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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經

玄奘，俗姓陳，河南緱（gōu）氏（今河南偃師）人。他在青

年時，讀過很多佛經譯本，並且到過長安、成都等許多地方，向著

名的法師問過道。但是他感到許多佛教的理論問題還不能很好地解

決，於是決心出國到印度等地去遊學。

當時是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唐朝和西突厥的關係還比較緊

張，唐政府禁止人民從西北地區出境，玄奘一再申請到印度，都沒

有得到批准。他志向堅決，就獨自一人西走。在過玉門關後經過大

沙漠時，幾乎因缺水死去。到高昌時，高昌王麴（qū）文泰留他講

經，想讓他住下去。他拒絕了，繼續往西走。他戰勝了沿途的高山

峻嶺、飛沙走石、荒坡野林、毒蟲猛獸、暴客偵卒、關卡國界等困

難、障礙和危險，穿過了現在我國的新疆、中亞地區、阿富汗、巴

基斯坦，到達了印度。

當時印度最主要的佛教學術中心是那爛陀寺（今印度比哈爾

邦伽雅城西北），玄奘在那裏跟隨廟中地位最高、學問最好的戒賢

法師學習。此後，他繼續到各處遊歷求學。所有印度著名的學者，

他幾乎都請教過。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整個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一

次，他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雷利城）學術辯論大會上宣讀論文，

進行論辯，這個大會有十八國的國王和無數的各派學者參加，大家

都很佩服玄奘學問的精深。玄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僅以自己的學

說豐富了佛教哲理，同時也將我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帶給了印度和

巴基斯坦人民。他回國後，又把中國古代的重要哲學著作─老子

的《道德經》翻譯成梵文（印度古文字），介紹給印度。

貞觀十七年（643），玄奘攜帶了他歷年尋訪所得的佛經、

佛像等，離開印度回國。貞觀十九年（645）正月，玄奘回到長

安。從這年春天起，他便專心一意地開始進行佛經的翻譯工作。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辛勤勞動，玄奘把梵文佛經七十五部（總計

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譯成了漢文。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還翔實地記載了當時唐朝國境以西的一些國家的歷史本

末、風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山脈河流、生產情況等。這

部書成為研究這些地方和國家的古代歷史以及當時的中西交流的寶

貴資料。

（張習孔）

敦煌藝術

在現在甘肅省敦煌市東南四十多里的地方，聳立着一座陡壁懸

崖，崖壁上分三四層排列着像蜂窩一樣的洞窟。這就是舉世聞名的

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敦煌很早就是我國跟中亞、西亞文化交流的要地。大約從 4世

紀到 14 世紀的一千多年間，人們在這個長約三里的莫高窟開鑿了

一千多個洞窟。現在完好保存的有四百八十多個，其中十分之七是

隋唐五代時開鑿的。洞窟裏保存到現在的塑像有兩千多個。如果把

那裏面的壁畫一一連接起來，長度可達五六十里。

敦煌莫高窟裏面的彩塑，最大的高達三十三米，和北京的前門樓

高度一樣。這些巨大彩塑都是石胎泥塑的，在鑿窟時就把佛像的體形

輪廓鑿出，然後在外面再加泥塑。一般小的彩塑則是用泥做胎的。

彩塑一般都是佛、菩薩、彌勒的塑像，也有力士的塑像。這些

塑像栩栩如生，精神煥發，如第 194窟裏的菩薩塑像，面龐圓潤，

眼瞼低垂，嘴微微張開，露出嫵媚的微笑，與其說它是神像，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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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我國美麗婦女的造像。同窟的力士像，則昂頭張嘴，肌肉緊

