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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西夏唐卡中的释迦牟尼佛像考

谢继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对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德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黑水城出土描绘释迦牟尼佛的藏传绘画

唐卡进行了图像分析 ,探讨了这些作品与同时期卫藏绘画、敦煌汉地艺术与东印度波罗艺术之间的风格

渊源。

关键词 :西夏 ;藏传绘画 ;唐卡 ;图像与风格

中图分类号 : K246. 3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 - 0292(2002) 01 - 0075 - 10

　　黑水城所见最多的佛像是释迦牟尼佛 ,其中包括“金刚座触地印 (降魔印) 释迦牟尼佛”和“释迦牟尼说法图”。

现在公布的图版可以见到的有 5 幅 ,分别是降魔印释迦牟尼佛 3 幅 ———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2 和 6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图版 99 ;释迦牟尼说法图 2 幅 ———

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4 和 5。

图版一 ①的唐卡所绘释迦牟尼身色为黄色 ,发髻顶部饰有红色的宝珠 ,头光内侧为蓝色底色 ,然后是一道红

圈 ,外围是红绿蓝相间的头光条纹。佛陀身穿红色的袈裟 ,袈裟上用金线勾勒的花纹长条框象征袈裟的百衲衣。

龛形身光为釉蓝色 ,用金色细线勾勒不规则卷草纹 ,身后的宫殿是波罗早期风格的东印度宫殿龛门样式 ,佛陀头部

左右两侧龛顶上是蓝色和黄色的正面人首鸟身有翼的动物 ,这种动物多次出现在西夏唐卡中 ,但在同时期的西藏

唐卡中却比较少见 ,西藏唐卡的这个位置更多出现的是摩羯头 (chu2srin2mgo) 。此鸟形如迦楼罗金翅鸟 ,但我认为

此像不是金翅鸟 ,理由如下 :1. 藏传佛教中人首鸟身的动物有 3 种 ,一为迦楼罗 ,二为紧那罗 ,三为迦陵频伽。由于

迦楼罗在佛教造像中有特殊的地位 ,“譬如佛子”②,所以迦楼罗造像往往置于佛像头顶上方 ,鸟爪下往往有被缚的

蛇或龙 ;2. 紧那罗造像虽然也是人首鸟身 ,但“似人而头上有角”,此外紧那罗常常被作为鬼神八部之一 ,不可能安

置在佛头像的两侧 ③;3. 惟一的可能就是迦陵频伽像 ,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云 :“迦陵频伽 ,此云美

音鸟 ,或云妙声鸟。此鸟本出雪山 ,在卵中即能鸣。其音和雅 ,听者无厌。”迦陵频伽藏文 bya2shang2shang 或 bya2
shang2shang2tevu ,或 shang2shang2tevu ,译“命命鸟”或“共命鸟”、“生生鸟”,梵文为 kalavinka ,藏文转写梵文为 Tswi2wa2
tswibka ,是指一种人身鸟尾有翼的动物 ④,藏区多用来作为建筑物上的装饰。但有关迦陵频伽的信仰现在主要在传

说中 ,其后期形象多见于寺院铜饰 ,在 13 世纪以后的藏传佛教艺术中出现较少 ,现在见到的最早例证是古格遗址

坛城殿的出挑椽头木雕 (图版二) ,其年代当在公元 11 世纪初 ⑤。

主尊背龛两侧的背向狮羊没有出现 ,代之以搭在弯钩上的白色丝巾。莲花座的画法与其他作品有所区别 ,它

的莲瓣不是上下对称的 ,只画了上方的单瓣莲花 ,下方绘有连环卷草纹。除主尊外 ,这幅唐卡中出现的图像共 29

幅 ,释迦牟尼佛两侧的胁侍菩萨除了身色与右手持莲花之上所置金刚方向不同以外 ,其他几乎完全相同 ,但至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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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菩萨身份的确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莲花之上置金刚杵的画法还没有找到类似的例证。奥登堡认为右边

白色身形的是观音菩萨 ,左边黄色身形的是弥勒菩萨 ,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确认身份的证据。菩萨的头冠只有一道

珠饰 ,珠宝镶嵌的短剑状头饰数量较少 ,黑色头发束为高发髻矗立于头顶后方 ,顶端有珠宝装饰 ,右侧的观音或莲

花手菩萨胸饰透明水平丝带。唐卡的最上方绘有 5 间佛龛 (画面右上角第一龛及第二龛部分已不存) ,龛与龛之间

的立柱形成拱门 ,门上绘有舍利塔 ,龛内所绘五佛为黄色身相的五如来 ,穿红色的袈裟 ,结不同的手印 :右一残 ,右

二两手结禅定印 ;中央的如来结转轮印 ;左二右手结无畏印 ,左手结禅定印 ;左一图像残损 ,但从莲座下方的印记判

定 ,此如来右手结触地印 ,左手结禅定印。根据佛教造像学的安排 ,五如来分别是宝生佛、阿弥陀佛、毗庐遮那佛、

不空成就佛、阿　佛。那么 ,右一宝生佛所结手印为与愿印 ⑥。五如来下方是左右各三尊的菩萨 ,画法完全一样 ,

中央的一位是白色身相 ,菩萨的坐姿 (游戏自在座)与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旗幡绢画《不空　索坛城》所绘菩萨的坐

