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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杜正乾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二○○六年九月七－十一日，「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

京師範大學舉行。會議共收到與會專家論文五十餘篇，提交的論文涉及到歷史學、民俗學、

文學、語言文字學、宗教學、天文學、醫學、藝術等領域，顯現了敦煌學多領域、跨學科的

學科特點。專家學者就轉型期的敦煌學如何繼承和發展，以高質量的學術論說作了回答。會

議討論的焦點既有對舊問題的重新認識，新問題的首次提出，也有新材料的公佈、新方法的

運用等多個方面。現將會議論文分以下四類，予以綜述： 

一、文學、語言 

柴劍虹：〈轉型期敦煌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柴劍虹在概要總結八十多年來「敦煌文學研究」的主要成就與特點、傾向的基礎上，以

敦煌藏經洞所出詩、賦、曲子詞、小說體裁的作品研究為例，提出在轉型期的敦煌文學研究

新課題是：從文學史觀出發，將敦煌文學作品真正置於敦煌歷史文化的人文環境中研究；從

文本的內容與形式著手，去探討敦煌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聲律特點等，真正實現讓敦煌文

學研究「回歸文學」的目的。此外，作者還就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專文予以了討論，

這對敦煌學術史的研究增加了精彩的篇章。 

張鴻勳：〈移植與變異：日本《茶酒論》與敦煌《茶酒論》的比較研究──兼論轉型期

的敦煌文學研究新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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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遺書中的十世紀《茶酒論》對瞭解和研究唐宋時的茶酒文化、「爭奇型」故事等都

有很高的史料價值，而在日本十六世紀室町時期也有《茶酒論》在流行，張鴻勳就兩種文本

的《茶酒論》，從文章命名、故事類型、情節結構、表現手法、語言風格等方面予以了比較

研究，指出敦煌文學對鄰國文學的深遠影響，並就今後敦煌文學的研究，指出了「異質文學

對話發展為異質文化對話成為文學研究的大趨勢」，使得季老提出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

研究在世界」這一精闢論斷落到實處。 

朱鳳玉：〈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 

朱鳳玉依據敦煌蒙書中的《古賢集》，以文獻學為基礎，從詠史詩的文學體類、蒙書的

教育功能、類書的事類來源等幾個方面，探討了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盛行的

文化動因。敦煌的《古賢集》既具有類書的性格，又採近體詩的文體而成編，鎔類書、詠史

詩於一鑪，用以進行民間童蒙歷史知識的教育。在民間發揮了正史與高文典冊所不及的影響

力，主宰著民間百姓的歷史觀，是觀察廣大民眾小傳統的窗口之一。 

荒見泰史、桂紅：〈轉型期的變文研究──以日本變文研究的特徵為中心探討〉 

敦煌變文是敦煌文學研究的重點，荒見泰史、桂紅的論文是對日本的變文研究的學術回

顧和介紹。 

梅維恒：〈歐亞鳥類對話作品的比較〉 

敦煌說唱文學的研究歷來備受學者們的關注，梅維恒利用其多種語言的優勢，將敦煌文

獻中的《百鳥名》與西藏、伊朗、英國的同類作品予以了比較研究，文章認為這四種代表了

不同時空，不同地域的鳥類作品文本，其淵源可能受到了印度文學作品裡動物語言的影響，

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散播於中亞、東亞、東南亞。 

張先堂：〈淨土教宗師法照的文學創作及其對唐代文學的貢獻〉 

敦煌佛教文學研究方面，張先堂對唐代名僧法照的近體詩、淨土贊文等文學創作予以詳

盡的論述，認為法照是唐代佛教文化特別是淨土贊文創作的代表作者之一，法照以其深厚的

文學素養致力於淨土贊文的創作、編集，運用通俗易懂的七言古體詩形式，努力追求自由活

潑的韻律，對提高唐代贊文的文學性和普及性，推動唐代贊文的成熟與發達產生了積極的作

用，而且對後世贊文的創作也起到了深遠的影響，對法照的文學成就與貢獻給予了較高的評

價。 

釋依空：〈敦煌佛教願文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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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依空以《敦煌願文集》為文獻依據，結合佛教經典中的誓願思想和本願思想的系譜，

