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霍旭初《滴泉集》有感
／侯坤宏*
2009 年 9 月，筆者參加在山東

耆、高昌等，絲路南道有：于闐、

兗州舉辦之「兗州佛教歷史文化研

尼雅、米蘭、樓蘭等。從公元前後，

討會」，鄰坐是霍旭初先生，相談

到 14 世紀，這片土地上，先後有月

頗洽，會後蒙他惠贈《考證與辯析：

氏、漢人、吐火羅人、吐蕃人、回

西域佛教文化論稿》與《滴泉集：

鶻人等信奉佛教，佛教的大乘、小

龜茲佛教文化新論》兩本大作，由

乘、密教，在西域都曾傳播過，且

於個人研究佛教史，對西域佛教一

由此傳入中國。 早期傳來東土的佛

直很有興趣，所以這兩本書便成為

教，並不是面目全同於印度的佛

回程的伴讀物，讀完後，很佩服作

教，而是流行於西域的佛教，或是

者對西域佛教文化的研究。近日

經過西域中介而為漢人揣摩、體會

（2011 年 1 月）檢出《滴泉集》及

的佛教。 有心研究中國佛教，有必

作者其他著作，加上閱讀有關西域

要加強對西域佛教的了解；因為由

佛教史相關著作，頗有所感，乃有

印度傳到中國的佛教，大部分都是

本文之作。

經過西域再傳入。研究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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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旭初，1934 年生，天津市人，

西域地區的因素是無法迴避的。這

漢族。他是新疆龜茲研究院研究

種情形，有如研究日本佛教，無法

員、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

抽離中國佛教的部分一樣。

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新疆龜茲學

本書何以名為《滴泉集》？霍

會副會長，長期從事西域佛教文化

旭初解釋說，「滴泉」是龜茲石窟

研究。除撰有本文所要談論的《滴

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克孜爾石窟的象

泉集》外，另著有《龜茲藝術研究》
、

徵，也是龜茲音樂之源。（自序 頁

1

3，正文頁 317，本文以《滴泉集》

《考證與辯析：西域佛教文化論
2

3

稿》、 《西域佛教考論》、 《絲綢

為主而展開論述，頁號指此書，以

4

下同此）霍旭初以研究「龜茲藝術」

5

編過《龜茲學研究》1、2 輯、 《中

為著，龜茲樂在歷史上亦很有名，

國音樂文物大系新疆卷》。

故本書特以「滴泉」為題。龜茲在

之路：新疆佛教藝術》等書， 還主

佛教傳入西域，經過西域當地

今新疆庫車、新和、沙雅、拜城一

文化融合發展，形成具有特色的西

帶，是印度佛教東傳的階梯與橋

域佛教。佛教在西域流通了一千多

樑，也是中國佛教的發祥地之一。

年，配合弘法而來的建築、雕塑、

（頁 3）龜茲地區現遺存近 600 個

繪畫、音樂、舞蹈、戲劇、說唱、

佛教洞窟，1 萬 5 千多平方米的壁

變文等佛教藝術十分興盛。位居蔥

畫，加上古城、石窟寺和佛寺遺址，

嶺以東的古代新疆，在長期發展

出土的龜茲文、漢文等各種古代文

中，形成了幾個佛教文化中心，絲

書，是研究龜茲和西域佛教文化的

路北道有：疏勒、巴楚、龜茲、焉

直接而可靠的資料。

8

1

宿白研究中國石窟，提出「涼

兼有大乘佛教，這在石窟壁畫裏有

州模式」與「平城模式」之說，霍

鮮明的反應，如克孜爾石窟壁畫內

旭初認為，龜茲石窟也存有「龜茲

容，主要宣揚小乘佛教的佛陀觀。

模式」，而且在龜茲、涼州、平城

（頁 25）龜茲的小乘佛教，主要

間，似乎存在一條跨越空間的特殊

受到罽賓一帶說一切有部影響，在

佛教傳播路線。（頁 115）霍旭初

注重禪修的同時，也重視戒律，龜

將克孜爾石窟年代分為如下 4 個時

茲可說是繼罽賓之後形成的小乘

期：11、初創期：公元
3 世紀末到 4
初創期

說一切有部的另一中心。說一切有

世紀中，22、發展期：4
世紀中到 5
發展期

部對經律的主張和觀點，在克孜爾

世紀末，33、繁盛期：公元
繁盛期
6–7 世

石窟有具體的呈現。 龜茲石窟壁

紀，44、衰落期：公元
8 世紀到 9 世
衰落期

畫出現的人物，如頻婆娑羅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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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 （頁 68–70、81）由於佛教

