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双月出版）

第四版

2018年第4期

◆编辑部：韩建识、高智伟、康乃瑶、侯海洋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北京文物》编辑部 ◆电话：010-64071605 ◆邮编：100007 ◆E-mail: bjwwb2005@126.com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8—L0023号

  ◆2018年第4期（总第258期）

  ◆2018年8月31日印刷

  ◆印数：2000份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精神和市委要求，8 月 30 日下

午，北京市文物局在孔庙和国

子监博物馆彝伦堂举办了“新

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主题宣

讲活动，局机关及局属单位

130 余名干部参加活动。

宣讲会上，北京市文物研

究所卜彦博、北京市古代建筑

研究所张隽、首都博物馆蔡凡、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吴 、白

塔寺管理处周武兵、市文物局

办公室伊凡、市文物局机关党

委赵志鹏 7 名局系统优秀干部

代表，分别围绕自己和身边同

志立足本职岗位勤勉工作、担

当作为做出突出成绩作了精彩讲述，展示出新时期文

博干部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

时代风采。

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于平同志代表局党组向大家提出

三点希望：

一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强化政

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领导干

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

头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一

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

广大干部职工要向身边先进学习，

比学赶超，争当优秀。

二是进一步提高本领能力。进入新时代，文博工

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很多工作内容、工作模式

和理念较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努

力增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要不断加强学习，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有意识地弥补知识弱

项、能力短板，在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全面

提高适应文博工作新发展的素质能力。

三是进一步推进工作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团

结带领广大干部凝神聚力，深入落实加强“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疏解非首都功能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统筹加强“三个文化带”

建设，全力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加快推进副中心博

物馆及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建设，全面落实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重点任务。要在破解文博工作难点问题、瓶颈

问题上下功夫，提出有效措施和解决办法，努力在首

都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市文物局组宣处）

北京市文物局举办“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主题宣讲活动

根据市委组织部《关于开

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读书活动的

通知》有关要求和市文物局党

组总体工作部署，为进一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8月 31 日，

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处级干部开

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专题读书

活动。90 余名处级干部参加了

学习。

为搞好读书活动的组织实

施，局党组制定

了《中共北京市

文物局党组关于

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专题读

书活动方案》，

方案下发每名处

级干部。在第一

次活动中，传达了《关于开展

处级干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读书

活动的通知》，要求全体处级干

部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学好学实学深入；

要严守学习纪律，认真做好记

录，确保不走过场，不断增强

政治责任感。该活动将举办三

次，10 月底前完成全部处级和

科级及以下干部学习任务。

            ( 市文物局组宣处 )

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

承办：中国知网、《北京文博》编辑部、北京市

文物局宣教中心

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12 月 31 日

征文截稿日期：2018 年 10 月 31 日

征文对象：分公众组和行业组两个组别，公众组

为心系文博事业发展的社会大众，行业组为北京市内

各文博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

征文内容：围绕“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

的博物馆记忆”主题，展现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发

展，可参考下列选题，也可自定选题。

1. 公众组

（1）我与博物馆共成长

（2）我心中的博物馆

（3）改革开放四十年博物馆的发展

（4）博物馆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行业组

（1）四十年博物馆展陈回顾与业务创新

（2）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创新利用

（3）博物馆社会教育新模式和实践案例

（4）让文物活起来

（5）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6）互联网 + 博物馆

（7）智慧博物馆发展趋势探索

征文要求：

1. 以学术论文、诗歌、小说、散文、回忆文章等

形式参加，可附历史照片、历史音像资料。

2. 文稿须为作者本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内容应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向上，符合国家宣传导

