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中文解说

盛世遗珍
法门寺与大唐文化瑰宝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唐墓俑

唐代的墓室中一般放置各式各样的物品，供往生者
在冥间继续使用。当时的繁荣景象促使了盛唐的厚
葬风气；墓室中不仅绘有壁画，还有专为随葬而制
作的明器。唐代贵族的墓室因此成为了一个齐全完
备的空间：往生者有侍从伺候，也可享有娱乐活
动，周遭有山水风景，连宇宙气象和超自然的元素
也纳入其中。

陶俑是唐墓主要的随葬品之一，其造型包罗万象，
包括了镇墓俑、出行仪仗队伍、侍从、家畜和胡人
(当时对汉族以外的人的笼统称号）。唐代陶匠凭
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想像力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地下世
界，制作出形形色色的陶俑。8世纪时期，制作陶俑
的工艺已达到了成熟鼎盛的阶段，陶俑的造型亦变
得更生动，体积也较为庞大。 

陶俑是唐代艺术中重要的文化瑰宝，它们不仅反映
了唐代的社会面貌，也让后人有机会认识唐朝当时
的风土民情。

[展柜1]
跪拜女俑
745年
彩绘陶
195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经过工匠的巧手，这尊陶俑展示了当时人们行跪
拜礼时的神态。妇女的神情庄严崇敬，而她身上
裙摆的皱褶，亦灵巧地表现了跪拜的动作。唐代
陪葬的物品当中，极少出现这一类造型的人像。
这一陶俑造型里的妇女正在行肃拜之礼。这种跪
拜的形式用于媳妇初见家翁或是宫女晋见皇帝皇
后等特殊场合。

胡人武士俑
约648年
彩绘陶
1985年咸阳市顺陵窦诞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工匠在打造陪葬物品时，多以其千变万化的造
型享誉中外，但在制作非汉族的人物造型时，却不
免落入窠臼。例如这一胡人造型的陶俑，神态威武
彪悍，便是一般刻画非汉族人物的方式。胡人（往
往指来自中西亚的非汉族人）多以魁梧壮硕的身形
著称，故也被视为保护墓穴的最佳造型。此陶俑来
自窦诞（580至648年）的坟墓，窦诞是位将军，
同时亦是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的驸马，其墓中的陪
葬品超过250件。

卧狗
或为7世纪
彩绘陶
1953咸阳市底张湾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牛
或为7世纪
彩绘陶
1948年西安市长安县嘉里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陕西
历史博物馆

明器当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造型的陶俑，例如牛、
羊、猪、鸡、狗等家畜。它们的造型朴实生动，往
往比一般的陶俑造型来得更为小巧。

文官俑
8世纪
彩绘陶
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官造型的陶俑多表露谦卑恭顺的神态。此陶俑双
手抱拳、听候差遣的造型亦呈现这一神态。

[展柜2]
马
约741年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胡人牵马俑
8世纪
三彩釉陶
2002年西安市长安县郭杜乡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馆

骑马男俑
约664年
彩绘釉陶
1971年昭陵郑仁泰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马是唐代艺术中深受欢迎的题材之一。除了军事需
用马，出行时亦得用马，而传达指令、讯息、书信
等也需快马速递，甚至是贵族狩猎、打马球等，皆
是在马背上进行的活动。故此，许多贵族与皇室的
墓穴里，经常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马俑。

唐朝是唯一成功驯育马匹的朝代, 这可能与他们拥有
西北民族文化根源以及和边疆游牧民族通婚有关。
唐朝多依赖来自中亚地区的驯马师，他们一般蓄着
大胡子，身穿衣领向外的长袍。

驮货骆驼
7世纪下半叶或8世纪
陶
1991年由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文化馆移交。西安博
物院

驮架骆驼
7世纪下半叶或8世纪
陶
西安博物院

骑骆驼男俑
8世纪
陶
1956年咸阳市底张湾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穿梭于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旅人和骆驼常被纳入陶俑
的造型中，反映了唐代社会对该动物造型的喜爱程
度。唐墓里所发掘的骆驼陶俑主要刻画来自中亚地
区的双峰骆驼，这种骆驼不畏峻寒、亦能驮运重
担。骆驼不仅是往返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骆驼肉
以及骆驼奶亦可食用。不同外地商人造型的陶俑一
般也会伴随着墓葬中的骆驼俑。

[展柜3]
文官俑
8世纪
三彩釉陶
1986年西安市东郊庆华厂出土。西安博物院

七世纪下半叶的陪葬陶俑多采用“三彩”技术，而
通过低温铅釉烧制的陶器色泽明亮鲜艳，也更为耐
久，所以深受欢迎。

[展柜4]
镇墓兽
约666年
彩绘陶
1990年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这些陶俑在七世纪下半叶盛行，制作时，工匠一般
上也采用彩绘、贴金等技术以让陶俑的造型更美
观，亦可衬托墓主高贵的身份。此彩绘镇墓兽是唐
太宗妃妾的陪葬品之一，而这位妃妾是属于当时唐
朝贵族之一的韦氏家族。

