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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
y

刘 振 宁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其入传华土, 主要得力于自身的与外在的两大原因。而作

为外在原因的入华之际唐帝国的时空环境与文化架构,宛若一把双刃剑, 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利

弊因素间相互依存又彼此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了景教的传播策略,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教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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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督的初临中土,基督教文化同华夏文化间的初次相遇, 都发端于唐代景教 ( Nestorian ism)
¹

y

的入传。

诚如英国基督教史家阿#穆尔所言, /我们必须满意地承认, 公元 635年中国有景教会, 这是我们认识中

国基督教的头一个确切的出发点 0。[ 1 ]
景教传入中土的标识,是贞观九祀景教上德 (或大德 )阿罗本携经带

像至长安,这一史事在汉语景教经文里被称作 /景风东扇 0。
/景风0为何在 7世纪 /东扇 0华土? 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究竟怎样? 如此的时空环境对景教的传播

有何影响? 这一系列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究和开掘的论旨。

二、/景风东扇 0之际的大唐气象

/考外国教师之至中国,或出于自动,或出于被动。如周之达摩笈多 (Dharmagupta), -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

同侣一心属意来此, .此自动之例也。被动有出于武力之强迫者,如后秦灭凉,迎鸠摩罗什 (Kumara jiva)入关之例

是;有-远地游方,适值兵乱,归路不通 .而至中国,如齐之那连提黎耶舍 (Narendrayasas)是;有因-使臣入蕃,因与

相见,将以东归, .如唐之光智 ( Prabhakaram itra)是;有因中国-发使求访与经俱来, .如梁之真谛 ( Paramartha)是;

有-道化之声,播于遐迩,临国闻风,遣使要请, .如宋之求那跋摩 ( Gunavarman)是;有中国沙门游履外国,闻名要

请,如秦之佛驮跋陀罗 (Buddhabhadra)是;有因外国上表献人,如吐火罗 ( Tukhara)王献摩尼教大慕阇 (moze)之

例是。以上诸例,得适用之于景教阿罗本之至长安也。0 [ 2]

那么,景教得以入传中土的原因究竟何在? 大致而论,其缘由可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类。因国难而东渐

以寻荫蔽,是/景风东扇0的被动原因;
º
而自身具有的能裨益于或贡献于华土的或文化、或科技之领域,

»
中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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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入华前被称作基督教聂斯托利派 ( Nestorian ism )。该教派创制于公元 498年前后的波斯帝国

境内,教名源于叙利亚人聂斯托尔 (N estorius)。因其思想形成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大秦,故在众多史籍又被称作 /大秦景教 0。聂氏因
竭力倡导基督 /二位二性 0说和玛利亚人母而非神母说,从而使自身及教派背上了 /异端 0的臭名,付出了破门与绝伐的代价,受了流离与迫

害的苦痛。为求生存和发展,被迫一路东渐,最终于公元 635年传入中国。

  º 据史料考证,波斯萨珊王朝 ( Sassasian Empire)灭于高宗咸亨间 ( 670- 674) ,而阿罗本抵达中国长安时,正值波斯危急存亡之秋。此

乃景教被迫东传的被动原因。

  » 景教东渐至华土,除了濒临亡国寻求荫蔽的政治原因外,还在于景教自身具有能被接受者主体的中国文化所认同的价值,能够为中

国文化所借鉴和吸纳的科学技术。如希腊的医学,医术及实际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当时的景教徒而传入波斯、中国及其他地方;又如文字

的输入,蒙古初兴无文字,借用畏吾尔文发号施令。而畏吾尔文则仿之叙利亚文,盖为景教先辈牧师所传至东方各地者。其后元世祖时,蒙

古又仿畏吾尔自制国文。清太宗时,满洲人又仿蒙古文制造满洲文。其递嬗变化之迹,至为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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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旷古无两的时空维度,则共同构成了促使该教入传的主动原因。

鉴于景教自身入传因素同本文论旨间无甚干系, 故稍加旁及。论文着力释读与解析的是, /景风东
扇 0之际大唐帝国的时空环境及其对景教传播的影响。

/代表古代基督教及其精神价值的景教是在 7世纪上半叶,即唐朝初年传入中国的。从世界范围看,

时为中世纪早期,西方各国百废待兴,东罗马文明复兴在即,伊斯兰文明犹如旭日,中国的唐王朝独领风

骚,欧亚大陆之间不仅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 而且宗教信仰也在空前传播, 景教传入中国正

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的。0 [ 3 ]

言及唐代,人们脑海中会立刻闪现出那万象更新的初唐英姿,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百舸争流的中唐风采,

以及夕阳西下的晚唐韵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它以先进的制

度、稳定的政局、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柔怀万邦的胸襟,为中华历史铸就了一个史诗般的黄金时代。借英国史