闍世王、提婆達多、六師、多盧那、

是外來文化，在初創期外來的影響

須跋陀羅、佛弟子等，都是佛傳中

占主導地位，此時期的壁畫，主要

主要的內容，取與佛經核對，大都

反映禪修與戒律的內容，人物造型

能與《修行本起經》、《太子應瑞

和繪畫風格受犍陀羅（Gandhara）

本起經》、《方廣大莊嚴經》、《賢

藝術影響較深。發展期是克孜爾本

愚經》、《長阿含經》、《說一切

土文化開始取代外來影響的轉型

有部毗奈耶雜事》等小乘經律對應

期，本土文化逐步占居主導地位。

上。（頁 149–150）

所謂「龜茲佛教藝術模式」，即形

西北印度和中亞、西域地區流

成、發展於此時期。到了繁盛期，

行撰集譬喻類經典，與此地區是說

「龜茲佛教藝術模式」趨於成熟。

一切有部的重要基地有關，說一切

所以在公元 4–7 世紀間，亦可稱為

有部盛行阿毗達磨，教化眾生時，

「龜茲風格時期」。（頁 81）由此

用佛、菩薩、弟子的傳記來闡述佛

分期，亦可展現龜茲在西域佛教傳

法，導致譬喻文學的發達，在石窟

播史上之部分特色與歷史地位。以

中，用壁畫形式來宣揚譬喻故事內

下擬依個人閱讀《滴泉集》後之心

容就應運而生。（頁 98–99）如「佛

得與體會，略談如下六點感想。

受九罪報」故事的出現，就是此背
景的一種反應。（頁 186）另外，

一、龜茲石窟中所透露的龜茲

像《賢愚經》在西域與中原佛教藝

佛教內涵：據張平研究，近幾年在

術交流過程中，曾扮演過橋樑與媒

龜茲地區考古發現多處石窟遺

介的作用。此經首先在河西涼州一

址，其中最突出的是禪窟與僧房窟

帶流行，後傳至敦煌，表現在莫高

非常多，這些窟室低矮，由僅可容

窟壁畫中；到了晚唐、五代，《賢

納 1 人坐禪的洞窟群，可推知當時

愚經》與敦煌變文、變相的關係更

聚集了不少禪僧。此種禪窟形式的

為密切，成為俗講內容之一。 這都

出現，與龜茲久盛不衰的小乘佛教

可看成是譬喻文學影響的結果。

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極有關
10

聯。 龜茲佛教以小乘佛教為主，

12

石窟通過建築、雕塑、壁畫等
詮釋佛教義理，龜茲石窟以壁畫保
2

存下來的最多，是研究龜茲佛教文

重要，不但影響龜茲佛教，也影響

化與社會生活重要的資料。（頁 4、

到整個東亞佛教的發展。

8）據「三學」內容觀察，龜茲石窟

就「改宗」問題言：鳩摩羅什

藝術無非是戒、定、慧的具體表相。

一生經歷幾件大事，改宗最為關

大量的佛教壁畫，都有強化戒律、

鍵，沒有改宗，就沒有東去和在中

禪定靜思、啟迪智慧的功用。（頁

原譯經的偉大事蹟。霍旭初注意到

242–243）克孜爾石窟遠離龜茲都

鳩摩羅什改宗大乘對龜茲石窟的影

城百餘里，從大量的僧房、禪窟可

響，認為公元 4 世紀，鳩摩羅什從

知，這裏不是專供信徒參拜，而是

小乘改宗大乘，大乘思想一度在龜

出家僧侶禪修、持戒的場所。前面

茲蓬勃發展，小乘受到制約，但鳩

說到，早期龜茲石窟屬說一切有部

摩羅什東去後，小乘思想再度興

系統，反應因緣、本生、譬喻內容

起。（頁 151）雖然如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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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壁畫，都有戒律的內涵。 這種現

