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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3 月 11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杭

州雷峰塔地宫进行考古发掘，惊世发现用金棺盛装

“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阿育王塔 1 座（图一），轰动

一时。如今，作为国宝级文物，这座银塔已入藏浙江

省博物馆。

该塔纯银质地，外表局部鎏金，完好无缺，虽历

经千年，依然熠熠生光，宛若新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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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盖四角各耸立 1 朵蕉叶状山花，塔顶正中立塔刹、

相轮。通高 35.6、最宽 12.6 厘米，重 1272 克。底板、

基座、塔身、顶盖、山花蕉叶、塔刹、相轮、金棺等

部件，均捶揲成型后整体接合、安置。底座为方形

基座，宽 12.5、高 4.2 厘米，下有一片银板封护，每

个侧面有 5 棵菩提树与 4 尊禅定佛像，互相间隔排

列，表现了释迦牟尼树下成佛的景象。方形塔身的

立面呈倒梯形，宽 9.5—12.6、高 9 厘米，四面的圆

拱形龛内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每面一幅，一图一

景，上面四角各立一只大鹏金翅鸟。金翅鸟梵名“迦

楼罗”，为护法的“天龙八部”之一。据佛经说，迦

楼罗本是古代印度传说中一种凶恶的大鸟，体极大，

两翼伸展有 336 万里，住在须弥山北方，常取龙为食，

后来皈依佛法，成为佛陀的护法神鸟。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纯银阿育王塔
                                     黎毓馨（浙江省博物馆 310007） 

【摘要】 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纯银阿育王塔，塔身内用金棺盛装“佛螺髻发”舍利，是

当年吴越国王钱俶建造皇妃塔（后称雷峰塔）的核心所在，专为雷峰塔打造，是钱俶毕生崇佛的体现。银塔

直接仿自延寿造夹纻育王塔（温州白象塔出土的漆塔），间接仿自 县阿育王塔。

 【关键词】雷峰塔  地宫  阿育王塔

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正面雕镂“萨埵太子

舍身饲虎”（图二），以此面作为观察者视线的前面，

则右面为“快目王舍眼”，左面为“月光王施首”，后

面为“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塔身的最上层图案，

两边为忍冬纹，正中以兽面作装饰。佛本生故事讲

述了释迦牟尼前生的累世修行，意在宣扬佛的善行，

记录佛本生故事的汉译佛经有《贤愚经》、《大方便佛

报恩经》、《六度集经》、《菩萨本行经》等。西行求法

的东晋法显《佛国记》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都曾

记载过这四个本生故事的发生地点，在中亚犍陀罗境

内（今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日

本奈良时代真人元开（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

征传》，称塔身四面的本生故事分别为“一面萨埵王

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

从塔身镂孔处可见里面盛有金质容器，用薄金片

包卷成棺状，棺的首尾呈弧形，出于保护文物考虑和

对佛祖舍利的尊重，塔身至今没有打开，但文献及碑

刻中明确记载的“佛螺髻发”舍利应供奉在金棺里面，

五代吴越国沿袭了唐代以金棺银椁的最高规格瘗埋

佛祖舍利的传统。早期印度佛教用于盛装舍利的容

器，除罂、坛、盒类外，还多用覆钵塔，佛教传入中国，

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瘗埋舍利的制度发生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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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盛装舍利用贵金属制作的金棺银椁，直接仿

