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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
郭 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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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请伊朗德黑兰大学三位教授共同释读了宁夏固原史诃耽墓出土蓝宝石戒面印章上的文字，认为是三次

重复的词，意思是“虔诚、敬神、可嘉、尽责的。”本文结合袄教经典文献的记载，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对印章上狮子和

植物纹样进行了阐释，认为这个印章上的图案可能和墓主对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女神的崇拜有关系。结合墓志铭所

记史诃耽生平事迹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认为印章上的文字和图案很可能与史诃耽本人的祆教信仰以及负责管理细马、

参加玄武门事变经历有关，反映了他对特别保佑马群繁盛的阿什女神的崇拜。

KEY WORDS：Shi Kedan，Gem seal，Zoroastriamsm，Ashi

ABSTRACT：With the help of three professors from Tehran University，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e inscriptions orl

a gem seal unearthed from Shi Kedan’S tomb in Guyuan，Ningxia．The inscriptions represent three repemed words，which gen‘

erally mean‘devoted，godly，awardable，and responsible’．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mn the lion and plant motifs Oil the seal

based on Zoroastrian classics and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tif might reflect the

owner’S worship to Anahita and Ashi．Furthermore，the epigraphs of Shi Kedan and related tex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scrip·

tions and motifs are relevant to his religious practice，duties of horse management in the court，and even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Xuanwu Gate Incident．For this reason，he worshipped to Ashi for the breeding and prosperity of horses that he managed．

1981年在宁夏固原发现粟特人史诃耽与其

汉族妻子张氏合葬墓出土了一枚宝石印章。史

诃耽是唐咸亨元年(670年)十一月入籍中原的

粟特人，其先祖来自中亚，应当信仰袄教。本文

介绍伊朗学者对这枚宝石印章铭文的一种释读，

推测以石榴为特点的三权树、狮子图像以及印章

上的铭文可能和阿什女神(Ashi)崇拜有关系，史

可耽的个人背景和经历恰与此崇拜比较相符。

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的文字

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直径1．6、厚0．5厘

米。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

一卧狮。狮子背部有三权结果实的短枝，周围有

一圈字母。古代波斯地区发现有类似狮子形象

的印章，而且印章上也有文字(图一)¨-。

报告对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的材质、雕刻

技法和图案主题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报告认为

狮子代表太阳，三权矮树代表生命树‘2j。有学者

认为图案代表娜娜女神或者是阿什塔特

(Astarte)E
3

3。有学者指出这枚印章的题材来自

萨珊波斯艺术，认为印章卜^的一圈文字是中古波

斯文，释读为“高贵”、“繁荣、兴旺”和“幸福、快

乐”，另外对印章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H o。

还有学者对印章上的铭文进行了新的释读，认为

是“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世界宽容!””1

伊朗德黑兰大学的Rezaaibaghbidi、M．B．

Vosooghi和Amuzegar三位教授释读了印章上的

文字，他们认为这一圈字母是三次重复的一个

词，每一个词转写为“AHLAWDAD”，英文意思相

当于“Pious”，意思是：虔诚的；敬神的；可嘉的；

尽责的。显然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图二)∞1。

本文著者不是语言学家，不能判断以上几种释渎

的正误。但通过比较以上三种释读，特别是仔细

观察伊朗学者划分的三个词字母的形状，可以初

步认为，虽然有不同的释读，但印章上的确有三

组重复的部分，应当是三个相同的词。下面我们

从印章上的图案来做一些分析，希望能接近印章

所要表达意义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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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宁夏固原史诃耽墓出土蓝色圆形宝石印章

