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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之内容是相关修习法的简要概括， 可能是吐蕃人所作。 其中的

修法、 密咒等， 反映了吐蕃时代的多闻子信仰流行的情况。 在后弘期文献中， 尚未发现与此一致者。

所讲述的修习仪轨等， 可在与多闻子有关的密典 （唐代汉藏译本） 中能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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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大天王中， 多闻子天王尤受佛教徒之崇拜， 密教中更是如此， 形成许多专门的

修习仪轨。 多闻子的信仰遍及大乘佛教传播之地， 被视为佛教的护法神， 又成为国家或

地方的保护神， 兼具战神、 财神等多项职责。 多闻子天王的造像亦见于佛寺石窟， 是较

为常见的佛教艺术题材。 唐代从西域于阗、 河西走廊至中国内地， 风行毗沙门信仰， 有

关文献或图像遗存至今可见， 故受学界之关注， 图像史等方面的成果较多。①吐蕃王朝

时期， 相关多闻子的密典译介为藏文， 多闻子信仰随之传入吐蕃。 敦煌藏文文献中保存

有数种多闻子的经典， 对研究吐蕃时期 （包括后吐蕃时期） 的多闻子信仰， 提供了文

献依据， 并可弥补后世藏文 《大藏经》 中吐蕃时期的多闻子天王文献保存不足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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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Ｐ Ｔ ５２８ 号解题

Ｐ Ｔ ５２８ 号为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是与多闻子天王相关的一组密典， 内容

包括献供、 观修、 赞颂等。 属于卷轴装， 字体为草体， 但字间距和行距较密， 字体又

小， 拼写多有不规范处， 在识读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此卷号内包括三种文献：
第一种， 又可分为三小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 １ 行至 １６ 行止， 首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ｂｕ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ｚｈｉｎｇ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翻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尾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ｃｈｏ ｇ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ｈＡ＋ｏ ／翻译：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 完毕。” 第二

部分从第 １６ 行起， 至第 ２８ 行结束， 首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ｔｈａｂｓ ／翻译

“圣多闻子修习法。” 第三部分从第 ２８ 行起， 至结尾第 ４７ 行止， 首题：’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ｇｙｉ ｂａ ／翻译： “向北方之国王献供养。” 尾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ｃ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ｂ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ｏ’ａ ／翻译： “向多闻子天王献供

养求悉地， 完毕。” 其后， 又附有 “多闻子天王心间所出心要咒语”。
第二种， 首题：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ｋｙｉ

ｂｓｔｏｄ ｐａ ／翻译： “大天王多闻子一百零八名称赞。” 尾题经名与首题同， 只是加了 “完
毕” 一词。

第三种， 首题： ｄｐａｌ ｋｕ ｂｅ ｒａ ｌａ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ｒ ｂｃａｓ ｐａ ／翻译： “吉祥勾贝热

赞及心要。” 勾贝热 （Ｋｕ ｂｅ ｒａ） 意译 “丑身”， 多闻子的名称之一。
本文研究的是第一种文献。

二、 录文

１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ｚｈｉｎｇ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ｒ ｄｂｕ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ｚｈｉｎｇ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２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ｂｕ ｌａ ｐｈｙａｇ ’ｔｓｈａｌ ｌｏ ／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ｂｙｏｒ ｂａ ／ ｓｐｒｕｌ
ｐ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ｄｐａ’ 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ｍｔｓｈａｎ ／ ｂｃｕｓ

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ｉｒ ｂａｇｙｉ’ｏ ／ ／ Ａ＋ｏ ｍａ ｓｈ－ｉ ｂＡ ／ ｂｄｚａ ｓｐｏ ｔａ ｄ＋ｈｕｎ ／ ｒｉ ｋｕ
ｔａ ／ ｒａ ｋｕ ｔａ ／ ｒａ ｔｓｕ ｄｚｕ ｂｕ ｇａ ｍａ ｌｅ ／ ｂ＋ｈｅ ｓｈｒｉ ｂ＋ｈａ ｎＡ ／ ｂｕ ｒｏ ｐｏ ｔａ ／ ｓｐｏ ｔａ ／ ｄｕ ｎａ ｔ－ｉ

４ ｋｕ ｍａ ｒＡ ／ ｂ＋ｈａｍ ｍａ ｌｉ ｌＡ ／ ｋｕｒ ｔ＋ｙａ ／ ｄｚ＋ｙ－ｉ ｔｉ ｄｚｉ ｔｉ ／ ｒｉ ｌｉ ｒｉ ｌｉ ／ ｓｉ ｌｉ ｓｉ ｌｉ ／ ｐｕ ｒｂａ
ｋａ ｈｉ ／ ｂ＋ｈｉ ｂ＋ｈｉ ｋｉ ｋｉ ／ ｒａｌ ｌ＋ｙａ ／ ｐａ ｈｏ ｐａ ｈｏ ／ ｋａ ｈｏ ｋａ ｈｏ ／ ｂｉ ｂ＋ｈｉ ｋｉ ｋｉ ／

５ ｒａｌ ｌ＋ｙａ ／ ｓｈｒａ ｓａ ｔｉ ／ ｋａ ｍａ ｍａ ｌｉ ／ ｎａ ｍｏ ｓＵ ｔｅ ｔｒｉ ｓｈｉ ｈＡ＋ｏ ／ ／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ｚｈｅｓ ｂｇｙＩ ｂａ ｌａ ／ ｂｓｎｙｅｎ ｃｉｎｇ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ｒｉｇｓ ｓｎｇａｇｓ ／ ｇｓａｎｇ ｂａ ’ｄｚｉｎ 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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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ｄｅｓ ／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ａｓｈｅｓｇａ ｐａ’ｉ ｓｐｒｕｌ ｂａ ／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ａ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ｌａ ／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ｋｈａ ｄｏｇ ｒ＋Ａｕｒ ｇａ ｔｈｉｇ ｌｅ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ｒ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ｒ ｄｂａｎｇ

７ ｂｓｋｕｒ ｔｅ ／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ｄａｎｇ ｙｅ ｓｈｅｓ ｄａｎｇ ／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ｌａｓ ｂｙｕｎｇ ｂａ ／ ｍｔｈａ’ ｙａｓ ｐａ’ ｉ ’
ｄｕｌ ｂａ’ｉ ｓｋａｌ ｂａ ｄ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ｂａ’ｉ ｇｒ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ｙｅｄ ｂａ’ｉ ｂｓｔｏｄ ｐａ ／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Ｉ ｄａｇ

８ ｒｉｇｓ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ｚｉｎ ｐａ ｂｒｊｏｄ ｐａｒ ｂｙａ’ｏ ／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ｃｕ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ｎｉ ／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ｄａｎｇ ／
ｙｅ ｓｈｅｓ ｄａｎｇ ／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ｄａｎｇ ／ ｄａｍ ｔ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 ｔｉｎｇ ｎｇｅ ’ｄｚｉｎ ／ ｓｂｙｏｒ ｂａ ｄａｎｇ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ａｎｇ ／