姿以及敦煌莫高窟 465 窟窟顶东披的菩萨坐姿几近相同。菩萨的头饰和横过胸臂的透明丝带也是此六尊菩萨突

出的特点 ,这种三角头饰后缠筒状高发髻的样式 ,回应吐蕃时期的古代风格 ,是西藏艺术对波罗艺术初传时期的风

格样式加以改造吸收的结果。主尊莲座下方绘有七龛 ,中央龛室所绘者为监色的狮子吼观音 ,右手持缠有蓝蛇的

黄色三叉戟 ,左手持含苞的蓝色莲花 ,花上有直剑。观音右侧是蓝色的金刚手 ,右手持金刚 ,左肩侧有含苞的蓝色

莲花。狮子吼左侧是绿色的普贤菩萨 ,右手持金刚置于胸前 ,左肩侧有莲花。金刚手右侧黄色身形的神灵 ,左手高

举甘露瓶 ( KalaÍa) ,由于颜料脱落 ,右手的姿势的持物难以辨认 ,这位神灵的身份也有待确认。普贤菩萨左侧的神

灵 ,画面破损更为严重 ,此神黄色身形 ,左手举起持一物 ,右臂弯曲向下 ,脚下躺着一蓝色身形的人物 ,具体细节不

得而知 ,有人推测此神为增长天王 ,与之对应的是因陀罗 ,二神都属于方位神。七龛的两端显然是龙神 ,头顶都有

三只昂起的蛇头 ,双手持如意宝瓶 ,表明这些蛇神当属龙族 ,为女性神。龛室用嵌有珠宝的金色框边 ,神灵背光皆

为红色。这种七龛样式多见于印度波罗时期 ,在西藏绘画中 ,经常用条状的方格窟龛置于画面中专门表现来自印

度的星宿或方位神。七龛两侧绘有二位僧人 ,身穿浅色内衣和绛红 (喇嘛红) 僧装。唐卡最下面一排的左右两端绘

有二尊监色身形的护法神 ,右侧神灵右手持金刚 ,可以确认为金刚手 ,左侧神灵右手持剑 ,似为不动如来的另一身

形 ⑦。中央的一位是两臂黄色菩萨 ,右手置于膝上 ,左手举于胸前 ,皆作禅定印 ,因颜色剥落 ,手中持物不详。菩萨

右侧是粉红色的四臂天神 ,主要的两双手靠近胸前 ,可能是作转轮印 ,另外两手上举至肩部 ,右手持金色金刚 ,左手

持金色花蔓 ,其寓意不详。黄色菩萨左侧是四臂的蓝色菩萨 ,主要的双手置于胸前 ,持金花蔓 ,另一双手上举至肩 ,

身份不详。金刚手左侧为生有三头四臂的红色马头金刚 ,发髻中蓝色的马头清晰可见 ,系有虎皮围腰。不动金刚

右侧是蓝色的三头八臂的天神 ,肩上有黄色的披肩。列昂诺夫认为这可能是早期忿怒相度母 (rab tu dpav bavi sgrol

ma)的变化形态。

整幅唐卡用以填充背景的色彩是一种特殊的釉蓝色。这种显得厚重 ,具有凝聚感的冷色 ,使得画面背景向后

方无限远的地方隐去。背景冷色调的面积不多 ,但对比效果极为强烈 ,它使得画面中的龛室莲座或居于其中占红

色主调的各种人物犹如置身于一个深邃广大的幽暗宇宙之中 ,绘画手法上的二维技法造成三维空间效果。从唐卡

的构图分析 ,最上部是金刚乘坛城中最高等级的神灵 ,五如来常见于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作品 ,但在每一幅作品中的

位置和排列方式都不相同。在主尊左右上方的六菩萨 ,有可能和主尊两侧的观音和弥勒一起组成金刚乘艺术中非

常流行的八菩萨 ,这种八大菩萨信仰在 8 至 12 世纪的吐蕃以及中亚地区都极为盛行 ,假如我们在金刚乘艺术尤其

是在西藏绘画中找不到描绘六菩萨样式的例证 ,这种假设就更应该考虑。这样 ,作品就描绘了如来与菩萨两个系

列。但画面下方其他的图像似乎出自不同的造像体系 ,如金刚手、观音和普贤等应属于五禅定菩萨系列 ,马头金刚

和忿怒相度母似乎属于护法神系列 ,另外如最下一行的神灵 ,都不能准确地加以解释和确认。

图版三 ⑧作品的构图与图版一大致相同 ,绘画风格 ,特别是主尊释迦牟尼佛的样式与第一幅完全相同 ,可见这

两幅唐卡是同一时期 ,即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的作品。

与图版一不同的是 ,图版二 4 个主尊释迦牟尼的袈裟的衣纹是用粗线勾勒轮廓 ,所占画面范围更大 ,构图趋

简 ,主尊头肩两侧的八大菩萨成为二胁侍菩萨 ;下方诸神改为五空行母。画面上方仍为五方佛 ,但五方佛的次序与

图版一有变动 ,如画面左侧第二格是作禅定印的阿弥陀佛 ,而图版一为作无畏印的不空成就佛。主尊的头光 ,特别

是两侧的金翅鸟 ,两幅唐卡细节完全一样。释迦牟尼佛两侧的胁侍菩萨身形略为短拙 ,造像特征与第一幅作品相

同 ,莲花之上也置有金刚杵 ,右侧可能是观音菩萨 ,左边或许是弥勒菩萨 ,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确认身份的造像证

据。画面底行左右角的人物都绘有下垂的大耳 ,表明他们可能为上师 ,两位上师袈裟的画法与藏传绘画的袈裟不

同 ;画面左侧的着蓝色袈裟褐面者似代表印度僧人 ,右侧着黄色袈裟者或许是藏僧或西夏僧人。此幅唐卡画布底

色与下一幅作品的底色完全相同 ,证明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

图版四 ⑨的《金刚座触地印释迦牟尼佛与佛塔》是一幅构图奇特的唐卡作品 ,画面用色极具图案色彩和浓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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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色色凋 ,几乎可以确定为几种单色 ,如描绘人物衣饰和填充背景的棕红色、表现佛塔和菩萨身色与头光的白

色、描绘主尊与菩萨身色及佛塔基座的黄色、描绘背龛和树木的些许绿色以及平涂佛塔背景的釉监色。与图版一

的触地印释迦牟尼佛相比 ,除了主尊和两侧胁侍菩萨的造型与前者基本相似外 ,其他部分都有大的改变。将主尊

佛陀置于佛塔之下的构图方法很像释迦牟尼佛说法图的构图法。唐卡所绘佛塔两侧有西夏文和汉文的榜题 ,这种

构图样式虽然鲜见于现存的传统西藏唐卡 ,但它却是 10 世纪至 11 世纪最为常见的佛教造像题材之一 ,属于早期作

品 ,据说在阿育王时代罗刹修建了八大佛塔和金刚座 ⑩。在 9～10 世纪的东印度、11 世纪的卫藏和阿里等地都遗

存了很多的“擦擦”作品 ,其中描绘八大 (或五大)佛塔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例 �λϖ 。这些作品作为佛教图像传播的媒

介在金刚乘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逐渐盛行开来。西藏耶尔巴寺出土的 11 世纪的“擦擦”,就是东印度金刚座降魔

印释迦牟尼像在西藏出现的早期范本 �λω。西夏唐卡中出现如此构图的作品 ,其创作的年代应不会晚至 13 世纪初。

西夏文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卷末题记有云 :“(太后) 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

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此经为罗皇后为悼念仁宗 (公元 1139～1193 年)去世三周年而施 ,当为公元 1196

年。散施的“八塔成道像”疑为雕版刻印单幅图像 ,从 77276 的庞大数量可以看出此类造像的盛行 �λξ。

在此幅唐卡中 ,释迦牟尼佛黄色身形 ,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左手结禅定印 ,右手作触地印。在他的前方置有

一金刚杵 ,这是藏传佛教造像触地印释迦牟尼佛的特征之一。佛陀的脖颈和手臂较短 ,五官较为集中 ,被安置于支

提佛塔之内。佛塔两侧绘有三叶形的菩提树 ,表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场景。左侧汉文榜题是“菩提树下