向，如有观点或著作权问题，皆由作者本人承担。

3. 文稿须围绕征文主题，原则上不超过 5000 字。

学术论文如有注释和参考文献，内容需详细，注释采

用脚注形式列出，参考文献在文章结尾处列出。

4. 文稿须以 word 文档形式发送至 bjbxhdzy@

bjww.gov.cn，文件名及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我的

博物馆记忆征文投稿”。

5. 文稿中请附作者的详细信息，包括作者姓名、

性别、年龄、学历、单位全称及职称、研究方向（工

作岗位）及通讯地址、电子邮箱、电话等。

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更多活动详情敬请关注

北京市文物局及中国知网官方网站活动动态。

                                         （《北京文物》编辑部）

石景山区八大处内有一座念佛桥，

见于一些文献记载。如《日下旧闻考》载：

念佛桥旁有石刻“念佛”二字。《石景

山区地名志》记：宝胜仙桥，又名念佛桥。

念佛桥是石景山区青龙山与翠微山之间

交界山谷间的一座单孔石拱桥，桥下巨

石累累。

笔者多年来一直惦记着寻找这处古

迹。直到 2018 年 4 月 19 日登顶翠微山

经过念佛桥时，我仍没有看到一个字。

无数次寻找无果使我不免心生疑窦，难

道字被毁掉不存在了？

5 月 27 日，一位网友在微信里发

了几张念佛桥摩崖石刻的照片，称有人

近日找到了宝胜仙桥附近石刻。我马上

联系这位网友询问石刻大体位置，回答：

“西北方向坡上，20 米左右吧。”我立即

把消息传给赵志欣和刘玉河，二位一致

赞同近日亲眼去看看，以了却多年的心愿。

5月 31 日，我们三人来到翠微山一片石，在宝胜

仙桥的西北方与石碑之间的一片树林和荆莽间搜寻，

没有见到可以刻字的山石。40 多分钟过去了没收获，

山谷里没有信号，电话拨不出，好不容易联系到《海

淀史志》主编宁葆新，他也没见过。后来联系天翔，

才知刻石在桥的西南方20米。西南山坡比桥北陡多了，

杂木丛生，无路可循，攀树干拽枝条步步登高，我忽

然见陡坡之上有一块特别像照片中的石头。

石头颜色灰黄，高约 1.5 米，宽约 0.6 米，石面

毛糙凹凸不平。石面纵向刻字五行，行列歪歪斜斜，

字体大小不一，单线刻笔画，拙笨不精，加上粗糙的

石面上还有裂纹，字迹笔画很难看清。我用备好的石

膏涂划，再用手揉擦，字迹渐渐显露出来。石面右一

行是“弘治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行是“内官监太

监韦童”；第三行是“南无阿弥陀佛 同发心造”，第

四行是“西□络厂官施”，抑或是“西番经厂官施”，

不能确定；第五行是“圣仙桥一座”。第四行、第五

行顶端是一个“佛”字，20 厘米见方，佛字与左边

的“南无阿弥陀佛”似是一体，与造桥题字的大小有

别，分行也不协调。“佛”和“南无阿弥陀佛”刻字

时间应早于建桥刻字时间。由此推想“念佛桥”不是

桥旁刻“念佛”二字，而是桥旁刻“佛”和“南无阿

弥陀佛”，信佛者至此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弘治五

年（1492）八月十五日，是佛教信徒烧香拜佛的日子。

内官监是负责皇家工程营

建的机构，《芜史》记：“内

官监所管十作，曰木作、

石作、瓦作、土作、搭材作、

东作、西作、油漆作、婚

礼作、火药作，并米盐库、

营造库、皇坛库、里冰窨、

金海等处。”内官监在今

地安门内恭俭胡同，附近

还有以内官监下属的大石

作、小石作、油漆作、米

粮（盐）库命名的胡同。

韦童是明弘治年间内官监

太监，和其他信众一起集

资建造了圣仙桥。参与施

钱建桥的还有西□络厂

官。络是绳索类物品，是

工程建设必需的物资，管

理绳索类的厂隶属内官监。《酌中志》记：“御前所用

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外厂甚多，各有提督、

掌厂等官。”但没查到内官监设某络厂。此处“官施”