就敦煌願文的類型、敦煌佛經題記願文兩方面分析、論證，從願文的思想內容可以窺見佛教

在敦煌的世俗化程度深且普遍。 

林仁昱：〈論敦煌聯章歌曲列舉事項的方法〉 

敦煌歌辭是保存唐五代歌辭的寶庫，其列舉事項的方法是當時製作聯章歌曲的縮影。林

仁昱在排比、分析豐富文獻的基礎上，認為：首先，當這些向通俗大眾傳布的歌曲，要陳述

一個，一組或一些未組織的概念時，未必會有次第，這就形成了隨意列舉事項歌曲；若要傳

布歌曲中的義涵，必須對歌曲的創作有所設計，或者密集示現事項，或者排比事項，藉此來

增強聽唱者的注意力，加深其影響；若將設計鋪衍開來，就成為「分章分述事項」。總括來

說，敦煌聯章歌曲列舉事項的方法，其實就是聯章歌曲布局的方法，分析其中的各種設計與

安排，對於跨時代的聯章歌曲研究提供許多足供參考的線索。 

蔡忠霖：〈敦煌俗字中的繁化現象試析〉 

敦煌文書中有著大量中古世紀時期的手寫漢文文獻，其中富含有六朝至宋初的俗文字，

雖然學界對此已有深入的論述，然而對於俗字的繁化現象卻著筆不多。蔡忠霖採取較狹隘的

義涵，不涉及漢字字數及平均筆畫的遞增等文字孳乳問題，僅就一字筆畫、形體、結構的增

繁（通假字的借字增繁不計）這一俗字繁化現象做了專題研究，通過敦煌寫卷繁化俗字例析，

總結出一字之俗有繁簡共存者、有意與無意的繁化、易讀與易寫的拉扯與妥協、繁化與簡化

俗字的殊途同歸四種現象，並解釋了敦煌俗字繁化受到了書法藝術影響、形近而誤、強化辨

識、音讀及意義、偏旁類化等因素所致。 

張湧泉：〈俄敦一八九七四號等十餘件字書碎片綴合研究〉 

張湧泉通過對《俄藏敦煌文獻》第十七冊第三○五－三二六頁十餘件字書碎片的疏證，

發現碎片被註的疑難字均見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及武則天的序文，又據原卷反切注音用「切」

不用「反」、「昌恋切」用「戀」的簡化字「恋」等注音特點，認為這一用法只有在宋代以

後才流行起來，因此敦煌莫高窟其他洞窟有晚出的韻書、字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王三慶：〈《解釋歌義一畚》新探〉 

王三慶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韻書《解釋歌義一畚》的作者、時代予以了論說，認為

王忍公是《解釋歌》的作者，也有可能是其弟王宗古。《解釋歌義一畚》的作者並不是金人

無名氏，對學界已有的研究均有訂正。 

落合俊典：〈敦煌寫本和日本古寫經中的玄應撰《一切經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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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應撰《一切經音義》是現存最古老的佛經音義，它不僅是佛教的重要文獻，同時

也是語言文字學、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之一。落合俊典就敦煌殘存的三十九件《一切經

