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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蕃時代買賣胡粉文書新解 
 

王進玉（敦煌研究院） 

王  喆（蘭州財經大學長青學院） 

王進聰（甘肅省地礦局第二地質礦產勘查院） 

 

摘要  敦煌藏經洞保存的 P.2912 文書背面第 4 項是康秀華為施寫大般若經一部，向乾

元寺施 4 斤胡粉等物品，並委託張金炫和尚貨賣，隨後是炫和尚賣 4 斤胡粉

的帳目。以前學者據此推斷康秀華是經營西方化妝品胡粉的胡商，進而推測這種胡粉

既是一種高級化妝品，也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繪製壁畫時使用的顏料。由此得出康秀華

是一位從事胡粉等顏料生意的商人。本文通過對買賣高價胡粉文書的解讀。認為這個買

賣帳目反映的並不是當時敦煌市場的物價，而是當時寺院出唱（拍賣）施捨品進行牟取

暴利的真實記錄。富貴人家購買少量高價胡粉，只能做化妝奢侈品，不可能用作石窟壁

畫、彩塑的繪畫顏料。 

 

關鍵字：莫高窟、敦煌藏經洞、遺書、胡粉、化妝品 

 

一、敦煌遺書 P.2912 的名稱和內容 

敦煌藏經洞文書 P.2912，最早定名為《殘佛經（背為施捨疏及賬目）》，1黃永武博士

定名伯 2912 號《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伯 2912 號背面《施捨疏及寫經施銀帳》。2索引

新編對 P.2912 背面仍定為 P.2912V0《施捨疏及帳目等》。3唐耕耦先生進行釋錄時，將背

面劃歸施入疏類，並分作：《醜年正月已後入破曆稿》和《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

入疏》 。4此後的研究中，學者大都使用此名稱。在出版法藏敦煌文獻時，又審定為 5

項：P.2912V01.《醜年正月已後大眾及私傭儭施布入曆》只有二行，「醜年，正月已後，

大眾及私傭儭施布入者……」但該件寫於 P.2912V02.《四月已後儭家緣大眾要送路人事

及都頭用使破曆》（原題）中間，其後是：P.2912V03.《卯年十一月四日說稻芊經一遍

訖紀事》，P.2912V04.《四月八日康秀華施寫大般若經一部疏》和 P.2912V05.《胡粉等入

破曆》。5 

近 20 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此文書涉及的內容多有研究。關於文書的年代，竺沙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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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版，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修訂重印，275 頁。 
2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69l 頁。 
3敦煌研究院編，施萍婷主撰、邰惠莉協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260 頁。 
4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3 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

心，1990 年，58，55-57 頁。 
5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36、36、37、37、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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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據 P.2912V01.曆稿中的「醜年」和 P.2912V02.中提到的「正勤」(宋教授)的考證將醜

年定在 821 年。6郝春文先生認為，寫在其間的 P.2912V04.和 P.2912V05.亦當在 821 年或

稍後。7 

那麼，P.2912V04.中提到的炫和尚是什麼人呢？莫高窟第 155 窟是一個吐蕃

期間新開的洞窟，西壁龕下存有一方題記：「……前沙州釋門都教授乾元寺沙

門金炫就此窟內一心供養。」8寫於 788 年的 S.2729《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

米淨䛒牒上算使論悉諾囉接謨勘牌子曆附辰年至申年注記》9記載乾元寺有「張

金炫」。張金炫的事蹟還見於 P.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贊彙集》第 31 篇《前

任沙州釋門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闍梨贊並序》， 10P.2807（8）《釋門文範》 11等文

書。他約在 825－832 年擔任沙州釋門都僧統，地位顯赫。鄭炳林先生對其生平

事蹟進行了詳考。12 

P.2912V05.《胡粉等入破曆》就是炫和尚賣 4 斤胡粉的記錄（後缺），每筆賬

的人名前都打有鉤，當指該筆賬已清，沒有拖欠，並且傍注小字，表明該筆賬由誰經

手，支出情況。其中，在第 1、2、3 行出賣胡粉帳旁有炫字簽押：「胡粉半兩准

麥兩石……半兩准上。」旁注：「其麥付孔孝、王佑，付氾寺主，付貞奏。炫。」

又曰：「陳二一兩，張貴一兩，翟丘一兩，索秀一兩，索庭興二兩」，旁注：「已

上炫。」在「又粉一兩四石」旁注「內三石付解謙。炫。」「炫」就是炫和尚。 

 