成道塔”,说明此大塔象征佛陀事迹中最重要的菩提证悟。头光为白色 ,两侧绘有中原汉地出土的凤鸟图案 ,这一

图案见于黑水城出土《四美图》的上方 ,其旋上的尾羽形成头光的边缘装饰。佛陀背龛仍为石绿底色并绘有卷草纹

装饰。主尊右侧为白色的观音或莲花手菩萨 ,右手持白莲花 ,左手手印不可辨 ;佛陀右侧是黄色的弥勒菩萨 ,右手

持上有净瓶的莲花 ,左手作安慰印。在释迦牟尼莲花座的下方 ,是安置在同一基座上的五佛塔 ,中间一座大塔 ,左

右各二座小塔 ,左侧汉文题记是“降服外道名 □塔”,表明五塔所记事迹为释迦牟尼佛以大神变不可思议的降伏外

道徒。唐卡两侧各为三座佛塔 ,根据画面榜题 ,右边三塔为“耆门崛山大乘塔”、“庵罗林会维摩塔”和“佛从天下宝

阶塔”;左边三塔为“尘园法轮初转塔”、“释迦如来生处塔”和“拘尸那城涅　塔”。

贺兰县宏佛塔也出土了带有八大佛塔的绢质唐卡 (图版五) ,画面大部分毁损 ,仅残存佛塔 ,每座塔的两侧也留

有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榜题 ,画面的用色、形制与黑水城这幅作品完全相同 ,可见两者是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断代

在 12 世纪末 �λψ。

西夏作品中金刚座触地印释迦牟尼佛有相对确定纪年的作品是拜寺沟方塔的捺印佛画 ,印画中的佛陀具有

“黑水城佛陀”的特征 ,背龛是典型的印度波罗风格。但环绕主尊周围的是梵文而不是藏文 ,作品的年代有可能在

西夏大安二年 (公元 1075 年)以前。这件朱砂印画作品似乎促使我们认真考虑西夏此类图像的来源问题 �λζ。

金刚座触地印释迦牟尼佛是包括黑水城唐卡在内的西夏藏传绘画最为多见的绘画题材。这一题材的佛像频

繁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西夏前期处于吐蕃、宋、辽、金等诸强夹缝之中生存 ,战乱频仍 ,民不聊生 ,人们

盼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作降魔印的释迦牟尼佛实际上被具有实践性特征的西夏佛教看做降魔的上师 �λ{。所以在

西夏故地 ,金刚座降魔印释迦牟尼佛最为多见。

释迦牟尼说法图为西夏佛教艺术中经常描绘的题材之一 ,黑水城唐卡中有两幅。

图版六 �λ|的《莲花座转轮印释迦牟尼佛》或称《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图》,这幅唐卡其构图方式极为奇特 ,

佛龛神灵的安排不像是为卷轴画唐卡的构图而安排的 ,而更像是从壁画上截取下来的一个局部 ,我们在传统的西

藏唐卡中很少看到这种构图样式。黑水城出土的西藏风格的唐卡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画面的构图往往不受

同时期西藏唐卡构图规则的严格限制而有所突破 ,或许这种不合仪轨的构图方式是西夏人学习外来艺术的适应性

调整 ,但它却丰富了唐卡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唐卡的画布是蓝白条格相间的棉布 ,绘画时要覆盖底色 ,所用

的绘画颜料的遮盖力就要非常强 ,多用矿物颜料。作品的尺幅为 160 厘米 ×108 厘米 ,这仅是画心的尺幅 ,如果加

上上下的装裱 ,唐卡的长度将超过两米 ,属于大型唐卡 ,与现藏洛杉矶郡立博物馆 259. 1 厘米 ×175 厘米的无量寿

佛唐卡同属大型唐卡 ,与 12 世纪前后卫藏地区制作大唐卡的风气遥相呼应 �λ} 。

作品画面主尊为释迦牟尼佛 ,黄色身形 ,双手作转轮印 ,穿红色的袈裟 ,袈裟领口、袖口和裤边都镶有金边 ,整

个袈裟曹衣出水 ,衣褶随形体的变化而转折 ,颇具中原汉风 ,但黑水城佛陀的特征并不明显。作品的年代比图版一

略晚 ,大约是 13 世纪初年的作品。头光为白色 ,在红圈之外有平行宽条火焰纹 ,龛后宫殿拱顶之上有二背向金鹅

(迦罗频伽之变体 ?) ,尾羽涡旋向上形成头光的装饰纹 ,整个龛室样式为波罗风格 ,佛像顶端有三道半圆拱顶形成

释迦牟尼佛龛室之外的大龛 ,沿大龛拱侧积木状彩条宫室之上绘有佛塔一座。塔尖左右有条状飘幡。主尊身后为

绘有卷草纹样石绿底色的龛形靠背 ,两侧以悬挂白色饰巾或帏幔代替背向的山羊和支撑山羊的大象。莲座为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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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四色的旋涡纹对卷莲瓣 ,中央下方是垂下的镶有蓝色边的半圆形编织饰毯 ,左右两侧为象征四无畏的狮面 ,早

在公元 4 世纪这种狮面就成为狮子的象征。释迦牟尼莲座下方绘有一长方形水池 ,彩色岩石点缀在水池周围 ,池

内左右两边各有一朵红色莲花和绿色的莲叶生于金色的水波之中 ,池中央矗立一长茎五彩大莲花 ,莲花之上置有

金色法轮 ,法轮上边缘绘有火焰 ,池边左右各有一黄色的龙神双手捧住大莲。据传 ,释迦牟尼佛曾委托两位龙神守

护般若波罗蜜 ,画面出现的双龙举莲图像是确定此作为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的重要依据。主尊右侧为一白色

的神灵 ,生有四面十二臂 ,中间正面朝向的是白色 ,右侧面为蓝色 ,左侧面为红色 ,头顶上方的面原为绿色 ,每个面

孔皆生有三眼 ,头上有红色头饰和三角状的珠宝装饰。主要的双手右手持金刚、左手捏住 4 根金线 (或套索 ?) ,最

上方的左手持剥皮刀 ,第二手持弓 ,第三手持剑 ,第四手持斧 ,最下边的左手持金刚橛 ,最上方的右手持物。由于画

面残破难以辨认 ,最上方的右手持物似为金刚剑 (Vajrakhadga) ,此外有箭、绳套等等。从一些饰物以及头和手臂的

数目来判断 ,这幅图像可能是密教身形的观音 �λ∼ ,因为观音的职能之一就是护持佛经 ,而佛经又以《般若波罗蜜多

经》为第一。但应该注意的是 ,108 种密教身形的观音中 ,没有一种身相与此图像完全相同。另一种假设是此尊不

是观音而是大势至菩萨 (Mah½sth½mapr½pta) ,但大势至菩萨在西藏佛教中的信仰不大流行 ,而且他也不属于五大菩萨

或八大菩萨的系列 �µυ 。所以 ,这幅图像的身份还有待鉴别。释迦牟尼佛左侧的菩萨图像毁损严重 ,无法辨认 ,只能

确认菩萨有十四臂 ,身色为白色 ,整个画面左侧似乎被水浸湿过而留了白色的污迹 ,导致画面颜色改变。在唐卡顶

部佛塔的两侧红云之上为黄色身形的持明 ,右侧持如意宝珠 ,右边的持花 ,中央佛塔之内有佛像一尊。主尊大龛拱

顶两侧各绘有五佛 ,身穿红色袈裟 ,黄色身形 ,黑色发髻 ,背龛皆为石绿底色绘有卷草纹。两组佛像都安置在白色

祥云之上。唐卡下方两侧的 12 个方格皆绘有图像。最下边的一排为四位不同身色的僧人 ,穿不同颜色的袈裟 ,结

跏趺坐 ,右手作安慰印 (vitarkamudr½2vy½khy½namudr½)但有的僧人双手似作转轮印 ,如右二。粉色或白色的头光 ,石绿

色卷草纹背龛。右一白色身形 ,穿棕褐色袈裟 ,右二橙红色身相 ,穿红色袈裟 ;左一黄色身形 ,穿红色袈裟 ,左二似

乎为白色身形 ,穿棕色袈裟。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僧人图像与图版一药师佛唐卡和黑水城金刚亥母唐卡中出现的