既可理解是此厂长官的施舍，亦可理解是此厂上下人

员集体的施舍，大家共同出资建桥也合乎情理。第四

行第二个字像是吉字上加两点，似是番字；第三个字

又像经字，如此第四行则是“西番经厂官施”。番经

厂是蒙藏僧人演教场所，番僧习念西番梵呗经咒。西

番经厂官参与修建念佛桥也在情理之中。究竟是西番

经厂还是西□络厂，有待进一步研究。太监韦童和此

厂官一起在这里建造的桥名圣仙桥，《石景山区地名

志》云“宝胜仙桥”。有的照片中标注文字：“弘治五

年八月十三日，内官监太监韦童，南无阿弥陀佛同发

心造，西山吉祥宝胜桥一座。”首行“十五”误为“十三”。

第四行第二字误读为“山”加“吉”两个字。下一字

误为“祥”。第四行末一字和第五行首字，显然受《石

景山区地名志》诱导成“宝胜”了。在前人先期考察

基础上，我们此次寻访的最大成果是确定了念佛桥的

本名——圣仙桥。

圣仙桥历经 500 余年仍基本完好。桥梁用当地沙

岩山石加工成规整尺寸不一的石材垒砌而成。桥长约

11.2 米，宽 3.5 米，桥堍宽 5.9 米，桥面至沟底 5.8 米。

单孔半圆拱券宽 3.3 米，券高 2.1 米。桥边沿无护栏

如面板，所以俗称面板桥。桥中

间拱券至桥面只有两层石板，承

载力十分有限。现在桥东南角底

基石有松动位移，已经影响桥的

安全稳固度，希望有关部门抓紧

修缮。

桥西北约 50 米有汉白玉石

碑一通，坐北向南。碑高 1.77 米，

宽 0.59 米，厚 0.22 米。碑面风

化严重，字迹漫漶不清，还有杂

乱的喷色涂鸦，更不能识读文字

了。《石景山区地名志》记载碑

文：“明弘治壬子年，某王爷至

此，谓左右曰：‘此地当造一桥，

有利于往来者，可否？’左右嘉

其善举，遂建其桥，额曰吉祥宝

胜仙桥。桥内供奉石佛，乃释迦

如来尊像也。”根据圣仙桥摩崖刻

字，建桥“王爷”应是内官监太监韦童。韦童是成化

元年（1465）征讨广西俘虏的瑶族男孩，被阉割为宦官，

进宫服务得到赏识，逐渐升迁为内官监太监。韦童任

内官监太监时兴建满井北的广禧寺。从京城到广禧寺

要越过青龙山与翠微山之间的一条沟壑，需要在沟壑

上架桥，于是韦童等修建了圣仙桥。但广禧寺未建成，

韦童死。张峦之子张延龄续建，直到弘治十二年（1499）

广禧寺建成。韦童无疑是圣仙桥的创建者。桥内石佛

曾迁到一片石路口，现藏田义墓石刻展区。

碑文记载是“吉祥宝胜仙桥”，《石景山区地名志》

记“宝胜仙桥”，摩崖题刻是“圣仙桥”，三处的桥名

为什么不一致？推测碑文里的“吉祥宝”是修饰词，

冠在胜仙桥之前，可能不是该桥名称的组成部分。《石

景山区地名志》省略了“吉祥”二字，成了“宝胜仙

桥”。“吉祥宝胜仙桥”“宝胜仙桥”的“胜”与“圣

仙桥”的“圣”同音，古人用同音字替代的情况比较

普遍，所以“胜仙桥”无疑就是“圣仙桥”。

胜仙、圣仙究竟孰是孰非，一言难尽，也许都没

有错。“吉祥宝胜仙桥”“宝胜仙桥”的名称没有“圣

仙桥”准确，“念佛桥”只是俗名。

                                                             （张文大）

念佛桥附近的摩崖石刻

                北京市文物局开展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读书活动

8 月 24 日， 2018 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

易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本土创意品牌、博

物馆、美术院校、老字号等 60 多个团体、300

多家企业参展。

本届“文交会”设有传统文化创新区、台

湾文创区、文博衍生区、原创设计区、生活美学

区五大展区，包括陶瓷、雕刻、唐卡、漆器、金

属工艺、书画等艺术品及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还

