在唐五代敦煌地區廣泛流行，在州、縣學和寺學中，都被列爲

必讀的啓蒙書籍。《開蒙要訓》在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啓蒙教育中是可與

《千字文》相提並論的，而《千字文》除用來做爲識字教材外，更兼作習字

與臨摹之用；《開蒙要訓》則較集中於識字的用途。另外，又從《千字文》

與《開蒙要訓》寫本件數的差距與寫本的層次也可看出，《千字文》的編

撰層次較高，內容多歷史故實；《開蒙要訓》的編撰則較爲通俗，內容更

偏重於現實生活的知識層面，更突顯出庶民教育的特色。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ＢＤ１４６６《開蒙要訓》

（三）價值與影響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的整理與研究，以今日的觀點論之，其價值概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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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之約略有以下幾點：

１是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重要材料。

Ｐ．２５７８及Ｐ．３２４３二件《開蒙要訓》有音注，採直音。其中Ｐ．２５７８

存有４３６對音注，Ｐ．３２４３存有２４對音注。Ｐ．２５７８卷首有題記“天成四

年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學仕郎張□□書”，除可確定其抄寫年代外，也明

確標示抄寫地域是敦煌。這些音注材料無疑是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

極爲寶貴的材料。

２是研究唐五代社會風俗的寶貴材料。

《開蒙要訓》雖是爲童蒙識字而編的教材，然其內容除了有描述自

然景物、時序氣象、動植物及礦物珍寶等語彙，還有農業、工藝方面的器

具、技術等語彙，關於倫理、法律及食、衣、住、行、育、樂等民生方面的語

彙。內容繁複且多樣，貼近實際生活，堪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縮影和紀

錄。因此，實可將其視爲研究唐五代社會風俗的珍貴材料。

３有裨於觀察蒙書的內容特點及發展脈絡。

《開蒙要訓》從編輯方式、選字、用詞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仿效《急

就篇》的痕跡，可供吾人瞭解六朝至唐此類蒙書承襲發展的情形。唐以

後識字類蒙書的數量與內容均較豐富，其中頗多是因應一般平民子弟

實際生活所需而編成。此類蒙書主要搜羅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識，並將

各種雜學與名物加以彙集編纂而成，如《四言雜字》、《五言雜字》、《六言

雜字》及《七言雜字》等。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本子，並不斷

有所增删，因此現存的“雜字”書，其編纂時代與作者均不易考訂。但此

類“雜字”蒙書，從其形式與內容性質的特點觀之，可知是繼承唐代盛行

的敦煌寫本《開蒙要訓》一類發展而來的。

４可作爲編纂幼兒啓蒙教材的借鏡。

我國歷代啓蒙教育以識字爲先，秦李斯《倉頡篇》收錄３３００個單

字，漢揚雄《訓纂篇》收錄５３４０個單字，史游《急就篇》收錄２０１６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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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嗣《千字文》收錄１０００字，宋《百家姓》收錄４７２字，宋《三字經》收

錄１１４０字，而《開蒙要訓》收錄１４００字。從以上各識字類蒙書收錄字

數的增減，可以看出蒙書的編纂趨於實用。隋唐以後流行的童蒙識字

教材，其總字數大抵不超過２０００字，與今日國民小學國語課本所收生

字量正相契合。啓蒙教材的編纂須配合兒童身心發展與實際需要，並能

符合兒童學習興趣，《開蒙要訓》一類蒙書採押韻形式，選擇實用的字詞，

因應生活需求而編纂的原則，均足供現代幼兒啓蒙教材編纂之參考。

三、臺灣《四言雜字》

宋代以後各類“雜字”書更加普遍，從明清到民國，新編、改編、翻刻

的更多，有爲全國通用而編的，也有個別地區而編的。因此內容既有顯

著的鄉土色彩，亦流露出地方方言特色，如《天津地理買賣雜字》、《山西

雜字必讀》、《山東莊農日用雜字》是也。在臺灣現存的資料中，也有具

有臺灣特色的《四言雜字》。瑏瑢這種具有地方特色的識字類蒙書，與敦煌

寫本《開蒙要訓》性質相同，多是民間用來教育子弟認識日常生活中最實

際的字詞語彙，在短時間內學會識字，以便記帳、寫信，應付日常需要。

（一）內容性質

《四言雜字》，顧名思義，以四字一句，雜集生活事物字詞。全書１

５７３句，６２９２字，不押韻。其內容大致如下：

１關於開店記賬。如：“紙筆墨硯，訂簿記數，文書契紙，寫作憑

據，久年拿出，免致拗數。始開鋪店，買賣生理，積貯貨物，貪價看起。”

