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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世阿育王塔及文献记录

9 世纪晚期，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崩溃。

从 907 年朱温代唐至 960 年北宋建立的半个世纪内，

南北再次分裂，北方中原地区兵革重兴，梁、唐、晋、

汉、周五个朝代走马灯般更替。与此同时，在南方及

北方的山西地区，还出现过十多个割据政权。吴越国

便是五代十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极为重要的地方政

权，创立者为杭州临安人钱镠。唐昭宗乾宁三年（896）

钱镠据有两浙，后梁开平元年（907）封吴越王，龙

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
                                      黎毓馨（浙江省博物馆 310007）

 

【摘要】 阿育王塔作为一种极具浙江地域特色的佛教文物，是五代十国时期末代吴越国王钱俶毕生崇佛的

集中体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在乙卯岁（955）和乙丑岁（965）两次范金铸成八万四千宝塔，瘗藏舍利、佛经。

阿育王塔实物，多出土于吴越国境内的佛塔，河北定州、河南邓州北宋地宫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应与钱俶两次

进京有关。历代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实物，时代以五代至宋为主，塔上多有纪年铭刻。五代时期民间造阿育

王塔均分布在吴越国境内，宋代的出土地点仍以五代吴越国故境为多。

 【关键词】阿育王塔  实物  发现  整理

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决定对佛教予以整顿，

凡未经国家颁额的寺院一律废除，并将民间保存的铜

佛像全部没收，用以铸造铜钱充实国库，这样，原来

仅仅得以维持的北方佛教更为凋零。此时南方相对安

定，一些国家的统治者热心于佛教，尤以吴越国为甚。

历代吴越国王保境安民，奉中原各朝正朔。在这种环

境下，吴越国境内佛教大盛。

钱俶（图一），原名钱弘俶，字文德，末代吴越

国王。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生于杭州，钱镠之孙，

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之子。后汉天福十二年（947）

岁末，吴越国将领胡进思废钱弘倧，立其弟钱弘俶。

乾祐元年（948）正月，钱弘俶继承吴越国王位。建

隆元年（960），后周大将赵匡胤禅周建宋，为宋太

祖，钱弘俶为避其父赵弘殷讳，去“弘”字改称钱俶。

太平兴国三年（978）初，钱俶赴东京（今河南开封）

朝觐宋太宗，五月被迫纳土献地，改封为“淮海国王”，

从此羁留北土，未得南归，端拱元年（988）卒于邓州，

享年 60岁。去世后被北宋朝廷追封“秦国王”，谥为“忠

懿王”。淳化元年（990）“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

德三年（923）为吴越国

王。钱氏吴越国定都杭州，

最盛时版图有十三州一军

八十六县之地，历三代五

王，享国近百年。宋太宗

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

归宋。

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

佛教史上是呈衰微之势

的，国家对佛教严格限制。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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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里”之北邙山（图二）。其墓志现藏洛阳古代艺

术馆（今改名洛阳关林管理处）［1］。

钱俶毕生崇信佛教，奉佛至诚至虔，至死不渝，

事迹显著。自谓“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

手不停披释氏之典”［2］。统治两浙期间，于境内造经幢，

刻佛经，建寺院，修宝塔，礼遇天台德韶和永明延寿

等高僧，遣使往高丽、日本寻求佛教诸宗典籍，复兴

天台宗。在首府杭州重修灵隐寺，创建永明禅寺（今

净慈寺），建造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等，还修凿

了烟霞洞、慈云岭、天龙寺、飞来峰等几处南方地区

少见的石窟造像。在他为王的 30 年间，吴越国成了

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钱俶崇佛最著名的事例就

是效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

吴越国王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一事，

在佛教典籍中即有记载，实物亦颇多见。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

十七之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十月条称：“吴越

王钱俶，天性敬佛，慕

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

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

中藏《宝箧印心咒经》，

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

功。”

铜阿育王塔实物，

历代多有传世。清乾隆

甲寅年（乾隆五十九年，

1794）吴越国王钱俶廿

八世孙钱泳著有《金涂

铜塔考》［3］，裒辑了传

世的铜阿育王塔及历代

文献中阿育王塔的相关

记载。谢启昆《金涂铜

塔考叙》中称，钱忠懿

王尤崇信佛事，周世宗

显德二年（955）“诏废

寺院非敕额者，而杭州

所留存尚有四百八十，

噫亦已盛矣。其年，王图二

范铜为塔，涂之以金。高四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

版合成，外俱绘梵夹故事。其一内有文曰‘吴越国王

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下各有一‘保’

字或作‘人’字。王之所建，视前代尤多而愿力尤大

矣。王尝以五百塔遣使颁日本，他皆瘗藏于十三州一

军之内”（图三至十二）。

铜阿育王塔外表涂金，所以也俗称“金涂塔”。

其名最早见于宋周文璞《观姜尧章所藏金铜佛塔作

歌》，有“白石招我入书斋，使我速礼金涂塔。我疑

此塔非世有，云是钱王禁中物。上作如来舍身相，饥

鹰饿虎纷相向。拈起灵山受记时，龙天帝释应惆怅。

形模远自流沙至，铸出今回更精致。钱王纳土归京师，

流落多在西湖寺”之语。

钱泳《金涂铜塔考》所记的出土资料有以下几项：

1. 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善法院在府东南四

里二百二步，晋天福七年（942）吴越建为尼院，号

永宁。本朝大中祥符初改今额。熙宁八年（1075）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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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图八

图五

图十

图四

图九

图六

图十一

图七

图十二

尼入大庆以为僧院。绍兴初，

秦鲁国贤睦大长公主寓第院中

掊地得金涂铜塔。”南宋“金

涂塔”之称谓沿旧。

2.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

“临海县赤山绝顶有古塔，塔之

下有石函盛小铜塔，塔内有银

壶盛舍利。”所记之事与唐宋时

期瘗藏舍利的方式相同。

3. 明程嘉燧《破山寺志》：

“明中宪大夫顾玉柱墓在寺东，

今迁于墓门之东偏。营墓时掘

得吴越钱忠懿王所造阿育王铜

钱忠懿王金涂塔凡有二，一藏萧山祇园寺，一藏山阴

世袭云骑尉陈广宁家。塔高今工部营造尺四寸三分，

其式类阿育王塔。外四面镂释迦往因本行示相，内有

题名四行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

岁记’十九字。四行之下，又有一一‘保’字或有作‘人’