[展柜5]
十二生肖甬
或为8世纪
陶
2002年西安理工大学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和宋代时期的墓穴常以十二生肖俑为陪葬品，作
为辟邪、保护墓穴的守护神之一。其摆置的方式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放置在墓室两侧的壁龛中；另一种是
置于墓室的四周，按子南午北的顺序排列（即十二生
肖之首的鼠置于南方,  而排第七的马则在北方）。以
十二种动物形象代表十二地支的陶俑盛行于唐朝。这
回展示的十二生肖陶俑是身穿文人服饰、兽头人身的
造型。

[展柜6]
天王俑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87年西安市半坡饭店基建工地出土。西安博物院

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四大天王（梵文：lokapala）
是四方的守护神。因此，寺庙和坟墓中大多会置放
天王俑。自七世纪中叶，人们已不再置放武士俑，
而改用天王俑来象象征墓穴的守护神。这些天王俑
一般都脚踏恶鬼，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隔邻的展
柜中所展示的天王俑应为北方多闻天王（又名毗沙
门天王）。

[展柜7]
天王俑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56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镇墓兽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66年来自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出土。西安博物院

[展柜8 — 隧道两边]
镇墓兽一对
或为7世纪上半叶
彩绘陶
1991年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出土。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

一般而言，墓室入口处或隧道都会放置成对的镇墓
兽。初唐时期的镇墓兽设计大体都比较简单。此外，
成对的镇墓兽有时会有一件为人面兽身的造型。



[展柜9 — 隧道左边]
唐代时期，佛教盛行，其影响力渗透社会的各个阶
层。从皇室贵族到平常百姓，善男信女纷纷聘请工
匠制造各色佛教物品，以示虔诚。这使得唐代佛教
艺术蓬勃发展。

从左至右 

佛头像
或为7世纪或8世纪早期
石
1984年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博物院

这个白石佛头出土自唐玄宗寝宫兴庆宫遗址。额头
凹陷处原应镶有宝石，而头顶处原本可能置有一尊
小型佛像。

佛坐像
或为7世纪下半叶
石
1963年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

善业泥：菩提树下的成道佛陀与二菩萨
唐（618—907年）
陶 
1979年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西安博物院

善业泥四件：佛陀与佛塔
唐（618—907年）
陶
1953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组善业泥像是使用铁制或木制的模具制作而成。
模压成形后，工匠一般会将之放入窑炉烧制，只有
少部分善业泥像是自然风干使之硬化。这类使用模
具大量制造善业泥像是佛教造善业的方式之一。

大型善业泥像的背面印有“大唐善业泥  压得真如妙
色身”12字，显示出其本身的特质，即作于唐代的
善业泥，由压塑佛像而得到佛之真身。

佛印模
797年
铜
1960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个由唐代宦官何敬仙出资铸造的印模是目前在中
国发现时代最早并带有铭文的佛像印模。从印模背
面的铭文可知，正面为阿弥陀佛，外围为八位手持
莲花的菩萨，中央还有金刚界五方佛。这种复杂的
组合排列方式是受到佛教灌顶仪式的影响。在这种
仪式上，初信者的头上被喷洒净水，以坚定其信
仰。印模外围的八座宝塔则是象征着循序渐进的悟
道过程。

佛像印模袭承中国和印度传统。在中国，印章最初
用于鉴别官方文书的真伪，确定用印人的身份。由
于印章代表着权力，故被宗教活动所借鉴，成为佛
法的象征。

狮形香薰
9世纪中期
石
1955年西安市灞桥区出土。西安博物院

蹲狮
唐（618—907年）
石
咸阳市文保中心

狮子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时期从
西域引进中原地区，并因其雄伟的姿态和其宗教意
义而受到民间艺术家的青睐。狮子被视为佛法的守
护者，因此常被刻画于佛教造像中。

[展柜10 — 隧道右边]
佛教造像四件
7世纪
铜鎏金
1993年长武县昭仁镇东关村出土。长武县博物馆

这四尊神像与其他39尊佛教造像一同出土。这组造
像包括12尊佛祖造像、26尊菩萨造像和一尊守护
神。中国北部常出土这类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应当
在南北朝末期或隋唐初期的信众为了避免其受到毁
坏而埋入土中。

展柜中的两尊铜像为佛祖造像，而其它则为菩萨造像。

法门寺

坐落于西安市西100余公里的法门寺以所珍藏的佛陀
舍利著称于世。虽然舍利也藏于中国的一些其它佛教
圣地，但唐代的帝王们对法门寺的佛舍利尤为重视。
寺院由大唐的建立者高祖李渊命名，意为“众法之
门”。

唐代帝王定期迎请舍利入宫供养。佛指舍利被称为
佛之“真身”。迎奉舍利的仪仗往往使信徒们激动
不已，甚至引发一些自残身体的行为。每逢舍利归
回法门寺塔下之石室，都会有新的供品奉上。寺院
和宝塔也会定期维修扩建。

建立定期迎奉舍利制度的原因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诚
然，有些皇帝笃信佛教，被奉为菩萨在世，但皇室对
舍利的重视也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在某些情况下，
皇帝病危时也会通过迎奉舍利来祈求健康平安。

