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灯祈福胡伎乐

———西安碑林藏盛唐佛教“燃灯石台赞”艺术新知

葛承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特聘教授）

燃灯祈福是北齐以来宗教祭祀中兴起的

一种常见重要仪式，也是教徒积累善德的供养

手段，佛教、道教都用燃灯象征光明的智慧，外

来的祆教、摩尼教等也都有燃灯之举。 点燃香

灯实际上是点燃心灯，真正意义在于用借灯献

佛的形式，解脱心苦，祈佛保佑，实现心愿。 燃

灯者可以破除愚暗，开启人的觉悟；传灯者普

及佛法，爱心相续，累代传承，生生不息。

佛教中将燃灯作为对佛的供养之必需形

式，与水、花、涂香、饮食、烧香并列。 精美的灯

盏无疑是灯明智慧、 灯火传递的供具之一，所

以寺院不论是白瓷灯盏、铜灯檠还是摩羯灯等

都非常讲究外形的制作。 不过，燃灯分为烛灯

和油灯两大类， 寺院殿堂或室内往往烛灯、油

灯并用，院落内外举行法会仪式时则多用油灯

置放石台之中。 从而，燃灯石台如经幢一般成

为建筑小品的配合组件，有着亭亭独立的艺术

造型，并传至朝鲜半岛和飞鸟时代的日本（六

七世纪之交）， 后成为遍及佛寺园林的建筑装

饰符号和祈愿文化象征。

唐代寺院道观中建造置放燃灯石台曾经

成为开元天宝盛唐时的流行风尚，但留存下来

的却不多见。 西安碑林博物馆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入藏一座开元二十九年 （

741

年） 的燃灯石

台，近年始为人们关注，其上的“胡人伎乐”和

“混合神灵”线刻画尤为精美，充溢着外来艺术

的气息，值得海内外学界研究。

一 “燃灯石台赞”祈愿见证

西安碑林藏的这座燃灯石台， 残高约

1.2

米，为八棱石柱（图一），应该是石台中间“身”的

部分。 根据座、身、顶的一般结构形制并观察石

柱卯槽得知，原灯台上部应有灯室，并上接攒

尖式屋盖或石摩尼珠；而下部应有八角形覆莲

底座，或雕刻有佛像璎珞，或装饰有幔帐帷幕，

这样燃灯石柱才会比例匀称，造型优美，组合

成精致的石柱整体。

我们不知这座燃灯石台原出自京城长安

何处寺院，或何处遗址，只能依据石刻文字“题

额”和内容定名为《燃灯石台赞》（图二），录文

如下：

然灯石台赞并序。 习艺内教梁幼睦

撰」建石台然香灯者，府使苏公崇圣」教之

所立也，判官唐公内教等树」善因之所赞

也，工棌怪石斫而砻」之，对金容而屹起，

兼玉毫而普照，」深因罕测，大福无边，载

纪鸿休，」敬为铭曰：」石台岌立含宝光，照

耀三途并十方，」念兹成就福无疆。 」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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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岁次辛巳，月直大火，八日庚申建，」