龜茲石窟特別是早期石窟，不涉及

象，也符合說一切有部重視禪修的

鳩摩羅什大乘思想與龜茲石窟的關

特點。但以克孜爾石窟來說，佛教

係，是難以揭示出深刻的內涵的。」

在這裏，仍有其特殊多元的內涵，

「克孜爾大像窟的出現，與鳩摩羅

除小乘說一切有部外，小乘法藏部

什在龜茲弘揚大乘有直接的關係，

和早期大乘思想也對克孜爾產生深

尤其是第 47、48 窟集中反應大乘的

遠影響，（頁 227）克孜爾千佛洞

內容。」克孜爾石窟現存大像窟 7

壁畫中，就有供養圖、布施圖、千

處，其他龜茲石窟裏，現存大像窟

佛圖、文殊普賢像、無畫窟、宮殿

也有多處，可以說「大像窟是鳩摩

畫、經變畫、禪宗窟等屬於大乘佛

羅什在龜茲弘揚大乘佛教的產物，

14

教內容的東西。 這與龜茲地區流行

是羅什對龜茲石窟影響的一個重要

的佛教，除「龜茲本地的佛教系統」

方面」。同時大像窟對龜茲東、西

（公元始至 9 世紀）外，另有公元

兩方都產生巨大影響，如以東的甘

7 世紀唐王朝對西域實行管轄，特

肅炳靈寺大佛像、山西大同雲岡等

別是在龜茲設立安西大都護府後從

中原地區的大佛像，以西的阿富汗

中原西傳的「漢地大乘佛教系統」

巴米揚石窟東、西兩大佛像，可能

15

有關， 當然也離不開鳩摩羅什在此
地弘傳大乘佛教所產生的影響。

16

都是因受龜茲石窟影響而建立。

就「破戒」問題言：依《晉書》
〈鳩摩羅什傳〉描述，鳩摩羅什的

二、鳩摩羅什與龜茲佛教：鳩

人品、行為有極負面的形象。霍旭

摩羅什翻譯的佛經，是東方佛教的

初研究指出，由於唐太宗「先道後

根本大典，中國、朝鮮、日本佛教

佛」的偏執政策，使得撰述於當年

的發展，與鳩摩羅什有極大關係。

的《晉書》，對佛教採取抑制的態

所以，鳩摩羅什是「當之無愧的世

度。其實，研究鳩摩羅什，當依較

界性文化偉人」。（頁 310）霍旭

客觀且較早出之（梁．僧祐）《出

初特別提到鳩摩羅什「改宗」與「破

三藏記集》及（梁．慧皎）《高僧

戒」問題，其中「改宗」問題尤其

傳》。鳩摩羅什兩次「破戒」，一
3

是在征服者呂光威逼下不得已而

主體的群體所開鑿的石窟。（頁

為，二是姚興用皇帝大權「逼令受

190、200）阿艾石窟壁畫反映的佛

之」，將其過失與成就相比，不過

教觀念，最主要的就是淨土思想，

是珍貴美玉上的一點瑕疵而已。
（頁

壁畫題材所依的經典，均與唐初玄

253–269）

奘、義淨、善導等翻譯、提倡的有
關，足見龜茲與中原的關係十分密

三、西域佛教的犍陀羅淵源：

切。（頁 209–223）阿艾石窟與唐

就佛教傳播史言，摩揭陀固然是故

代安西大都護府設在龜茲有極密切

鄉，犍陀羅（今巴基斯坦西北、阿

關係，阿艾石窟的藝術風格（壁畫

富汗一帶）更是「佛教的第二聖

樣式、繪畫風格、繪畫技巧）與敦

土」，無數的古老佛典穿過這兩片

煌莫高窟的藝術風格「驚人的相

17

土地，就帶上了它們的痕跡。 西域

似」，「可以說是敦煌莫高窟盛唐

佛教又與犍陀羅有直接關係，尤其

佛教藝術的移植」， 這就涉及佛教

龜茲地處佛教北傳路上，與犍陀羅

由東向西「倒流」的問題。

20

關係十分密切。犍陀羅藝術是印度

另外，中原地區的淨土宗曾傳

佛教理念與希臘造型藝術結合的產

入龜茲，對龜茲佛教產生過影響，

物，克孜爾石窟初期壁畫，即具有

在龜茲石窟壁畫，特別是在庫木吐

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風格。（頁 16、

拉石窟壁畫中可以見到淨土宗傳入

27）以金剛力士造型為例，金剛力

龜茲的痕跡。 庫木吐拉是龜茲境內

士是佛教的護法神，在西域佛教藝

漢人開鑿漢僧住持最多的一處石

術中之造像非常豐富，特別是龜茲

窟，在壁畫題材內容、布局構圖、

石窟壁畫的金剛力士遍及各個角

人物造型、裝飾紋樣、繪畫技法上

落。

18

21

金剛力士來源，來自犍陀羅

具有鮮明的中原地區的漢傳佛教風

藝術，犍陀羅佛教藝術中的金剛力

格。 龜茲地區也流傳漢譯佛經，並

士造型，借用了古代希臘羅馬大力

出現可以將梵文翻譯成漢文的翻譯

士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外

家，如龜茲蓮花寺僧勿提提犀魚將

型。（頁 120、128）從犍陀羅到新

《十力經》譯成漢文。 「中國東方

疆巴楚、龜茲、焉耆、高昌的金剛

學之奠基人」季羨林在〈說出家〉

力士造像，有著清晰的發展、傳播

一文，通過語言實證，證明吐火羅

22

23

脈絡，組成了西域金剛力士的群體

