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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风物志

■历史眼

2019 年 12 月 28 日，
“我从安国来——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文物特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
99 件（组）洛阳安菩夫妇墓出土的文物精品，该墓出土的骆驼、马、镇墓兽、天王俑等三彩体形之大、造型之美、釉色之
亮丽堪称中国唐三彩之最。唐三彩以其斑斓的釉彩及独特的造型闻名于世。唐代因文化的交融，思想的进步，让人
们对色彩的运用达到了极致，
明亮的黄色、
热情的红色、
沉稳的绿色等缤纷色彩，
一起成就了这流光溢彩的大唐王朝。
这次展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 1300 多年前来自中亚安国安菩家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迁徙、
变迁的传奇故事。

他们从安国来，
一胡人家族入居大唐的传奇
1 安菩是谁？
唐定远将军安菩，字萨，是一名来自
和一方墓志铭。根据墓志记载，墓主安菩
中亚安国的粟特人，生在布哈拉（今乌兹
为安国人。
别克斯坦）地区，死在长安，葬在洛阳，一
安菩为西域昭武九姓安国大首领的
生颇富传奇色彩。
后裔，安菩的祖父名叫钵达干，父亲名叫
安国在今布哈拉地区。唐显庆时为
系利，他们都是昭武九姓之一的安国首
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汉初，匈奴破
领，英勇善战，体恤百姓，很受众人拥戴。
月氏，迫其西迁，以河西昭武（昭武即王
起先他们依附于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唐
城，今甘肃临泽昭武，张掖附近）为故地的
攻灭东突厥时，安菩的父亲系利趁机率领
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进入中亚粟特地域
部众攻破突厥衙帐，与属下百姓一起归附
（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泽拉夫善河
唐朝，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欢迎，敕封为
流域一带），征服当地土著，形成以康国为 “定远将军”，官级五品。安菩也骁勇善
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 战，能“以一当千，独扫蜂飞之众”，是一员
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安国
难得的战将，颇受朝廷赏识。系利死后，
是昭武九姓之一。唐代称他们为“九姓
他承袭了
“定远将军”的封号，
住在长安。
胡”或单称
“胡”，
西方则称之为
“粟特”
。
安菩归唐之后，大唐在北方地区战事
1981 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龙门东
频仍，与吐谷浑、西域诸部、薛延陀、高丽
山山麓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唐代夫妇
以及铁勒余种均发生过战争。薛延陀在
合葬墓，这座墓随葬有 120 多件珍贵文物
贞观十五年和十九年两次南下进攻唐朝，

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的墓志铭
安菩受命率领自己的部落兵跟从唐军北
征薛延陀，
屡建战功。
大唐在攻灭东突厥之后，设立“六胡
州”，主要用来安置粟特人，六胡州是分布
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的 6 个州。因
安菩是主动归附唐朝的胡人，颇受朝廷信
任，被充任为六胡州都督。唐高宗麟德元
年（公元 664 年），安菩在大唐长安金城坊
私人宅邸中去世，时年 64 岁。他的夫人
何氏去世后，其子安金藏将夫妇俩合葬在
唐都洛阳龙门东山下。

2 安菩之子剖心明志

安菩夫妇墓出土的唐三彩马、骑士、胡俑
安菩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安金藏， 天立即命酷吏来俊臣去彻查。来俊臣立
二儿子是游骑将军胡子，三儿子名叫金
即开始审问李旦身边的人。有人实在经
刚。其中安金藏最知名，史书有传，他以
受不住，就违心地指认李旦谋反。安金藏
刺心剖腹保护唐睿宗的壮举而名垂青史。 坚决否认太子谋反。他对来俊臣喊道：
安菩死后，其子安金藏并没有继承他 “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只有用剖心来证明
的定远将军的封号，而是进入了大唐的主
太子没有谋反！”他抽出佩刀向自己的肚
流社会，跻身宫廷，成为太常寺太乐署一
子剖去，顿时鲜血迸射，肠子流出来了，安
名负责祭祀乐舞的乐工。
金藏昏倒在地。
公 元 690 年 ，武 则 天 称 帝 ，改 唐 为
此举实在太壮烈了！武则天听到后
周。她怕太子李旦威胁皇位，就将其幽禁
大为震惊，她急忙命人将安金藏抬入宫
起来，严加防范，不准王公大臣与其交往， 中，全力抢救。也算安金藏命大，经过一
只有安金藏等少数乐工和杂役可以侍奉左
天一夜之后，竟然苏醒了。武则天让他在
右。当时酷吏当道、诬告成风。垂涎太子
宫中静养，派人悉心服侍，并亲自到病榻
之位的武承嗣告李旦“图谋篡位”。武则
前看望，感慨地说：
“我对自己的儿子都不

了解，累你这样受苦，你真是一位难得的
忠臣啊！”于是，武则天命令来俊臣停止调
查，
恢复了对太子李旦的信任。
李旦登基称帝，感念安金藏的功劳，
将他提拔为右武卫中郎将。李旦的儿子
李隆基继位后，也牢记着当年东宫事发，
安金藏的义举让他们一家人转危为安的
忠义，拜安金藏为右骁卫将军，并特别命
史官记下安金藏的义举，安金藏的事迹被
记入了《旧唐书·忠义传》
《册府元龟》
《大
唐新语》
《资治通鉴》等史书，
流传后世。
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封安金藏为代国
公。安金藏享受福禄，安然告老，死后还
被追封为兵部尚书。

