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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唐玄宗敕令两京

天下诸州设立开元官寺。这是唐代继高宗乾封元年

(666)、武瞾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后，

第四次设立佛教宫寺①，也是唐代最后一次设立佛教

官寺。开元官寺设立之后，唐代地方诸州的佛教官

寺地位由中宗时期的龙兴寺转移至新设立的开元

寺，开元寺由此成为地方诸州的中心寺院，并一直延

续至唐末②。

关于唐玄宗设立开元官寺的缘由，传世文献中

保留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记载，甚至还因此产生了一

则流传甚广的传说③。这两个版本的记载分别见于

《唐会要》卷48《寺》和卷50《杂记》，时间均为开元二

十六年六月一日。第一个版本附于武瞾设立大云

官寺的记载之后，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

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

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④以下简称“(大云寺)并改

为开元寺”说。此说认为，唐玄宗所立开元官寺皆

系由武周大云寺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改额而

来。第二个版本则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⑤

以下简称“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说。此说认

为，唐代的开元官寺系与开元官观同时设立，且均

由每州选择郭下形胜佛寺和道观充当，并未提及武

周大云寺。

那么，这两个版本的不同记载，是否均为玄宗诏

敕？是否均曾得到执行？这些问题，自宋代开始已

有学者关注和讨论。赵明诚即据“(大云寺)并改为开

元寺”说，来解释开元十一年海州大云寺之寺额仍称

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执行及其意义

聂顺新

【摘 要】《唐会要》保留了传世文献中唐玄宗设立开元官寺的两种不同记载，时间均系于开元二十六年

(738)六月一日。《唐会要》卷48所云两京及天下诸州大云寺“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之说并

非史实，亦非玄宗诏敕原文。唐代地方诸州的开元官寺基本均符合“郭下”和“形胜”两个条件，可知《唐会要》

卷50所载唐玄宗“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的敕令在地方诸州得到了有效执行。唐玄宗设

立开元官寺(官观)的敕令，实际上是为了接续唐代前期官寺设立过程中观寺并置的传统，维护道教在唐代的国

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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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云寺而尚未被改额为开元寺的原因⑥。其后不久，

袁文(1119-1190)便据黄庭坚“绍圣五年(1098)五月

晦，避暑泸州大云寺”的题跋，对赵明诚所云“唐朝有

大云寺，至明皇时乃改为开元寺”的立论基础提出疑

问⑦。降至清代，胡聘之亦据“(大云寺)并改为开元

寺”说，认为蒲州猗氏县大云寺之所以在开元二十六

年未被改额为开元寺，乃系因该寺在武周时期已换

回原额仁寿寺⑧。

现当代不少学者亦论及此问题，其观点大致可

分为以下三类：(1)完全接受“(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

说⑨，或接受赵明诚和胡聘之的意见⑩。(2)认为“(大
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并非史实，或此“诏令”的执

