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掖金塔寺石窟新见的西夏文榜题

孙伯君1 　 夏立栋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金塔寺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 属于马蹄寺石窟群, 始凿于公元五世纪。 2021 年 5 月至 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 对金塔寺石窟进行调查

时, 确认了东窟塔柱正面残存西夏文墨书题记的分布位置及与临近塑像的内在关联。 这些题记题写于

早期塑像旁侧, 内容为阿弥陀佛的十种化身名号。 这一发现不仅补证了西夏时期曾对原初塑像装銮施

彩, 而且说明西夏还曾将原有十方诸佛塑像名称改为阿弥陀佛各种化身名号, 重新定义与建构了塔柱

原有造像布局, 进一步佐证了净土信仰曾盛行于西夏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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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金塔寺石窟是马蹄寺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

蹄乡李家沟村北的刺沟河谷中。 石窟始建年代争议较大, 但基本可以确定在五世纪的北

凉或北魏时期,①其后历经西夏、 元、 明、 清至民国的多次改建重修。 今存东、 西两窟,
皆为塔庙窟, 窟内中央塔柱造像各分三层, 主室各壁和窟顶遍绘壁画, 两窟塔柱四面配

设塑像近三百尊, 此前石窟调查中已报道窟内发现西夏文榜题②, 但对题记内容未予释

读。 2021 年 5 月至 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为整理编

写 《金塔寺石窟考古报告》, 组建联合考古队, 对该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 经

仔细辨认, 确认了西夏文榜题的分布位置、 数量、 性质及与临近塑像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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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文榜题见于东窟塔柱正面, 分别位于塔柱上层三龛上排十尊小型禅定坐佛左

侧、 左龛左侧两尊小型禅定坐佛之间, 以及天宫凭台右端小龛左缘, 均为墨笔楷书榜

题, 因年深日久, 烟熏严重, 致字迹残损漫漶, 目前可辨识者共计九则, 下文依次

述之。
塔柱上层三龛上排十尊坐佛塑像距地面高约六米, 每尊塑像左上方各墨书一则榜

题, 分别对应阿弥陀佛十二号中的十号。 今残存六则, 现依 《无量寿经》 所列次序解

读如下①:

塔柱上层左龛左侧两身小型坐佛间各有一则榜题, 可以视为对阿弥陀佛十二号的概

括, 特别强调了每个名号中的 “光” 字②:

天宫凭台两端各有一倒 “凸” 字形小龛, 右端小龛左缘可见一则榜题, 内容为一

句经常念诵的佛号:

　 　 西夏 (1038-1227) 朝野崇信佛教。 现存的西夏文献中关于君王在河西地区修葺寺

院的记载主要有二, 其一见于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 (1094) 在甘肃武威建立的 “重修

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其中说道:
　 　 二圣临御……至于释教, 尤所崇奉。 近自畿甸, 远及荒要, 山林蹊谷, 村落坊

聚, 佛宇遗址, 只椽片瓦, 但仿佛有存者, 无不必葺。 况名迹显敞, 古今不泯

者乎?③

其二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黑水城特藏中的抄本 《宫廷诗集》, 其中一

首题为 《整驾西行烧香歌》, 记载了西夏皇帝和皇后在武威、 张掖一线礼佛烧香的事

情。 诗歌描述了帝后随行仪仗的华美, 随后说:

711张掖金塔寺石窟新见的西夏文榜题

①

②
③

康僧铠译 《佛说无量寿经》 卷上: “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对光佛、 炎王光

佛、 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难思光佛、 无称光佛、 超日月光佛。” 参看 [曹魏] 康

僧铠译 《佛说无量寿经》 卷上, 《大正藏》, 第 12 册, 第 270 页。
“阿弥陀” 梵文作 Amitābha, 华言 “无量光”。
罗福成校录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 4 卷第 3 号 “西夏文专号”, 1932 年,
第 151-177 页。



　 　 　 　 ①

②

③

　 　 行道所至凉州地, 巧匠手绘神浮屠。 佛之眼珠有舍利, 盘禾山雕造梵王玉身

佛。 调伏诸魔栩栩如生有神力, 弥勒佛、 嚩日啰, 或坐或卧千尺身。 过去未来皆其

师, 相作涅槃与方便。 真智灭绝彼孰谓? 马蹄山上圣境界。 父亲行事胜远古, 过去

旧寺略端严。 新寺胜彼庄严环外围, 七层楼阁云来绕。④

西夏 《宫廷诗集》 中有明确时间提示的作品完成于 1192 年。⑤ 由此推测, 这首

《整驾西行烧香歌》 的写作时间也当在此前后不久, 一般认为完成于夏仁宗在位时期

(1139-1193)⑥。 考虑到诗中直接提到了 “马蹄山”, 可以相信诗中记载的正是夏仁宗

西行, 一路烧香礼佛至马蹄寺的史事。 最后四句诗表明仁宗的父亲崇宗 (1099-1139 年

在位) 曾经装修过原有的寺院, 而仁宗这次礼佛则对佛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 阿弥