９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ｄａｎｇ ／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ｄａｎｇ ／ ｌａｓ ｋｙｉ ｍａｔｈａ’ｏ ／ ／ ｄｅ ｄａｇ ’ｄｏｎ ｐａ ｎ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ｔｈｏｒ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ｌａ ｃｈｅ ｂａ ’ｄｏｎ ｐａ ｚｈｅｓ ｋｙａｎｇ ｂｙａ’ｏ ／ ／ ’ｄｉｓ ｔｈｕｇｓ ｄａｍ ｂｓｋｕｌ ｔｅ ／

１０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ｋｈａ ｂｌｔａｓ ｌａ ／ ｋｈａ ｇｄｏｎｇ ｄｒｉ ｃｈｕｓ ｂｋｒｕｓ ｌａ ／ ｄｋｙｉｌ ｍｏ ｇｒｕｍ ｂｃａｓ ｔｅ
／ ｇａｒ ｔｈａｂｓ ｋｙｉｓ ｂｓｋｕｌ ｃｉｎｇ ／ ’ｄｉ ｓｋａｄ ｄｕ ／ ’ｄｚＡ ｈｕｎｇ ｐｈａｎｇ ｈＡ＋ｏ ／ ｂ＋ｈｉ ｓｈｒＩ ｍａ

１１ ｎＡ＋ｅ ／ Ａ Ａ Ａ ｚｈｅｓ ｂｇｙｉ ／ ｌａｇ ｐａ ｇｎｙｉｓ ｔｈａｌ ｍｏ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ｂｒｄａｂｓ ｔｅ ／ ｄｅ ｎａｓ ｇｚｈａｎ ｋｈｕ
ｔｓｈｕｒ ｂｃｉｎｇｓ ｌａ ／ ’ｄｚｕｂ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ｂｓｇｒｅｎｇ ｓｔｅ ／ ｒｔｓｅ ｙｉｄ ｔｓａｍ ｂｚｈｕｇｓ

１２ ｎａｓ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ｋｈａ ｂｌｔａ ｚｈｉｎｇ ／ 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ｇ ｙａｂ ｂａ ｌｔａｒ ｂｙａ ｚｈＩｎｇ ／ ｇｌｕ ｇａｒ ｒｏｌ ｍｏ
ｓｈｉｎ ｔｕ ’ｂｕｌ ／ ｂｄａｇ ｎｙｉｄ ｌｈａ ｍｏ ’ｇｅ ｍａ ’ｇｅ ｔｉｎｇ ｂｙｉｎ ｋｙｉｓ ｂａｒｌａｂａｓａ ｔｅ

１３ ｒｋａｎ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ｇ ｙａｂ ｐａ ｌｔａｒ ｂｙａ ｚｈｉｎｇ ｇｏｎｇ ｍａ’ 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ｄｋｙｉｌ ’ ｋｈｏｒ
ｇｒｕ ｂｚｈｉ ｍｄａ’ｇａｎｇ ｔｓａｍ ｌａ ｓｅｒ ｂｏ ｂｇｙｉ ／ ｇｄｕｇｓ ｓｅｒ ｐｏ ｇｃｉｇ ｄａｎｇ

１４ ｐａｎ ｓｅｒ ｐｏ ｇｃｉｇ ｄａｎｇ ｇｕｒ ｇｕｍ ｇｙｉ ｃｈａｂ ｄａｎｇ ｂｓｒｅｓ ｓｔｅ ／ ｚｌａ ｂａ ｎｙａ ｇｓｕｍ ｄａｎｇ ／ ｇｎａｍ
ｓｔｅｎｇ ｌａ ／ ’ｄｚａｂ ｂｇｙｉ ｚｈｉｎｇ ｇｓａｌ ｂａ ｎｉ ／ ’ｏ ｍａ ｄａｎｇ ／ ｋｈｒｅ ｄａｎｇ ’ｂｒａｓ ｄａｎｇ

１５ ｂａｇ ｇｚｈｉｂ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ｂｓｒｅｓ ｔｅ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ｒ ｂｇｙｉ ’ｏ ／ ／ ｄｕｓ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ｄｕ ｂｚｌａｓ
ｐａ ｎｉ ／ Ａ＋ｏｍ ｂ＋ｈａ ｓｈｒｉ ｒａ ｍａ ｎｅ’ｄｚＡ ｈｒｏ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１６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ｃｈｏ ｇ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ｈＡ＋ｏ ／ ／ ／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ｉ
ｔｈａｂｓ ｎｉ ／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ｂｌｔａｓ ｔｅ ｓｔｏｎｇ ｋｈａｍｓ ｒｉｌ ｇｓｅｒ ｇｉ

１７ ｒａｎｇ ｂｚｈｉｎ ｄｕ ｇｙｕｒ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ｎａｓ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ｇｓｅｒ ｇｙｉ ｋｈｒａｂ ｍｎａｂｓ
ｐａ ／ ｇｄａｎ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ｋｈｒｉ ｌａ ｂｚｈｕ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ｋｈｏｒ ｌｎｇａ ｂｒｇｙａｓ ｂｓｋｏｒ ｂａ

１８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ｄｅ’ｉ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ｎａ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ｉ ｄｂｙｉｇ ｔｏ ｔｈｏｇｓ ｐａ ／ ｇ ｙｏｎ ｐａ ｎａ ｇｄｕｇ
ｐａ ｇｚｈｉｌ ｂａ’ｉ ｍｃｈｏｄ ｒｔｅｎ ｂｓｎａｍｓ ｐａ ｚｈｉｇ ／ ｂｄａｇ ｇｉ ｍｎｇｏｎ ｇｓｕｍ

１９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ｂｕｌ ｌｏ ／ ／ ｄｅ ｌｔａｒ ｂｓｇｏｍｓ ｎａ ｚｈａｇ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ｌｏｎ ｎａｓ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ｔｈｏｇ ｍａ ｒｌｕ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ｚｈｉｇ’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ｒｉｇｓ

２０ ｄｅ’ｉ’ｏｇ ｔｕ ｒｔａ ｚｈｏｎ ｎａｍ ／ ｄｒｅ’ｕ ｚｈｏｎ ｎａｍ ／ ｂｙａ ｂａ ｚｈｏｎ ｐａ ’ｏｓ ／ ｍｙｉ ｌａ ｚｈｏｎ ｐａ ’ａｍ
ｄｅ ｌｔａ ｂｕ ｃｉ ’ｄｒａ ｙａｎｇ ｒｕｎｇ ｓｔｅ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ｍｔｈｏｎｇ ｎａ ｄｇａ’ ｂａ ｄａｎｇ ｍｙｉ ｄｇａ’ ｂａ ｍｙｅｄ ｐａｒ

２１ ｓｅｍｓ ｍｎｙａｍ ｐａｒ ｂｚｈａｇ ｇｏ ／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 ｄｅ ｄａｇ ｍｔｈｏｎｇ ｎａｓ ｒｔａｇ ｔｕ ｂｓａｍｓ ｋｙｉ ｎｙａｍｓ ｐａｒ
／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ｙａｎｇ ’ｊａｂ ｔｕ ｍｉ ｎｕｓ ｓｕ ｂｇｙｉ ／ ｄｅ ｎａｓ ｎｕｂ ｍｏ’ｏｄ ｚｅｒ