行时间存在区域差异。(3)弥合两种记载之间的差

异。或认为“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敕令中的

“寺”应即各州原有的大云寺；或认为除极少数特殊

情况外，绝大多数州府原有之大云寺后来均被改额

为开元寺。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则另辟蹊

径，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唐会要》卷48所记

“(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应是唐玄宗为消除武周

时期残存的宗教影响而颁下的第一道“敕令”，后来

盖因受到长安大云寺僧众的抵制，长安大云寺并未

被改额为开元寺，遂又颁布了“每州各以定郭下形胜

观、寺”的第二道敕令。景亚鹂、田卫卫两位女史分

别利用北宋建隆四年(963)《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

等资料，重新论证了唐长安开元寺的沿革及其寺址

变迁，认为唐代长安开元寺确系由怀远坊大云寺改

额而来。然其论证的依据仍是“(大云寺)并改为开

元寺”说，对“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

元’为额”的记载则未予讨论。

在上述丰富的先行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两个较

为明显的倾向：其一，讨论的逻辑起点多是默认《唐

会要》卷 48所载“(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系出玄宗

诏敕；其二，论证方法上，大多是据个案或少数资料

进行演绎，而非依据现存所有资料进行归纳。本文

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存史料中两

种记载的执行情况进行归纳和分析，进而以此为基

础，重新分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意义。

二、“(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辨析

威斯坦因已据《往五天竺国传》和《唐大和上

东征传》指出，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设立之后，

少数地方州府大云寺仍继续存在的史实。这种

例证法的思路虽然巧妙，但只能说明这一现象的

存在，却无法回答开元二十六年之后各州府大云

寺继续留存的大势和比例等问题。因此，笔者将

通过爬梳现存各种文献中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

的大云寺在目前可考大云寺中所占比重，以及沿

革可考的开元寺是否均系由大云寺改额而来两个

方面展开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以目前文献的留存情况而言，

本无法准确复原唐代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之大

云寺的数量及其占目前可考唐代大云寺的比重。

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将大云寺在各种文献中见于

记载的时间，作为判断大云寺存在时间的依据。

现将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诸州府犹存的大云寺列下

页表 1。
据表1可知，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大云

寺共 23例，广泛分布于唐代全国各州。需要注意

的是，表中所列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仍见于记载的诸

州大云寺虽仅23例，但现存宋代以前文献中唐代诸

州大云寺可考者亦仅 50例，其中还包括存在时间

不可考者 4例。据此可知，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

的大云寺，约占现存宋代以前文献中存在时间可考

大云寺的一半(50%)。显然，两京及天下诸州大云寺

“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的文字

并非史实。

拜根兴先生曾据《宋高僧传》所载开元二十六年

以后犹存的 7所大云寺中，除徐州外，其余 6所(婺
州、越州、温州、襄州、荆州、杭州)均位于南方，提出

“(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的“诏令”在南方地域的执

行可能更加不力。据上表可见，开元二十六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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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存的23例大云寺中，北方仅7例，南方则16例。似

乎仍呈现南多北少的局面，仍可得出相近的结论。

众所周知，在僧传类文献中，寺院大多系因高僧出家

受戒、游学求法或驻锡弘法而见诸记载。《宋高僧传》

所见7所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的大云寺南北分布

比例悬殊(6∶1)，主要应是由所载文献的来源，即入传

高僧的南北分布比例悬殊所致。

上表所列 23例中，虽然由于文献来源范围的扩

大，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的大云寺南北方分布比

例得到明显改观，已接近 2∶1。即便如此，文献来源

的限制依然明显，如朔、代两州的大云寺，完全系因

五台山文献《广清凉传》方为后人所知；甘、肃、沙三

州和碎叶城的4所大云寺，或因敦煌文献，或因中西

交通文献见诸记载，皆因其地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

要冲之故。北方7例中，并无一州大云寺系因诗文碑

铭而见载；相较而言，南方则至少有万州、荆州、洪

州、江州、饶州、鄂州等6所大云寺系因唐代名家的诗

文碑铭见载。这应是安史乱后大量北方文人流寓南

方以及由此带动的南方文化发展的结果。所谓开元

二十六年以后南北方大云寺留存比例之悬殊，实由

史料来源造成。

沿革可考的开元寺是否均系由武周大云寺改额

而来，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另一思路。现存史料中明

确记载沿革的8例开元寺，均非由当州大云寺直接改

额而来，亦可证明所谓“(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并

非史实。如杭州开元寺系由方兴寺改额而来，邠

表1 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的诸州府大云寺

所属州府(今地)
岐州(今陕西凤翔)
朔州(今山西朔州)
代州(今山西代县)
泸州(今四川泸州)
合州(今重庆合川)
万州(今重庆万州)
荆州(今湖北江陵)
襄州(今湖北襄樊)
湖州(今浙江湖州)
杭州(今浙江杭州)
越州(今浙江绍兴)
婺州(今浙江金华)
洪州(今江西南昌)
江州(今江西九江)
饶州(今江西鄱阳)
鄂州(今湖北胡汉)
甘州(今甘肃张掖)
肃州(今甘肃酒泉)
沙州(今甘肃敦煌)

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
遂州(今四川遂宁)
广州(今广东广州)

振州(今海南三亚崖州)

见载年代

天宝初(742)
后唐明宗(926-933)
大历二年(767)后
绍圣五年(1098)

乾德年间(919-924)
元和八年(813)

天宝年间(742-756)
开元二十七年(739)
天宝十一载(752)
元和十五年(820)
元和二年(807)
元和八年(813)
上元二年(761)

元和十一年(816)
贞元中期(789-794)
开元二十六年(738)