張，青筋暴露，活現出威嚴勇猛的性格。在這大量的塑像中，包羅

有極為豐富多彩的藝術典型。有的塑像秀骨清神，有的豐肌腴頰，

有的體態玲瓏，有的氣魄雄壯；所用的色彩也明暗不一，有的樸素，

有的華麗。它們不但顯示出了我國古代彩塑匠師們的高度智慧和卓

越的創造才能，同時也表現出了各時代的不同藝術風格。

莫高窟的壁畫，是先用泥摻雜碎麥草或麻筋塗平窟面，然後塗

上一層薄石灰，再在上面着色繪製的。這些壁畫大多色彩絢爛，構

圖宏偉，線條流暢，所畫的內容主要是佛教故事。

壁畫中有一部分是運用豐富的想像力來描繪西方極樂世界的

（佛經說人死升天堂，天堂在西方，那裏是極樂世界）。畫面中的西

方樂土是殿閣嵯峨、池水清麗的地方。那裏有釋迦牟尼佛端坐在中

央的蓮花寶座上，環繞在他周圍的有許多羅漢、菩薩和護法。上面

祥雲繚繞，並有「飛天」和神鳥翱翔上下。

壁畫中，還有相當一部

分是各種姿勢的菩薩像。其

中，唐代的菩薩像最為優美並

且富於變化。

另外，有些壁畫根據佛

經，繪出釋迦牟尼在他無數世

以前捨身行善的故事。有些壁

畫畫的是佛講經說法的故事。

壁畫中的許多「飛天」

─美麗地飛在天空中的小菩

薩，拖着輕軟的飄帶，在空中

上下迴旋，神采奕奕，姿態動

人，最為人們所喜愛。

敦煌的壁畫、彩塑和藻井（彩繪的窟頂），美妙瑰麗，是祖國

優秀的藝術遺產，也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藝術寶藏之一。列強

在舊日反動政府的縱容和包庇下，從莫高窟盜走了不少珍貴的壁

畫、彩塑和藏在窟中的經卷。

（曹增祥）

五代十國

黃巢起義失敗後，唐政府名存實亡，許多新起的藩鎮互相攻

伐，割地稱雄。當時盤踞在黃河流域的主要勢力有山西的李克用和

河南的朱溫（全忠）。李克用是靠鎮壓農民軍壯大起自己力量的沙

陀族首領，朱溫是農民起義軍的叛徒。904年，朱全忠挾持唐朝皇

帝到洛陽，操縱了中央政權。907年，朱溫代唐稱帝，改國號為梁，

史稱後梁。後梁以汴（今河南開封）為都城。歷時二百九十年的唐

朝正式結束，從此開始了 「五代十國」的歷史。

923年，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xù）在魏州稱帝，建國號叫唐，

史稱後唐。不久，李存勖消滅了後梁，把都城遷到洛陽。

936年，後唐的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借契丹（後改號為遼）兵滅

掉後唐。石敬瑭被契丹統治者冊立為 「大晉皇帝」，建立起後晉。

從此，幽雲十六州（在今河北與山西北部）被割讓給契丹，那裏的

漢族人民長期處於契丹貴族的統治之下。

石敬瑭對幽雲十六州土地和人民的出賣，並不能滿足契丹貴族

無止境的貪慾。946年，遼軍攻入後晉都城開封，活捉了後晉皇帝

石重貴（石敬瑭之姪），河北地區完全為契丹貴族所佔領。契丹統

治者派兵馬輪流到各處劫掠，稱之為「打草穀」。遼太宗耶律德光敦煌壁畫《反彈琵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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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封即位稱帝，並改穿漢人服裝，以麻痹漢族人民。北方人民對

