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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 

郑 阿财 

童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承担着传统文化启蒙与传承的最基础工作。无论 

是古代贤哲、伟人，还是广大普通民众都离不开童蒙文化。近代对于儿童教育与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引 

发了对童蒙教育的关注，进而促进蒙书研究的发展。尤其近年金滢坤教授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 

文化专业委员会的努力与积极推动 ，童蒙文化 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是热潮滚滚 ，成果丰硕 。 

最近金教授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组织一组笔谈，由于个人曾对敦煌蒙书方面做过系 

统的整理与研究，发表过系列论文，出版有《敦煌蒙书研究》《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等书。滢坤仁 

弟要我谈谈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 ，我唯恐却之不恭 ，再三思索，以为前辈时贤对于各个时 

代的蒙学，各个体类蒙书，乃至各种蒙书专题、项目均有良好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视角有从文献学进行整 

理 ，有从教育制度 、教学理论 、教材教法展开探究 ，也有从思想 、语言或文学等等不同面向展开论述 ，论题 

宽广而多元，实在很难再有置喙的空间。基于个人多年来在研究敦煌文献之余，接触过不少相关的日 

本 、韩 国、越南等域外汉文文献 ，反复斟酌 ，觉得“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 的流传与发展”是一个值得投 

以关注的议题。因此谨就个人粗浅的随想与不成熟的观点 ，就此议题略谈一二。 

首先，究竟什么是蒙书?有哪些内容与形式?有何特色?在汉字文化圈流传的情形与发展的概况 

又如何呢? 

一 般说来，所谓蒙书是指孩童蒙养阶段所使用的教材，盖取义于《周易》蒙卦的彖辞：“蒙以养正，圣 

功也。”所以也称为“蒙养书”。又因其教育的对象是正式入学前的小儿，因此也有称为“小儿书”的。 

纵观中国古代蒙书的发展 ，大致可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童蒙教育主 

要在于识字教育与句读训练。其使用 的蒙书率以字书为主 ，内容单纯 ；大抵上是 “以类相从”的歌括式 

识字类蒙书，其后种类渐多，体式不一，可惜今天大多亡佚，仅有《急就章》与《千字文》还流传于世。第 

二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学较前发达，蒙书在前期既有的基础上更为扩展；由原有识字教 

材，衍生出道德、知识、应用等各类教材，林林种种，不一而足。第三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随 

着教育普及与印刷术的发达，童蒙教材越来越丰富，体系也逐渐广泛而完备；在体裁、样式上，更是推陈 

出新 ，多变多样 ，同时还大量输出到东亚各周边 国家。直至清末 民初 ，由于新学的发展 ，新制学校 的兴 

起 ，新式教材大为普及 ，蒙学与蒙书才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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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传统蒙书的发展与流变 ，可粗略地归纳 出以下几点特色 ，即：识字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 

合 ；形式体制多因时 、因地而制宜 ；内容雅俗共赏 ，不拘年龄 ；整体综合性 、概括性强 ，深具传承性与实用 

性 ；编撰多符合学习心理。且多因需求而随时增补 ，样式翻新 ，流行广远。 

众所皆知 ，蒙书编撰 的目的与功能 ，主要在于作为启蒙教育的教材 ，但个人以为蒙书 的实际价值则 

远远超乎小儿书教材的角色 。传统上，蒙书施教的对象是学龄前的儿 童 ，其次是失学的儿童，再次是一 

般成人实用 的补习教育 。因为学 习时间短或零散 ，所 以内容、篇幅都较为短小 ，有别 于正规教育高文典 

册之部帙篇卷繁多 ；而内容则以易学实用为要 ，大多概括提炼 ，且极 富精警切时。因此 ，虽非正规教育用 

书，却在广大民间普遍流行 ，左右着民间的基础知识与价值观 、道德观 ，深人一般百姓 的生活文化 中，影 

响极为深远。特别有些蒙书的内涵已从单纯的识字教育及一般名物辨识 、知识传播 ，扩及到语言、文化 、 

思想、道德及处世哲学等诸多面向，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底层核心。如著名的《千字文》《三字经》等 
一

类歌括式综合教育型蒙书；或《蒙求》一类人物典故式的蒙书；或《明心宝鉴》一类经典名言警句类抄 

式，用以教示立身行道的蒙书。这些蒙书不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而且在历代汉字文化 

