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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手段上最重要的革命就是对新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广泛应用。它对于本 学科的贡献表现在许 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将过去没有时间变 

化与空间信息的历史地 图，转化为带有时空变动的动态、模拟 的实景地图，使历 史地 图真正落 

地。另一方面，更加深化 了学者对于历史地图资料挖掘 的深度与广度，学者更加 自觉地使用历 

史地 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 息系统建设”(14ZDB031)也是对 以上 

创新的一种实践。本期三篇 文章很好地体现 了当今 历史地理 学在丝绸之路研 究方向上的努 

力。辛德勇《佛教密宗的兴盛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是从地理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雕版印刷术 

起源与佛教密宗兴盛的关系，体现了丝绸之路对于古代文明的催生力量。成一农《从地图看 

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则大量发掘历史地 图资源，利用历史地 图对中国古代“西域” 

与“西域观”进行反 思。张萍《丝绸之 路 交通地理 定位 与道路 网络复原研 究》是 项 目组利 用 

GIS对二千年丝绸之路 交通 网络 复原的方法总结，对 于 GIS技术应用于历史交通地理研 究具 

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张萍) 

印度传入佛教密宗的兴盛 

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 

寺德 勇 

摘 要 ： 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一直是在 中外交流的背景 下发生和发展的 ，文化的演 

进．尤其如此。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的一大重要贡献 ，然而关于雕版印刷 

术的发明时间和 内在缘 由，长期 以来，却流传有很 多似是而非的说 法。本文指 出，雕版 

印刷术是在 中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印度传来的佛教 、特别是密宗在 中国的全面 

兴盛具有直接关 系，雕版 印刷术的渊源在印度 ，它是 中西交通和 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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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 明的一大重要贡献 ，然而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内 

在缘由，长期以来，却流传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 

譬如 ，以往有很多探讨印刷术起源的中国学者 ，习惯于将中国古代一些看似相关的要素 ，看作是导 

致印刷术产生的技术渊源或谓之 日“先驱”。在这些要素 当中，除了纸张和墨这两项 印刷材料之外 ，人 

们最常谈到的技术源头，有钤盖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乃谓碑石传拓与印章钤盖技艺的结合 ，便足 以促 

成雕版印刷 ，但这些技术应用的时间都比雕版印刷要早很多 ，何以直到盛唐时期以后才出现雕版印刷 ， 

研究者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出合乎逻辑 、同时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的说明。 

事实上 ，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印度传来的佛教 、特别是密宗在中国的全 

面兴盛具有直接关系，雕版印刷术的渊源在印度 ，它是 中西交通和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 

一

、雕版印刷技术的印度渊源 

在这一方面 ，时下大多数 中国学者相对了解较多且又比较合理的说明，应当出自较早关注印章与雕 

版印刷起源关系的美国学者卡特。卡特在《中国印刷术 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 中论述 中国印刷术产 

生 的背景时指出： 

从印章摹刻过渡到真正的雕板印刷 ，似乎曾有两种的发展路线。一条路线是佛教的，结果除经 

咒以外，产生了大量的木刻图画和 书籍。⋯⋯另一条路线是道教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形 ，比较模 

糊，发展成为和雕刻印刷极相近似 的东西，时间似乎 比佛教徒更早一些。⋯⋯总之 ，无论是佛教徒 

的或道教徒的符策，是印章到雕版印刷的过渡。随着印成的经咒符策的出现，复印、大规模的复印 

就变成最主要的用途 了。① 

在这里 ，卡特一方面指明道教印制的符篆较诸普通印章更为接近雕版印刷 ，而且其应用年代要早于佛教 

徒印制经咒 ，但同时他也界定清楚 ，道教徒使用 的这种符篆 ，只不过是一种“和雕刻印刷极 相近似的东 

”而已，其似是而非之处 ，显而易见 ：即道教的符篆只停 留在向纸面上钤盖 的捺 印阶段 ，并没有直接发 

展成为以书版仰承纸张的“刷印”，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印刷 。至于石刻拓片的制作技术 ，卡特以为“石 

刻和墨拓的重要性 ，主要限于儒家 ，他们把它作为传布圣经贤传 、避免谬种流传的方法 。⋯⋯一方面有 

佛教徒的板印，另一方面有儒家的拓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于是产生冯道那个 时代正式雕版印刷 的大 