於契丹軍隊的殘暴行為，非常痛恨，到處組織義軍，起來反抗。耶

律德光看見形勢不妙，在侵入中原後兩個月，就託名避暑，率軍北

逃。後晉將領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太原建立政權，趁機領兵進入開

封，宣佈自己為漢皇帝，史稱後漢。後漢政權建立僅僅四年，就被

其部將郭威所滅。

郭威殺死後漢的皇帝（劉知遠養子），建國號周，史稱後周，

仍都開封。

這就是北方先後建立的五個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

漢、後周，歷史上稱為 「五代」。五代統治的地區，僅是黃河流域

一帶（有時也包括四川在內）。至於淮水以南至廣東的廣大地區，

則先後為九個小國所分據。它們是：

一、前蜀：王建所建，在今四川。

二、後蜀：孟知祥所建，在今四川。

三、吳：楊行密所建，在今淮河以南和長江中下游兩岸地區。

四、南唐：吳的大臣李昪（biàn，徐知誥）奪取吳的政權自立

為王。

五、吳越：錢鏐（liú）所建，在今太湖流域和浙江一帶。

六、閩：王潮、王審知兄弟所建，在今福建。

七、楚：馬殷所建，在今湖南。

八、荊南（南平）：高季興所建，在今湖北江陵一帶，是最小的

一個政權。

九、南漢：劉隱所建，在今兩廣一帶。

除南方九國外，還有一個割據太原的北漢。北漢是郭威滅後漢

的時候，河東節度使劉崇（後改名劉旻， 「旻」音 mín）建立的，在

今山西一帶。

以上就是所謂的 「十國」。

在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的梁、唐、晉、漢等朝長期進行割據戰

爭，給人民帶來許多災難。除田賦外，統治者還野蠻地向農民徵收

名目繁多的雜稅。農民的牛死了，政府出很少的錢硬把牛皮買來做

軍用品，後來要了牛皮不給錢，最後還不管牛死沒死，也不管有沒

有牛，都強迫農民出錢給政府，取名 「牛皮錢」。農民有農具要納

稅，過橋要納稅，吃鹽要納稅，不管喝酒不喝酒也要納稅。田賦每

一斛（當時以十斗為一斛）要加收兩斗，叫作「雀鼠耗」，說是要

補償糧食存入糧倉後被麻雀和老鼠吃掉而造成的損耗。地方官在他

們管轄的地區內橫徵暴斂，方法更是多種多樣，如後晉歸德節度使

趙在禮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的行為很是殘暴，當他調職的時候，

老百姓高興地說：「這回可拔去了眼中釘。」不久，他又調回來，便

明目張膽地要宋州老百姓每人交納「拔釘錢」一千文。吳、越、楚、

閩、南漢等國還有所謂 「身丁錢」（人口稅），這也是以前所沒有的。

（張習孔）

周世宗柴榮

五代十國時期，各地割據勢力紛紛稱帝稱王，互相戰爭，契丹

貴族不斷南侵，燒殺搶掠，人民受盡剝削和壓迫，生活非常痛苦。

到了後周時期，社會情況有了改變。周太祖郭威即位後，進行了一

些減輕人民痛苦的改革。戶口增加了，北方的經濟情況漸漸好轉。

954年，郭威病死，柴榮（郭威的養子）繼位，他就是周世宗。

在經過長期混戰以後，廣大的人民急切要求恢復社會經濟，結束分

裂割據局面，解除契丹侵擾的威脅。在這樣的形勢下，柴榮採取了

各種措施，整頓吏治，發展生產，並在穩定內部的基礎上，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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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南北的工作。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社會經濟方面：柴榮即位後，進一步減輕了對人民的剝削，