僧人图像肖像画法有所区别。其余方格内的图像能够辨认的是倒数第二行右一的持剑绿色增长大王 ,此王左侧的

持琵琶的白色持国天王 ,与之相对的是此行左一的持旗的绿色广目天王和左二持佛塔的红色多闻天王 ( ?) 。

图版七 �µϖ的说法图 ,构图方式也极具黑水城的地方色彩 ,画面主尊几乎占据了唐卡的全部面积 ,胁侍菩萨和僧

人像等等皆是在原来只绘主尊的构图安排之上添加上去的。所以 ,画面人物挤满了空间 ,似乎将观众的视线集中

到一个局部的场景。

此幅作品中释迦牟尼佛为黄色 (金色)身相 ,穿红色袈裟 ,袒右肩 ,红色袈裟上面隐约可见原用金线勾勒的游丝

描衣纹。手心掌心施以红色 ,双手作转轮说法印 ,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佛陀的头光为白色 ,与同时期作品类似扎

唐寺大背光的三色平行光纹不同 ,这幅作品的头光只有红黄二色色道 ,以背龛拱顶左右两侧背向金鹅尾羽向上涡

轮状旋起作为头光装饰。值得注意的是 ,佛像背龛的颜色不是石绿色而是釉蓝色 ,以墨笔细线勾勒卷草纹。背龛

底色与图版四与图版五有西夏文榜题的唐卡的背景色完全相同 ,表明它们是同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主尊两侧的胁

侍菩萨右侧为白色身形的莲花手 ,右手持红茎莲花 ,莲花上方所绘物品色彩剥落 ,似为月盘 ,左手垂至膝下作安慰

印 ;左侧为黄色身形的弥勒菩萨 ,右手持红茎花枝 ,其上置有净瓶 ,左手结安慰印。两位菩萨皆有红色头光和前饰

金色三角形装饰的黑色高发髻 ,佩有项链、耳环、臂钏、手镯、脚镯等装饰 ,立于莲座之上。胁侍菩萨上方是佛陀的

两位弟子阿难和迦叶 ,右侧为浅黄色身色的从弟阿难 ,左侧为褐色身色的迦叶 ,皆穿棕褐色袈裟。画面上方左右各

绘有大塔一座 ,塔之样式为 11 至 12 世纪常见的噶当觉顿式佛塔 ,以此象征释迦牟尼顿悟成佛和初转法轮。莲座的

下方 ,绘有象征佛教经义的四帙经卷和三幅捆成一束卷轴画 ,表明西夏当时佛事活动中供奉唐卡或卷轴画已非常

普遍。因为这幅唐卡描绘的画卷中间插有画轴 ,此幅说法图本身也保留了最初的装裱材料 ,而同一时期的印度波

罗绘画是从来没有任何装裱的。这些细节并不见于印度波罗绘画和同时期的卫藏艺术 ,整幅唐卡可能是由于使用

绢本画布的关系 ,画面色彩显得细腻秀雅 ,造型线条宛如游丝 ,佛陀造像具有典型的黑水城佛陀特征。

图版八 �µω的唐卡残片从画面岩山背景和色彩风格分析 ,这两块残片似乎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为 X2399 的

“大成就者”非常一致 ,使人很容易认为这 3 幅断片都是来自同一幅作品 ,但这些断片之间某些特定色彩和尺幅比

例很难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后两幅残片为同一作品的可能性比较大 ,前面的作品与之没有关联 ,因为两者之间的

蓝色色调根本不同。图版九横幅残片的尺幅为 12 厘米 ×85 厘米 ,残片左边可以看到画面边缘 ,右边残缺 ,画面中

央所绘嵌有珠宝作为间隔的金色边框 ,应该将画面均衡分为三个部分 ,这幅唐卡的宽度大约是 95 厘米～100 厘米 ,

考虑到唐卡画心多为长方形构图 ,长宽之比一般为 1∶1. 5 ,以此推算 ,原作的长度大概是 140 厘米～150 厘米 ,整个

画幅为 90 厘米 ×130 厘米或 100 厘米 ×150 厘米 ,加上装裱的上下锦缎 ,可以说作品是一幅大的唐卡 ,如果考虑到

画面岩山中所绘比丘与菩萨像面孔皆朝向主尊的构图特征 ,这幅唐卡可能更大 ,长宽之比为 200 厘米和 15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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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卫藏 11～12 世纪的大唐卡相似。

黑水城出土的唐卡虽然不多 ,但几乎每一幅作品都显示了特殊的风格 ,遵循着多元的风格 ,这件残片就是如

此。作品的画面构图和色彩风格与黑水城的其他作品 ,即使是完全西藏风格的作品也有所不同。其浓艳而对比强

烈的色彩关系和人物的造型很容易使人将它和 12 世纪前后印度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联系在一起 ,因为将人物图