规模活动”，换句话说 ，就是“石拓是促成雕版印刷广布流行的影响之一”②，这也就意味着拓印技术并不 

是印刷术赖以产生的基本因素 ，而只是促使其更为流行的一个重要因子。 

基于上述对儒家经典传布、道教法术和佛教信仰行为的分析 ，卡特以为佛教 的发展，才是促成印刷 

术产生最重要的推动力⑨。不过 ，卡特对佛教与印刷术起源的具体关系，实际上未能做出更为深入的分 

析，以致他尚且无法从本质上清楚分辨佛、道两教对印刷术起源的不同影响 ，单纯从技术的相似性出发 ， 

甚至以为“到将来材料齐全时，很有可能证明道教徒早在八世纪前便 已经把他们 的木章，用殊色摹 印； 

他们的符策 ，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刻形式 ”④。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把卡特相关论述归纳为 ：由自上 

而下地捺印佛像到以印版仰承纸墨 ，这就是木版印刷 的发生顺序⑧，但这并不符合卡特 的原意 ，恐怕更 

① 特：《中闰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一编第二章《印章的使用》，北京：商务印书馆 ，l957年版，吴泽炎据 

1925年原 版汉译本 ，第 25—26页。 

②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一编第 章《石碑拓本》，第29—32页。 

③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一编第四章《佛教的发展——促成印刷需要的推动力》，第 33—35贞。 

③ 卜特：《中同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一编第二章《印章的使用》，第26页。 

⑤ 桑原骘藏：《力一夕一氏著『支那6二於e于6印刷 起源』》，据作者文集《桑原隅藏全集》第二卷，东京：岩波书店， 

1968年版 ，第 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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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孱入了桑原骘藏本人 的理解。 

在探讨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很早就有人提到过一项重要记载，这就是《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 

记》)所记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捺印佛像技术：“《僧园逸录》日：‘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 

岁五驮无馀。”’④ 

1925年5月，藤田壹八在《支那印刷 起源c二 墨 》这篇讲演稿里，率先关注到这一记载，并结合 

其他文献，周详分析，得出了出人意料的重要结论。 

藤田氏首先指出，假如《云仙散录》上述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依据，那么，这意味着在玄奘的时 

代 ，就已经印刷普贤菩萨像了。根据玄奘的行踪 ，这应该是贞观十九年(645年)他从印度归来之后至其 

在高宗麟德元年(664年 )圆寂之前这一期 间发生的事情。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云仙散录》是一部颇显怪异的书籍，书中引述的《僧园逸录》是否确实存在也有 

些令人滋疑，而在释惠立撰著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释道宣《续高僧传》中的玄奘本传这两种 

切实可信的玄奘传记当中，都没有直接谈及其印制普贤菩萨像一事，因而，单纯依据《云仙散录》的记 

载 ，似乎还难 以确实证 明唐初 已经印刷佛像 。因而过去很多人对这一记载的真实性都持否定态度。不 

过 ，有意思的是 ，藤田壹八发现了一个与此相关 的新的事实。 

藤 田氏想到，在中国，佛像和陀罗尼之类的印刷要先于其他文字 的印刷 ，在当时早 已得到诸多学者 

认可，在这一事实基础上，假如印刷佛像之类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话 ，那么，就不能不承认 ，印刷术的起 

源地便不会像我们过去一直所信奉的那样是在中国，而实际上是在印度。在唐朝入竺游学僧人义净撰 

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三十一章《灌沐尊仪》中，藤田璺八发现了如下一段记载，讲述了印度各地印 

制佛像的情况 ：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瓿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 

散。西方法俗 ，莫不 以此为业 。② 

藤 田氏解释说 ，“制底”是 chaitya的音译 (德勇案 ：或书作 “支提 ”，通常是指伽蓝 、寺塔之类佛寺建筑 )， 

这里继“拓模泥像”之后所讲的“或印绢纸”，只能是指在绢或纸上印刷佛像。桑原骘藏以为印度 自古以 

来就有在布上印制图案的做法 ，即所谓 printed textiles，印制佛像 的想法 ，或即由此萌生③。《南海寄归 内 

法传》这段记载反映出在义净西入印度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来印制佛像 ，似乎已经是当地僧俗通行的做 

法 ，所以义净才会写下“西方法俗 ，莫不 以此为业”的记录。 

进一步考察义净的经历 ，可以看到 ，他是在唐高 宗咸 亨二年 (671年)于广 州出发西行 ，咸 亨四年 

(673年)抵达东印度海口耽摩立底(Tamaliti，Tambook)，而《南海寄归内法传》则写成于则天武后时期， 

从而可知，《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印度印制佛像的习俗，在唐高宗年间即已普遍盛行。玄奘入印求法， 

先于义净大约三 四十年上下 ，由义净的记 录反观玄奘所经历的印度 ，当时应该已有这种 印制佛像的习 

俗。所以，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应该也亲眼目睹了这一习俗，从而才在《云仙散录》(《僧园逸录》)中流 

