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在西域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宽堂冯其庸先生精通书法，又倡导西域研究；人大国学院推进中国文化研究，且有西域
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今欣逢冯先生米寿暨国学院成立五周年之庆，谨撰小文，表示衷心祝
贺。
笔者曾从官制、行政、文书制度、度量衡制、汉化佛教等方面来讨论中原文化对于阗的
影响，也根据当地出土的《尚书孔氏传》、
《刘子新论》等抄本，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1。
今以新近所见唐代于阗地区抄写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为题，来进一步申论中原文化对西
域的影响问题。
一、和田出土《兰亭序》抄本
2002 年，笔者与业师张广达先生合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
，从俄藏敦
煌编号（Дх）的写本中，分辨出一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阗文书，即 Дх.18915－Дх.18931
和 Дх.18937－Дх.18942 号，两组中间的 Дх.18932－Дх.18936 号从内容来看是敦煌文书2。
于阗文书后的 Дх.18943-1 是《兰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 是三个残片，每件存字不多，
不成文句。Дх.18945 以下则像是敦煌文书。
《兰亭序》的写本纸面撮皱，与和田出土文书的
外貌比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较平展的敦煌文书，所以我们判定其为和田出土文书，但因为
它与前面刊布的唐朝大历、建中、贞元年间所写的公私文书没有什么内容上的关联，所以没
有纳入我们前文的讨论范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当时对于《兰亭序》这样最为传统
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远播西域于阗地区，尚没有把握。
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关校领导以及博物馆、历史学院、国学院的相关领导和专家的努力和
支持以及冯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动之下，人民大学博物馆于 2009 年末，从一位收藏家手中获
得一批和田出土文书的捐赠，其中有汉文、于阗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台文等文字
书写的典籍和文书。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汉文文书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两
件写有“永和九年”字样的残片。我们知道，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是东晋年号，在公元
4 世纪中叶的西域王国于阗是不可能使用远在东南地区的东晋年号来做纪年的，而且这种行
书的书体也不大可能是当时于阗国流行的字体，从吐鲁番、楼兰出土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
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河西、西域地区流行的书体尚保存较多的隶意3。因此，这两件存字
不多的残纸上的“永和九年”云云，应当是唐人所抄《兰亭序》的文字。这一新发现，为我
们确认俄藏敦煌编号写本（Дх.18943-1）为和田地区出土的《兰亭序》抄本，提供了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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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佐证。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件《兰亭序》抄本的模样吧：
Дх.18943-1 未见原件，尺寸不明。写本除开头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余部分都已
残缺，残存 5 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图 1）
1

永和[

2

于會稽山陰[

3

羣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后缺）

图1

Дх.18943-1《兰亭序》抄本

此写本文字紧顶着纸边书写，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样留有天头地脚，应当是书法习字
的遗存。写本行间间隔均匀，当是临帖的结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兰亭序》的抄本，
文字极其有力，可见所据原本颇佳，而书者也有相当水准。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卷 GXW0112 号仅存开头六字（图 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
知何故没有继续书写，但写本文字也是顶着页边书写，视其文字大小和纸张的空白长度，其
格式也和其他《兰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为 13 字。此残纸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书的
尾部（图 2b）
，存署名、判案文字。
《兰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废弃文书作为练字的稿
纸，但没有写完而止。从书法上来看，这个书手要较 Дх.18943-1 的书写者相差甚远。
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卷 GXW0017 号应当是一个习字残片，前两行重复写“经”字，后一
行有“永和九歲”字样，应当也是《兰亭序》的文字，可惜后面残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
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书中，也找到一件《兰亭序》的习字残片（编号
BH3-7v），前面也是“经”字的习字，而且在“经”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还有
“极”
、
“热”
、
“初”等习字。两件可以上下缀合（图 3）
，作为《兰亭序》的文字，
“歲”字
可以拼合为完整的一个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个“在”字。后一“在”字显然是误写，
4

《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296 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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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没有再往下写，留有余白。此外，两残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粮食帐的残文书，其中的“石”
字也可以拼合成一个字。