清泰三年(936)
蕃占时期(776-848)
吐蕃戊年(818)(18)
天宝七载(749)
长庆二年(822)
天宝十载(751)
天宝九载(750)

资料出处

《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

《广清凉传》卷上

《广清凉传》卷下

《瓮牖闲评》卷6
《太平广记》卷86

《宝刻丛编》卷19《夔州路·万州》

《舆地碑记目》卷3《荆门军碑记》

《宋高僧传》卷16《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

《宋高僧传》卷26《唐湖州大云寺子瑀传》

《宋高僧传》卷11《唐天目山千顷院明觉传》

《宋高僧传》卷27《唐洪州宝历寺幽玄传》

《宋高僧传》卷20《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

《毗陵集》卷7《洪州大云寺铜钟铭》

《白氏长庆集》卷16《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

《全唐诗》卷266顾况《鄱阳大云寺一公房》

《文苑英华》卷820李华《故中岳越禅师塔记》

《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

敦煌藏文遗书PT1189.r《肃州府主致河西节度书状》

敦煌遗书S.542v《戌年沙州诸寺丁壮车牛役部》

《通典》卷139《边防九·石国》

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

《唐大和上东征传》

《唐大和上东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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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魏州、福州、泉州 4州开元寺系由当州龙兴寺(或
中兴寺)改额而来，淄州开元寺系由神龙寺改额而

来，朗州开元寺是由宝刹寺改额而来，越州开元寺

则由大善寺改额而来。这 8例沿革可考的开元寺

中，无一系由当州大云寺改额而来，已足以证明“(大
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并非史实。

以上所论实际上仅是唐代地方诸州的情况。

但《唐会要》卷 48所云“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并改为开元寺”的对象，应是紧承上句之“两京及

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即两京及天下诸州之

大云寺，长安和洛阳两京的情况仍需予以讨论。

关于唐代两京(尤其是长安)大云寺是否被改额为

开元寺的问题，一直聚讼纷纭。景亚鹂、田卫卫两

位女史近年的研究，通过北宋建隆四年(963)《重修

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等核心资料，提出唐长安开元

寺确系由怀远坊大云寺改额而来，并在唐武宗拆

寺灭佛时期被毁，至唐末韩建缩建长安城时，将已

被毁弃的开元寺迁至唐代皇城之内(今西安钟楼开

元商城)。
其实，若细绎《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的碑文，

可知其中并无长安开元寺沿革之记载，仅记韩建在

唐末利用开元寺旧额重新设立开元寺，即“天祐甲子

岁，华州连帅许国韩公建迁为居守，重务域民。既香

刹之新崇，列宝坊之旧号。阅今存之院额，皆昔废之

寺名。当其制度权舆，经营草创。”故此碑文仅可证

明唐长安城在唐末之前存在一所已被毁弃的开元寺

(旧额)，至于该开元寺位于怀远坊，且系由大云寺改

额而来，则无法证明。文中提供的其他资料同样无

法证明这一关键内容。

与此同时，传世佛教文献和新出墓志均可证明

唐代两京大云寺在中晚唐一直存在。广德二年(764)
不空三藏向唐代宗上表《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

员》，其中列有“大云寺僧海明”。按照此表的体例，

长安以外各地(含洛阳)寺院名额之前例加所在地，如

东都、凤翔府、成都府、荆州等，僧海明所隶“大云寺”