传下来相关史事。令人遗憾 的是 ，只不过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找到更为信实的史料来直接证明这一 

点而 已。 

尽管如此 ，藤 田璺八总结上述论述 ，还是对印刷术的起源问题 ，提 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印刷 

① 题(后唐)冯贽撰《云仙散录》之“印普贤”条，北京：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中华再造善本》 

丛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宋开禧刻本，第 62页。 

② (唐)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灌沐尊仪》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 

注》本 ，第 175页。 

③ 桑原骘藏：《力一夕一氏著『支那}：於f于为印刷 起源』》，据作者文集《桑原隅藏全集》，第二卷，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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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滥觞于印度 印刷佛像的技术，传人 中国之后，乃臻至大成 ，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①虽然其 中个 

别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迄至今日，这仍然是整个印刷术起源研究中最富学术眼光的见解，可惜， 

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更缺乏应有的认同。 

世人对藤田璺八此说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云仙散录》这部书的可靠性存在问题。 

关于这一点 ，主要是 由于清朝四库馆 臣在《四库提要》中考辨此书旧题唐朝或后唐时人冯贽撰 ，乃出于 

后人依托，实为北宋人王钰所作，“实伪书也”，而且书中“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②，尤为难以取 

信于人。四库馆臣这一裁断 ，虽然有些过于绝对 ，其具体撰述者实际也很难确定 ，但 总的来说 ，比较切合 

实际③，故神田喜一郎等人以为其书其事皆完全不可信据④。但藤田璺八 自己本来已经注意到《云仙散 

录》书籍本身及其引书的真伪问题，他之所以仍然重视这一记载，如前所述，乃是基于它与义净《南海寄 

归内法传》相关记载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种具有深邃通贯眼光的分析，为排除他人在这一点上的疑 

惑 ，藤 田氏特地阐述说 ：“此书即使是伪作 ，也是宋人的伪作 ，书中所说未必尽属架空虚语 。”⑤所 以，在未 

做具体分析的情况下，恐怕不宜简单否定其史料的可信性。 

二是神 田喜一郎认为 ，藤 田曼八指 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述的印度 印制佛像 的习俗 ，这 固然 

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但义净所说乃是所谓“印佛”，也就是捺印佛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雕版印刷⑥。 

这种说法 ，确实很有见识，道破 了藤 田曼八最初提出这一印刷术起源学说时存在 的一个严重缺 陷，但这 

一 点正应该是引导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切入点 ，而不是终结它的理由。 

不知为什么，神田喜一郎在论述这一问题时 ，没有注意到藤 田暨八在做 出《支那印刷 起源 c二 墨 

》这一讲演两年多以后的 1927年 11月，又在《史孥雅 》上发表《佛徒 印像t：_-9墨 》一文，对相关 

论述，已经有所补充。其中比较重要的增补，是在唐朝僧人道世的《法苑珠林》当中，又找到一条非常重 

要的资料 ：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 

大会 。使人 已下各赠华氍十段 ，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 ，具绿 大真珠八 箱，象牙佛塔一 ，舍利 

宝塔一 ，佛印四。至于十 月一 日，寺主及馀 众僧饯送使人。西行五里 ，与使涕泣而别 日：‘会难别 

易，物理之然，况龙年老 ，此寺即诸佛成道处。为奏上于此存情 ，预修 当来大觉之所。’言意勤勤，不 

能 已 已。”⑦ 

藤 田氏以为文中所谓“西域志”者 ，似指王玄策撰《中天竺行记》十卷，该书所记 “佛印”，固非佛祖 印信 ， 

自然是指印制佛像于绢纸之印。唐高宗显庆五年为公元 660年，假若对此“佛印”的解释不误，那么，这 

种“佛印”源出于印度 ，而将其输入中国的人就是王玄策 ，其输入时间，只能是在公元 660年或其后一二 

年间。这比前文所述义净抵达东印度海口耽摩立底的咸亨四年(673年)仅早十三年，故《南海寄归内法 

传》“或印绢纸”云云 ，似乎就很有可能是用此等“佛印”印成的制品。藤 田璺八还结合西域考古发现 的 

① 藤田璺八：《支那印刷 起源忙，)茎"-6》，见作者文集《刽峰遗草》，东京：藤田金之郎发行本，1930年版，第 6—12 

页 。 

②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o《子部 ·小说家类》之“云仙杂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影印清浙江 

刻本 ，第 1186页 。 

③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 七《子部 ·小说家类》“云仙杂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1035—1040 

页。 

④ 神田喜一郎：《中国c二挡c于弓印刷衍 起源c二 》，刊《日本学士院纪要》第三十四卷第二号 ，第99—100页。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之《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第==章《雕版印刷的出现》，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 50页。 