二、P.2912 文書所反映的高價胡粉之謎 

（一）、P.2912 文書反映的不是胡粉的市場價格 

姜伯勤先生較早注意到 P.2912V04.和 P.2912V05.之間的關係：「在吐蕃管轄時期，若

干粟特裔民仍具有絲路商人的色彩，如 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

據同號文書中，有 23 行中有炫和尚簽字的出賣胡粉的記錄，‘胡粉半兩准麥兩石，至兩

石五鬥，則四斤胡粉折合麥 128-160 石。胡粉是一種化粧品，也是絲綢之路上的一種進

口貨物」。13 

鄭炳林先生專題論文對 P.2912 背面文書之間的關係和年代，特別是 P.2912V04.、

P.2912V05.兩篇之間的關係，以及反映的問題作了專門研究。14在此期間或此後一些學者

涉及此文書時大都採用他提出的一些說法。 

從筆直查閱到的文獻來看，凡涉及唐代以來敦煌文書中記載的胡粉及其物價的論文

中，都引用 P.2912V05.的記載。 

唐耕耦先生較早使用這件文書來計算胡粉的價格：一十六人次均為胡粉一兩准麥四

                                                        
6（日）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東アジアの法と社會》，汲古書院，1990 年

版，317 頁。 
7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253

頁。 
8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72 頁。 
9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217-220 頁。 

10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3），2005 年，50 頁。 
11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8），2002 年，331 頁。  
12鄭炳林：都教授張金炫和尚生平事蹟考，《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1 期，96-102 頁。  
13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196 頁。 
14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3 卷，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191-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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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五十四人次為胡粉一兩，准麥五石。此外，有「陰米老母一分一石五鬥」。即一兩

准麥六石，比較特殊，疑一石五鬥為一石二鬥五升之誤。15但是，該論文在引用 P.2912V05.

時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將「胡粉」劃歸到第八類「菜蔬食料價」中，誤認為「胡

粉」是調味品，如此，則這種作為食料的「胡粉」真成了天價「胡粉」了。第二，誤

將文書編號寫成了 P.1912 號。 

現存部分是 71 筆共 49.75 兩的帳目。1 兩胡粉價格，1－16 筆（16 人次）

為 1 兩 4 石，共計賣出 14.5 兩。如：第 1 行：「胡粉半兩，准麥兩石。……張三一

兩，准麥四石。」第 3 行有：「宋榮粉二兩，准八石。」第 17－71 筆（54 人次）漲

價至 1 兩 5 石，共計賣出 35.25 兩。如：第 5 行有：「趙庭琳粉半兩。准二石五鬥。

廣逸妹一兩，准麥五石。」其中，第 70 筆陰米老母與眾不同，0.25 兩賣 1.5 石，

應為 1.25 石。另外，第 48 筆閻滔 1 分准麥 1.2 石，如果按照 1 兩 5 石的價格則

少了 5 鬥。在第 22 行「法福一兩准五石。已上卌八。」表明以前共賣出胡粉四十八兩。

逐項統計，法福一筆之前共賣出胡粉四十六兩又八分，那麼八分折合二兩，以此推之，

四分相當於一兩，一分相當於四分之一兩。 

關於四分為一兩的計算關係，鄭炳林先生只提到《辭源》稱分是重量單位，兩的十

分之一。張亞萍先生也沒找到史料依據：「……四分等一兩這種換算是僅使用于敦煌還

是中原地區也採用這種單位，擬或僅實行吐蕃佔領時的敦煌，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多的資

料根據，只有留待以後去探討。」16實際上，「分」這個單位可以追溯到魏晉時代。最初

主要用在醫藥方劑的計量中。關於「分」與「錢」在敦煌古代的應用，筆者已經作了詳

細的論證，17此不贅。 

鄭炳林先生在物價論文中將胡粉價格當作敦煌吐蕃時期胡粉的市場價格，還進一步

推斷為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胡粉價：「唯胡粉一項可以斷定其價格。……價格麥 4

石的情況較少，一般為 5 石。」18張亞萍先生說：「從《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看，當時敦