字者，与上文不相连属，应是造塔时所编记目耳。”

此条记载与乾隆五十九年（1794）西吴悔堂老人录《越

中杂识》下卷《碑版》中所记吴越钱忠懿王金涂塔相

同［4］。

7. 清《台州府志》：“吴越忠懿王造金涂塔，高

六寸，重三十五两，内有十九字，文曰‘吴越国王

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钱氏子孙与铁

券俱世守之。”

金涂塔在民国钱文选《钱氏家乘》卷四《图考》

中亦有著录：“塔高六寸，重三十五两，阴有文云：

‘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凡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七

塔，今尊藏寺中。憨山大师清公作记。”《憨山沙门德

清金涂塔记》称：明万历（1573—1620）初常熟顾耿

光造其父“茔地中掘出一小铜塔，高五寸许，如阿育

王塔式。内刻款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

塔乙卯岁记’一十九字。外四面镂释迦往因本行示相。

前则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后则慈力王割耳传灯，左

则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右则月光王捐舍宝首。文理密

致，渗以金饰”。明代文献已称吴越国王钱弘俶所造

小铜塔为“阿育王塔”。

4.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载：“寺塔之建，吴越

武肃王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

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

且不能举其目矣。当日尝于宫中治乌金为瓦，绘梵夹

故事，涂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阳姜尧章得其一版，

乃如来舍身相。阳谷周晋仙赋长歌纪其事……乡人蒋

尔龄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

城东白莲寺僧。”白莲寺在嘉兴。

5. 清顾豹文《表忠谱序》：

“余少读书，保叔塔下距丈室十

步许有一塔，高不逾寻，相传为

庆忌塔。顺治（1644—1661）中

圮，有小塔百数，陶制，极工，

与钱氏所藏金塔形式吻合。其为

八万四千中物无疑。”

6. 清《绍兴府志》：“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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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字，下有一‘保’字。外画象作饥鹰饿虎状。”［5］

此外，清代王昶《金石粹编》、张燕昌《金石契》、

冯云鹏《金石索》、阮元《两浙金石志》中也有吴越

国王钱弘俶造金涂塔之记录，大体与上文所记相同。

二  出土的钱（弘） 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实物

出土的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实物，均

为金属小塔，藏经卷或瘗舍利之用。“八万四千”并

非实指，佛教用语中极言数量之多。以铜塔为多，铁

塔略少，塔上均铸有铭文。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

分两次集中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相隔 10 年。乙卯

岁，即显德二年（955），周世宗灭佛之当年，钱弘

俶造八万四千铜阿育王塔。乙丑岁，即宋太祖乾德

三年（965），钱俶再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这恰

与《佛祖统纪》中的记载相吻合。雷峰塔五代地宫、

天宫各出土 1 座银阿育王塔，乃吴越国王钱俶于“壬

申岁”（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丙子岁”（开宝九年，

976）前后为雷峰塔特制。温州白象塔第一层出土的

漆塔，是目前仅见的 1 座漆阿育王塔，应为文献记载

吴越国高僧延寿募缘造一万所夹纻阿育王塔之一［6］。

阿育王塔的出土地点多在吴越国境内，中原地区河北

定州、河南邓州北宋地宫出土的铁阿育王塔与钱俶两

次进京有关。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了阿育王塔 15 座，

其中铜塔 11 座、铁塔 4 座，是历年阿育王塔发现数

量最多的一次。万佛塔地宫虽为北宋嘉祐七年（1062）

图十五

图十六

图十八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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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但原址五代时即建有寺院，地宫所出遗物大多

为吴越国后期制造。铜塔的塔身内壁铸“吴越国王 /

钱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宝 /塔乙卯岁记”4行19字题记，

铁塔的底板上铸“吴越国王俶 / 敬造宝塔八万 / 四千

所永充供 / 养时乙丑岁记”4 行 23 字铭文。乙卯岁

为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乙丑岁为宋太祖乾德三年

（965）（图十三）。

1971 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现大善塔附近）

出土的铁阿育王塔，底板上铸“吴越国王俶 / 敬造宝

塔八万 / 四千所永充供 / 养时乙丑岁记”。塔内藏有纸

质刻经，全卷长 182.8、高 8.5 厘米，共 220 行，满

行 10 至 12 字，楷书。卷首题刊“吴越国王钱俶敬造

宝 / 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 / 充供养时乙丑岁记”3 行

26 字。卷前扉画“礼佛图”，后为经文，首题“一切

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7］。此卷是目

前所见吴越国较早的雕版印刷品，“不但扉画线条明

朗精美，文字也清晰悦目，如宋本佳椠。纸质洁白，

可能用的是温州蠲纸。墨色精良，千年如新，实为罕

见。可以证明吴越印刷不但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8］。

由于“乙丑岁”印制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藏在“乙

丑岁”铸造的铁塔内，故这种小塔后来又被称为“宝

箧印经塔”［9］（图十四、十五、十六）。

2000 年至 2001 年对杭州雷峰塔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从废墟天宫及塔基地宫中各出土银阿育王塔 1 座

（图十七）。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内奉“佛螺髻发”金棺

的银鎏金阿育王塔以及天宫出土的内置金瓶的银阿

育王塔，是目前仅见的两座银塔。这两座银塔是钱俶

专为雷峰塔特制，模拟唐代以金棺银椁的最高规格瘗

埋佛祖舍利，功德主为吴越国王钱俶，故银塔内没有

留下任何刻记。1924 年雷峰塔坍塌，塔砖内庋藏的

刻经——《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

经》面世，卷首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 /

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 / 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