⑤ 藤田蛊八：《支那印刷 起源I二 墨 》，见作者文集《劁峰遗草》，第 6—7页。 

⑥ 神田喜一郎：《中国c二 c于为印刷衍 起源c二 》，刊《日本学士院纪要》第三十四卷第二虢 ，第 lOO页。 

⑦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 ·感应缘》，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 

注》本 ，第 12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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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进一步明确指出 ：“中国的印同我们所说的印刷 ，目的完全不同 ，而佛教徒 的‘佛 印 ’则与之相 同。 

那么，佛教徒又是从哪里获取这种想法的?就我 目前所具备的知识而言 ，不得不答以印度。” 可见藤 田 

氏不仅 明确将印度的“佛印”，视作 印刷术在中国赖 以发生的直接渊源 ，而且还把这种“佛印”的性质 ，与 

中国传统的印章明确区分开来 ，辨明中国式 印章与 印刷术的产生 ，并没有直接关 系，认 识清晰而深刻。 

在印刷术产生原 因的研究上 ，可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创见。 

藤 田璺八发表这篇文章一年以后 ，中国学者向达也对 印刷术 的起源问题 ，提出了相 同的看法 ，而且 

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比藤 田蛊八更为深入。例如 ，向达对道教符印与释氏佛 印的区别加以剖析说 ： 

考诸往昔道家修炼，登山涉水，往往佩带枣木大印，印上刻字数达一百二十，然初无传播之想， 

不过用以辟邪而 已，不得谓之 为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传入 中国，摺佛之风一时大盛 ，一纸 中动 

辄 印百千佛 ，一印或数百千张，而后印刷方告 萌芽，遂有后 日之盛。 

由此更为清楚地指明了所谓“佛印”在印刷术起源过程中所 占有的特殊地位。 

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和文物，向达更为明晰地阐释了印刷术的产生脉络 ： 

中国印刷术之起 源，与佛教有极其密切之关 系。语其变化之概 ，当为 由印像 以进 于禁咒，由禁 

咒进步始成为经文 -r,J印，而其来源则与印度不无关系也。 

这一结论或可进一步简略概括为 ：“夫印度像 印开印书之先路 。”②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论断。只要结合藤 田璺八 、向达以上论述而再稍加斟酌 ，印刷术在 中国产生 的 

原因和时间，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 、密教在唐朝的全面兴盛与印刷术的出现 

综合藤 田璺八、向达诸人的论述 ，可知在印度以“佛印”印制佛像的技术 ，是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 

年)或稍晚于此一两年间，始由王玄策带入唐朝；而若按照《云仙散录》的记载，则应该在贞观十九年 

(645年 )玄奘从印度归国的时候 ，就已经将这种“佛 印”带到唐朝 ，这意味着在王玄策携带佛 印回来之 

前 ，在某些地 区，有个别人就已经用它大量印制佛像 了。若是稍微含混一些来表述这种捺印技术从印度 

传人 中国的时间，则不妨 以“贞观显庆之际”称之。 

如同神田喜一郎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用“佛印”印佛的方法，实际上只是捺印，还不能等同于真正的 

雕版印刷。然而，印度菩提寺主戒龙作为珍贵礼品特地赠送四枚佛印给唐朝使节王玄策这件事，一方面 

反映出用佛印捺印佛像在唐朝确实还很少见 ，同时也更清楚反映出唐朝还不会有雕版印刷 。因为若是 

已经应用比这种捺印高明得多的雕版印刷 ，王玄策就没有必要不远千里从 印度带 回“佛 印”了。国家 图 

书馆藏敦煌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在纸背上印制有佛像，这一佛像具有明显的钤印特征，国家图书馆展 

出时题作“墨捺佛像”，谓其“捺印于《杂阿毗昙心论》绢十背”⑧，这就应当是唐人使用这种“佛印”钤盖 

印制而成(惟其尺寸较秃氏祜祥所说约半张明信片大小之一般规格要大出一倍，其长宽都与一张明信 

① 藤 田璺八 ：《佛徒 印像 6二，)善 》，原刊《史睾 雅菇》第 三十八卷 第一一 号 (1927年 11月)，此据池 内宏 编藤 田 

氏文集《束西交涉史 研究》之《南海篇》，东京：同书院，1932年版 ，第 695—700页。 

② 向达：《唐代刊书考》，见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 

117、120—122页。 

③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龙华古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未标注 

出版单位与书号私印本，2000年，第 8页。 

】9 



辛德勇 印度传人佛教密宗的兴盛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 

片 的幅度 相 当)。 

虽然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与此类似的唐朝捺印佛像 ，但与 同一时期浩如烟海的写经 

