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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居士群體在整個佛教發展過程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本文共分四個部分，並

舉出四個具體事例以說明居士的重要性。第一部分從北周莫高窟壁畫佈局的變化論及涅槃思

想的盛行，從而為大乘佛教中居士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論基礎。第二部分述及維摩居士，從

歷代維摩經變繪畫圖像的變化中可以看到，居士在佛教中地位的變化。第三部分是三個具體

案例，或說三個論據，以說明居士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為總結。 

 

關鍵字：莫高窟  北周石窟  居士  佛教藝術  

 

    佛教的居士群體在整個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說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不論是佛

教的哪個傳承，在家的佛教信徒——居士群體都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本文從敦煌北周窟壁畫

佈局的變化為切入點結合佛教思想基礎，以及具體幾個案例來說明居士的重要作用。 

 一、敦煌北周窟圖像佈局之變 

（一）莫高窟北周窟故事畫的位置 

敦煌十六國晚期及北魏、西魏的佛傳或因緣、本生故事畫大多是位於窟壁的中部或中部

偏下的顯著位置，與人的視域吻合，便於觀看。敦煌十六國晚期的佛傳、本生因緣畫一般為

單幅形式，豎長方形構圖，如 275窟的《割肉貿鴿》、《快目王施眼》等。其畫面只揀取故事

中的典型情節，即一個畫面只表現一個情節。到了北魏及西魏，畫面故事內容逐漸擴展，故

事中一些敘事情節被表現出來，如北魏 257窟《沙彌守戒自殺緣》等。但這一時期的故事畫

其情節佈局並都不是按事件的發展順序依次線性展開，而是有著多種的排列組合形式，如有

從兩端向中間靠攏的，也有折尺形排布的等等。雖也有按情節發展順序依次表現的，但內容

較短，也是從故事中高度提煉出幾個代表性情節而著重加以表現，如西魏 285窟的《得眼林

故事》。 

到了北周，這類故事畫可以說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構圖以長卷形式出現，它將故事的

敘事性發展為一種鴻篇巨制，圖像對文字的轉譯程度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例如



428 窟《須大拏太子本生》，太子被趕出皇宮後，仍有婆羅門不斷來向他乞討，其中一個討

走了他的車，另一個討走了他的衣服。畫面表現這兩個內容時，不但畫出了太子相繼將車與

衣服施與他們，而且還表現出了，當太子佈施後繼續前行時，得車或得衣的婆羅門推著車、

挑著衣服離開的情景。北周的故事畫構圖猶如展開的長卷，它像電影膠片一樣把每一個鏡頭

一一組合起來，最終完成敘事的全過程。在這一幅幅長卷裡，使人們看到了山川、花鳥、人

物、宮殿、畜獸等豐富的內容，畫師技藝不凡，在他們筆下，畫中的人物富於個性而形象傳

神。就北周故事畫內容而言亦是相當豐富，出現了前代所沒有的題材，如《須大拏太子本生》、

《須闍提本生》、《睒子本生》、《善事太子本生》、《獨角仙人本生》、《微妙比丘尼緣》、《梵志

摘花墜死緣》等（參見表 1《北周窟故事畫類別及分佈表》）。可見北周的故事畫不論是在藝

術水準上還是在題材內容的豐富性上，都堪稱是北朝的巔峰之作。 

然而就是這樣傑出的繪畫創作，卻被移至於石窟中的次要位置——窟頂
1
，或覆鬥頂的

四披，或人字披的前後披（圖 1）。（參見表 2《十六國-北周佛傳、本生因緣故事窟位表》） 

 

類別 內   容 窟號 

本 

 

生 

薩埵太子本生 299窟、301窟、428窟 

須大拏太子本生 428窟 

須闍提本生  296窟 

善事太子本生 296窟 

睒子本生 299窟、301窟、438窟、461

窟、西千佛洞 12窟 

獨角仙人本生 428窟 

因緣 

故事 

得眼林故事 296窟 

微妙比丘尼緣 296窟 

梵志摘花墜死緣 428窟 

佛傳 佛傳故事 290窟 

經變 福田經變 296窟 

（表 1北周窟故事畫類別及分佈列表 

《福田經變》雖為經變，但故事性強，采長卷式構圖形式，與隋唐後體現抽象教義的大型經

                                                        
1  428 窟的本生故事畫雖然被畫在窟壁的中上部，但卻是被安排在石窟東壁，即入口的兩側。這樣當人們

一進入石窟時是背對著故事畫，當繞中心主一周後，即將要離開時才會發現窟門兩側的壁畫。 



變不同） 

 

 

     位置 

 