像不用岩窟边框直接嵌入岩山图案背景之中的画法在西藏传统唐卡画法中并不多见 �µξ ,此外 ,唐卡中类似释迦牟

尼造像的释迦牟尼像没有“黑水城佛陀”的明显特点 ,更像波罗经卷插图中的佛陀 �µψ。所以 ,萨莫宇克等人认为这

幅残片是西夏人委托绘制于西夏以外的其他地方 ,作者可能注意到此画色彩与西藏唐卡的差别 ,没有提到此作是

绘于西藏 ,而是绘于尼泊尔。这种说法存在很多疑问 ,首先是画面上釉蓝底色的榜题框 ,上面用西夏文、藏文和汉

文标明所绘神灵的身份 ,以往的解释是说这是在唐卡完成以后为榜题预留的边框 ,但有如下问题不能解释 :榜题三

种文字所有的金色与释迦牟尼像身光金色花纹以及下方的胁侍善生王头饰等所用的金色为同一色彩 ,这种质感的

金色在波罗作品中很少见到 ,进而说明画面榜题与图画是同期完成的 ,因为在尼泊尔甚至是在西藏 ,不可能出现如

此漂亮的汉文 ,尤其是西夏文的书法 ,但合乎规范的藏文书法在西夏地方比比皆是。其次 ,黑水城作品中很多唐卡

都留有榜题 ,研究这些作品的专家也曾认为这些作品是由西藏携来西夏 (参看相关图版说明) ,但不能解释画面下

方出现的西夏供养人或上师像而对如此说法抱有疑虑。笔者认为西夏地方有借道中亚来到黑水城的印度 (而不是

来自尼泊尔纽瓦尔地方的)艺术家 ,此幅残片即为这些艺术家所绘 �µζ。因此 ,作品的风格不是来自西藏 ,而是直接

继承了波罗艺术的风格。

唐卡残片从右至左描绘的是《金光明经王法正论会第二十》、《金光明经善生王会第二十一》和《金光明经四大

天王护国会第 (二)十二》之情景 �µ{。画面左右侧对称的地方有“释迦麽弥佛”的西夏文汉文榜题 ,相信此题记上方

绘有释迦牟尼佛图像。画面右侧佛像 ,坐于莲座之上 ,结跏趺坐 ,身穿红色袈裟 ,右手置于胸前似作无畏印或转轮

印 ( ?) ,左手垂于左膝 ,手印不明。头光为白色 ,背龛为石绿色 ,饰以不规则卷草纹 ,背光为釉蓝色 ,莲座为红色下覆

莲 ,金线勾勒 ,莲座基座上有卷草纹图案。此像左侧有西夏文汉文榜题 ,汉文为“□积大法师”,检索现今发现的西

夏“法师”、“国师”和“上师”的名称 ,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由于此幅佛像手印不甚明晰 ,而且旁边有榜题 ,使

人容易将此像认定为大法师像 ,但黑水城唐卡和西藏传统唐卡的上师像有专门的画法 ,除印度上师外 ,各教派上师

皆不绘作佛相 ,尽管手印不明 ,笔者仍判定此佛为释迦牟尼佛。因为此图像下方的一组人像 ,榜题标明“善生王”藏

文对应 rgyal po 1egs skyes ,即指“妙生女”(legs skyes ma) ,传说释迦牟尼证悟之前 ,一次去摩竭陀途中路遇牧女妙生

女 ,她把从五百头黄牛乳中提炼出的精华献给释迦牟尼 ,此处画面佛陀莲座前方置一白色碗钵 ,其中盛有白色乳

浆 ,四位人像也皆为女像 ,描绘的正是以上的情景。岩山背景中描绘的有比丘和各路神灵 ,皆绘有头光并借此与岩

山背景区别开来 ,其中头顶有三蛇装饰的应为龙女 ,发髻中饰有马头者应为马头金刚或者其明妃。值得注意的是 ,

唐卡中的人物头饰 ,特别是妙生女的金色三叶冠和凸起高耸的发髻样式 ,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壁画中吐蕃贵族的

发式非常相似 ,这种发式也见于扎唐寺壁画和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壁画。

黑水城以金刚座释迦牟尼佛为代表的佛像在造像风格上有突出的特点 :人物身体各个部分的比例比造像度量

经 �µ|要求的尺寸明显缩小 ,头部较大 ,五官极为集中 ,由于眼神向下身体前倾的缘故 ,发髻至额头的距离显得很长 ,

使得佛陀呈少年相。人物的脖颈非常之短 ,臂膀的胸廓异常壮硕而腰肢不显 ,四肢较短 ,这些造像特征笔者称之为

“黑水城佛陀”特征 ,他与 11～12 世纪前后出现的波罗时期的金刚座释迦牟尼佛虽然在构图上大致相同 ,但佛陀本

身的造型却大异其趣 ,波罗时期造像人物比例合度 ,颈项四肢匀称 �µ} 。与黑水城造像特征相似的是受到印度波罗

艺术影响的缅甸蒲甘 (Pagan)时期 (10～13 世纪)造像中出现的“短颈佛”�µ∼ ,但这些蒲甘作品是雕塑 ,创作的年代是

在 12 世纪至 13 世纪 �νυ ,与黑水城唐卡的创作年代大致相同。我们在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所出大日如来金质佛

像中也能看到这种四肢粗短的短颈佛 �νϖ 。笔者以为黑水城佛陀的特征是藏传佛教造像地方化的结果 ,在西藏绘画

中 ,并没有出现“短颈佛”造像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塔基发现了“黑水城佛陀”样式的

“擦擦”�νω;青铜峡百八塔出土的砖雕中有数件与黑水城唐卡作触地印释迦牟尼佛造型特征完全一致的青砖浮雕

像 ,其中最为完美的是 085 号所出释迦牟尼像 ,此外尚有 001、017 诸塔所出释迦牟尼像 �νξ。最近 ,在贺兰山拜寺口

双塔遗址也发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的“擦擦”,其中的释迦牟尼佛造像具有典型的黑水城佛陀特征 �νψ。这

些“擦擦”与斯坦因在黑水城所获的脱模泥塑 �νζ的造像风格完全相同 ,同属 11～12 世纪的作品。然而 ,这些“擦擦”

代表的图像风格似乎并非完全来自于卫藏 ,而是与丝路西域一线佛教图像的传播有关 ,因为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和

安西东千佛洞所见的“擦擦”,有些与黑水城和拜寺口出土的“擦擦”完全相似 ,说明敦煌及河西走廊也有此类“擦

擦”�ν{。西夏人在绘制藏传风格的唐卡时 ,将“擦擦”图像具有的佛陀造像特征融入其中 ,从而使得黑水城唐卡的佛

像呈现独特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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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的五佛冠残件 (图版九) 是近年出土的优秀的西夏藏传绘画作品之一 �ν| 。左侧

蓝色身形者为东方阿　佛 ,作触地印 (bhËmiparÍa) ;右侧黄色身形者为南方宝生佛 ,作慈悲印。作品色泽艳丽 ,保留

了卫藏绘画的特征。然而 ,主尊背龛样式却有包括西夏绘画在内的中亚绘画焰肩佛特征 ,这种近乎圆形的头光和

背龛 ,两侧张开的焰肩及下方的须弥座在 11～13 世纪的卫藏唐卡中极为罕见 ,但在黑水城雕版印画作品中却非常

普遍 ,例如下面列举的这幅西夏刊说法图。榆林窟第 3 窟观音坛城主尊像背龛样式与此完全相同。贺兰山东麓拜

寺口西塔《上师像》主尊左右两侧出现的菩萨图像 ,画法与五佛冠残片基本相同。可见西夏藏传图像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传承。

注释 :

①这幅唐卡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 X2323 ,画面尺幅 74 厘米 ×55. 5 厘米 ,棉布 ,有说为绢本 ,也有记载为棉布 ,

实为绢本。论述此画的文献包括奥登堡《黑水城佛教造像资料 :西藏风格造像》图版 2 ,贝桂恩等《喜马拉雅

的神灵和鬼怪 :喇嘛教艺术》第 81 页图版 22 ,巴黎 ,1977 年 ,以及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2 及其解说。作品的断代一般认为是在 12 世纪。

②金翅鸟最初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 (Vishnu)的坐骑迦鲁达 ( Garuda) 。据考 ,毗湿奴的

形象之一就是他带有象征太阳的有翼日盘 (即佛教中法轮的原形之一) 。在古代印度神话中 ,迦鲁达是最为

著名的神鸟太阳鸟 ,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金翅鸟》( suparnadhyaya) ,这是一篇神话史诗 ,其中记载了完整