相比，这些捺印佛像可谓微不足道。与大量写经相 比，我们更很少看到手绘的佛像。这种情况向我们透 

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几乎所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可以写字，而绘画则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大多数能 

够书写的人并不能同时具备绘画的本领。王玄策远 自印度郑重带来“佛印”，事实上也是基于这一社会 

需求 。因此 ，若是把这种“佛印”视作印刷术产生的直接渊源 ，那么 ，它在中国的应用 ，在很大程度上乃 

是出于经卷书写者的困窘和无奈 。明白这一点 ，我们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后世看起来雕版难度明显大 

于文字的图画，竟会成为催生印刷术的最早萌芽。 

鉴于印度在此很久以后，还没有使用印刷技术 ，桑原骘藏以为中国的印刷术还不能说是直接出 自印 

度④。从真正的印刷术并非产生于印度 、印度输入中国的捺 印佛像方法只是印刷技术 的直接源头这一 

意义上来说 ，桑原氏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 ，日本学者秃氏柘祥特别指出，在 印度盛行 的佛印 

和塔印，虽然已经施印于纸张，但在当时纸张还不是印度普遍行用的书写载体，而在其广泛用于书写的 

贝叶上面，却不适宜捺印钤盖佛印或塔印②。这一点非常重要。揣摩他的思路，应该是以此来说明导源 

于佛印、塔印的印刷术何 以会产生于输入此物的中国，而不是它的原产地印度。 

更清楚地讲，这是因为按照季羡林的研究，直到王玄策和义净入印之时，印度还都只是从域外输人 

纸张而还没有引进造纸技术 ，因而无法普遍使用纸张作为书写的载体③，黄盛璋更进一步指 出，中国生 

产 的纸张传人印度 ，是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 650年 )至高宗咸亨元年(公元 670年 )之间，此前印度 

根本就没有纸张 ，从而也就无法在印度当地引发印刷技术。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宋时人赵汝适撰著的《诸蕃志》一书当中，仍称天竺国是“以贝多树叶 

为纸”⑨。伯希和就 曾经论述说 ，虽然在义净入印数百年之前 印度就已经知有绢 帛，但在李唐时期 印度 

本土似乎尚无“纸”字，因而推测印度在绢或纸上印制佛像的方法，应当是由东亚(实际上也就是从中 

国)传人。伯希和同时还以为敦煌遗书中的捺印佛像和新疆库车发现的印像用“佛印”都是从 中国向两 

传播而来 ，甚至印度释教的“佛印”也是直接承 自中国道教 的“符 印”⑥。然而如上所述 ，季羡林 和黄盛 

璋的研究表明，印度在唐高宗时期即已经从中国输入纸张 ，同时也开始接受造纸技术 ，其佛教信众出于 

表达信仰的需要而独立形成在绢或纸上捺印佛像 的做法 ，原本是很 自然 的事情 ；从另一方 面来看，艾俊 

川在研究相关印刷史问题时已经指出，在佛说法时的印度 ，使用印章是一项婆罗门必备的技能 ，以致佛 

经中竞普遍 以“印法”作譬喻④，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应用所谓 “佛 印”，同样也是顺情合理的事情 ，初不必 

远届 中土借用此法。如前面第一节所述 印度菩提寺寺主戒龙 ，曾与“龙珠”等宝物一道 ，向汉使王玄策 

郑重呈献“佛印”四枚 ，更足以说明这种“佛印”确实是由印度传人中国而绝非反其道而行之者 。 

尽管 由于纸张等 因素的限制，最初没有在印度形成雕版印刷技术，但 印度佛教信众对佛印 、塔印的 

应用状况 ，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早期 印刷术的发生进程。如秃氏{；占祥所说，继印制于绢或纸上的普通 

印佛之后，在印度的密教信徒当中，进而使用佛印和塔印将佛像、佛塔大量印制于沙土之上，并将此用为 

表达密教独特信仰和观念的一种惯常行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固定的“仪轨”，而重视此等“仪轨”的作 

① 桑原骘藏：《力一夕一氏著『支那 於c于为印刷 起源』》，据作者文集《桑原隅藏全集》第二卷，第 99页。 

② 秃 氏桔祥 ：《束洋印刷史序 》第三章《印刷衍 骚兄 》，京都 ：平乐寺 书店 ，1951年版 ，第 16—28页 。又秃 氏事占 

祥：《束洋印刷史研究》之《百蓠塔陀耀尼考麓》，武藏村山市：青裳堂书店，1981年版，第 171—173页。 

③ 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作者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 ：人民 版 