图 2a 《兰亭序》抄本

图 2b 唐朝官文书尾部

图 3 《兰亭序》抄本缀合图
以上四件文书残片缀合后形成的三个《兰亭序》抄本，虽然只是摹抄或习字之类的文本，
3

谈不上什么书法艺术的高度，但它们出现在和田这样遥远的沙漠绿洲当中，却有着非同小可
的意义。
二、
《兰亭序》在唐朝的的流传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郗昙、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
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祓褉之礼的集会，与会者饮酒赋诗，汇编成《兰亭集》，
王羲之为之作序，即《兰亭序》。据说王羲之当时乘醉意将《序》文书写一纸，精妙绝伦，
等到酒醒以后，
“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褉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
孙传掌”5。
唐天宝初的史官刘 在他的《隋唐嘉话》卷下中记：
王右军《兰亭序》
，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
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
6

子僧辩得之。

但是，萩信雄先生检索了大量有关《兰亭序》的文献，结论是从王羲之时代到唐初编纂《晋
书》之前，没有一篇文献提到过《兰亭序》
。他推论说，所有关于《兰亭序》的讨论是从《晋
7

书·王羲之传》采录《兰亭序》以后才开始的 。
唐太宗的确极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他所撰写的四篇《晋书》的史论中，就有一篇是
《王羲之传赞》8。赞文先是数点张伯英、钟繇、王献之等人书法的弱点，最后极力推崇王
羲之书：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为秦王的
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书法名迹。登极以后，更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
书法作品网罗到长安宫廷里面，这其中，就有后来越来越有名的《兰亭序》
。
关于《兰亭序》之为太宗所得，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即秦王派萧翼去越州赚取《兰
亭》和派欧阳询就越州访求得之。刘 《隋唐嘉话》卷下接着上面的引文记载：
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
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
9

令褚遂良奏：
“
《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萧翊（即萧翼）赚取《兰亭》的说法在唐朝就广为流传，在刘 之前，何延之就将此故事敷
衍成一篇传奇——《兰亭记》。此文为张彦远《法书要录》全文收入，成为书法史上的“信
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质疑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即提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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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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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种说法的七点谬误 。
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丁云：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
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
11

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
12

13

此后，元代刘有定《衍极》注 、明代宋濂《跋<西台御史萧翼赚兰亭图>后》 、清代李慈铭
14

《越缦堂读书记》 ，都强调为秦王获得《兰亭序》的是欧阳询，而不是萧翼。至于史官刘
《隋唐嘉话》为何说“萧翊就越州求得之”的问题，据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种宋
元时代文献所引《隋唐嘉话》的相关处都写成“欧阳询”而非“萧翼”，所以他认为原来的
15

“欧阳询”在后来被改写为“萧翼”了 。荒金治氏进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刘 《兰
亭记》和《隋唐嘉话》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欧阳询”尚未改动，可以证明《隋唐嘉话》
16

的原本就是“使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秦王与欧阳询的关系、后人
17

关于两种说法的文献学考证等方面来看，笔者赞同欧阳询就越州求得的说法 。
据褚遂良《右军书目》
，唐太宗所收《兰亭序》真本，列为贞观内府所藏王羲之行书五
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汤普彻等用双钩廓填
18

法摹写了一些副本赐给近臣，其中汤普彻曾“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 。现在北京故宫博
物馆还收藏有三个摹本，即（一）冯承素摹本，其前后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字印，故名
神龙本（图 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张金界奴进呈给元文宗的，
19

故名张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后有米芾题诗，故也有人认为是米芾摹本 。此外，
还有据欧阳询临本上石的定武本，因临本曾存定州定武军库中，故名。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
20

都完全一致，特别是第 4 行“崇山”二字写在行间，当是祖述同一个底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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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年，30－58 页。
20
参看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199 页；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
，江苏教育出版
社，1999 年，56－57 页。
11

5

图 4 冯承素摹本《兰亭序》
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所藏的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笔。至于在外流传的《兰
亭序》摹本或拓本，则很少见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在唐朝民间的流传，不是
由于难得一见的《兰亭序》，而是通过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和后来的《永字八
法》，《圣教序》中的文字有辑自《兰亭序》者，所以民间是通过《圣教序》碑而习得《兰
21

亭序》书法的 。
然而，事实恐非如此。
三、
《兰亭序》的西渐
《兰亭序》真本虽然已经密封于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后，唐人无缘得见。近臣摹本，“一
22

本尚直钱数万”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见到的。但当时毕竟有人已经将摹本或拓本传出宫外，
民间得以转相传习。只是过去关心书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后世反复
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创作，很少关心民间的文献遗存。1900 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陆
续从敦煌写本中，找到若干《兰亭序》的抄本。这些可谓民间《兰亭序》写本的存在，目前
所知者已有十余件。
首先，饶宗颐先生曾从书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写本《兰亭序》的存在，即 P.2544、
P.2622 背、P.3194 背。他将 P.2544 写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编《敦煌书法丛刊》，并在
23