云韶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苏思勖，」府

使判官、朝议郎行宫闱丞唐冲子，」云韶典

黎万全、闾元晖、朱朝隐、」乔荣顺，内教折

冲王思泰、宋如玉，」内教康宜德、成丑奴、

严阿仵、高仙儿、」张休祥、李阿毛 、陈八

□

、李文殊、」赵李生、郭奴子、苏子仪、薛

却脱、」尉迟光、尉迟仙、罕尚真、葛良宾、」

纪孩孩、武水相、苏希子、白张八 、」骆阿

毛、魏瑜逊、董孝忠、梅阿九、」李勒山、陈

阿仙、朱婆儿、杨南建，」宁王府典军白凤

珪，折冲郑子金，习艺典赵亲，」云韶长上

王冲冲、李福仙、张思察、孙黑奴、」余宝、

宋尚仙、雍奴子、孙大义、茹思琛、」袁尊、

孙树生、刘齐疰、刘齐光、张万年、」孙意、

孙二郎、万俟赵仵、解招俗、曹伏奴，」彰礼

门押官韦靖、左光晖、师承恩、赵元深、」宋

令望，京总监西面丞阎启心书」刊层石，树

善因，传灯无穷，积善多福，奉为」开元圣

文神武皇帝、皇太子、诸王、文武百僚、幽

冥六道爰及」兆庶同获斯福。

这篇《燃灯石台赞》是开元二十九年由一

群来自皇宫内以供奉艺人为主体的各色人

物，为祈福而树立的石柱 ，共有

66

人署名在

上 （图三

～

八）。 其中纪孩孩为史书上记载的

著名人物，段成式 《酉阳杂俎 》曾记录市井名

伎生日夜宴请到了“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

时绝手”

[1]

。 贺怀智和纪孩孩都是当时的琵琶

高手。

李肇 《唐国史补 》记载 “梨园弟子有胡雏

者，善吹笛，尤承恩宠”。 而从石刻名单的人名

来观察，可能也有胡人乐工，例如康宜德、曹伏

奴、雍奴子、成丑奴等，即使是汉人或是其他蕃

族的人名也都是身份比较低贱者， 如唐冲子、

郭奴子、孙黑奴、梅阿九、骆阿毛、李阿毛、朱婆

儿等。 唐代乐户是掌握音乐技能的杂户，地位

虽然比“良人”低贱，但毕竟是皇家乐官制度的

下层成员。 按照《教坊记》说“楼下戏出队，宜春

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 云韶谓之‘宫人’，盖贱

隶也”

[2]

。 不过石刻题名似乎都是男性，没有女

性乐伎，大概宫廷女乐归宜春院管理

[3]

。 令人疑

惑的是，《乐府杂录》中记载的开元时期一些著

名乐工却没有出现在这座石柱题刻上，如李龟

年、张野狐、安不闹等。 可能云韶乐是“仙家行

道”的集体性乐舞，云韶院乐工更番替换，不突

出个人才艺，人多史无记载，所以石刻记录下

的人名反而弥足珍贵。

唐代文献里“内教坊”与“教坊”经常混用，

实际是一个机构，掌管“新声、散乐、倡优之伎”，

胡三省注“教坊，内教坊也”

[4]

。 唐初武德年间内

图一 燃灯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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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燃灯石台拓片（

1/7

）

教坊使由宦官出任，如意元年（

692

年）武后改

名为“云韶府”，神龙年间恢复旧称。 开元十二

年（

724

年）唐玄宗为了与开元二年（

714

年）新

成立的内教坊区别，又“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

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陈于百姓，冀与公卿同

乐”

[5]

。 云韶使是云韶府的行政主管官员，负责

皇宫内演奏雅乐“云韶”法曲之事

[6]

，而苏思勖

是当时有名的宦官，他兼任云韶使，不仅是“置

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即内教坊设立在大明宫，

而且苏思勖本人可能 “晓音律 、知技艺 ”精通

乐舞。内教坊乐工时多时少，技艺高超受宠的

乐工按照“长入制度”可以长期出入宫中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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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燃灯石台赞题额 图四 燃灯石台名录之一

图五 燃灯石台名录之二 图六 燃灯石台名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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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燃灯石台名录之四 图八 燃灯石台名录之五

家表演，称为“长入”。 习艺内教、云韶典、云

韶长上等职务则为擅长乐舞技艺的人担任 。

至于教坊府使判官、内教折冲等官职，均为乐

工遥领享受的待遇和地位， 类似梨园中的供

奉官。 而且教坊与云韶府、 梨园可以互相调

动、互相兼职。

从这些祈福署名人员的官职来分析，是由

内教坊、云韶府、宁王府、彰礼门、京总监等几

个机构组成的。 根据望仙门内东壁有乐具库的

记载

[7]

，或许彰礼门也是存放云韶乐演奏所用

的玉磬、琴瑟、筑、箫、笙、竽、跋膝、登歌、拍板以

及大型鼓架等乐器的地方，所以彰礼门押官也

才会列入题名中，与乐工们共为一体。

宁王李宪是唐玄宗李隆基长兄，历史上不

仅以“让皇帝”闻名于世，更是“审音之妙”