社 ，1957年版 ，第 99—129页。 

④ 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人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原刊《历史研究》1980年第 1期，此据作者 

文集《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1—35页。 

⑤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志国 ·天竺国》，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 86页。 

⑥ Paul Pelliot，Les D6buts de f’limprimerie en Chine，Oeuvres Posthumes V．Paris，1953，PP．17—18． 

⑦ 艾俊川：《法藏的譬喻：因袭故典还是 自出机杼?》，原刊《肩真》第 1辑(2012年)，此据作者文集《文中象外》，杭 

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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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是密教的主要特色之一。① 随着密教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和接受，这样的“仪轨”对中国的密 

教信众 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 目前已知的唐代早期印刷品及其原始萌芽中，除了捺印的佛像，就是密教的陀罗尼经。更具体地 

说 ，这种陀罗尼经都是一些密教的咒语 。向达称 中国印刷术 的发生“当为 由印像 以进于禁咒 ”，指 的就 

是这种陀罗尼经 。其与印度本土不同的是 ，始终不大捺 印于沙土而一直着力 印制于纸面 ，以及 由印佛 

像 、佛塔进而印制经咒，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由于中国早 已普遍使用的纸张，为其提供了实际可能和新的 

发展条件。 

早在 1944年的时候，就在成都四川大学校园附近的唐墓里发现了唐代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②，后 

来又陆续发现很多件 同类 印刷 品。上个世纪末 ，宿 白搜集分析当时所见唐墓出土早期陀罗尼经咒印本 ， 

归纳其演进序列 ，以图表形式 ，总结 出如下规律性特征 ： 

表 1 
一  

《咒经》印文部分 《咒经》印文外围部分 

五种《咒经》 ～＼  文字 每面行数 排列形式 层数与边线 内容与制法 

四面不衔 接。 
A(1967年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 梵文 

13行 似由四块印 印出一重单线 墨绘花朵、法器、手印 纸网厂
工地收集附近唐墓 出土品 ) 板捺 印者 

可以环读 。 
B(“文革”期间安徽阜 梵文 

13行 似 由四块 印 同上 墨绘花朵 、法器 阳土坑唐 墓出土 ) 

板捺 印者 

c(1974年西安西郊柴 油机 厂征集 梵文 13行 排列同上。 印出
三重双线 印出花朵、法器、手印、星座 附近土坑唐墓出土品) 可以环读 

成都印本(1944年成都 梵文 
18行 同上 印出一重 双线 印出菩萨 、手 印 东门外晚唐墓出土 ) 

D(1975年西安冶金机械厂 汉文 
18行 同上 印出一重 双线 印出每边手 印十二种 征集 附近 土坑 唐墓 出土品 ) 

宿白就上表展示的历史状况分析指出：“如果可以按雕印梵文者在先，汉文在后；《咒经》文字不能 

连读的排列在先 ，可以环读的排列在后 ；外围单线在先 ，双线在后 ；外 围内容墨绘在先 ，雕印在后 ．夕 围形 

像较多的在先，只有一项手印者在后等现象考虑，那么 A—B—c一成都印本一D，在一般情况下，似乎即 

可视作这五种《陀罗尼咒经》的时间先后顺序。”这样排比出来的演进序列，科学合理，对我们准确认识 

各种陀罗尼经印品，奠定 了重要基础。至于这些陀罗尼经印制的绝对时间 ，宿 白认为 ，除了民国时期发 

现的成都印本之外，其馀“四件印本《陀罗尼咒经》，只有阜阳印本伴出的遗物没有疑问。阜阳所出的白 

瓷器与 1944年四川成都土坑唐墓出土发现同印本《陀罗尼咒经》伴出的会昌开元通宝时间接近。看 

来 ，随葬《陀罗尼咒经》印本的蔚成风气 ，目前推定在 中晚唐较为稳妥”③。 

按照宿白的分析，上述陀罗尼经中较早的印品，是用四块印板累次捺印而成 ，这种形式 ，正充分体现 

出由最初的捺印佛像向整版印刷过渡的中间形态，而这种密教陀罗尼经咒的印制，则是基于社会公众对 

密教的普遍信奉 。 

两晋时期以后，即从印度传人中国多种密教经咒，与唐代中期以后兴盛一时的佛教密宗相对应，这 

① 秃氏禧祥：《束洋印刷史序 》第三章《印刷衍 骚兄》，第 16—28页。又秃氏j；占祥：《束洋印刷史研究》之《百葛 

塔陀屣尼考 》，第 171—173页。 

② 冯汉骥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原刊《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 5期，此据作者文集《冯汉骥考古学论 