音義》和日本平安、鎌倉時代的五種古寫本《一切經音義》的異同予以了比較，並對其文獻

價值予以了介紹。 

董志翹：〈輯注本《啟顏錄》商補〉 

對於現今通行的古代笑話專集《啟顏錄》，董志翹核對敦煌寫本原卷，研讀錄文及註釋，

認為其在校點、註釋方面可商補者約二十五則，條分縷析，予以了辯正。 

許建平：〈敦煌經籍寫卷的學術價值〉 

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學，敦煌文獻中有多種富含學術價值的經學典籍。許建平

撰文針對其在輯佚、校勘、文字學、音韻學、版本學等方面的價值，以搜羅豐富的文獻疏理、

精細嚴密的考證為例多有申說。 

二、民族、宗教 

敦煌學百年來的研究貢獻主要集中在歷史、經濟和社會研究等方面。敦煌學若想繼續成

為二十一世紀學術研究的新潮流，必須擴大加深研究對象、汲取採用新的研究方法、拓展學

術視野，否則，敦煌學則會趨入「末流」。以往學界研究薄弱的敦煌佛教史、佛教文學、佛

教文獻研究，成為本次會議討論的熱點。 

李正宇：〈重新認識八至十一世紀的敦煌佛教〉 

李正宇提出，敦煌世俗佛教是八－十一世紀敦煌地區形成並流行的入世合俗的佛教，是

一種諸宗兼容、眾派合流、亦顯亦密、亦禪亦淨、戒律寬鬆、入世合俗的新型佛教，令人耳

目一新。文章從敦煌世俗佛教的性質、特點，敦煌世俗佛教涵蓋社會各階層，成為當地佛教

的主流，敦煌世俗佛教諸宗皆奉，不專一宗三個方面予以了深刻論述，並就今後敦煌佛教研

究方法、思路指明了方向：敦煌佛學和敦煌佛教必須區分對待，不能以佛學典籍來框敦煌佛

教，對敦煌世俗佛教研究，應該著眼於敦煌佛教的實踐與表現，從信行的實踐來理解敦煌佛

教的本質。 

玄幸子：〈關於兩種《佛說八陽神咒經》〉 

敦煌文獻存有兩種《佛說八陽神咒經》，一為真經，一為疑偽經。玄幸子以 P.3915 文書

為中心，探討了唐末五代敦煌社會佛教流播與接受的相關問題。文章認為在敦煌疑偽經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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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佛說八陽神咒經》還被翻譯為回鶻文，為回鶻所信仰，其後又流傳到朝鮮、日本以

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了很大的影響。 

馬德：〈敦煌吐蕃文獻新論〉 

馬德對敦煌藏經洞出土的藏文文獻的數量、收藏單位、文獻內容及各方面的價值、意義

予以了綜述性介紹，對以往國內外研究中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廢棄經頁作了特別論述，並指

出其作為寫經和文書的雙重文獻學價值意義。 

束錫紅、府憲展：〈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與吐蕃早期文化〉 

束錫紅、府憲展通過對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情況分析，綜述了國際藏學界對吐蕃早

期文字與文化的研究成果，評述了我國在藏學研究方面的長處與不足。認為全面研究、整理、

出版現存於英國、法國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必將對我國古藏文研究、敦煌學研究、吐蕃社會

研究具有無可估量的重大意義。 

茨默：〈論回鶻文本五更頌〉 

茨默利用回鶻、敦煌等四種文本中《五更轉》文獻，比較探討了其內容、體制和意義。 

朱雷：〈敦煌寫本《廬山遠公話》中之慧遠緣起及《涅槃經》之信仰〉 

朱雷在探討敦煌話本《廬山遠公話》中慧遠和尚的緣起時，認為話本中的慧遠原形來源

有三人：一為釋道安弟子、居於廬山的慧遠；一為鉅鹿人竺道生；一為居上黨高都的慧遠（即

「小遠」）。三人中，唯竺道生和小遠對《涅槃經》均有建樹，《涅槃經》中所昌明的凡人

皆有佛性等思想適應了當時江南社會民眾的需要而廣為信仰。 

梁麗玲：〈敦煌寫本《十夢經》初探〉 

梁麗玲對敦煌文獻中兩件《十夢經》的探討，分佛典中《十夢經》的系統、敦煌寫本《十

夢經》的內容、敦煌寫本《十夢經》與佛典的關係、敦煌寫本《十夢經》與《解夢書》的關

係等章節予以了論證，認為敦煌寫本《十夢經》的內容，其中七夢根據與訖栗枳王十夢有關

的佛典，另外三夢依據與波斯匿王十夢有關的佛典進行改編修訂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解夢書。

敦寫本《解夢書》雖然加入了許多佛教內容，但無論從表現形式、解夢內容、解夢性質等不

同角度分析與敦煌寫本《十夢經》之間，似乎並沒有直接關係，兩者應屬於不同系統。敦煌

寫本《十夢經》所呈現的世俗化現象，正可反映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趨勢。 

衣川賢次：〈以敦煌寫經校訂《大正藏》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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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是進行佛教、佛學研究所依據的基本典籍。衣川賢次認為由於《大正藏》所