２２ ｐｏ ｒｎｇａ ｔｓａｍ ｚｈｉｇ ｎａｓ ｎａｍ ｇｓａｌ ’ｏｎｇｓ ｎａｓ ｂｄａｇ ｌａ ｐｈｏｇ ｃｉｎｇ ｔｈｉｍ ｐａｓ ｂｄａｇ ｂｒｇｙａｌ ｂａｒ’
ｏｎｇ ｎｇｏ ／ ｄｅ ｌａｓ ｓａｎｇｓ ｎａｓ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ｎｙｉｄ ｍｎｇｏｎ ｐａ ｋｈｏ ｎａｒ ｇｓｈｅｇｓ

２６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２３ ｎａｓ ／ ｃｉ ’ｄｏｄ ｃｅｓ ’ｄｒｉ ｂａ’ｉ ｒｉｇｓ ｋｙｉｓ ／ ｂｄａｇ ｃｉ ｓｍｏｎ ｃｉｎｇ ｇｎｙｅｒ ｂａ’ｉ ｄｎｇｏｓ ｐｏ ｄｅ ｄａｇ
ｇｓｏｌ ｃｉｇ ／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ｄｉ ｄａｇ ｔｈｏｂ ｎａ ／ ｐｈｙｉｎ ｃｈａｄ ｂｓａｍｓ ｐａ ｔｓａｍ

２４ ｇｙｉｓ ｃｈｏｇ ｇｏ ／ ／ ｔｓｈｅｒ ｍａ ｃａｎ ｇｙｉ ｓｈｉｎｇ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ｒｕｎｇ ｔｅ ／ ｐｈｕｒ ｂｕ ｚｕｒ ｂｚｈＩ ｂａ ／ ｒｉｎｇ
ｔｈｕｎｇ ｇｉ ｔｓｈａｄ ｎｉ ｓｏｒ ｄｒｕｇ ｐａｒ ｂｙａｓ ｔｅ ｄｅｓ ｓｈ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ｄａｇ ｌａ ｂｔａｂ

２５ ｎａ ／ ｇｄｏｎ ｄａｎｇ ｎｏｒ ｍｙｉ ｓｔｅｒ ｃｉｎｇ’ｐｈｒａｇ ｄ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ｄｇｒａ ｐｈａｍ ｄｇｏｓ ｐａ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ｇｎｏｎ ｐａｒ ’ｇｙｕｒ ｒｏ ／ ｄｇｒａ ｄｅ ｄａｇ ｇｉ ｓｅｍｓ ｇ ｙｅｌ ｂｏｒ ’ｇｙｕｒ ｒｏ ／

２６ ｇｎｏｄ ｐ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ｓｅｍｓ ｃａｎ ｄａｇ ｋｙａｎｇ ｂｃｉｎｇｓ ｐａｒ ’ ｇｙｕｒ ｒｏ ／ ｄｅ’ 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ｄａｎｇ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 ｌａ ／ ｌａｇ ｐａ ｇ ｙａｓ ｐａ’ｉ ｓｒｉｎ ｌａｇ ｄａｎｇ ｍａｔｈｅ’ｕ ｃｕｎｇ ｇｎｙｉｓ ｌａｇ

２７ ｍｔｈｉｌ ｄｕ ｄｇｕｇ ／ ｄｅ ｎａｓ ｍｔｈｅ ｂｏｎｇ ｍｎａｎ ／ ｇｕｎｇ ｍｏ ｄａｎｇ ’ｄｚｕｂ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ｂｓｇｒｅｎｇ ｓｔｅ ／
ｐｈｕｒ ｂａ’ｉ ｍｇｏ ｌａ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ｄｕ ｂｒｄａｂｓ ｎａｓ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２８ Ａ＋Ｏ ｍａ ｒｂａ ｒａ ｒｂａ ｎａ ｈＵＭ ｂａ ｔａ ｓｗＵ ｈＡ ／ ／ ’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ｇｙｉ ｂａ ／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ｕ ｂｌｔａｓ ｎａｓ ／ ｍａ ’ｄａｌ ｇｒｕ ｂｚｈｉ

２９ ｄｂｙｉｂｓ ｓｎｙｏｍｓ ｓｈｉｎｇ ｌｅｇｓ ｐａ ｇｃｉｇ ｂｇｙｉｓ ｌａ ／ ｓｔｅｎｇ ｄｕ ｐａｄ ｍａ ｋｈ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ｇｃｉｇ ｂｇｙｉｓ
ｔｅ ／ ｂｓｈｏｓ ｄａｎｇ ／ ｃｈａｎ ｋｈｕｒ ｄａｎｇ ／ ’ ｊａｍｓ ｄａｎｇ ／ ｄｎｇａｒ ｂｇａｓ ｄａｎｇ ／

３０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 ｓｎａ ｌｎｇａ ｄａｎｇ ／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 ｍａｒ ｍｙｅ ｄａｎｇ ／ ｍｅ ｔｏｇ
ｄａｎｇ ／ ｐｏｇ ’ｐｏｓａ ｐａ ｄａｎｇ ／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ｒｄｚａｓ ｓｎａ ｔｓｈｏｇｓ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ｓ ｐａｒ ｓｂｙａｒ ｔｅ ／ ｍｃｈｏｄ ｎａｓ

３１ ｂｄａｇ ｌｔａ ｄｅ ｂｓｇｏｍ ｂａ’ｉ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ｔｓｈｕｌ ｂｚｈｉｎ ｄｕ ｂｃｉｎｇｓ ｎａｓ ’ｊａｂ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ａｍ ／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ｂｚｕｎｇ ／ 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ｈｏｍｓ ｌａｓ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３２ ｍｃｈｏｄ ｐａ’ｉ ｚｈａｌ ｚａｓ ｂｓｔｓａｒ ｂａ ／ ｓｋ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ｄｕ ｄｒｉ ｃｈａｂ ｓｂｙａｒ ｔｅ ｂｚｈａｇ ｌａ ／ ｄｒｉ
ｃｈａｂ ｌａ ｇｄａｂ ｐａ’ｉ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 ／ Ａ＋ｏｍ ａ ｍｒｉ ｔａ ’ｕｎ ｔＡ（？）ｌｉ ｈａ ｎａ ｈａ ｎａ ｈＵ～Ｍ

３３ ｐｈａｄ ｃｅｓ ｌａｎ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ｄｕ ｂａｓｎｇａｇａｓａ ｎａｓ ／ ｃｈａｂ ｄｅ ｓｏｒ ｍｏ ｇｓｕｍ ｇｙｉ ｒｔｓｅ ｍｏｒ
ｂａｂｌａｎｇａｓａ ｓｈｉｎｇ ／ ｓｂｒａ ｐｈ＋ｂ＋ｒａ ｂｓｈｏｓ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ｒｎａｍｓ ｌａ ｇｔｏｒ ｒｏ ／