煌市場上胡粉的價格為一兩胡粉價格為四石到五石麥……」但是，大都忽略了一個重要

事實，那就是，作為一個特例，P.2912V05.買賣帳目反映的並不是當時敦煌市場上的物

價，而是當時寺院出唱施捨品進行牟取暴利的真實記錄。 

出唱，唐五代沙州都僧統司及下屬機構、寺院、僧人唱賣僧俗所施贈物品的活動。

出唱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將不便於分配、支出的物品兌換成在當時可以充當一般等價物的

布或麥粟等。19根據郝春文先生的研究，P.2912V05.的性質屬於寺院「出唱」的性質。「由

僧人主持的出唱活動，其原則應與寺院組織的出唱活動，齋會或法事活動的參加者具有

優先唱買權，……如果僧人無人唱買，俗人亦可購買。如 P.2912……值得注意的是購買

胡粉者既有田上座、羅寺主等僧人，也有廣逸妹、彭光謙妻、呂江青妻等若干世俗百姓，

姜伯勤先生指出胡粉是一種化妝品，僧人需求有限，故允許世俗百姓唱買。」20  

敦煌的眾多社會經濟遺書中記載了當時的一些商品價格。從敦煌遺書看，敦煌陷蕃

以前，商品交換的等價物是錢，計價以文為單位。如吐蕃佔領敦煌前的 P.3034V0《買薑

布賬》，21姜、桂心等調味品均以兩為計量單位，以多少文進行計算：「買薑五兩，兩別

                                                        
15唐耕耦：8 至 10 世紀敦煌的物價，《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

版社，1989 年，526-554 頁。 
16張亞萍、嫏閣：唐五代敦煌的計量單位與價格換算，《敦煌學輯刊》1996 年第 2 期，38-42 頁。 
17王進玉：《敦煌學和科技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 年，108-112 頁。 
18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14-32 頁。 
19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270 頁。 
20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276-277 頁。 
21《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1），2003 年，128-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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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文。宋堅齊薑二兩，兩別六十文。[薑]六兩，兩別六十文。薑二兩，兩別六十文。

高貞買薑一兩，准五十文。王郎取薑九兩、六兩，兩別五十文。令孤元薑一兩，准五十

文」。「桂心二兩，兩別二十文。」「布一端八百文至九百文。」22 

張亞萍先生說：「吐蕃佔領敦煌之後，由於錢幣缺乏，交換中的等價物變為麥、布

等，從研究中得出一兩胡粉、一兩銀、一匹布及一車檉的價格是一樣的。」顯然胡粉價

有問題。 

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文書中，有一些文書是唐代貿易市場各種交易物品的價格

表。23如「唐天寶元年(742 年)交易文書交河郡市估案殘卷」第 3036、3081 號（大谷文

書編號）內容相同，均為五種顏料的價格。值得注意的是，兩件文書中所記載的顏料中

唯獨沒有胡粉。其他文書中，還有多種物品的價格。24 

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文書，25西州、高昌出土的文書中，各種物價的計量情況和

敦煌文獻大致相同。26以吐魯番物品的價格來換算，一兩煙支（胭脂）的價格相當於十

倍的黃丹、石綠、桂心，將敦煌物品以吐魯番的價格來對比，一兩胡粉的價格相當於常

州布壹端、縵緋壹疋，六倍的煙支、六十倍的黃丹、石綠、桂心。這樣高得驚人的價格，

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承受的。 

官私僧俗的施捨歷來是佛教僧團和僧尼的重要經濟來源。27「出唱」活動類似近代

以來的拍賣，是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團與僧人頻繁舉行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28 

S.5878+S.5896《某寺子年領得什物曆》，29此件唐耕耦先生定在吐蕃管轄敦煌時期，

還認為 S.5897《什物曆》30與以上兩號為一件，31郝春文先生認為 S.5897 與上述兩件不

能直接拼合，他定名為 S.5897《擬出唱物曆》，32此件尾缺，存 6 行。其中第 1-3 行記

載：「小雜珠子四索，內十顆真珠。胡粉一分，……麴塵(陳)絹柒尺，絹卻不唱。」 

文書雖未注明是將要出唱的物品，但在絹下注有「絹卻不唱」，透露出其他物品是

要出唱的物品。33由此可見，就是少之又少的「胡粉一分」，都要通過「出唱」，變成

糧食或布，用於僧尼的收入分配。我們且不論康秀華施入胡粉在當時的價格是多少，但

是，炫和尚貨賣的價格肯定比當時的市場價格漲高了不少，就是以 1 兩 4 石這樣的高

價賣出了 14.5 兩（16 人次）之後，又將價格漲高至 1 兩 5 石，一次提價的漲幅

就高達 12.5%。  

有學者也曾指出：胡粉是一種高級進口化妝品，許多寺院就保存有胡粉，顯然寺院

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貨賣換取所需物品。34「許多寺院就保存有胡粉」顯然不符合實際，