依據的底本《高麗藏》並不盡完美，而敦煌寫經和日本古寫經的揭出有助於《大正藏》的重

新校訂。文章以譬喻經典《法句譬喻經》、大乘經典《維摩詰所說經》為例說明了這一建議

的必要性和艱鉅性。 

鄭阿財：〈傳播、詮釋與接受──敦煌文獻與石窟中有關《觀音經》之考察〉 

漢傳佛教中，觀音信仰最為風行且最具特色。敦煌文獻與石窟中，保存了大量有關觀音

信仰的材料。鄭阿財以《觀音經》為研究對象，從相關的漢譯佛典、註疏、靈驗記、中國撰

造經典（疑偽經）、講經文等文獻分析入手，結合石窟中的觀音經變，從文字、圖像、口頭

三個方面考察了大乘佛教觀音信仰在中國傳播、詮釋與接受的種種現象和相關問題。 

汪娟：〈敦煌寫本《法華七禮文》殘本考釋〉 

禮懺文是一種佛教行儀文，也是佛教信徒在日常修道中進行禮拜、懺悔等儀式時所念誦

的文本。汪娟對敦煌文獻中的《法華七禮文》就其形式結構、經典依據、思想內容等方面予

以了討論。《法華七禮文》雖然撰著年代不甚明確，但是其以簡易的儀式與修法，更為庶民

大眾所行用。 

赤尾榮慶：〈京都國立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帶來寫本介紹〉 

赤尾榮慶對京都國立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所獲的五件中國六朝時期寫經（《法華經》、

《大智度論》等）的寫本情況予以了簡明介紹，與此相關談到了在網路等科技迅進之今天，

隨著敦煌學資料庫的建設使用，更應重視敦煌學中的「古文書學」、「古文本學」。 

竺沙雅章：〈莫高窟北區石窟出土的版刻漢文大藏經本〉 

竺沙雅章通過對旅順博物館所藏的吐魯番出土漢文佛典考察後，認為宋元版大藏經的各

種版本都已傳至吐魯番地區。繼而作者利用近年來發掘的莫高窟北區石窟所發現的十餘件版

刻大藏經的殘卷，對其予以了歸類分析，認為這些殘卷分屬於《金藏》、《契丹藏》以及江

南諸藏，並推論藏經洞封閉之後，自東方至於敦煌的漢文佛典的傳布並沒有中斷。 

克拉拉：〈哈薩克斯坦的佛教──現代和當代〉 

在古代絲綢之路的重鎮哈薩克斯坦，佛教曾在這裡留下了眾多的文物遺跡。克拉拉在回

顧這些佛教考古發現的基礎上，對本國的佛教現狀作了簡要介紹。 

劉屹：〈道教仙人「子明」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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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屹對敦煌道經《升玄經》和《本際經》的竇子明，應是漢晉仙道傳統中的陵陽子明，

從漢代的陵陽子明到魏晉時代的竇子明，其修仙方法已經從單純的服食、服氣變為煉丹和服

食兼顧，最終成為仙道法術的名家，從漢至唐，一直是東部地區仙道傳統或江南地區道教的

代表性神仙，到了五代時期，竇子明被巴蜀道教奉為仙真。通過道教仙人子明名號、形象和

活動地域的演變研究，作者指出隋唐全國統一的經教道教傳統逐漸淡化，五代宋以後地方性

和世俗化道教漸興的一種表徵。 

萬毅：〈敦煌本《升玄內教經》與南朝末期道教的「三一」新論〉 

「三一」是中古時期道教教義的一個重要觀念，《升玄內教經》是南北朝末期造作的一

部道教經典，它的出現與當時流行於江南吳越地區的上清、靈寶、正一及太玄等各個道教派

別都有著深厚的淵源和密切關係。萬毅從早期道教經典以及《升玄內教經》現存文本中的「三

一」觀念分析入手，認為南北朝末季《升玄內教經》中「三一」觀念與其以前道教如上清派

經典中的「三一」觀念相比，神人感應的讖緯色彩淡化，智慧解脫的理性因素提昇，這也從

一個方面折射出中古時期人們摒棄巫術、擺脫愚昧、追求超越性精神境界的心路歷程。 

三、歷史、社會 

黃正建：〈試論唐人的喪葬擇日──以敦煌文書為中心〉 

將敦煌文獻置於廣闊深厚的歷史背景之下，從而揭示其巨大的學術價值，一直為敦煌學

界研究者所提倡，這一良好的研究學風在本次會議上也得到了充分的體現。古人死後葬埋須

選吉日，而擇日方法傳世文獻記載寥寥。黃正建利用敦煌文書中的《具注曆》、出土唐人墓

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給出了答案，認為唐人葬埋擇日的方法分為兩類：一是利用《具注曆》，