宝塔之下
法门寺石室

1981年8月，法门寺真身宝塔在一场淫雨后坍塌。
为重修宝塔，考古工作者对塔基进行了发掘，由此
展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大发现。在塔基底下几个封
锁的石室里，尘封千年的珍宝重现于世，其中包括
石塔、天王像、稀有的瓷器、来自中东地区的琉
璃，以及精美的金银器皿。有些器物明显具有宗教
功能，但其中也不乏宫廷使用的奢侈品。同时发现
的还有四枚佛指舍利。

法门寺塔基底下的石室充满了神秘感，没有任何单
一的理论能够解开所有谜题。地宫（石室、秘龛、
踏步漫道和隧道的统称）于公元874年被封闭，其
中大部分物品是懿宗和僖宗两代皇帝的供养，但也
有不少器物属于更早的时期。

四枚舍利被置于不同的石室中（如图所示）。有观
点认为，前三枚舍利是为防范盗掘者和灭佛运动时
的摧毁而制作的“影骨”，而真身舍利则被藏匿于
最后一间石室北壁底下的一个小型密龛之中。然
而，这种说法的论据并不充分，盛放其中一枚“影
骨”舍利的八重宝函在地宫的《物账碑》中赫然在
列。由于唐代的皇帝们将法门寺视为皇室的内道
场，故而地宫的设计蒙上了浓厚的皇权色彩。有些
皇室成员将他们的发绺或木质雕像放置于真身舍利
之侧。这种特别的举动是否是想借助舍利来确保皇
权的稳固，抑或是皇帝本人寻求永生的一种方式？

石室中的珍宝

统治者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举行宗教仪式和集会，并
藉此机会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迎奉法门寺舍利的活
动，以及皇家对寺院的慷慨供养，都在向世人昭示
皇帝的虔诚恭敬。

许多从石室出土的器物上都带有与佛教密宗相关的
符号和造像。密宗在唐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其仪式
和咒语以秘密的方式师徒相传。密宗（又称“金刚
乘”）备受朝廷的青睐。在皇室的资助下，一些新
的寺庙得以建立，许多经书翻译成汉文。然而，密
宗并未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教派，密教和显教的仪
轨往往同时存在。

法门寺石室中所发现的许多器物都是供皇家使用的
珍品。其中有数量众多的熏香和纺织品。有些器具
是品茶用具；茶在当时既用于辅助禅定修行，也是
日常生活中广受欢迎的饮料。所发现的琉璃器皿多
数来自中东地区，它们的出现印证了当时人对舶来
品的重视。鎏金银器向人们展示了唐代器物各种造
型和风格。有些器物出自中国南方地区，人们普遍
认为那里的匠人技艺超群。

[展柜11]
顶棚装饰
871年
银鎏金，木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件由鎏金镂空银花瓣组成的莲花式装饰，原先悬
挂于后室的顶部。装饰的中心原本附有一面铜镜，
而这两者则连接着刻有莲花瓣的汉白玉盖石，组成
一体作为藻井。

木板上墨书的发愿文称此物件为“宝帐镜花”，
由“弟子崔庆”供奉。石室应由油灯照明，镜子助
于反射油灯所发的微光。将镜子系在石室顶棚的作
法也可见于其他唐、宋塔基底下的石室。



[展柜12]
阏伽瓶
874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地宫后室的角落里发现了四个一模一样的阏
伽瓶，此为其中之一。瓶上饰有十字交叉的金刚杵
纹，象征着佛法不灭。

这四个阏伽瓶和两个与之相关的碗型器可能是用于
皇家的灌顶仪式，或者至少是在地宫中象征这种仪
式。灌顶是佛教密宗为初信者举行的仪式。经过这
种仪式，信徒便与某个神祇心心相印。在仪式上，
瓶中的香水被金刚杵赋予法力，用以为信徒施洗。

双鸿纹海棠形盒
874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盖盒捶击成型，盖子中心的纹饰为一对展翅的鸿
雁，双鸟的羽毛等细节再以錾刻描绘。在中国鸿雁
被视为爱情忠贞、婚姻专一的象征。银盒原本可能
用于存放药品或化妆用品；出土时，盒内尚遗留着
一块干固的香脂。

双狮纹银盒
860—73年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银盒装饰精美，底座呈喇叭型，尽显皇室气派。盒
盖双狮与蔓草的纹饰，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的铜
镜图案相似。盒面錾刻的细密圆点是唐代金属器物
的一种装饰特色。

法门寺石室出土的许多精品(如银盒)为来自中国南
方的贡品。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奢华品的专业化生
产，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银羹碗子
873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羮碗由素面碗子、沙漏状的碗托以及盖子三部分组
成。盖面饰四朵如意云，云头镂空以便香气逸出，
其设计与整体图案相得益彰。

公元873年，懿宗皇帝将此羮碗赠予佛寺, 以表达他
对佛祖的崇高敬意。

[展柜13]
熏炉并炉台
869年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香炉由几个独立的部件组成，装饰精美。图案设计
颇受中亚艺术品的影响。

在法门寺地宫，香炉被置于中心位置。燃香是源自
中国古老的宗教仪式，也常见于印度宗教仪式。上
香是佛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香炉常饰以盛开的
莲花图案。

[展柜14]
双鸯团花纹大银盆
874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大银盆是法门寺石室出土金银器中最为华丽精美
的一件，也是至今发现最大的唐代金银器皿之一。
银盆饰以成双成对的鸳鸯，衬以浮云和阔叶石榴。
鸳鸯和石榴在中国寓意婚姻美满，子孙满堂。