日纪”题记便可作为明证。“乙亥岁”为宋太祖开宝

八年（975）［10］。

据对中国境内塔基地宫及塔身等遗迹的出土资

料所作的统计可知，目前发现有钱（弘）俶造阿育

王塔 35 座，其中铜塔 20 座、铁塔 12 座、银塔 2 座、

漆塔 1 座，按出土时间开列如下：

1.1953 年福建连江县城南一座小石塔中出土铜塔

1 座。现藏福建博物院［11］（图十八）。

2.1955 年崇德（现桐乡市）崇福寺西塔出土铜塔

1 座。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2］（图十九）。

3.1956 年宁波天封塔塔顶出土铜塔 1 座。现藏宁

波博物馆［13］。

4.1957 年金华万佛塔北宋地宫出土铜塔 11 座、铁

塔 3 座。现 8 座铜塔、2 座铁塔藏浙江省博物馆，1 座

铜塔拨交嘉兴博物馆，1 座铜塔拨交天台国清寺［14］。

5.1963 年东阳中兴寺塔（南寺塔）倒塌时发现铜

塔 2 座。现藏东阳市博物馆［15］。

6.1965 年温州北宋白象塔塔身出土铁塔 1 座、漆

塔 1 座。现藏温州博物馆［16］（图二十）。

7.1966 年瑞安北宋慧光塔塔身出土铁塔 1 座。现

藏浙江省博物馆［17］（图二十一、二十二）。

8.1969 年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地宫发现铁塔 1

座。现藏河北省博物馆［18］（图二十三）。

9.1971 年福建闽侯龙台山遗址出土铜塔 1 座。现

藏福建博物院［19］（图二十四）。

10.1971 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出土铁塔 1 座。

现藏绍兴博物馆［20］。

11.1982 年临安玲珑站附近田磡出土铜塔 1 座。

现藏临安市文物馆［21］。

12.1987 年黄岩灵石寺塔天宫出土铁塔 1 座。现

藏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22］（图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七）。

13.1988 年河南邓州北宋福胜寺塔地宫发现铁塔

2 座。现藏河南博物院［23］。

14.1996 年上海嘉定元代法华塔地宫出土铁塔 1

座。现藏上海博物馆［24］。

15.2000 年杭州五代雷峰塔遗址天宫出土银塔 1

座。现藏浙江省博物馆［25］。

16.2001 年杭州五代雷峰塔遗址地宫出土银塔 1

座。现藏浙江省博物馆［26］。

17.2003 年海宁元代智标塔地宫出土铜塔 1 座。

现藏海宁市博物馆［27］（图二十八、二十九）。

18.嵊州长乐出土铜塔 1座。现藏浙江省博物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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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

19. 绍兴古越阁收藏铁塔 1 座，为近年绍兴出土，

内有琉璃瓶盛装舍利［29］。

此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福冈博物馆收藏有吴越国王钱弘

俶题记的铜阿育王塔实物［30］。

阿育王塔实物的形制，方形中空，外形作单层

束腰状，自下而上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

塔顶盖四角耸立 4 根蕉叶状山花，塔顶正中立塔刹、

相轮。铜、铁阿育王塔外形、铸造方式、四角山花蕉

叶图案不同。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画面，铜塔作浮

雕形式，铁塔为透雕形式，均分别为“萨埵太子舍

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和“月

光王施首”本生，每面一幅图像，布局作一图一景式。

四角各立一只金翅鸟。

铜塔的基座与塔身两部分连铸，用 4 片铜片围合

焊接而成。铁塔不仅基座与塔身两部分连铸，连塔顶

的山花蕉叶亦连铸，以 4 片铁片围合焊接成塔，这样

可使塔身的佛本生故事画面与山花蕉叶上的佛传故

事图案严格对应无误。铜塔的山花蕉叶和塔刹则分铸

后嵌插在塔顶盖中心孔内，故铜塔出土时，四角的山

花蕉叶和塔刹常有缺失现象。山花蕉叶每角的向外部

分，铜塔为站立持械的护法力士图像，共 8 面，内侧

各铸龛内禅定佛坐像 1 躯，共 4 身，内容、形式均相同。

铁塔的山花蕉叶，每角的向外部分有两个面，各分上

下两层，铸有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佛传故事画面 16

则，每角山花蕉叶 4 则图像，布局以连环画形式展开，

表现了释迦牟尼传奇的一生。内侧铸佛禅定和说法

等像。铜塔的基座为方形须弥座，座上装饰覆莲纹，

每面以菩提树间隔饰坐佛 3 尊，铁塔的基座为方形，

四面饰 4 尊坐佛。完整的铜塔塔顶立七层相轮，刹杆

与相轮连体，铁塔则立五层相轮，刹杆与相轮分体，

塔刹为摩尼宝珠。

铜塔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本生塔身内壁铜片

图二十三

图二十六

图二十四

图二十七

图二十五

图二十九

图二十八

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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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下降生”讲述佛祖诞生的故事，佛经中对释

迦牟尼出生添加了神话色彩，摩诃摩耶夫人胎满十月，

回娘家分娩途经蓝毗尼园（今尼泊尔境内的鲁明代，

距离印度边境不远），在一棵无忧树下休息，树上香

气芳郁，夫人举起右臂想采摘一枝，就在此时，佛

陀从其右胁降生，下方一妇女蹲地接生。“步步生莲”

说的是七朵莲花与佛陀同时降生，佛陀足踏莲花，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大声呼叫：“天下地上，惟我独

尊。”“二龙灌浴”，同样表现佛陀诞生后的种种灵异，

佛陀站立在凳子上，头顶有两条龙王，自空中喷吐两

股清净洁水，一凉一温，洗浴太子身体。“比武掷象”