２關於三餐器用、蔬果植物、點心菜餚。如：“三飱器用，鍋頭水

缸，鹽糟酒醋，茶油醬薑，甜酸苦辣，鹹澀甘香。煎蒸煮熻，焙炒炙乾，生

熟滋味，寒熱溫涼。”

３關於身體五官、內臟、衣帽服飾。如：“耳目口鼻，齒舌喙唇。頭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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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手足，肩背乳胸，頸筋肚臍，下脥陰門，皮膚骨肉，血脈流通。”

４關於農具、廚具、家具、工具。如：“田中器用，碡犁耙，钁頭鐵

鉔，鋤田築埧，作埤開圳，辛苦自家。”

５關於房舍、建築。如：“起牆做屋，畫棟雕樑，茅菴瓦舍，地腳穿

房。松樟楓杉，竹木爲常，紅門漆柱，瓦桷桁樑，左右簷廁，內則間房。”

６關於家禽走獸。如：“牛豬貓犬，驢騾馬羊。龍藏滄海，虎依山

崗，麒麟獻瑞，雙鳳朝陽。獅管百獸，象大山崗。野豬鹿子，虎豹豺狼。”

７關於時節星宿。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時八節，一年始

終。東南西北，子午卯酉。六十花甲，日夜輪流。天地日月，二十八宿。”

８關於審訊。如：“賊情命案，審斷官府，法打供招，供冤供仇。三

刑六問，審實情由，三番秋審，聽候文書，冬至秋結，吊出罪囚。”

９關於三教九流。如：“士農工商，業從正路，娼優吏卒，四賤下

流。一流士子，二流行醫，三流堪輿，四流卜筮，五流丹青，六流相士。”

１０關於音樂戲劇。如：“琴弦笙簫，秦箏琵琶。隱居樂士，風流仙

家。高山流水，子期伯牙。吹笛走唱，鑼鼓鬧嘩。才子佳人，琴棋書畫。”

１１關於勸賭。如：“紙牌色子，賭博輸贏，揸攤摘寶，開場聚賭，官

府嚴禁，審實流徒。貴賤清濁，混飾糊塗，高低深淺，灘潭窟湖。”

１２關於臺灣民俗風情。如：“臺灣土地，日進繁華。孤懸一島，風景

最佳，四圍海繞，勝境仙家。各業進步，電力汽車，市區改正，莊嚴官衙。”

１３關於謹言慎行、待人處世。如：“跋涉路舟，仔細檢點。乖人多

講，切莫貪婪。包袱行李，隨近身邊。出門自重，謹言慎行。穿房入室，

忌有家眷。”

１４關於臺灣中南部風土民情。如：“本島中部，雜處姓多，彰化鹿

港，斗六西螺，園林寶斗，人穰貨多，田地廣闊，穀豆最多。”

１５關於歷史人物。如：“文王堯舜，布德行仁，人心歸服，以德化

民。始皇無道，焚書坑儒。萬里長城，兆民遭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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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關於醫藥病理。如：“行醫治病，精理脈訣，醫藥不明，庸醫悞

殺。六味四物，補精補血，男人填精，女人益血。”

１７關於臺灣生番原住民。如：“生番假裡，東山一派，不著衣裳，

形容古怪。出來捕人，相似妖怪。行人謹慎，莫持膽大，金銀不要，愛人

頭。”

１８關於應用文書、稱謂。如：“賀人喜事，對聯賀禮，全帖單帖，各

有別異。全帖頓首，單帖不以。異姓稱呼，姓名寫出，本姓稱呼，姓不

寫以。”

１９關於五倫、九族。如：“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在

內。何謂九族，己身算起，高曾祖考，子孫曾玄。”

２０關於喪葬禮儀。如：“災疾病痛，命有長短，喪死孝家，急則荒

忙。訃文白帖，親戚悲傷，銘旌靈柩，奠酒燒香。男女諡法，各有陰陽。”