[8]

，善

吹横笛，爱读龟兹乐谱，对乐舞音律造诣颇深。

宁王府典军、折冲、习艺典三位列入，说明其平

时与宫中内教坊的交流。 《唐李宪墓发掘报告》

显示

[9]

，六十三岁的李宪于开元二十九年十一

月病故，而《燃灯石台赞》立于此年六月九日，

应是其生前“乐风雅属”、“谦德遗让”的记录。

当时技艺精湛的乐工常常到各王府及权

贵宅邸献艺，或去禁军参加宴聚演出，李龟年

即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他

们交流技艺、往来学习，自然结为圈子。 唐代流

行结社活动，如官人社、女人社、渠人社、亲情

社、兄弟社等，也有与佛教活动有关的社，如燃

灯社、行像社、造窟社、修佛堂社等，还有僧俗

弟子因写经、造经、诵经而结社，他们尽管来自

不同家族、不同地域，但作为俗人弟子共同出

资设置石灯、镌刻石幢、树立石柱是常有的事。

从现存唐代石灯铭刻文字看，很少出自皇家寺

院或朝廷资助， 均为地方寺院信徒赞助雕造。

而这件《燃灯石台赞》皇家内府色彩浓厚，绝非

普通乐人所为，他们或是习艺内典的熟人一起

燃灯结社，或是苏思勖率领的最受皇帝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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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廊坊隆福寺长明灯楼

“御前供奉第一部”，志同道合，彼此帮衬，共同

供奉，刊石纪事，燃灯的“石台”其实变成了祈

福颂德的“颂台”。

二 佛教燃灯是节日信仰标志

燃灯最早传自印度，东晋高僧法显《佛国

记》描述南亚举行佛教法会时不仅“作倡伎乐，

华香供养”，而且通夜燃灯，并以伎乐供养。 后

来随着佛教东传中国，各地佛教法事活动中也

屡屡出现燃灯仪式， 佛教信徒通常在佛塔、佛

像、经卷前燃灯，这成为供养行事的大功德，也

是佛教徒积累功德的一项重要宗教手段。 如遇

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腊八等特殊节日，还要寺

院全体出动“内外燃灯”，石窟寺院则由僧团组

织“遍窟燃灯”。

《佛般泥洹经》卷下记载“天人散华伎乐，

绕城步步燃灯，灯满十二里地”

[10]

。 《无量寿经》

卷下也说到“悬缯然灯，散华烧香”

[11]

。 《佛说施

灯功德经》更是将燃灯作为僧侣和信徒积累功

德的一种形式。 玄奘临死前，专门“烧百千灯，

赎数万生”

[12]

。 僧侣和官民借燃灯祈愿纳福，燃

灯供养成为一种常用的祈福仪式，并诵读《燃

灯文》祈求国泰民安、善因增福。 虽然各地燃灯

仪式的细节常常不一，但燃灯供养的主题基本

相同。 龟兹石窟壁画中就有比丘燃灯供养图

像，跪对佛陀的比丘头顶、双肩、双手均放置灯

具，以众多灯具发愿祈求功德圆满

[13]

。更重要的

是燃灯仪式时，梵响与箫管同音，宝铎与弦歌

共鸣，往往有伎乐供养或是歌舞合璧烘托，“通

夜然灯，伎乐供养”。 尤其是灯具作为佛教六种

供具之一，表示智波罗蜜，在佛经中多以灯比

喻明智慧、破愚痴，因而灯具越造越大，高耸的

石灯成为佛教法会上教徒信仰的一种标志。

值得追溯的是，燃灯石台又称为“石灯”、

“灯楼”、“灯幢”

[14]