银盆先由地方官员进贡给朝廷，再由僖宗于公元
874捐给佛寺供奉舍利。此盆的贵重彰显了皇室对
于宗教的虔诚。器物体型壮观，可能用于洒净仪式
或作为浴佛圣物的器皿。

[展柜15]
如意长柄手炉
872年
银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手炉由小火盆和长手柄组成，手柄助于传导热量。炉
柄底部的錾文表示，这件手炉附有一件“香宝子”
(即存放香料的器皿)，因此这器物也可能用于熏香。

香炉并碗盏
874年之前
银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素面香案
874年之前
银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展柜16]
这几件器皿是唐代遗存配套最为齐全的茶具中的一
部分。据《物账碑》记载，这批茶具大部分应由僖
宗于874年赠给法门寺。以茶具供养佛舍利显示了
茶在当时社会的崇高地位。

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89年），饮茶的习惯限于
中国南方，但这种风尚很快便传播开来。到了9世
纪，饮茶已成了中国各地普遍流行的风气。许多寺
院也会栽种茶叶，其中一些寺院还会将茶叶进贡朝
廷。饮茶可提神醒脑，助于僧侣静坐冥思，而被唐
代寺院（尤其禅宗）推崇。

鸿雁流云纹茶辗子
869年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茶碾子是碾碎饼茶用的工具。这件茶具不仅仅是实用
器也是精致的艺术品。此鎏金茶碾子为宫庭内的制作
机构文思院所造，是至今发现最为精巧的唐代茶碾。
碾子底部和碾轴均刻有“五哥”两字，表明此器为唐
僖宗供奉。法门寺有几件茶具上都标有“五哥”的字
样。“五哥”为唐懿宗的第五子，唐僖宗的乳名。

飞鸿毬路纹银笼子
874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该飞鸿毬路纹呈桶形银笼子充分表示了唐代工艺精
美、装饰典雅的风貌。本器物为法门寺中两件金属
笼子之一，为存放茶饼的容器。镂空的毬路纹似花
瓣的设计同时也具通风散热的功能。本件原为皇室
贡品但因工艺精美而捐赠予法门寺。

龟形银盒
874年之前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龟形器以背甲作盖，作贮藏茶末之用。此容器形象
逼真，类似的例子过往未曾发现。其朝首上仰，尾
巴卷曲，趣致写实。金银相间的身躯与刻劃細膩的
龟甲，增强了物像的质感。

素面银盐台
874年之前
银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盐为公元8至9世纪中国饮茶时的主要调味品。据陆
羽的《茶经》记载，盐在加入茶末之前，先洒进沸
水中调味。作为唐代茶具组件之一，此银器恰好证
明食盐在唐朝茗茶习惯的重要性。

[展柜17]
秘色瓷瓶
874年之前
瓷
法门寺宝塔下之中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瓶子与《物账碑》中明确记载为“秘色”瓷的13
件瓷器有着相近的釉色，因此也被视为秘色瓷的标
本。唐代以及后期的诗人经常赞颂秘色瓷，将它清
纯光润的色泽比作“千峰翠色”和“嫩荷涵露”。
但人们仍然对秘色瓷感到迷惑，直到法门寺石室发
现实例后，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才终于揭晓。

秘色瓷产于浙江省北部的越窑。陶匠利用最佳的胎
土和严谨的烧造技法制作这些上等的瓷器。秘色瓷
作为供奉佛舍利的御用品之一，表明了它在晚唐社
会的崇高价值。

这件八棱瓷瓶是石室中出土的16件瓷器（14件青
瓷与2件白瓷）之一，但造型与其他13件青瓷（即
碗和盘）截然不同。出土时，瓶内装着五色宝珠29
颗，瓶口有一大珠覆盖，因此推断可能用于某种宗
教仪式。



八瓣团花盘
或为伊朗或叙利亚，874年之前
琉璃，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玻璃古代也称琉璃。法门寺石室出土12件器型完整
的蓝琉璃盘，此盘为其中的一件。盘身以刻纹作装
饰，这种刻纹工艺乃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
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此盘或
许是阿拔斯帝国（公元750年至1258年）时期的伊
朗地区所制作。中国从西方进口玻璃的历史可追溯
至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除
了伊斯兰玻璃，罗马及萨珊生产的玻璃器在中国各
地时有出土。

在唐代，通过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玻璃器对
当时人们来说是充满着异域风情且弥足珍贵的。西
方玻璃器比起中国玻璃器更受青睐，因为相较于西
方玻璃器，中国玻璃器更易碎且透视度不高。

瓶子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或为7或8世纪
琉璃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当这件瓶子在地宫中被发现的时候，瓶内曾放置有
两行墨书的纸笺一张，现仅可辨识“莲”、“真”二
字，其余均残缺。莲花是佛的象征，且根据地宫出
土的物账碑记载，佛舍利被称为“真身”，这意味
着此瓶有可能曾经用来盛放佛舍利。琉璃瓶亦可见
于其他唐代遗址。

此器形与萨珊王朝制作的银器具关系密切。224至
651年，萨珊王朝统治伊朗及邻近地区。瓶子最宽
处呈H形装饰，可能是兽皮或人像图案。此装饰手
法同见于6至8世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制作的琉
璃器皿上。