３４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ｌａ ｂｓｔｏｄ ｐａ’ｉ ｔｓｈｉｇ ｎｉ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ｓｄｅ ｂｏ ｃｈｅ ／ ｙｏｎ ｔａｎ ｃｈｅ ｌａ ｓｇｙｕ ’
ｐｈｒｕｌ ｃｈｅ ／ ｄｂａｎｇ ｃｈｅｒ ｇｒａ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ｃｈｅ ／ ｇｄｏｎ ｂｇｅｇｓ

３５ ｒｎａｍｓ ｎｉ ｚｈｉ ｍｄｚａｄ ｐａ ／ ｂｄｕｄ ｋｙｉ ｓｔｏｂｓ ｒｎａｍｓ ’ｊｏｍｓ ｍｄｚａｄ ｐａ ／ 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ｔｈｕｇｓ ｒｊｅｒ
ｌｄａｎ ｐａ ｓｔｅ ／ ｍｇｏｎ ｐｏ ｋｈｙｅｄ ｌａ ｇｓｏｌ ｂａ ｎｉ ／ ｇｚｈａｎ ｇｙｉ ｓｌａｄ ｄｕ

３６ ｍａ ｌａｇｓ ｔｅ ／ ｂｄａｇ ｇｉ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ｚｈｅｓ ｎａｓ ｓｕ ／ ｂｓａｍ ｐａ ｙｉｄ ｂｚｈｉｎ ｒｄｚｏｇｓ ｍｄｚａｄ ｇｓｏｌｄ ／
ｚｈｅｓ ｔｓｈｉｇ ｔｕ ｓｂｙｏｒ ｄｏ ／ ／ ｄｅ ｎａｓ ｓｐｙａｎ ｄｒａｎｇ ｂａ’ｉ ａ ｒｇａ ｓｂｒｉ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３７ ｔｅ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Ａ＋ｏｍ ｂ＋ｈｅ ｓｈｒａ ｍａ ｎｅ ｚｈｅｓ ｌａｎ ｌｎｇａ ｄｒｕｇ ｔｓａｍ ｂｒｊｏｄ ／ 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ａｍ ｒｇｙｕｄ ｎｉ ／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ｎａｓ ｍｇｏｎ ｐｏ ｒｔａ ｎｇａｎｇ ｄｋａｒ ｌａ ｂｃｉｂｓ

３８ ｐａ ｌａ ／ ｇｓｅｒ ｇｙｉ ｙａ ｌａｄ ｃａｎ ／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ａｓ ｐａ ｎａ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ｉ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ｚｕｒ ｂｒｇｙａｄ ｐａ ／
ｐｈｙａｇ ｇ ｙｏｎ ｐａ ｎａ ｒａｌ ｇｙｉ ｂｓｎａｍｓ ｐａ ／ ’ｋｈｏｒ ｄａｎｇ ｂｃａｓ ｐａ ｇｃｉｇ

３９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ｒ ｂｓａｍｓ ｌａ ／ ａ ｒｇａ 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ｔｅ ／ ／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Ａ＋ｏｍ ｂ＋ｈｉ ｓｈＩ ｍａ ｎｅ
ｐｒａ ｔｉ ｓｈＡ＋ｕ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ｎａｓ ／ ｌａｎ ｇｃｉｇ 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ｐａｓ ｓｎｙｕ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

４０ ｌａｎ ｇｎｙｉｓ ｋｙｉｓ ｇｓｕ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ｇｙｉｓ ｔｈｕｇｓ ｄａｇ ｐａｒ ｂｓａｍ ｓｔｅ ／ ／ ｍｇｏｎ ｐｏ

３６Ｐ Ｔ ５２８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ｎｙｉｄ ｋｙ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ｎｉ ／ Ａ＋ｏｍ ｂ＋ｈｉ ｒｉ ｎｅ ｔｈＩ ｒｉ
４１ 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ｐａ’ｄｉ ｂｒｇｙａ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ａｍ ｙａｎｇ ｎａ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ｄｇｅ

’ｄｕｎ ｇｃｉｇ ｇｉ ｓｈｅｓ ｒａｂ ｋｙｉ ｐｈａ ｒｏｌ ｄｕ ｐｈｙＩｎ ｐａ ｌａｓ ｂ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ｍｄｏ ｓｄｅ ｇｚｕｎｇｓ
４２ ｐｈｒａ ｍｏ ｇｃｉｇ ｄｕ ｋｕｇ ｇｏ ／ ｄｅ ｎａｓ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 ｇｓｏｌ ｂａ ｇｄａｂ ｐａ ｂｇｙｉｓ ｐａ ｌａｇｓ ｐａ’ ｉ

ｒｊｅｓ ｌａ ／ ｂｓｈｏｓ ｎｙｕｎｇ ｚｌａｒ ｇｃｉｇ’ｐｈｒｕｌ ｓｔｅ ／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ｓａｎｇ ｇｒａ ｍａ ｈＡ ｙａ
４３ ｈＵ～Ｍ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ｂｓｈｏｓ ’ｐｈｅｌ ｂａｒ ｂｇｙｉ ｂａ’ｉ ｓｎｇａｇｓ ｌａ ／ ｏｍ ｂａ ｒａ ｂａ ｒａ ／ ｓａｍ

ｂａ ｒａ ｓａｍ ｂａ ｒａ ／ ｓｕ ｒｕ ｓｕ ｒｕ ／ ｐｕ ｓｕ ｒｕ ｐｕ ｓｕ ｒｕ ／ ｓｍｉ ｒａ ｓｍｉ ｒａ ／
４４ ｓａ ｒｂａ ｐｒｅ ｔａ ｎａｎ ｓｗＡ ｈＡ ／ ｚｈｅｓ ｂｒｊｏｄ ｄｏ ／ ／ ／ ｓｎｇａｇｓ ’ｄｉ ｇｔｏｒ ｍａ ｓｐｙｉ’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ｓｔｅ ／

ｚｈａｌ ｚａｓ ｂｄｕｄ ｒｔｓｉ ｇｙｕｒ ｂａ ｄａｎｇ ／ ｓｔｏｎｇ ｇｓｕｍ ｇｙｉ ｓｔ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ｇａｎｇ ｂａｒ
４５ ’ｐｈｅｌ ｂａ ｄａｎｇ ／ ｇａｎｇ ｌａ ｂｓｎｇｏ ｂａ’ｉ ｄｍｙｉｇｓ ｓｕ ｂａｂ ｐａｒ ｂｙａ ｂａ ｓｔｅ ／ ｓｐｙｉ’ｉ ｂｙｅ ｂｒａｇ ｎｉ