，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石灯为

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北齐石灯。 唐代石灯则有

山东方山灵岩寺永徽五年（

650

年）石灯、河北

曲阳北岳庙延载元年（

694

年）石灯、山东青州

龙兴寺景云二年（

711

年）石灯、河北元氏县开

化寺天宝十一年（

752

年）石灯、山西长子县慈

林山法兴寺大历八年（

773

年）石灯、陕西乾县

石牛寺石灯、黑龙江宁安渤海国晚期（

893～906

年）上京龙泉府朱雀大街南部佛寺石灯等等。

与西安碑林燃灯石台可比较的是河北廊

坊光阳区古县村发现的长明灯楼（图九），原为

唐代幽州安次县隆福寺内遗物，现移入河北廊

坊博物馆

[15]

。 这座石灯有纪年刻铭，为武则天垂

拱四年（

688

年）所制，从石灯托盘上卯槽结构

形制来看，原来石灯上部应该有灯室，后来佚

失。 其形体巨大，高

3.4

米，汉白玉石质，由联体

壸门方形基座、 八边形灯柱台座承托盘组成。

石柱中部正南面刻有篆书题额“大唐幽州安次

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 颂序、颂词皆为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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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长明灯楼下部之一

图一一 长明灯楼下部之二

图一二 长明灯楼下部之三 图一三 长明灯楼下部之四

体间以行草，安次县尉张煊撰文，并镌刻有《燃

灯偈》、《知灯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功

德主姓名、官衔。

隆福寺长明灯楼实际就是石灯台，台座上

楼阁性灯室“楼”、“台”通用，不仅为考证幽州

和安次县建置沿革提供了证据，而且丰富的雕

刻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印证了武周时期佛教寺

院中供具的精美。 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柱上部

拱龛里雕有

16

尊佛像，石柱下部尖拱龛内有浮

雕伎乐， 有六面为伎乐人或跪或坐于须弥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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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长明灯楼下部之六

图一四 长明灯楼下部之五

花座上，分别演奏琵琶、排箫、短笛等乐器，两

面为舞动飘带的舞伎（图一

○～

一五），奉行的

也是“华香供养、倡伎作乐”戒律法规。

据敦煌文书

P.3405

《正月十五窟上供养》

斋文记录的十世纪初敦煌佛事燃灯求恩活动

中“敦煌归敬，道俗倾心，年驰妙供于仙岩，大

设馨香于万室，振洪钟于荀芦，声彻三天。 灯广

车轮，照谷中之万树；佛声接晓，梵响与箫管同

音。宝铎弦歌，唯谈佛德”

[16]

。可知燃灯点香时是

有乐舞表演的，至少有乐队伴奏演出。 所以廊

坊唐隆福寺长明灯楼上雕刻有乐舞形象，西安

碑林开元二十九年燃灯石台线刻画更是用繁

茂恣意的花卉、人物、动物图案描绘了这个宏

大乐舞场景。

从敦煌文书来看，每逢正月十五、腊八等

节日固定会在莫高窟举行遍窟燃灯活动，因为

正月十五“上元”是“三元之首”必须年年供养

不绝，而且“必燃灯以求恩”，作为民间盛大节

日，寺院“燃灯表佛”相延成俗，灯轮光明彻于

空界，窟窟常焚宝馥，香气遍于天衢。 唐代将上

元灯节由一夜改为三夜，“先天二年二月，胡僧

婆陁请夜开城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 开

元二十八年（

740

年）以正月望日“连夜燃灯”，

天宝三载（

744

年）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月十

四、十五、十六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

[17]

。 《朝野

佥载》卷三记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

[18]

，佛

教的燃灯意象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分贵贱、全民

同乐的节日。

佛教常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 用智

慧点燃心灯，就是净化心灵、心香供养，可谓“灯

灯续焰火，慧光普照亮”。 要保证“法音宣流，光

照大千”，燃灯传灯之举成为佛教徒必做功德，

大的寺院更是通过僧团运筹组织燃灯活动，四

处燃灯表达对佛的崇拜， 并诵念祈福的燃灯

文。 燃灯需要花费很大开支，佛教徒组成“燃灯

社”，凑集油粮以承担寺院节日活动。 仅看敦煌

地区官民燃灯同庆的情形

[19]