包括现代的时尚家居饰品、创意家具及独立设计

师的原创品牌。

在文博衍生区，首都博物馆、颐和园等展现

了博物馆文创。首都博物馆将乾隆年间的《松石

绿地粉彩蕃莲纹多穆壶》等古画图案运用到丝巾、

钱包、抱枕等生活用品上，形成

系列产品。颐和园皇家生活馆用

时尚感与设计感诠释中国传统皇

家生活方式，除了皇家珠宝、办

公文具、服装及生活用品，展馆

内还有皇家糕点供观众品尝，“颐

和八景”作为设计元素，也融入

到了糕点之中。

展馆入口处，北京文博衍生

品创新孵化中心的巨大圆形展示

吸人眼球，近百块展板上展示了

众多博物馆和文化 IP 的文创衍生

品，包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小

绿皮”儿童铁皮溜溜

球、运笔迷宫，国家

图书馆的汉宫秋（杂

居插图课本）阅读灯，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的石刻腕表等。北京

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

中心由北京市文物局

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共同打造，是推动北京博物馆文创

产品开发和文博产业发展的公共服

务平台。

            （《北京文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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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弘慈广济寺明代得名，万安《敕

赐弘慈广济寺碑铭》云：乞寺额

“弘慈广济”。时为丙戌即成化二年

（1466），“是秋九月建山门，门左

右建钟、鼓二楼。”所以说钟、鼓

二楼也是建于成化二年。《弘慈广

济寺志》又记：“钟楼在天王殿之东，

故明成化丙申年廖公屏造，撞击时

声闻数里。”广济寺钟楼上最早的

钟造于成化十二年（1476），后此

钟不知去向。

现在悬于钟楼上的大钟，是明

嘉靖三十五年（1556）铸造的。钟

为铜质圆形。蒲牢钟钮。钟肩饰莲

瓣一周二十朵。钟腰以三细两粗五

道凸纹将钟体分为上下两部分，各

有四个区。上部蒲牢头对应牌位处

有铭文“皇帝万岁万万岁”，对应

下部铭文“南方增长天王”，左侧

区域有捐造人名及年款“司礼监太

监李端发心，大明嘉靖丙辰秋九月吉日造”。其余各

区内无文字。各区间按朝向东、西、北三方，分别

铸有铭文“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

多闻天王”。钟裙部铸有八卦符号，八耳波状口，平

均分布四枚撞击钟月。全钟通高 190.3 厘米，钟钮

高 31 厘米，钟体高 159.3 厘米，口径 112 厘米。

李端，号中轩，直隶安肃县人，在明正德、嘉

靖年间，曾任内宫御用监、司礼监太监，“天资秀颖，

操行峻洁，参究真乘，契悟妙道”，受菩萨戒，对寺

庙宫观多有资助。《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二记载：“真

空寺在广宁门外，明

景泰中建，正德年圮。

世宗入继大统，群臣

迎于郊外，帐殿驻于

寺之西。太监李某捐

金修之，大学士张治

撰碑。”文中所说李

某，即为李端。张治

《真空寺碑》记载：“正

德十六年夏四月，圣

天子自封藩入继大统，

驻跸于寺之西行殿。

百官迎觐，一时从龙

近臣随侍左右。御用监太监李端分憩于住持僧舍。

顾殿宇僧房，恻然思所以修葺之。逾岁，即上嘉靖

元年，李公以上所赐金经营工作，凡九十余日告完。

自后殿及僧房，焕然一新，不增其所无，不减其所有。”