窟號 

西 壁 （ 正

壁） 

南壁 北壁   東壁 窟

頂 

龕

楣 

  備註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275 （ 十 六

國） 

    √   √       縱長方形盝頂

窟 

254 （北魏）     √   √       人字披中心柱

窟 

257 （北魏）     √   √       人字披中心柱

窟 

285 （西魏）     √          覆鬥禪窟 

290 （北周）             √  人字披中心柱

窟 

294 （北周）             √  覆鬥 

296 （北周）      √   √    √  覆鬥 

299 （北周）             √  覆鬥 

301 （北周）             √  覆鬥 

428 （北周）          √ √    人字披中心柱

窟 

438 （北周）             √  覆鬥 

461 （北周）              √ 覆鬥 

表 2十六國-北周佛傳、本生因緣故事窟位表 

（說明：表中所列中部位置，指位於壁面的中部或中部略偏下，是比較適於人觀看的部位） 

 



 

圖 1 莫高窟 296窟南壁位於窟頂和下部的本生畫 

（引自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敦煌北周》，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32頁，圖 141） 

 

關於這些原本佔有石窟重要位置的佛傳、本生因緣等故事畫，被移至窟頂等不便於觀看的次

要位置的問題，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較早者當是李崇峰在其碩士論文《敦煌莫高窟北朝晚

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中提出，但可能由於研究重心在於分期斷代，故對此未作解答。隨著

筆者研究的開展，越來越發現，敦煌北周窟佈局的這種改變，不僅涉及到北朝晚期佛教藝術

傳播的問題，還反映出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內容。 

對於故事畫，筆者之所以認為窟頂是次要位置，主要是針對禮拜者、或禪觀者而言。窟

頂高高在上，其上繪製的內容不易被人辨識，且光線不好，即使是點燃燭火，窟頂也是一個

最不便於被細緻觀看的位置。此外，這些畫繪製的相當繁密，即使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我

們在觀察這些畫時還需仔細甄別，更勿須說古人了。 

將最富活力的部分置於次要位置，顯然不是出於匠師或繪畫藝術本身的要求，這麼高的

位置，即不利於看，也不利於畫。也就是說它位置的改變既不是因為觀者的需要，也不是因

為藝術的要求，那麼最為合情的解釋就是佛教教義的需求。但是若要解釋為什麼精美的故事

畫會被置於窟頂，僅著眼於故事畫本身我們是無法找到答案的，這就需要對洞窟進行整體觀

察，看是什麼內容佔據了原來故事畫的位置，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或可找到答案。 

《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一文中對北周窟重點洞窟的壁面佈局做了精



細的圖示記錄，直觀的反映出北周窟佈局的特點，參見圖 2 ，從這些記錄上我們發現取故

事畫地位而代之的是千佛圖像。除 428窟洞窟四壁的壁畫內容較多外，其它洞窟的絕大部分

面積，特別是洞窟四壁（除正壁之外）都佈滿了千佛，有的只是在洞窟窟壁的中間位置有一

幅面積較小的說法圖，如莫高 301窟。由此可見故事畫位置的改變與千佛圖像的膨脹密切相

關，因此要弄清故事畫位置改變的原因，千佛圖像是必須考察的物件。 

 

圖 2 莫高窟北周窟壁畫佈局示意圖 

（引自李崇峰：《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載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

集·考古篇》，第 105頁 ，圖 8。最後一幅莫高 296窟南壁壁面佈局圖，為筆者根據本文需要

所加） 

北周窟壁画布局改变的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新的壁画布局有其图像来源，第二是更

为根本的原因，即佛教思想发生了变化。 

（二）佛教義理對洞窟佈局的影響 

佛教石窟圖像佈局的變化只是表面現象，而引起這種變化的內在原因則是佛教思想的演

變。對於北朝早期的石窟造像來說，內容豐富的佛傳、本生因緣故事等，人們往往以作“禪

觀”來解釋，但禪觀內容的改變——從具象的故事到抽象的千佛——是否顯示了佛教思想的

變化？回答是肯定的，這種轉變正與當時流行的佛教思想密切相關。 

儘管北周已處於北朝末期，但總體來說，石窟用於坐禪觀像的性質還基本存在，窟內的



壁畫和塑像從僧人的修行角度來說也還是服務於禪觀，這與隋以後出現的與禪觀無多大關係

的大型經變畫有著很大區別。因此對北周窟的研究，“禪觀”仍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1、北周盛禪 

北朝早在北魏時就盛行禪法，而北魏末年在胡靈太后執政時期所發生的一件事，則使

洛下禪法更盛。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崇真寺比丘惠凝死後七日而還活，他說

洛陽寶明寺比丘智聖因坐禪苦行，死後被閻王宣判得升天堂，而其他四位與智聖同時的比

丘，雖生時講經、修造佛像等，但卻都被閻王判入“似非好處”的“黑門”。胡靈太后得知

此事後，遣人依惠凝所說的寺院、比丘名字尋訪這五人，果然實有其人，“自此以後。京邑

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2
北魏分裂，雖然洛陽高僧俱被遷往鄴城——東魏、

北齊之都城，但北魏長期以來的佛教傳統以及晚期的禪風熾盛，都對西魏-北周的佛教仍然

存在深刻影響。 

西魏-北周在武帝宇文邕滅法之前的各位統治者包括武帝本人都是崇信佛法的，僧實禪

師更是受到宇文泰和宇文邕父子兩代人的推崇，特別是武帝，更是封僧實為“國三藏”（國

師），而僧實禪師則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
3
在北周重禪修的風氣下，敦煌莫高窟北周窟