ｐｈｙａｇ ｒｇｙａｓ ’ｂｙｅｄ ｄｏ ／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ｋｙｉ ｓｒａｓ ｌａ ｍｃｈｏｄ
４６ ｃｉｎｇ ｄｎｇｏｓ ｇｒｕｂ ｇｓｏｌ ｂａ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Ａ＋ｏ ／ ／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ｔｈｕｇｓ ｋＡ ｎａｓ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ｌａ ／ ｙｅ ｄ＋ｈａｒ ｍａ ／ ｈｅ ｔｕ ／
４７ ｐｒａｂ＋ｈａ ／ ｈｅ ｔｕｎ ｔｅ ／ ｓｈａｎ ｔａ ／ ｄａ ｔｈＡ ｇ＋ｈａ ｔｏ ／ ｈ＋ｙｅ ｂ＋ｈａ ｇａ ｐａ ｔａｎ ／ ｓｈａｎ ｔｓａ ｙｏ ／ ｒａ⁃

ｎｉｒＡ＋ｏｄ＋ｈａ ／ Ａ＋ｅ ｂ＋ｈａｍ ｂａ ｄ＋ｈｉ ／ ｍＡ ｈＡ ｂ＋ｈｉ ｓｈｒａ ｒａ ｍＡ ｎｅ ／ ／

三、 翻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向天王多闻子敬礼！
向梵天童子富有者， 变化国王 （ ｒＧｙａｌ ｂａ， 似是 ｒＧｙａｌ ｐｏ 之误———译者） 具顶鬘，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名， 即以十种名号做此赞颂并修习。
“嗡玛室婆， 班遮波达答忽那， 日勾达热勾达， 热孜资布噶摩列， 布夏跋哈那， 布

若波达， 波达， 都那底勾摩罗， 跋摩里拉， 勾达雅， 资第资第， 日里日里， 斯里斯里，
浦巴噶合， 毗毗勾勾， 惹拉雅， 巴合巴合， 噶合噶合， 布合勾勾， 惹拉雅， 释萨第， 噶

摩摩拉， 南无苏迪智西合。”
此乃对梵天童子名者， 念诵并修习之秘密明咒。 此持秘密者， 是如来之化身， 又名

夜叉之王顶鬘。 在称为红色明点宫中， 向此大王授灌顶， 即从福德、 智慧和慈悲中所

生。 因所教化之弟子无边无际， 获得美名， 对此行称赞， 及持此等明咒而修习。 所谓

“十名” 者， 是指福德、 智慧、 慈悲、 誓言、 三摩地、 加行、 国王、 胜方便 （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修习、 事业究竟 （ ｌａｓ ｋｙｉ ｍｔｈａ’）。 诵念此等句子， 即谓向天王顶鬘者之大

赞颂。
催劝誓言 （之法）：
面向北方， 用净水洗脸， 跏趺坐， 以舞姿催劝。 诵：
“杂洪邦合， 毗沙门尼， 阿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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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拍三次掌， 之后其余手指握拳， 二中指竖立， 指顶略弯。 面向北方， 右足作转

动状， 献美妙歌舞音乐， 请主宰天女格玛格灯 （’ｇｅ ｍａ ’ｇｅ ｔｉｎｇ） 予以加持。 右足作转

动状， 并诵念上述心要咒语。
做一四方形坛城， 一箭杆 （长宽）， 为黄色， 并 （立） 一黄色伞盖和黄色幡， （准

备） 混合有藏红花的净水， 在三个十五日 （Ｎｙａ ｇｓｕｍ）①、 三十日念诵咒语而祈请， 将

牛奶、 小米、 大米、 面粉 （Ｂａｇ ｇｚｈｉｂ， 应是 ｚｈｉｂ） 混合而做供养。 若经常念诵， 则诵：
“嗡跋沙热玛尼杂合。”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完毕。
圣多闻子修习法：
（修者） 脸朝北， 心想整个大千世界变成黄金一般， 在北方处， 圣者 （多闻子） 着

金甲， 坐于夜叉宝座上， 五百眷属围绕， 圣者右手持宝杖， 左手持镇压凶暴者的宝塔。
心想 （如此圣者） 于我之眼前降临， 献供养。 如此观修达二十一天， 则首先出现的征

兆是大风， 其后 （之征兆） 是见骑乘马者， 或骑骡者， 或骑鸟者， 或骑人者。 无论出

现何种， 皆可视为征兆。 见此类征兆时， 无所欢喜与不欢喜， 心中平等待之。 见此等征

兆时， 心意要坚固， 并尽量念诵心咒。 之后， 晚上在天空出现如鼓形状的黄色光芒， 射

向自己并融于身中， 使人昏迷。 之后醒来， 圣者 （指天王———行者） 会当下真实现身，
询问 （修习者）： “有何愿望？” 自己无论发任何愿， 要祈求 （获得） 圣者所司之财物。
若此等修习成就已得， 则往后仅意想即可。

凡长刺之木皆可， （所制） 之橛子为四边形， 长短六指， 将此钉于巨木之上 （Ｓｈｉｓ
ｃｈｅｎ ｂｏ）， 则可镇服所有魔鬼， 以及需要击败的那些不仅不给财物， 且行妒忌等之敌

人， 令此等敌魔心意散乱， 亦能束缚行损害事之有情。 此之心要 （咒语） 和手印： 右

手之无名指和小指曲向掌心， 其上压拇指， 食指和中指伸。 在橛子上端拍击三次， 并诵

念此咒语： “嗡跋那跋那吽派娑哈。”
向北方之圣者献供养法：
脸向北方， 制作一四方形坛城 （Ｍａ’ ｄａｌ）， 形制整齐而精美。 其上制作一八瓣莲

花， 食子、 柔软 （物） （’ ｊａｍｓ， 应是’ ｊａｍ， 似指丝绸———译注）、 甜食 （ｄｎｇａｒ ｂａｇｓ）、
五种珍宝、 五种味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等， 及酥油灯、 安息香 （Ｓｏｇ ｓｐｏｓ）、 供物等， 陈列丰

盛的各种物品。 献供后， 观想自身为彼神， 手印等按法持之， 并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

遍或二十一遍。 之后， 净化食子等供养的饮食， 先在勺中配置好净水， 向净水诵念

咒语：
“嗡阿弥达温达里哈那哈那吽派。”
诵念二十一遍。 之后， 用三指顶取净水， 噗噗地撒向食子等供物。 （诵） 天王之

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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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天王大部众，
具大功德大神变，
具大威名大福德，
一切魔障皆息灭，
魔之诸军尽摧毁，
具足菩提慈悲心。
向汝怙主做启禀：
他者之事不允诺，
吾之供养请享用，
祈祷心愿如意满。
之后， 迎请 （天王）， 按次第 （Ａ ｒｇａ？） 奉献供物，① 诵念此咒语：
“嗡毗沙门尼。”
念五六遍。 之后， 于心中观想从北方处， 怙主 （指多闻子———译注） 骑纯白骏马，

着黄金盔甲， 右手持八角珍宝宫， 左手持宝剑， 与部属等一同前来。 按次第 （Ａ ｒｇａ？）
奉献供物， 诵念此咒语： “嗡毗沙门尼扎第续吽。”