但並不流行。二是利用《陰陽書》或《葬書》，而且後者更為普遍。 

郝春文：〈再論北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女人結社〉 

郝春文則利用隋唐五代間的造像記和敦煌吐魯番文書，對歷史上從北朝至宋初綿延近四

百年的女人結社這一重大活動進行了考索。認為女人社的組織經歷了從不規範到規範、從簡

單到複雜、從鬆散到嚴密的過程。東晉南北朝時期，邑義等佛教結社曾在我國北方地區廣為

流行，至唐五代宋初，私社大盛。女人社只是在這樣背景下流行的私社的一種，其流行的地

域遍及中原和偏遠的敦煌吐魯番，對於這一民間團體出現和流行的原因，作者在辨析學界所

論述的宗教信仰、志趣愛好、社會階層相似的女性聯誼以及一些獨身女性為了生存而聯合的

互助組織基礎之上，認為北朝至隋唐五代宋初女人結社現象的出現與流行應與這一時期婦女

的社會地位較高有關、女人社成員大多應該是在家中地位較高的女性有關、比丘尼僧團的存



《普門學報》第 38 期 / 2007 年 3 月                                               第 8 頁，共 12 頁 

學術報導 / 「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在和有關「優婆夷」經典的翻譯與流行關係密切，作者還審慎的指出，不能用女人社的例證

來說明當時一般婦女的地位，對女人社流行的意義不能做過度闡釋，更不能拔高。 

趙和平：〈武則天為已逝父母寫經發願文及相關敦煌寫卷綜合研究〉 

在本次會議上，學者們還披露了一些新資料。趙和平文章首先錄文、整理了咸亨初年武

則天為已逝父母抄寫《妙法蓮花經》、《金剛經》三千部的發願文、上元二年為太子李弘去

世抄寫《一切道經序》三十六部的序文，將三篇保存於敦煌寫本中的武則天佚文加以整理、

復原，為學界提供了新資料。其次論證和確認了三篇佚文的作者均為武則天。最後探討了由

整理這三篇佚文引出的一些相關問題，理清了咸亨至儀鳳中這批存留於敦煌石室中的宮廷寫

經來源，基本理清了在長安太原寺宮廷抄佛經的詳細運作情形，並對武則天與宗教的關係做

了進一步的探討。 

馮培紅：〈關於歸義軍節度觀察使官印問題的一些補充〉 

敦煌文書上多鈐有官私印章，這其中既有官府印鑑，又有寺院印章，還有私人印信和鳥

形押。充分利用這些唐宋時期珍貴的歷史遺存，對於歸義軍政治史、歸義軍官職的研究意義

重大。馮培紅就「河西都防御使印」的使用者、「河西（道）節度使印」的存在與否、「沙

州節度使印」與「沙州觀察處置使之印」為唐朝所賜並延用至五代曹氏時期、「歸義軍節度

使信鑄印」與「瓜沙等州觀察使新印」為後周世宗改革時所賜、「歸義軍節度使之印」為宋

朝統一後所賜、關於「歸義軍節度觀察留後印」、幾方帶「王」字樣的印章七個方面就敦煌

官印問題有深入的討論。 

吳麗娛：〈試論敦煌書儀中的官場起居儀〉 

敦煌書儀的研究近年來取得的較大的進展。作為書儀的一種，起居儀為唐五代時期的民

間和朝廷官場普遍使用。吳麗娛在分析敦煌書儀中的起居啟和起居狀的基礎上，就起居儀使

用的不同場合層次與種類對象、關於「公牒」和「私書」諸問題作了深入討論，並指出了這

一問題的研究對於唐代社會史、思想史方面的積極影響。 

楊寶玉：〈張義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來──以 P.3730V、S.6405V 抄存書狀為

中心〉 

楊寶玉在 P.3730V、S.6405V 兩件文書綜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下觀點：(一)P.3730V
書狀草稿集抄的作者與 S.6405V 一樣是敦煌名僧恒安，其與張義潮家族有很深的淵源。