描述了佛陀娶耶输陀罗为妻时与释迦族五百童子比试

的一个场面，只见佛陀用右手把挡在城门口的大象尸

体高高举起，扔出城外二里的地方，象堕之处顿成一

个大坑，表明佛陀文武双全。“削发出家”是佛陀一

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佛陀久居宫中，出游四门，体悟

苦谛，决心出家。二十九岁那年，毅然削去蓄养多年

的长发，画面中佛陀左手握发，右手执剃刀，右下方

一人跪地托盘承接。“觉悟成道”是佛祖生命历程的

重要片段，由“连河洗污”、“牧女献糜”两则画面组

成。从画面上看到，释迦牟尼果断放弃坚持六年之久

的苦行生活，来到尼连禅河，洗去几年来的污垢，过

于衰弱的身体使他无力返回岸边，后来他握住水中的

树枝才勉强上岸，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河边。这时

一个头顶奶桶的村妇须阇多走近释迦牟尼身边并唤醒

了他，给他喂乳糜。释迦牟尼饮尽牛奶，体力逐渐恢复，

先走到附近的树林中休息半天，接着就到佛陀伽耶去。

他坐在一株茂盛的菩提树下，面朝高耸的正象山，下

定决心，结跏趺坐，静思 35 年来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

最终在当年 12 月 8 日黎明觉悟成道。“初转法轮”故

事发生在鹿野苑，画面中并没有度五比丘的场面，只

镂刻了两只相对衔花的小鹿，中间有一朵含苞待放的

荷花和莲叶，具有明显的指代象征意味。

其中的一座铜阿育王塔，1955 年崇德（现桐乡市）

崇福寺西塔出土，通高 21、基座边长 8 厘米，由基座、

塔身、塔顶三部分构成。基座四面各饰 3 尊禅定坐佛；

塔身四面各有一幅佛本生故事，上边饰缠枝忍冬纹；

塔顶四角立山花蕉叶，外侧装饰护法力士，内侧饰禅

图三十二图三十一

上铸“吴越国王 / 钱弘俶敬造 / 八万四千宝 / 塔乙卯岁

记”4 行 19 字题记。题记下有“全”、“金”、“己”、“小”、

“六”、“三”、“化”、“乙”等编号。铁塔底有铁板封护，

上铸“吴越国王俶 / 敬造宝塔八万 / 四千所永充供 / 养

时乙丑岁记”4 行 23 字。银、漆阿育王塔的形制、体量、

题材与铁阿育王塔几乎相同，银塔的加工方式为每个

部分捶揲成型，整体接合，插合方式与五代民间仿造

的阿育王塔相同。

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表现释迦牟尼在印度降

生前的善行故事，充分展示和宣扬了释迦牟尼成佛前

忍受痛苦、自我牺牲，终于苦修成佛的历程。据佛

典记载，这四个佛本生故事发生在中亚犍陀罗境内，

东晋法显和唐玄奘都曾记载过这四个本生故事的发

生地点，尸毗王割自己身上的肉救鸽子在士瓦特，见

《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快目王舍眼本生发生

在白沙瓦，见同书卷二犍陀罗国。月光王割己头施人

本生发生在塔克西拉，见同书卷三坦叉始罗国。舍身

饲虎本生发生在开达斯，见同书卷三僧诃补罗国［31］。

山花蕉叶上众多画面生动地反映了诞生、在家、

出家、成道与传教等展现佛祖生平的重要场面，通过

观察能分辨出胁下降生、步步生莲、二龙灌浴、比武

掷象、削发出家、连河洗污、牧女献糜、初转法轮等

生动细节。塔身四角的金翅鸟，又名妙翅鸟，为佛陀

的护法神鸟，梵名“迦楼罗”，是古印度传说中一种

凶恶的大鸟，住在须弥山北方，常取龙为食，后来皈

依佛法，弃恶扬善，成为护法的“天龙八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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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三

图三十四

图三十五

图三十六

定坐佛；刹座为方形覆莲，塔刹嵌插在塔身上。塔身

内侧铸“吴越国王 / 钱弘俶敬造 / 八万四千宝 / 塔乙

卯岁记”4 行 19 字题记，“己”字编号，内壁焊接有

藏舍利用的挂钩［32］。

又其中的一座铁阿育王塔，1957 年金华万佛塔

地宫出土，残高 21.2、底座边长 10.5 厘米，基座四

面各饰 4 尊坐佛；塔身镂空，四面装饰佛本生故事；

塔顶四角山花蕉叶外侧饰佛传故事，内侧饰立佛与坐

佛；相轮尚存四重，串在铁刹杆上，嵌插在塔顶上，

刹座为方形覆莲。底有封板，铸“吴越国王俶 / 敬造

宝塔八万 /四千所永充供 /养时乙丑岁记”4行23字［33］。

2000 年雷峰塔天宫出土的银阿育王塔，高 33.5、

基座宽 12 厘米，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

四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捶揲成型，整体接合（图

三十一、三十二）。基座下面用方形银板封护，塔座

的每侧以菩提树、禅定小佛像 4 尊相间作装饰。塔身

方形，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每面一个，分别为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本生（图三十三）、尸毗王割肉贸

鸽本生（图三十四）、快目王舍眼本生（图三十五）

及月光王施首本生（图三十六），四角各有一只金翅

鸟。塔身的最上层用忍冬及兽面纹作装饰。塔身四

角的山花蕉叶，正面捶揲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佛传

故事画面，共 16 幅，背面捶揲佛祖坐禅、说法等形

象。塔刹由刹杆、五重相轮和顶部的摩尼宝珠等构成，

塔刹的底座装饰 12 朵覆莲，五重相轮上饰忍冬、连

珠纹，底轮最大，往上渐收。塔内金瓶呈葫芦形，表

面錾刻团花、莲瓣等花卉，高 4.4、口径 1.3、底径 1.6、

最大腹径 2.4 厘米，内盛舍利。

温州白象塔出土的漆塔，以山麻干粉末和油脂混

合物塑雕而成，外涂褐红色漆。由基座、塔身、塔顶

三部分组成。方形，残高 19.3、面宽 12 厘米，中空，

顶部略凸，中央刻十二瓣莲纹。塔刹已损，残存相轮

呈纽扣形，四角为山花蕉叶，高 7.5 厘米。塔面雕刻

的内容与铁阿育王塔相同。

由统计结果可知，钱俶建造的阿育王塔实物，多

出土于浙江、上海、福建、河南、河北等地五代至元

明时期的佛塔地宫、塔顶及塔身中。最北见于河北

定州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静志寺塔地宫，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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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福建福州附近连江、闽侯两县出土的铜塔，为最