達 15所之多，然有周一代立國僅 24年。相比之下，建國一百多年的北魏，在莫高窟開鑿石

窟則僅有 11所。
4
 

上文提到北朝石窟內的壁畫以及造像主要是為僧人觀像進行禪修而設置。北周窟壁畫

佈局——千佛充滿除正壁外的其它牆面，有些千佛還畫到了窟頂，佛傳本生故事被移到覆鬥

窟頂的四披或窟頂人字披上，佈局改變意味著禪觀的內容發生了變化。莫高窟坐西朝東，故

窟室正壁為西壁，對於覆鬥頂窟而言，正壁一般為或塑或畫的主尊佛像，北周覆鬥窟也是如

此，只是除了正壁佛像之外，有的石窟南北兩壁大約中央位置還各有一龕或塑或畫的佛像，

如 301窟。千佛將三佛團團圍繞，形成十方三世諸佛的佈局。劉慧達先生在《北魏石窟與禪》

一文中所列舉的禪觀內容，其中一條就是“觀三世佛和十方諸佛”
5
。根據鳩摩羅什所譯《坐

禪三昧經》記載： 

 

若行者求佛道。入禪先當系心專念十方三世諸佛生身。莫念地水火風山樹草

                                                        
2 [北魏]楊衒之撰、周振甫譯注：《洛陽伽藍記》，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58 頁。 

3 [唐]道宣：《續高僧傳》，T50，P0557c。 
4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文物出版 1996年版。 
5 劉慧達：《北魏石窟與禪》，《考古學報》1978 年第 3期，第 344 頁。 



木。天地之中有形之類及諸余法一切莫念。但念諸佛生身處在虛空。譬如大海清

水中央金山王須彌。如夜闇中然大火如大施祠中七寶幢。佛身如是。有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常出無量清淨光明於虛空相青色中。常念佛身相如是。行者便得十方

三世諸佛悉在心目前一切悉見三昧。若心餘處緣還攝令住念在佛身。是時便見東

方三百千萬千萬億種無量諸佛。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四維上下。隨所念方見一切佛。

6
 

從經文中可知，作此禪觀便會見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三百千萬千萬億種無量諸佛，這

與北周窟的壁畫佈局十分吻合。雖然北魏石窟中已有十方三世諸佛的圖像佈局，但不象莫高

窟北周窟如此形成規模。然而新的問題是，在眾多的禪觀內容中，為何北周偏偏選擇十方三

世諸佛？這與當時流行的佛教思想又有何關係？ 

 

2、“涅槃”思想的流行 

    所謂涅槃思想是指《大般涅槃經》的經文教義而言。《大般涅槃經》又名《大般泥洹經》

（另一音譯），法顯於西元 412 年由天竺回國時所帶回的《大般泥洹經》，是為謂之大本
7
之

初分的前五品。於西元 417-418年在建康（南京）譯出。
8
 此經一經譯出，便在佛教界引起

一場關於“佛性”的大討論，之後涅槃學逐漸成為繼般若學之後的南朝佛教的主流學說。
9
 

“涅槃”思想的流行大約不外乎兩點原因，一是統治者的提倡與推動。我們知道，魏晉

南北朝社會發展至東晉末至宋初時，門閥等級制度變得越來越森嚴，“區別‘士’、‘庶’

成為南朝用人的原則”，
10 
這在南朝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深了統治

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大般涅槃經》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11
，這就模糊了社會的等級

以及階級的界限，在南北朝普遍崇佛的風氣下，《大般涅槃經》的適時出現，無異于一支調

和劑，“模糊了人們反壓迫的意志，它替封建統治者歪曲的解答了當時人壓迫人這一不平等

事實”。
12
 這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再有就是統治者自身的需要，佛教講慈悲，不能殺生。

                                                        
6 [姚秦]鳩摩羅什譯：《坐禪三昧經》卷下，T15，P0281a。 

7 曇無讖所譯之大乘《大般涅槃經》。 
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433 頁。 
9  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3 頁。 
10  任繼愈：《南朝晉宋間佛教“般若“、“涅槃”學說的政治作用》，載任繼愈：《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

北京三聯書店 1963年版，第 30頁。 
11  “複有比丘說佛秘藏甚深經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斷無量億諸煩惱結。即得成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除一闡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當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

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審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闡提者必成無疑。比丘言爾實如王言。是人雖

言定有佛性。亦複不犯波羅夷也。”([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T12.p.404.3) 
12  任繼愈：《南朝晉宋間佛教“般若“、“涅槃”學說的政治作用》，載任繼愈：《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