的鹰蛇争斗神话。这种源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印度神话的大鹏鸟斗蛇或龙母题亦由佛教所继承 ,佛

经将 garuda 译为“迦楼罗”,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云 :“揭路荼 ,古云迦楼罗 ,即金翅鸟也 ,或名妙翅鸟。

案 ,《起世因本经》云 ,金翅鸟与龙各具四生 ,所谓卵、胎、湿、化。然卵生者力小 ,只食卵生龙。化生者威力最

大 ,能食四生。欲食龙之时 ,以两翅扇海水开 ,衔得诸龙 ,吞在嗉中 ,龙尚未餐。亦名此鸟为大嗉鸟也。飞至

居吒奢摩梨树上 ,然后吐出 ,啄而食之。被啄之时 ,出大怖畏之声 ,极受苦楚。此鸟亦名龙怨。其背两翼皆

金色 ,故以为名。”又如《华严经》卷三十六云 :“佛子 ,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 ,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

殿。奋勇猛力 ,以左右力搏开海水 ,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 ,而撮取之。如来应供养 ,应等正觉 ;金翅

鸟王亦复如是。”由此可见大鹏鸟在佛教中的位置。

③紧那罗 ,梵文 kimnara 或 kinnara ,藏文作 lha2min 或 lha2ma2yin ,但此名与阿修罗 asura 之藏名相同。天名 ,又作

紧捺罗、紧陀罗、甄陀罗、真陀罗、紧捺洛。旧译作人非人 ,疑神 ;新译作歌神 ,即乐神名。八部众之一 ,注维

摩一曰 :“什曰 ,秦言人作人 ,似人而头上有角 ,人见之言人之耶非人耶 ,故因以名之。亦灭伎神也。小不及

乾达婆。”文句二下曰 :“紧那罗 ,亦云真陀罗 ,此云疑神 ,似人而有一角 ,故号人非人。天帝法乐神 ,居十宝

山。”玄赞二曰 :“梵云紧捺洛 ,此云歌神 ,紧那罗讹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 :“甄陀罗 ,甄之人反 ,又作真

陀罗 ,或作紧那罗 ,正言紧捺洛 ,此译云是人非人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一 :“真陀罗 ,古作紧那罗 ,音乐

天也。有微妙音响 ,能作歌舞 ,男则马首人身 ,能歌 ;女则端正能舞 ,次此天女 ,多余乾达婆天为妻室也。”

④佛经汉译分别为 :歌罗频伽、伽兰伽、伽兰频伽、伽羯罗频伽、迦楞频伽、迦陵毗伽、迦陵伽、羯陵伽、羯罗频

伽、羯毗伽罗、羯陵伽罗、迦毗伽罗等。意为妙音。《正法念经》:“山谷旷野 ,多有迦陵频伽 ,出妙声音 ,若天

若人 ,紧那罗等无能及者。”《翻译名义集》:“迦陵频伽 ,此云妙声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 :“迦陵频伽 ,经

中或作歌罗频伽 ,或云加蓝伽 ,或云羯罗频伽 ,或云毗伽 ,皆梵音讹转也。迦陵者好 ,毗伽者声 ,名好声鸟

也。”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 :“迦陵频伽 ,此云美音鸟 ,或云妙声鸟。此鸟本出雪山 ,在卵中即

能鸣。其音和雅 ,听者无厌。”《智度论》卷二十八 :“如迦罗陵频伽鸟 ,在卵中未出 ,发声微妙 ,胜于余鸟 ,菩萨

摩诃萨亦如是。”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四 :“羯毗 ,或言羯陵 ,或云迦毗 ,或云加毗 ,此皆梵音讹也。此译云迦

毗者声 ;伽罗者好 ,名为好声鸟也。”《探玄记》卷二十 :“迦毗伽鸟者 ,具云迦罗频伽 ,此云美音言鸟。谓迦罗

云美音 ,频伽云语言。谓雪山中一切鸟声 ,皆悉不及 ,又在卵中 ,即能出生。”

⑤图版目录参看西藏文联编 :《西藏艺术雕刻卷》图版 119 及《古格古城》图版 3、4 ,但编者皆认为是迦楼罗鸟。

近日宁夏考古人员在西夏陵发掘出迦陵频伽建筑构件 ,其年代当在西夏早期 ,与古格 11 世纪的迦陵频伽互

为印证 ,由于宋代的《营造法式》已有关于迦陵频伽建筑构件的记载 ,只是没有建筑实例的证明 ,西夏陵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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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龛两侧出现大量迦陵频伽像是从什么途径出入西夏的 ? 尚待进一步研究。

⑥这里列出的禅定五佛 (dhy½ni - Buddhas) ,或称五种姓佛 (梵文名称为 Pancaj½tijina ,藏文作 rgyal ba rigs lnga) 的

顺序是宝生佛、阿弥陀佛、毗庐遮那佛、不空成就佛和不动佛 (或称阿　佛) ,按照造像学仪轨的顺序应该是

阿弥陀佛、不动佛、毗庐遮那佛、不空成就佛和宝生佛 (梵文名称分别为 Amit½bha ,Akshobhya ,Vairocana ,

Amoghasiddhi ,Ratnasambhava藏文顺序为 rnam par sna mdzad ,mi bskyod pa ,rin chen vbyung ldan ,sna ba mthav yas ,

don yon grub pa) 。下面将其造像特征简述如下。(1) 宝生佛为禅定五佛中的第三佛 ,手印 :慈悲印 ;象征物 :

如意宝 ;身色 :黄色 ;坐骑 :马 ;明妃 :MamakÆ;法座 :莲化座 ;所属元素 :火 ;方位 :南 ;佛相 :宝生佛 ;所辖菩萨 :

持宝菩萨 (Ratnap½ni) 。(2)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 ,为禅定五佛中的第四佛 ,藏文有时也写作 vod dpag med ,

手印 :禅定印 ;象征物 :饭钵 ;坐骑 :孔雀 ;身色 :红色 ;明妃 : P½ndar½;所属元素 :水 ;方位 :西 ;佛相 :阿弥陀佛 ;

所辖菩萨 :观音 ;阿弥陀佛无明妃的著冠身相为无量寿佛 (Amit½yus) 。(3) 毗庐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佛 ,为禅定