敦煌藏經洞保存至今的數以千計的寺院經濟文書中，記載胡粉的只有區區幾件，涉及的

                                                        
22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 輯，1990 年，1-2 頁。 
23（日）池田溫：中國古代物價初探——關於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史學雜誌》第 77 卷

1、2 號，東京，1968 年。 
24（日）仁井田升：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書，《敦煌學譯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660-740 頁。  
25同 23 引。 
26王仲犖：唐西陲物價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５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1-22

頁。 
27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240-241 頁。 
28同上引，270 頁。 
29《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9），1994 年，186 頁。 
30同 27 引，203 頁。 
31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3 輯，1 頁。 
32同 27 引，273 頁。 
33同 27 引，273 頁。 
34張亞萍、嫏閣：唐五代敦煌的計量單位與價格換算，《敦煌學輯刊》1996 年第 2 期，38-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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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也只有三、四家，其記載的胡粉數量都少至幾兩和 1 分，並且時間跨越百餘年，這

樣籠統地相提並論，似不合實際。 

 

（二）、P.2912 的特例不能作為普通的寫經價格 

唐耕耦先生不僅使用 P.2912 文書來計算胡粉的價格，也以此計算寫經的工價：「……

寫大般若經一部共合麥粟 476 石，或 540 石。」 
        鄭炳林先生在物價論文中說：「P.2912 號記載康秀華曾向乾元寺炫和尚舍施有胡

粉 4 斤……，這些東西價值多少，論述此文書的研究者大多避而不談，我們據胡粉、銀

器價格推算出康秀華向乾元寺施物價值折麥約 548 石，當時寫一部《大般若經》的工價

為 548 石麥。」 於是，學者們把這件特殊的舍施活動當作當時寫經的價格：「當年雇人

寫經的代價是相當高的，如吐蕃時期的 P.2912《寺院帳目》……。」35鄭炳林先生進而

用這個特例計算出寫一卷佛經的工價：「康秀華為了寫一部《大般若經》向敦煌佛教教

團首領都教授張金炫施捨了折合麥粟約 600 石左右的麥。由此我們得知當時敦煌地區寫

一卷佛經的價格是一碩左右的麥。……」36「有著名富商部落使康秀華，一次為寫一部

《大般若經》竟向寺院施捨了 600 石麥子作為寫經價值，相當與 10 匹馬（或者 30 頭

牛）」。37 38、39、40 

從文書不難看出，貨賣胡粉的定價完全是炫和尚自己定的，漲價的幅度也很大，所

以，此價格應該遠高於康秀華購買胡粉的價格。因此，既不能代表康秀華從西方購買

的高級化妝品胡粉的價格，更不能代表當時敦煌市場上從中原運來的中國製造的胡粉的

價格。同樣，也不能將康秀華施入的物品價格等於當時敦煌寺院抄寫一部《大般若經》

的工價。 

 

三、康秀華是經營西方化妝品胡粉的胡商嗎？ 

陸慶夫先生認為：「胡粉為西域化妝品，價格昂貴，半兩即合麥 2 石至 2 石 5 鬥，

康秀華出手大方，一次就施入四斤胡粉，可證其手頭胡粉應不在少，可能是一個經營胡

粉生意的粟特裔民。」41鄭炳林先生同意，42此後，他的多篇論文中對此有不斷新的認

識和理解。他說：「……故學術界一般認為康秀華是位從事胡粉生意的粟特商人」。43

他在粟特人與佛教論文中說：「康秀華是因經商而發跡起來的粟特人，富貴起來後舍施

大量財物給寺院寫經修功德，銀盤、胡粉當是他從西域進口商品，不然一般民眾不會收

                                                        
35譚蟬雪：唐宋敦煌歲時佛俗——二月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93-104 頁。 
36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大般若經》的流傳與信仰，鄭炳林、花平甯主編：《麥積山石窟

藝術文化論文集——2002 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7-135 頁。 
37鄭炳林、徐曉麗：論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14-18 頁。 
38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粟特婦女生活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蘭