把部分官田和全部無主荒田分給農民耕種，來恢復農業生產。他還

下令裁減境內的寺院，把原有的三萬三千多所寺院，裁減成兩千

多所，從寺院收回了不少田產，解放了不少勞動力。在抑制寺院勢

力以後，他又下令把民間的佛像、銅器一齊收集起來，由政府付給

一定代價，然後把這些佛像、銅器銷熔鑄錢。為了使農業增產，柴

榮前後幾次下令興修水利工程，尤其是對黃河下游的各處決口，更

加注意及時修補。長期淤塞的汴水，經過疏導以後，江淮的糧食貨

物，都可以由這條水路集中運到京城開封。

二、政治軍事方面：柴榮在位期間，屢次下詔求賢，提倡節儉，

停止地方上貢，嚴懲貪官污吏，調整州縣行政機構，裁併鄉村，整

頓里甲，清查戶口。同時，他還進行了整頓軍隊的工作，嚴懲臨陣

逃跑的將校，精選禁衞軍，整肅了軍紀，加強了中央的軍事力量。

三、統一戰爭方面：柴榮在內部局勢取得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開

始進行統一全國的事業。 955年，他派鳳翔節度使王景領兵進攻後蜀，

連克秦（今甘肅天水）、成（今甘肅成縣）、階（今甘肅武都）等州。

第二年，柴榮親自率軍攻打南唐，前後花了將近兩年半的時間，打到

長江邊，迫近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958年，取得南唐的江北

十四州，在戰略上取得了絕對優勢。這時柴榮考慮到，要渡江南下，

必須先解除北方遼的威脅。959年，柴榮率大軍北伐。所過之地，遼

的守將望風歸降。出師僅四十多天，就連下三關─益津（今河北霸

州）、瓦橋（今河北雄縣）、淤口（今河北霸州東），並收取了瀛（今

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易（今河北易縣）三州十七縣。正

當後周軍隊繼續向北挺進，準備收取幽州（今北京市）之際，柴榮突

然患病，全軍只得停止前進，退回開封。不久，柴榮就病死了。

柴榮雖然沒有能夠親身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但在他在位的短

短五年多的時間裏，他能夠致力於革新政治、恢復生產、整頓軍隊

等工作，使社會秩序得到安定，階級矛盾趨於緩和，國家實力得到

增強。他在結束 「五代十國」長期紛擾割據的社會局面、使中國重

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中，是很有功績的。

（張習孔）

陳橋兵變

周世宗柴榮死後，他的兒子柴宗訓繼位。柴宗訓這時年方七

歲，由他的母親符太后掌管政權。

這時，殿前都點檢（皇帝親軍的最高長官）趙匡胤，看到後周

孤兒寡婦當政，就暗地裏和其他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為十兄弟，

陰謀奪取後周的政權。

柴宗訓即位的第二年（960）正月初一，當後周的君臣們正在

大排筵宴、歡慶新年的時候，突然接到了緊急邊報，說北漢和遼合

兵，大舉南犯。符太后和執政大臣們不辨真假，倉促派遣趙匡胤等

率領禁軍前往抵禦。初三晚上，趙匡胤帶領大軍在陳橋驛（開封東

北四十里）宿營。這天深夜，軍中一部分將官，在趙匡胤的弟弟趙

匡義和謀士趙普的策劃鼓動下，發動兵變，聲言要擁立趙匡胤做皇

帝。這時，趙匡胤假裝酒醉不醒。第二天天明，諸將直接擁進趙匡

胤的寢所，把一件黃袍披在他的身上，都向他跪拜，高呼萬歲。

趙匡胤黃袍加身後，立即回師開封，廢掉了後周的皇帝，自己

正式做了天子，改國號為宋，定都開封（改稱東京），歷史上稱為

北宋。趙匡胤就是後世所稱的宋太祖。

（劉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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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字  軍