之前并未加具体所在地，应即长安大云寺无疑。另

需注意的是，此表系直接进呈代宗皇帝，故表中的

“大云寺”应是当时已在朝廷备案、获得认可的官方

寺额，基本可以排除改额之后民间继续称其旧额的

可能性。

德宗朝太子校书元太液“□疾以贞元十八年九

月廿三日终于大云之佛寺”。东周即洛阳，大云寺

即洛阳大云寺。由于元太液是长安人，系因工作需

要临时寄家洛阳，故墓志中的大云寺亦应是当时官

方寺额，而非民间习称。据此，洛阳大云寺至贞元十

八年(802)犹存。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张彦远《历代

名画记》中关于长安、洛阳两京大云寺的记载，恐怕

就很难再用被改额为开元寺后民间继续称其旧额

(大云寺)以及武宗灭佛造成民众历史记忆的断裂来

解释了。

至此，不惟长安、洛阳两京的大云寺在开元二十

六年的中晚唐时期继续存在，在唐代地方诸州沿革

可考的大云寺中，约有一半(50%)在开元二十六年以

后继续存在；现存宋代及以前史料中沿革可考的开

元寺均非由当州大云寺改额而来，这些均可证所谓

“(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的记载并非史实。既如此，

何以前辈学者仍大多认为所谓“(大云寺)并改为开元

寺”系出玄宗诏敕。笔者推测，可能是受以下两个因

素的影响：

其一，《唐会要》卷48所载“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

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确系史实，且

有敕令为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授元年十月“壬申，

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

座讲解”。天授元年十月壬申，即十月二十九日，与

《唐会要》相符。由于此段记载中的前半句，即两京

天下诸州设立大云寺一事，确有制令为据，遂致默认

为后半句“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

寺”亦为玄宗诏敕。

其二，赵明诚《金石录》中的著录文字。赵明

诚在《金石录》中著录云“初，武后时有僧上《大云

经》，陈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云寺。至开元二十六

年，诏改为开元寺。”显然，其中“至开元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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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改为开元寺”一句，应系对《唐会要》“至开元二

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一句的节略，而

且还在节略的同时，将《唐会要》原文中的“并改”改

作“诏改”。现存多个版本的《唐会要》此处均作“并

改”，似可证此说。而现存多个版本的《金石录》

均作“诏改”，亦可证赵氏原文如此，而非某个版

本的讹误。所谓“诏改”，应是赵明诚对《唐会要》

“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一句

的解读，并非《唐会要》原文。其实，从唐代诏敕的

颁行运作过程可知，一日之内不可能颁出两道内

容冲突的诏敕。

以上讨论显示，《唐会要》卷 48所谓两京天下诸

州大云寺“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

寺”，并非史实，盖非玄宗诏敕原文。至于此句的史

源出处，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

额”敕令的执行

从上节讨论可知，开元二十六年之后，唐代长

安、洛阳两京的大云寺均未被改额为开元寺，地方诸

州的大云寺同样大多继续保有大云寺的寺额。那

么，唐代遍布两京天下诸州的开元官寺又是如何设

立的？

《唐会要》卷 50还保存了另一版本的记载：“(开
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

寺，改以‘开元’为额。”如此，则唐代天下诸州开元官

寺的设立是否即是诸州执行此敕的结果，就成为一

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李之勤先生业已指出，唐玄宗

此敕要求被改额为开元官寺(观)的寺院(道观)应当同

时满足“郭下”和“形胜”两个条件，并以此解释邠州

龙兴寺改额为开元寺的原因。虽然，据现存史料，

我们无法知晓唐代诸州府官员在设立开元官寺时

是否严格执行了此敕的要求和标准。但是，依据现

有文献的记载，尤其是若干有关开元寺的详细记

载，可以反推这些开元寺是否符合玄宗此敕的要

求。所谓“郭下”，即位于州府治所郭城之内或城外

附近；所谓“形胜”，即地理位置优越、山川壮美之

地，就“寺、观”而言，或可引申为地理位置优越、建筑

规模宏伟壮美之意。

以下先将各种史料中开元寺的位置信息列表如

下（表2），作为考察开元寺是否符合“郭下”标准的依

据。表中资料的文献来源范围、成书年代要求均与

上节相同，不再赘述。

首先来考察“郭下”的要求。据上表可知，现存

资料中各州开元寺位置可考者共26例，其中位于州

治城内者 13例，位于城外近郊(二里以内)者 12例。

除歙州1例距离州城较远(去城十里)外，其余各州开

元寺均位于州治城内或城外近郊，显然符合“郭下”

的要求。其实，唐代“郭下”一词的含义较为模糊，既

有城内之意，又有城外近郊之意。“去城十里”的歙州

开元寺虽很难被定义为“郭下”，但该寺于元和十五

年(820)以换额形式迁入城内。以此言之，则诸州在

设立开元官寺时对于必须位于“郭下”的要求亦基本

遵守。

其次是“形胜”的要求。此点只能从前述 7例沿

革可考的例证中寻找答案。前已论及，邠、魏、青、

福、泉 4州开元寺皆是由龙兴(中兴)寺改额而来，此

四州开元寺皆是当州形胜大寺。其余3例中淄州开

元寺沿革记载较详，《宝刻丛编》卷 1引《集古录目》

著录其寺碑云，“唐开元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

并书。开元寺，隋所建，本名正等。唐初改曰大

云。中宗初，沙门玄治重修，又改曰神龙寺。玄宗

亲书额，改为开元。碑以开元二十八年七月立。”