，就可以推知：祈求

“国泰安人，永无征战”，“荡千灾、增万福，善华

长惠”，甚至“燃神灯之千盏”、“照下界之幽途”，

已经成了大众祈愿纳福的隆重仪式。 敦煌《燃

灯文样》（

P.3461

）“燃灯千树，食献银盘，供万佛

于幽龛，奉千尊于杳窟”。 不仅专设负责燃灯僧

备办酒食， 而且僧官要上窟诵读发愿颂赞贺

节。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务管理机构“都

司”下专设“灯司”在燃灯活动时向燃灯社分配

任务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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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燃灯石台胡人弹琵琶图 图一七 燃灯石台胡人吹笙图

图一九 燃灯石台胡人吹排箫图图一八 燃灯石台胡人吹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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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〇 燃灯石台独角马头鸟身神兽图

图二一 燃灯石台双羚角狮身神兽图

图二二 燃灯石台鹦冠飞鸟神禽图 图二三 燃灯石台独角鹿首披鬃神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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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胡人弹琵琶图摹本 图二五 胡人吹笙图摹本

西安碑林《燃灯石台赞》是盛唐时宫内云

韶府使苏思勖“崇圣教”，率众人树立燃灯石台

祈福的标本， 还导引出对当今皇帝的崇拜，又

涉及为皇太子、诸王、文武百僚以及老百姓的

祈福，颇有皇家气魄，所以资料非常珍贵。

由于汉地社会中佛教的兴盛与寺院优势

的强大， 入华的粟特移民及后裔也受到影响，

他们信奉的祆教亦熏染佛教燃灯活动的流风，

尤其是粟特人在敦煌佛教教团中势力强大，由

信仰祆教转为信仰佛教，燃灯祈求光明是其共

同的追求

[21]

。 敦煌文书中有“沿路作福，祆寺燃

灯”记载

[22]

，说明祆寺燃灯有崇拜圣火、追求光

明的意义，向达先生曾认为唐睿宗时建议夜开

城楼“燃灯百千炬”的“僧婆陁”或是西域人火

祆教徒

[23]

。 但是作为宗教信仰崇拜，燃灯“既明

远理，亦弘近教。 千灯同辉，百枝并耀。 飞烟清

夜，流光洞照”

[24]

。 燃灯从神圣性佛俗到娱乐性

民俗的演变， 拜火舞到顶灯舞及灯舞的传递，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汇通， 早已渗入

“去暗除昏”的艺术创作之中。

三 燃灯石台的艺术题材

从贞观至开元天宝之际，流行的外来文化

中，最显著的因素之一是拂菻艺术遗痕，《宣和

画谱》记载唐代王商、张萱、周昉等所绘《拂菻

风俗图》、《拂菻士女图》、《拂菻妇女图》、《拂菻

图》等，拂菻乐、拂菻妖姿舞等也进入皇家内教

坊。 拂菻绘画的粉本传入中国后，一度呈爆发

之势，受到各个方面的追捧，被广泛运用于石

刻线刻画上，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存的唐开元九

年（

721

年）兴福寺残碑碑侧胡人骑狮图、开元

十五年（

727

年）杨执一墓门楣及墓志侧十二辰

蔓草纹、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大智禅师碑碑

侧菩萨盘坐和女首凤身图、唐惠坚禅师碑侧狮

子与童子纹图、唐石台孝经碑座长角狮子图等

都属于此类作品

[25]

。 陕西临潼博物馆展出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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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六 胡人吹笛图摹本

图二七 胡人吹排箫图摹本

开元二十九年庆善寺石门和门楣上有童子、塞

壬、神兽形象线刻画，亦是拂菻遗风

[26]

。 唐开元

二十一年阿史那怀道十娃夫妇墓石椁上人物

图像也有拂菻狗及类似翼鸟等线刻画

[27]

。 近年

发现并得到研究的唐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武

惠妃石椁上勇士牵神兽图和勇士捧果盘骑神

兽敬献图更是有力的印证

[28]