以及伊朗发现的狮子形象印章

二、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植物的象征意义

狮子身后立的三权树状植物可能是生命树

的象征。祆教经典中，生命树一般包含了三种含

义，首先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所有植物的代表。

其次是万种之树，强调的是所有植物的母株，丰

产丰育的概念可能从这里引申出来。最后强调

的是药用价值，即高克热纳或者白豪麻，是能祛

病延年，使人死里复活、长生不老的“不死药”。

这枚印章上的植物具有石榴的

明显特征，石榴和袄教礼仪关系密

切"J。公元前7世纪齐维耶宝藏中

有一个圆形印章，印章已经遗失，仅

剩金制的柄和底托，底托下面有图

案，为一枝三权的石榴枝，共有五朵

已经成果的石榴花，主要是三个枝权

的三朵，两旁的两枝花下又各多出一

朵，似乎是缠在上面的(图三，1)。

研究者认为这种器物是乌拉尔图的

典型器物旧j。古波斯人称石榴为

“太阳的圣树”，含有多子丰饶之意。

有学者认为红色的石榴是太阳的象

征，三权的石榴可能象征太阳运行的

轨迹及早晨、中午和傍晚时的太阳。

如果不考虑时代的差别，伊朗齐

维耶宝藏中圆形印章上的三权石榴

和固原宝石印章上的石榴非常相似。

可见固原宝石印章上的三权石榴是

一个很早就有的艺术主题。类似固

原宝石上的三权石榴印章在国外发

表的材料中也有，其中一件属于萨珊

时期，树根部分还有双翼，树的上方还有两只鸟

(图三，2)。两只鸟被认为是《班达希申》里播撒

种子的鸟(Saena和Chamrosh)H1。

在古代伊朗，石榴被认为是太阳和万种之树

的象征。虽然笔者同意这个解释，不过仍有疑

惑。从祆教经典看，生命树又叫白豪麻，是豪麻

一类的植物。据《阿维斯陀》所记，豪麻是一种

金黄色植物，遍生于高山幽谷间。肉厚多汁，芬

芳四溢。据说豪麻对人的神经有刺激和麻醉作

用，使武士更加兴奋，增加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也

可以使祭司获得与神沟通的体验，增添智慧和灵

感。据《梨俱吠陀》，人喝了它就能通神。印度

教和袄教中都有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它的习惯。

豪麻到底是什么植物，现在学术界尚无明确

答案，有人认为是一种蘑菇¨0|。有人认为是有

致幻作用的大麻，藏传佛教和喇嘛教中仍有在仪

式中饮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很多学者认为

是麻黄¨1|。值得注意的是，《阿维斯陀》经文记

载豪麻酿酒功效尤好，石榴的确可以酿酒，而且

团

广J 5一．9--0
‘hi'wd‘d

AHLAWDAD(piot

，匹一』·j 3Jk

图二伊朗德黑兰大学的Rezaaibaghbidi、M．B．Vosooghi

和Amu”gar三位教授释读印章文字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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訇三 史可耽墓出土印章相关图像的比较材料

有一定的疗效，如果从酒这个角度理解，石榴和

豪麻的特点相符。有时石榴汁也可替代豪麻汁。

通过分析青铜时代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利

亚一些出土容器附着物，发现成分为大麻、罂粟

和麻黄。另外在马尔吉亚纳古诺尔城址的一些

房间中都发现可能为加工此类植物的设施，托格

罗格1号和2l号遗址的中心密室中发现麻黄和

罂粟的显微遗迹，在另外的遗址中发现大麻的痕

迹。在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利亚等地发现的类

似设施都可能是加工豪麻的场所。有的印章和

辟邪物上刻划的纹饰可能是大麻、罂粟和麻黄。

因此这三种植物压榨的汁液可能是所谓的豪麻

汁的核心成分¨2I。大麻、罂粟和麻黄三者汁液

的口味并不美味，古代可能会加入石榴汁，从而

让豪麻汁较为可口。罂粟的果实和石榴果实从

外形看，较为接近，因此固原发现的这枚印章上

的三个果实，也有可能是罂粟的形象，如果是这

样，其寓意则更接近豪麻以及生命树或者万种之

树。本文暂且认为印章上的植物纹样是石榴枝。

从固原史可耽墓出土宝石印章图案的艺术

题材看，为狮子和石榴的组合，印章上刻的虽是

雄狮，但其匍匐放松、憨态可掬的姿态也不太像

在守护什么，倒是有些吉祥顺服的气氛。祆教经

典中记载看护生命树的并不是狮子或者老虎这

类猛兽，而是由两条(或十条)卡拉鱼和长相奇

异的驴看护。在粟特和犍陀罗地区，卡拉鱼的确

有狮头鱼尾的，但同时也有其他

动物头的，而且不一定守护生命

树¨引。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

馆收藏的萨珊波斯时期两个狮

纹银盘，一个银盘上表现一头乳

房涨大的母狮，一个银盘表现一

头正在给两头幼狮哺乳的母

狮¨4I。母兽后面的植物可能也

是一株石榴树，不过特征不是特

别突出。这些银盘上的母兽，特

别是给幼崽哺乳的母兽说明，树

前面的猛兽并不是起到看护的

作用，而是二者共同构成一个象

征。其象征的意义可能是丰产

丰育(图三，3、4)。

如果印章上表现的石榴树

是所谓的白豪麻的生命树，可以认为图像和原始

经文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出入。无论如何，印章上

的植株纹很可能象征丰产丰育。在伊朗文化中，

有两位神和石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位是阿娜

希塔女神，一位是阿什女神。仅根据石榴，只能

说这个印章反映的内容和这两位女神有关系。

三、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的狮子形象含义以

及阿娜希塔、娜娜女神和阿什女神溯源

近东地区的女神崇拜非常显著，几乎在每一

个地区的文化中都有一位职能大致相当的女神

存在¨5。。这些女神之间应当有一定的关系。在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中，对丰育女神的崇拜是一

