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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 

金属建筑（铁塔、铜殿、铜塔)”是中国建筑史上独特的一支。虽 

然从整体来看数量很少，但其使用的昂贵材料及由此凝聚的象征意义 

往往使其成为所在时代、地区著名的纪念性.标志性建筑，具备重要 

的标本作用。因而，从材料的视角切入，考察金属材料对象征性（政 

治或宗教上的）的建造表达，并尽可能将这一机制和实现过程完整地 

还原到历史上的社会中去，就使本论题兼具了建筑学和史学研究的意 

义与必要性。 

作为宗教建筑的中国古代金属建筑，其建成是捐建人、项目组织 

者与工匠这三类人群共同努力的成果。可贵的是，他们的信息常由于 

镌刻或铸写于金属建筑本体上而随之保存至今。这使我们有条件透物 

见人，考察建筑背后更多的历史信息\金属建筑并非始于明代，但 

明代尤其是万历年间(1573—1619)集中出现了一批金属建筑3I,这一 

现象引人瞩目。本文的论述重点围绕此时段展开。 

1万历年间的金属建筑风潮 

咸阳铁塔（图1)位干今咸阳市北杜镇，建成于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因塔身铸造千佛，得名“千佛铁塔”。历史地考察这一事件,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onumentality of Metal 

Architecture in M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Xianyang Iron Pagoda 

ABSTRACT 

Examining Xianyang Iron Pagoda as a case study o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f metal buildings in M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that many new building materials were applied in construction 

with a booming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a number of metal 

buildings were erected. In this case, a cast iron shell was 

combined with the masonry core through deliberat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monu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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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其不仅有唐宋以降的传统，在明代尤其万历年间更非孤例。自明 

成祖敕造的武当金殿屹立天柱峰顶、闻名天下始，人们就时常听到金 

属建筑建造的消息：嘉靖十二年(1533).河南怀庆府.开封府的信众 

在会首的组织下，于武陟县木栾店铸造铁塔，专门运送到泰安天书观 

供奉碧霞元君；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巡抚陈用宾在倡建昆明铜殿时, 

万历四+—年(1613)皇帝在敕造泰山铜殿时都声称制仿明成祖的武 

当金殿；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1602-1607),半个中国的人们在 

捐资时都会听说，妙峰禅师组织募造的峨眉.五台、宝华铜殿项目 

背后拥有皇太后的赞助，显通寺的那座铜殿在南京铸造，竟要跋山 

涉水运到五台山。如果把目光延续到清初，还会发现山西平阳地区 

霍山、姑射山、飞龙山、青龙山这4座山头周围的百姓在武当进香 

道路受阻后，竞相在本乡附近的山顶建造“老爷顶”真武庙，而能 

昭示这些真武庙正统地位的正是他们捐资铸造的铜殿。他们相信， 

仿造武当建造的铜殿能让自家门口的老爷顶铜殿（而非邻县的）成 

为真武大帝所居之处W'2�� 

除了两座皇帝直接敕建的铜殿外，透过铭文，我们都能看到为实 

现金属建筑而孜孜努力的社会各界人士。这其中有道士与禅师的夙愿 

摘要 

在明代手工业集大成发展、新建筑材料运用、金 

属建筑竞相出现的社会图景下，以咸阳铁塔为例 

分析金属建筑的项目运作。并揭示在建造中.铁 

壳与砖芯如何通过精心设计的构造结合，表达了 

凝聚宗教象征意义的材料，最终实现金属建筑的 

象征性。 

关键词 

明代社会：金属建筑；项H运作，象征性，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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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孝寺东铁塔玉泉寺铁塔(1061)聊城隆兴寺铁塔（北宋）济宁崇觉寺铁塔<”05) 泰山天书观铁塔(1533) 咸阳福昌寺千佛塔(1608~1610) 
(967)塔身筒状fi置塔身筒状叠置.塔基塔身简状SS.内填碎石砖塔身简状叠置内有塔心砖芯铁壳塔.内部空间有 砖芯铁壳塔.内部空间可供登临 

无地宫： 有柱梅洞，但未发现瓦高塔基.有地宫 柱.高塔基.有内室， 限，无地宫 高塔基有无地宫不详. 

用柱痕迹；有地宫. 