显然，能在武周时期充当大云寺，中宗朝改为神龙

寺(可能是龙兴寺之误)，再到玄宗朝改额开元寺，

可知此寺当为淄州形胜大寺无疑。其余杭州、朗州

2例开元寺虽有简略沿革，但难以据此推知其寺院

规模。考虑到“郭下”与“形胜”同时具备是被改额

为开元寺的前提条件，加之改额开元寺乃是一寺获

得敕立官寺地位的捷径，这种地位实际上也是一种

有效的护身符，因此各州符合条件的被选定寺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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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改额者自应少之又少，亦可据此推知“郭下”与

“形胜”两个要求在开元官寺设立过程中皆得到了

较好执行。

由来可考的 7例开元寺皆是由原有寺院改额而

来，如邠州(由中兴寺改额)、淄州(由神龙寺改额)、魏
州(由中兴寺改额)、杭州(由方兴寺改额)、越州(由大

善寺改额)、福州(由龙兴寺改额)、泉州(由龙兴寺改

额)、朗州(由宝刹寺改额)等，尚未发现有新建开元寺

的例证。其中有 4例系由龙兴(中兴)寺改额而来，

即邠州、魏州、福州和泉州。这在开元官寺设立敕令

中并无依据，但敕令内容亦未明令禁止将龙兴寺改

为开元寺，应是地方官认为未明令禁止就是默许，故

而选择将当州龙兴寺改为开元官寺。

地方官选择龙兴寺而非其他寺院，恐怕也是为

了符合敕令中所要求的两个条件：其一是必须位于

“郭下”，即州城城内及城外近郊；其二是“形胜”，即

必须是一州大寺，宏伟壮观。邠州开元寺“碧丹之

丽，栋宇之壮，为日久矣。开元廿六年，……诏以此

寺为开元寺”。《泉州开元寺新修佛殿记》云，泉州在

选择寺院时“卜胜无以甲兹”，《魏州开元寺新建三

表2 现存史料中位置可考的唐代开元寺及其位置

所在州府(今地)
郑州(今河南郑州)
登州(今山东蓬莱)
并州(今山西太原)
潞州(今山西长治)
忻州(今山西忻州)
魏州(今河北大名)
定州(今河北定州)
赵州(今河北赵县)
贝州(今河北清河)

蓬州(今四川仪陇县南)
隋州(今湖北随州)
扬州(今江苏扬州)
楚州(今江苏淮安)
歙州(今安徽歙县)
建州(今福建建瓯)
洪州(今江西南昌)
袁州(今江西宜春)
鄂州(今湖北武汉)
澧州(今湖南澧县)
岳州(今湖南岳阳)
永州(今湖南零陵)
邵州(今湖南邵阳)
沙州(今甘肃敦煌)
崖州(今海南海口)
龚州(今广西平南)

振州(今海南三亚崖州)

开元寺位置

子城东南隅

城西南界

城内

城内

城内

城内

城内

州南

城里

城南

城东二里

城内

城内

去城十里——城内

城内

城东

城北

城南一里

州治(城内)
城南

州南二里

城东

城内

城内

城东(平南县东)
城西百余步

资料出处

《太平广记》卷123《报应二十二·冤报》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

敦煌遗书P.4648《往五台山行记》

敦煌遗书P.3937《往五台山行记》(拟名)
《宝刻丛编》卷

《宝刻丛编》卷6《河北西路·真定府》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舆地纪胜》卷188《利东路·蓬州·景物下》

《舆地纪胜》卷83《京西南路·随州·碑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
《册府元龟》卷30《帝王部》