語中的「出家」一詞，是譯自漢文；

藝術圖像，是西域佛教藝術中頗具

24

特色的一部份。（頁 137）

19

若擴大地域範圍，就佛教藝術說，

佛教藝術並非都是由其產生地（印
度、犍陀羅）影響及西域和遠東，

四、佛教「倒流」問題：1995

也存有西域和中原影響印度和中亞

年 5 月在新疆庫車縣東北 60 多公里

地區的反饋現象， 或可稱是一種

處發現後來被命為「阿艾」的石窟，

「文化倒流」。

25

據其壁畫內容，反應的完全是中原
漢地的大乘佛教思想，從其題記，

五 、關 於音樂 藝術與舞 蹈 藝

可推知是唐代居住在龜茲以漢人為

術：龜茲文化除了燦爛的佛教藝
4

術，多元的語言文字，另有美妙絕

六、研究西域佛教的方法論：

倫的音樂藝術與舞蹈藝術，這兩種

羽溪了諦之《西域之佛教》，是早

藝術學界常統稱為「龜茲樂舞」
」。

26

期研究西域佛教的名著，呂澂批評

克孜爾石窟壁畫裏的音樂舞蹈形象

此書在研究上採用「逆轉法」，即

非常豐富，所以也成為研究者關注

從中國內地的資料去研究西域，而

的題材。在佛教發展過程中，將音

不是從西域本身的資料進行研究。

樂、舞蹈列為供養之一，成為佛教

（頁 279–280）羽溪了諦的研究方

作功德的重要內容，（頁 48）據統

法當然不再適合當代。榮新江在《敦

計，龜茲石窟壁畫樂器達 18 種之

煌學十八講》一書中提到：目前的

多，包括印度、西亞（波斯）、中

敦煌學研究，有一種「就敦煌而說

原和龜茲本地系統的，數量遠超過

敦煌的傾向」，把自己完全封閉在

印度石窟裏的樂器。克孜爾石窟豐

敦煌學的範圍裏，使敦煌學的路子

富的樂舞形象，源於龜茲的社會生

越走越窄，越做越沒有根基。 這與

活。龜茲自古以來，音樂、舞蹈就

研究視角及態度問題有關。研究敦

非常發達，《大唐西域記》說龜茲

煌，當然不能只就敦煌論敦煌；同

「管絃伎樂，特善諸國」，在龜茲

樣的，研究龜茲，也不能只就龜茲

27

31

32

石窟中，可得到形象的應證。 （頁

論龜茲。日本學者池田溫就表示：

160–161）據霍旭初考證，「般遮

敦煌學與吐魯番學，如同一輛車的

瑞響」源自龜茲，流行於西域，隨

兩個輪子，應相互補充始克完善。

佛教東傳而進入中原，但因語言問

其實研究西域任何一個地方的佛

題，開始時流傳不廣，再由西域籍

教，都應留意到從印度到中亞（巴

及中原籍僧人共同努力，經「刪治」

勒斯坦的犍陀羅、阿富汗境的巴米

等加工和再創造，產生中國佛教音

揚、阿姆河以北烏茲別克、塔吉克、

樂。「般遮瑞響」是中國佛教音樂

吉爾吉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地）、

28

33

唐代影響巨大的「霓裳

新疆一帶（于闐、鄯善、疏勒、焉

羽衣曲」，最早是佛教音樂，也是

耆、高昌、哈密等地區）的佛塔、

的先導。

29

來自龜茲。 當今維吾爾族的「木卡

寺院遺址及石窟或其周邊出土的文

姆」，與龜茲樂有密切關係，木卡

書、文物，研究時才不會陷入上述

姆是在龜茲樂的基礎上發展產生

的困境。

30

的，可見龜茲樂影響力之一般。

34

若將敦煌文獻與吐魯番文獻相

又，在西域石窟寺中，以龜茲

較，敦煌文獻的卷子、冊子被密封

（樂）及高昌（樂）最有名，龜茲

在石室中能完整保存下來，吐魯

壁畫裏的音樂造型所遵循的思想及

番、庫車、樓蘭、尼雅、和闐、黑

經典，主要為《阿含》、《本緣》、

城子等從寺院廢址、城寨遺址、古

《譬喻》、《涅槃》類，依「唯禮

墳等發掘出的幾乎都是些段片殘篇

釋迦」主題而展開。高昌地區的樂

的文獻。不過吐魯番文獻貫穿 3–

器形制較接近中原系統，與敦煌壁

14 世紀，數量上比較集中在 5–8

畫樂器形制為同一體系。（頁 49–58）

世紀，與以 9、10 世紀為主的敦煌
35

文獻，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有研究
5

敦煌藝術的專家說，「最後解開敦

敦煌的降魔變，雖各自所承之佛教

煌佛教藝術深層內涵的鑰匙，就在

派別不同，所依經本各異，降魔變

36

龜茲石窟」。 這就說明，進行研究

的內容與形式各具特色，時代上也

要能隨時開展更寬廣的視野。季羨

有很大的差異。但「降魔變由開始

林就認為，敦煌、吐魯番是世界四

的哲理闡述，不斷向故事化、演義

大文明（中國、印度、歐洲、伊斯

化、神話化、通俗化發展衍化是總

蘭）交匯的地方，敦煌吐魯番學不

的發展趨勢。」因為，佛教深奧的

單是地域研究，作為美術史、文獻