2中国古代铁塔结构发展示意 5,71 

和运作，地方耆老、退休大宦官的功德，基 

层宗教团体会首.社首的致力，各矿冶中心 

金火匠人的悉心设计，以及形形色色的城乡 

百姓、底层宦官.膨胀的朱氏宗族及府内人 

员、卫所军镇的中下级军官.还有客居他乡 

商人们的贡献。这些社会各界人士并非通过 

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组织起来，而是令人称 

奇地通过基层香会.行会、宗教团体、寺院 

之师徒关系等种种民间的组织网络行动起 

来，让资财、金属，以及他们的功德在广袤 

的中国大地上辗转移动，凝铸成一座座金属 

建筑。竞相出现的金属建筑就是一座座纪念 

碑，记录着这样的社会活动。 

明代商品经济与基层社会网络的繁荣， 

推动了民间的金属建筑建造；冶金技术与多 

项手工业技术的集大成发展，则是金属建筑 

出现的技术保障。明代铜矿幵采增加，金属 

产量有了较大提高5>[31，技术上的创造性成 

就也较多6K4��以宣德炉为代表,其合金技术、 

铸造技术、表面处理技术都体现了明代金属 

冶炼技术的高超水平。从《天工开物》对冶 

炼、铸造技术的记载也可看出此时期高度发 

展的铸造技术水平。这些成就有的直接应用 

金属建筑的铸造和建造。例如明中期以后的 

铜塔和铜殿，大多幵始使用黄铜而非青铜铸 

造，这就与炼锌技术、黄铜冶炼技术的发展 

有关。万历年间集中出现的一批经幢型铜塔， 

其拨蜡铸造与表面加工技艺纯熟，则可代表 

此时期民间铸造技术的高水平。 

纵观明代在建筑材料领域的尝试，可发 

现除了对金属材料的大量运用外，大量烧制、 

使用粘土砖也是明代建筑在材料运用方面的 

重要特征。对建筑材料运用的新尝试不仅是 

材料替换，更与样式、结构和空间的设计相 

结合。例如无梁殿、硬山建筑，它们的发展 

是从结构、空间到外观样式一体的。在铁塔 

的建造上，我们也能看到结构和内部空间的 

发展变化。 

铁塔在文献中的记载至迟出现于唐代, 

至清代仍有新建。在铁塔发展史上.明以前 

铁塔的结构均比较简单，普遍为分层鋳造， 

再层层叠置垒高（图2)。因此多数铁塔内部 

空间狭小，无法进入登临。到明代，铁塔也 

开始运用砖来作为结构支撑体，而将铸铁做 

成一层外壳包在砖芯之外。这在嘉靖十二年 

建造的泰安铁塔中初见端倪；咸阳铁塔表现 

得更加突出：它不仅用砖芯铁壳建造，甚至 

还可供人登临。这也是现存唯一一座能够登 

临的铁塔（图2、3)。 

2捐建人 

在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集大成发展、 

新建筑材料运用，以及金属建筑竞相出现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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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社会图景下，金属建筑具体的建造契 有关的行文、位置安排必然经过认真考虑. 额和第2层显要位置，铭文称其"铸造千 

机还应落实到特定的捐建人、工匠与组织者。 

咸阳铁塔上铸写的所有铭文均为阳文。 

这说明铭文内容早已准备妥当.需在铸造前 

由铸匠（金火匠）反刻在铸范上。因此，铭 

文内容中与工匠、主要捐建人、工程组织者 

而非事后随意补刻。其内容、布局、口吻、 

叙事方法等各种信息都值得仔细分析。 

咸阳铁塔铭文中现存捐建人名共1260 

个.可分为三组：一是退休的高级宦官杜茂 

及其弟杜继芳，其名见于铁塔基座入口的匾 

表1咸阳铁塔现存重要铭文索引表 

层 位置 文字 信息要点 

9 各面 佛名如“南无无相朱佛”、“南无力天成佛”等。 佛名37个，捐建人名151个。 
• 

东南面 
“秦莳门官黄乾”、“永兴莳宗室胡廷口”、“保安府宗室 

•Do ” 佛名94个，捐建人名110个。 

其中有来自西安城内藩王、郡王 

莳和西安后卫，以及醴泉县的童 8 东面 “后卫指挥顾（？）上问，永兴府宗室怀口。” 

佛名94个，捐建人名110个。 

其中有来自西安城内藩王、郡王 

莳和西安后卫，以及醴泉县的童 

北面 “醴泉县仁义里”，“张•中”，"•氏”。 要记录。 

功作人即捐建人。 
东北面 "功作人张应夏” 

要记录。 

功作人即捐建人。 

7 各面 佛名如“南无明力佛”、“南无多智佛”等。 佛名137个，捐建人名150个。 

6 各面 佛名如“南无日月珠光佛”、“南无妙宝佛”等。 佛名193个，捐建人名191个。 

5 各面 

佛名如“南无智王佛”、“南无珠藏佛”等。 

各面出现地名：南贺村、靳里村、魏村、寿县、西邓村、高 

陵县（？）、本村。（寿县应当是某位捐建人的籍贯。） 

佛名186个，捐建人名196个。| 

除北面、西北面外，各面均有北 

杜镇周边村落名，太部分可定位。 

4 各面 

佛名如“南无法自正佛”、“南无日月明佛”等„ 

各面出现地名：北贺村、南贺村、末吋、北李村、北贺村、 

陈马村、渭北泾阳开府村、新庄里、坡刘西附村。 

佛名208个，捐建人名521个。 

各面均有北杜镇周边村落名，大 

部分可定位。 

西北面 
“山西泽州阳城县小城镇金火大鑑栗景诚，奉工部勘合十二 

代玄孙寄藉平阳府亵陵县河东辛店镇栗朝舂、栗郎舂同造。” 
山西栗氏匠人先祖的来源及姓名。 

3 
西北面角 

倚柱 
“太明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吉日起工造塔。” 

造塔年代。与栗氏匠人的题名形 

成连署。 

东面北侧 

抱框 

“咸阳县北杜镇信士杜廷先，谢氏，同男杜伯钦、竹氏，孙 

男杜崇斌、杜跟崔，合家发心铸造铁塔一层。” 

重要的捐建人杜廷先及家人，捐 

建塔一层。 

2 

西面门楣 “延安府匚•县••父杜三聘，母王氏、口氏” 杜茂父母名及籍贯。 

2 

西面两侧 

抱框 

“钦差守备镇守湖广地方等处司礼监管文书房兄社； 

“廪膳生员杜继芳、妻吴氏，男杜维翰发心铸造千佛宝塔贰层， 

欹保一家吉祥如意。” 