南的发现，以吴越国故境发现最众。钱俶当政时吴

越国下辖十三州一军之地，相当于今浙江省、上海

市全境和江苏东南部的苏州、福建北部的福州等地，

目前已在杭州、明州、越州、台州、温州、婺州、秀州、

福州等地发现过钱俶造阿育王塔实物。浙江境内的杭

州雷峰塔、金华万佛塔、东阳南寺塔、瑞安慧光塔、

温州白象塔、黄岩灵石寺塔、宁波天封塔、海宁智标

塔、桐乡崇德崇福寺塔等，都发现过钱俶造阿育王塔

实物。当时钱俶造塔不仅“布散部内”，而且还“以

五百遣使颁日本”，这在《龙山胜相寺记》和《钱氏

家乘》等文献中有确切记载。宋程珌《龙山胜相寺记》

谓：“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

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

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钱文选《钱

氏家乘》说：“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

遣使颁日本。”因此日本所藏阿育王塔当源自吴越国。

中原北宋塔基发现铁阿育王塔有二事，一为河北

定州静志寺塔，一为河南邓州福胜寺塔。1969 年在河

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铁阿育王塔，高 19.7、长

10.3、宽 9.9 厘米，底板上铸“吴越国王俶 / 敬造宝塔

八万 / 四千所永充供 / 养时乙丑岁记”4 行 23 字，据

同出碑文记载，静志寺塔基瘗埋舍利的时间为太平兴

国二年（977）五月。据《宋史 · 吴越钱氏》记载，北

宋、吴越联合平定南唐政权后的次年，即开宝九年（976）

正月，钱俶第一次离杭州赴汴京朝觐宋太祖，三月，

宋朝赐钱俶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五月，钱俶回到

杭州，十一月，王妃孙氏去世。太平兴国二年（977）

二月，登基不久的宋太宗遣使追谥孙氏为“皇妃”，适

宽各 8 厘米，连座通高 25.5 厘米。形状相同，均铸

造而成。基座和塔身平面皆为方形。基座上小下大，

形成四个斜壁面。塔身上部四角为山花蕉叶，中间立

相轮、刹杆。史籍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

钱俶第二次赴东京朝觐宋太宗时被迫上表献地。端拱

元年（988）春，钱俶徙封邓王，使持节邓州诸军事、

行邓州刺史，同年八月死于任上。邓州福胜寺塔地宫

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应是钱俶纳土归宋 10 年后，任

邓王时舍入当地寺院的。

三  历代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

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实物，共 23 座，时代以五

代至宋为主，塔上多有纪年铭刻。元明清时期则罕见。

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多为铜质，尚有铁、银阿育王

塔和阿育王塔砖雕，但数量极少。现按时代顺序统计

排列如下：

1.1987 年黄岩灵石寺塔天宫出土铜塔 1 座，残存

须弥座，座壁间铸佛像、菩提树、莲花和璎珞纹等，

上面刻有铭文：“陈八娘为亡妣林十娘子女弟子造塔

一所永充供养乾祐三年（950）二月十八日记。”现藏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 [34]（图三十七、三十八）。

2.1978 年江苏苏州市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窖穴

内出土铜塔 2 座。大的 1 座底板上刻 9 行 63 字：“苏

州长州县通贤乡清信弟子 / 顾彦超将亡妇在生衣物敬

舍 / 铸造释迦如 / 来真身舍利 / 宝塔壹所 / 伏用资荐

/ 亡妣胡氏五娘 / 子生界永充供养 / 岁次乙卯（955）

十月日舍。”现藏苏州博物馆 [35]。

3.1963 年东阳中兴寺塔（南寺塔）倒塌时发现铜

塔 5 座。其中鎏金铜塔座面沿塔身四边刻有“吴越国

图三十七 图三十八

逢“西关砖塔”落成。钱俶为纪念王

妃孙氏及感恩宋廷的封妃、谥妃之举，

将新塔命名为“皇妃塔”，入宋后改

称“雷峰塔”。定州出土的“乙丑岁”

铭铁阿育王塔应为钱俶第一次朝觐宋

太祖时携带至中原。

1988 年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

宫（建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中

发现了两座铁阿育王塔，基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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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三

图四十一

图四十二 图四十六 图四十七

图四十四 图四十五

图三十九 图四十

龙册寺弥陀会 / 弟子潘彦温妻王十一娘 / 男仁大阖家

眷属 / 造此塔永充供养”题记。2 座僧人所舍小铜塔

上有“丙辰岁”（周世宗显德三年，956）题记。现藏

东阳市博物馆［36］（图三十九、四十）。

4.1966 年萧山城厢镇祇园寺东西石塔出土“戊午显

德五年（958）”铜塔 2 座。须弥座座面沿塔身四边刻有

一圈铭文：“弟子夏承厚并妻林一娘，阖家眷属，舍净

财铸真身舍利塔两所，恐有多生罪障业障并愿消除，承

兹灵善，愿往西方净土。戊午显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记。”

现藏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37］（图

四十一、四十二）。

5.1956 年江苏苏州虎丘云岩

寺塔第三层中间发现用 5 块绢袱

覆盖的铁塔 1 座。比较完整的一

块绢袱上面用毛笔墨书二行字：

“□□惠朗舍此袱子一枚裹 / 迦叶

如来真身舍利宝塔。”另一残绢

上墨书“辛酉岁题”（建隆二年，

961）。在塔座中心有一凹洞，内

放一金瓶。瓶口有盖，内塞纸团。

据袱上所记，金瓶瘗有舍利。现

藏苏州博物馆［38］。

6.2000 年杭州雷峰塔遗址废

墟内出土小铜塔 1 座。个体较小，

出土时散架，应为五代末年之物。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39］。

7.1995 年上海松江李塔明代

地宫出土铁铸阿育王塔 1 座，形

态与东阳中兴寺塔、萧山祇园寺

出土的铜塔相同，惟质地为铁制。

塔下面后配的基座为北宋物。现

藏上海博物馆［40］。

8.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 1 座

银塔，有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题记［41］。

9.2008 年南京北宋大中祥符

四年（1011）长干寺塔地宫出土

七宝阿育王塔 1 座，高约 1.2 米，

内部为木胎，外包银片，表面鎏金，并镶嵌水晶、玛瑙、

琉璃等多种宝石。石函上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

利石函记”铭刻中称之为“七宝阿育王塔”。现藏南

京市博物馆［42］。

10.1993 年安吉安城灵芝塔天宫发现银塔 1 座。

底部四边镌刻行书铭文：“安吉县永安乡城南保奉佛

女弟子裴氏三娘 / 将妆奁浪银制造塔一所安真身舍利

佛骨 / 舍入永安院塔心内资荐夫主施十二郎庆 / 历七

年（1047）岁次丁亥四月朔日毕工记银匠李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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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安吉县博物馆［43］（图四十三）。

