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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探讨了中土观音女性化成因问题，归纳为三大类型 ：佛教中国化论、中国文化建构论和佛陀“相好”女性化论。在受

到广泛认可的“本土化”分析基础上，引入了学术研究中一个新颖的理论观点，即佛陀“相好”的女性化为佛教造像及女性
观音出现奠定了基础，并对“观音女性化”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补充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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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庆阳市北石窟寺所刻菩萨极可能是观音，除
女性美外其前胸由扁平变得丰满，女性独有的乳房

观音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菩萨，其形象一般以女

被表现得尤为突出。又据画史记载在唐代有绘水

性出现。观音出自何经典，为何得到中国民众的广

月观音变相，虽无有实物遗留但此变相在敦煌莫高

泛信仰祟拜，何时变性，如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这

窟［3］、安西榆林窟中多见，其主尊水月观音菩萨长

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发披肩抚膝坐于山旁，亦不再赤袒上身，具女性独

观音原译观世音，又译自在、观自在，唐代避

有特质。这为研究唐代《水月观音变相》提供了重

唐太宗李世民讳简称观音，后代沿习。释迦牟尼初

要参证，从而两位学者推论唐代水月观音的大致形

创佛教，旨为修道者寻求精神解脱与灵魂净化，其

象，亦证那时已有女性观音出现。

佛典属小乘佛教，而后大乘佛典才出现观音。观世
音传至我国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在西域僧人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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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公元 344 —413 年）译《法华经》前几年已有

印度佛教的观音呈男性，基于印度传统佛教歧

经籍提及。罗什所译经书初名《妙法莲花经》，简称

视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只有在转为男身之后才能得

《法华经》。经文卷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专载大

道的背景。古印度是一个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

慈大悲、救苦救难内容，故又称《观世音经》或《小

舍、首陀罗四大种性的等级社会，女性地位同于最

品法华经》。

低贱的首陀罗。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的佛教徒

1

观音造像女性化时间的考定
据文献记载，清赵翼在《咳余丛考》一书中认

都是男性，过禁欲行乞生活，严禁女性入教，并认
为妇女与禽兽、魔鬼三者都是佛徒修行学道的大敌
和破坏者［4］。据婆罗门教经典《梨俱吠陀》记载，

为六朝时期观音已变女相，清董文庵在《见道集》

在印度固有的婆罗门教中已存在观音崇拜。原始

里认为唐宋时观音女性化，明胡庆麟在《庄岳委谈》

佛教在巩固和发展的同时吸收婆罗门教观音信仰

中主张始于宋时，明王世贞则主张始于元、明间等。

创造了名为“马头观音”的菩萨，其形象是小马驹。

在当代，赵克尧［1］指出前述诸论都忽略了此问题的

公元前后，随着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完善，
“马头观

渐变过程，提出观音变相大体经历了三阶段 ：
“始于

音”开始改作男身。藏传佛教中观音也多呈男相，

东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定型于宋 ；沿习至今”。而

“莲花手”作为最典型观音身形之一，是藏族第一位

孙修身和孙晓岗［2］不认同赵先生以敦煌菩萨、观

男性祖先及主要保护神。观音最初“威猛大丈夫”

音的形象来确定女性化时间，但认同在唐代已有表

的形象在传入中土后渐渐被慈悲祥和的女性取而

现观音定德女像的观点，除赵先生所举外补充在今

代之，对于其女性化成因解释很多，本文根据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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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和资料分为三大类型论述。
2.1