２１關於古代官名。如：“古代官名，古異于今。官銜品級，省誌縉

紳。總督撫院，按察布政，將軍提督，道臺總兵。狀元榜眼，探花翰林。”

２２關於家訓格言。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君義臣

忠，朋友有信，正道五倫。賢良淑女，四德三從。何謂四德，德言工容。”

２３關於忠臣孝子。如：“漢忠關公，吳義魯肅。孔明扶漢，三代忠

蜀。唐有尉遲，宋稱岳穆。王祥臥冰，孟宗哭竹。郭巨受金，丁蘭刻木。”

２４關於文字演變、經籍文獻。如：“飛龍造書，倉頡創字。科斗之

形，龍鳳之勢。丹鳥白魚，靈龜嘉穗。六書周官，八體秦世。篆分大小，

古今殊隸。”

內容涉及現實生活的每一層面，包含人生道理、個人修養、待人接

物、生活用品、吉慶葬儀、動物植物、花草蔬果、歷史常識等等。涉及面

廣、雜且不具系統性，有相當多的部分可以說是名詞的堆砌，沒有連貫

的意義。但基本上不脫雜字書的特色，即通俗性、實際性及鄉土性。

本文一開始就說：“紙筆墨硯，訂簿記數，文書契紙，寫作憑據，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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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免致拗數。始開鋪店，買賣生理，積貯貨物，貪價看起。人來交

往，低言細語。賒欠銀錢，出庄討數，寬容笑面，甜言好語。生銀欠債，

良心天理。”開宗明義的表示：能夠寫字、記好賬目，才不致發生錯誤；

開店做生意，積存些能賺錢的貨物；對客人的態度要溫和，還要憑良心。

書中又云：“同人看櫃，筆墨算盤，歸除要熟，除算銀錢。過帙押月，簿皮

號年，人名弔起，月日爲先。上去下來，切莫糊塗。人來賒貨，隨即記

簿。人來拆數，隨即圈除，零星記數，要上總簿。倘有差錯，賠出銀錢，

夜裡清數，原收出存。”做人家的掌櫃，要會寫會算。賬簿裏面用標籤標

明月份，賬簿封面記下年份，人名、日期都必須標記在前，上行記支出，

下行記收入，都要清清楚楚，千萬不可以糊塗了事。可知，這本四言雜

字書的功用之一，就是讀熟以後，能寫能記賬。

本書的最後也明確地說：“四言雜字，極多妙處。句語雖俗，文法近

古。世情勘破，通達理路。字字認識，半月工夫。習讀家用，能曉記簿。

當家事務，曉得應酬。”作者自己介紹他這一本書，有許多妙處，語句雖

然通俗，但書中內容卻近古道，讀了此書就能夠通情達理，懂得做人處

世的道理。這本四言雜字，只須半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讀完，也就懂得記

賬，知道人情世故和某些應酬的知識。它的性質與功能和敦煌寫本《開

蒙要訓》一般，“筆硯紙墨，記錄文章。童蒙習學，易解難忘”。係將識字

教育與日用常識、實用技藝相結合的村書。

除了以日常生活應用爲目的外，蒙書必然或多或少地呈現出時代

性與地域性。這本四言雜字直接言及臺灣風物處甚多，如：“臺灣土地，

日進繁華。孤懸一島，風景最佳，四圍海繞，勝境仙家。各業進步，電力

汽車，市區改正，莊嚴官衙。”可見此書是繼承宋元明清以來雜字系蒙書

而改編的具有臺灣特色的識字教材。

（二）編者

有關《四言雜字》的編者問題，目前並無具體資料可供查考，不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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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末尾曾提到：“問我學業，二三四流，張氏新編，著出此書。”可知《四言