哲理向通俗化的衍變，是佛教生存

學的中心，與中國學、藏學、突厥

發展的必然。

39

學、伊朗學、印度學、伊斯蘭學的

以上分別就龜茲石窟中所透露

各專業有密切的關係，結合成多學

的龜茲佛教內涵、鳩摩羅什與龜茲

37

科綜合領域。 有這樣的研究認知與

佛教、西域佛教的犍陀羅淵源、佛

態度，方足以談真正從事研究。

教「倒流」問題、關於音樂藝術與

另外，像對石窟本身或石窟藝

舞蹈藝術、研究西域佛教的方法論

術進行研究，不能限於「就窟論

等六個問題，敘述了個人閱讀霍旭

窟」，而應綜合歷史、文獻、考古、

初《滴泉集》後的一些感想。下文，

宗教、建築、藝術等學科的手段與

想再談幾個「餘論」，作為本文之

方法，作一總體研究，對石窟所處

結語。

時代的政治、經濟、經濟、文化、

據霍旭初經驗，他在研究佛教

民俗、民族關係等社會歷史背景的

藝術時非常重視佛教義理之掌握，

寬闊領域，進行立足於石窟又能超

因有些論述佛教藝術的文章，和佛

38

越石窟的考察與探討。 因龜茲石窟

教教義脫節，也有用現代人的美學

缺乏直接年代資料，何時開鑿沒有

觀點去批判佛教美術，甚有完全違

任何依據可循。關於其年代研究，

背或歪曲佛教教義的。 霍旭初開始

主要依洞窟形制變化、繪畫風格演

研究佛教藝術，是先停留在藝術型

變、題材內容考證等方面來推測，

態的描述上，後來才意識到：藝術

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利用碳

的型態只是佛教義理的表象，如果

14 測定年代，有誤差大、跨度過寬、

不理解佛教思想，光研究表象，也

技術上也可能有失誤的缺失，但還

無法理解其本質。（頁 292）在論

不失為一可行方式。（頁 66–71）

及西域佛教藝術淵源時，許多國外

這都是有意從事西域研究，所應留

學者，常利用西方的觀念來套用當

意者。

地的文化，尤其是將西方的名詞生

40

以霍旭初的研究為例：他研究

硬搬到不屬於同一文化的概念中，

「降魔成道故事」，依現存資料，

如斯坦因在新疆米蘭遺址進行考察

從空間上看，自印度、犍陀羅、
、龜

時，發現有翼人物畫像，將其定名

茲到敦煌，以至到中國內地的雲

為「有翼天使」，並認為是「借自

岡、麥積山等地，即所謂中國佛教

基督教造像」，是從古希臘神話中

北傳路線，都有降魔成道的藝術遺

的愛神演變而來，後為自圓其說，

存。據其研究指出，印度、龜茲、

又將「有翼天使」與佛教護法神乾
6

達婆聯繫起來。霍旭初認為：佛教

儒家化的方向發展，而是日益伊斯

藝術雖有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但

蘭化。 以龜茲地區言，入宋（西元

它畢竟是從屬於佛教教義和思想

960 年）以後，龜茲文化面貌發生

的。對於佛教藝術的研究，首先必

根本變化，主要表現在當地居民不

須搞清楚佛教的基本概念和佛教名

再使用吐火羅語而改操突厥語，放

相的內涵，否則很容易出錯。

41

46

棄佛教改宗伊斯蘭教，即語言上的
47

筆 者在 多年前 曾訪問主 持 將

突厥化與宗教上的伊斯蘭化。 最終

《南傳大藏經》翻譯為中文的吳老

導致佛教在此地區的衰亡，只留下

42

擇教授， 據他說，每次回日本時都

可供後人研究的石窟、佛教遺址和

會去拜訪他的老師水野弘元教授，

殘缺不全的文書與文物。佛教在印

雖然年齡近百歲，但仍持續研究工

度流傳，前後千餘年； 佛教在西域

作，學人的真精神由此展現。霍旭

流傳，前後也是千餘年。難道這是

初自1998年從研究崗位退下，到龜

佛教發展的宿命？還是另有值得我

茲石窟的機會雖大減，但仍持續閱

們探討的其他原因？

48

讀、研究，《滴泉集》是他2002年
以後的創作（自序，頁1），做為文
史工作研究者，這種「退而不休」
的精神很令人敬佩。霍旭初研究佛

* 國史館纂修
1 霍旭初著：《西域佛教考論》（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 6 月，1 版
1 印）
， 封面內折頁之 「作者簡介」
；

教文化，重視「對每一個題材、每

霍旭初著：《龜茲藝術研究》，烏魯

一個具體事件、每一幅壁畫內容、

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7

每一個畫面的細節都要入微考證。」

月，1 版 1 印。

並把這種研究方法比喻為「自然科
學顯微鏡下的觀察發現和醫學手術
43