学家韦尔斯的话就是, /从公元 7世纪到公元 9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那时候,欧洲及

西亚的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住在茅草屋或城墙高耸的小城镇里,或是蛰居在恐怖的强盗山寨。而同一时期,几百

万中国人却过着平静、快乐、安详的生活。0
[ 4]
无容质疑,唐代景教得以入传华土,同传入之际大唐帝国的时代背

景息息相关,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换言之,一是唐朝的经济发展态势;二是唐朝的政

治制度;三是唐朝的对外宗教文化政策。当然,上述三个层面既为景教的入与传创造了天时地理人和的有利条

件,与此同时又成为了制约其生存与发展乃至最终命运的不利因素。

先论帝国的国势走向与经济发展态势。贞观九祀正值大唐社会处于一个旷古无两、君临区宇的鼎盛

时期。帝国疆域空前辽阔,所辖四境 /东至安东,西至安西, 南至日南, 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 东不

及而西过之。0 [ 5]
帝国文物昌明,国威浩荡, /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 无不州县, 遂尊天子曰 -天

可汗 .。0 [ 6]
于是,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0。[ 7]即便诸蕃渠帅亡后所立后嗣, 也必由唐下诏册

立。这俨然是当时的一个世界联邦, 其宗主则为唐。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会由衷地感叹道: /唐太宗、
高宗两朝,国威之盛, 旷古无两。0 [ 8]

举世无两的国势不仅为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贞观之治0期内所实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利国安民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蓬勃发展。仅

就农业生产而言,太宗以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0 [ 9]
自诫,为能实现 /去奢省费, 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

民衣食有余 0 [ 10]
的远景, 着力推行 /庸0法之类的 /安民抚农0策略, 与民休息,劝课农桑, 从而铸就了一个

海内升平,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商旅野宿的安定社会,铸就了一个国富民强的清平世界。

自然,如此的国泰与民安使国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于异己的外来文明,毫无恐惧

与担心。恰如鲁迅先生所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

心,或者竟毫未想到, 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 就如将彼俘来一样, 自由驰使,绝不介怀。0 [ 11]

就其积极影响而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那独步天下、引领世界的辉煌气象,正是因为有了那丰衣足

食、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唐帝国同临国他邦间的频繁往来创造了条件,为大唐民族

同外来民族之间空前的杂居共处提供了保障, 为本土文化与多元而异质的外来文化间的交锋和融合创造

了契机。于是,各国使节、质子、僧侣、学子、商人和艺人纷至沓来, 世界之都长安一城,万国辐凑, /既有西
市又有波斯邸,专供胡人贸易、居住与生活,可谓胡风激荡。0 [ 12]

与此同时, 异域的宗教文化接踵而至, 或为

求新声于大唐 (如火祆教、摩尼教、回回教等 ), 或因国难而东渐以寻荫蔽 (如景教 ) ,从而为多元文化间的

交融与互惠创造了条件。向达先生曾就此而一语中的地指出,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 不唯政制多袭

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 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

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0 [ 13]

然而,对于如此的国势,我们不能不作辩证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观点,一

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依此而论, 景教入华之际大唐社会那无与伦比的磅礴气象宛如一把双刃剑,它给

予当时中外各国之间的交往、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会通的影响,无一不是双向的。换句话说,既有有利的

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而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同时共存。当然,两相对较, 前者远远大于后者。

大唐强盛的国势和雄厚的经济对景教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仅就各国之间的交往而言, 可以

毫不隐讳地说,临国他邦之所以频频遣使入唐朝贡称藩, 异邦番国贵胄之所以纷纷离乡别亲充当大唐质

子,公允地讲,这与来自大唐帝国的威慑不无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迫于无奈, 自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痛。质

子即人质或称被抵押的人,古时指两交往国间互派世子或宗室子弟留居对方以示保证,以此维系彼此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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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的外交关系。据 5左传 #隐公三年6载, /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 郑公子忽为质于周。0 [ 14 ] 5魏
书? 西域传 6有曰: /泰常八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欵。0 [ 15]

质子之风依然盛行

于唐朝,只是大多呈单向流入态势罢了。 /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0。[ 13 ]
因此,对于大

多数为质于唐的皇亲贵胄而言,那种离乡别亲却又身不由己的切肤楚痛, 那种孤独与无助, 那种苦闷与凄

厉,真是无以言表。
¹

¹

质子如此,当时流寓大唐的域外异族他国民众的人生际遇,尤其是内心的悲苦也大同小异,从唐代的

一些文学作品中即可感知一二。诗人李贺在5龙夜吟6中描写了 /胡姬0的悲戚际遇, /卷发胡儿眼睛绿,高

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0, /玉堂美人边塞情, 碧窗皓月愁中听。寒砧能捣百尺

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呤,隔窗暗结愁人心。0 [ 16 ] /胡姬 0是穿梭于 /胡姬酒肆0的西域女子,