圈广为流传 ，成为各国各族认知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 。 

以汉字作为书写与阅读工具的地区，我们称为汉字文化圈。它主要包括中国历代 中原王朝和高昌、 

西夏 、辽 、金等割据政权 ，以及东北亚 的韩国、日本 ，东南亚的越南等周边国家和民族。长久 以来 ，汉字在 

这些地 区一直相当流行 ，不但作为书面表达与沟通的工具 ，同时也创作了大量 的汉文作 品。汉字在这些 

国家的使用 ，直到 19世纪末 、2O世纪初才逐渐衰退。在这段漫长的过程 中，汉文文献在汉字文化圈的 

发展也存在着接受与衍变的历程 ，蒙书的影响是过去大家较少留意的议题。 

中国蒙书种类繁多，不同时代各有流行，体式也与时俱进，而内容多因地因时制宜。西北周边各国 

乃至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蒙书的传播 ，因应不同环境 与实际需求而各有选择 。其取舍原则大抵着眼于 

尊时尚，重实用，讲效率。在此原则下，综合性识字类的蒙书自然为其首选，如《千字文》《三字经》；其次 

为德行教化类的蒙书，如《明心宝鉴》；作文习诗的蒙书则又居次，如《蒙求》。 

以下就以《千字文》和《蒙求》为例，谈谈在晋唐以来到明清时期，北方、西北地区及东亚汉字文化圈 

诸 国对于 中国传统蒙书的流传与发展的情形 。 

梁周兴嗣《千字文》是隋唐五代时期启蒙识字、习字最主要的教材。以其综合性的内容，概括凝炼 

中华文明的精华，长期以来不仅在中土广为流行，更跨出国界，传播到周边国家，成为各国学习汉字、汉 

文与汉文化最为便捷而有效的载体 ；更是汉字文化圈诸 国蒙书传播的共相与主流。 

敦煌文献 中存有多达 150多件的《千字文》写本 ，书写字体有 工整 ，有拙劣 ；书写者 身份 有名家士 

子，也有学郎幼童 。既有儿童涂鸭的习字 ，也有临写名家的真书、草书 ；同时又有帮助诵习而作 的注解本 

与音注本 ，甚至还有为不同民族学 习汉文而编的藏汉对照本等各样本子 的出现 。西北 的高 昌地 区《千 

字文》写本遗存也不少 ，据吐鲁 番文书统计 ，约有 70多件 ，其中有麴 氏高 昌王国时期(499—640)写本。 

这些写本大抵为当地学生的习字，足见《千字文》是当时当地蒙学教育流行的用书。充分显示隋、唐、五 

代时期 ，在中原甚至远在西陲敦煌吐鲁番地区风行 的盛况。 

宋元明清，尽管新编的各类蒙书层出不穷，但《千字文》的流传还是最为广泛。宋代还流传到北方 

的辽 、西北的西夏 。 

根据 El本《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应神十六年(285)，百济人王仁曾携带《论语》十卷、《千 

字文》一卷到日本，相传这是汉字传人 日本的开始。这个成为 日人学习汉字教材的《千字文》不会是梁 

周兴嗣的《千字文》，应该是j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千字文》。 

隋唐以后周兴嗣《千字文》传人日本，很快成为奈良贵族习字学文的重要范本。平安时代贞观十七 

年(875)以后 ，日本朝廷的读书活动开始采用《千字文》，贵族家庭教育 、大学寮、地方的国学教育 ，也都 

以《千字文》作为重要教材。I2世纪初年，博学博士三善为康曾仿照周兴嗣之作编撰了《续千字文》，这 

本续编深获当时平安贵族 的赞赏并认为是一部文学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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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室町的五山时期(1192—1602)佛教寺院里的世俗教育，《千字文》也常常被用作课本。近世 

重视教育的年代里 ，《千字文》的学习更是蔚然成风 ，出现 了许多刊本。而且有用 日语解释的《千字文 国 

字》(1765年刊)，研究的《千字文考证》(1790年刊)等一类著作的出现。 

《千字文》歌括形式，好懂易记，可以寓思想灌输于识字、习字之中，效果良好；在 日本多有仿效体制 

之编撰，除前述三善为康编的《续千字文》外，有以传播道德人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如江户以来的《幼 