李端家族出身安肃县名门望族，家中亲属多在

京为官，其兄内官监太监李钦任九门提督，李钦之

子李相为武英殿中书舍人、锦衣卫百户，其外甥甄

永淮为礼仪房管事，其孙辈李朝忠为总旗。至嘉靖

四十二年（1563），他们共同出资重修了真空寺，并

树碑记其事。又令寺僧朝夕焚修，祝延圣寿，为民

祈福，使之成为当时北京一处著名的景观。

据张文宪撰《万善功德真空寺碑》记载，除了

重修真空寺外，李端还修缮了正法寺、大慧寺、镇

国寺、西方庵、延寿庵、

佑圣寺、上方寺、延

寿寺、法林寺、佑圣观、

永恩观、龙王庙、三

官庙、天仙庙、南岳

庙、城隍庙、真武庙、

伯王庙、混真雷坛殿、

森罗殿等。又出资刊

印《火藏尊经》五藏、

《妙法华经》二千部、

大乘诸经二千部，各

寺崇奉，流通于世。

又建造佛像、舍饭斋

僧、制药济众、建桥修井、捐棺恤孤、兴办法会等。

种种善举“诚笃寅恭，慈祥 悌”，“匪一皆是发于敬

心普济之惓惓，不知其然而然者”。至于广济寺钟楼

悬挂的这口大钟，无疑也是李端发慈悲心、捐资弘

法的又一例证。

《北京古钟》（上）一书第 99—100 页对该钟有

详细记述，但将捐造人李端之名误记为李瑞，今在

此说明。

                                             （刘文丰、刘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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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寺钟楼内的明代铜钟

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辽金，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古道，明清之际这里既是远近闻名

的军事重镇，又是通往塞外商贸的“驼铃古道”，民

国年间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在这条古道上曾

逃过兵祸，现如今古韵犹存，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

街区之一。

在这条古道西端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明清宦官墓

园——田义墓，以前非常残破，现在整饬一新，是我

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太监墓群，也是我国首座、唯一

以宦官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田义墓园同时展示石景

山区石雕石刻艺术。

您一定要问，这座保存完好的墓园何以幸存 400

余载？究其原因，除了

归功于田义本身的威

望、功勋外，还归功于

后世追随于他的一些有

名分和地位的太监，特

别是一位名叫慈有方的

太监。在田义墓幽静的

寿域中，除田义的墓庐

外，还附葬着一些敬畏

田义为人、愿意陪伴他

的后代宦官，在当时也

算有一定地位和势力，

他们中就有护持田义墓

园、请康熙皇帝恩准捐

产为庵的慈有方。

慈有方，顺天府大

兴县人，本姓杨，号宜

斋，生在万历三十七年

（1609）。他在清兵入关

时已 34 岁，一般当太

监多是年幼时净身，以

此推测他可能是明宫太

监的孑遗，继续留用清

宫服务。

清朝刚建立的时候，留用了一些明朝宦官，比如

吴良辅原为明朝宦官，后被清宫使用且地位显赫。清

朝对宦官较明廷要求严苛，且有诸多限制，人数也大

为缩减。康熙即位不久，以受贿罪诛杀了投靠鳌拜的

原顺治皇帝心腹宦官吴良辅，对其他干政太监敲响了

警钟。但对忠心耿耿的宦官，清廷区别对待，譬如慈

有方就得到了康熙的格外垂青。康熙初年，慈有方深

得皇帝宠幸，官至乾

清宫御司房忠勇营中

军总护官御马监太监，

位高权重不说，还荣

幸得到御书“福”字。

清代皇帝写福字

下赐群臣为特有的年

节赏赐，始于康熙。

通常，腊月是进入岁

末的月份，也是人们

祈望吉祥、驱避邪魔、

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

满终结的时刻，人们

要满怀欣喜地恭候、

迎接新年。所以，自

康熙朝始，每年腊月

初一日，皇帝在内廷

要亲自御笔书写许多

“福”字，第一个“福”