个普遍的现象。但近东地区的丰育女神从新石

器时代特征就比较明确，最大的特征是和狮子有

联系016 3。因此，这个地区对女神的崇拜似乎有

一个共同的源头，在这个源头之下，在不同地区

有不断的分化，也有各种原因造成的相互融合。

本文把有关的女神内容列表如下(表一)：

不同的天神和一定的动物、植物及星体存在

对应关系。在琐罗亚斯德教或祆教中，与狮子有

关的是阿什女神、阿娜希塔和娜娜女神。

从小亚到苏萨遗址崇拜的丰育女神，后来在

印度一伊朗人的宗教信仰中综合发展成为阿什

女神。阿什女神的象征物是鱼和石榴，动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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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神名 文化 分布地区 对应动、植物 备注

伊纳娜 苏美尔 两河流域 狮子

伊什塔尔 巴比伦 两河流域 狮子

阿什塔特 迦南 黎凡特 山羊或羚羊 巴力的配偶

阿什 米底 卢里斯坦 狮子、羚羊、鱼和石榴 斯劳沙的姐妹

阿佛洛狄忒 希腊 希腊 海豚

维纳斯 罗马 亚平宁 海豚和鸽子

阿娜希塔 波斯 西亚 狮子、石榴

娜娜 粟特 中亚 狮子

是女神两旁往往有两头狮子或大角的野生山羊。

每一个渴望生育孩子的妇女都会向阿什神祈求，

并在神庙中举行宗教仪式¨7 J。袄教经典《祈祷

书}17节记载：“我们向阿什敬献豪麻、牛奶、Ba—

resman、智慧的言语⋯⋯。”18节：“伟大的阿什

驻足此屋，荣耀高贵的屋子。所养的马成千倍地

增长，牲畜和它们健美的后代也成千倍地增长。”

阿什女神出身高贵，父亲是阿胡拉·玛兹达(A-

hura Mazda)，母亲是圣阿尔迈提里(Spenta Ar—

maiti)。在钦瓦特桥上审判死者灵魂的三位神斯

劳沙(Sraosha)、拉什努(Rashnu)和密特拉(Mith-

ra)和她是兄妹关系，她和达埃娜(Daena)是姐

妹。她代表荣耀、昌盛和命运。物质上代表繁荣

兴旺，是地上财富的守护神。代表精神的虔诚和

富足，给予男人聪明的理解力和内在的智慧。她

是保护者、帮助者和治疗者。总把最美好的礼

物、祝福、成功和公平带给男人。她看顾、祝福那

些快乐的男人。

在粟特祆教美术中，神祗是以人的形象出

现，其动物特征通过他们的坐骑来表示¨8|。在

祆教信仰中，狮子还是恶的象征。再来看固原所

出宝石印章上刻画的狮子是印章的主要图像，而

且跟表现丰产丰育的石榴树以及吉语放在一起，

所以这里的狮子不可能是恶的象征。

在波斯神祗系统中，阿娜希塔是一位重要的

祆神。作为波斯水神、战神和丰育女神的阿娜希

塔是原始雅利安人祭祀的重要神明之一。当波

斯帝国在公元前六世纪征服巴比伦以后，阿娜希

塔女神开始与两河流域当地的伊什塔尔女神逐

渐混同¨9。。伊什塔尔在迦南信仰中也有踪迹，

迦南神话中的阿施塔特和阿娜特可能也是从伊

什塔尔演化的，至少也是伊什塔尔和当地女神崇

拜相互融合的结果。

阿娜希塔女神在粟特地区可能被娜娜女神

所替代，中亚粟特地区袄教信仰主要崇拜娜娜女

神ⅢJ。二者有很多相似的特点。有学者在考证

中亚Dokhtar—I Noshirwan遗址出土神像上的动

物时，列举了这些祆神和特定动物之间的联

系旧1|。以此观之，狮子也是娜娜女神的坐骑或

象征。有学者提出，中国境内的中亚胡人所信奉

的宗教，与粟特地区所信奉的宗教是相同的，对

娜娜的崇拜源自美索不达米亚旧2|。

四、史可耽墓出土印章图案含义之可能性蠡测

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原来一定蕴含特别的

寓意，发现的古代波斯文化印章中，有的反映了

伦理说教或是信仰基础上的社会传统；有的是一

些俗套的吉语；有些是麻葛使用的符号，比如太

阳的动物化身、封牛或是与阿胡拉·马兹达有关

的象征；还有的表示生日或是重要的日子，一个

人不一定只有一枚印章悼引。由于这是表示个人

想法的器物，一般来说，现在要想了解印章主人

的意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P．2005号《沙州

都督府图经残卷》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

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

另外，从粟特文信札及汉文文书看ⅢJ，当时粟

特人崇拜的祆神不少，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神祗敬拜

体系陋o。袄教图像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祆教经

典，结合每个地区的文化特点，确认考古发现中具

有祆教色彩的文物到底表现的是哪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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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不少西域风格的戒指