学千字文》《女千字文》等。也有传达日本历史文化教育之作，如江户时代贝原益轩(1630—1714)的《本 

朝千字文》，其开头便是 日本的开国神话 ：“日本开辟 ，谓 国常立 。诺册二神 ，夫妇之根。”叙述奈 良时代 

的史实则说：“舍撰《书纪》，桔辑《万叶》，帝建分寺，后造浴室。吉备归唐，化乃假名。”结尾说：“邦域繁 

昌，余光无疆。历史提要，劝惩捷径。诫乎童儿，勤哉习读。”还有惟宗时俊编的《医家千字文》(1293年 

写，江户时代出版)。社会生活方面的有《世话千字文》(1717年刊)等等。主要集中在江户时代，种类 

数量之多 ，几乎不亚于明清时代的中国。 

据尾形裕康《我国5二扫c于为千字文 教育史的研究》的统计，仿照周兴嗣《千字文》编写而在 日本以 

写本或刻本流传的“异系千字文”，总计有 14种，29部之多。此外，还有《消息千字文》《书史千字文》 

《新令千字文》等改编、仿作；即使到了明治时期，也还有著名学者中村敬宇(1832—1891)以自传诗的形 

式撰写 了《自叙千字文》。 

《千字文》传人韩国很早，而且长久以来被用作学习汉字与认识汉文化的教材，至今仍然流行，影响 

深远。出现有不少音注、图解、续编等著作。如明治 33年(1900)荒浪平治郎以韩国传世《三国千字文》 

为原本，辅以日语及汉语编撰了一本多语言字典。这本书先胪列 日、韩《千字文》，然后专章列出清音 

《千字文》，每字均有假名标音。其中《三国千字文》方便学生学习和掌握汉字读音。此外，有奇一著、李 

昌植述的《牖蒙千字》(1903)，赵庆勋注解并手书《图像注解千字文》(大正六年 1917)在京城印行，金泰 

《续千字文》(昭和十五年 1940)，高裕相《图形千字文》(1922)等，这些是仿效《千字文》体制编撰的发 

展表现。特别是金焕昌《史考千字文》采《千字文》形式来记述 自主期本国历史 ，如“亚洲东幅，13我朝 

鲜。维国创始，檀木降仙”，明显地呈现急欲突出本国主体意识的意图。 

《千字文》何时传人越南，虽不可考，但在明清时期越南已有不少《千字文》音解、翻译的出现，可以 

推知明代以前越南已有《千字文》的流传。据《越南汉喃古籍文献目录提要》载，汉喃研究院藏有《千字 

文解音》成泰庚寅年(1890)印本、维新三年(1909)印本增加越南文注音，周兴嗣《千字文》喃译本。 

从上面的说明可知《千字文》确实是众多蒙书在汉字文化圈流传的首选 。推究原 因，大抵因为《千 

字文》的首尾连贯，内容丰富，包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方位 

名物等 ，既可让学童在有限的篇幅中获取广博 的文化知识 ；又可透过谐美的音韵 ，使学童琅琅上 口，便于 

记诵 。又深具 阅读实用性的一千个常用字 ，条理系统有致 ，形式整齐优美 ，还能囊括汉字基本结构与笔 

画，加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迹，历代诸家的临摹，更可作为习字典范。换句话说，《千字文》内容、形式 

的特色与识字 、习字 的功能 ，相得益彰 ，凝炼概括 ，系统性强 ，自然成为各国学习汉文化的最佳选择 。 

接着谈谈唐李翰(约 760前后在世)所撰写的《蒙求》。这本书的书名盖取自于《易经·蒙卦》：“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蒙书。这本蒙书在宋代特别风 

行 ，不过原作早 已失传 ，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透过后人的补注所保存的，原貌已不易得知了。 

事实上，《蒙求》的成书，最初是用来作为家庭教育读本的，由于效果卓著，当时引来李华替他作序， 

后来李良又将这本书推荐给唐玄宗皇帝。在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现了续书与仿作，如《新唐书 ·艺文志》 

便著录有王范《续蒙求》、白廷翰《唐蒙求》等。今敦煌文献中保存有 P．2710((蒙求》白文写本一件，敦煌 

研究院藏敦研95号及法藏 P．4877二件是唐代古注《蒙求》写本。另外，晚唐诗人杜荀鹤《赠李镡》诗中 

描述其友人李镡在避难中仍不忘以《蒙求》教授小儿。这都说明晚唐五代时《蒙求》已流传至相距数千 

里外西北边陲的敦煌和江南的扬州，可见其流传范围之广。到了宋代，《蒙求》更是“举世诵之，以为小 

学发蒙之首”。流风所及 ，还影响到周边 的辽及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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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山西应 县木塔辽 代秘藏 中发现有雕 版印刷 的《蒙求》。这是 刊印于辽兴 宗重熙 (1032— 