效了中国古代葬俗，目前考古发掘最早在甘肃泾川武

周延载元年（694）的大云寺地宫中发现了金棺银椁。

舍利，译自梵文，原指火葬后的遗骨或身骨。释

典把舍利分成两类：一为法身舍利，即释迦牟尼传述

的佛经，唐玄奘在印度就看到当地人以香末为泥，“作

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

法舍利”。二为生身舍利，包括佛顶骨、指骨、佛牙、

指爪和头发。通俗地讲，凡是佛的“牙齿发爪之属，

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等圣物、

圣迹，均可视作舍利起塔供养。以前在陕西耀县隋文

帝仁寿四年（604）神德寺塔地宫中曾发现过佛发舍利，

这次于雷峰塔地宫中再次现世，在中国境内属第二次。

塔顶盖四角的山花蕉叶，每角的向外部分垂直折

成两个面，每面各分上下两层，上面锤揲、镂刻佛传

故事画面共 16 幅，以连环画形式生动地反映了释迦

牟尼佛诞生、在家、出家、成道与传法的历程，仔

细观察，能清晰地分辨出佛陀胁下降生（图三）、步

步生莲、二龙灌浴、比武掷象、削发出家、连河洗

污（图四）、牧女献糜、初转法轮、调伏醉象等生动

细节。每角的向内部分，捶揲佛坐像、立像和舍利瓶。

舍利瓶象征释迦牟尼涅槃。

佛经中宣说的佛传故事是经过神话或修饰过的

释迦牟尼生平事迹。银塔表现“胁下降生”用两个画

面，佛母净饭王夫人摩诃摩耶回娘家分娩，途经蓝毗

尼园，在一棵香气芳郁的无忧树下休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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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二

龙灌浴”，同样表现佛陀诞生后的种种灵异，佛陀的

头顶有两条龙王，自空中喷吐温凉两股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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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出城外二里之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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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

虑，决心出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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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是佛祖生命历程的

重要片段，由“连河洗污”、“牧女献糜”两个画面组成。

释迦牟尼经过六年苦行，尝尽千辛万苦，身体羸弱，

容貌枯槁，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决定放弃苦行生活，

来到尼连禅河洗污，体力不支，握住水中的树枝才勉

强上岸。这时一个名叫须阇多的牧女走到释迦牟尼身

边，给他喂乳糜。释迦牟尼体力逐渐恢复后，来到佛

陀伽耶，坐在一株茂盛的菩提树下，面朝高耸的正象

山，结跏趺坐，经过七天七夜的禅思静虑，战胜众魔

的干扰，彻悟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

法，觉悟成佛。“初转法轮”发生在鹿野苑，画面中

并没有度五比丘的场面，只镂刻了两只相对口衔花蕾

的小鹿（图六），具有明显的指代象征意味。

塔刹由刹杆、五重相轮和顶部的摩尼宝珠等构

成，高 22.4 厘米，底座装饰 12 朵方形覆莲，五重相

轮直径 3.4—4.6、高 1.1 厘米，外表有忍冬、连珠纹，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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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轮最大，往上渐收。

这座银塔与 2000 年雷峰塔遗址发掘不久，在废

墟顶部的天宫位置出土的内置金舍利瓶的另 1 座银塔

基本相同，是目前仅见的两座银塔，专为雷峰塔特制，

功德主为吴越国王钱俶。

雷峰塔为钱俶奉安“佛螺髻发”而建。塔成之日，

塔壁八面围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石经。经尾有《造

塔记文》，即考古发掘出土的《华严经跋》碑刻，碑

文共 18 行，残存 162 字，为难得一见的钱俶行楷书

手迹，“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

宫禁中，恭率宝贝创窣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由

于残碑出土，雷峰塔初名“皇妃塔”，千年塔名之争

遂告终结。钱俶之妻孙氏去世后被宋太宗追谥为“皇

妃”的史实，在相关史料中阙而不书，此碑又可补史。

钱俶建雷峰塔是为了奉安“佛螺髻发”，将新塔命名

为“皇妃塔”，则是为了缅怀亡妻孙妃及感恩宋廷的

封妃、谥妃之典。

地宫是雷峰塔最早动工兴建的遗迹，在宫室砖

壁内发现模印“辛未（971）”、“壬申（972）”等干支

纪年文字的塔砖，考证地宫是宋太祖开宝五年（972）

营建、瘗埋并封闭的。那么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纯银阿

育王塔，最晚应在“壬申”年为雷峰塔打造而成，其

造型、规格、内容与 1965 年温州白象塔出土的漆阿

育王塔相同，该漆塔以山麻干粉末和油脂混合物塑雕

而成。据文献记载，吴越国高僧延寿（904—975）曾

募缘造一万所夹纻育王塔。延寿在吴越国高僧中最为

有名，深得钱（弘）俶宠信，有弟子二千余人，主持

灵隐寺，赐智觉禅师号，未逾年，又奉命住永明禅寺

（今净慈寺）。雷峰塔银塔应直接仿自延寿造漆塔。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两浙地区的地方政