陀佛名号的墨书榜题高出地面约 6 米, 洞窟内的深度不足 8 米,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不

会有香客能在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达到那样的高度, 所以榜题一定是在重新妆銮塑像的

同时由画工写上去的, 时间在 12 世纪下半叶, 也许迟至 12 世纪末。
关于墨书榜题有两个遗留的问题: (1) 这些小型坐佛环绕于塔柱正面上层三龛主

尊上方和左、 右两侧, 虽然现存主尊像皆为后世补塑, 但从塔柱左、 右、 后三面相似的

造像布局可知, 塔柱正面上层原初造像组合为三世十方佛⑦, 环绕排布的小型坐佛皆是

对十方诸佛的表现。 但是, 西夏在沿用十六国北朝早期石窟时, 将原有十方诸佛塑像重

新定义为阿弥陀佛的各种化身, 打破了洞窟营造时的塑像配设规划, 对塔柱原有造像布

局和石窟仪式空间进行了重新建构。 (2) 按照 《无量寿经》 所说, 阿弥陀佛的名号有

十二个, 如果加上 “无量寿” (Amitāyus) 则是十三个, 而对应的佛像却只有十尊。 由

于其中四则榜题的文字已经湮灭, 我们无从得知这十则榜题的全部内容, 自然也无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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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二字为汉语 “番禾” 音译, 末一字义为 “山”。 番禾山在今甘肃省金昌市永昌

县, 旧作 “番禾县”。 参看梁松涛、 杨富学 《西夏圣容寺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5 期, 第 66-69 页。

, 汉语 “嚩日啰” 音译。 梵文作 vajra, 华言 “金刚”。
, 首二字为汉语 “马蹄” 音译, 末一字义为 “山”。

孙伯君 《西夏文写本 〈整驾西行烧香歌〉 释补》, 《西夏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第 3-13 页。
聂鸿音 《西夏文 〈新修太学歌〉 考释》, 《宁夏社会科学》 1990 年第 3 期, 第 8-12 页。
藏文 《洛绒史籍》 和 《巴绒噶举略说》 中载有西夏皇帝曾谒甘州马蹄寺, 接见帝师热巴事。 苏航据此认

为西行烧香的可能是仁宗也有可能是其后的桓宗 (1194-1206 年在位)。 参看苏航 《西夏文 〈御驾西行烧

香歌〉 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 《民族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第 92-97 页。
据佛陀跋陀罗译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卷 10 《念十方佛品》, 这十方佛的名号是: 东方善德佛、 南方栴檀

德佛、 西方无量明佛、 北方相德佛、 东南方无忧德佛、 西南方宝施佛、 西北方华德佛、 东北方三乘行佛、
上方广众德佛、 下方明德佛。 参看 [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卷 10 《念十方佛品》,
《大正藏》, 第 15 册, 第 694 页。



知遗漏的是哪两个,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自右向左还是自左向右读去, 名号的先后

次序均与 《无量寿经》 所列不同。 对此可以想到一个解释, 即妆銮塑像的画工或许并

不了解原来塑像的寓意, 而是把当时流行的阿弥陀佛十二名号随手写了上去。
画工对阿弥陀佛十二号相对熟悉, 这是西夏境内盛行净土信仰的反映。 阿弥陀净土

信仰的经典著作在西夏被大量印施, 例如在黑水城出土有多幅 “阿弥陀佛净土” 唐

卡①, 此外还有 《佛说阿弥陀经》 的汉文本五件②, 西夏译本四件③, 且其中一件的题记

表明翻译工作是由西夏的 “帝师” 主持的, 其余大量净土经典的译著至今还无法做出确切统

计。 遗存的文物表明, 在皇室的大力提倡下, 往生阿弥陀净土始终是西夏朝野的共同追求。

图 1　 清净光佛 (作者拍摄) 　 　 　 　 图 2　 欢喜光佛 (作者拍摄)

图 3　 智慧光佛 (作者拍摄) 　 　 　 　 图 4　 难思光佛 (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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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断光佛 (作者拍摄) 　 　 　 　 图 6　 超日月光佛 (作者拍摄)

图 7　 阿弥陀佛 (作者拍摄)

　 　 　 图 8　 现在诸世阿弥陀佛现光相　 　 　 　 　 图 9　 南无阿弥陀佛

　 　 　 　 　 　 　 (作者拍摄) (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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