最重要的捐建人社茂及其兄弟家 

人捐建宝塔两层。 2 

南面塔身 佛名如“南无相明怫”等，人名如“毛有文”等。 佛名45个，人名53个。 

北面塔身 佛名如“南无善音佛”等.人名如“张九成”等。 佛名43个，人名50个。 

櫬上方 

傅脊 
佛名如“南无增益佛”等’人名如“杜门王氏”等。 佛名37个，人名78个。 

西北面天 

王像 

北侧：“大明万历年造。发心造塔人智璦（？）、社天瑞。泾 

阳县金火匠人陈孝宰、陈向学。” 

南侧：“门门门杜可”及其家人姓名，已漫灭不清。 

项目组织者姓名。 

本地匠人姓名。 

相对重要的捐资人姓名。 

1 

东北面天 

王像 

北侧：“泾阳县东南里口（庄？ >村信士李an,刘氏、赵氏、 

•••氏”。“西南村信士王明口•••。” 

相对重要的捐资人姓名。 

来源地东南里庄，西南村。 

1 
东南面天 

王像 

北侧：信士陈慎等八人姓名。信士杜超及其家入姓名。 

南侧：“……南天王一尊”（前文漫灭不清）。T1•天王”。 

相对重要的捐资人姓名。 

天王名。 

1 

西南面天 

王像 

北侧：“同仕（住？）人：••妻王氏，杜•镇，妻赵氏，男 

杜五•、杜；南侧：“增长天王”。 

栢对重要的捐资人姓名。 

天王名。 

西南面北 

侧抱框 

“山西平阳府襄陵县河东辛店镇金火匠：栗汝桧、栗汝柏； 

男栗郎春、栗朝春、栗迎春、介宝敖造。” 
山西栗氏匠人姓名-

西面门楣 “万历三十六年造” 造塔年代。 

基 

座 

入口铁质 

匾额 

“千佛塔”三字右侧：“钦差••湖广等处司礼监管文书房 

太监杜茂，」太学生杜继芳，妻吴氏，男牡维翰”。 

上方：“延安府nnnnn杜三聘，室人王氏、n氏” „ 
左侧：“信官吴思•，室人杨氐，男吴文敬」功德主杜•， 

妻杨氏，男杜周匚3。” 

落款：“大明万历三十八年岁次庚戌吉旦”。 

重要捐建人杜茂的职衔，兄弟杜 

继芳。杜三聘、王氏是其父母。“信 

官吴思•”等可能是杜继芳妻吴 

氏的娘家人。落款年代是塔落成 

时词。 

注：塔^身还有部分施工时用的编号未收入本表。 

佛宝塔贰层”。二是当地其他大户，以杜廷 

先为代表，其名见于第3层塔身，铭文称 

其“铸造铁塔一层"；其他诸位则散见于第 

1层塔身天王像旁，字体较小。三是数量众 

多的普通信众，位于第1层檐上博脊、第2 

层南、北面塔身，以及第4层至第9层塔身 

各面。这些部位密布贴铸的小佛像，每个佛 

像附不同的佛名和捐建人名。现可辨认的佛 

名共980个，加上磨损的，原本应能达到千 

佛。与历史上许多民间的宗教建筑项目相似， 

咸阳铁塔的捐建人由少量主要捐资者（大户） 

和大量零散捐资者（散户）组成。 

由表1可以看出，随着所在层数增高， 

捐建人的重要程度递减。 

牡茂及其家人除了题名于铁塔匾额.还 

以大字铸写于第2层，无疑是出资最多、影 

响最大的一家。杜茂是本地人，曾任"钦差 

守备镇守湖广地方等处、司礼监管文书房太 

监”。其墓于1986年在北京海淀发现，并有 

墓志出土，可资进一步解读•。 

据墓志，杜茂52岁时进入文书房。2 

年后，万历皇帝派其外镇，任湖广承天守备， 

监管明显陵事务。万历二十九年(1601)任矿 

监税使，名义上负责湖广的矿税征收，此事 

《明史》亦载8U6��退休回到咸阳后，杜茂与 

其兄弟捐造铁塔，建成时他已70高龄。从 

54岁到告老还乡，杜茂在湖广镇守了至少 

10年。承天府离当阳很近（图4-1)，他可能 

在此期间去当阳见过著名的玉泉寺铁塔。而 

且，矿监税使的职责是遍寻矿冶课税（也常 

以矿税为由横敛脂膏），虽然墓志对杜茂在 

任上"请蠲全楚矿额之半，请免方物买办之 

扰.请留积羡以充赈济之饷……调停苦心无 

所不到”的记载必有溢美，但他在任十数年， 

极可能确实见过采矿、冶铸的情景。因此， 

不妨大胆推想，采用金属材料建塔，既有社 

会风气的因素，也很可能与杜茂的任职经历 

带来的对金属材料的偏好有关。 

另一位捐建大户杜廷先及其家人“发心 

铸造铁塔一层”，应当也是当地的杜姓大族， 

以大字留名于第3层。其他留名于第1层的 

捐建人，地位（捐资数量）介于杜廷先与普 

通信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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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4层至第9层，塔下观者的目力逐 