39

观音大慈大悲的属性。

佛教中国化论
徐华威和王水根认为，早期救苦观音与《妙法

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成为中

莲华经》、
《华严经》及相关佛经传入并被译为中文

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三纲五常”为

［5］

密切相关

。汉末魏晋战乱频繁、民族矛盾、阶级

另外，中土孝道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汉代

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

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冲突都十分尖锐，人们极力寻

观音信仰流行及性别转变与这种孝道思想联系密

求超自然神力庇护以摆脱现实苦难。《法华经》的

切［8］。人们除了逢凶化吉、消灾解难之外的最大愿

传译恰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相比远在西方极

景就是传宗接代。而观音作为生育之神，从情理与

乐世界遥不可及的佛，观音能够出莲座历下界，主

生理而言都以女性为宜。后世在民间出现的送子

张“随类化度”，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

观音等中土化观音，更是孝道思想与观音信仰融合

生苦”。同时僧人们的广泛宣传使《法华经》的社

的典型产物。

会影响不断扩大。“户户观世音”生动概括了观音

2.3

信仰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于君方认为显教和密

佛陀“相好”女性化论
徐世民学者认为，学界探讨观音女性化成因的

教的经典在观音信仰的引入与传播中扮演了重要

研究很多，成果丰富，然而佛陀“相好”之女性化

。温金玉也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小乘经典

“知
不曾被提及［9］。“佛陀”在梵文中意为“觉者”、

被大乘思想所淹没，中土主要盛行的大乘佛教中佛

者”、
“觉”，
“觉”包含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和觉

［7］

。如《妙法莲华经》、
《维

行圆满三层含义，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菩萨在

摩诘经》宣扬男女平等，皆可成佛。这些佛教经典

梵文中意为“觉有情”、
“道众生”，指成就众生，有

不仅为观音女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观音女性

天上觉悟的慈悲者，也指按大乘佛教修行并于将来

化创造了社会接受心理环境。

可以成就佛果位的修行者，其修行只有“自觉”和

［6］

角色

陀呼吁佛法无男女之别

除 上 述 原 因，赵 克 尧、孙 修 身、孙 晓 岗 等 学

“觉他”二品位，缺“觉行圆满”，成就次于佛。佛陀

者［1-2］强 调 观 音 女 性 化 是 在 佛 教 中 国 化 的 过 程

的庄严身相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和“八十种随形

中出现并逐渐发展的，佛教与中国儒家学说相融

好”，在佛经中常以“相好”简称，是对佛陀外貌的

互通。在敦煌遗书中有大量儒家经典存在，在敦

具体描述。佛陀“相好”中的很多部分都表现出女

煌十余座寺院里还讲授儒家经典。随着佛教中国

性化特征，以《大智度论》为据摘录于下 ：
“面净如

化，其世俗化特点也更加明显，不仅出现了许多由

满月、眼如青莲花、眉如初生月、口出无上香、唇赤

中国僧人编撰、符合中国国情的所说的伪经，亦出

色、身洁净、身柔软、身润泽、皮薄细滑不受尘垢、

现了许多脱离佛教经典而创作的佛教艺术品，如

皮毛柔软细、指长纤圆、手足洁净软泽、手足赤白如

《水月观音经变相》。这些依据社会现实需求创作

莲花色、腨纤好如鹿王。”他认为，佛陀“相好”之

而成的观音形象标志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的完

女性化特征及其实体女性化造像为后世女性观音

成，是后期女性观音出现的社会根源。

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否则观音会与其他菩萨一

2.2

中国文化建构论
徐华威和王水根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女神信

样被当做男性崇拜。而在宋代及以前时期观音以

仰是重要影响因素，其根源是母系氏族社会观念的

出现并不妨碍其受到广泛欢迎。因此，女性观音的

［5］

积淀

。氏族社会中女性在生育和政治经济活动

男性形象出现并普遍流传也证明观音以男性形象
出现并非必需，而是人们在不断受到视觉刺激的过

中位居优势，部落的女首领深受成员拥戴和崇拜。

程中不自觉逐渐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道教、儒

早期神话的女神（如女蜗）体现出对女性的原始信

教及其他宗教中没有出现影响如此之大的神祗变

仰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族的

性而只在佛教出现的主要原因。

心理特性。同时，观音菩萨自身属性也为其女性化
提供了根据。观音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

3

观音形象考辨

萨”，度化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为拯救众人而

对于观音女性化这个说法本身也有学者认为

未成佛，施恩却不求任何回报。一般而言，女性慈

是不妥的，孙修身和孙晓岗提出了观音中性化的观

爱善良、极富同情心，易于亲近，观音女性化更符合

点［2］。首先，从佛教本身讲，在释迦牟尼初创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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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他的信徒都是男性 ；后来佛教发展为大乘教，

者的区别作出清晰的界定。对于为何观音以女性

观音也随菩萨神祗出现。一些佛教经典在解释这

形象显现而其他菩萨以男性显现的问题需要更进

一问题时，称其为中性，即非男亦非女。据《曼殊

一步的说明。佛教中国化论、中国文化建构论以及

师利经》叙述 ：
“此菩萨具有定、慧二德，主慧德者，

佛陀“相好”女性化论都基于观音形象的女性化是

名毗俱服，作男性 ；主定德者，名求多罗，作女形。”