但南朝帝室更換頻繁，而伴隨著每一次改朝換代的都是殘酷的屠殺，更甚者是為了皇權的爭

奪而出現子弑父、臣弑君的情況。但《大般涅槃經》中卻明確講到“一闡提”人亦有佛性，

13
“一闡提”指斷了善根的人，權力之爭致使父子相殘、君臣相殘，是為大逆不道，而《涅

槃經》又一次為統治者化解了“危機”，只要通過懺悔他們依舊能夠成佛，因此他們也就可

以仍然堂而皇之的登上皇帝的寶座，行駛至高無上的權力。梁武帝就對《涅槃經》十分重視，

不僅親自注疏，還曾多次開講《涅槃經》。南朝涅槃思想的盛行，也逐漸影響到了以南朝馬

首是瞻的北朝。 

《涅槃經》盛行的另一原因則是佛教義學自身發展的結果。湯用彤先生說：“兩晉《老》、

《莊》教行，《般若》、《方等》與之兼忘相似，亦最見重於世。及至羅什傳授三論，僧肇皆

解空第一，《般若》之學，已登峰造極。夫聖人體無，然無不足以訓，乃漸以之有。肇公以

後，《涅槃》巨典恰來中國。於是學者漸群趨於妙有之途。而真空之論幾乎漸息。”
14
 佛教

般若之學以純理論的形式進入中國，與魏晉玄學相契合，其玄奧的“真空”之理即使是當時

的一流學者尚有未解之處，而《涅槃》的出現恰好使人疑慮頓消。
15
 

《涅槃經》的核心就是關於“佛性”之說，經言：“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

眾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16
這種說法是之前的大乘經典中沒有說過的，

17

這無疑提升了人的地位，將人置於與佛平等的境地，眾生亦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不

同的是，因為眾生尚未“覺悟”因此只能算是因地之佛，故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隱藏不現。
18
此

外，《涅槃經》中還存在著一種人本思想，《涅槃經·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二》中

不厭其煩的一再講解生命的重要、人身的重要。
19
 

《涅槃經》側重的是成佛的根據及成佛主體的論述，
20
因此它史無前例的將人的地位凸

現出來。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換句話說就是每個人都是佛。在涅槃思想盛行的背景下，

人們成佛的心願越來越多的表現出來，以下是部分北周造像碑或像上的發願文： 

 

                                                                                                                                                               
北京三聯書店 1963年版，第 31頁。 

13  “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闡提等亦有佛性。”([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

經》，T12.p.524.3)  
1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 1983年版，第 485頁。 
15  參見僧叡所作《喻疑》一文，[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 2008年版，第 236頁。 
16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T12.p.419.1. 
17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齊魯書社 1996年版，第 2610頁。 
18 “一切眾生未來之世。當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眾生現在悉有煩惱諸結。是故現在無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眾生過去之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見佛性。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

經》，T12.p.524.2- p.524.3. 
19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T12.p.498.1. 
20  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23頁。 



楊景祥造釋迦像： 

周保定二年歲次四月庚子潤八日丁未楊午女楊景祥等伯仲兄弟口余人乃能興心減割家珍造

釋迦石像一區……願生生世世值佛聞法不相舍離法界眾生一時成佛
21
 

    

張祥造像記： 

天和三年四月八日佛弟子張祥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回緣眷屬造釋迦牟尼佛像一區等成正覺
22
   

 

顏那米等造像記： 

天和四年歲次己醜八月戊午……諸邑子等師僧父母咸隨此願同獲斯善□□（成等）正覺
23
 

 

宇文達造像記： 

天和五年歲次……闔家大小造□□像一區願使眾惠殊□萬善普會及法界眾生等同此願俱成

正覺
24
   

 

建德元年邵道生造像記 ： 

……法界眾生一時成佛 建德元年六月廿日造迄
25
 

 

北周聖母寺四面像碑： 

……法界蒼生廿五有共至菩提明見佛性
26
  

 

發願文中所說的“成等正覺”、“明見佛性”也是指成佛。其中我們注意到，在發願文

中不僅功德主及其親屬要成佛，而且是希願法界眾生皆得成佛。而在涅槃思想盛行之前，造

像發願文中幾乎不見有希冀成佛的願詞。下麵我們再來看上引鳩摩羅什譯《坐禪三昧經》同

一段落下半段的內容： 

 

……作是念已自發願言。我何時當得佛身。佛功德巍巍如是。複作大誓。過

                                                        
21 筆者臨潼博物館考察所記。 
22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十七，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頁。 
23 同上，第 4 頁。 
24 同上，第 5 頁。 
25 趙平編：《歷代石刻彙編》北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3 頁。 
26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十六，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頁。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opac.nlc.gov.cn:80/F/5XG97QBA733E7NT57X9F5LNYT3RDVNG7Y68P11NNMB2JUS49KS-02087?func=service&doc_number=002412478&line_number=0012&service_type=TAG%22);


去一切福。現在一切福。盡持求佛道不用餘報。複作是念。一切眾生甚可憐湣。

諸佛身功德巍巍如是。眾生雲何更求餘業而不求佛。……行者念言。佛二種身功

德甘露如是。而諸眾生墮生死深坑食諸不淨。以大悲心我當拯濟一切眾生。令得

佛道度生死岸。以佛種種功德法味悉令飽滿。一切佛法願悉得之。聞誦持問觀行

得果為作階梯。立大要誓被三願鎧。外破魔眾內擊結賊。直入不回。如是三願。

比無量諸願願皆住之。為度眾生得佛道故。如是念如是願。是為菩薩念佛三昧。
27
 

 