字要悬挂于乾清宫正

殿，其余张贴宫廷内

苑各处，以及颁赐后

妃、近侍、王公宠臣、

内廷翰林等。此事被文人雅士传为美谈，称为“康熙赐

福”“天子赐福”。之后，清宫御赐“福”字仪式成为典制。

话说康熙九年（1670）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

御前侍卫亚尔泰奉诏请慈有方来到皇帝面前，得到御

笔“福”字一幅、缎三尺。康熙赞赏他勤劳卓著、忠

心可嘉。慈有方受宠若惊，心中更增加了对清王朝的

感恩戴德之情，总想着报答皇上的恩宠。经过深思熟

虑，他决定向皇上奏请捐出自己名下的私产慈祥庵，

用来保护前明太监墓葬群——田义墓。慈祥庵，西邻

田义墓，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是明刹，但没有明确

始建年代。

康熙十一年（1672），他向皇帝郑重上书，说自

己“年已衰老，继续乏人”，恐怕慈祥庵及田义墓被

“贪利之徒”拆毁盗卖，请求皇帝恩准将慈祥庵与山

场一并交给徐纯修等僧众重修、保管。这样做一举三

得，既能保护田义墓墓地，又能重修田义墓和慈祥庵，

同时还为太监、寺僧提供了年老及死后的栖身之所。

康熙闻奏，龙颜大悦，立即准许。现存田义墓享堂遗

址上的《皇恩准给》碑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不仅如此，慈有方还把康熙赐给他“福”字当

作一生最荣耀的事。康熙十二年（1673），慈有方溘

然长逝，入葬田义墓园最东边。临终交代让人把皇帝

赐福这件事刻在墓碑上，碑中生动地描写了他在接受

“福”字时诚惶诚恐的心情。

这通慈有方的《皇恩准给》碑立于清初，尽管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旨碑，但其中有慈有方的奏请，

也有康熙皇帝的口谕，还有传奉官、接收僧人名姓等，

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阻止破坏墓园、接续

护持明朝田义墓和慈祥庵庙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

田义墓和慈祥庵平安度过了从清至民国的 300 多年，

与慈有方及这通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如今，人们参观田义墓，在体验中国宦官的独

特生活和欣赏精美石雕石刻的同时，还能看到这位护

墓有功的老太监的《皇恩准给》碑、墓碑和宝顶呢。

                                                           （苗天娥）

康熙帝赐“福”慈有方

《皇恩准给》碑拓片（局部）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21 日，北京市文物研

究所与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密云县第六中学改扩建

工程占地范围内的唐代及明清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发掘。考古发掘区域曾经是密云县密云镇西庄（原