11.1965 年温州北宋白象塔塔身出土砖雕阿育王塔

1 座，残存塔身四壁及 2 件三棱形山花蕉叶。山花蕉

叶上刻“熙宁四年（1071）”题记。现藏温州博物馆［44］。

12.2003 年海宁硖石元代智标塔地宫出土砖座铜

塔 1 座，内以银盒盛装舍利 2 枚。砖座、银盒为北宋

风格，塔的制作年代可定在北宋时期。现藏海宁市博

物馆［45］（图四十四）。

13.1957 年金华万佛塔北宋地宫出土铁塔 1 座，

通高 12、底座边长 8 厘米。由基座、塔身、塔顶三

部分构成，外表涂金。基座四面各饰 3 尊禅定坐佛；

塔身四面各有一幅佛本生故事，上边饰缠枝忍冬纹；

塔顶四角饰山花蕉叶，外侧饰护法力士，内侧饰禅定

坐佛。山花蕉叶与塔身连铸。此塔以吴越国王钱弘俶

造“乙卯岁”铜阿育王塔为模型铸造。现藏浙江省博

物馆（图四十五）。

14.1976 年安徽青阳南宋地宫出土鎏金铜塔 1 座。

同出记事银牌文曰：“绍兴二十五年（1155）九月

二十日下工起塔。住持长老宗景施银牌子记。”现藏

安徽省博物馆［46］。

15.2000 年海盐元代镇海塔塔身发现鎏金铁塔 2

座。镇海塔始建于元至元三年（1337），由名僧梵琦

禅师主持建塔工程，至正元年（1341）塔成。塔为

浑铸，不分体，为元代物。现藏海盐县博物馆［47］（图

四十六）。

16.1995 年上海松江李塔明代地宫出土银塔 1 座，

高 14 厘米，塔身四壁开龛，内透雕 1 尊禅定佛坐像，

不见一般阿育王塔四面本生故事题材。地宫内出土

“大明国天顺元年（1457）十二月吉日造”银佛像，

可定银塔时代为明代。现藏上海博物馆［48］。

17. 杭州历史博物馆收藏 1 座清至民国仿造的铜

塔，无塔刹。内壁铸有反体“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下有一“保”字。形体与

清代金石著作如《金涂铜塔考》上的《金涂塔图》接近，

故为清乾隆以后至民国仿造。不作盛装舍利用［49］（图

四十七）。

从分布地点看，五代民间造铜、铁阿育王塔均分

布在吴越国境内。宋代地域上有所拓展，但始终没有

越过长江，最北为沿江的江苏南京，最西为安徽青阳，

出土地点仍以五代吴越国故境为多。

五代时期吴越国民间所造阿育王塔，目前所见最

早为 1987 年黄岩灵石寺塔天宫出土的铜阿育王塔须

弥座，座壁间铸禅定坐佛像，用三棵菩提树间隔，座

上有覆莲纹，上饰连珠纹。座面边缘刻有一圈铭文：

“陈八娘为亡妣林十娘子女弟子造塔一所永充供养乾

祐三年（950）二月十八日记。”此塔虽残存底座，缺

塔身、山花蕉叶、塔刹等，但形制与 1966 年萧山祇

园寺石塔出土的“戊午显德五年（958）”铜塔须弥座

相同。座面有明确纪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民间

造铜阿育王塔实物，比吴越国王钱弘俶“乙卯岁”（周

世宗显德二年，955）造八万四千铜塔还早五年。当

年考古报告上部分文字的辨认或有不确之处，将“乾

祐三年”误作“乾德三年”。1978 年江苏苏州市瑞光

寺塔第三层出土的“岁次乙卯”铜塔，与“乙卯岁”（周

世宗显德二年，955）吴越国王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铜

阿育王塔同时，山花蕉叶上的连环画式佛传故事内

容，比钱弘俶造铜塔上单一的持械站立护法力士图像

丰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在塔顶四角山花蕉叶上以佛

传故事画面作题材。铸造方式与钱弘俶造铜塔有别，

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相轮分别铸造后插合，

不使用焊接法。1963 年东阳中兴寺塔（南寺塔）倒

塌时发现的 5 座铜塔，两大三小，两座小铜塔上有“丙

辰岁”题记。“丙辰岁”（周世宗显德三年，956）为

“乙卯岁”（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吴越国王钱弘俶

造八万四千铜阿育王塔的次年。再晚的实物有萧山祇

园寺出土的“戊午显德五年”（958）铜塔。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覆盖墨书“辛酉岁题”（建隆

二年，961）绢袱的铁阿育王塔，是目前五代时期仅

见的一座民间仿造铁阿育王塔，比钱俶“乙丑岁”造

铁阿育王塔早四年，塔身四壁佛本生故事图案内容相

同，但人物的方向相反，应为翻模所致。塔身的佛本

生故事图案与山花蕉叶上的佛传故事图案不见有严

格的对应顺序。

温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砖雕阿育王塔，残存塔

顶的三棱形山花蕉叶 2 件，长 41、两面各宽 14.5、

背面宽 18 厘米。一件背刻“奉为四恩、三有，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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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者，熙宁四年（1071）辛亥中秋望日题”（图

四十八、四十九），另一件刻“前资院主皆□唯湛施钱，

建造阿育王宝塔一所并盖亭等”（图五十、五十一）。

蕉叶两面均浮雕佛传故事。以横栏分隔画面。内容

分别为“入胎”和“降生”，一妇女侧卧在菩提树下，

右上方有一轮圆月。佛母在菩提树下举右臂，佛陀从

其右胁降生，一妇女蹲地接生，一妇女双手合十侍立。

“步步生莲”，在坐佛身侧一婴儿足踏莲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佛双手施禅定印。“剃度出家”，树下一人