雜字》係臺灣地區一位姓張的根據舊有的《四言雜字》新編。至於張氏

生平里籍，則無可查考。

然書中有云：“臺灣風景，南北兩路，無處人（不）到，任我遨遊。舉

目看見，親歷其處，人情風俗，悉記在肚。”可知張氏喜歡遊山玩水，對臺

灣南北兩路的風土人情頗爲瞭解。因此《四言雜字》中有關臺灣地區的

事物約佔全書的四分之一，對於臺灣風土民情、人文環境的敘述，成了

本書的重要特色。

（三）風土特色

《四言雜字》是流傳於民間的識字教材，內容包羅甚廣，其中有關臺

灣的部分約佔全書四分之一，對臺灣風土民情的描寫相當豐富，資料極

其寶貴。例如在地理位置方面：

臺灣土地，日進繁華。孤懸一島，風景最佳，四圍海繞，勝境仙家。

臺灣是座美麗的島嶼，它的地形屬於狹長的南北走向，所以說“南

北路長，東西狹窄”。又，臺灣自荷蘭人統治時期開始，從南部逐漸向

北方開發，而開發的城市中是以府城（臺南）爲中心，因此說“府城爲

主，界分南北”。

臺灣經過明鄭成功及清人的經營，逐漸發達，閩粵移民陸續進入臺

灣，使得臺灣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景象與閩粵相似。甲午（１８９５）戰

後，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臺灣期間，除了壓榨剝削之外，也

以現代化方式大力整頓臺灣，興建各項設施。在皇民化運動下，除了同

化臺灣，也建設臺灣成爲日本殖民統治的標竿。《四言雜字》中所敘“各

業進步，電力汽車，市區改正，莊嚴官衙。共謀公益，銀行會社，教育日

興，漸開文化”，即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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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雜字》中對臺灣全島北、中、南各城市也多作敘述，頗能一窺

當時臺灣風土人情，茲將相關內容抄錄如下：

本島中部，雜處姓多，彰化鹿港，斗六西螺，園林寶斗，人穰貨

多，田地廣闊，穀豆最多。人雖豐富，不及諸羅，烏坭黑土，濁水汶

河，浮坭虛土，沙濫極多，要脫衣裳，勿恃輕過，歷年河路，損失人

多，溪裏插竹，引路過河。……鹹水笨港，街市長道，貨物廣積，穰

過西螺。大和永靖，客人街道，生理冷淡，店中閑坐，族人受害。濁

水排渡，借此營生，惡過狼虎，灣裡撥槳，急水等處，捕影捉人，攔河

私抽。唐山新客，話語不符，銀錢搶空，又剝衫褲。上下過水，毆打

無休，綑出河灞，蒸曬出油，同他相鬧，溺水漂流，屢年人告，案疊山

庫，枷打發放，仍然依故，拴衙擺弄，衙門受賄。上司官府，不詳情

由。如此害人，罪不容誅。……牛馬大肚，界隔中路，山下清水，滾

滾泉流，泌水汪洋，可以忘憂，行人觀水，回頭止步。人多富貴，山

明水秀。大甲吞霄，北路風土。一派河圳，水急石流，行人謹慎，大

水勿渡，石多人窮，村庄少富，人情照常，不甜不苦。銅鑼灣裡，一

帶客人，山多田少，種作經營，山崗秀麗，龍脉有神，陽居陰穴，穩住

安金，人多貧苦，富成萬金。貓裡市鎮，山水有情，來往晝夜，生疏

同進，庄雖離散，豈無賢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後壠中港，竹塹

新埔，新庄艋舺，兩市近處，人多貨廣，河海通流，路途平靜，單客無

憂，不貪不取，人情樸素。近山多產，近港多富。鋤畬挖嶺，種作開

埔，驚恐生番，隘丁巡守，米穀稀罕，薯薑豆芋，肩挑貿易，柴炭商

賈，三飱粥飯，地瓜洽煮。……三焦甲子，新開地方，水土未服，多

生煙瘴。南北天時，陰陽各異。山如面目，沙土黑地，坭無粘洽，人

多情義。風無停止，海有潮退。愁雲漠漠，風雨淒淒。天昏地暗，

不風則雨。飛沙走石，行人阻滯。跋涉艱難，風鏡帶隨。夏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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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汗出如雨。冬至小寒，凍人骨髓。寒熱異常，極得人畏。南路