由于观音本身性别的改变这一假设，但这种假设是

这是佛经对菩萨性别的说明，也就是说观音或男或

否成立仍需要求证。与之相对的观音中性论基于

［10］

。其次，敦煌乃至全国佛

观音本身具慧定二德（即阴阳两性），认为其形象的

教艺术的调查显示，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菩萨包括

改变是由于现实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否定了观音女

观音都具有女性形姿 ；但是又不具备区别男女的最

性化这一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观音形象的

主要特征即无突起乳房、上身作扁平形、有的极富

转变是无法忽视以观音女性化视角下所研究的文

女性的菩萨还有男性特有的胡子。神和形之间的

化因素的。

女根据实际情况而变

矛盾在菩萨的中性论下获得统一 ：观音形象是超自

以上所总结的文献和相关资料对于观音女性化

然的和谐美，既符合佛教要求，又迎合世俗期望。

成因的解释探讨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了，学者在各

自唐代开始出现表现观音定德的女像后其形象渐

个方面作出了严谨而完整的考察论证。然而，在理

趋一致 ；自宋元迄明清至今，女性观音造像遍及全

论解释方面，现有文献偏重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而

国。但应当说明的是，这并非观音的女性化，只是

综合性、联系性的论述较为欠缺 ；此外，对于观音信

表现了其定德之象，所谓的观音女性化，是在世俗

仰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考察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观念影响下依现实需要、脱离佛教经典而建构的。

同时，观音外在形象的变化和信众观念认同的内在

因此，根据观音中性论，不存在菩萨特别是观

一致性也有待论证。实际上，要对中土观音女性化

音女性化的问题，只存在何时以其慧性表现为主而

的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非易事，因为它涉

何时又以塑造其定德形为主的问题。观音菩萨本

及多方面问题，如果仅仅运用佛教中国化、文化建

身就具有慧定二德，即男女两性，随现实需要而变
化。其他菩萨据佛经而言也都是属于中性，亦无男

构、佛教经典及造像等的一般思路进行研究显然是
不够的［11］。若仅仅某一角度探讨很难获得满意的

女性别区分。

解决，因为它可能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深

4

总结与反思

层次问题，如从古至今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和社会
现实中的地位及社会角色、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整

在对中土观音形象女性化的成因解释上，佛

体脉络中主流文化中性别意识的发展和转变、中外

教中国化论和中国文化建构论将此变化置于中国

文化交流的互动中女性意识的觉醒等。这就要求研

文化视角之下，突出了佛教中国化、世俗化、本土

究者不仅要熟悉中国佛教史，还要对中国传统文化

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对观音

甚至世界文化发展史有较深的积累和全面深刻的认

形象的女性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其中，观音慈

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仅要充分运用宗教学、

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是否特指女性值得商榷。如倡

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还涉及到图像学、考古学

导“仁爱”的孔孟、倡导“兼爱”的墨子，同样是慈

等。所以，对中国观音女性化仅仅进行局部研究相

悲精神的代表。仅就佛教而言，从开始传入到后来

对容易，但系统深入的研究却相当困难［12］。

遍布的佛寺高僧中，
“慈悲”也主要以男性大德为代

在已有文献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启发下，本文提

表，而“救苦救难”、
“求子嗣”的说法也来诸如此。

出两点补充性建议。其一，加强对观音形象本身的

因此，这些说法只能说明观音广受欢迎的原因，而

考察，即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观音造像（绘画、雕

不能解释其女性化的转变。佛陀“相好”女性化论

塑）进行研究 ；另外，要综合考察造像者群体，尽可

在这种考量下，提出佛陀“相好”之女性化直接影

能多获取造像者信息包括造像者的身份、性别，造

响了佛教造像的女性化，并通过佛教造像又间接使

像的时间、地点，目的等。了解社会阶层、信仰内涵

得人们在视觉上将女性化特征集中到观音身上并

的变化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世

不断强化，最终导致了女观音的产生。这种说法将

俗化过程，而信仰者群体本身的变化与观音造型的

佛陀“相好”与观音菩萨紧密联系起来，但未对两

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观音形象的转化。其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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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观音性别转变发生在唐代以后，但人们何时
完全认同其为女性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外
在形象的变化与信众内在观念的变化在逻辑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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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Explanations about the Causes of Feminization of Avalokitesvara in China
WANG Ru-che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auses of feminizaion of Buddhism Guanyin and classifies the causes into
three main types: Buddhism Sinicization Theo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and Buddhism appearances
femi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idely-acknowledged localization, it introduces an original opinion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i.e. Buddhist appearances lays foundation of feminizing Buddhist statues and Avalokitesvara,
and proposes some supplementary suggestions of the research path and method for the issue of feminization of
Avalokitesvara.  
Key words ：Avalokitesvara ；feminization ；Buddhism Sinicization ；localization ；Buddhism appea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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