第一次奉献时， 观想 （自己的） 身清净； 第二次 （奉献） 时， 观想语清净； 第三

次 （奉献） 时， 观想意清净。 怙主之心要咒语：
“嗡毗日尼替日吽。”
诵一百零八遍或一千零八遍。 由一位僧人， 诵般若波罗蜜等小部头的经、 陀罗尼。

之后， 善好完成供养和祈请后， 为使少量食子变化增长， 诵咒语：
“桑扎玛哈亚吽。”
令食子增长之咒语：
“嗡巴热巴热， 萨巴热萨巴热， 苏如苏如， 布苏如布苏如， 玛热米热， 萨跋者达南

娑哈。”
此属于通用的 （增长） 食子之心要咒语， 令 （所献） 饮食变成甘露， 充满三千大

千世界， 凡回想所缘皆能满足。 总的和特殊间， 则以手印区分。
向多闻子天王献供养求悉地， 完毕。
多闻子天王心间所出心要 （指咒语， 凡称 “心要” 者， 指根本咒语或核心咒语

———译注）： “叶达热玛， 黑底， 扎巴， 黑都第， 显达， 达它嘎多， 叶跋噶巴达那， 显

杂约， 端若达， 额跋玛巴谛， 摩诃毗沙门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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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内容解析

以上经文属于密宗修习法， 按后期藏传佛教密典的划分法， 即可归类为事续部之

论典。
上所译 《迎请多闻子天王献供养， 及祈求成就、 催劝誓言》 中之修法、 密咒等，

在后弘期文献中， 尚未发现与此一致者。 其内容是相关修习法的简要概括， 可能是吐蕃

人所作， 具体时代尚难以判断。 所讲述的修习仪轨等， 可在与多闻子有关的密典 （汉
藏译本） 中能找到依据。 以下按三部分， 对其内容进行分析。

（一） 《圣多闻子供养仪轨》 （以下简称 《仪轨》 ）
１ 四句赞颂文之来源

首先是四句赞颂文， 这是密宗仪轨中常见的， 是请神献供的前奏。 通过赞颂来说明

神灵的渊源， 并彰显其拥有的无上法力， 从而获得神灵的欢喜 （如同原始宗教中的祭

祀仪轨）。 赞颂文有四句， 之后是诵念相关迎请之咒语。 之后之一段文字， 是对赞颂文

之简要解释。 可知该仪轨之赞颂中， 加入了多闻子的多种名号。 此四句赞颂文源自于

《大天王多闻子一百零八名称赞》 （以下简称 《名称赞》 ） 之结尾部分，① 试比较如下：
《仪轨》：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ｂｙｏｒ ｂａ ／ （向梵天童子富有者）
《名称赞》：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ｇｚｈｏ （ｇｚｈｏｎ） ｎｕ ｄｐａｌ ｓｂｙｏｒ （ ’ ｂｙｏｒ） ｂａ ／ （向梵天童子富有

者）
《仪轨》： ｓｐｒｕｌ ｂ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ｐｏ）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变化国王具顶鬘）
《名称赞》： ｓｐｒｕｌ ｂａ 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ｐｏ） ｔｈｏ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ｃａｎ ／ （变化国王具顶鬘）
《仪轨》： ｄｐａ’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ｍｔｓｈａｎ ／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名）
《名称赞》： ｄｐａ’ｂｏ ｈｕｒ ｋａｒ ’ｂｙｕｎｇ ｂａ’ｉ ｙｉ ／ （从勇士嘿若噶所得之）
《仪轨》： ｂｃｕ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ａｎｇ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ｄｉ ｂｇｙｉ’ｏ ／ （即以十种名号做此赞颂并修习）
《名称赞》： ｍｔｓｈａｎ ｂｃｕｓ ｂｓｔｏｄ ｐａ ’ｄｉｓ ｂｓｔｏｄ ｄｏ ／ （以此十种名赞作赞颂）
比对： 第一句中， 《名称赞》 之 ｇｚｈｏ 和 ｓｂｙｏｒ， 应属抄写之误。 第二句二者完全相

同。 第三句最后一个字不同， 《名称赞》 中将 ｍｔｓｈａｎ 置于第四句句首。 第四句差别较

大， 主要是 《仪轨》 之诵文中加了 ｂｓｇｒｕｂ ｐａ （修习） 一词， 可能是为了与下文之内容

有关联， 而改动的。 通过以上之比较， 证明四句颂词来自于 《名称赞》。 亦可见 《名称

赞》 在建构毗沙门信仰中， 是一篇重要文献。
２ 赞颂文之含义

《仪轨》 赞颂文之后是念诵咒语， 之后的一段话是对赞颂文之解释， 就此可了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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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文之含义。
第一句中的 “梵天童子”， 应是多闻子天王之别称， 同卷之 《名称赞》 中， 称其为

“金刚天王梵天童子身”。 对第二句中 “变化”， 下文中云 “如来之化身”， 亦即多闻子

是佛的变化身。 这种说法在吐蕃时代相关多闻子经典类译本和汉译本中未见， 但必有所

本。 后弘期所译藏文 《夜叉部主善舞殊胜观察》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ｓｄｅ ｄｐｏｎ ｇａｒ ｍｋｈａｎ
ｍｃｈｏｇ ｇｉ ｂｒｔａｇ ｐａ） 中言： “此天神之王者 （指多闻子———译者）， 乃大日如来心意中所

化， 所作如同佛之行为般 （ｌｈａ’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ｉ ｎ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ｓｎａｎｇ ｍｄｚａｄ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
ｉ ｔｈｕｇｓ ｌａｓ ｓｐｒｕｌ ｐ ｓｔｅ ／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ｋｙｉ ｍｄｚａｄ ｐａ ｊｉ ｌｔａ ｂａ ｚｈｉｎｇ ｄｕ ｍｄｚａｄ）。”① 可知， 多闻子

是佛的化身的说法， 是源自于印度佛典。 就此能说明多闻子在佛教神灵中的地位， 即多

闻子是超世间的神灵， 这也可回答为何在后期的佛教中， 四天王中多闻子独享崇高地

位， 获得更多的信仰和崇拜的问题。 当然， 这一说法的出现的时代及流变， 有待进一步

探讨。② 此外， 上引佛典言多闻子是大日如来之化身， 而吐蕃密教中盛行大日如来信

仰， 多闻子信仰是否是大日如来信仰之组成部分， 亦值得考虑。
第二句中的 “国王具顶鬘”， 下文解释云 “夜叉之王名顶鬘”， 则可知国王即夜叉

王之省称， “具顶鬘” 亦是多闻子之别称。 第三句之 “勇士嘿若噶” （嘿若噶意译 “饮
血金刚”， 此处应是指金刚手） 指多闻子从嘿若噶接受灌顶， 获得十种名号。 之后， 解

释云： “言从福德、 智慧和慈悲中所生， 具足无际具缘教化。” 亦说明多闻子之本性，
体现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之精神。 同时， 据下文， “福德” 等是多闻子名号之组成部