[18]
 《志文碑》
874年
墨迹拓本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由唐代安国寺僧
侣曾澈撰写。碑文追溯唐朝历代皇帝礼佛的历史沿
革，包括记录了873年于长安迎奉佛舍利的盛况，
唐懿宗之离世，以及874年舍利归还法门寺等事
迹。

 《物账碑》
874年
墨迹拓本

此碑题为《监送真身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
器衣物账》。据勘验证实，碑文记录了地宫所藏绝
大部分的文物，亦详载了奉献者与供物品类、数量
等重要的文字讯息。其中最大规模的供奉真身仪
式，为873年懿宗在长安举办的礼佛盛典；另一次
则在874年，僖宗在法门寺地宫封存前举行。

[展柜19]
白玉棺
约871年
玉
法门寺宝塔下之秘龛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只白玉棺是五重宝函中的最内层，原藏于法门寺
宝塔地宫内后室的密龛中，被认为用以装殓真身指
骨舍利。玉棺由一整块玉石雕刻而成，简洁的设计
凸显出材质本身的细腻和光洁。自新石器时代起，
中国就有以玉为礼器和葬具的传统。玉石还被应用
在求仙、炼丹等活动中。玉所具有的超自然属性在
佛教中被演绎得更为复杂。

四十五尊造像盝顶宝函
871年
银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秘龛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被普遍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指骨的真身舍利被置于五
重宝函之中。此鎏金宝函为其中的第二重，也是全
套宝函中装饰最为精美的一件。

宝函的表面錾有佛教密宗根本两部之一的金刚界曼
荼罗。每面分别錾刻主持宇宙各方的五方佛，并在
各佛周围錾刻诸菩萨及明王。函盖上的主尊大日如
来，在密宗中地位显赫，甚至超越了释迦牟尼，成
为密宗尊奉的核心。

宝函正面錾有“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
函”铭文一行。作为中国出土的第一件带金刚界曼
荼罗图像的文物，此函亦是记录晚唐佛教的一件重
要历史遗物。

[展柜20]
塔式罐
约710年
陶
1995年富平县唐节愍太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舍利塔是佛教重要的建筑结构，佛教寺院多将佛舍
利供奉于佛塔里。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早就有小
型舍利塔或佛塔的记录。塔式罐是唐代时期才出现
的随葬品，出土于皇室和平民的墓穴，在中国北方
尤其普遍。 

这件塔式罐盖钮的造型与印度舍利塔和中国佛塔顶
部的设计相似。塔式罐由盖、罐和底座三部分组
成。中国墓葬中列入塔形罐不仅表示死者的虔诚，
也含有随佛悟道的愿望。

[21]
药师如来像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石
1950年麟游县九成宫太平寺遗址出土。麟游县博
物馆

通过这尊佛像手持之残钵，可辨识此像为药师如
来，设药除灭病痛之佛。此佛像面相丰满圆润，衣
褶流畅自然，乃典型唐代造像风格。药师如来全
称“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东方净土琉璃世界的教
主，除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也救度幽明众生于苦
难。

[展柜22]
塔式罐
7世纪晚期或8世纪上半叶
彩色陶
1988西安市长安区郭杜中纬工地出土。西安博物院

塔式罐外表常施三彩釉或彩绘。此罐先在陶胎上施
一层化妆土后再上彩，化妆土能遮盖陶胎上的瑕疵
及令底色较均匀，使彩绘更显亮丽。

[23]
马头明王像
约800年
大理石
1959年安国寺旧址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马头明王像于安国寺旧址出土。安国寺与唐长安
城的东市毗邻，是唐代重要的密宗寺院，曾吸引无
数僧人到访研习佛理。与此像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十
件神像。这十一尊雕像应该都属于当时寺里同一组
曼荼罗。从此尊马头明王生动的造型，人们可以想
见这组神像充满活力，威力无边，但如今要复原此
组仪轨已不可能。

马头明王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呈现出忿怒相。他
恐怖的形貌和凸出的双目、上翻的獠牙，都是为了
降魔除障，净化佛教信仰。此像头上原有一只马
头，现已残。

[展柜24]
舍利石函
7或8世纪
大理石
1989年蓝田县蔡拐村出土。蓝田县文物旅游局

此舍利石函出土于西安南部终南山的唐代法池寺故
址。当时的终南山拥有48座佛教寺院，为厌倦官
场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清幽的避风港。函身四周
浅浮雕佛家涅槃图，这类图案在唐代舍利函装饰上
相当普遍。唐法池寺有位智衍法师专事讲解涅槃佛
经，这或与此石函上的图案有些渊源。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拘尸那揭罗王会见各国代表，并
同意把佛祖的舍利子分为八等分。

舍利石函[续]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两支前往拘尸那揭罗城的队伍。
佛陀涅槃后，邻近各王国都要求分得佛陀的遗物。 

舍利石函[续]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佛陀准备前往拘尸那揭罗城进入
涅槃时，有500名力士在清理道路。路上有大石挡
路，力士们无法移开路上的大石，佛陀于是以脚趾
轻易地把大石顶向空中，以右手接着并用口吹碎大
石，过后佛陀再把大石复原。佛陀以大石的易变来
比喻人生无常的法则。力士们见此而对自身力量的
骄傲自满感到羞愧。