渐不可及，大量普通信众只能以小字留名于 

此。第4、第5层的铭文中出现了一些村庄 

名，表明信众的来源。来源村庄大多分布于 

铁塔周边20km内。尤其10km内的北贺村、 

南贺村、本村（北杜村）出现次数较多（图 

4-2)。可知咸阳铁塔的募捐范围主要就在本 

地。遗憾的是从铭文中并不能确切判断每个 

地名所辖人名数量多少，因此无法量化分析 

咸阳铁塔募化来源的确切分布。 

第8层的记录显示了更远一些的募捐来 

源。其中，“秦府门官” “永兴府宗室” “保 

安府宗室”分别指位于西安府内的秦王府、 

永兴郡王府、保安郡王府。永兴郡王府位于 

秦王府城西南一里，保安郡王府位于秦王府 

城西半里[7】。后卫位于西安城内秦王府城东 

北约半里【83，可能是西安五位中的后卫。 

北杜镇距秦王府城、醴泉县、西邓村、 

渭北村的距离都在35�40km左右。这几处 

地名将咸阳铁塔的影响范围大致框定在半径 

40km的圈内。 

捐建人的职业并不像泰安铁塔那样列出 

明确分类，但从铭文中仍能判断出来源有城 

镇居民、村民、僧尼、明宗室人员、卫所军 

官等阶层。 

3工匠 

捐建人杜茂的经历与铁塔材料之间的关 

联或许还存在推测的部分，造塔工匠的铭文 

则蕴含着更确凿的历史信息。咸阳铁塔铭文 

记载了两组工匠：一组是祖居山西泽州阳城 

县、后来"奉工部勘合”寄籍平阳府襄陵县 

的栗氏金火匠，这是从外地请来的具有悠久 

历史的金火匠世家9}
;另一组是来自西安府 

泾阳县的本地金火匠陈孝宰、陈向学1:'。 

来自平阳地区的金火匠人，专门在铭文 

中提到自己是“山西泽州阳城县小城镇金火 

大鑑栗景诚”的十二代玄孙（实际为父子两 

代，栗汝桧.栗汝柏为第十一代孙；栗朝春、 

栗郎春等为第十二代孙），表明这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金火匠人家族。小城是润城镇的古 

称，是阳城县冶铁业最发达的镇，一度曾名 

"铁冶镇”。栗景诚是明初在泽州润城镇相当 

著名的金火大匠。 

历史上的泽州以铁矿著称，具有悠久 

的矿冶传统。椐《隋书•百官志》，北齐时, 

泽州阳城县固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为北 

齐七大冶铁局之一 11@。据《泽州府志•赋税》，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泽州冶铁课税30万 

两。元时，泽州高平县王降村设有益国冶， 

管理冶铁业12K1()1�明代泽州所属之五县，铁 

矿资源都很丰富。明初洪武年间，泽州益国 

冶年产量达十万斤13>111】。明永乐年间，益国 

冶结束了冶铁之事，据清顺治十五年《局平 

县志•古迹》： 

“益国铁冶在县北十里王降村，元大德 

间置铁都提举司益国冶，管勾一员，副管勾 

一员，司吏二名，至正间废。明洪武间，徙 

冶县北二十里。永乐中，奉工部勘合.为炉 
、“ •，【12】 

《泽州府志》亦载此事。咸阳铁塔距永 

乐年(1403-1424)200余年，这与十一二代 

的祖、孙谱系差距相符。因此，"金火大鑑” 

栗景诚可能就是在永乐年间"奉工部勘合” 

罢炉冶事，迁至平阳府襄陵县平阳地 

区也是具有深厚冶炼、铸造技术传统的地区， 

明末清初出现的4座铜殿就是明证。杜茂等 

人专门延请栗氏金火匠人从山西平阳到陕西 

咸阳造铁塔，想必是听说了他们家族的名声。 

而为什么同时又请了西安府泾阳县的金 

火匠人陈孝宰、陈向学？这也并非偶然一 

泾阳的金火匠人在明晚期也相当出名。五台 

山显通寺铜殿的工匠籍贯正是泾阳县151，现 

位于兴平文庙的两座铸于明崇祯三年(1603) 

的铁醮炉也由泾阳匠人铸造161。 

两组工匠的签名并不在一处.无论是位 

置还是行文都各自表述。栗氏工匠除了在第 

1层塔身留名（图5-1),在第3层又专门详 

述了自己先祖事迹（图5-2)；陈氏工匠的姓 

名则在第1层与组织者连署（图5-3)。这显 

然是两支独立而又必须合作的工匠团队。 

本文认为，杜茂等捐资者的策略是请平 

阳府著名的泽州栗氏金火匠人来主持咸阳铁 

塔的建造，又请本地泾阳县著名的匠人与之 

合作。这样既可获得高质量的工程设计.又 

可保证建筑工程的顺利本地化。这样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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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很可能会使工匠的跨区域活动反映在 