3 家族融入大唐
安菩及其家族迁居大唐、入仕为官、
九姓胡人善歌舞，作为最早进入中原
屡建战功，在《新唐书》
《旧唐书》
《唐会要》 的胡乐，安国乐北魏时已进入中原。北周
等史书上留名千古。其子孙后代也从遥
时安国乐与龟兹、疏勒、天竺、高句丽、百
远的西域安国逐渐安居中原腹地，成为大
济、西凉乐同列为七部国伎，唐代安国乐
唐百姓的一分子。安菩家族融入大唐，反
也在“十部伎”之中，外国乐师云集长安，
映了粟特人汉化的实质。
通过歌舞走仕途的胡人及其后裔不乏其
安菩是粟特人，他们在安国信仰祆
人，安金藏就是其中之一。跻身显位的安
教，安菩的名和字合起来叫菩萨，从他和
国乐舞人还有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等。
儿子金藏、金刚的名字来看，显然受到佛
安国胡人归附中原，成为后来中国
教的影响不小。
“安”姓的源头之一，唐朝胡人安禄山本姓
粟特人除了善于经商，还特别有音乐
康氏，冒姓安氏，他在天宝十四年（公元
天赋，胡人音乐舞蹈在大唐宫廷音乐中扮
755 年）挑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 菩 夫 妇 墓 在 1981 年 4 月 被 发 现
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大丰富和提升了大唐
宫廷乐的内容与质量，也充分展示出大唐
时，保存完好，墓葬坐南朝北，依山挖窑而
宫廷巨大的包容力。
建。墓门为青石结构，上面有精美的线刻

图案，两扇石门启闭自如。在未被盗的安
菩墓中，出土了罗马金币、胡俑、唐三彩等
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无疑是一方 400 多
字的墓志铭，石质墓志盖上有“大唐定远
将军安君志”9 字，该墓还发现了唐三彩
50 余件，其中骆驼、马、镇墓兽、天王俑等
三彩器形之大、造型之美、釉色之亮丽堪
称中国唐三彩之最。
安菩家族进入中原，在全面接受汉文
化熏陶的过程中，还保留了部分胡人的习
俗。在安菩墓中，握于安菩左手的唐朝钱
币和握于右手的东罗马金币，既是安菩后
人源自粟特族属的纪念和追忆，又是他们
融入汉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方式。
撰文/黄建强

一块铜牌揭示
匈奴人的生活细节

甘肃省博物馆，藏着一块
不起眼的铜牌——青铜镂空双
驼饰牌。这块铜牌为长方形，镂
空铸造，主打图案为一对骆驼。
这是甘肃民勤出土的一件国宝
级文物。它揭开匈奴人生活的
诸多细节，也证实匈奴和汉王朝
能对抗两三百年，那也是有两把
刷子的。
据专家考证，青铜镂空双驼
饰牌是战国到西汉时期，河西走
廊游牧民族匈奴人所使用。这
时 ，正 是 匈 奴 在 草 原 上 突 起 之
时，他们征服了甘肃河西走廊游
牧的乌孙、月氏人，将石羊河下
游的民勤一带，作为匈奴休屠王
的游牧之地。
骆驼作为铜牌的主打图案，
也是比较少见。骆驼如今是离
我们很远的动物了，但在几十年
前，铁路没有开通，丝绸之路就
是骆驼队连接起来的，至今人们
还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道路称
之为驼道。
这块铜牌展现了匈奴人很
高超的铸造技艺。它的边框采
用连珠点进行装饰，构图则采用
对称方式构图。整个画面用一
对低头在草原上吃草的骆驼为
主 体 ，然 后 用 骆 驼 的 头 、脚 、驼
峰、尾巴，同边框连接起来，增加
了铜牌的牢固性。
在设计上表现得很直白，有
着非常强的写实感。它是当时
匈奴人草原生活的直接反映。
这 些 年 ，北 方 各 地 出 土 匈 奴 铜
牌，有虎虎相搏的，有虎鹿、虎羊
相搏的，都是对当时草原生态状
况的反映，也是匈奴人游牧生活
细节的再现。这些铜牌，人们称
为饰牌，用途多为腰带、带扣、马
具、装饰等等。
它们透露出的信息是多样
的。首先是墓主的身份标志。
铜牌制作越精细，就表明墓主的
身份越高贵。其次是匈奴人实
力的展现，铜牌的精细程度无法
同汉军的弩机相比，但其粗犷，
也是别具一格，至少说明匈奴人
铸造钝器、刀矛、箭头是没有问
题的。匈奴人的铸造工艺已经
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人
们在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
大量的鄂尔多斯风格青铜器及
从发现的匈奴金制王冠上得到
印证。
其三，也说明匈奴人的交通
工具，不仅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马
或者是战马，骆驼也是匈奴人的
交通主力。因为发现这块铜牌
的地方，为匈奴休屠部的活动范
围，可见在当时骆驼已经成为匈
奴人迁徙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
之一。
这块铜牌从一个侧面证实
了匈奴人的军事实力。
文/图 王文元

青铜镂空双驼饰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