她们被迫离乡背井,来到中原,在酒肆里强作欢笑, 侍侯酒客。与 /胡姬 0命运相似的是 /胡腾儿 0, 他们是
滞留中原以跳胡腾舞来谋取生计的西域石国舞者。诗人李端于其 5胡腾儿6中就勾勒出了一个栩栩如生
的 /胡腾儿0形象。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 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

音语,拾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 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0[ 17]

诗人刘言史于5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6里也对 /胡腾儿 0的悲苦进行了倾述。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罇前

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頂尖,细 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 西顾忽思乡路远。0 [ 18]
据向达先生考证,

/胡腾儿为印欧族之伊兰种人0。[ 13]
显然,从前述诗歌中流淌出来的, 是一股股发自胡人内心深处的惆怅与

哀叹, 由于家破国亡, 他们不得不流落异乡,在大唐帝国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难道身为异质文化的景教,在其国教当头之期东渐华土后,能够比其它外来宗教文化更有作为?

次论景教入华前后的政治制度。唐朝统治者, 或雄才大略,或韬光养晦,或革故鼎新,自太宗至玄宗,

莫不如此。

景教传入之时,正值太宗治政之期。太宗称帝后, 始终恪守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 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 以防己过 0 [ 9]
的施政大策, 君臣上下以隋亡为鉴, 用民为

水君为舟作喻。既知人善任又兼听纳谏, /以房玄龄、杜如晦等掌机要,魏征、王珪等任言责,李靖、李绩等

主征讨。内臻上理,外鬯国威0, [ 8]
从而开创了经始擘划的 /贞观之治0, 奠定了大唐帝国 /长治久安 0的基

础,也造就了太宗 /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 九州殷富,四夷自服 0 [ 9]
的伟业。

然而,大唐帝国并没因此而专恃强大,黩武开边。与此相对,李唐王朝开怀纳戎, 张袖延狄, 抚绥夷落,

怀柔万国。太宗致力于各民族 /爱之如一 0的构想, 对周边邻国主张 /润之以时雨, 火召之以春阳, 淳德以

柔之, 中孚以信之 0, 由此造就了 /其疆域虽广,而内外贯通,无隔阂之虞0 [ 19 ]
的盛况, 同异邦外族间也构建

起了一种睦邻友善的稳定关系。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就此感叹道: /历史上,唐代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

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0 [ 20 ]
譬如,贞观初平定突厥后,其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 /此或可视为唐代对

于外族 -怀柔 .之一端。唐京兆府户口,在天宝初仅三十万户, 贞观时当不及此, 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

万家, 其数诚可惊人矣。0 [ 13]
那么, 景教的顺利传入似乎自在情理中。

同样,又不能不看到,无论大唐统治者是多么地怀柔远人,是多么地施恩万邦,但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

或缺的前置条件,存在着一个绝对无法触动的利器:在政治上,外夷之邦必须处于臣服地位;在思想上,外夷

之邦必须承认大唐帝国统治者兼有双重身份,即是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至高无上的拥有者和独有者。尽

管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之间 /本来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中土封建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不会允许宗教

凌驾于世俗统治之上或游离于现实体制之外。0 [ 21]
对此,张立文先生曾作精辟阐释: /中国先民从多神崇拜,

通过思维的蒸馏,提炼出统一的神性时,便是从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天上与地下、神的世界与人的

世界、神权与王权是相联结、感应、合一的,天子是代天理物治世,是天的意志的传达者和执行者。0 [ 22]

试想,根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大唐王朝,怎能允许一种外来宗教随心所欲地传播那宇宙万物成于上

帝、卑于上帝并治于上帝的基督教神性思想? 上帝的这些 /超在性0,不仅与中国传统迥不相侔,而且也正是中国

传统思想所拒斥的,因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象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逻辑的0。[ 23]

再论唐朝的对外宗教文化政策。景教入华之际的唐帝国,在 /开明专制0制度引领下,积极奉行对内开

明、对外开放的文化制度,采取所谓的华夷如一、内外并重、多元共存的文化策略。 /唐太宗为安抚外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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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pp. 43- 57.