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版 ，第 73—77页。 

③ 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原刊《文物》1981年第 5期 ，见作者文集《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4、7～9、124—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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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密教经咒通常被称作“杂密”。一般认为，纯粹印度瑜伽密教之传人中国，是以唐玄宗开元 四年 印度 

高僧善无畏来华为标志。四年之后的开元八年，印度密教另一高僧金刚智 ，亦携带出身于狮子国的弟子 

不空 ，来到中国，传布密教教义教法。在他们_一人亦即所谓密宗“三大士”的大力弘扬和唐玄宗 的虔诚 

崇信之下，佛教密宗在唐朝一时蔚为风气，特别是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成员对其信奉甚笃， 

从而对广大民众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希图从中求取今生来世的福报。 

在善无畏等来华传教之前 ，中国高僧中虽然也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并译述过密教经典 ，如前述向 

唐朝介绍印度佛印用法的义净 ，就翻译过首次神化陀罗尼并将其称作 “明王”(vidyf~r6ja)的密宗经典 

《大孔雀咒王经》，但周一良评价说 ：“尽管他们 的工作达到了一定程度 的普及 ，但不能说已经确立了狂 

热的崇拜。”①这也就意味着在唐代开元年 间以前，不大可能形成对密宗教义普遍 ff『『又强烈的崇信，从而 

也就不会在民间出现通过印制陀罗尼经咒来体现信奉心意的做法。王二=庆等人研究敦煌文献 ，指出前 

面谈到的印度密教信徒将佛印和塔印印制于沙上的“印沙佛”，就是在善无畏 、金刚智 、不空这三大士来 

华泽述相关的经典仪轨之后 ，始逐渐流行于西北地 区，并成为当地的社 邑活动 ，随之 留下诸多“印沙佛 

文”②。“印沙佛”与印制密教经咒关系密切 ，二者需要依托相似 的社会背景。因此 ，“印沙佛”在唐朝出 

现和流行的时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密教经咒雕印于开元年问以后 的合理性。 

那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 已经 比较普遍地传人中国的密教经咒，进入唐代以后 ，又究竟 出现哪些 

变化呢?首先是在武则天时期 ，有大批新的密教“经轨”，被翻泽成为汉文 ，有人统计 为二十 九部，但哪 

怕是比较谨严的统计，至少也有十七部之多，在这当中 自然也包括韩 国发现的著名的《无垢净光大陀罗 

尼经》。但据长部和雄研究 ，与开元年 问胎藏 、金刚两部传译之后的密教仪轨相 比，武周时期 泽出的这 

些密教著述 ，还只是以降魔和破地狱为一般特征 ，总的来说 ，尚罕见讲说末法 、念佛i昧以及极乐世界等 

内容⑧，然而后者正是最容易吸引大众产生强烈信奉意愿的重要观念。长部和雄同时指出，由僧人弥陀 

山和法藏在武则天时期译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执拗讲说地狱的同时，也讲述了极乐世界 ，像 

这样把地狱与极乐世界放在同一篇经文 中讲说 的做法，在密部经文 中是十分罕见的④。在早期 印刷 品 

中率先出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正很好地体现 了上述观念对印刷术产生的直接影响。 

如前所述 ，宿 白排 比陀罗尼经咒印本的发生序列，可知其生成次序是先分块捺印梵文经咒，再整版 

雕 印汉文陀罗尼经。其分作数块术版逐次捺印，显然是 南小佛印向大木版演进 的中间过渡形式；而先印 

梵文 、后印汉文 ，则与前面所说率先使用佛印印制佛像具有 同样的内在因缘 ，即对 于绝大多数 中国的佛 

教信徒而言 ，梵文是无法书写的外 同文字，甚至比普通文士绘制图画还要困难很多。 

这样看来 ，在开元年间伴 随着密宗信仰的深入和普及 ，最先 现的文字印本 ，应该是捺印梵文陀罗 

尼 ， 真正雌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较此还要晚上一段时间。所以， 匕不大可能出现在唐玄宗开元 

年问以前。在前述宿 白统计表中印制年代最早的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附近唐墓 出土的那 

一 件陀罗尼经(参图 1)，安家瑶等人通过研究画面上人物的造型和服饰等内容，以为其绘制年代应 “接 

近玄宗时期 ”，其 中有些特征“暗示 了该经咒的绘画年代可能在开元末年”㈤，马世长对这件陀岁尼经 的 

印制年代也持相似看法⑥。 

目前所知唐代的陀罗尼经印本 ，其 印本 中有明确雕版年限可考者 ，首先是最早在 1944年在 四川成 

都发现的那一件梵文印本 ，版框外镌记 日“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 口口口口口近卞口口口印卖咒本”；其 