这一面浮雕显示左边路上为迎送佛陀舍利的行列，
身着唐代服饰的侍卫挑着以布帘覆盖的棺木。佛门
子弟则随行在侧。



舍利银椁
7世纪晚期
银鎏金

舍利铜棺
7世纪晚期
铜鎏金
1969年西安市新城区西安秦川机械厂基建工地出
土。西安博物馆

这两件棺椁出土于西安东部，或是因为唐代大明宫
和兴庆宫地处长安城东面的关系，这一带的官宦墓
葬占较大的比例，棺上饰带公羊角的兽面。汉代的
墓葬经常以公羊充作守墓人。而公羊角在此棺上可
能也有同样的功用。 

银椁以佛教图案作装饰。椁前后两面各饰一尊禅定
佛像。椁盖的边缘饰以佛教圣鸟迦陵频伽（人头鸟
身）和莲花。椁面一侧则深刻细雕出佛陀涅槃图，
隐喻死者往生成佛的愿望。

[展柜25]
莲花器座
或为8世纪上半叶
三彩釉陶
2002年西安市长安县郭杜乡31号唐墓出土。西安
博物院

双鱼壶
或为9世纪
陶
西安博物院

莲花与双鱼常见于唐代文物，也是典型的佛教象
征。两者皆属佛教八大吉祥物。荷花出污泥而不
染，象征纯洁与完美，双鱼则寓意自由及远离尘
世。

[26]
佛头像
或为7或8世纪早期
石
1983年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

佛头像
或为7或8世纪早期
石
1956年发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两尊佛头可能来自民居的神龛。其雕工技法含有
公元6世纪时的佛像雕塑风格，简约却略显僵硬。位
于左边这尊佛头的额际有个小圆窝，可能曾经镶有
宝石。

[27]
三尊石造像
唐（618—907年）
石
1988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块方石雕有一坐佛，二菩萨随侍，各持拂尘和水
瓶，另有二金刚监守左右。二金刚皆披甲执器，脚
踩小鬼。这类石像可能用于装饰佛教建筑的墙面，
造型格式源自盛行于公元4至6世纪的较大型造像
碑。

长安：唐代时期的国际大城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国际化与开放的社会。贸易交
流将外国的人民、货品和思想主义引入中国。除了
丝绸，中国也外销陶瓷器以获取马匹、熏香和香料
等舶来品。许多外国人不仅到访还定居于中国的主
要城市，尤其是都城长安（今西安）。文献广泛的
记载在中国有形形色色的外来人民,  他们包括了僧
侣、传教士、使节、商人、歌舞伎以及奴隶。

都城长安设有各种宗教场所，其中有建立已久的宗
庙和道教、佛教的寺庙，也有新确立的佛教教派、
基督教堂、祆庙和清真寺。原自国外的消遣娱乐活
动如马球，以及流行于中亚的时尚穿着也颇受欢
迎，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作息。

中国在多方面深深的影响了邻国的文化与发展。来
自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使节经常到访长安。中国
汉字被其他国家运用，而长安城的规整划分（方格
模式的路网）也影响了国外一些城市的规划。

唐朝的社会风气尤其开放，但不时也会对外来的元
素产生异议和排斥。佛教有时被视为不良的外来信
仰，遭受抨击；845年时所发生的灭佛举动极为严
重，唐武宗勒令拆毁寺舍与僧尼还俗。到了唐代末
期，皇室势力逐渐削减薄弱，中国社会对于境内多
元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失去了以往的宽厚包容。

[展柜28]
执壶
8世纪下半叶或9世纪
金
1969年咸阳市西北医疗器械厂出土。咸阳市博物馆

这个金壶充分展现唐代精湛的金属制作工艺。壶面
每一部位的图案设计各有不同却又互补。壶柄上的
龟型铆钉尤为细致，能够巧妙转动。其壶面的装饰
图案虽然华丽繁复，但整体造型深具实用性。本品
是目前所知唯一具有此类造型而以黄金打造的执
壶，在当时应是盛宴里所使用的酒器。

凤衔绶带五瓣盒
866年
银鎏金
1980年蓝田县汤浴镇杨家沟村出土。蓝田县文物旅
游局

这两件展品与其他金银器一同出土于距离长安约二
十公里的蓝田杨家沟河边窖藏。这批文物被草率的
掩埋，遗址里还发现马衔与马镫等物，显示这些物
件的主人有可能是在逃难中将它们仓促埋入地下。
主人很可能是为了逃离爆发于875至884年间并且
摧毁首都长安的黄巢之乱。

这批文物的原主在当时应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银盒盖饰以双凤衔住绶带两端，象征对于高官厚禄
及长寿的希求。  

团花纹盘
或为8世纪早期
银鎏金
1972年西安市曲江池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本展品出土于长安曲江遗址的池心部位，当时共发
现三件银盘。其装饰设计受到异邦影响，特别是西
域粟特人的金属工艺。曲江池位于首都长安的东南
方，以优美的自然环境著名，是唐代上层社会和庆
祝通过科举竞试的文人经常造访之地。一千多年
前，这些银盘极可能是用于一个宴会当中，但随后
却遗失的器皿。