跋语中提示了其他两本的存在 。敦煌写本中的《兰亭序》的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
古代文献的抄本，一是作为书法的习字。因此，这三件敦煌本《兰亭序》的功能，还值得仔
细分析。
P.2544 的正面是一部诗文集，纸有栏格，依次抄写刘长卿《酒赋》、《锦衣篇》、《汉
家篇》、《老人篇》、《老人相问晓叹汉诗》、《龙门赋》、《北邙篇》，然后空两行写《兰
21

朱关田《
〈兰亭序〉在唐代的影响》
，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下编，318－321 页；又收入作者
《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 年，6－11 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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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碎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1－102 页，跋见 267 页。
6

亭序》整篇文字，计 14 行，但文末接书“文义同”，再隔一行写“永和九”即止，次行又
24

写“永和九年岁”而止，均系习字 。徐俊先生曾仔细分析此卷，指出《兰亭序》前的诗文
集与 P.4994+S.2049 唐诗丛钞内容及次序基本一致，“《兰亭序》与前诗为一人所抄，但字
25

迹有明显摹写王羲之《兰亭序》帖笔法的痕迹，可断定为临习之作” 。徐先生深谙书法，
对敦煌写本诗歌丛钞有整体关照，他的判断笔者完全赞同，从《兰亭序》文本后的附加文字
和隔行重抄《兰亭序》文字的情形来看，其为临习之本无疑。此本写在原有的栏格当中，每
行约 24 字，非一般所见《兰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虽然是临习之本，但并没有按照原帖
的格式来抄。

图 5 敦煌抄本 P.2622《兰亭序》

图 6 敦煌抄本 P.3194《兰亭序》

P.2622 正面为《吉凶书仪》，尾题“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四日午时写了”，然后接
着写学郎诗及杂诗五首，卷背有相同笔迹抄写的诗八首，有些只是残句，学者都认为此卷抄
者是《书仪》文字中所写题识“此是李文义书记”中的李文义26。在纸背第一首残诗句的后
面，抄有三行《兰亭序》的习字（图 5），从“永和九年”开始，但原文“此地有崇山峻领
茂林修竹”一句，误抄作“此地有茂林修竹崇”，可能是发现有误，所以戛然而止。此文与
正背面《书仪》、诗歌不同，为顶格书写，仍存帖本痕迹，为临帖之作无疑。另外，卷背还
有许多杂写、杂画动物、题名等，均为习书的样子，也可帮助我们判断《兰亭序》为临习作
品的性质。从《书仪》尾题的年代来看，《兰亭序》习字的书写时间在大中十三年以后的晚
唐时期。
P.3194 正面唐写本《论语集解》，尾题“论语卷第四”27，最后的抄写题记被人用浓墨
24

全卷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255－258 页，《兰亭序》在
257 页。
25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中华书局，2000 年，465 页。
26
全卷正背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315－324 页，《兰亭序》
在 320 页。关于《吉凶书仪》，参看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568－601
页；关于诗歌部分，参看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775－779 页，他提到《兰亭序》时，称之为“习字”，
见 777 页。
27
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正》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219－329 页取做参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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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去，今不可识。背面有张通信等状稿及杂写，还有半行藏文，最后倒书《兰亭序》三行（图
28

6），从“永和九年”到“少长咸集”而止，下有空白未书 。文字顶格书写，行款与“神龙
本”等不同，前两行分别为 18、13 字，“之兰亭”误作“至兰亭”，是为习字之作。饶宗
29

颐先生评价此卷书法云“书法甚佳” 。这篇习字的年代，可据张通信状稿略作推测，从内
容看，应当是归义军时期的文书。状文是上给某“常侍”的，归义军节度使中称常侍的，先
30

后有 867－872 年的张淮深、893 年的索勋、896－901 年的张承奉 ，故此状的年代当在这个
范围当中，写于其后的《兰亭序》习字，也当在晚唐甚至五代时期。
此后，随着学者们视野的拓展和新材料的公布，又发现了以下《兰亭序》习字残片。
P.4764 残存两纸，第二纸首残，有文字痕迹，后存《兰亭序》文字两行，从“群贤毕至”
至“又有清流激”
，
“激”字又重写两遍，下余空白未书31，实为习字之属。
S.1619 亦是《兰亭序》的习字，存 16 行，写“若合一契未尝不临”八字，每字写两行
32