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 年，第 560-575 頁。 
39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胡姓居民與聚落，《法國漢學》叢書編委會編：《法國漢學》第十

輯，中華書局，2005 年，178-190 頁。 
40鄭炳林：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與碰撞, 新疆龜茲學會編，賈應逸、霍旭初主編：《龜茲

學研究》第 2 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7 年，94-111 頁。 
41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歷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25-34 頁。 
42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敦煌研究》1996 年 4 期，80-96 頁。 
43鄭炳林、王尚達：吐蕃統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國藏學》1996 年第 4 期，43-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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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這麼多貴重的化妝品。」44他在專題論文中同意姜伯勤先生的觀點。在物價論文中又

說：「……顯然康秀華是一位從事胡粉等顏料生意的商人。」他將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

場中的胡粉列為外來商品之首，「由是推測康秀華很可能是從事胡粉生意的商人，他舍

施是他從事商業經營的商品」。45馮培紅先生也認為「康秀華是吐蕃時期的粟特富商，經

營胡粉買賣，同時也是佛教寺院的大施主」。46 

我們認為，僅憑康秀華施捨給寺院委託貨賣的 4 斤胡粉就判斷他是經營胡粉買賣的

粟特富商，難以讓人信服。主要原因是，如同他施銀盤子三枚共卅五兩，麥壹佰碩，粟

伍拾碩性質一樣，相對一個人的施捨而言，數量都不少，我們不能以此判斷他就是經營

銀器和買賣糧食的富商。如果他是經營胡粉買賣的，他完全可以全部施捨自己經營的胡

粉，而不需要再施他買來的銀盤子和糧食。因為銀盤子在當時是貿易活動中的貨幣，對

經商的人來說，非常重要。正如鄭炳林先生所說：「康秀華是經營胡粉生意的富商，胡

粉價格昂貴，轉為糧食既不利於保存，又難以攜帶，我們推測銀盤子是康秀華用胡粉換

來的，是流通中使用的硬通貨，故標明重，便於計算。」47、48由此可見，當時康秀華只

有 4 斤胡粉，他應該是早就做了充分準備，用他當時所有值錢的幾種物品才湊足了寫經

的施捨舉動。 

另外，根據目前的資料，當時的敦煌應該沒有經營這種外國高價胡粉的胡商。如果

有，這麼多的人沒有理由捨近求遠專門跑到乾元寺（在莫高窟）來購買這種漲價至類似

高利貸的高價胡粉。並且索庭興等人還相後幾次去購買。這也充分顯示了炫和尚獨家經

營、物以稀為貴大肆漲價的商業屬性。 

 