建筑样式和作法上。咸阳铁塔第3层塔身斗 

拱就体现了这一点： 

铁塔的第1�3层是主要的被观赏面， 

这3层的斗拱比较复杂（图6)。第1层各面 

均出平身科斗拱4攒，形象为单翘重昂七踩、 

逐跳计心。第2层各面出平身科斗拱1攒, 

重昂五踩出斜拱、逐跳计心。第3层各面出 

平身科斗拱1攒，重昂五踩，出斜拱、逐跳 

计心、栌斗为瓜棱型。这3层斗拱之间形式 

差异较大，但不仅是出跳数的差异，而更表 

达出形式设计上的不一致，尤其第3层引人 

瞩目地使用了瓜棱斗。从第4层开始斗拱开 

始简化，单翘三踩、重拱计心（北面、西南面、 

东北面仍用瓜棱斗）。第5层及以上缩减为 

单昂加耍头的形式，第8层、第9层无平身科。 

第3层瓜棱斗露出拱眼壁的瓜棱数量为 

五瓣，则欲表达的瓜棱总数应为十瓣或八瓣, 

属于密瓣瓜棱斗。 

瓜棱斗多见于豫北、晋东南泽州、晋南 

襄汾，于晋西南也有分布，包括地面木构 

与地下仿木构砖室墓。向西进入陕西则见 

于临近黄河边的韩城普照寺、合阳文庙大成 

殿、华县禅修寺(图7-1�7-3),而暂未在西 

安西北的泾阳县找到现存案例。泾阳县太壶 

寺大殿（明正统年间）、崇文塔（万历二十一 

年，1593)均未使用瓜棱斗。而瓜棱斗（特 

别是六瓣以上的密瓣瓜棱斗）与斜拱组合的 

形式，明代以前就见于晋东南陵川石掌玉皇 

庙（金中期）、泽州高都东岳庙（金大定年间） 

(图7-4、7-5)17)。栗氏金火匠人祖上正来自 

这个地区，这种样式作法他们相当熟悉。元、 

明时期的瓜棱斗亦有襄汾普净寺、高平仙翁 

庙等案例。据此判断，咸阳铁塔的第3层斗 

拱有可能出自熟识瓜棱斗形象的栗氏匠人之 

手。栗氏匠人在第3层铸写了他们的姓名和 

先祖来源，似也正是对其“著作权”的宣示。 

咸阳铁塔的主要捐资者熟识明官式建 

筑、又深谙金属材料文化，请来祖居晋东南、 

寄居晋南的著名匠人家族，与本地的匠人一 

道工作，创作出了空前绝后的一座可登临 

的砖芯铁壳塔。这是有血有肉的民间项目运 

作——捐资者的偏好、工匠的跨区域活动造 

就了这座深具象征意义的铁塔，也让我们读 

出：外地延请来的匠人为咸阳铁塔带来了本 

地并不流行的样式作法181,我们在古代建筑 

中见到的“地方样式和作法”实际上常常是 

比表面看来更加复杂的结果。 

4组织者 

工程组织者有时是整个项目的发起人， 

有时是捐建人的代理人，常由佛、道教内人 

士或会首、居士担任。他们是沟通捐建人与 

工匠的桥梁，是项目实施的主管。例如，武 

当山元代小铜殿的募建工程的组织者就是道 

士米道兴和王道一，他们在长江中游、汉水 

流域行走募化，从江夏县和襄阳府分别聘请 

金火匠人来铸造铜殿，最终实现他们对“玄 

帝金殿”的设想。他们的组织工作贯穿于工 

程策划、募捐、设计、实施的全过程【14】。又如， 

妙峰禅师是明万历年间最著名的宗教工程组 

织者，他作为发起人，发愿建造3座铜殿送 

到佛教名山供奉三大菩萨。建材置办、工匠 

延请与工程督理也都由他负责。太后、藩王、 

军镇大员、太监宫女、两京十布政的城乡居 

民、山林僧尼，来自多个阶层的捐建人都为 

他的项目捐资。而他也因为丰富的工程经验， 

常被请为代理人，组织管理了包括宣府黄河 

三十二孔大桥、谓川十三孔桥、崞县濾沱河 

大桥在内的十多项工程_m� 

与妙峰禅师发起的3座铜殿案例形成鲜 

明对比，咸阳铁塔的工程组织者在这一案例 

中的表现并不明显，甚至缺乏明确、详细的 

记录。经分析，第1层西北面天王像北侧的 

铭文可能是对组织者的记载： 

“大明万历年造。发心造塔人智璦、杜 

天瑞。泾阳县金火匠人陈孝宰、陈向学。” 

这组铭文以造塔年代起始，主体是两位 

"发心造塔人”，字体大小超过1层所有捐建 

人铭文；再以本地匠人结尾，字体略小（图 

5-3)。由叙述方式和铭文格式、大小来看， 

这两位“发心造塔人”地位显著，远超其他 

一般捐建人，却不像第2、3层的两家主要 

捐建人明确写出‘‘造宝塔贰层” “造宝塔一 

层”，加之又与年代、本地工匠连署，这种 

格式表达的是一种全局性的口吻。“智”是 

僧人法名，很可能就是组织管理咸阳铁塔工 

程的主事和尚；杜天瑞则可能是另一位参与 

组织者。 

5象征性的塑造与实现 

佛塔作为佛教的标志性建筑，本身就提 

示着鲜明的宗教象征意义。然而本文所论之 

象征性，在于金属建筑所指之更具体的宗教 

概念和象征意义。铁塔、铜塔、铜殿各有其 

佛教、道教经典中的渊源所自和象征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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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天铁塔”“镇水铁针”⑶和"天宫 

金殿”22)【14】，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详细展幵。 

跳出佛、道经典的具体象征概念，从更通识 

的层面来说，铁塔、铜殿、铜塔的材料有别 

于常见的建筑，具有极鲜明的特殊性，但它 

们所指涉、代表的象征意义并不囿于某种特 

别的结构或外观形象中，而就在于材料的物 

理特征及其名号本身。昂贵的材料，使得金 

属建筑成为一种"奢侈建筑”。 

正如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论：“浪费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 