，上面是老师写的例字，下面是学生的临书33。
P.3369-P2 背亦为《兰亭序》习字。该卷正面存“供其斋”、
“金光明道”
、
“前赦生三万”

等文字，背面存《兰亭序》
“之视昔”三字的习字 5 行，其中，
“之”字尚存 1 行，“视昔”
两字各写 2 行，
“昔”左侧尚余“悲”下半部分的字迹残画“心”34。
Дх.00528A 背，残损严重，存“之”习字两行，
“兰”习字 6 行，当为《兰亭序》习字35。
此号正面为《沙州敦煌县神沙乡籍》
，则是学童用废弃之户籍来习书。
Дх.00528B 包括数件残片，正背皆为习字，正面是包括“至少”、
“和”等每字 1 行的习
字，必为《兰亭序》无疑，背面则包括“和”、
“也”等习字以及一行《千字文》残文：“命
临深履薄夙兴。
”36
Дх.00538，写有“佛说无常经□卷”、“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各一行，
37

“大”字四次，以及倒书“大□□”一行 。
Дх.11023，正面为“之兰”习字 3 行，首行“之”字，次行“兰”字，末行为“兰”字
残画，为《兰亭序》文字。背面残留“兴 温凊”等字迹，应为《千字文》残文38。笔者认为，
此片可以与 Дх.00528B 写有“命临深履薄夙兴”字样的残片直接缀合。
Дх.11024，存四片残片，正背均为《兰亭序》习字。正面书写内容分别为“一詠亦足”、
“日也幽情是日”
、
“之盛”
、
“以畅叙”
，基本为每字 2 行；背面内容为“长咸集此地有崇山
峻领”
、
“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
、
“事也群贤毕至少”、
“流激湍映”等字，均为每字书写 1
28

全卷正背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120－123 页，《兰亭序》
见 123 页。
29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 1 册《拓本、碎金》
，267 页。
30
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78－84、88－93、131 页。
31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162 页，原题“书仪”
。参看沃兴华《敦煌
书法艺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39－40 页。
32
《英藏敦煌文献》第 3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109 页，题“习字”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
文献释录》第 7 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年，371－372 页，亦题“习字”
。
33
参看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
，42、44 页。
34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365 页。
35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0 年，342－343
页。
36
《俄藏敦煌文献》第 6 册，343－344 页。
37
《俄藏敦煌文献》第 6 册，351 页。
38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 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0 年，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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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39。
Дх.05687 仅公布有一面图版，上书文字 8 行，为“游目畅怀”四字之每字两行的习字40。
《兰亭序》中有“所以游目骋（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之句，可知此件残片
当为《兰亭序》习字。
Дх.12833 为正背书，正面为“和”字的 3 行习字，及些许残存笔划；背面为“永”字 3
行字，及些许残存笔划。从“永”
、
“和”两字的书写结构来看，颇似《兰亭序》书迹之貌，
故此片亦当为《兰亭序》之“永和”习字41。
此外，2010 年 4 月 19－24 日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举办的“第 54 回杏雨书屋
42

特别展示会”上，陈列有已故著名学者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 664 号 。这是一件学生习
字残片，有趣的是正面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文字，背面则是《兰亭序》的文字（图 7）
43

，形式都是在纸的上端紧顶着纸边横写原文，每个字写两遍，作为标本，字体较为粗大，

下面整行则是学生照着标本的临写，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学生临习王羲之字帖的样子。其中《兰
亭序》部分存“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和“湍暎带左”，中间似有纸缝，故文字不够
连续。

图 7 敦煌写本羽 664 背《兰亭序》习字
以上敦煌《兰亭序》习字写本，从字体和同卷相关文字来看，都是中晚唐甚至五代时期
的写本，说明唐朝民间自有《兰亭序》摹本的流传，不仅长安有，而且西渐敦煌，为当地学
子习字之资。

