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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基督教遗尘

以江苏维宁九女墩 山东沂南将军家为例

汪维藩

 内容提要]本文依凭东汉交通 历史条件 ,援引推宁九女墩 沂南

将军家的画像石为案例 ,力图证明东汉时基督教已传入 中国 !

 关键词 ∀东汉基督教 画像石

遗尘 ,指古人留下的遗迹 !

基督教是否于东汉时即已传人中国 ,学界见解不一 !笔者无力作

全面确凿之论证 ,却终不忍弃置中国古教会所留下的历史尘埃 !

虽说是尘埃 ,却重愈千斤 !在下所说的 ,是那从千年黄土中面世 ,

刻有福音故事的东汉画像墓石 !画像石 ,是作为墓葬墙壁装饰用的刻

有画像的石块 !西汉有 ,东汉中 后期更臻完美 !汉画像石之内容 ,或

反映神仙故事 ,或反映现实人生;出土于东汉墓者 ,更有不少福音故事 ,

教会活动 !千百年间 ,这些遗尘无声地诉说着中国教会的童年 ,等待着

来者的破译 !

本文依凭东汉交通 历史条件 ,援引唯宁九女墩 沂南将军家两个

案例 ,力图证明东汉时基督教已传人中国 !自2002 年起 ,笔者陆续研究

凡七载 !仅立此存照 ,是耶非耶 ,敬待后人批判 !

本文所用拓片均由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唯宁博物馆及沂南汉墓

博物馆提供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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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怀疑基督教在东汉传人中国之可能者 ,每每认为陆上丝绸之路过

于遥远漫长 ,耶稣基督受死复活200 年内 ,福音难以传人中土内陆 !此

说所忽略的 ,是汉武帝(88 一14 0B .C .在位)所曾开辟的三条海上航线:

其一 ,北起辽宁丹东 ,南至广西北仓河口的南北沿海航线;其二 ,山东沿

岸经黄海 ,通向朝鲜 日本的航线;其三 ,以徐闻(广东)合浦(广西)为始

发港的 #海上丝绸之路 ∃,远在公元前一世纪即已通往印度洋 !一 三两

条航线 ,无疑和福音之东进 北上有关 !据 %汉书 &地理志 ∋记载 ,远洋航

运的帆船 自徐闻 合浦出发后 ,途经都元国(苏门答腊) 邑卢没国(今缅

甸勃固附近) 堪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 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

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 黄支国(今天印度马德拉斯附近) ,黄支之南

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而已程不国 ,则为西汉时中国与大秦(罗马帝

国)之间的转运枢纽 !及至东汉 ,据 %后汉书 &西域传 ∋记载:至桓帝延熹

九年(公元 166 年 ), #大秦王(罗马帝国皇帝)安敦(一般认为即罗马帝国

安敦尼王朝第五帝  M arc usA ureliu sA nt on ius , 161 一180 年在位)自日南

徽外 ,献象牙 犀角 砒渭 ,始乃一通焉 ∃!这是对斯里兰卡中转站的突

破 ,接通东西直接通航的第一次文字记录 !公元 l # 年前后 ,民间海上

航运想必甚多 ,教士和信徒来华者 ,必远远早于景教阿罗本沿陆路至西

安的公元 635 年 !

二 多马与福音东传

福音西传至西亚及欧洲 ,直指罗马帝国中心 ,乃使徒保罗的伟业 !

而东传至印度与中国 ,则为使徒多马之宏图 !%亚洲基督教辞典 ∋(A

D ietion娜 ofA sian e加 stian ity )收进 了潘立克 (G eevargh ese pan i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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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72 4一725) 的一篇文章 ,介绍了印度多马教会基督徒代代相传的传

承:即他们的教会是使徒多马建立的 ,并声称多马来到印度是在公元52

年 !另一些基督徒的口传史诗中(如 R eb ban Pa ttu ),则称多马来自阿拉

伯 (A rabia) , 于公元 50 年 12 月至 1 月间在 印度半 岛的马 兰卡拉

(M ala nk ar留c ran gan ore) 上岸 !短暂停 留后 ,多马继续前往马勒普兰

(M ail ap ura m /M ylap or e) ,并从那里去了中国 !多马后来又回到印度 ,建

立 了若干教会 ,于公元 72 年殉道 , 葬于印度 半岛南部的马拉堡

(M ylap ore )!