地方，天氣和煖。三伏冬至，不熱不寒。春晴夏雨，冬寒秋涼。正

二三四，天氣亢陽，五六七八，雨水汪洋。三月割禾，冬至落秧。田

肥地茂，氷無旱荒。坡水灌蔭，渺渺茫茫，人多豐富，男女溫良。村

庄市鎮，一百餘庄。竹管長洞，三日盡長，閩人另算，海唇直上，路

途數日，約有百庄，東山假裡，西海汪洋。男人信實，女人乖莊，田

園勤做，免除績紡，繡花針指，巧琢奇良。待人接客，顏容笑歡。

親朋交接，茶煙檳榔。不論識，歡喜留飱。淫風雖盛，亦近書香。

文人學士，車載斗量。男女穿著，相似原鄉。南路排渡，客人濟施。

來往過渡，不用文錢。行人出入，安樂自然，頭人首事，功德長綿。

南北路長，東西狹窄。府城爲主，界分南北。南門下南，北門上北。

姓多雜處，人心不測。男好嫖賭，女好花色。狗耳軟垂，竹生荆棘。

百樣貨物，原鄉載過。生理有賗，本少利多。假多真少，識人見破。

漂洋過海，險中難做。雌雄無分，陰陽顛倒。男粧女子，女作男權。

牝雞司辰，婦人主見。河東獅吼，多畏妻言。水粉胭脂，裝身打伴，

插花纏腳，三寸金蓮。出入用轎，要人隨行。男人辛苦，女人清

閑。……生番假裡，東山一派，不著衣裳，形容古怪。出來捕人，相

似妖怪。行人謹慎，莫持膽大，金銀不要，愛人頭。一年殺人，不

計其個，專取人頭，身屍留在。禍因番割，勾通番怪。火藥鉛銃，鎗

刀器械，猪酒鹽物，偷入山賣，交換鹿茸，利息深大。昔無教育，野

心最壞，國有善治，撫遣分派，教化蠻夷，特別招待，番童學校，教育

不怠，漸近人情，知禮所在，人民安樂，國恩深大。

其中，有關臺灣中部的地名，屬於臺中地區的有：大甲、吞霄（即今

之通霄）、清水、中港；屬於彰化地區的有：彰化、鹿港、園林（即今之員

林）、寶斗（即今之北斗）、大和、永靖；屬於雲林地區的有：笨港（即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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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

有關臺灣南部的地名有：諸羅（即今之嘉義）、府城（即今之臺南）、

鹹水（即今之鹽水）。

有關臺灣北部的地名有：貓裡（即今之苗栗）、銅鑼、灣裡（即今之

苑里）、三焦（即今之三貂嶺）。

此外，也提及唐山客來臺互動的狀況，以及閩、客在臺灣開墾與發

展的社會生活百態。同時也對臺灣少數民族風俗之奇異做出概括性的

描述，儼然就是一部臺灣社會生活發展史之簡介。

四、小　　結

在中國傳統童蒙識字教育中，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三字經》、《百家

姓》、《千字文》等所謂“三、百、千”的正宗教材外，還有民間通俗的“雜字

書”一類。雜字書宋代即普遍流行於廣大民間，陸游曾稱之爲“村書”。

西夏李元昊建國時也曾加以翻譯。自元、明、清以來，直到民國新學校

教育普及之前，此類雜字書的新編、改編、翻刻、影印，相仍不替。

事實上，此類識字教材，六朝隋唐便已存在，只是非以“雜字”作爲

書名而已。近世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使吾人得見唐五代民間文化的珍

寶。其中《開蒙要訓》便是“雜字書”的一種，它的性質、內容與後世的雜

字書無異，據此可知此類識字教材的歷史源遠流長。

由於這類教材使用的對象是市井小民與農村子弟、學徒等，其教育

的目的，也只在使受教者能略識之無，懂得記賬、寫信，供日常生活之需

即可。教育的時間也短。因此書中內容、語句，多爲市井日常生活的寫

照，而編者也多爲生平不詳的市井中人。

這些教材，因時間長短、地區不同與對象身份的差異，而有所增删

改易。因此不同時期，不同對象、不同地區所使用的雜字書也存在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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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化面向。從上面對敦煌本《開蒙要訓》與臺灣的《四言雜字》的概