2 霍旭初著《考證與辯析：西域佛教文化
論稿》，趙莉撰有書評，刊在《普門學
報》第 20 期（2004 年 3 月），網址：

刀上的解剖。」 有專注力又能長期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

投入的精神，方足以勝任研究工

R-MAG/mag203631.pdf ，上網日期：

作，就是學者生命力的呈現，誠如

2011 年 1 月 18 日。

賀昌群所說的：「歷史之學非故紙
44

之鑽研，而為生命之貫注」也。

3 《西域佛教考論》可視為作者總結過
去研究之「自選集」。
4 《絲綢之路．疆佛教藝術》一書，與

張廣達說，就文化內涵的多樣

祁小山合著，中、英、日文本同刊，

而言，特別是就多元文化匯聚與交

由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6 年 4

流方面的豐富性而言，西域值得研
究者像法國年鑒學派布勞代爾

月出版。全書精選新疆 60 處佛教遺
址與文物，配合 500 餘張精美照片及
文字說明，可貴的是書中蒐錄了許多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處理

流失中國境外的精品，是一本很有學

地中海世界那樣，建一個架構，進

術參考價值的書，尤其是對於無法親

45

而展開綜合性研究。 由此看來，西
域研究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
最後想提一值得深思的問題：

臨現場參訪的讀者，更屬難得。
5 賈應逸、霍旭初主編：《龜茲學研
究》，第 1 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
出版社，2006 年 9 月；賈應逸、霍旭

即在唐代，西域還深受中原文化影

初主編：《龜茲學研究》，第 2 輯，

響，但從 14 世紀起，西域不是沿著

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7
7

年 9 月。

19 早期龜茲石窟藝術中，曾受到古希臘

6 霍旭初、祁小山編著：《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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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佛教藝術》（烏魯木齊：新疆大

接的，而是通過印度的佛教藝術傳入

學，2006 年 4 月出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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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 版 1 印），頁 275–284。

小乘佛經，內容講述佛具足的十種智

15 霍旭初著：《考證與辯析——西域佛
教文化論稿》，頁 187。

慧，唐玄宗時由僧人悟空從印度攜
回，悟空到龜茲時，請勿提提犀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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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漢文。霍旭初著：
《考證與辯析——

17 錢文忠著：《季門立雪》（上海：上

西 域 佛 教 文 件 論 稿 》 ， 頁 121 、

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 1 月，1 版 1
印），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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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錢文忠著：《季門立雪》，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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