五佛中的第一佛 ,手印 :五行智慧印与转轮印 ;象征物 :法轮 ;身色 :白色 :坐骑 :狮子 ;明妃 :Vajradh½tvÆÍvarÆ;法

座 :蓝色莲花 ;所属元素 :万物 ;方位 :中央 ;佛相 :大日如来 ;所辖菩萨 :普贤菩萨。(4) 不空成就佛为禅定五

佛中的第五佛 ,手印 :无畏印 (abhaya) ;象征物 :交杵金刚 ;身色 :绿色 ;坐骑 : shen2shang( ? 一种矮人) ;明妃 :度

母 ;法座 :蓝绿莲花 ;所属元素 :土 ;方位 :北。(5) 不动佛为禅定五佛中的第二佛 ,汉文佛经译作阿　佛 ,手

印 :触地印 (bhËmisparÍa) ;象征物 :金刚 ;身色 :蓝色 ;坐骑 :象 ;明妃 :Locana ;所属元素 :气 ;方位 :东 ;佛相 :阿　

佛 ;所辖菩萨 :金刚手。

⑦不动佛是 3 世纪初的《般若波罗蜜多经》首次提到的佛。不动佛和其他禅定佛一样 ,多描绘成坐像 ,脚底往

往有法轮印记。左手置于跏趺座脚踵出作禅定印 ,右手手掌向下作触地印 ,与某些流派释迦牟尼佛的造像

相同。在藏传佛教造像中 ,不动佛实际上被等同于金刚座释迦牟尼佛。身相完全相同 ,只是在莲花座之前

或作禅定印的手掌上置有金刚杵。不动佛所辖菩萨为金刚手 ,剑为金刚手菩萨持物之一。

⑧这幅图版取自莱因和瑟曼编《智慧与慈悲》图版 153 ,图版说明为列昂诺夫所撰 ,画幅为 80 厘米 ×52. 5 厘米 ,

画布为棉布 ,论述此画的文献有奥登堡《黑水城佛教造像资料》图版第 1 页 96～97 ;黑白图版见于史金波、白

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图版 99 ,但不见于《丝路消失的王国》图录。相似的构图见于 11～12 世纪的早期作

品中 ,如克罗诺斯 ( Kronos)藏品中绘在丝绢上的佛顶尊胜 (Ushnishavijaya)的其他图录。

⑨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给这幅唐卡的编号是 X2326 ,画布为棉制 ,尺幅 49. 2 厘米 ×39. 5 厘米。论述此画的文献

有奥登堡《黑水城佛教造像资料 :西藏风格造像》和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

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6 及其解说。

⑩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 :《印度佛教史》第 269 页 :“阿育王的时期 ,罗刹兴建了八大处宝塔和金刚座的内部。”

�λϖM. P. Chiraprati ,Votive Tablets in Thailand , Origin , Style , and Uses , p46 , p1. 19 ; Giuseppe Tucci , STUPA art , architecton2

ics and symbolism ( Indo2Tibetica I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UMA MARINA VESCI New Delhi 1988 Tav. XXXVII ;

XXXVIII.

�λωToni Huber , Some 11 th - Century Indian Buddhist Clay Tablets ( tsha2tsha) from Central Tibet TIB ETAN STUDIES Pro2

ceedings of the 5 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 Narita ,1989 , pp493～496. 耶尔巴寺位于

拉萨以东 25 公里处 ,自吐蕃时期就是一处著名的修习道场。该寺藏有吐蕃时期遗存的铜钟 ,钟上的文字与

“擦擦”上的文字互为印证。西藏现在看到的早期“擦擦”,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地点 :托林寺 (公元 1030 年) 、

夏鲁寺 (公元 1040 年) 和耶尔巴寺 (公元 1020 年) ,阿底峡 (在藏时间公元 1024～1054 年) 拜访过上述寺院 ,并

在耶尔巴寺驻锡 7 年。“擦擦”的传入与这位大师有很大关系。

�λξ此卷编号为 TK - 98 ,参看孟列夫 :《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附图第 28 页。其中还提到“度僧西番、番汉三千

员 ;散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 ;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

�λψ �λζ �νω�νξ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 :《西夏佛塔》第 93 页图版 47、图版 16、

图版 105 ,第 266～269 页图版 192、193、194、195、197 ,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λ{描绘金刚座释迦牟尼造像时 ,佛跏趺而坐 ,右手作触地手印 ,即用指尖触身前地面 ;左手做禅定手印 ,即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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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朝上 ,托一饭钵。右手触地手印的含义有如下述 :当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禅定 ,在即将成佛之

际 ,各路妖魔向佛陀投下兵器 ,降下暴雨 ,但释迦牟尼禅定极深 ,以至于兵器的打击和落下的暴雨如同鲜花

拂身 ;众魔又变化成很多美女来引诱释迦牟尼 ,但此法亦不能奏效。释迦牟尼对众魔说道 :“汝等前世曾为

吠陀众神供奉数百供品 ,缘此 ,汝等可成为尘世的众神。我亦在三劫之内供奉了无数精美丰盛的供品 ,因

而 ,汝等无力阻止我获成佛之成就。”众魔首领魔罗说 :“您说您看见了我们上世所献的供品 ,有谁能够证实

您所说的是实情呢 ?”释迦牟尼回答时以左手轻拂全身 ,又以右手指向金轮的善业标志 ,然后用指尖触到身

前的地面答道 :“我的证人在此 !”话音刚落 ,大地就发出一阵剧烈的震动和轰鸣 ,从地裂处出现大地女神及

其伴神。女神说道 :“你们可以看见所有众生有情 ,包括神灵的业力 ,你们要一个什么证人 ? 如果需要的话 ,

我可以作证。”大地女神的话一说完 ,众魔四处逃散 ,他们的魔力也丧失殆尽。因此 ,释迦牟尼的触地手印是

帮助佛徒禳除邪魔。左手禅定手印的含义有如下述 :当释迦牟尼取得成佛成就之时 ,佛陀进入了三摩地的

无碍禅定 ,在无碍禅定阶段要为众生有情的解脱尽力 ,那些希望身入佛门的人们要尊奉释迦牟尼的教法 ,通

过次第修习而进入三摩地。金刚跏趺座是观修的姿势 ,其含义与左手禅定手印的含义相同。释迦牟尼所穿

僧衣是三片布的袈裟 ,藏红花色 ,另有坎肩的外套。作为佛 ,释迦牟尼造像有 32 种主要的体征标志 (佛 32

相) 、80 种次要的体征标志 (80 种随形好) 。下面择其要说明之 :佛的头发蓝黑油亮 ,头发的色泽如同绿头苍

蝇的颜色。头发略有卷曲 ,全部梳向右侧。头顶中央有一呈火焰状的凸起。眉毛浓密、黑亮、走向整齐。两

眉中间有一撮白毫 ,白毫右旋成一束毛团。眼睛比例合度 ,眼神安详和善 ,呈笑状。鼻子高而挺拔。嘴唇鲜

红 ,呈莲花状弯曲。手指和脚趾皆细长 ,指尖趾尖呈蹼状。脚板平直 ,犹如手掌 ,并有金轮印记。腰细 ,双手

盈握。肤色为金色。高耸的法座表示释迦牟尼佛和他所创立的佛法无比尊严。莲花坐垫象征纯洁。因莲

花出污泥而不染 ,故表示纯洁 ,同时也表示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众生轮回之中 ,却摆脱了心智与躯体的烦恼而

获得了成佛成就。

�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对此幅作品的编号是 X2337 ,尺幅为 160 厘米 ×108 厘米。论述此画的文献有奥登堡《黑

水城佛教造像资料 :西藏风格造像》图版 17 及第 30 页图版解说 ,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4 及其解说。

�λ}藏文史书《巴协》在叙述建造桑耶寺二层悬挂的“大丝缎唐卡”或“大唐卡”时说明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绘制