《坐禪三昧經》明確記載欲求佛道者，當修“十方三世諸佛觀”，從上面這段經文中我們看

到修“十方三世諸佛觀”的禪觀者，是如何希望自己能夠成佛，如何希望能夠救濟一切眾生

使之也成佛。而這種描述與我們所看到的，在涅槃思想影響下出現的北周發願文的內容是何

等一致。在造像上銘刻發願文一般多是民間行為，成佛、普渡眾生的思想在民眾中尚普及若

此，更何況專業佛事的僧侶了。此外，在敦煌發現的北朝寫經中，北周時期寫《涅槃經》所

占比例獨多，在這些寫經中西魏寫經 34件
28
，《涅槃經》9件，占 26%，北周寫經 25件，《涅

槃經》8件，占 32%，所寫《涅槃經》占西魏-北周寫經總數的 29%。（參見附錄《敦煌西魏-

北周寫經》
29
）從統計資料中明白顯示出涅槃思想在敦煌一代的流行程度，而且北周時期更

甚。至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莫高北周窟為何將作“法身觀”、“生身觀”的佛傳、因緣、

本生故事畫
30
移至窟頂，並以千佛圖像取代其原有位置的原因了。  

通過上述討論，對於引起敦煌莫高窟北周窟壁畫佈局改變的原因，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由

於涅槃思想的傳播與流行所致。涅槃思想的傳播使得《涅槃經》所宣揚的人人皆有佛性、皆

可成佛的觀念普及，而要成佛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禪修，修“十方三世諸佛觀”，石窟是僧

人進行禪觀的主要場所，禪觀內容的變化，直接引起石窟圖像佈局的改變。圖示如下： 

 

     

關於莫高北周窟壁畫佈局改變這一現象，最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種圖像佈局形成的

問題。我們注意到，在尋找北周窟這種圖像佈局的來源時，儘管發現慶陽南北石窟寺、澠池

泓慶寺石窟以及鞏縣石窟等與它的相似性，但它們並不與北周窟佈局完全一致。慶陽南北石

窟寺、澠池泓慶寺石窟只是將佛傳等故事畫移至窟壁上部或窟頂，下麵並沒有象北周那樣大

                                                        
27 [姚秦]鳩摩羅什譯：《坐禪三昧經》卷下，T15，P0281a。 
28  西魏維那僧救寫《大般涅槃經》題記有兩處，卷三和卷十五，所以此兩處為一份寫經。 
29  王素、李芳著：《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民國 86 年)年版。 
30  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9-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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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的千佛。鞏縣石窟則是千佛佈滿四壁，但沒有長卷式的故事畫出現在窟壁上部或窟頂，

而敦煌北周窟則是二者的結合體。在此我們可以先簡單勾畫出敦煌北周窟壁畫佈局的演變過

程。隨著孝文的漢化改革，在向南朝學習的過程中，北朝佛教義學也隨之發展。伴隨中國佛

教自身的發展，早期洞窟中重要的佛傳、本生等故事內容，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逐漸被移到

次要位置。與南朝關係密切的鞏縣石窟中千佛大面積的出現，最好地說明瞭北朝佛教內容的

變化。但不久北魏分裂（534），促使敦煌壁畫佈局發生改變的文化源頭中斷。然而 22年後，

敦煌北周窟這種結合了北魏窟兩種因素的圖像佈局從何而來？自北魏分裂後，洛陽及以東地

區基本是在東魏-北齊的控制之下，而北周人也不可能跑到鞏縣看看石窟，然後回去依樣開

鑿。那麼最為合理的解釋就是，西魏-北周繼承了北魏末期以來的北朝佛教傳統及相應的圖

像，而此時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長安。雖然長安周邊沒有這一時期的石窟可資參考，但為數眾

多的長安及周邊地區的造像碑為我們提供了資訊。1959 年陝西華縣瓜坡支家村出土的北魏

普太元年（531）朱輔伯造像碑，此碑正面上部為千佛，而背面則全部為千佛。
31
另一塊收藏

于碑林博物館的西魏千佛造像碑，更是通身佈滿千佛。
32
似這類刻有千佛的北魏至西魏的造

像碑，在陝西一帶較為多見，僅筆者赴西安考察時所見就不下十餘通，較集中的收藏地主要

有碑林博物館、藥王山石刻博物館、臨潼博物館等。筆者在此僅舉兩例以說明北魏末期以來

的千佛圖像及其所蘊涵的佛教思想在西魏-北周得以延續的情況，其核心地點就是西魏-北周

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 

    石窟壁畫佈局的改變折射出佛教思想的變化。涅槃思想的盛行，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給

了佛教居士莫大的理論支持，使得成佛不再是出家人的專利，可以說這大大提高了居士的地

位。 

 