多马从印度南部来到中国 ,无疑是沿着已经通航百余年的那条 #海

上丝绸之路 ∃!此后 ,多马的门徒 其他传道者乃至基督徒商人 ,继续沿

着这条 #海上丝绸之路 ∃到中国来 ,可以想见 !加之 ,南北沿海航路早已

畅通 ,从广西沿海岸航线北上的可能很大 !而在北上的诸海湾中 ,以海

州湾距东汉京城最近 !这可能就是带有福音故事题材的汉画像石多半

分布在日照 临沂 沂南 济宁 嘉祥 枣庄 及海州 新沂 唯宁 贾汪 郑

州 沛县 铜山 彭城 徐州等地的并非偶然的原因!

三 唯宁朱集九女墩

徐州唯宁朱集有个九女墩 ,曾有座东汉古墓 ! 1954 年 ,部分画像石

被运去徐州 ,作为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展品 ,另一部分则存放在唯宁

县博物馆 !据一位70 来岁的朱姓农民告知 ,他还记得原来的古墓门朝

北 ,按中国人 #阳宅朝南 ,阴宅朝北 ∃的习俗 !汉画像石搬走后 ,墓砖亦

告散失 ,古墓荡然无存 ,留下了一汪池水 !

(1)窄门与宽门

九女墩东汉古墓墓门由两扇石门一根石柱组成 ,但和中国双扇门

从中一分为二不同 ,竟是一小一大(参图 ( ,本图由三个拓片即小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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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另一石柱拼接而成 ,参 %徐州汉画像石 ∋N o.35 39 40) !西侧小门

高 156c m ,宽58c m !两扇之间有石柱 !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墓门结构 ,

使人立即联想起耶稣所说的那窄门和宽门(%马太福音 ∋7章 13 14 节)!

再从室中石柱的石刻(参图 ( )内容看 ,石柱上刻的是一条张牙舞

爪的豺或豺狗 (jac ke l) ,这是巴比伦(今伊拉克)民间信仰中魔鬼的象征

(参见 %以赛赛亚书 ∋13 章22 节 , %耶利米书 ∋5章6节 50 章39 节 , %以西

结书 ∋22 章27 节 , %哈巴谷书 ∋1章8节)!用这样一个画像作墓门支柱 ,

在于说明魔鬼撒旦是阴间的主宰 !豺 ,和中国的龙外形相似 ,但并不相

同 ,其区别如下:

龙    龙龙            龙 豺            豺

角角  角 双角          角 独角          角

爪爪  爪 前4后 l ,共 5爪 爪 前 3后 1,共 4爪 爪

鳞鳞  鳞 弧形 ,类似鱼鳞鳞 方形 ,类似甲片片

象象征征 象征吉祥      祥 象征邪恶      恶

两扇门合在一起 ,画面可分上下两格 !上格从右至左 ,有两只大的

永生鸟和几只小的永生鸟 !永生鸟(phco ni x) 是埃及民间传说中的不死

鸟 , 500年投火 自焚而又复活 !将近左侧尽头 ,有棵生命树和一位把守

住生命树道路的天使 !一同把守的还有一团转动着的火焰(图 ( ,参

%创世记 ∋3章24 节)!画面右侧为象征天父的拄杖老人 ,远眺不归之儿

女(图 ) )!下格左侧则为亚当和夏娃 ,手棒禁果 ,愁苦远去 !亚当的面

部表情 ,雕刻者竟运用了立体主义手法(图 ∗ ) ,表现出对父家的频频回

顾 ,无限依恋( %文明 ∋杂志社提供)!与亚当 夏娃的表情相对比 ,则是

豺狗的得意洋洋 !