坐于山石上，左手握发，右手执剃刀，右下方一人跪

地托盘承接。另一画面上，三只幼虎相扑嬉戏。方形

砖雕，为塔身，4 件，宽、高 45 厘米。均浮雕佛本

生故事。以“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故事为例，图案

中间为半圆形券门，上饰连珠纹。券门内国王上身袒

裸，着络腋，半跏趺坐于山石上，盘腿端坐，身躯高大，

神态安详镇定，无所畏惧，左手托着被饿鹰追逐的鸽

子，右手屈起，正准备施舍臂上肉，左上方一人持刀

准备割肉，左下方一人持秤准备称肉。其旁边及券门

内外眷属姿态各异，或敬佩，或惊异，或叹息。

2008 年南京北宋长干寺塔地宫出土的“七宝阿

育王塔”，据“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地

宫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塔高约 1.2 米，

内部木胎，外包银片，表面鎏金，并镶嵌水晶、玛瑙、

琉璃，由相轮、山花蕉叶、塔身及基座组合而成。塔

刹有五重相轮，顶部为球形宝珠。山花蕉叶分别位于

塔顶部四角，内侧有 2 座立佛像和 2 座坐佛像。外侧

则有佛祖诞生、苦修、说法、涅槃，以及降魔显圣等

佛传故事。塔刹与山花蕉叶之间以长链相连，链上悬

铃。塔身方形，上、下两端的出涩部分皆有一组佛像，

姿势各异。塔身四面中心部分，分别有自名的“萨埵

太子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和“须

大拿王”四幅佛本生变相。塔身四面的顶部分别刻

有 “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和“风调

雨顺”等吉祥语，四隅站立大鹏金翅鸟。塔身錾刻的

铭文，主要记述捐赠施主的身份、姓名，捐赠的数量，

以及变相的名称等。该塔造型高大雄浑，装饰精美，

代表了北宋民间阿育王塔制作的杰出工艺水平（图

五十二至五十六）。

五代及以后，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

一些佛寺内筑有不可移动的大石塔或塔幢。大型的石

雕阿育王塔，以保存于广东东莞市博物馆的南汉大宝

五年（962）象塔顶端的石阿育王塔为最早［50］。保存

于湖州博物馆的北宋石砌阿育王塔，高 2 米，菱湖发

掘出土，塔身四壁雕立佛像。福建泉州开元寺大殿前

院月台两侧，有 1 对石阿育王塔，塔身四壁为佛本

生故事画面，山花蕉叶上为佛传故事画面。据碑文

记载，开元寺石塔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舟

山普陀岛普济寺东南、海印池东侧的多宝石塔，三

层，高 20 多米，塔身四壁雕出佛龛和佛像，建于元

代元统年间（1333—1335），为石雕阿育王塔中最高

大者。广东潮州开元寺大殿前院前竖立的 1 对石阿育

王塔，高 4 米多，雕刻图案、内容与福建泉州开元

图四十八 图四十九 图五十 图五十一



宗教万象·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

45

石阿育王塔建筑，应与西泠印社崇尚金石有关。

诸大型石塔中，时代最早、颇具特色的有广东东

莞市博物馆收藏的南汉大宝五年（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象塔。

1966 年广东省文物部门发掘东莞城内的南汉大

宝五年象塔并迁移至东莞市博物馆。“象塔”由底座、

首层须弥座、座盖、石幢柱、柱上盖、扁圆形石鼓

垫、方形阿育王塔等五层共十段组成，高 4 米多。为

罕见的石幢与石塔相结合的建筑结构形式。中间石幢

第一面刻“以大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

□□□□□面招讨特使进行内侍监上柱国邵廷□……

地一段收……及诸寺院僧尼镌造”，第二面至第八面

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之顶端的阿育王塔，

在原生石料上镌刻出座底、须弥座、束腰塔身，塔身

四面镌刻佛像故事，盖顶四端立山花蕉叶状塔角［51］。

此外，阿育王塔形象还见于杭州南宋时期的摩崖

龛像，同时期墓园内佛寺建筑基址上亦有发现。

杭州飞来峰造像第 68 龛，位于冷泉溪南岸的崖

壁上，依山石自然形态，开凿弧形顶龛，周长 9 米，

中间高 3.3 米，龛内为南宋布袋弥勒和姿态各异的

十八罗汉造像，主尊南宋大肚弥勒像为国内雕凿最好

的一尊，袒胸、露腹、行坐自由，实为罗汉像。左侧

一罗汉右手托一座阿育王塔并作凝视状，面向大肚弥

勒，阿育王塔后有背光衬托［52］。

2007 年，南京江宁清修村宋代墓园内出土的建筑

构件瓦当，直径 12 厘米，上面的图案为阿育王塔，塔

身中间开龛，内塑立佛 1 尊。据三号墓出土的“宋故

燕国太夫人曹氏墓志”及一号墓部分砖侧模印“大宋

绍兴二十五年（1155）窑户□□制”题记，可知墓园

为南宋初权臣秦桧之子秦熺夫妇墓地所在。阿育王塔

样花纹瓦当出土地，当为超度墓主亡魂的佛寺所在［53］。

四  县阿育王塔及有关阿育王塔名称的资料

据佛教史籍记载，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

朝，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供养佛舍利，“阿育王塔”

之名称即始于此。阿育王是印度第一个统一王朝——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公元前 271 年即位，公元前