(二)S.6405V 書狀是 P.3730V 抄存的第六通書狀的正式謄清稿，是寫給當時隨侍張義潮滯留京

城的郎君，而非以往人們認為的狀文中的司空──張義潮本人，應此該狀更準確的擬名為〈僧

恒安致郎君謝司空寄縑緗狀〉。(三)兩件文書所存書狀內容表明張義潮入長安後即被拜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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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但拜司徒的時間卻不可能早於宋智嶽等從長安出發西返的咸通八年冬季。文章認為張義

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上層人士繼續交往，並讓隨侍身邊的子侄與他們密切往來，這可能對張

淮深執政後期敦煌政局的動盪產生了一定影響，甚至後來張淮深及其家人的被殺也與此及淮

詮郎君等的西歸有關。 

陳國燦：〈略論敦煌吐魯番文獻研究中的史學斷代問題〉 

對於無明確紀年的敦煌吐魯番出土文書予以斷代，是從事史學、文學乃至宗教研究的起

點，陳國燦主要結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提出依據出土背景、根據書法、書風、根據不同

時期的職官或法令制度、依據特殊時期的特殊用詞、利用文書正背面關係等方法、思路，施

人金針，嘉惠學界。 

楊秀清：〈P.3518《張保山邈真贊》札記〉 

對於敦煌張氏歸義軍和曹氏歸義軍之間的金山國史的研究，囿於資料的限制，許多問題

還不太清楚。楊秀清通過對《張保山邈真贊》的仔細研讀，注意到了為以往研究者所忽略的

問題，這件文書記錄了張承奉統治敦煌時期，曾派張保山出使中原的史實，文章認為張保山

是歸義軍元老重臣，其出使的時間可以鎖定在天復元年（九○一）秋冬之際，出使的目的是

為了答謝中央朝廷。 

正博：〈英藏 S.9478《地志殘卷》淺析〉 

正博以英藏 S.9478 號文書為研究對象，從文書的概要及釋文、內容、編纂的年限、與

現存地理類書籍中州的排列順序、縣的等級等方面的綜合判斷，得出 S.9478 很可能是敦博七

十六號《地志殘卷》所據天寶年間資料的殘片。本來是在厚的優質用紙上以非常端正的字體

書寫的寫本，卻被裂割的如此碎散，說明這一部寫本是在被人丟棄後又再次加以「廢物利用」

的。 

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李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 

隨著世界各地敦煌文獻的整理出版，李盛鐸舊藏敦煌文獻成為敦煌文獻的最後寶藏。榮

新江就李盛鐸劫取的敦煌文獻的收藏、流傳歷史行蹤考證精微，認為這批文獻的內容涉及到

傳統典籍、俗文學、蒙書、術數、歷史、宗教、科技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文章

還附有其編訂的《李木宅氏鑒藏敦煌寫本目錄》研究索引稿，為學者們日後的調查整理研究，

提供了線索和資訊。 

劉進寶：〈Д x. 2149 號「欠柴人名目」中的徭役與賦役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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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進寶就 Д x.2149 號〈欠柴人名目〉文書中酒戶、烽子、門子、廳子和堂子的徭役與賦

役蠲免情況進行了具體分析、闡釋。 

金瀅坤：〈論唐五代宋元的社條與社約〉 

基層社會史頗受學者的關注。金瀅坤分敦煌社條與民間結社活動、宋代鄉約的產生及其

影響、元代的義約與村社組織三章，以敦煌社條、〈呂氏鄉約〉、〈龍祠鄉社義約〉文獻分

析入手，探討了唐五代宋元鄉村私社與鄉約的關係，分析了這一段歷史時期鄉村民間組織的

轉變和社會互助組織之間的關係，鄉村的鄉民、鄉紳所扮演的角色，並論及了國家控制鄉村

與鄉村自治等相關問題。 

黃征：〈江蘇與敦煌學──人物篇（一九○八－二○○六）〉 

黃征按照籍貫和工作情況就江蘇省的敦煌學者的相關資料、論著予以了集錄，這是其《江

蘇與敦煌學》專題研究的一部分，以後還將撰寫〈收藏篇〉、〈出版篇〉、〈機構篇〉，〈期

刊篇〉、〈培養篇〉等方面的內容。 

鄭炳林：〈晚唐五代敦煌社會風氣之胡風胡化〉 

對敦煌少數民族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吐谷渾、粟特人的漢化方面，較少注意到文化交