分。 第三句之 “名” 和第四句句首之 “十” 指多闻子所具有的十种名号， 如其下文云：
“福德、 智慧、 慈悲、 誓言、 三摩地、 加行、 国王、 胜方便 （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修习、 事业

究竟。” 此十种名号之渊源尚不明了， 已知的相关佛典中未见。 其中，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ｂｓ 亦见

于同卷之文 《名称赞》 中， 如云： “金刚最胜方便极殊胜。”
３ 催劝誓言

完成赞颂后， 是仪轨的第二阶段 “催劝誓言”。 正文中作 “劝勉其心意”。 这里的

誓言是指多闻子在佛前所立的誓言， 《大天王多闻子修法》 中言： “汝于释迦狮子前，
所立誓言请忆想。”③ 释迦狮子是释迦牟尼佛之别称之一。 《多闻子仪轨》 （ｂｅ＋ｅ ｓｈｒａ ｂａ
Ｎａ’ｉ ｒｔｏｇｓ ｐａ ｂｚｈｕｇｓ） 之结尾赞词中云 “守护北方大王多闻子， 受命金刚手之具誓中

（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 ｓｋｙｏｎｇ ｂａ’ ｉ ｒｇｙａｌ ｃｈｅｎ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ｓａ ／ ／ ｐｈｙａｇ ｎａ ｅｄｏ ｒｊｅ’ ｉ ｂｋａ’ ｎｙａｎ ｄ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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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夜叉部主善舞殊胜观察》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ｇｙｉ ｓｄｅ ｄｐｏｎ ｇａｒ ｍｋｈａｎ ｍｃｈｏｇ ｇｉ ｂｒｔａｇ ｐａ）， 《甘珠尔 （对勘本） 》，
第 ９６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６８ 页。 该经文中提到的多闻子别称尚有 “政成” （ ｓｒｉｄ
ｇｒｕｂ）、 “休息者” （ｎｇａｌ ｂｓｏ ｐｏ）、 “丑身” （ｌｕｓ ｎｇａｎ ｐｏ） 等。
亦言多闻子是八地菩萨之化身， 或是北方多宝佛之化身。 是金刚手菩萨之部属。
卓桑宁布 （’ｇｒｏ ｂｚａｎｇ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大天王多闻子修法》 （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ｓｇｒｕｂ ｔｈａｂｓ），
《丹珠尔 （对勘本） 》， 第 ４１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７５２ 页。 上所引句子亦见于 《多闻

子修习法》 （ｒＮａｍ ｔｈｏｓ ｓｒａｓ ｋｙｉ ｓｇｒｕｂ ｐａ’ｉ ｔｈａｂｓ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第 ７７８ 页。



ｔｓｈｉｇ ｃａｎ） ”① 《夜叉王修习法》中亦云：“之后赞颂而作劝勉者，往昔在秘密主座前，立誓

要守护圣法（ｄｅ ｎａｓ ｂｓｔｏｄ ｃｉｎｇ ｂｓｋｕｌ ｂａ ｎｉ ／ ｓｎｇｏｎ ｔｓｈｅ ｇｓａｎｇ ｂｄａｇ ｓｐｙａｎ ｓｎｇａ ｒｕ ／ ｄａｍ ｃｈｏｓ
ｂｓｒｕｎｇ ｂａｒ ｚｈａｌ ｂｚｈｅｓ ｂｚｈｉｎ）。”②秘密主是金刚手之别称之一。 一般护法神所发的誓言，
不外乎护持佛教、 协助佛教大师或施主成就心愿、 以种种方便利益众生等。 誓言也具有

象征意义， 即表达了神灵的职责之所在。 此种劝勉， 亦见于后弘期祭祀护法神 （包括

山神等） 的仪轨中。 催劝誓言的意义在于提醒神灵不要忘了职责， 其所发的誓言到了

兑现的时刻。
此 《仪轨》 中的劝勉法是， 身体要做一种舞姿， 口中诵念咒语。
４ 献供

首先， 是做长宽有一箭杆的四方形坛城，③ 插黄色伞盖和黄色幡。 其次， 制作供

品， 用牛奶、 小米、 大米和面粉混合而成。 献供的时间在十五日或三十日。 《仪轨》 中

所谓 “黄色”， 指向不明， 按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是用黄土所

成， 云： “便取黄土细攞。”④ 《仪轨》 中提到的供品即相关汉译经典中的 “乳粥”。
通过以上的解读， 可知 《仪轨》 是依据相关的经典而制定的， 但内容极为简略，

属于简要仪轨。
（二） 圣多闻子修习法

１ 观想法

观想出多闻子天王之形象， 着金甲， 坐夜叉宝座， 右手持宝杖， 左手持镇压凶暴者

的宝塔， 五百眷属围绕。 之后， 心想天王在自己眼前降临， 献供养。 如此观修达二十

一天。
关于修炼时出现的征兆， 该仪轨中云： “则首先出现的征兆是大风， 其后 （之征

兆） 是见骑乘马者， 或骑骡者， 或骑鸟者， 或骑人者。” 此亦见于有关多闻子之经典

中， 如汉译本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但有大风， 或云遍满， 布其坛上，
其法即成就。”⑤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中云： “或有大风， 或唯

有黑云起， 其法亦得成就。 若无上件诸验相者， 更诵咒一七遍， 缚得人者， 其咒法必得

成就。”⑥ 因此， 仪轨中提到的 “大风” 的征兆， 也是依据了相关的经典。 而所指 “骑
乘马者” 等， 汉译 《大方等大集经》 言北天王之骑乘时， 云： “彼或乘象游行十方，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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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多闻子仪轨》 （Ｂｅ＋ｅ ｓｈｒａ ｂａ Ｎａ’ ｉ ｒｔｏｇｓ ｐａ ｂｚｈｕｇｓ），《丹珠尔（对勘本）》，第 ４１ 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８３ 页。
噶热多杰（ｄｇａ’ｒａｂ ｔｄｏ ｒｊｅ， 极喜金刚） 《夜叉王修习法》 （ｇＮｏｄ ｓｂｙｉｎ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ｓｇｒｕｂ ｐａ’ ｉ ｔｈａｂｓ）， 《丹珠尔

（对勘本） 》， 第 ４１ 册， 第 ７６７－７６８ 页。
箭： 吐蕃的长度单位， 亦沿用至后期。 对 “箭” 所表示的具体长度， 有不同解释。 岩尾一史认为一箭等

于 ７５ 厘米左右， 王惠民认为一箭等于五尺 （参见王惠民 《吐蕃长度单位 “箭” 考》， 《藏学集刊》 第 ７
辑， 第 ４９－５４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９ 页。
［唐］ 不空译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５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２ 页。



复乘马， 或复乘驼， 或乘特牛， 或乘羖羊， 或乘白羊， 或复乘龙， 或复乘鸟， 或乘男

夫， 或乘妇女， 或乘童男， 或乘童女， 游行十方。”① 吐蕃时期所译藏文 《梵志与非梵

志顺随经》 亦有同样之内容， 云： “彼等骑乘大象， 游行于各方。 彼等骑乘马、 骆驼、
牛 （ｋｈｙｕ ｍｃｈｏｇ）、 水牛、 山羊、 绵羊、 蛇、 鸟、 男人、 女人、 童男子、 童女子游行于