经济、安定民生,推行文化包容政策,引进并吸收西方邻国的文化,从而把唐文化推向光辉灿烂的顶峰。文化

包容政策为宗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不仅佛教、道教得到了振兴,而且也为外来宗教提供了生存的土

壤0。[ 24]
如此的对外宗教文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多种文化交流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不可否认,较之秦汉帝国时期的文化钳制、思想专制政策,唐帝国所奉行的文化制度无疑是开明的。

这一论断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首先是英国学者韦尔斯, 在将盛唐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进行对比观照

后,曾深深感叹道: /当西方人的精神被神学蒙蔽而失去光泽时, 中国人的精神却是开朗、宽容, 并不断进

步的。0 [ 25]
不可否认,如此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如此开明的文化政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帝制时代也是

极其罕见的。其次,宋人洪迈在反观了唐宋二朝迥异的文化发展氛围后, 也曾发出了 /今 0不如 /昔 0的感
慨: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 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 皆反复极言,而

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 5长恨歌6讽谏诸章, 元微之5连昌宫词 6, 始末皆为明帝而发。,,今之诗
人不敢尔也。0 [ 26]

在对内营造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的同时,唐代统治者以宽广博大的胸怀拥抱与己相异的外来宗教和文化。

在贞观四年,林邑国来献火珠,因其文书因遣词失当,存有不敬之处,有司依以上书, /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

兵讨击之。0太宗拒纳此谏,并从容大度地晓谕道 /言语之间,何足介意! 0 [ 9]
即便到了开元年间,对大食国使者 /平

立不拜0的失礼行为,大唐天子亦能因其异俗而加宽允。 /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0[ 27]

然而,不能不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看似无比 /宽松 0的时代背景下, 就在这外部拿来与内部发展并重的

同时, 也依然存在着不容忽视也无法调和的矛盾,存在着 /自我 0文化同传入的 /非我族类 0文明间始终无
法等量齐观的现实:帝国统治者们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态度看待华夷文化 ) 始终无
法抹去本土的 /自我0文化与外来的 /他者 0文化间的界限;在举手投足中流露出了一种天下文化惟我独尊

的霸气,一种自视华夏文化至臻完备的傲气;在有意无意间采取了厚此薄彼的举措。

对于大唐帝王所持的文化观,鲁迅先生曾作如是论断: /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恢宏的胸襟, 与极精

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和轻易地唾弃。0 [ 28]
因此, 虽然唐朝前期社会繁荣而开放, 思想多元且共容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武宗不是在其灭佛令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况
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 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0? [ 27]

上述举措和言辞,无不昭示出了大唐帝国对异己的外来文化所持的真实态度 ) 一种超然的态度:要么

以优势文化的姿态、用同情的目光来审视外来文化,要么将其消化,使得他者服务于我中华。按理说,这一

切的言与行同当时唐帝国国力之强、物力之盛甲天下的现实基础之间不能不说存在着某种联系。正如崔

瑞德所论,隋唐两代不仅是领土统一的帝国, 树立了一体化的思想, 而且 /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
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

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0 [ 29]

就其文化格局而言,中国文化历经儒佛道三元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发展至唐代已逐渐趋于调和。 /从
大的文化背景看,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

中国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0[ 30]
但是, 调和并不等于融合, 共存并不等于共一。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积

极支持和提倡儒释道三教,致使唐代思想领域出现了三教并举、三教并习,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儒释道三者并

立的局面。唐王朝立国伊始,高祖曾诏令 /徐文远讲5孝经6,僧惠乘讲5金刚经6,道士刘进喜讲 5老子6。0 [ 31]

太宗亦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力 0; [ 32]
玄宗甚至亲自注释

5孝经 6、5金刚经6和5道德经 6,以此暗示了三教融合的大团圆,也藉此标志了思想的边界。

先谈唐代的崇佛。佛教发展到唐时已达全盛。 /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 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

的、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异族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

新鲜、最风行的时尚。0[ 32]
论其盛况与影响,可谓 /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寺院经济发达,在社会上

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代诸帝普遍崇佛, 甚至佞佛。0 [ 3]
不管高祖造寺还

愿,设斋行道,还是太宗修寺庙,建译场,无不是崇佛之举。

次言唐代的隆道。李唐王朝的宗脉较为复杂, 理学家朱熹曾作如是论断, /唐源流出于夷狄 0。[ 33]
其意

是指王朝创业及初期君主的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 /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 即纥豆陵

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0 [ 34 ]
至于男系父统宗脉, 唐室曾作两度改易:首是自诩为西凉

武昭王李 正支嫡裔。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 /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 -破落户 . , 即是赵郡李氏的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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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 . 0 [ 34]
;后是尊奉老子李耳为宗祖, 以期美化李氏世系的渊源, 抬高皇室血统的地位,

¹
¹

道教因此而受

到尊崇。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自东汉创立以来便发展迅猛, 至唐代而臻于繁荣。唐室再度

改易其宗脉谱牒后,便对奉李耳为教祖的道教广为推崇。 /高祖颁布5先老后释诏6,高宗尊奉老子著述为
上经, 将5道德经 6列为科举课目,使天下士人重视修学老庄之学0。[ 3]