声誉和权力” [18】12。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以 

此确定了纪念碑建筑的一个基本特征，即 

它们巨大的造型需要使用庞大的人力资源， 

这背离了 “最少致力”�least effort)的制作 

原理，而引进了 “奢侈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_2�巫鸿则提出，在中国古代， 

对巨型建筑的追求直到三代晚期才出现。在 

这之前，是以奢侈但形体有限的礼器来体现 

对人工的浪费和对权力的控制的。中国古代 

的礼器就是使用贵重的材料，对工具和曰常 

用器进行模仿，以常规的形状和巨大的财力、 

人力投入，来成为权力的形象象征。这些作 

为礼器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实际上都是 

在‘浪费’�squander)和‘吞并’�absorb)生 

产力。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 

‘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 

权力，才能够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t18112-32,87 

上述阐释模型用以解释中国的金属建筑 

也是合宜的。铁塔、铜塔、铜殿具有与常规 

建筑相同的形状和基本类型，但在材质上使 

用了贵重的材料，并且也需花费比成熟的规 

模化生产的木构、砖构建筑更多的精力，从 

而达到塑造象征性（即"纪念碑性”)的目标。 

金属建筑的捐建人也就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宗 

教功德和社会地位。 

象征性实现的第一步，是动员、组织、 

多方募化、跨区域延请工匠，让大量信众（无 

论阶层）参与到“奢侈建筑”的项目中，共 

襄盛举。 

至于如何去表达、落实金属材料的建造. 

则是象征性实现的最后一步。在这之前的大 

量项目运作和组织工作，实际上都是宗教建 

筑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时间上占据 

更大的比重。 

这也是本文的前一个话题“项目运作” 

与第二个话题"象征性实现”的内在联系。 

6砖芯铁壳塔 

至明万历年间，人们认识到，既然铁塔 

的象征性凝聚于“铁”这一外观效果、物理 

效能和名号意义，那么，如果能做到外观看 

起来是铁，而同时又能以较有把握的方式来 

保证塔的高度和稳定甚至做出内部使用 

空间 又何乐而不为呢？ 

咸阳铁塔的金火匠人着力解决的问题是 

怎样为这座砖芯穿上一件漂亮而牢固的“铁 

衣”。捐资者和建造者的目标是建造一座铁 

塔他们要的只是“铁衣”，而与砖芯无关。 

对铁塔稍加分析.就能体会到它的建造 

者无意于传达砖与铁结合方式的精妙——虽 

然这本身是很值得称道的匠心。铁塔主要的 

被观赏面——第1、2、3三层表面（图8), 

都刻画出这样一幅景象：倚柱承托着平板枋, 

上面放着颇为复杂的斗拱，斗拱承托着屋檐。 

事实上，屋檐并不依赖斗拱的支承.而基本 

靠自己悬挑；倚柱就更是毫无力学功能的装 

饰了。而且，请注意第1层每面的门楣都有 

一个圆形的装饰物.上边刻画着佛八宝之一 

的“盘长”式的图案（在民国方志对铁塔不 

长的介绍中，这个装饰物被称为“铁莲花”， 

被认为是铁塔的重要装饰特征23>[19])。但实 

际上，这是一个铁壳交接的节点，却被精心 

地用佛教题材的装饰掩盖了（图9中的节点 

a)�总体而言，千佛铁塔给观者的感觉（或 

者错觉）是——这是一座老老实实仿木的铁 

塔。但它实际上是一座砖塔，它的铁壳遮蔽 

了结构。 

咸阳铁塔的铁壳构造有3个技术关键： 

第一，每层塔身上下分成3圈，每圈各 

由8个铸件组成。铸件在砌好的塔身上合拢， 

箍紧砖芯塔体。 

每层塔身的3圈铸件具体见图9 ：塔身 

是一圈（圈①）；平板枋、栌斗、拱眼壁是 

一体铸造的一圈（圈②）；斗拱是一缝一缝 

单独铸造，再镶嵌铸接到拱眼壁上的，也属 

于圈②（斜拱分三缝铸造，角科也是三缝）; 

挑檐枋、椽、檐、瓦垄、戗脊、博脊是一圈 

(：圈③）。至第7层以上，由于塔身变小，圈 

②和圈③就合并了。 

每层构件水平交接的方法则如图10、 

11所示：做出互相勾搭的构造，加上连结 

构件，再浇铁汁固定。一周圈都这样固定， 

形成紧实包裹砖芯的整体。 

第二，仅铁壳自身形成箍状整体还不够， 

它还需要与砖芯紧密结合。因此各层铁壳会 

在不同标高间或嵌入塔体砖芯，与其砌成统 

一整体。图12、13是从塔内部看节点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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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千佛铁塔铁壳与砖芯连结构造 
(同时表现图9中节点a的构造） 

13千佛铁塔门楣板块交接处内侧 

a门楣板块交接处 
b门槛板块交接处 
c平板枋.拱眼壁板块 
交接处 

d屋檐.瓦垄， 
博脊交接处 

‘千佛铁塔铁壳交接箍紧的构造 
(图中交接构件即图9中的b) 

11门榲板块交接节点 
(已出现裂痕） 

构造，同时也能看出铁壳是如何嵌入砖芯的。 

在铁与砖的交接处，有时还使用了泥灰。 

第三，塔身层层收分，上层铁壳叠置于 

下层之上，其荷载大部分层层叠置传递至下 

层。这样，铁塔的铁壳就形成了既自承重. 