(2) 生命与死亡的战斗

九女墩东汉墓中 ,除墓门有根石柱外 ,墓室内尚有三根石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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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的画像 ,均以生命与死亡的争战为题材 !象征死亡的 ,是藉

豺狗与鳄鱼相结合的形象(暂称豺鳄 ,参 %以赛亚书∋12 章22 节 ,27 章 l

节) !中室正中支柱的画像 ,是一条披甲爬行的豺/鳄(图4a) ,象征 #遍

地游行寻找可吃之人 ∃的魔鬼(参 %彼得前书 ∋5章 8节)!另一立柱上的

画像 ,是两条豺/鳄将一条 #鱼 ∃追逼至绝路(图4b )!而 #鱼 ∃,在早期基

督教 ,则为 #救主神子耶稣基督 ∃的象征(IX e Y 艺) !后室中支柱刻画

的 ,则是死亡被生命战胜的象征 ,两只永生鸟上下夹击 ,豺鳄龟缩待毙

(图4e) !

(3) 夏娃经受试探

九女墩东汉古墓令人惊讶之处是 ,不仅在墓门上刻绘了福音故事 ,

在墓室的墙壁上 ,同样刻绘了各种福音故事 !特别是后室门额上 !其

中之一 ,是夏娃经受试探(图, ),高29c m ,长 116c m !自右至左 ,依次为

象征撒旦的豺狗 ,引诱女人的蛇 ,左手被蛇牵住 右手摘下禁果的女人

夏娃 ,藉两个小动物表示善恶的分别善恶树 ,带有两对以上翅膀的一位

天使 ,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 ,结满果实 但被把守住的生命树 !

(4) 耶稣降生之夜

同样是在九女墩东汉墓的后室门额上 ,有块耶稣降生故事的画像

石 ,高47c m ,长297c m (图−)!画像由三部分组成 ,中部可见的客房均

有夫妇人住 ,待在空旷无墙无垣之处的是约瑟和马利亚 !约瑟身旁露

出的马头 ,说明这是马棚(图. )!马利亚左侧有一马槽 ,卧在其中的正

是圣婴耶稣(图/) !

画像右部 ,占显著地位的是象征撒旦的豺狗 !其左 ,有三个官兵正

在搜索婴儿 !其下 ,是三个潜伏着的 持剑伺机杀害婴儿的杀手 !两批

官兵 ,均与希律王屠婴命令有关(参((马太福音 ∋2章 16 一18)!

画像左部 ,上层中央有生命树 ,两侧有永生鸟 !下层则为朝拜圣婴



汪维藩 东汉基督教遗尘

的人 ,成一系列 !所奉礼物不同 ,身份不同 ,性别不同 ,但都显出恭谦敬

虔之情 !

(5) 得人如鱼

九女墩东汉墓的后室门额上 ,还有一块高98c m 长 276cm 的画像

石 ,呈扇形(图0 )!画面分三层 ,中层为人物车马匆匆过桥 !上层则有

无数永生鸟对行人发出生之呼唤 !下层左右两格 ,则有两对弟兄正在

打鱼 !画像中有人 有船 有网 有鱼 !对照圣经 ,一对撒网的渔人应为

彼得 安德烈( %马太福音 ∋4章 18 一20 节)!一对补网的渔人应为雅各

约翰((( 马太福音 ∋4章21 一22 节)!

(6) 正义战胜邪恶

九女墩东汉墓后室门额上 ,还有一块象征 #正义战胜邪恶 ,生命战

胜死亡 ∃的画像石 ,高42c m ,长225cm !画面分两格 ,下格是灵界 ,上格

是人间 !

上格最右侧是一个跪射的勇士 !在他前面 ,是一群勇往直前的飞

禽走兽 !上格中部 ,是一些已被击败的 狼狈不堪的恶兽 !

下格是由中央一个玉环扣住凶龙构成的图案 !#玉环 ∃,在汉代是祭

天之物 ,在此一图画中 ,用以象征为人赎罪被献为祭的耶稣基督 !凶龙

则象征已被捆绑的撒旦(参 %马太福音 ∋12 章28 一29 节 , %马可福音 ∋3章

22一27节)!两侧是青蛙 蝙蝠均为象征邪恶势力的不洁之物 !藉一个

玉璧缚住苍龙来象征基督已经胜过撒旦 生命已经胜过死亡 ,正义已经

胜过邪恶 ,这类画像石很多 ,并已逐步图案化 !

四 临沂沂南将军家

海州湾南侧的港 口城市为连云港市 !自连云港西进 ,为东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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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 那州 唯宁 贾汪 彭城(今徐州)等地 !海州湾北侧的港口城市为日

照市 ,自日照西进 ,则为沂南 临沂 枣庄 邹城 曲阜 济宁 嘉祥等 !