再论唐代的尊儒。毋庸讳言,不管李唐王朝如何地推崇佛教, 如何地隆兴道教,但是它始终无法触动

的依然是位处正统居于核心的儒家思想。太宗曾开诚布公地宣称对儒家的挚爱,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

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 如鱼依水, 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0? [ 9 ]
尧舜之道与周孔之教之所以贵

若生命,其地位之所以无法替代,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化的根与本,而且在于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

治、稳固其政权的思想利器。儒家思想,尤其是以 /忠0、/孝0为基础的纲常伦理体系, 对于稳定中国宗法

血统社会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梁启超先生曾指出: /若把儒家抽去, 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

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 离不了儒家。0 [ 35]

然而,儒家引领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精神领地里能够为景教所阐扬的灵魂救赎之道留下一席容身

之地吗? 众所周知,儒家最基本的精神实质在于明德新民与止于至善, 就是 /以 -仁 .为学说核心, 以中庸

辨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论, 重道德修养。0
[ 36 ]
若将这诸多特征剥离开来, 则可

洞见其重视现实、关注现世的本质属性。换句话说,儒家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现世、现时和当下的关怀,关

注的是现实此岸世界中一身、一家、一国和一天下的事, 大凡足迹无法抵达之地,耳目无法感受之境, 现世

无法企及之域 (彼岸世界 ), 都不予作过多的究诘。由于 /子不语怪,力,乱,神。0鬼神之事,既无助于现世

的教化,又对现实的修齐治平无甚裨益,因此孔子或避而不谈,或所不忍言, /未知生, 焉知死? 0
但是,在如此的文化环境里,基督教却要宣扬它力 (通过信奉上帝的 /道 0, 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献祭的宝血 )的灵魂救赎之道, 而不是象佛教那样借助有关 /轮回0、/业报0、/因缘 0、/因果0、/三世 0的说
教,以及规劝世人修今世之善因以得来世之善果的方式,来融合中国文化中有关灵魂不灭的思想, 并阐发

依凭自力 (自身的力量 )求得灵魂的自救的教义。更为简单的事实是, 传统中国文化竭力宣扬的理念是,

/儒家之谓人人可以为尧舜,道家之谓人人可以为真人,以及佛教之谓人人可以成佛。0 [ 37]
那么,人人皆可

成为 /道成肉身0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吗? 答案不言自明。

总之,尽管大唐竭力推崇百川俱纳,爱之如一的文化策略, 但是面对主客体文化间力量严重失衡的客

观态势,上述策略常常化着了一帘幽梦。因此,身处劣势的各种外来文化 (包括景教 )当时能够做的, 除了

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外,别无其它选择。换句话说, /唐朝前期社会繁荣而开放, 虽然思想界也显示多元

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释、道三家。

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思想舞台充当主角,当势力弱小的景教进入中土时,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并向社会

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它能做的只有侧身三教其间左右依傍,作为一个观众注视着三家在唐代意识形态领

域里各显神通了。0 [ 3]

三、国内环境对景教传播的影响

景教步入中土后的时代背景业已昭明,面对如此的宏阔时代, 面对如此根深叶茂且已连绵数千年的本

土文化,异质的景教至多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生存下来已非易事, 有所作为则难上加难。主客体间力量的

反差, 使景教自身话语权力顿时旁落,根本无力建构起平等的对话平台。那么, 如此的国内环境对景教的

传播与最终命运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概而言之,入华之际的历史维度,促使唐代景教走过了一条自我嬗变之道,一条顺时应势之道。透过

这条崎岖坎坷之道所映射出的,正是国内环境对景教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上的倚重性。景教初传中土时,为能尽快立地生根,于是采取上层传教路线,仰讬于大唐

帝国的世俗政权,同统治者之间过往甚密。 /阿罗本入京, 帝使宰臣郊迎; 入宫召见, 在大内译经问道;佶

和之来,入观至尊,及烈亦以朝贡为名而来;其传教也, 奉特诏许可;长安义宁坊之寺, 即出于敕建; 高宗于

各州设置景寺,肃宗则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其后朝廷更命在寺壁摹绘帝像; 玄宗则令宁国等五王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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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¹ 据5唐会要# 尊崇道教 6载, /武徳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鬛,仪容甚伟。曰: -谓吾语唐天子,吾汝

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 ,至天宝二年正月十
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号为大圣祖元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 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阕元

元皇帝。0 (见宋王溥撰: 5唐会要 6,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第 865页。)



帝之一兄四弟 )亲诣教堂行礼。天宝初,又命大将军高力士以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之写真,送

寺安置。阿罗本封为 -镇国大法主 . ; 伊斯则为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 . ,赐紫袈
裟;业利为-试太常卿 . ,亦赐紫袈裟。天宝初, 帝赐教堂绢百匹;代宗 -每于降诞之辰 . (或云帝之诞辰,或