或项链上的宝石，有学者对这些印章进行了研

究¨“。固原宝石印章的图案是中国迄今唯一的

例子。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伊朗萨珊时

期的遗址Qasr—I Abu Nasr，发现有不少类似的

狮子和石榴图案的印章，不过像固原史可耽墓宝

石印章这样把二者结合起来的非常少见旧川。

祆教从波斯传到中亚，又从中亚传到中国，

一个古代宗教在如此大的时空变动中，应当会呈

现出不同的特色。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墓地正是

印证这种变动的一个实例。不过，就这个宝石印

章看，却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萨珊波斯的特点，甚

至可能是在波斯南部制作旧8I。

印章上的图案是否是娜娜女神的象征呢?

从迄今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源看，娜娜女神的特征

比较清晰。此女神像通常坐在狮子座上，或直接

坐在狮子上。四臂，分持日、月、法杖、钵或日、

月、蛇、蝎。头戴Et月王冠。因此，这个图案可能

和娜娜女神关系不大。

阿娜希塔和阿什女神都和狮子、石榴有关

系。石榴和狮子在西亚和中亚文化中具有丰富

的含义，有的还有矛盾的地方。因此确定其真实

的含义并不容易。

阿娜希塔容貌漂亮异常，一般手持其象征

物一一个装满了宇宙之水、莲花和鸽子的罐子，

而且和祭酒有关系旧1。或手执石榴象征丰收。

有时表现为一女神两手各抓一头狮子。阿娜希

塔本质上是水崇拜的反映，她守护着泉水，滋润

大地。从图像分析，这个印章有可能表现的是阿

娜希塔。

根据祆教经典的记载以及史可耽的职业履

历，本文认为，这个印章上的图案可能和阿什女

神更契合。1948年，粟特语专家亨宁(w．B．

Henning)研究了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

现的粟特文信札，认为这些信札的一些人名中包

含了古代伊朗神祗的名称。其中有Artixw—

vandak，意为“(祆教《阿维斯塔经》中)Asis—va

uhi之仆”。这位粟特人崇拜的就是上面提到的

阿什神"0|。看来粟特人信仰崇拜的祆神很多，

阿什神的确是其中的女神之一。

分析固原已经发现的男性粟特人墓志铭可

以看出，使用“史国王之苗裔也”的只有这位史

诃耽。从各种资料看，中亚史国人在古代中国分

布地区广泛¨1I，像史诃耽这样强调自己出身的

几乎不见。是否可以推测，这位强调自己王族出

身的粟特人使用出身高贵的阿什女神象征图案

的宝石印章是有一定意图的。可能是依靠这位

和自己一样有王族身份的女神保佑自己永恒的

王族血统、永远的繁荣兴旺和幸福。在祆历中没

有对应阿娜希塔和娜娜的日子，但每月的25日，

则对应阿什女神∞2I。如果这个印章表示的是阿

什女神，则这个印章可能还表示25日。这个13

子有可能是史诃耽的生日，也可能是和他有重要

关系的日子。从墓志记载看，史诃耽“义宁元年

(公元617年)⋯⋯特敕北门供奉进马。”即负责

管理“细马”。史可耽生于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

区平凉，精于马牧。任此职可能是管理康国进贡

马及伴随这种昂贵马匹进入唐朝宫廷的粟特养

马人，在宫廷仪仗中充当皇帝禁军车马仗侍从。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以公明敏六闲，

另敕授左二监”。能迅速升任左二监是非常不容

易的，这可能和在北门供奉贡马的史可耽在玄武

门事变中做出贡献有关。可见史诃耽的仕途和

马有很大关系旧3I。在发现的史氏墓葬中，史河

耽墓石门门额上刻的马非常显著"4|。这和他的

经历及信仰有关系。在三位女神中，只有阿什女

神能使“所养的马成千倍的增长，牲畜和它们健

美的后代也成千倍地增长。”文字的新释读有

“虔诚的”含义，这和阿什女神代表“精神的虔

诚”刚好暗合。从这几个方面考虑，可以更有把

握地推测，史诃耽墓发现的宝石印章图案可能和

对阿什女神的崇拜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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