39

《俄藏敦煌文献》第 15 册，132－133 页。关于 P.3369-P2V0、Дх.00528AV、Дх.00528B、Дх.00538、Дх.11023、
Дх.11024V 等各号，蔡渊迪均已考订为《兰亭序》残片，见氏著《敦煌经典书法及相关习字研究》
，浙江大
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论文，2010 年，42 页。
40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 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0 年，218 页。
41
参《俄藏敦煌文献》第 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1 年，177 页。以
上 Дх.05687 与 Дх.12833 之判定，均为北京大学博士生田卫卫见告，谨致谢忱。
42
羽 664 号著录于羽田亨编《敦煌秘笈目录·新增目录》
（敦煌写本 433－670 番）
，系与其他 14 中敦煌写
本一道，于 1941 年 5 月购自某氏。见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录（第 433 号至 670 号）略考》
，
《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 7 卷，中华书局，2004 年，175 页；参看同氏《敦煌秘笈——幻のシルクロ－ド写本を探して》
，
《华顶短期大学学报》第 6 号，2002 年，15－19 页。
43
见《第 54 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敦煌の典籍と古文书”
》图录，大阪：杏雨书屋，2010 年，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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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另外，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麻札塔格发现的 MT. b. 006 号（图 8） ，其正面残存“欣”
字 1 行和“俛”字 2 行，为“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间”一句的残字，是《兰亭序》的习
45

字 。背面上残存“当”字 2 行和“抗”字 4 行，对应《尚想黄绮帖》
“吾比之张、钟当抗行”
一句46。可见，这也是一件正面抄写《兰亭序》
、背面抄写《尚想黄绮帖》的学生习字文书。
由此得知于阗当地的学童也和敦煌一样，同时把《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当作习字课本。

图 8 和田麻札塔格出土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习字本
总之，今天我们有幸获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阗地区的《兰亭序》写本。从已经发表的于阗
地区官私文书来看，和田地区出土汉文文书的年代大体上是从开元（713－741）到贞元年间
（785－805），不过在最近人大博物馆入藏的文书中，我们发现有带武周新字的官文书，所
以于阗汉文文书使用的年份，还可以上推到天授元年（690）至神龙元年（705）新字流行的
年代，但从整体上看，和田出土《兰亭序》的临本更可能是汉文文书写作最为盛行的 8 世纪
后半叶。
从写本的格式来看，人大博物馆的两件，或则残缺，或则没有写完，无法推断。俄藏的
一件，转行与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于宫廷摹本的原貌，较敦煌
临本更胜一筹。
自长寿元年（692）十月唐复置安西四镇并发汉军三万人驻守西域以后，中原的官人开
始大量进入西域，中原传统文化、官僚体制等也随之流传到于阗等安西四镇地区。从和田发
现的四件《兰亭序》写本文字的流畅程度看，似乎应当是驻扎当地的唐朝官人或其家人所书，
人大博物馆藏 GXW0112 号《兰亭序》写本的正面是官文书，字体颇佳，判案文字更是流利

44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 204, pl. XXXII.
45
陈丽芳《唐代于阗的童蒙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为中心》
，
《西域研究》2014 年第 1
期，41 页。
46
此承北京大学研究生包晓悦见告，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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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兰亭序》写本的主人47。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当地胡人所写的
可能性。笔者曾阐述唐朝名将哥舒翰的父亲哥舒道元任唐朝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
48

王女，生哥舒翰。“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 。其早年读
书的地点应当就在于阗，则像哥舒翰这样能读《左传》和《汉书》的胡人，应当也能写出像
出土残片那样水平的《兰亭序》吧。
《兰亭序》于阗摹写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兰亭》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
文化最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
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
此外，在中国书法史的论著中，李柏文书等早期西域书法的墨迹已经占据了重要的篇幅，
但是到了唐代以后，由于传世的法帖、碑刻增加，西域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也就很少作为书法
材料而被使用和研究了。其实唐代西域不仅有不经意而留下来的书法材料，而且还有像《兰
亭序》这样作为书法本身而留存下来的遗篇，值得在中国书法史上大书一笔。
中国书法的西域篇章，更是中国书法研究的缺环，西域地区出土的大量官私文书，也能
够揭示唐朝民间书法传习的系统。如果没有唐朝官府大力提倡书法，如果没有唐朝官人考课
要考身、言、书、判，则唐朝的总体书法水平不会如此之高，也不一定能够烘托出一个又一
个伟大的书法家。
（2010 年 10 月 10 日完稿，原载《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
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1099－1108 页。2015 年 2 月 10
日增订。
）

47

按，从现存的汉简习书来看，汉代边关将吏就利用闲暇时光练习写字，这个传统应当一直存在。参看鲁
惟一著，于振波、车金花译《汉代行政记录》
（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55 页。
48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
，中华书局，1976 年，3212 页。参看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
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
，416 页；又《
〈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
，《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4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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