四、P.2912V0文書中記載的高價胡粉是化妝品 

姜伯勤先生首先指出 P.2912V05.中的胡粉是一種化妝品。鄭炳林先生專題論文進一

步作了論述：「胡粉這種價格昂貴的化妝品在敦煌居民中普遍使用，特別是敦煌上層婦

女中。帳中記載索庭興三次向炫和尚購買胡粉三兩半，宋榮一次二兩，廣逸妹兩次二兩。

索、宋乃敦煌地區古老的名門大姓，在吐蕃佔領時期，仍然是敦煌的上層大姓。寺院的

高級僧侶也購買胡粉，數量在二兩以上者有田上座、齊老宿、何上座等，這些人購買胡

粉作何用途，是自用還是投入市場。擬或珍藏。還有待研究，但一般購買一兩以下為數

眾多的僧徒肯定是使用。居民中購買胡粉的。有漢姓人也有西域諸胡姓人。由此得知胡

粉在敦煌市場銷售、婦女中使用較普遍。」他的多篇論文中都提到，如他在粟特人與佛

教論文中說：「康秀華是因經商而發跡起來的粟特人，……銀盤、胡粉當是他從西域進

口商品，不然一般民眾不會收藏這麼多貴重的化妝品。」胡粉作為高級化妝品的屬性從

帳目中也很明顯。例如，在購買者中就有廣逸妹（2 次）、彭光謙妻、八八婦、十六娘、

淨心、呂江青妻、程賁母、宋友友妻、雷緊子妻、楊山嶽妻、氾什德妻、李評妻、宋海

清妻姊、劉思母、妙有、興子母、陰米老母等若干女性。 

榮新江先生同意姜伯勤先生的觀點，「康秀華應當是經商的粟特人後裔……，這裡

的「粉」即「胡粉」，是從西域轉運來的一種化妝品。」49 法國童丕先生說：「胡粉是

相當貴重的原料。……在絲綢之路上胡粉是由粟特商人輸入的貨物，這件事由 P.2912

                                                        
44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與佛教，《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151-168 頁。 
45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輯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63 輯，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0 年，55-91 頁。 
46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73-86 頁。 
47鄭炳林、楊富學：晚唐五代金銀在敦煌的使用與流通，《甘肅金融》1997 年第 8 期，45-48 頁。 
48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等價物，《中國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85-94 頁。 
49榮新江：於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

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246-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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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2 某年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寫經施入疏可證明。」50筆者也將其作為化妝品。51 

根據帳目換算，說明炫和尚貨賣胡粉價格昂貴，顯然，胡粉在當時當地屬於稀有產

品，在殘存的 61 筆賬中可以明顯看出，每個人買胡粉的數量都很少很少，大都是一兩、

半兩，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只買一分。就是索庭興這樣敦煌地區的名門豪族，分三次才購

買胡粉三兩半。充分說明，購買者對這種高級化妝品胡粉的需求量極少。敦煌居高不下

的胡粉價格和全國普遍使用胡粉的實事相反，那麼，唯一的解釋就是，唐吐蕃時期，居

住在敦煌的個別胡商，從西域買來了品質非常好的胡粉，即使是富貴人家，也只能買來

做化妝用的奢侈品。 

 

五、寺院的高價胡粉是否用作石窟壁畫、彩塑的顏料？  

（一）P.2912V05.《胡粉等入破曆》 

唐代以來，不僅長安，而且廣東、廣西、湖南等多個地區生產的胡粉都很有名，如

「韶粉」、「桂粉」都為精品，此後，這些產品得到了持續發展。52根據文獻記載和對唐

代繪畫顏料使用的調查，科學分析，不論是敦煌石窟，還是全國各地石窟、殿堂、寺觀、

墓室的壁畫、彩塑，以及紙，絹繪畫等藝術品，胡粉作為顏料使用已經很多，應用更為

廣泛，這也和當時中國胡粉的發展水準相適應，充分說明中國製造的胡粉的價格不會很

高。對此，我們將另文討論。 

鄭炳林先生在物價論文中最早提出胡粉是繪畫的顏料，「近一斤未出賣可能在繪畫

中使用了。」「在同卷《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的明細帳中記載有相當一部分出賣給僧侶，

田上座、淨心……等僧人都從寺院購買了相當量的胡粉，這部分胡粉肯定是用作顏料

了。」因此得出結論：「它既是一種高級化妝品，也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繪製壁畫時使

用的一種顏料。」「顯然康秀華是一位從事胡粉等顏料生意的商人。」53他還提出：「敦

煌地區物產貧瘠，……因此敦煌市場上的商品大都靠從外地進口，進行中轉貿易。晚唐

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上所見外來商品有出產於中亞和龜茲的胡粉，胡粉既是高級化妝品又

是繪製壁畫的顏料。」54 

從現存文書來看，帳目的後面部分是因為文書缺損，並不存在「剩餘的一斤」沒買，

賣給僧侶的這部分胡粉更不是「肯定是用作顏料了」。至於很少信徒給寺院施捨或寺院

保存的很少的高級胡粉，也並非「主要是為了畫窟用」，前面已經討論，而應當和寺院

的其他物品一樣，是寺院的經濟收入。筆者也將 P.2912V05.中貨賣的胡粉作為繪畫的顏

料引用到自己的論著中。55、56隨著對古代胡粉的不斷深入研究，對此的疑問越來越多，

借本文一併更正。 

莫高窟 44 窟南壁觀音像上端供養人題名：「觀世音菩薩……使康秀華一心供養」。

就是這一身觀音像，繪畫中也沒有使用胡粉作為顏料。既然說康秀華是經營胡粉顏料的

富商，為什麼沒在自己出資繪畫的觀世音菩薩上用胡粉呢？ 

                                                        
50（法）童丕：據敦煌寫本談紅藍花——植物的應用，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

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 261-274 頁。 
51王進玉：《中國少數民族科學技術史叢書·化學與化工卷》，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年，442 頁。 
52同上引，442-444 頁。 
53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業貿易市場研究，《敦煌學輯刊》2004 年第 1 期，103-118 頁。 
54鄭炳林、徐曉麗：論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 
55王進玉：敦煌石窟藝術應用顏料的產地之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3 年第 15 卷第 3 期，