各方。”②

修炼获得的成就就是天王在修者前面现身， 仪轨中云： “圣者现前真实现身， 询

问： ‘有何愿望？’ 自己无论发任何愿， 要祈求 （获得） 圣者所司之财物。 若此等修习

成就获得， 则往后仅意想即可。” 有关密典中亦有类似的说法， 《毘沙门天王经》 言毗

沙门以童子形或居士形现身， 如云： “现身作童子形， 或居士形， 右手持如意宝， 左手

持金箧， 颜貌寂静。 来至像前， 礼佛像已， 告行者言： ‘汝今于我欲求何愿？ 为入修罗

窟耶？ 为求伏藏耶？ 为求伏火水银耶？ 为求安怛那啰惹敬爱耶？ 雄黄成就耶？ 安膳那药

成就耶？ 持明成就耶？ 飞腾虚空耶？ 受命一大劫耶？ 如是等愿悉能成就。’ 持诵者白毘

沙门天王言： ‘愿我一切处通达， 获得金银无尽， 名称福德， 寿命无量劫， 飞腾虚空，
变化种种， 瑜伽自在。’ 毘沙门言： ‘随汝所愿。’ ”③ 相比而言， 仪轨的内容较为简

略， 但叙事的层次相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中亦云： “若诵

此咒十万遍满， 天王即现身。 若见天王之时， 即取坛上饮食供养天王， 便随行者所求愿

者皆令满足。”④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亦言： “尔时毘沙门即现其身， 行者

若见神时， 取上好食饮， 供养毘沙门神通， 行者心中所愿， 其神悉见。”⑤

２ 镇魔伏敌法

观修法之后， 是镇魔伏敌法。 魔指佛教所谓的魔鬼， 而敌人指对修行者行损害、 妒

忌之 “有情”， 主要是指人。 其仪轨包括制作刺木的橛子、 制作坛城、 献供养、 观修本

尊、 以本尊之姿态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遍或二十一遍。
（三） 献供养法

该仪轨由以下内容构成：
１ 准备供品等

要制作一四方形坛城 （ｍａ’ｄａｌ， 曼陀罗）， 上作八瓣莲花。 陈列供品的供品有食子、
丝绸、 甜食 （ｄｎｇａｒ ｂａｇｓ）、 五种珍宝、 五种味 （ ｄｒｉ ｓｎａ ｌｎｇａ）、 酥油灯、 安息香 （ ｓｏｇ
ｓｐｏ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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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凉］ 昙无谶译 《大方等大集经》 卷 ５２ 《月藏分第十二毘沙门天王品第十四》， 《大正藏》， 第 １３ 册，
第 ３５０ 页。
《梵志与非梵志顺随经》， 《甘珠尔 （对勘本） 》， 第 ９８ 册，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９９ 页。 法

天译 《佛说毘沙门天王经》 卷 １ 云： “有药叉女众， 有乘象者， 有乘马者， 有乘驼者， 有乘水牛者， 有乘羊

者， 有乘蛇者， 有乘飞禽者， 有乘童男者， 有乘童女者， 以象前引。”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７ 页。
［唐］ 不空译 《毘沙门天王经》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１６ 页。
［唐］ 般若斫羯啰译 《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 卷 １，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２ 页。
［唐］ 不空译 《北方毘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大正藏》， 第 ２１ 册， 第 ２２５ 页。



２ 净化食子等供品

行者观想自身为毗沙门， 持手印， 诵念心要咒语一百零八遍或二十一遍。 此乃密宗

通行之修法， 即心观本尊、 手结手印、 口诵真言。 继以本尊之姿态， 净化食子等供养

物， 使普通的物品发生变化， 成为甘露妙品， 堪可供养神灵。
３ 赞颂请神

首先诵念偈颂体的赞颂文， 赞颂多闻子所具福德、 威势等。 之后， 观想多闻子及部

属从北方莅临修法处。 所观想之天王之形象： 骑纯白骏马，① 着黄金盔甲， 右手持八角

珍宝宫， 左手持宝剑。 此天王形象不常见。
４ 献供并净化三密

当神灵降临后， 进行三次献供， 均是在观想中完成， 且三次献供象征分别净化了行

者之三密 （身口意）。 最后， 诵毗沙门心要咒语， 由僧人诵念短小的经、 陀罗尼。 又，
诵念使食子增加之咒语， 以便满足神灵及部属。

此献供养法中省略了对神的祈愿， 即行者献供的目的或个人的意愿， 也省略了送神

部分。 此仪轨之咒语部分， 必有经典依据， 但尚未找到出处。

结语

通过以上的解读， 可知此仪轨修法是依据相关的多闻子天王的密典而来， 尤其是

唐、 吐蕃时代翻译的经典。 说明此仪轨反映了这一时期多闻子天王信仰的一些特征， 如

是保护神或战神， 兼具财神的功能。
在吐蕃时期编的 《旁塘宫目录》 中与毗沙门有关的经典有 《大经梵志与非梵志顺

随经》 （ｍｄｏ ｃｈｅｎ ｐｏ ｋｕｎ ｔｕ ｒｇｙｕ ｄａｎｇ ｋｕｎ ｔｕ ｒｇｙｕ ｍａ ｙｉｎ ｐａ ｄａｎｇ ｍｔｈｕｎ ｐａ’ｉ ｍｄｏ），② 由主

校译师益西德等人翻译， 译自梵文， 此即为法天汉译本 《佛说毘沙门天王经》。 《旁塘

宫目录》 中未见 Ｐ Ｔ ５２８ 号类文献， 后期编纂的 《大藏经》 中亦未发现与上述敦煌文

献有关联者。 因此， 藏文 《大藏经》 中保存的有关多闻子的经典， 尚不足以反映吐蕃

时期或前弘期的多闻子信仰。 至少可以说吐蕃时代或前弘期在敦煌流传之部分藏文毗沙

门文献未传至后弘期， 前后弘期之间出现断层。 故此， 上述文献对研究吐蕃时期的密教

信仰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上述仪轨的部分内容， 在汉译毗沙门有关的经典中能找到相近

之内容， 似可说明这些文献的存在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有关。

１７Ｐ Ｔ ５２８号 《多闻子献供仪轨密咒等》 第一部分之译解———有关多闻子天王敦煌藏文密典研究之一

①

②

骑乘白马的多闻子天王， 见于黑水城出土之画像， 如 《骑白马的毗沙门》， 参见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 上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０、 ６１ 图。
见 《甘珠尔 （对勘本） 》， 第 ９８ 册， 第 ６９３－７２４ 页； 拉萨版 《甘珠尔》， 密续部 ｐａ 函 １０１ 叶 ｂ 面－１２４ 叶

ａ 面。 拉萨版中经文内容的刻印有重复， 《甘珠尔 （对勘本） 》 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