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楊澍，女，1986 年 5 月出生於河南省鄭州市。先後於同濟大學和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獲得建築

學學士、碩士學位。2012 年 9 月進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師從王貴祥教授，2017 年 7 月獲工學

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建築法式制度、漢地佛教寺院與建築、鄉土建築保護、中

西方建築交流，同時從事西方建築理論經典著作翻譯工作。

提    要

《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和《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是初唐僧人道宣以古印度舍衛城祇洹

寺及寺中戒壇為主體創作的兩部作品。本書以《祇洹寺圖經》和《戒壇圖經》為研究對象，在

其基礎上結合其他相關材料，對圖經的寫作背景、創作目的、流傳情况以及其中所蘊含的規劃

思想等進行了全面分析。同時根據已知的唐代建築信息，對這兩部作品中用文字構建出的龐大

寺院進行可能形象的推測，以進一步深化對隋、唐漢地佛教寺院的殿閣配置、空間格局與發展

演變的認知。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兩本圖經的基礎研究。在這一部分，本書首先回顧了道宣

的生平與著作，對其駐錫地和作品中出現的寺院建築進行梳理，爬梳經文與傳記裏有關祇園的

描寫，並考察真實世界中祇洹寺的考古發掘情況和「祇園」一詞在中國的流傳。接下來，本書

從宗教環境和寺院建設兩方面對道宣所處時代進行分析，並結合道宣在經文中的自述對其寫作

兩本圖經的真實目的做出闡釋，明確道宣的寫作目的在於通過對佛教建築空間、式樣及尺度的

規定，使寺院建設有法可依，使其建築中的一磚一石都能彰顯佛法的精要。與此同時，本書亦

從文獻角度整理兩本圖經的資料來源，對圖經成書之後的流傳情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證。

第二部分是兩本圖經中建築及其可能形象研究。本書首先對《祇洹寺圖經》、《戒壇圖經》

和《戒壇圖經》所附「祇洹寺圖」三份材料中寺院的基本格局和其中「中佛院」內各建築的形

式與功能進行概述，並對比其與現存或史料中可考寺院建築的異同，確認了兩本圖經中的寺院

乃基於現實寺院模式寫作而成，是道宣對南北朝以來漢地佛教寺院布局發展的一個總結。接著

對唐代佛教寺院中的別院進行考察，根據功能和形式的不同將圖經中的別院進行分類，並探討

了《祇洹寺圖經》裏幾個特殊的別院功能配置。同時本書詳細解析了兩本圖經中所描繪的戒壇

並討論了圖經中體現出的寺院規劃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書從圖經

中寺院的基址規模入手，將其置入唐長安城的尺度中進行比較，發現它的比例與規模同道宣曾

經駐錫過的西明寺所在之延康坊及周圍七坊所圍合成的八坊之地非常接近。隨後統計出祇洹寺

院落的數量與佔地面積，並將祇洹寺道路進行分級，繪製出《祇洹寺圖經》和《戒壇圖經》中

寺院的總平面圖。最後對圖經中主要建築物進行了單體建築的可能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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