二、關於維摩居士的圖像 

    在大乘佛教中，最著名的一位大居士當然要數維摩詰居士。後秦（384年―417年）鳩

摩羅什譯有 3卷本的《維摩詰所說經》。維摩居士可稱辯才無礙，就是佛陀身邊的大弟子都

辯論不過他，維摩示疾無人敢去探望，最後佛陀只好請有法王子之稱的文殊菩薩前去探望。

在佛教藝術中《維摩變·文殊問疾》這一場景，在《維摩詰所說經》翻譯出沒有多久就出現

石窟壁畫中，最早的《維摩變》應當說是炳靈寺石窟的 169窟北涼（397或 401－439）窟（圖

3），此時的畫風還有較濃的西域特色，維摩詰半臥於病榻之上，他的對面是文殊。自南北朝

                                                        
31  李域錚：《陝西古代石刻藝術》，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1 頁。 
32  同上， 第 54 頁。 



一直到隋唐，《維摩變》一直是一個比較流行的題材，大量出現在壁畫及造像碑上。圖 4和

圖 5分別是敦煌 420窟隋代窟壁畫上的《維摩變》，和 335窟初唐時期的《維摩變》，隋唐《維

摩變》中的文殊和維摩詰兩個人物在畫中的比例是對等的，而且從姿勢神態上看二者是相互

交流難分主次，但是這種情況到了宋代發生了很大變化。圖 6 是北宋李公麟的《維摩演教

圖》，畫中的主人公顯然是維摩詰，他侃侃而談，而對面的文殊，則雙掌合十，垂足恭坐，

儼然一個聆聽教誨的學生。這一現象說明，到了宋代，佛教居士的地位有很大提高，典型代

表就是那些士大夫階層的文人，著名的如蘇東坡。 

   

图 3 維摩詰  炳灵寺 169窟  北涼             图 4維摩變· 莫高 420窟    隋 

 

 

                   圖 5  維摩詰經變  莫高 335窟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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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北宋 李公麟 《維摩演教圖》 

三、關於居士對佛教發展重要意義和作用的四個案例 

1、 早期的居士群體組織——邑 

邑又稱、邑義、法義等, 也有的稱為邑會、義會、會、菩薩因緣等。
33
是佛教傳入中國

早期——東晉南北朝時，在中國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佛教團體或組織，他

們主要以佛教造像活動為中心。到北朝後期, 這些組織的活動還包括設齋、建塔、修建寺院、

造石室或石經、念佛, 以及建義井、栽樹等。
34
西魏北周以邑和邑義為名稱的民間佛教造像

組織十分發達, 其內部構成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層結構, 規模也與地域性基層村社關。
35
記

錄這種佛教團體活動的最好材料莫過於造像碑，例如北魏的合右邑子七十人等造像碑（圖7）， 

西魏一百七十人造像碑，西魏雷氏五十人造像碑（圖8），隋大業二年（606）的合村老少造

像碑，等等。在造像碑上我們看到，每位參與此次活動的邑社成員“邑子某某”都會在碑上

留下其名字或他的畫像，當然，也有的碑只刻名字。少的幾人，多則幾十人乃至上百人甚或

幾百人。這種邑社團體跟我們今天的很多居士佛教團體頗為相似。 

  

图 7合右邑子七十人等造像碑 北魏               图 8 雷氏五十人造像碑 

以下是幾個造像碑的錄文： 

1、党仲義等合邑子八十人造像記: / ( 前略) 同遵正正覺共造石像一區,,願皇帝陛下

與日齊暉, 群公百辟, 與天壤同蔽義等合邑七世父母, 長居妙樂。見在眷屬, 回向上

道。
36
 

2、諸邑子造佛碑像: / 夫先覺玄妙, 讬生永借諸邑子減割家珍造像。願邑子讬生西

                                                        
33崔峰：《論北周時期的民間佛教組織及其造像》，《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25頁。 
34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 第一輯) , 東方出版中心, 1980 年, 第 51 頁。 
35崔峰：《論北周時期的民間佛教組織及其造像》，《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25頁。 
36 顏娟英主編《北朝石刻拓片百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2008 年。 



方、慈顏六趣, 一時成佛……
37
 

3、邑子一百一十五人造像碑: / 夫宣照幽宇, 光乎遠著, 敬諾聖法運因至感, 是以邑

子一百一拾許人等。仰願國祚永隆( 上殘) 息使諸邑子等罪法雲除, 業( 上殘) 塵生

遇佛終登常樂, 一切( 上殘) 同福慶( 上殘) 辛巳( 保定元年) 九月甲辰朔九日造

訖。
38
 

從這些造像碑的碑文上可以看到人們祈願國家國泰民安，家中故去的眷屬能夠離苦得

樂，同時也祈願自己將來能夠遇佛受記往生善處。這樣的佛教民間組織越多越大，那麼

對國家的穩定就相應的越起到促進作用，有利於社會的安寧和發展。 

    在佛教藝術中還有一種對居士的稱呼——供養人（供養人中也有出家人，但以在家

人居多），例如敦煌莫高220窟翟奉達等供養像、莫高窟61窟于闐公主與眷屬供養像中的

人物形象。他們是石窟開鑿的資助者，因而他們的形象也被留在了壁畫上。在敦煌壁畫

中這種供養人的形象非常多，有的是以邑社的形式，有的則是以家族的形式。如《翟奉

達等供養像》，畫的就是五代時敦煌地區翟氏家族的人物。今天，我們把這些人物形象

作為繪畫藝術來欣賞，然而在歷史他們卻都曾經是鮮活的存在過，他們對佛教虔誠信

仰，對佛教所做的貢獻，是當時他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 

      