，虽然不是完全套

用拂菻艺术中那种希腊罗马神祇形象，又经过

印度—伊朗—粟特系列神话造型艺术的传播，

但在神话故事的谱系中仍能看出人物、情节和

场景的关联。

了解开元时期拂菻绘画风格后，我们再看

《燃灯石台赞 》上乐伎图像 （图一六

～

一九 、

二四

～

二七），八棱石柱按照“上图伎乐，顶祈香

坛，下图灵像，形影降服”分为上下四个图案，

既不是天宫伎乐，也不是供养伎乐。 上部四幅

“胡化造型”均为高鼻深目胡人形象，他们手持

乐器呈坐部乐伎盘腿姿势， 从右到左分别为

笙、琵琶、横笛、排箫，但没有筚篥、箜篌、羯鼓、

拍板等。 按照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胡部”，

也是以琵琶为主的胡部新声演奏，或是以龟兹

七调糅合汉族清乐而成的场面。

第一个胡人卷发头戴立式高帽，双手合抱

笙管，正在吹奏，胡人乐伎身披飘带，全身着罗

马—波斯式贴身细长纹紧身装，足蹬软鞋盘腿

坐于圆毯上。

第二个胡人头缠多层束带， 前后露角，脸

庞上倒“八”字眉，深目高鼻，留有短胡须，手持

四弦琵琶，右手拿拨子弹奏，盘腿高翘。

第三个胡人未戴帽子， 卷发垂至两鬓，头

顶发髻束扎成圆球状，直鼻大眼，直视前方，手

持横笛作演奏状，坐卧中单腿竖立。

第四个胡人也是卷发下披两鬓，头戴有花

冠球的小扁帽，这是典型的拜占庭式帽饰。 画

面上胡人炫服靓装，衣轻身若飞，有着婀娜曼

妙的奏乐姿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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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八 独角马头鸟身神兽图摹本 图二九 双羚角狮身神兽图摹本

《燃灯石台赞》下部四幅“神灵动物”画，实

际上也是拂菻艺术系统 “十二个混合神灵”的

重要特征，有的兽头鸟身魔怪化，有的猛兽羚

角化……这些有神性的动物可以抵抗恶神，防

止妖魔伤害亡者的灵魂，保护善良的人们安全

抵达彼岸世界。 石台从右到左依次为独角马头

鸟身神兽、双羚角狮身神兽、鹦冠飞鸟神禽、独

角鹿首披鬃神兽（图二

○～

二三、二八

～

三一）。

这些图画配合石台祈愿文字，可以使佛教信徒

得到教化。

石台上下每一幅画面都布满了蔓草缠枝，

花团锦簇，保持画面饱满。 中间有石榴花、无花

果、百合花等交叉缤纷，叶瓣配合圆壶形长枝

直顶硕大花朵，绝无闲花小草之意。 整个画面

用人物、动物、植物交错构成几何形排列，波状花

叶翻边是典型的拂菻（拜占庭）装饰风格遗痕，源

自希腊化美索不达米亚的藤蔓环绕艺术

[29]

。这种

琳琅满目的“繁饰”也是盛唐时期的石刻艺术

特征，与佛典讲究的天界相吻合，“香果琼枝，天

衣锡钵”；“香风触地，光彩遍天”；灯柱高耸，照

知四方，仰慕心神，振锡凌云。

实际上，盛唐开元天宝年间，高等级墓葬

中石椁上线刻画非常流行源自拂菻的装饰画

图案。 以与《燃灯石台赞》有关的宁王李宪为

例，其石椁门柱上石榴花、立柱上百合花与串

枝叶等构成花的海洋，簇拥出一个个拜占庭桃

形圆圈式图案，有披鬃甩尾的雄狮，弯角大盘

羊，头生双角、身披双翼的神兽，手持长矛的勇

士，颈绕绶带、口衔花叶的飞雁，身披华案的白

象，头生独角的翼马，特别是既有身骑独角翼

马、头戴双飘带金冠（王圈）的勇士，又有手捧

鲜果祭盘、头戴两翼宝冠的展翅鸟身女性

[30]

，实

质均为典型的拂菻神话人物形象

[31]

。 由此可见，

当时流行的线刻画艺术与外来文明有着不可

忽视的关系。

率领教坊、云韶众多乐工燃灯祈福的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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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〇 鹦冠飞鸟神禽图摹本