大唐卡的风气。我们在现今存世的 11 至 12 世纪的一些唐卡作品中 ,看到这种类型的大唐卡 ,如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藏无量寿佛 ,画幅尺寸 138. 4 厘米 ×106. 1 厘米 ;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无量寿佛大唐卡 ,这幅唐卡断代

在 12 世纪后期 ,画面尺寸是 259. 1 厘米 ×175. 3 厘米。这幅无量寿佛大唐卡 ,如果断代确凿的话 ,正好印证

了《巴协》的记载 ,后一幅唐卡也是现存的藏区以外的最大唐卡。

�λ∼最早的观音密教身相出现于北印度 ,大概是在公元 6 世纪中叶 ,其时是在 AsaÌga 建立密乘之后。与非密教

的图像相比 ,密教图像的观音只是多出二臂 ,为四臂。观音身穿戴有众多装饰的王子装 ,和普通观音的头饰

相同 ,密教观音的头发也向上梳起形成发髻 ,周围有火焰纹。通常还在头饰上绘有父佛阿弥陀佛 ,后期造像

还添加了五叶菩萨冠。观音呈坐像 ,结跏趺坐 ,两只主要双手置于胸前作祈愿印 ( namahk½ra mudra) 或转轮

印。有时 ,观音双手可能持象征其咒语 : m , mani padme , hum 的珠宝 ( mani) ,或者持海螺 ,但这些身相极为

少见。另一种密教观音身相 ,观音的另外两只手持念珠或者是经书 ,这种后期形态被看做是达赖喇嘛的化

身。还有一种一头四臂的观音立像 ,上面的双手置于胸前作祈愿印 ,下方的双手作禅定印和持饭钵 (参看

Getty , Alice ,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 Their History and Iconography , Dover , New York ,1988 , p. 65) 。

�µυ大势至菩萨被认做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的目犍连 ,虽然是禅定菩萨 ,但大势至菩萨既不属于五大菩萨 ,

也不属于八大菩萨。实际上 ,早在公元 1 世纪的经典 ,如 Sukh½vatÆ- vyËha 里已经提到这位菩萨 ,但大势至

菩萨的信仰在印度微乎其微 ,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绘画与金铜佛中也很少表现。在汉地佛教艺术中大势至菩

萨却非常流行 ,常常作为右侧胁侍菩萨与阿弥陀佛 (中央主尊) 和观世音菩萨 (左侧胁侍) 一起构成三尊 (参

看 Getty , Alice ,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 Their History and Iconography , Dover , New York ,1988 , p. 114) 。假如

此幅唐卡的主尊可以确认为阿弥陀佛 ,两侧的坐像菩萨就有可能是观音和大势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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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ϖ释迦牟尼说法图唐卡在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为 X2342 ,尺幅 60 厘米 ×41 厘米 ,绢本。论述此画的文献有

奥登堡《黑水城佛教造像资料 :西藏风格造像》图版 23 及第 33 页图版解说 ,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

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5 及其解说。

�µω唐卡在艾尔米达什博物馆编号为 X2359 ,麻布。论述此画的文献有比奥特罗夫斯基《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

至 13 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 11 及其解说。

�µξ参看 Pal , P. Art of Tibet :A Catalogue of the Los Ang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Collection ,1984 中所收波罗时期的经卷

插图。

�µψ这种波罗样式的佛陀可以参看 Huntington , Susan L . , & Huntington , John C. , The Art of Pa1 a India (8 th～12 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 Seattle and London ,1990 彩色图版 57～58 a , b。

�µζ如公元 1036 年 (夏大庆元年、宋景　三年) 元昊曾向访问宋朝经过西夏的印度僧人善称求索贝叶经 ,不得 ,而

将之囚禁起来。西夏仁宗仁孝时期参加佛经翻译的国师就有天竺僧人五明显密法师胜喜 ( Jayananda) 。参

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29 页、第 137～147 页。

�µ{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与此幅残片的断代应该有密切的关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图录将此幅作品

断代在 12 世纪 ,但现存的西夏《金光明经》,西夏文的有北京图书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一、第三、第四、

第五 (共 3 份) 、第六 (2 份) 、第八、第九、第十 (2 份) 、第十一、第十二。西安市博物馆藏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

最胜王经》,经末发愿文有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四年的题记 ,即公元 1214 年。圣彼得堡东方科学院藏《金光明

最胜王经》,日本藏《金光明最胜王经》,英国斯坦因所获《金光明最胜王经》(参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附

录) 。公元 1245 年 ,陈慧高雕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至公元 1247 年刻印完毕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第 340 页) 。笔者推断此幅描绘《金光明经》的作品 ,与泥金字写经的时间相近 ,大约在公元 1247 年前后 ,那

么 ,就是在 13 世纪初年 ,但唐卡的风格似乎说明此作更早一些。

�µ|大正藏藏文版《大藏经》卷一四三《医方明工巧明部》第三部分收有早期译入的造像经典 ,分别是 no. 5804《十

柞量度经》( sangs2rgyas2kyi2skuvi2gzugs2brnyan2gyi2mtshan2nyid) ; no. 5805《正觉佛所说身影像量释》, ( rdzogs2pavi2

sangs2rgyas2kyi2gsung2bavi2sku2gzugs2kyi2tshad2kyi2rnam2rgrel) ; no. 5806《画相》,或称《绘画量度经》( ri2movi2mtshan2

nyi) 和 no. 5807《身影像量相》( sku2gzugs2kyi2tshad2kyi2mtshan2nyid) ,称为三经一疏。以上经典分别见于《大正

藏》卷一四三 ,第 228～229 页、第 229～230 页、第 230～235 页和第 235～238 页。其中由扎巴坚赞和达磨多罗

翻译的《佛说造像量度经疏》(即 no. 5805) 由大清内阁掌管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仪宾工布查布 (公元 1690～

1750 年) 转译成汉文。

�µ} �µ∼参看 Huntington , Susan L . , & Huntington , John C. , The Art of Pala India (8 th～12 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 Seattle and London ,1990 ,图版 13、15、16 ,图版 61 和 62。这些金刚座释迦牟

尼佛勾画出自公元 9 世纪至 12 世纪此类图像的造像特征。

�νυ藏族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印度艺术在缅甸蒲甘的存在 ,参看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张建木先生译本第

271 页 :“(印度) 上述的这些流派现在在印度已经不大有了 ,只在补甘和南印度一带现在还盛行兴建佛像 ,不

过这些工艺传统以前在西藏显然没有出现过。”�νϖ李昆声 :《云南艺术史》书前附录图版。

�νψ这件描绘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 的擦擦图片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昌盛同志提供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νζWhitefield , R. , and Farrer , A . ,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 London , 1990 ,图版

161。

�ν{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卷一图版 28. 1 的禅定印释迦牟尼佛与西夏陵和黑水城出土的此类

“擦擦”几乎完全一样。

�ν|李永良主编 :《河陇文化》图版 341 ,图版没有确认身份。

(责任编辑 　孙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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