谓耶稣圣诞 )锡天香, 颁御馔。寺额亦出御题; 教士并奉旨在兴庆宫修功德。0[ 38]

无论是宰臣郊迎还是召见入宫, 无论是奉诏播教还是敕建景寺,无论是钦赐袈裟还是御题墨宝, 无论

是赏天香还是颁御馔,主宰这一切的无一不是手握无上皇权的至尊天子。由此即可洞见, 唐代景教对皇权

帝王的倚重到了何等地步。

然而,如此至深的因缘关系,对于景教自身的发展并非完全有利。任何一种宗教, 一旦对世俗政权过

度依傍,一旦对政治的黏附过于紧密,那么其宗教属性的强弱,传教的成败, 乃至自身的存亡都会为此而受

到影响。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 /只要一种宗教和一个帝国政府结合在一起,政治的动机就会大大改变

宗教的原始面貌。0 [ 39]

唐代景教,之所以能够于辉煌时达到 /法流十道 0、/寺满百城0的兴盛之颠,之所以在衰颓时会成摧枯

拉朽之态,脆弱得不堪一击,并最终受挫于华土,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景教非但没能攥住自身的命

运,反而将它无条件地置于皇权之下,系于帝王身上。然而, 世代的交替,国势的盛衰,帝王的个人好恶,都

宛若一支晴雨表,不仅指示着景教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着该教流播的成败,宰制着该教最终的存亡命运,

真可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0。对此,方豪先生曾作精当的述评, /宗教虽不能与政治无关, 然关系过密,

则其本身之命运,必将随国家政策而转移。唐代景教与政治之因缘至深, , ,胥当时景教士以为荣宠者,

而不知宗教之庄严已因是失坠。赵孟之所贵, 赵孟能贱之,景教之随唐宋易代而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即

由于其依附政治也。0 [ 40 ]

其次是文化上的依附性。台湾学者林治平曾指出, 大凡外来的宗教文化, /如想顺利地在中国文化社
会系统中传播,就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系统中与中国文化社会结合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关的脉络系统,生

根发展。0 [ 41]
考察景教入华后所走过的足迹, 所言即是。

当景教的脚步一踏上华土,便即刻同异质的华夏文化体系间开始了碰撞与融合。为求尽快落地生根

于异域,为求新声于异邦, 教徒们在译撰经典和阐扬信仰的过程中,全面依附中国文化的各种资源,广泛借

用和吸取释道儒各家的语汇与思想, 不惜对所传福音的教义及神学思想进行面目全非式篡改和删减。诚

若朱谦之先生所论, /景教传入中国后即极力顺应中国固有之宗教迷信和宿命论思想, 不但袭用道、佛二

教经典的词语、模型与形式,而且为布教传道的保护方便,简直接受了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 -尊君 .
的儒家思想,以代替天主教之教皇至上主义。0 [ 42 ]

在流播华土期间,景教经文一度曾达数百部之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那卷帙浩繁的经籍流传至今

所存无几,其中汉译经文更是寥若晨星,即便算上残篇断章, 也仅存 8篇。然而, 就在这区区 8篇汉语文典

里,在总计不到 16000字的经文中,随处可见佛道儒各家的印记。儒家伦理道德和济世哲学,西来佛教的

因果报应和超越生死轮回思想,本土道教的自然清虚、无为自化与恬淡寡欲主张, 以及基督教的 /三位一
体 0信条与救赎信仰相互交杂。如果说经文中的儒家思想火花不时闪现,字里行间 /道 0气横生的话, 那么

漫天的 /佛0气更是充盈其间,各种佛语佛理往返交织,让人眼花缭乱。仅以 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6为例,

在总共才 1780字的碑文篇幅里, 佛教语汇可谓俯拾即是。撰述者除了反复借用佛教名相 /寺 0和 /僧 0指
代景教的教堂和教士外,还广采博取其它术语来代指基督教的相关概念和义理。 /妙有 0、/空有 0、/正
信 0、/尘 0、/法0、/外行 0、/识 0、/无为0、/法界0、/释子 0、/高僧0、/坛场 0、/功德 0、/广慈0、/施主0、/法
堂 0、/救度无边0、/大德0、/寂0等,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与此相仿, 教碑铭文也袭取了大量的道教语汇

和义理,借以阐扬自身的神性教义和信仰主张。道教的 /道0和 /净风0分别成为了景教的耶稣和圣灵的代
码,而 /玄妙 0、/道无常名0、/元风 0、/升真0、/成真0、/造化 0、/真主 0、/上德0、/无为 0以及 /真玄 0等术
语也竞相涌现,并各有指代。