235 年去世，在位时孔雀王朝疆域最大。公元前 265

年阿育王皈依佛教，成为居士。为推广佛教，阿育王

巡行各地，宣传佛法，每年向佛教寺院施舍大量钱财，

还经常举行盛大的集会活动，曾亲自命令建立了一些

佛寺和佛塔，并选派著名的传教士到国内各地和邻国

传播佛教。由于阿育王的支持，佛教扩展为世界宗教，

在佛教史上阿育王被推崇为“转轮圣王”和“法王”。

关于阿育王造塔故事，早期释典中即有记载。在西晋

安息三藏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和唐道世《法苑珠

林》中，均称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流传至东土者有

十九座，西晋会稽 县塔（今浙江宁波）即为阿育王

图五十二

图五十五 图五十六

图五十四

图五十三

寺石塔相近，惟雕刻

较浅，从塔的风格判

断，当为明代之作品。

直到民国时期，杭州

西泠印社内建汉三老

石室，以珍藏清咸丰

二年（1852）得自余

姚客星山的《三老讳

字忌日记》，即著名的

《三老碑》，屋顶作石

阿育王塔式样。现建

于中山公园内的石亭，

亦做成为阿育王塔样。

民国时期杭州的两处



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

46

造八万四千塔之一。

有关 县阿育王塔之相状记录，以唐高宗麟德元

年 (664) 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为最早。在唐

高宗总章元年（668）道世编录的《法苑珠林》卷第

三十八《敬塔篇 · 感应缘》中记录相同：

“初西晋会稽 塔者（《法苑珠林》作 县塔寺），

今在越州东三百七十里 县界。东去海四十里，在

县东南七十里，南去吴村二十五里。案前传云 : 晋太

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何 (《法苑珠林》作诃 ) 者，

生在畋（《法苑珠林》作田）家，弋猎为业。得病死苏，

(《法苑珠林》有云 ) 见一梵僧语何 (《法苑珠林》作

诃 ) 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闵（《法苑珠林》作悯 )

汝无识，且放。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

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

免此苦。既醒之后，改革前习，出家学道，更名慧达。

如言南行，至会稽。海畔山泽，处处求觅。莫识基绪。

达悲塞烦惋 (《法苑珠林》作冤 )，投告 (《法苑珠林》

作造 ) 无地。忽于中夜闻土下钟声。即迂 (《法苑珠

林》作迁 ) 记其处，剡 (《法苑珠林》作刺 ) 木为剎。

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踊 (《法苑珠林》作涌 )

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

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

周天铃 (《法苑珠林》作全 )。中悬铜磬，每有钟声，

疑此磬也。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

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

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

今在大木塔內。”［54］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五《佛德篇 · 佛像瑞集》

记载约略：

“越州东三百七十里， 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

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

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镂，异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

笼之。”［55］

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779），真人元开（淡海三船）著《唐大和上东征传》，

详述了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法的非凡经历。据校注者

汪向荣考证，真人元开在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时，

是以鉴真弟子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

真传》为范本，在这基础上简化而成的。书中有的部

分，特别是东渡之前在唐朝的部分，极有可能是直接

移用或保留了思托的原文。唐玄宗天宝三年（744），

鉴真和尚第三次东渡失败后，被明州刺史安置于 县

山阿育王寺，在阿育王寺驻留多时，曾与思托等多次

瞻礼过 县阿育王塔。第四次东渡日本前，鉴真还率

思托等门徒辞礼阿育王塔。思托所记 县阿育王塔为

亲眼所见：

“其阿育王塔者，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

王，名曰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之一也。

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

刻缕非常；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

变，一面救鸽变。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

无能知者。唯有方基高数仞，草棘蒙茸，罕有寻窥。

至晋泰始元年，并州西河离石人刘萨诃者，死至阎罗

王界，阎罗王教令掘出。自晋、宋、齐、梁至于唐代，

时时造塔、造堂，其事甚多。”［56］

从中可大体了解 县阿育王塔的质地和塔上镂刻

的佛本生故事内容。质地“非金、非玉、非石、非

土、非铜、非铁”，非漆木莫属。“一面萨埵王子变，

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的佛本生内

容正与钱（弘）俶造阿育王塔和五代宋元时期民间仿

造的阿育王塔实物相同。同书记述唐玄宗天宝十二

载（753）鉴真和尚第六次成功东渡日本随船携带之

物中，除舍利、造像、佛经等佛宝、法宝外，还有“阿

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所谓“阿育王塔样金铜塔”，

应仿自 县阿育王塔。可见盛唐时期已有铜阿育王塔

制作，其名称即为“阿育王塔”。

1984 年浙江平阳宝胜寺东塔第二层北面壁龛内

出土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初刻，宋真宗天禧二

年（1018）重刻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文中有“于

宝胜寺大佛殿前建造宝塔两所，东西二塔之内各请得

天台赤城山塔内岳阳王感应舍利，又备银瓶并育王铜

塔盛贮”，五代时民间即称存放舍利之容器为银瓶和

“育王铜塔”［57］。

1965 年浙江温州白象塔塔身发现的“熙宁四年

（1071）”砖雕阿育王塔残件，根据山花蕉叶上的铭刻，

自名为“阿育王宝塔”。2008 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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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长干寺塔地宫出土的木胎银塔，据“金陵长干寺真

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自名为“七宝阿育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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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Artifacts Recovered from Xishishan (Xishi Hill) Site, Shaoxing
Liu Kan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Xishishan Site, Shaoxing, has yielded 500 to 600 artifact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aoxing Museum collected more than 200 items including 
bronze, iron, proto-porcelain, and potter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various well-produced bronze 
objects, comprising ritual vessels, agricultural tools and weapons. The iron artifacts evidenced that iron 
metallurgy had already emerged in Yue State around the middl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suggested the progress in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productive forces. This finding proves that Xishishan 
is a significant site of Yue State.

Key words:  Xishishan (Xishi Hill), Yue State, bronze artifact, iron artifact

A Primary Summary of Recoveries of Real Objects of King Asoka Tower Model
Li Yuxin
Abstract:  The King Asoka tower model is a Buddhism cultural heritage characteristic of Zhejiang 

local worship. It proves the fact that Qian Chu, the king of Wuyue State at the end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faithfully worshiped Buddhism throughout his life.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ower models document that it was in AD 955 (Yimao) and AD 965 (Yichou) that Qian Chu 
conducted two massive manufactures of tower models particularly for storing Buddhism ashes (sarira) 
and Buddhism sutras. The real objects of King Asoka tower model are mainly recovered from the 
Buddhism towers in the territory of ancient Wuyue State. The iron King Asoka tower models recovered 
from the underground chambers of Buddhism towers in Dingzhou, Hebei and Dengzhou, Henan might 
be relevant to Qian Chu’s two visits to the capital city.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unofficially replicated 
King Asoka tower models, in terms of the date inscriptions on them, belong to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Song Dynasty. All of the tower models produced in Five Dynasties an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ose 
produced in Song Dynasty were unearth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Wuyue State.

Key words: King Asoka tower model, real object, recovery, sort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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