图 9翟奉达等供养像 莫高 220窟 五代     图 10于阗公主与眷属供养像 莫高 61窟  五代 

 

所謂人多力量大。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少佛教文化遺產，如宏偉的石窟藝術，精美的寺廟

壁畫等等，都得力于這些居士、居士組織的資助而得以興建開鑿。作為團體，他們以群體的

力量傳播和踐行著佛法。 

 

                                                        
37 金申: 《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 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84 頁。 
38陜西省文物考察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 《考古與文物》, 1994 年第 2 期, 第 48 頁。 



2、九華道場 

    眾所周知九華山是地藏菩薩的道場，它的開創者是唐開元末年（741）古新羅國王室

近屬金喬覺——一個法號地藏的和尚，而人們認為他就是地藏菩薩的化身。 

隨著地藏信仰的興盛，唐時九華山有寺院 20餘座, 宋代發展到 40餘座, 至明代更有

長足的發展, 主刹化城寺成為擁有數十座寮房的總叢林, 全山寺院達 100餘座, 香火興旺

為“東南諸山之冠”。…… 清代九華山寺院達 150餘座, 由總叢林化城寺分衍出祇園寺、

東崖寺、百歲宮、甘露寺等四大叢林, “香火之盛甲天下”。原本九華山歷史文物遺存非

常豐富，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由於種種原因，九華文物已今非昔比。不過即便如此，

九華山的寺廟、歷史文物仍是可觀的。九華山今存寺廟 99座(《九華山志》記為 94 處39 ，

其中 9座列為全國重點寺院,30座列為省級重點寺院), 佛像 1萬餘尊, 藏曆代經籍、法器

等文物 2000餘件。
40
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大類(《九華山佛教檔案保管概述》)： 

1.佛教經文檔案：54400 多冊（卷），珍貴的有千年貝葉經、明藏經、血經、清藏經等； 

2.碑刻（石刻）檔案：其中有碑刻像、碑詩及大量記事碑刻，計有2000 餘塊，大多為明清

時期所刻； 

3.銘文（印刻）檔案：九華山所藏銘文檔案皆為法師用印，多為銅質，少量金、銀印，其數

百餘件； 

4.雕塑（佛像）檔案：佛像是九華山所藏檔案的主體之一，有43000 多尊，最早的一尊銅像

是宋代偽託尉遲敬德所造佛像（釋迦牟尼銅像）； 

5.書畫檔案：九華山以佛教聖地稱譽四海，歷代詩僧畫像、社會賢達在此揮毫潑墨，積累了

許多書畫檔案。今存書畫檔案400 餘卷，多屬近現代作品，其中明聖旨、清康熙、乾隆 

帝禦書最為珍貴； 

6.不計其數的佛器、賜品、贈品等佛僧用實物檔案。 

除上述物品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體現九華徽派建築特色的寺廟古建築遺存，這也是九華文

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面對地藏菩薩留給我們如此豐厚的宗教文化遺存，我們除了記得那位名為金喬覺的金地

藏之外，還應當記得兩位大護法居士，閔公和諸葛節。 

金喬覺最初來到九華山，向當地的地主閔公長者化地修行，傳說金地藏用袈裟覆

蓋住了整個九華山，因此閔公便將整座山佈施給他修行，閔公以及閔公的兒子都追隨

                                                        
39九華山志編纂委員會：《九華山志》，合肥：黃山書社，1997 年，第 102-120頁。 
40陳苗青、黃偉：《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九華山》，第 21頁。 



金地藏修行。現在我們看到地藏菩薩像旁邊有兩個協侍，即閔公和他的隨金地藏出家

的兒子道明。如今在九華山，閔公被視為財神供奉（圖 11）。金地藏起初是住在山上

的石洞裡，或者搭茅棚居住，直至其六十歲左右，即至德初（756），山下的諸葛節

等人登山，在山洞裡發現了這位高僧，於是群策群力，在化城寺舊址上建起了一座寺

院（圖 12），請金喬覺居之。後來池州郡守張岩多次施捨，且奏請朝廷移置化城舊額。

從此這裡成為金喬覺傳經佈道的大伽藍，僧眾漸多，香火日盛。 

在金地藏的事蹟中，在九華到場興起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護法大居士所

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閔公、諸葛節等護法居士的共同

努力建設道場，只有金地藏一人在山中修行，九華山是否還會有今日之景象。 

  