景教经文在广泛吸取和频繁采用佛道二教的相关术语与思想的同时,还大量吸取了儒家文化资源来

阐扬自己的神性主张。同样以教碑铭文为例, 据穆尔统计,在这 1780字左右的碑文中, 烙上了儒家思想印

记的就有 30处来自5易经6、30处来自 5诗经6、20处来自 5春秋 6, 而涉及史书的有 150多处, 子书的 30

处,总数几达全文的三分之一。
[ 43 ]

总之,景教经文的里里外外无不承载着本土文化的影响,无不呈现出一种拟配本土文化的态势, 无不

表现出一种向本土文化由形 /似 0到神 /似 0的认同倾向。形 /似 0上借鉴甚至套用了佛经道典的外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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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神 /似0上一方面袭取国人耳熟能详的儒道释典籍中的众多概念与术语, 另一方面竭力附会佛理、道观

以及儒学思想,努力作了本土化的表述。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时代背景的演进,景教经文的本土化态势

愈显突出,经文所力图张扬的神学思想愈显模糊,文本的倾斜程度也愈显严重。一言以蔽之, 景教 /将含
有中国佛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资源,像佛教的格义那样,作了既有援引儒说、融通儒释撰述、兼采儒道二说作

论,并再添上中国佛学的神性教义说教。0 [ 12]

最后是路径上的依赖性。季羡林先生曾开宗明义地指出, /做为一个外来的宗教,首要的任务就是要

努力挣扎立定脚根。要想立定脚根, 必须依附于一个在中国已经流行的、有了基础的宗教学说。必要时,

甚至不惜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蒙混过关。0 [ 44]
解析唐景教全部文典, 即可发现,景教的传播的确如是。来

华景教士在译撰经典和阐扬信仰的过程中,通过全面依佛附道与吸儒来译撰经典和阐扬信仰。其中最为

倚重的,既不是儒家思想, 也不是道教观念,而是佛教的语汇和义理。就经文中的佛教色彩而言,可谓佛语

遍布其间,佛理激荡其中。

现按经文译撰的时间顺序,将 8篇文典中的佛教语汇加以罗列成表, 通过对比,即可明了景教经典中

的佛教气息是何等的浓烈。

唐景教汉语经文中的 /佛教语汇0统计表

          佛教语汇
景教经文     

佛      教      语      汇

序听迷诗所经

  天尊、诸佛、非人、阿罗汉、众生、世间、流转、果报、神威、佛、慈恩、微尘、思
量、阎罗王、罪、智、法、佛法、恶道、善道、恶业、缘业、种果、无量、缘果、受戒人、

受戒、破戒、谏 、礼拜、清净、因缘、布施、长老、迦沙、回面、虚空、作恶、精进、善

心、礼诸天佛、好业善道、善福善缘、善有善福、恶有恶缘

一 神 论

  众生、虚空、天尊、神识、具足、四色、智、五荫、常住不灭、神通、果报、无量、
功德、布施、业、智慧、缘、愚痴、觉悟、解脱、分别、因缘、回向、恶道、三界、出离、

三恶道、法恒常住、世尊、周遍、方便、度、劫、法、证、四天下、不妄语、夜叉、罗刹、

常住、常住不灭、常灭不住、常住无尽、神识、修行、圆满、自在、善业、善缘、恶见、

回心、万劫、智、种姓、受业、虚诳、发心、自由身、拨脱

宣元至本经

  净士、无量、觉众、三百六十五种异见、无边、妙法王、空昧、空皇、法众、真常、
无缘、无道、无言、妙有、非有、摄化、妙道、虚通、正性、真性、累劫、善根、流俗、守

持、魔鬼道、耽滞物境、明慧慈悲、大慈、生死、二见、法云、群生、悟、劫、空、寂

  大圣通真归法赞
大圣、功德、凡圣、法慈广被、一切性、慧力、大法、天轮 、无等、灰尘、法海、法王、

法徒、善众

志玄安乐经

  僧伽、恶缘、虚空、虚妄缘、大慈、有情、肉身、自在、救护、众生、无动无欲、与

善结缘、大慈大悲、能清能净、能晤能证、遍照、遍境、假名、无碍色、无碍声、无碍

香、无碍味、无碍形、无碍知、离诸染境、离染能净、有识无识、度生死海、至彼道

岸、离诸染污、任运悲心、烦恼贼、无欲果、善知识、善缘、护持、恶报、功德、凡心、

圆通、知见、苦恼、神通、无碍、六法、具足、庄严、因缘、无边、无忍、大悲、诸法、最

胜、无量、凡圣、诸法、供养、受持、方便、人我、化生、有为、广济、广度、通达、觉、

清净、解脱、实、度脱、顶受、救拔、利益、无上、是非、有、无、未来、含生、罪苦、善

根、妄见、思惟

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

  僧、妙有、空有、正信、尘、法、外行、识、无为、法界、释子、

高僧、坛场、功德、广慈、施主、法堂、救度无边、大德、寂

三威蒙度赞
  无上、诸天、慧性、世尊、真常、色见、清净、善众、善根、慈恩、
妙乐、广度、苦界、大师、大圣、救度、慧力

尊 经   妙身、应身、证身、法王、贝叶、梵音、大德

  那么,景教为何如此倚重佛教 ) 不仅广采佛经的格式, 而且博取佛语佛理? 辨证地讲, 其原因不外乎

主观和客观两类。而促使景教全力依附佛教的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时间上,景教传入之际正值佛教发展如日中天之时。佛教虽属异域之说, 但其义理却远比中国古代