鹦鹉团花纹盘
约866年
银鎏金
1982年蓝田县汤峪镇杨家沟村出土。蓝田县文物旅
游局

五足炉台
8或9世纪
铜鎏金
1958年西安火车站出土。西安博物院

[展柜29]
凤头人面壶
或为古于阗国，8世纪早期（741年前）
铜
1985年临潼县庆山寺遗址出土。临潼县博物馆

此铸铜壶为近年在中国出土的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
彩、令人浮想联翩的其中一件，迄今尚未发现另一
件同类型的文物。此壶与其余一百多件文物出土
于陕西临潼庆山寺的石室，此一石室封闭于741年
间。本展品之造型与伊朗及和阗所出产的陶器相
似，两地皆位于连结唐代中国、中亚以及西方的丝
路之路。

[展柜30]
马球图
约727年
泥灰
2004年富平县唐嗣虢王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马球在唐代十分风行，而长安人为之相当着迷。作
为一个国际都会，唐代首都长安吸引许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专业和业余马球球员。马球运动有时亦是外
交联谊的工具，促进两邦的了解与沟通。由于马球
需要马匹及广大的场地，因此被视为奢侈的运动，
也成为上流阶级炫耀财富的工具。这项运动据信起
源于伊朗，在七世纪时经由西藏传入中国。

这幅马球图装饰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曾孙嗣虢王李
邕墓室的前甬道。其墓室内的壁画所描绘的主题包
括出行队伍、娱乐活动、狩猎和神兽等。

[展柜31]  
骑马狩猎俑
约701年
三彩釉陶
1961年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风帽俑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63年西安市东郊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胡人牵马俑
8世纪
三彩釉陶
1986年西安市西郊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胡服侍女俑二件
8世纪
彩绘陶
1986年西安市长安区东曹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胡人骑骆驼俑
约741年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妇女

唐朝时期的繁荣与开放营造了一个能让妇女更勇于表
现女性权益的社会环境。妇女在唐朝的政治舞台上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范例就是中国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约625至705年）。唐朝皇
室与5、6世纪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血缘
关系。游牧民族社会里的妇女享有相对的自由，她们
的活动空间不限于家室中，一般也参与狩猎和放牧等
活动。

唐墓中的壁画和陶俑揭示了当时妇女的不同生活面
貌。她们不仅在骑马打猎和打马球时展现英姿，也
在花园里捕蝉和奏乐，表露出雍容的风度。唐代妇
女所享有的相对自由也体现于她们的服装打扮。她
们的穿着包括了性感撩人的袍裙以及男装的服饰。

但是壁画和雕塑艺术中所体现的果敢与自信妇女形
象，只是现实的一面。许多贵族的千金被当成政治
的筹码。在唐代实行的和亲政策下，有不少唐代公
主出嫁外藩，与其他民族的首领通婚联姻。若要对
唐代妇女有较全面的理解与评估，我们也应该考虑
到社会地位较为低微的妇女——妾妇、艺妓和侍女
的生活际遇。

[32]
银箔片饰四对
唐（618—907年）
银
1991年陇县原子头村出土。陇县博物馆

这批嵌银装饰发现于一座唐代陵墓，共190件。工
匠精巧地刻划出多种剪影似的人像、动物、花草与
山水等银箔片。这些银片一般镶嵌在木盒或家具
上，构成更繁复的装饰图案。

神兽貌如镇墓兽，可能带有辟邪、保护的功能。

[展柜33]

从左至右 

剪刀
唐（618—907年）
铜、银
1989年咸阳机场唐墓出土。陕西考古研究院

锁
8世纪上半叶
银鎏金
1971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鸿雁纹发簪
唐（618—907年）
银鎏金
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紫薇花园出土。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发簪两件
唐（618—907年）
金
1981年西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出土。西安博物院

唐朝女性发型花俏而复杂，假发与发簪因而成为女
性必用的梳妆品。据《新唐书》记载，发簪是身份
地位的象征，身份越显赫，配戴的发簪数量便越
多。

 “佩兹利”涡旋纹金花饰片
唐（618—907年）
金
1988年西安市西安仪表厂基建工地出土。西安博
物院

叶形饰品两件
唐（618—907年）
金、绿松石
1986年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陕棉十厂出土。西安博
物院

珠扣二颗
唐（618—907年）
金、水晶
1971年西安市灞桥区郭家滩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嵌有半宝石的金饰在唐朝非常流行，可用于衣服
装饰，或作为具宗教意义的物品。工匠应用西方
传入的金栗攒焊法熔铸小金珠，沿边勾勒花瓣与
藤蔓曲线，再镶嵌宝石。此技法自汉代或更早已
传入中国。

两件绿松石雕刻着象征百年好合的鸳鸯。这种较为
粗略、抽象的刻划手法，同见于唐代玉器，应是唐
朝流行的艺术风格。

 “开元通宝”金币
自621年发行
金
1967年西安市电缆厂出土。西安博物院

在亚洲，“开元通宝”流通好几个世纪，堪称史上
流通率最高的货币。“开元通宝”原料除了铜以
外，还有玳瑁、铁、铅和金，而金制的钱币仅皇室
或达官贵人才能使用。法门寺石室里就发现了不
少“开元通宝”钱币，当中13枚以玳瑁制成。