又与砖芯嵌固的一层表皮。 

诚如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戈特弗里 

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1803-1879) 

所论，建筑的本质在于其表面的覆层，即那 

层面饰24>[2()I,而非内部起支撑作用的结构， 

即"面饰的原则”：（建筑）装饰实际上是一 

种对（建筑）本体的具有秩序性、象征性的 

遮蔽。面饰在实际的物质性层面上首先遮蔽 

了建筑的材料构成；同时，面饰又通过艺术 

形式来掩饰(camouflage) 了建筑的实际功用 

而传达出另外的信息2521】。这另外的信息， 

正是其象征性所在。 

森佩尔的论述是在19世纪的考古学家 

和艺术史家及其本人对希腊神庙表面彩饰体 

系的考证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目的指向材 

料与建造的象征性意义，也在于探寻建筑材 

料、结构体系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被艺术性的 

装饰所覆盖的动机，以构建关于建筑本源的 

普世原则26"2”。从这一论述出发，我们能在 

对比的视角下对咸阳铁塔象征性的建造实现 

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思考27K211� 
咸阳铁塔铁壳对其内部起支撑作用的砖 

芯的遮蔽，显然应从其设计手法的象征意义 

去考虑。这完整的一层铁衣，不仅在视觉上 

遮蔽了砖结构，也让原本无意义的砖芯此 

时成为一座可上追至佛教经典“南天铁塔"、 

并且具有曼荼罗意味的铁塔。 

从现实效果来看，以杜茂为代表的信众 

们对此欣然接受。他们在塔壁上留下的铭文 

明白地显示，他们出资赞助的这座塔就是一 

座“铁塔”。 

7结语 

金属建筑比一般建筑更具文化象征意 

义，以及“话题性"，能够引发时人的谈论 

和关注。以此为例进行解剖，更具典型意义， 

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皇帝或太后的敕 

建、官宦个人的赞助、大量普通民众跨地区 

募捐的介入，使得金属建筑的不同案例呈现 

出类型化而又各具特色的局面。更具深长意 

味的是，工匠与组织者也常常跨区域活动， 

这就使赞助人、工匠、组织者这三方的互动 

更加复杂、生动。金属建筑本身具备的铭刻 

功能，把上述大量信息保存了下来，得天独 

厚地成为研究社会史的具体切入口。 

透过建筑本身，杜茂、栗氏匠人、陈氏 

匠人，任何一方都不是简单的名字，而能在 

历史上的社会中反映出更深层的信息：矿监 

税使反映出的明晚期全国性的经济掠夺与国 

祚兴亡，栗氏匠人反映的矿业兴衰、工匠迁 

移与外来式样，陈氏匠人代表的泾阳冶铸传 

统。他们因咸阳铁塔而被记录下来，在铁塔 

的项目运作中各司其职，塑造、表达着宗教 

建筑的象征性。 

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剖析咸阳铁塔一例。 

诚如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论：“明 

代中国的特色不在国家，而在社会；只有在 

社会中，我们才能最敏锐地感受到人口膨胀、 

交流网络的扩张.迅速的商业化以及新的批 

判思考方式等带来的影响。” 1221金属建筑不 

仅是一座座奇异的、非主流的建筑物，其本 

体上镌刻、铸写的也不仅是一行行无关紧要 

的名字——它们既是宗教思想与宗教艺术的 

具象建筑表达，又是基层社会生机勃勃的各 

种网络，以及各种关系、斗争的真实记录和 

凝结。 

如果我们再引申一步的话——在社会史 

视角下呈现出的古代金属建筑工程生产、经 

营的作用机制，以及人们对建筑象征性以及 

“奢侈建筑”"话题性”的塑造，又何尝不能 

与今日中国之纪念性建筑，尤其宗教建筑的 

象征性实现过程，以及各种社会权力、网络 

的运作相印证呢？ 

注释 
1)本文所论之铁塔、铜殿.铜塔.指的是规模至 

少与人体尺度相当的构筑物、工程体.而非盛 

放舍利或经书的模型.小塔、微型塔。 

2}其他材料的建筑当然也有此类信息.但依赖碑 

铭、墨书题记。而碑铭与对应的建筑经常没能 

同时保留下来.墨书的题记就更容易漫灭不清。 

3)已知可考的万历年间的金厲建筑有：昆明太和 

宫铜殿（明末移置鸡足山)、峨眉山铜殿.宝华 

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泰山"天仙金阙"铜殿. 

峨眉山圣积寺铜塔、峨眉山金顶的两座铜塔、 

五台山显通寺西铜塔与东铜塔、显通寺其他三 

座铜塔（推测年代为万历).五台山清凉寺小铜 

塔.永川小铜塔、咸阳千佛铁塔.庐山归宗寺 

铁塔.三原县城隍庙铁醮炉（构筑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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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笔者对以上案例数以万计的铭文均进行了详细 

的记录和统计.分析得出了关于捐建人、组织 

者.工匠的这些信息。详见参考文献[1].部分 

案例分析见参考文献[2】及张剑葳.武当山太和 

宫金殿【」】.文物• 2014待刊；峨眉.宝华、五 

台三座铜殿的考证见：Zhang Jianwei, Study 

on the Three Buddhist Golden Hall Projects 

between 1602 and 1607,待刊。 

5)据《明史•食货志》记载：“铜场，明初.惟江 

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 

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 

6)如：炼铁时活塞式风箱的使用，炼钢时串联式 

炒炼法的使用，炼锌.火法炼铜技术的发展. 