47-56 頁。 
56王進玉：《敦煌學和科技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 年，103-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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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文書記載的寺院高價胡粉 

還有個別寺院的一些施捨疏和物品盤點賬中也記載有少量高級胡粉，順著這些蛛絲

馬跡，我們看看這些少量高級胡粉是否用作繪畫顏料？P.2837V0《辰年施入修造冊錄》，
57該件之辰年池田溫先生確定為 836 年，58與竺沙雅章先生考證榮照任「教授」的相關

資料吻合。記載了幾種物品，其中有：「胡粉半兩，施入修造；鏡一面，施入行像。」59 

北大 D.162V0《辰年正月十五日道場施物疏》，60此件的辰年亦當為 836 年。61這 15

件施捨疏文中，施主弟子所施捨物品的用途都是施入修造，第 4 件：吐蕃弟子堯鐘施入

道場：「黃丹貳兩，胡粉三兩，施入修造。……。」第 8 件：「……，胡粉廿四顆，施入

修造……女弟子」。第 14 件，吐蕃女弟子施入道場「……胡粉一兩，施入修造」。P.2837V0

和北大 D.162V0文書的時間比 821 年 P.2912V0晚了 15 年。 

P.2706《某寺常住什物交割點檢曆》，62唐耕耦先生定名為 P.2706《年代不明某寺常

住什物交割點檢曆》，並認為可能為吐蕃佔領時期的卷子，第 7-8 行有：「……生銀半兩；

胡粉伍兩半，墨兩挺」。63 

對於 P.2837V0和北大 D.162V0文書，鄭炳林先生在外來商品輯考論文中說：「雖然

這是吐蕃時期的文書，亦足以說明歸義軍時的情況。歸義軍時期敦煌市場仍然出售有胡

粉，寺院保存的胡粉主要是為了畫窟用，一般民眾向寺院舍施胡粉也比較常見。……」

對於 P.2706 中的「胡粉」，他認為此卷可能為十世紀，「至於這些胡粉的用途雖然點檢

曆中沒有說明，毫無疑問是與寺院石窟修造有關。」「這裡的修造有兩層含義：一是以

胡粉價充修造值，二是胡粉作為修造的原料。」「胡粉，既是一種價格昂貴的高級化妝

品，也是當時敦煌地區民眾開窟造像繪製壁畫使用的一種比較常見的顏料。」 

「這裡的「修造」包括造窟、修窟、造像、繪畫、造經、修建殿堂、房舍、行廊、

鑄鐘等。施入修造的物品亦由都司下屬的專門機構掌管。」64 

此外，無論是 P.2837 文書中的「十二娘」、還是北大 D.162V0文書中幾位舍施胡粉

的施主「女弟子」等都是女性，她們買來的高級化妝品胡粉自己捨不得用，舍施給寺院

「施入修造」，用來祈求佛的保佑。 

為什麼反復強調高級胡粉沒有用於畫窟的可能性，價格高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

因是，正如前面所說，所有高級胡粉的擁有者其數量都很少很少，少至一分、半兩、一

兩的胡粉，怎麼能畫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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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reserve sid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2912 (Pelliot Collection 

now in Paris, originally discover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of Dunhuang), it records a 

Sogdian Buddhist laymen Kang Xiuhua donated 2kg exotic powder to the Qianyuan 

Monastery in order to write a set of Paramita Sutra. The exotic powder was then sold 

from the monastery by monk Zhang Jinxuan, and its trading list was attached.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dentified Kang Xiuhua as a Sogdian merchant dealing with 

exotic powder, and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powder was functioning as a luxury 

make-up, as well as a sort of pigments for Dunhuang mural paintings in the Tenth 

century. However,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the manuscript, focusing on the 

powder’s high price. Since the trading list reveals that the powder was not sold in a 

market price, but in an absurd auction price; it is clear that the local monastery had 

make a fortune on these donated goods. Considering its price, some rich families 

bought a tiny bit of exotic powder only for make-up, which could never be pigments 

for grotto murals and sculptures.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Library Cave of Dunhuang; Ancient Manuscript; Exotic 

Powder; Make-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