述，更能證實通俗雜字書所具有的通俗、實用及鄉土的特色。此類雜字

書採取易於上口、易於記憶的形式，能夠長久流行，爲社會長期接受，在

傳授基本知識、進行道德教育等方面，有其長處與優勢，自有其文化史

和教育史上的價值。而經由識字教育，將此類書籍中的自然觀、神道

觀、倫理觀、道德觀、歷史觀等灌輸給民衆，更形成了俗文化的主要核

心，當是研究俗文化與俗語言的寶貴材料。

（原載《中國俗文化研究》第１辑，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第

１２０—１２８頁。）

注釋：

① 見《宋史·西夏傳》，中華書局校點本，第１３８９５頁。

② 見《大元通制條格》卷５，臺北：文華書局，１９６８年，第２０５頁。

③ 如《新鍥鰲頭備用雜字元龜》、《新鍥便蒙群珠雜字》、《新增萬寶元龍雜字》、
《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對相雜字》（又稱《新增幼學雜字》）、《日用俗字》（清
蒲松齡）、《改良繪圖莊農雜字》、《繪圖莊家雜字》、《時尚四言》（又稱《協韻四

言雜字》）、《繪圖便用雜字》、《繪圖改良六言雜字》、《天津地理買賣雜字》、
《士農工商買賣雜字》、《四言雜字》、《山西雜字必讀》、《中西家常日用雜字》、
《五七言雜字》、《大清雜字》、《益幼雜字》、《三言雜字》、《三字雜字》、《續三字

雜字》、《山東莊農日用雜字》、《五言雜字》、《便蒙六言雜字》、《七言雜字》、
《創業雜字》、《十字名言雜字》、《捷徑雜字》、《包舉雜字》、《農村雜字》、《世事

通考雜字》（清王相）等。

④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雜字書有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通俗；第
二，結合特定對象的生活實際，注重日常應用；第三，帶有顯著的地方色彩，
鄉土風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６頁。

⑤Ｓ．７０５、Ｓ．１３０８、Ｓ．５４３１、Ｓ．５４４９、Ｓ．５４６３、Ｓ．５４６４、Ｓ．５５１３、Ｓ．５５８４、Ｓ．６１２８、

Ｓ．６１３１、Ｓ．６２２４、Ｓ．９４４８、Ｓ．９４４９、Ｓ．９４７０、Ｐ．２４８７、Ｐ．２５７８、Ｐ．２５８８、Ｐ．２７１７、

Ｐ．３０２９、Ｐ．３０５４、Ｐ．３１０２、Ｐ．３１４７、Ｐ．３１６６、Ｐ．３１８９、Ｐ．３２４３、Ｐ．３３１１、

Ｐ．３４０８、Ｐ．３４８６、Ｐ．３６１０、Ｐ．３８７５、Ｐ．４９７２、首 都 圖 書 館（北 京 圖 書 館）

ＢＤ１４６６７、上海圖書館０１７（８１２３８８）、羅振玉《貞松堂藏西陲秘籍殘叢》、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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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錄０２１８、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

所藏Дх２６５５、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石室遺書》第六小片等。詳參朱

鳳玉、鄭阿財《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⑥ 見劉復《敦煌掇瑣》第７６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
１９３２年，第３０５—３１１頁。

⑦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１９８８年。

⑧ 吉田雅子《敦煌寫本〈開蒙要訓〉にみられる音注字と字韻との比較》，《東洋

大學大學院紀要》第２０輯，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９—１６６頁。

⑨ 吉田雅子《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的音韻體系———押韻、異文、音注》，《東洋大

學大學院紀要》第２３輯，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６—２４２頁。

⑩ 宋新民《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叙録》，《敦煌學》第１５輯，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

１６５—１７７頁。

瑏瑡 《雜抄》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隨身寶》，是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衆多蒙書

中的一種。今存計有Ｓ．４６６４、Ｓ．５６５８、Ｓ．５７５５、Ｓ．９４９１、Ｐ．２７２１、Ｐ．２８１６、
Ｐ．３３９３、Ｐ．３６４９、Ｐ．３６６２、Ｐ．３６７１、Ｐ．３６８３、Ｐ．３７６９、Ｐ．３９０６號等１３件寫本，
文中云：“兔園策杜嗣先撰之，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千字文鍾繇撰、李暹

注，周興嗣次韻。”

瑏瑢 《四言雜字》，坊間印行的版本計有：曾永義校閱、馮作民音注，臺北：永安出

版社，１９７８年；新竹：臺灣竹林書屋，１９８２年；苗栗：中原週刊社，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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