权，立国近百年。末代吴越国王钱俶，原名钱弘俶，

后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去“弘”字。根据西湖出土

3 块银简上的刻文记载，钱俶于己丑岁，即后唐明宗

天成四年（929）八月二十五日出生。后汉乾祐元年

（948）正月继承王位，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

月纳土归宋。从出土墓志可知，钱俶于端拱元年（988）

八月二十四日薨于邓州府署，时年 60。被谥为“忠

懿王”，淳化元年（990）葬于北邙山。钱俶毕生崇佛，

事迹昭然，墓志中称他“思辅仁寿之化，颇尊天竺之

教，浮休内达，恻隐兼济”，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

效仿印度阿育王造众多宝塔。其实物在浙江、福建、

河北等省的五代至元明佛教遗迹中颇为多见。在雷峰

塔银塔制作以前，钱（弘）俶已两次范金铸八万四千

宝塔以瘗藏佛经，此事在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中即

有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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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华万佛塔地宫、宁波天封塔塔顶、河北定

州静志寺塔地宫、福建闽侯龙台山遗址、东阳南寺塔

等出土的钱（弘）俶造阿育王塔约 30 座，以铜塔为

多，铁塔较少，塔内原庋藏有法舍利——佛经。由塔

上铸铭可知，周世宗灭佛之当年（显德二年，955），

“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10

年后的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吴越国王俶敬造宝

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这些用铜、铁

铸造的小塔，外表涂金，俗称“金涂塔”，有些涂金

层保留至今。1971 年绍兴出土的乙丑岁造铁塔，塔

身内即藏有经卷，卷首题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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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湖州

天宁寺石幢中发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

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

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

丙辰岁记”刻文，王国维在《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

经跋》中认为，“此小卷画人礼塔象，又刊于造塔之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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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年，当亦金涂塔中物，故卷轴极小，正与塔身合”。

日僧道喜于村上天皇康保二年（965）撰《宝箧印经

记》中有一段话：“应和元年（961）春游右扶风，于

时肥前国刺史称唐物，出一基铜塔示我，高九寸余，

四面铸镂佛菩萨像，德宇四角，上有龛，龛形如马耳，

内亦有佛菩萨像，大如薑核，捧持瞻视之，顷自塔中

一囊落，开见有一经，其端纸注云，天下都元帅吴越

王钱弘俶摺本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之内，安置宝塔之

中，供养回向已毕，显德三年（956）丙辰岁记也。”

作为旁证，乙卯岁造铜塔内纳藏的应是次年显德三年

丙辰岁翻印的《宝箧印经》。

大小乘佛经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

育王造八万四千塔安置佛舍利。大约在 4 世纪以后，

中国文献已出现阿育王塔的记录。唐高宗总章元年

（668）道世编《法苑珠林》，著录了 19 座传入东土的

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西晋会稽 县塔（今浙江

宁波）位列第一。有关 县阿育王塔之详细描述，以

唐高宗麟德元年 (664)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为

最早，“西晋会稽 塔者，今在越州东三百七十里 县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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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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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真人元开（淡海

三船）以鉴真弟子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

上鉴真传》为底本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详述了鉴

真东渡日本传法的非凡经历。唐玄宗天宝三年（744），

鉴真第三次东渡失败后，被明州刺史安置在 县山阿

育王寺并住留多时，曾与思托等多次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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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托亲眼所见并记录的 县阿育王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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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并州西河离石人刘萨诃者，死至阎罗王界，

阎罗王教令掘出。”同书记述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

鉴真第六次成功东渡日本随船携带之物中，尚有“阿

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塔样应仿自 县阿育王塔。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银塔，应间接仿自 县阿育王

塔。早年发现的阿育王塔，多为铜、铁等普通金属铸

造，而雷峰塔地宫所出则为纯银打造，为首次发现。

塔身雕镂的本生、佛传故事更加清晰生动，画面逼

真，工艺精湛，为研究阿育王塔的来源、题材等提供

了新资料。雷峰塔银塔是钱俶崇信佛教的集中体现，

对雷峰塔本身而言，内藏佛发金棺、象征“金棺银椁”

的阿育王塔是当年吴越国王建塔的核心所在。所以这

座阿育王塔应该拥有一个更直观的名称——“佛螺髻

发”舍利塔。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