① 周一良：《唐代密宗》之《导论》，沈阳：辽宁教台H{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 壬j庆、王雅仪 ：《敦煌文献印沙佛文的整理研究》，刊《敦煌学》第二十六辑(2005年 12月)，第45—74页。 

③ 长部和雄：《剧天武后晴代 密教》，原刊《密教文化》第 111号，此据作者文集《唐宋密教史论考》，京都：永田义 

吕堂 ，1982年版 ，第 1—33页 。 

④ K部和雄 ：《刖天武后畴代 密教》，据作者文集《唐宋密教史论 考》，第 28页。 

⑤ 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沣西H{土的梵文唐印本陀罗尼经咒》，刊《考古》1998年第5期 ，第 88—90页。 

⑥ 马世长：《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罔像的初步考察》，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学H{版社，2004 

年版 ，第 537—5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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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前推测印制年代最早的《大随求陀罗尼经》(阿安造纸网厂出土) 

次是 1999年 5月 ，存陕两两安市 桥镇出土的一件梵文印本 ，版框外镌有“成都府浣花溪报恩寺口口 

敬造此印施”云云字样(参冈 2)。① 由于成都 由蜀郡 而改置为府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十月 ，所以这两 

件印刷品的具体印制年代，臼是在至德二年十月以后。 

2 西安三桥镇 Hj土 厝成都府浣化溪即梵 文陀 罗尼经 

另一方面 ，2000年初，在西安市西郊的唐墓 中，还 出土 了一件汉文陀罗尼经 的写本 ，和许多划本一 

样 ，也是放在死者臂钏之 内，尽管仅残一小部分文字，但却可见“口二载”或 “口 载”字迹 (参冈 3) 、 

唐玄宗改年为载，是从天宝 岁正 月开始 ，至肃宗至德 1二载二月，改称“乾元元年”，故这 件经 咒位是雕 

镌于天宝i载 、天宝十i载或至德二载、至德三载这几个年份之内。这件天宝年间以后写成并且入葬的 

汉文陀罗尼经写本 ，一方面具体地说明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早期应用 ，是出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无法写录 

梵文陀罗尼经咒所致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因而在最初雕 印梵文陀罗尼经时，汉文的经咒还是依 lL{抄 

① 周天游主编：《寻觅散落的瑰宝——陕两 历史博物馆征集 史物精粹》， 安 ：三秦出版 f：，2001年版，第 l30、146 

147页 

②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 1664页。 

@ 周天游主编 ：《寻觅散落的瑰宝—— 陕西 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粹》，第 1 3l、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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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不会早于天宝、至德时期很多。 

罔 3 西安西郊唐墓 出土汉文墨书陀罗尼经残片 

由此看来，唐代最早雕印的陀罗尼经咒 ，怎么也不会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过去卡特 、宿 白、黄永年 

等人根据可靠的文献记 载和唐代印刷品实物来 推测 印刷 术的产生时间 ，最早就都是将其拟定 在开元 

时期。① 

总之 ，除了密教经咒之外，直到开元年间，目前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见于确实可信文献记载的雕版 

印刷书籍 ，更没有确实可信的雕版印刷实物传 留于今世 。 

这种社会大众的佛教信仰行为，随之很快向基层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辐射，于是，在唐文宗太和九年， 

就 现了“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 日鬻于市 ，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 ，其印历 已满天下 ”的情 

况。② 至唐僖宗中和 年，柳砒在成都书肆 ，更见“其书多阴阳杂说 、占梦相宅 、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 

小学 ，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③，印刷 品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像 “字书小学”这类士子受学 的入门书 

籍。尽管柳砒称其“浸染不可尽晓”，品质尚不够精良，但雕板 印届0技术走向上层经史典籍的趋势 ，已经 

初露端倪 ，势不可挡 ，而追根溯源，则不能不将其技术源头归之于印度捺印佛像的普遍做法 ，这是一项 由 

域外传人华夏的技术，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项重大历史事件。 

(责任编辑：仲平) 

① 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二编第六章《中国佛寺 中雕 版印刷 的开始》，第 44页。宿 白：《庸 五代 

时期雕版印刷手 T业 的发展》，见作者文集《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 3页。黄永年 ：《古籍版本学》之《版本史 和版 本鉴 

日IJ》第i章《雕版印刷的 现》，南京 ：江苏教育 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54页。 

② (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卷 一六 o《帝 王部 ·革 弊》，北 京 ：中华 书局 ，l960年 版 ，影印 明崇祯 刻本 ，第 l932 

贞。 

③ (宋)佚名：《爱日斋丛抄》卷一引唐柳砒《柳氏家训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清 

道 光刊《守山阁丛书》本 ，第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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