名郑庄）的耕地，后在这里建设了密云县聋人学校，

现作为密云县第六中学改扩建的建设用地。这次发掘

面积 670 平方米，清理 17 座唐代墓葬和 19 座明清时

期墓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唐代墓葬的发掘情况。

                 一

唐代墓葬分为砖室墓和积石墓两类，墓葬平面

均呈“甲”字形，都为南北向，由墓道、墓门、甬道

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其中 M4 有双耳室，其余 16 座

均为中小型单室墓。

密云六中的唐代墓葬虽然曾在早期被盗，墓室

顶部也已遭到破

坏，但墓葬的砖

室结构较好。从

墓葬形制方面来

看，均为带墓道

的“甲”字形砖

室墓。墓道位于

墓室南端，多为

阶梯式墓道。墓

道多为梯形，远

端较窄，接近墓门处逐渐变宽，墓道最长 4.6 米，宽

1 ～ 1.8 米，最短 1.2 米，宽 0.7 ～ 1.2 米。甬道位

于墓门与墓室之间，均为长方形，甬道长短、宽窄

不一，最长 1.24 米，宽 1米；最短 0.27 ～ 0.29 米，

宽 0.56 米。

墓室形状可分为长方形、方形弧边、椭圆形、

圆形。其中 M3、M5 的墓室为长方形；M8、M9、

M14、M15、M17、M19 的墓室为方形弧边，前窄后

宽；M1、M4、M6、M10、M36 的墓室为长椭圆形，

前宽后窄。

在这批唐墓中，唯有 M4 有两个耳室，分别位于

墓室东南部、西南部。耳室以墓道为轴线，东西对称。

东耳室被后期灰坑打破，上部被破坏，西耳室保存较

好。以西耳室为例，推测其砌筑方法为：先用砖砌成

门洞状，顶部为拱形券顶。门洞直接砌在墓室西壁上，

两侧先用侧砖

砌 1 层， 向 上

用卧砖平铺 1

层， 共 13 层，

之后开始起券

顶，侧砖砌出

拱形顶，向上

用卧砖平铺 1

层；向西先挖

成椭圆形平面，

底部铺地砖南

北向错缝平铺；

再向上挖出穹窿形顶部，顶部东西较长；四壁先顺砖

错缝平铺 2 层，向上侧砖丁砌，依次共 15 层，上部

为顺砖错缝平铺内收至穹窿顶，顶部用“人”字形交

叉砌成，封顶。

唐代墓葬中，有耳室的墓一般等级较高。不过

M4 出土器物很少，加之墓葬破坏很严重，难以断定

其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二

密云六中唐代墓葬发现不少仿木结构的门楼，形

制不一，底部正中为砖券门洞，用砖封门；门洞两侧

用砖砌出立颊和倚柱，门洞上为上额或阑额。少数墓

葬的门洞上部左右两侧设置对称的棂窗，或是在门洞

上部均匀分布三个棂窗，棂窗和阑额之上用青砖砌制

成菱角牙子，其下部挑檐砖叠涩出檐，其上部逐层内

收成脊。

墓室内发现砖雕仿木构。如 M9 的墓室内有砖砌

倚柱、把头绞项造式斗拱、素面阑额、假门、直棂窗，

灯台、灯檠、桌子和壁龛等。这些墓葬的棺床均位于

墓室北部，形状有长方形和折尺形两种，其做法是在

墓室底部预留生土台，然后包砖，在包砖壁上装饰

门。而该批墓葬的棺床仅见于方形弧边墓葬内，长方

形和长椭圆形砖室墓内不设棺床。

中国古代房屋建筑多属于木结构，自

汉代开始，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形象逐步

被借用到墓葬当中，呈现在了一些画像石、

壁画、影作壁饰和其他相关随葬品上。各

个时期墓葬中的建筑形象往往以当时的地

上建筑作为参照，时代特征明显。墓葬中

的仿木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墓葬整体

结构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墓葬中的仿木结

构建筑是中国丧葬习俗、宗教意识等的反映。

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北京地区唐代墓葬中普遍

采用砖雕仿木构来呈现当时的建筑形式，且部分墓葬

时代早于全国的其他地区。密云六中发现的这批唐代

中晚期墓葬，多数在墓门及墓室内有仿木构砖雕，有

保存较好的具有明显唐代建筑特征仿木结构墓门，是

十分难得的唐代建筑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为

研究唐代墓葬中的仿木结构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宝

贵资料。

                 三