头饰组件三件
唐（618—907年）
金
1991年西安市灞桥区吕家堡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菩提树形饰品
8世纪
金
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出土。西安博物院

与此展品一同出土的金饰共九件，包括两棵菩提
树、三只凤凰、一条龙及三只鸭子，应原属木盒的
装饰品。此树富贵华美，以金线勾勒，显示应曾內
嵌半宝石。

金菩提树开花结果，据说当年释迦牟尼便是在菩提
树下悟道成佛的。

[展柜34]
仕女图
约710年
泥灰
1995年富平县节愍太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此壁画取自节愍太子墓。壁画上三位宫女的发髻梳
得高耸整洁，插戴金饰。她们朱唇艳丽，姿粉柔
腮，显示出唐朝女性惯常化妆。壁画左边的女性身
穿男装袍服，配搭条子裤，阳刚味重，英姿凛凛，
恰与宫女的温柔婉约形成强烈对比。

[展柜35]
相较于其他朝代，唐代的女性享有较高的权力地位
和自主性。她们往往打扮成男子模样，但也不会羞
于展现女性特质，相当注重其外表、穿着与妆扮。

男装女俑
约741年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高髻仕女俑
约741年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高髻仕女俑
745年
彩绘陶
195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
物馆

蓝袍仕女俑
8世纪
陶
陕西历史博物馆

双丫髻女立俑
745年
彩绘陶
195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
物馆



高髻仕女俑
或为8世纪
彩绘陶
1987年陇县东南镇出土。陇县博物馆

刀髻仕女俑
约663年
彩绘陶
1997年昭陵新城公主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考古学家在新城公主（唐太宗第二十一女）的陵墓
中发现了293个陶俑。其中九件女性人像饰有初唐
风行的单刀半翻髻发型。

[展柜36]
调鸟仕女图
约727年
泥灰
2004年富平县唐嗣虢王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壁画在唐朝开始盛行，用于装饰宫廷、庙宇、道观
及陵墓。陵墓中的壁画往往反映了往生者的一生，
包括出行的仪仗队伍、享乐的追求及舒适无忧的生
活。此幅画与描绘马球活动的壁画同出一墓。

[展柜37]

从左至右 

腰鼓
741年左右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杯
8或9世纪
三彩胶胎陶
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紫薇科技园区唐墓出土。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

碗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72年礼泉县烟霞镇越王李贞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碗
8世纪
三彩釉陶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

折腹碗
8或9世纪
瓷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

折腹碗
或为8世纪
银
1971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唐”款素面圆盒
7或8世纪
银
2002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西安博物院

六曲杯
或为8世纪
玻璃
兴平博物馆

龟背纹盒
9世纪
银
1979年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出土。西安博
物院

银器设计简约，重点放在比例与形态上。盖子线条
稍微凸起，使盒子形成类似龟的形状。这类文物反
映了唐人对外观素雅的金银器之喜爱。

这些金银器估计用来调制长生不老的药，皆因人们
相信当银器里的物质溶进汤药里，会对身体有益。

渣斗
7或8世纪
银
1988年西安302工地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展柜38]

唐代铜镜产量大增，供海内外销售。唐墓里经常发
现铜镜，高质量的铜镜更是朝廷贡品。

从左至右 

瑞兽葡萄纹镜
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
铜
1972年宝鸡收购。陇县博物馆

瑞兽葡萄纹镜
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
铜
1979年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西安博物院

葡萄藤是唐朝铜镜常见的纹饰。当时人们对国外事
物深感兴趣，葡萄这种异国水果经丝绸之路从中亚
传入中国。此设计灵感应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

十二生肖八卦纹镜
8世纪
铜
西安博物院

以十二生肖象征十二地支盛行于唐代。人们将十二
生肖与代表四季、五行的八卦结合，设计成八卦
镜，相信能挡灾避邪。

螺钿镜
736年之前
铜、螺钿、漆、绿松石
2002年西安理工大校区李倕墓出土。陕西考古研
究院

真漆在唐朝除了作物品的背景添色，也用来巩固嵌
饰。展示中的镜子以真漆巩固嵌饰，并加入绿松石
点缀。珍珠母经精巧的刻工后构成莲花图案。色彩
鲜艳加上材质繁多，使镜子闪亮夺目。

八瓣形狩猎纹镜壳
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
银
1981年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出土。西安博物院

花瓣形镜子具有深远的中华文化意义，在7世纪中期
至8世纪中期尤其流行。另外，刻画打猎情景的图案
在中国及中亚的工艺品也普遍常见。

八瓣形四鸟花卉纹镜
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
铜
1955年西安市长乐坡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展柜39]
 “官”字款盘三件
9世纪晚期或10世纪
瓷
1985年西安市火烧壁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这几件盘的造型为花瓣状，轻薄的胎体效仿捶打成
形的银质器皿，十分秀雅。唐代瓷器的造型普遍效
仿金属器皿，是当时陶瓷工艺的特色之一。

高温烧造成型的白瓷是唐代北方窑场的重要成就。
这三件盘子出土于西安邻近的一个村庄，原本藏于
一个大陶罐内。罐内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包括
这三盘）共32件。“官”字款表明这批瓷器应属官
僚用品，而并非平常百姓之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