图三一 独角鹿首披鬃神兽图摹本

勖，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卒

于天宝四年（

745

年）。

1952

年

2

月在陕西西安

东郊发掘其墓时，发现墓内东壁上有一幅完整

的乐舞壁画。 发掘简报中描述壁画“中间舞蹈

者是一个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胡人， 头包白

巾，身着长袖衫，腰系黑带，穿黄靴，立于黄绿

相间的毡上起舞，形象生动”

[32]

。 其实，苏思勖墓

内表现的是盛唐时流行于达官贵族上层社会

家庭中的乐舞，新近发现的盛唐韩休墓“乐舞

图”再次证明这是当时盛行的风尚。

李宪墓室中东壁壁画也画有 “乐舞图”

[33]

，

方形毡毯上六人组成乐队， 既有吹笙胡人，又

有拨弦汉人，正中间男女双人对舞图构成一幅

欢乐景象。 欣赏乐舞的高髻丰腴女性则是皇亲

贵族的生活写照。 整个壁画反映了宁王李宪家

庭与琴箫音律、舞蹈鼓乐相伴的生活场面。

教坊乐工和云韶府乐工无疑是接近皇帝

比较容易的人，他们在大宦官苏思勖带领下为

唐玄宗及皇太子一系列人祈福，雇佣的画匠有

可能是寺院里技艺高超的画家，也有可能是宫

中供奉皇家的画师，不管是何人，都可看出画

匠采用了开元时最流行的“拂菻样式”粉本或

辗转的“画稿样”，“写貌尤工，切于形似”。 唐代

画工又善于利用“通用粉本”对原图像扩展运

用，从而在燃灯石台上留下了盛世背景下的胡

人乐伎图像和不同凡响的神兽异禽图形象。

源自佛教的燃灯仪式，经过改造在中国创

造了灯台，进入唐代后燃灯习俗日盛。 燃灯与

传灯，按照佛教经典说法关联着启蒙人心和师

承传照。 家家念佛燃灯，信仰仪式中祈福活动

相当频繁。 西安碑林藏《燃灯石台赞》树立在寺

院的宏大构架里只不过是一个建筑小品，也是

佛教节日燃灯祈福场合下的一个配角，既表示

对佛的虔诚礼拜，亦表达了供养人祈福祝愿的

心情

[34]

。 《燃灯石台赞》上部如此繁复精致的胡

人乐伎线刻，不仅印证了燃灯与伎乐相配的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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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其“华台”艺术的表现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其下部又采用“狮子神兽”和其他“灵兽”图案，

却不用佛教十二辰兽固有的教化模式，不得不

使人赞叹盛唐艺术吸纳外来文化后的创造，开

掘了中西文化多角度交流的文化视野。

后记：承蒙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先生揭

示赐教， 强跃先生带领笔者现场考察石刻，薛

建安先生惠赐拓片，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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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the Lantern and Performing Foreign Dance and Music to Pray for Good Fortune

———

A New Artistic Learning on the Buddhist

“

Eulogy on the Stone Lantern

”

Inscription of the High Tang Period Collected in the Beilin Museum, Xi

’

an

Ge Chengyong

To donate stone lanterns to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was a very popular

fashion in the High Tang period, but very few physical cases of the stone lanterns of that time survived

to the present. In the 1950s, the Beilin Museum in Xi

’

an acquired a stone lantern pillar carved in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Kaiyuan Era

（

741

）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bears the inscription of

“

Randeng

shitai zan

（

Eulogy on the stone lantern

）”

and the names and official titles of the donors of this stone

lantern to pray for good fortune. The 66 donors were from the neijiao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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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sha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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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Natur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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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sion of Prince of Ning, Zhangli Gate, jingzong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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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general of the Court of the Imperial S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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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Su Sixu, who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Natural Harmony, and He Huaizhi and Ji Haihai, who were two of the

famous pipa-lute musicians at that time. On the stone pillar, the scene of dance and music performance

played by the people in foreign costumes and facial features and figures of exotic animals are also

carved, the form and style of which would be from the Byzantin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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