密云六中发现的唐代墓葬虽然

只有 17 座，却反映出一些极为少

见的大型须弥座砖椁、火葬习俗和

积石墓的墓葬结构。

M5 发现有须弥座砖椁位于墓

室西北部。砖椁南北长 2.8 米，东

西宽 1.9 米，高 1.4 米。椁

内砖砌为错缝顺砌，外部砌

法为自上而下 2 层错缝顺砌，

内收 0.12 米，1层卧丁大面，

共 6 块；中部镂空，装饰为

门，砖规格为砖长 0.41 米，宽 0.21 米，厚

0.06 米，门长 0.23 米，高 0.19 米，为椭圆形，

门下压 5 层砖砌，3 层内收 0.07 米，2 层为

错缝顺砌，下压 3 层砖砌，每层出檐 0.07 米，

下压 7块卧丁大面砖，上面镂空，有 7个 门，

规格长 0.33 米，宽 0.16 米，厚 0.06 米，门

长 0.16 米，高 0.2 米，门下压 1块平丁砖，平

丁砖下压 4 层砖，每层内收 0.06 米，底部 2 层为错

缝顺砌，自门以下与门内均抹有一层厚 0.01 米的白

灰（大部分已脱落），椁南部与东部砖砌法相同，只

是 门分为左右各一个。

M6 和 M11 内发现有骨灰罐。M6 的墓室底部破

坏严重，未发现人骨架，墓底部中间铺地砖已向下塌

陷，呈凹形，位于墓室东壁中间下，铺地砖下有小坑

一个，陶罐放于铺地砖下，口部和铺地同高。陶罐

内有人骨架灰渣、骨渣。M11 也是火葬墓。M11 的

墓道为阶梯式，墓室为圆角长方形，墓圹四壁内收，

在墓底中部有

一长方形腰坑，

腰坑内并列放

置 三 个 陶 罐，

陶罐内葬置烧

骨。从埋葬形

式判断，M6 应

为土葬、骨灰

葬相结合，而

M11 为单纯的

骨灰葬，至于

M11 内为什么

放三个骨灰罐，

需要进一步研

究。

M11 不仅为火葬墓，而且是积石墓。M11 墓室

之上堆积了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形成封堆。积石墓在

早期的玉皇庙墓地的部分墓葬中也有发现：如墓圹内

积石，或置镇墓石，或在圹内上层填土及顶部放置石

块等。镇墓石的主要目的在于镇压死者的灵魂，使其

附体安息；墓葬内堆积大量石头主要是为了防盗。该

迹象从早到晚一直存在，是玉皇庙墓地葬制与葬俗的

一种延续。

                 四

密云六中唐代墓葬曾遭到盗掘，随葬器物出土

较少，主要有陶罐、陶壶、陶碗、陶灯座、瓷碗、小

铁刀、铁炉、铜勺、铜刀、铜镜、铜提梁罐及铜钱等。

出土器物大多发现于墓室内铺地砖之上，不过，在

M17 内也发现一些特殊的现象。

M17 的墓道被压于现代房基下，没有清理发掘。

墓室平面呈椭圆形，墓室顶部已破坏，顶部无存，墓

室内用砖砌墓室四壁，墓室四壁有仿木结构倚柱和残

存的斗拱，倚柱分布在墓室四角处；墓室北壁下有壁

龛 1个，壁龛直接砌在墓室壁中，顶部拱形券顶；墓

室西壁偏北处中部砌出一立面呈长方形直棂窗。墓

的东壁下有东西走

向的三排砖，用单

砖东西向砌成，错

缝平铺，棺床相接

这三排砖用途不明；

棺床位于墓室北部，

南北宽，东西窄。在

M17 墓室的四个角

落处挖有小坑，小坑

紧邻四角倚柱，每个

小坑内各有 1个小陶

罐。在墓室内铺地砖下四角埋葬随葬器物的习俗，为

研究唐代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密云六中唐墓出土器物与北京地区唐代墓葬出

土器物进行比较，M8出土白釉碗（M8∶2）与北京

亦庄80M9出土的碗（80M9∶3）形制近似，M14出

土青釉碗与北京亦庄69M20出土碗（69M20∶4）形

制相似，M14出土的灰陶罐M14：4与密云大唐庄出

土陶罐（M89∶1）形制近似，灰陶罐M8∶1与密云

大唐庄出土陶罐（M9∶1）形制相似。依据相关研

究，北京亦庄80M9出土的碗（80M9∶3）与北京亦

庄69M20出土的碗（69M20∶4）分别属于中唐、晚

唐时期。综上，根据这些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

初步判断这批墓葬为中晚唐时期墓葬。

                                                            （于   璞）

密云县第六中学唐代墓葬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M5 中的须弥座砖椁

M11 中堆积的鹅卵石

M17 俯瞰

墓葬中出土陶灯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