融的雙向作用，對於晚唐五代敦煌的胡化傾向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鄭炳林就晚唐五代歸義

軍政權管理下的敦煌民族化傾向、晚唐五代敦煌的胡化及其具體表現兩方面，對這一時期敦

煌地區胡風胡化，從宗教信仰、社會生活、居民結構等方面有深刻的論述，並對胡化產生的

歷史根源進行了詳盡的分析，認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社會的胡化傾向，實際上就是對外來文

化的融入、接納和包容，正是因為有了這一社會風氣，才促進敦煌社會的發展，創造了燦爛

輝煌的敦煌佛教藝術。 

波波娃：〈唐高宗天訓與中國政治傳統〉 

波波娃利用敦煌文獻 P.5523 唐高宗〈天訓〉的相關記載，對類似於「帝範」、「臣軌」

的〈天訓〉與中古時期的政治關係作了概略的說明，文末附有該件文書的錄文。 

高田時雄：〈敦煌的識字問題〉 

高田時雄對敦煌民眾的文化教育頗為關注，探討了古代敦煌地區民眾的識字問題。 

周西波：〈敦煌文獻中之逐盜求失物方術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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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和術數方面的研究近年成為敦煌學研究的熱點，多位學者有所論述。周西波通過對

敦煌文獻 Д x.01236 寫卷內容及相關文獻、P.3602V 寫卷中的「神龜推走失法」、占卜盜人

形狀的方術的分析，總結出敦煌文獻中之逐盜求失物方術大致採用的方法為：一是透過畫分

區位的圖形，以順數或逆數的方式達到預測的結果；二是以五行與天干、地支、八卦等象徵

意義的轉換，來掌握盜者的情形。認為這些方術曾是古代社會影響百姓生活的內容之一，對

於瞭解古人生活情態乃至社會歷史甚有裨益。 

四、體育、天文、醫藥、印刷 

李重申：〈敦煌莫高窟遺存的「角抵」圖像考析〉 

對我國傳統體育活動「角抵」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文獻記載的層面，李重申以敦煌石

窟遺存的「角抵」圖像作為研究對象，豐富和加深了對文獻的理解，凸現了敦煌「角抵」圖

像的學術價值。作者視野開闊，認為若將角抵作為人類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來進行科學的把

握，從主流文化與地域文化、外來文化交融的視角，來思考地理、文化環境與角抵發展之關

係等，也許會給現代相撲、摔跤、散打、跆拳道等體育運動的推進帶來新的啟示和開拓。 

鄧文寬：〈跋敦煌文獻中的兩次日食記錄〉 

鄧文寬對敦煌文書 P.2663《論語‧鄉黨篇》尾題左側的日食記錄文字釋錄並進行了疏證，

認為該卷尾題是由四個人在不同年代分別寫成的。傳世文獻資料對日食的記載，僅簡略地指

出日食發生在天區的位置，鮮有記錄發生日食的具體時間，而據此件文書，作者考證出歷史

上曾於西元八三四年三月十四日、西元八四六年十二月二十二日兩次日食記錄的準確時間，

由此可見敦煌文獻的科技價值。 

陳明：〈「好熱細藥」：于闐醫藥文化鉤沈〉 

近年來，絲綢之路的醫藥文化的交流與傳播逐漸引起了學界的重視。陳明就于闐的醫藥

文化分胡醫與中醫、于闐與印度的醫學關係、于闐與敦煌的醫藥往來等章節對此問題有所申

述，認為于闐的醫學思想與醫療技術接受了來自印度、中亞、中原等地的成分，通過與于闐

本土知識的互動，形成了一種帶有綜合色彩的醫學文化。于闐在吸納印度生命吠陀的時候，

常常將印度佛教的一些因素混融其中，這一舉措對促進印度醫學在中亞、敦煌的傳播，可能

起到了比較重要的作用。 

方廣錩：〈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新發現四件中國早期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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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科技的重大發明，敦煌藏經洞保存的唐咸通九年（八六八）《金剛

經》以及歸義軍時代的一些木刻曆日、佛教版畫、版印佛教典籍等，為我們研究中國早期印

刷史提供了重要的實物資料。方廣錩在整理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過程中，將新發現

的印刷實物印花經袟、版印年畫、木刻護首經名簽、木刻經折裝佛經撰文予以了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