1055)之后 ，是珍贵的辽代刻本，也是现存最早的《蒙求》刻本。保存了《蒙求》正文的大部分内容，且附 

有《音义》，均为敦煌出土《蒙求》抄本所缺的内容，与传世补注本也多所不同，当更接近《蒙求》的原貌。 

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在第三次中亚考古中也发现有西夏的汉文写本《蒙求》残页。 

至于东亚的日、韩等国，《蒙求》也曾流传。尤其是日本，既流传有《蒙求》，又有唐注《蒙求》写本， 

不仅有传抄 ，更有和刻及笺注、校订的出版。 日本现存有关《蒙求》最早 的记载是平安时代的史 书《日本 

三代实录》，书中记载阳成天皇元庆二年(878)八月二十五 日，天皇的弟弟贞保亲王在披香舍开读《蒙 

求》，由从四位下行式部大辅兼美浓权守橘朝臣广相侍读。读后还小会置宴，许多文臣与会，并且赋诗。 

可见阅读《蒙求》是当时贵族文人 圈中重要的汉学素养 ，赋诗为文常用 的参考 。12世纪末 ，日本由贵族 

社会的平安时代进入到武家政治的镰仓时代，社会环境变迁，《蒙求》的受众也由贵族阶层扩大到武士 

及僧侣。室町时代(1338—1573)，宋代徐子光补注本《蒙求》也传人 日本，随后出现日本学者所作的《蒙 

求》补注，且有逐渐取代早期古注本的趋势；更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补注本《蒙求》的刊行，使写本形式 

流传的古注本最终趋于亡佚 。 

《蒙求》在 日本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 ，江户时代(1603--1868)《蒙求》的受众甚至扩大到一般庶 

民阶层。之后《蒙求》的仿作大量涌现，明治维新后，仍然风潮不断，现存《蒙求》仿作大约不下 40部。 

除仿作外，还有视《蒙求》为汉学典籍而加以研究的，如林罗山《蒙求官职考》、宇都宫由的《蒙求爵位 

考》《蒙求详说》、塘陀山《蒙求启发》等十多种著作。其对《蒙求》的重视，绝不亚于原著产地的中国 

本土。 

此外，平安时代的《枕草子》《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唐物语》等作品中都能见到摄取《蒙求》内 

容为素材的文艺创作表现。镰仓时代源光(1l63—1244)的《蒙求和歌》选取 250多则《蒙求》故事，依照 

和歌集的传统部类编排，将每则故事译成 日文再配以和歌。这种将《蒙求》积极 日本化的尝试 ，是《蒙 

求》在 日本的被接受，而且是与日本文化交融的具体呈现。甚至 日本中小学毕业歌词中的“萤之光，窗 

之雪”，也是取自《蒙求》“车胤聚萤⋯‘孙康映雪”，凸显了中国文化传播经由蒙书在各国所发挥的深远 

影响。 

中国蒙书原本在 民间广为流传 ，大家习以为常 ，虽不如一般经 、史 、子 、集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所重 

视 ，然却始终在文化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 以来 ，高昌、西夏与辽等周边政权 ，以及东亚 的 日本 、 

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度里，蒙书被奉为学习汉字、汉文、汉文化的宝典，不断出现转抄、翻刻、注 

释 、改编与仿作。 

我们从这些流传与发展的文化现象来观察，可以了解蒙书输出到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后，受到这些输 

入国各界的接受 。初期产生传抄 、翻刻 ；进而为了力求讲解 ，或帮助阅读学习 ，而有批注 、图绘的出现 ；乃 

至到熟习这些蒙书之后 ，又因为输人 国生活环境与文化差异 ，以及不 同的社会需求 ，也就开始有针对 中 

国传统蒙书进行补编与改编的出现。甚至 自主性的以本国、本族的文化思维为主体 的新编 自撰 ，跳脱中 

国蒙书形式体制 的模仿窠臼，对于传统蒙书不再沿用 ，也不再依傍 ，更不迁就 中国蒙书传统 的内容。这 

种由中国蒙书所承担的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特殊现象 ，实在是传统蒙书编撰初衷始料未及 的另一新景象 ， 

这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特殊展现 ，实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与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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