南宋政權在建立初期，一直處在漂泊移徙、動盪不定的情況

下。為了取得人民對新政權的信任，宋高宗起用了堅持抗戰的李綱

做宰相。李綱堅決反對議和，向宋高宗提出了施政的十項建議，積

極準備北伐。李綱能夠看到當時北方人民抗金的偉大力量，主張聯

合各地的義軍來夾擊金軍。為了收復中原，他派張所為河北招撫

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分別在大名（今河北大名縣南）、陝州（今

河南陝縣）設立招撫司，專門辦理招集義軍的工作。

女真統治者在滅遼以後，進一步對黃河南北各族勞動人民─

特別是對漢族人民，加緊武裝掠奪和民族壓迫。黃河兩岸各地的人

民，紛紛團結起來，展開自衞的戰爭。靠山的結為山寨，傍水的結

為水寨，其中最著名的是太行山區的 「八字軍」。

八字軍為了表示他們抗金的決心，每個人臉上都刺着「  赤

心報國」等八個字，所以人們稱他們為八字軍。八字軍的首領王

彥，原來是宋朝的都統制，曾經隸屬於張所的部下。1127 年秋

天，張所派王彥率領部將岳飛等部眾七千人渡過黃河，抗擊金

兵，收復了新鄉。後來不幸被金兵包圍，八字軍部眾潰散，王彥

便率領餘部退到太行山。從此，王彥便領導了八字軍。由於八字

軍英勇頑強的鬥爭，各地的忠義民兵，如傅選、孟德、劉澤、焦

文通等十九寨義軍，都自願接受王彥的領導。他們的聲勢不斷擴

大，由七百餘人迅速發展到十萬餘人。他們在太行山上，建成綿

亙數百里的山寨，尋找機會，邀擊金兵；等到金兵大舉進攻時，

他們就 「且戰且行」，轉移陣地。他們和金軍打了一百多次仗，

給了金軍沉重的打擊。

有一次，金軍統帥命令他的部將們一起向八字軍進攻，這些部

將們都跪下哀告，說： 「王都統（王彥）的營壘像鐵石一樣堅強，

根本沒有辦法攻克，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們去，就請你把我們處死

吧，我們是沒有膽量去進攻的。」金軍統帥沒有辦法，只得改變策

略，派遣騎兵去截斷義軍的糧道。王彥聽到了這一軍報，親自率領

義軍在中途邀擊，大敗金軍。八字軍的聲勢從此更加盛大，成為金

軍後方一支非常活躍的抗金力量。

（張習孔）

黃天蕩之役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春天，金軍大舉南侵，直逼揚州，宋

高宗從揚州逃往江南。1130年 1月，南宋防守長江防線的杜充兵潰

投降，金兵渡過長江，佔領了建康，攻陷了臨安。宋高宗逃到越州

（今浙江紹興）、明州（今浙江寧波）、定海，最後被逼乘船逃到海

上，在浙江沿海漂泊了三四個月。

當金兵南侵時，南宋的人民，紛紛奮起抵抗，到處襲擊敵

人，截斷敵人的糧道。金兵統帥兀朮（wù  zhú）感到自己留在江

南的兵力太單薄，害怕腹背受敵，不得不於 1130 年春天從江南往

北撤退。

當時，韓世忠正駐防在今上海松江一帶，他探知金兵有北撤的

企圖，隨即帶領八千人馬移駐鎮江，在長江的金山（山在江中）一

帶險要地方佈防，準備截江阻擊金兵。

金兀朮調動全部兵力，打算強渡長江。韓世忠和他的夫人梁氏

指揮宋軍在鎮江附近的黃天蕩嚴密戒備，截斷金兵歸路。金軍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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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宋軍奮勇殺敵，梁氏擂鼓助戰，士氣異常高漲。金兀朮無法

渡江，被韓世忠的部隊嚴密地封鎖在黃天蕩。

金兀朮覺得渡江不得，戰又不利，派人來向韓世忠求和，表

示願把掠奪的財物全數留下，希望宋軍讓他們渡江北歸，韓世忠不

許。金兀朮無計可施，要求和韓世忠當面談判。韓世忠提出兩個條

件：一是歸還金軍侵佔的全部土地；二是把擄去的宋朝皇帝徽宗、

欽宗立刻送還。

金兀朮看到求和不成，於是在黃天蕩一帶搶劫了一千多條民

船，準備趁黑夜突圍，結果遭到了宋軍的堅強反擊。金兵在黃天蕩

被韓世忠軍阻截了四十八天，後來，金兵偷偷地開鑿了一條通往長

江的大渠，在一個夜晚，駕着小船，一面縱火，一面放箭，在宋軍

防守薄弱的地方突出重圍，倉皇逃去。

（張習孔）

岳  家  軍

宋代民族英雄岳飛（1103— 1142）的抗金事跡，數百年來在人

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1129年至 1130年，金兀朮率領大兵南下，長驅直入長江以南

沿海地區，原想一舉消滅南宋政權，但是遭到了各地人民的英勇抵

抗，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岳飛率領的部隊，在廣德（今安徽東南）

一帶，屢次挫敗金兵，取得很大勝利。1130年， 「岳家軍」在常州

（今江蘇南部）一帶打了好幾次勝仗，金兵被迫退到鎮江以東地方。

在各地人民的沉重打擊下，佔領建康（今江蘇南京）的金兵打算從

靜安鎮（今江蘇江寧西北）渡江逃跑。岳飛探明敵人撤退的情況後，

隨即率領部眾直趨靜安，在清水亭，又把金兵打得大敗，並且乘勝

收復了建康城。

《中興四將圖》，該圖描繪了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左一）、張俊（左三）、韓世忠
（左四）和劉光世（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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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家軍」轉戰各地，紀律嚴明，即使在糧草接濟不到的時候，