《舆地纪胜》卷129《福建路·建宁府·古迹》

《舆地纪胜》卷26《江南西路·隆兴府·碑记》

《舆地纪胜》卷28《江南西路·袁州·景物下》

《舆地纪胜》卷66《荆湖北路·鄂州·古迹》

《宋高僧传》卷20《唐澧州开元寺道行传》

《舆地纪胜》卷69《荆湖北路·岳州·古迹》

《舆地纪胜》卷56《荆湖南路·永州·景物下》

《舆地纪胜》卷59《荆湖南路·宝庆府·景物下》

敦煌遗书S.5309《瑜伽师地论》卷30题记

《唐大和上东征传》

《舆地纪胜》卷110《广南西路·浔州·古迹》

《舆地纪胜》卷127《广南西路·吉阳军·景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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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碑》则云“魏之招提，开元为大”，皆说明此三州

龙兴寺为当州形胜大寺，符合敕令要求。可以推知

这应是地方官选择将当州龙兴寺改为开元寺的直接

原因。

本节的讨论显示，现存宋代以前(含宋代)的史料

中，沿革可考的开元寺大致基本符合“郭下”和“形

胜”两个条件，这表明，地方诸州府显然执行了“每州

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的敕令。

四、结语

通过梳理唐代两京天下诸州大云寺在开元二十

六年以后的留存情况可知，存在时间可考的大云寺

中，至少有约一半的大云寺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继

续存在；唐代长安、洛阳两京的大云寺在中晚唐时

期同样继续存在，并均未被改额为开元寺。通过考

察沿革可考的开元寺是否系由大云寺直接改额而

设，可知目前所见沿革可考的7例开元寺中，并无一

例系由大云寺直接改额而来。这些均可证明《唐会

要》卷 48所谓两京及天下诸州大云寺“至开元二十

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之说并非史实，可能

亦非出自玄宗诏敕。虽然此句的确切史源尚待进

一步研究。

通过梳理沿革和方位可考的唐代开元寺的相关

资料，可知唐代地方诸州的开元寺基本均符合“郭

下”和“形胜”两个标准，表明《唐会要》卷50所载唐玄

宗“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

的敕令在唐代地方诸州得到了有效执行。

唐玄宗之所以向全国诸州颁布此敕，很大程度

上可能是为了接续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一个传

统。众所周知，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一个显著特

点，即观、寺并置。这是自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

制度开创的传统，除武周时期需特别借重佛教势力

制造女主临朝的政治合法性，只设立大云官寺而未

设官观外，高宗官寺和中宗官寺均延续了这一传

统。这一传统的背后，其实暗藏着李唐皇室追尊老

子为远祖，并通过尊崇道教提高皇室家族社会地位

的动机。与此相应，唐代只有在武周时期，佛教地

位在道教之上，其余时期均是道教在佛教之上。

因此，唐玄宗所颁“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

改以开元为额”的敕令，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接续

自高宗乾封元年开创的“观、寺并立”的官寺制度传

统。这也与玄宗开元时期不断崇道的系列政策相

吻合。

本文的初稿曾提交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第九期

(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 7月 8日)和第五届中国中古

史前沿论坛(西北大学，2017年 7月 25—26日)发表，

先后得到游自勇、李军、胡耀飞、杨志飞、王珂、葛洲

子等多位师友的指教，特致谢忱！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日]塚本善隆：《国分寺与隋唐时代的佛

教政策》，塚本善隆：《国分寺と隋唐の仏教政策並びに官寺》，

《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日中仏教交涉史研究》，东京：大东

出版社，1974 年，第 3—50 页。Antonino Forte, 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见[日]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

传〉研究》附论 2，京都大学，1992年，第 213—258页。高宗官

寺的相关制度参见拙文《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研

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②参见拙文《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世界宗教研

究》2018年第5期。

③参见拙文《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

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敦煌研究》2012年第

5期。

④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996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五○《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1029页。

⑥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六《唐大云寺禅院碑》，见新文丰

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 1辑第 12册，台北：新

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 8953页。关于《海州大云寺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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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相关研究，参见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

〈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⑦袁文撰、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卷六，北京：中华书

局，2007年，第64页。

⑧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大云寺弥勒重阁碑》，见

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0册，台

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5020页。

⑨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西宁：青海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7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

第8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户崎哲彦：

《唐代桂林佛教文化史初探》，见张培锋等编：《文学与宗教：孙

昌武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281页。

⑩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中研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3分册，第401页。

拜根兴：《唐〈李讯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见西

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创建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41—349
页。王媛媛在讨论大历以前唐代各地大云寺非摩尼教寺院

时，也注意到部分大云寺延续至唐代中后期的现象，参见王媛

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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