距黄海甚近的沂南的北寨村 ,有一将军家 ,建于公元 193 年 ,东汉献

帝初平年间 !墓中文物已移至他处 ,石墓本身则仍保存完好 !墓主为

一将军 ,故墓壁石刻多为战神及交战画面 ,其实则从许多侧面反映当时

的社会生活 !墓主灵寝顶部有佛教象征莲花 ,一根石柱上雕有一尊带

光环的佛像 ,均足以证明佛教传人中国早于唐代 !而石壁上雕刻的十

字架及崇拜活动 ,也足以证明当时基督教在沂南一带已经存在 ,同样早

于唐代 !

(l) 挂有+ 架的会所

中室南壁横额西段 ,刻有一间小会所 !右侧门网上挂有一个明显

的十字架(图1) ,十多人正在里面崇拜 ,有的恭立在后 !从空马车及两

匹拴着的马看 ,车马的主人必是都在里面崇拜 !崇拜者不分尊卑高下 ,

不分男女老少 ,一律平等 ,事奉上帝 !门外一位抱着孩子的 迟到的妇

人 ,正在匆匆赶来 !

%2)副堂敬拜与捐输

前室东壁横额 ,刻有一较大会所 ,但无人读经领祷 ,像是副堂 ,只有

一位持帚的执事(侍者)侍立在奉献箱旁 !一位信徒正将手中的捐钱放
人奉献箱内!后面一位 ,正作捐钱的准备 !

(3) 正堂诵经崇拜

前室西壁横额 ,刻有更大的正规会所 !正堂参加礼拜的约三 四十

余人 ,均在拱手恭听一位长老诵经(图1 )!长老跪着诵读 ,经文横写

(图1 ) ,可能是阿拉伯文的经典 !

正堂最后有食盒 食篮及有耳的小盆 ,也许是古教会礼拜后举行

#爱宴 ∃(圣餐)所用的器皿 !这使人联想起陈列在徐州博物馆的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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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洗 ∃!盆底铸有五饼二鱼 四个天使和一个隶书的 #宜 ∃(上面没有一

点)!宜有二义:一为祭天于郊 ,二为分享 !二义相合 ,正是 #爱宴 ∃(圣

餐)所应有之 #义 ∃,故可称之为 #宜器 ∃(图1 )!

大教堂的门网上 ,饰有三维十字架 ,为后世所少见(图1)!

(4) 生命战胜死亡

中室东壁横额 ,刻画一个大广场 ,广场正上演杂技 ,杂耍 杂剧等 ,

且有乐班伴奏 !其中 ,有表演福音故事的内容(图1 )!在前面的 ,是人

工制作的豺狗 ,前后各有一位信徒 ,左手持剑 ,右手高举类似科尔特式

的十字架 (c elt ic c ro ss ),正与豺狗相搏(图1 )!其后 ,是三位右手高举

类似科尔特式十字架的人 ,簇拥 高举着一条硕大的鱼 ,而 #鱼 ∃则为 #救

主神子耶稣基督 ∃(ix e y 艺)的象征(图1 )!

最后压阵的 ,一人装扮成老态龙钟的豺狗 ,打着一面破旗 ,拄着一

根弯曲的拐杖 ,一派 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的颓势(图1 );另一人装扮成

永生鸟 !一派盎然生机(图1 )!又一人扶住生命树 !生命树只有六个

枝条 ,另一枝条则叼在永生鸟口中 ,正好是七根 !

笔者不拟对上述东汉画像作过度诊释 !但从诊释的整体性及全息

性看 ,用中国神仙故事似乎很难解读上述画像 !书此 ,以作研究参考 ,

望能对东汉画像石之诊释有所突破 ,更望对中国教会史之研究有所突

破 !果如是 ,则幸甚 !

(作者系本院退休教授 )



肛.瑙咚目碳翻名硕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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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庭身居马棚 /圣婴卧在马槽里

0得人如鱼

1悬有十字架的会所

/恭听长老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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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大f
丁阅的三维十字架歹 书,

场信徒持剑与豺狗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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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拥高举基督

1生机盎然的永生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