也不侵犯民間一草一木。他們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

（劫奪）掠。」「岳家軍」對人民秋毫無犯，受到了廣大人民的熱烈

擁護和愛戴。

「岳家軍」是南宋初年抗金的一面旗幟。在長期戰鬥中，他們在

敵人面前，充分表現了有進無退的精神；即使敵兵常常使用排山倒

海之力，也不能把他們的陣營稍稍動搖，因而在敵人軍營中對 「岳

家軍」也有了這樣的評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張習孔）

郾城大捷

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夏天，金兀朮再次興兵南侵，戰線

東起淮河下游，西到陝西。南宋政府派岳飛帶兵到河南去抵抗。這

時，在東路，南宋將領劉錡在順昌（今安徽阜陽市）大敗金兵主力；

在西路，另一南宋將領吳璘，堅守扶風（今陝西扶風縣），金兵屢

攻不下；北方的民兵，在金兵後方異常活躍。

岳飛北上以後，把大本營屯駐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在大舉進

攻之前，岳飛一面派遣部將牛皋（gāo）、張憲等人，分路收復河南

各地；一面又派遣義軍首領梁興等人重返太行山區，組織和領導河北

地區的民兵，策應北上的軍隊。在很短的時期裏，宋軍先後收復了潁

昌（今河南許昌）、鄭州、洛陽等地。宋軍的聲勢震動了中原。

金兀朮為了阻止岳飛的進攻，親率精銳的「鐵塔兵」和「拐子

馬」一萬五千餘騎，從開封南下，向郾城反撲。「鐵塔兵」是兀朮的

侍衞親軍，士兵「皆重鎧全裝」，看起來好像鐵塔一般。「拐子馬」

指的是左右翼騎兵。兀朮每次作戰，照例以 「鐵塔兵」列在正面，

「拐子馬」佈列兩側，一齊衝鋒。岳飛看見兀朮親自率兵來攻，於是

命令自己的士兵，和敵人騎兵交戰時，各人都手持麻扎刀、大斧，

上砍敵人，下砍馬腿。雙方自申時（指下午三點到五點）鏖（áo）

戰到天色昏黑，金兵大敗而逃， 「岳家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郾城大捷，鼓舞了北方人民抗金的勇氣。中原地區的廣大人

民，爭先恐後地給 「岳家軍」運糧食，做嚮導，送情報。在人民的

支持下， 「岳家軍」乘勝攻下了朱仙鎮（在開封附近）。岳飛看到汴

京快要收復，興奮地對戰士們說： 「我們很快就要直搗敵人的老巢

─黃龍府，到那時，為了慶祝勝利，我要同大家痛飲一場！」

（張習孔）

秦    檜

為了紀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飛，人們在杭州西湖風景秀麗的棲霞

嶺南麓，特意營建了一座岳王墓；墓前，還有一對用生鐵鑄成的秦

檜夫婦跪像。

秦檜是陷害岳飛的奸臣。北宋末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時，宋統

治集團中的主和派主張與金謀和，秦檜自告奮勇當了求和「使者」。

後來秦檜被金兵俘虜，他就和金貴族拉上了關係。1129年，金大將

撻懶帶兵由山東向南侵犯，秦檜被派作他的軍事參謀，一同隨軍南

下。金兵圍攻楚州（今江蘇淮安市）時，所發佈的勸說楚州軍民投

降的文告，便是秦檜寫的。1130年，秦檜攜帶全家大小從金佔領區

回到南宋。當時有很多正直的官員都紛紛議論，說秦檜是奸細；可

是由於秦檜的賣國活動和宋高宗的投降意圖正相吻合，因此他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