的思想更为精致、细密和深奥, 因而备受国人的推崇和笃信。即便 /慧风东扇 0之初, /学者见之,如饥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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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食, 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 8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0 [ 45 ]
魏晋六朝期间,佛

教的发展和流播更是日新月异,无论达观显贵还是黎民百姓,均趋之若骛。隋唐时期,佛教走向了极盛,尊

僧崇佛一时蔚然成风,于是帝王推崇,士夫敬重,蚩蚩之氓,膜拜而顶礼。仅以帝王而言, /唐太宗、高宗之
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 肃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 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

兴起。0[ 46]
显然,佛教如此的发展态势对景教传教策略的取舍关系甚大。

在身份上,景佛二教同是来自 /西隅异国0的 /他者0, 相似的身份又使彼此惺惺相惜。
在语言上,异域的强势语境致使景教的 /话语权力 0旁落, 先前佛教初传时的 /格义0之法为景教的图

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依赖。既然 /语言就是存在之家0, [ 47]
也就是说, /谁拥有语言,谁就 -拥有 .世

界 0,
[ 48]
那么,为了不完全丧失维系自己存在的根基,入华景教士试图借助于当时号称极盛的佛教,通过附

会其话语和思想形式,来传扬自身的神性信仰。当然,如此这般的比附之道并非仅有景教才走过, 佛教初

传之际所取的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0的 /格义 0举措与此雷同。综观世上的每一宗教, 甚至

可以说, /差不多世上现有的每一宗教,当它初传时,大都或多或少曾借用了当地或邻境既有的宗教术语,

以及风俗习惯等 0。[ 49]
既然当初佛教举 /格义 0之法为自身求得了生存的良机和发展的结果, 那么景教何

不步其后尘,以期图存呢?

而导致有些景教经文形式的佛典化、行文的佛语化、内容的佛理化结果的主观原因, 则主要在于景教

一路东渐、一路异化的嬗变历程以及景士参与佛典汉译事务的经历两个方面。
¹

¹

综上所论,入华之际特定

的历史维度催生了它顺时应势的应对策略,加之先前佛教的 /格义 0举措为它切入异质的本土文化提供了
一种较为 /成功0的模式。就在这样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成因的彼此交互作用下, 景教在广征博引中国文化

资源为己所用的过程中,其重心更多的偏向了佛教。

结语

大唐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曾一度直达兴盛之颠,然而,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当其面对根

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如日中天的佛教文化和源远流长的道家文化时, 基督的信仰立刻遭到了拒斥, 福音的

光芒即刻受到了遮蔽。仿若孤舟片木的它,在中国文化的浩瀚大海上飘来荡去 210载之后, 最终竟然落得

个无迹而终的结局,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所掀起的, 不是阵阵惊涛骇浪, 而是一道涟漪。 /景教带来的福
音,在中土难以生根。梦里方知身是客,即使是在昌盛的时代,它也只是外族人的宗教,只是依靠皇室的庇

护,甚至不惜混同儒家释门道教,才能勉强生存。武宗灭佛, 没有大伤释门, 殃及景教, 却成了灭顶之灾。

从此景教灭绝中土,重新回到西域漠北。基督教传入中国, 早期三次浪潮, 第一次就这样兴起、这样衰落

了。兴亡如梦,过后竟了无痕迹。0 [ 50]

如此悲戚的结局,正是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维度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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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ronological and Spatial Background and Its Influence

on Nestori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Zhen-n ing
(College of Hum anities, Guizh ou University, Guiyang, Gu izhou, 550025, Ch ina )

Abstract: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 Jingjiao) is the name ofChristianity, and its dissem in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has constituted the in itia l phase of the h istory ofCh inese Christ ian ity. Its entrance in to China resu lted

from its interna l and external causative factors. Being the externa l factors, the chronological and spat ia l back-

ground and cu ltural framework in the TangDynasty seems to be a doub le-bladed sword: having both advantages

and d isadvantages. The two sides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work on each other, influenc ing and restricting the

dissim ilation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and determ ine their final dest iny.

KeyW ords: Nestorianism; chronologica l and spa tial background; loca lizat ion; cross-cu ltural commun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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