图 11 闵公祠内的闵公像及祠旁边的闵公坟 

 

   

图 12 九華山化成寺                      图 13  九華山地藏菩薩肉身殿 

 

三、北京內四區華嚴庵 

華嚴庵位於今永祥胡同 3號，始建于明神宗時期。当时有一名叫達如的和尚，原南陽臥



龍人，立志于弘傳大乘佛法，曾参访雪印、憨山等諸大德高僧,在后棲跡于京城西峰,在佛教

修学上颇有建树,名传朝野。明神宗甲寅（萬曆四十二年 1614年）歲中，一姓梁的居士將其

迎至京城西隅的清居廢止，在裝修房屋的過程中，從土中掘得一獸碣，上寫“華嚴庵”三字，

知其原為佛門之地，故此新建之寺就此名而名。天啟改元初，華嚴庵曾盛極一時，這一時期

曾有肖公者，欲擴建華嚴庵，但達如婉言謝絕，認為數楹之居，足避風雨即可，無需耗費修

建。至崇禎改元，在眾人的一再勸請下，達如和尚才勉強同意翻修擴建。此次擴建主要借助

朝中中貴之力。翻新擴建后的華嚴庵包括大雄殿、護法殿、伏魔祖師二殿、方丈、左右禪室、

廚庫二間。華嚴庵在已巳夏落成后，聞與大内，敕賜護國華嚴禪林。关于华严庵的这段历史

主要记载在《圓秀行實碑》（崇禎二年 1629）中： 

佛□浩劫，聲教歷於無窮，而諸弟子間多逆順，度世方便，曰禪曰教，派列

五宗，門庭施設，而各有徴焉。及考佛/理不二，雖種種說至種種行，豈其異也哉。

與夫達如宗室，南陽臥龍人。幼年離俗，長志大乘。初入伏牛山/臒鶴習老莊聲律

之學，南參雪印、憨山諸大名德，已而北上，教明清涼月川深旨，禪□少室，嗣祖

無言□/印。隨即棲跡西峰，道契玄言，每有註述，名傳朝野。於/神宗皇帝甲寅嵗

中，適有居士梁奉輩謁，萃諸上善人步入西峰，迎至都城西隅清居廢址，領衆裝

修，遂即□/拓土中，得獸碣，上額曰：華嚴庵。就是名而名也。然而古基湮滅，

宋元無聞。特非易代主人玆復應真□/相沿。天啟改元初，衆請三聖開堂，復歸華

嚴。辰鍾夕梵，其歸依者愈衆。於中得旨，十之八九。是有內翰肖/公等念世無常，

欲報/皇恩。於是庀材，願為新之。達公曰：數楹之居，足避風雨，又何用修造焉。

□□越戊辰，崇禎改元，值同學盈虛諸/上人再三勉成新之。達公少許。遂謀諸中貴

王公、劉公、田公等，轉相導募。楊君、李君等，互為營督。於是/鼎新大雄殿、

護法殿、伏魔祖師二殿、方丈、左右禪室、廚庫二間。在已巳夏落成。聞與/大內，

敕賜護國華嚴禪林，額其石，以永諸後財施十方德胥。
41
 

                                                        
41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舘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第 60卷,第 15頁，中洲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图 14  華嚴庵《圓秀行實碑》及寺院外觀 

    從碑文的記載上可以看出，華嚴庵這座寺院從始建到興盛，一直都與居士們的鼎立維

護密不可分。達如和尚能夠下山弘法，得力于梁姓居士的迎請，並為其修繕寺院，而寺院

的繁盛則得力于眾未居士祈請“三聖開堂”，以至於皈依者愈眾，並且“於中得旨，十之

八九”。 而華嚴庵在崇禎時能達到一個較為宏敞，從而更加有利於弘傳佛法的規模， 則

得力於盈虛諸上人的再三請求，以及奔走募化。 

 

四、結束語： 

    由於佛教思想的變化，涅槃的思想理論對於提升佛教居士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通過上文的三個案例，我們對居士在佛教發展中的作用可歸為以下

幾點：1、居士為佛教的發展提供最基本的或者是必要的物質基礎。從第二和第三個例子最

容易看出這一點。僧侶的修行及弘法離不開最基本的物質條件，出家人一般是不事生產的，

要想能夠專一弘法就離不開居士們的供養。2、居士本身亦可傳播佛法、弘揚佛教。經典中

維摩詰居士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而且，在日常的傳播佛法中，居士也更具有便利的

條件，他的傳法可以隨時隨地，不需要人們到寺院中去尋訪。而像古代邑社這種形式，它

的影響力是非常廣泛的。3、參與社會公益。從佛教角度講多做益於他人的公益事物是為自

己培植福報，但就社會而言，同時也是有利於社會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的。而且居士做公益

事業也更為靈活和自由，可以做一些出家人由於戒律局限無法做到的事情，他們的貢獻不

僅是對佛教的，同時也是對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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