金属熔炼技术的提高等， 

7)墓志全文见参考文献[5j.该文作者并未将杜茂 

与咸阳铁塔相联系。杜茂墓志现藏于海淀博物 

馆。墓志盖长74 cm,宽74Gm,盖文三行， 

满行三字.篆书“司礼监太监杜公墓志“；志 

长78 cm.宽78 cm.志文36行.满行42字， 

正书。墓志内容提到了其父杜三聘、母王氏， 

弟杜继芳.侄杜维翰，可与铁塔铭文相印证。 

8)《明史•神宗本纪》："[二十九年春三月]武昌 

民变，杀税监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夏 

四月乙酉.征陈泰还.以守备承天中官杜茂 

代之/ 

9>见第1层西南面北侧抱框以及第3层西北面 

铭文• 
10)见第1层西北面的天王像北侧铭文^ 

11)《隋书•百官志》：“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 

造器物。……诸冶东道.又别领滏口.武安. 

白间（白间.职官分纪卷二二作•白涧’）三 

局丞。诸冶西道.又别领晋阳冶.泉部、大、 

原仇四局丞。” 

12)《元史•食货志》：“(铁在河东者.……)至武 

宗至大元年.复立河东都提举司掌之。所隶 

之冶八：曰大通.曰兴国.日惠民，曰利国. 

曰益国，曰闰富.曰丰宁，丰宁之冶盖有二云。” 

13)据《明太祖实录》：“明洪武七年门3741四月. 

命置铁冶所官.凡十一所.各所岁炼铁额： 

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岁各一十万斤。”关 

于泽州的冶铁业.另可参阅参考文献[11]。 

1屮然而在阳城县润城镇.栗氏匠人仍然影响很 

大^据称“相传明崇祯年间润城有栗氏专为 

宫廷冶铸用器.其冶铁炉被封为’恃诏炉’。 

润城砥洎城的镇寨铁牛及镇内外四十余座庵 

寺庙观中的铁钟.铁佛.铁狮多是栗氏家族 

的杰作。润城屯城东岳庙中至今还存有栗氏 

鋳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一只大铁钟。" 

对这段史料笔者尚未至现场踏查验证，亦未 

核实证出何处.暂列出待考。 

15)椐五台山铜殿西面南侧抱框上的铭文："鋳造 

金殿.金塔匠信官刘元春，系陕西西安府泾 

阳县石桥里人.男刘之纲.刘之强，刘之奇。 

徒弟蓝国正，罗高松，罗乔松.梁宗富.彭高. 

杨政.王科、郭荣、王成/笔者录于2009 

年7月。 

16)据兴平文庙西醮炉一层铭文”泾阳县金火匠 

陈光通.侄男陈信山.陈成•.陈可匚L陈 

成凤、陈成英造。"笔者录于2009年7月。 

无独有偶.这批金火匠人也姓陈，不知与咸 

阳铁塔的陈氏匠人有无关联。 

17)关于晋东南，晋西南及陕西合阳.华县等地 

的瓜棱斗案例.端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皖 

研究生俞莉娜同学提供照片。韩城普照寺照 

片引自吉富遥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 

建筑专业08级田野踏査及测绘实习报告.北 

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院,2008。 

18)从逻辑上说.泾阳当然也可能曾经有过瓜棱 

斗与斜拱组合的形制.只不过没有保存至今。 

这至少可能说明原本即使有.数量也不多， 

因而未能保存至今。在没有本地样本证明的 

情况下.笔者相信咸阳铁塔的瓜稜斗经栗氏 

匠人与晋东南，晋南的联系更具说服力。 

19)详细分析见Zhang Jianwei, Study on the Three 

Buddhist Golden Hall Projects between 1602 

and 1607.待刊。 

20)佛教经典中.最著名之铁塔当为纳藏《金刚 

顶经》之南天（南天竺）铁塔。传〈<金刚顶经》 

由佛祖十四处十八会之说法而成。后龙树菩 

萨于南天竺之铁塔内.自金刚萨埵受持该经 

十万颂.再传至龙智.金刚智。关于南天铁 

塔的描述见于《金刚顶义决》.《金刚顶菩提 

心论略记》、《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等^ 

《法华传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等文献中也 

有关于铁塔的记载。 

21) “镇水铁针”的传说在民间可能比"南天铁塔" 

更贴近一般民众对铁塔的理解.竖立旳铁质 

构筑物能够镇水，概由铁之沉重.坚固、历 

久的性质演绎而来。此种象征意义究竟何时 

被附加到铁塔上暂难以溯源.但可以肯定历 

史上"镇水铁针"的意象深入人心。例如明 

代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就是一 

根镇海的铁柱子。 

22)铜殿是道经中天帝、神仙所居之金殿的具象 

化描摹，是信众修炼的飞升目的地。 

23) “铁塔在县北北杜镇……门南开.每层有楼梯 

有窗。中层铁莲花一朵。" 

24)面饰：德语原文为Bekeidung.英译为 

dressing或cladding�关于这一术语的译法 

及其背后体现的概念的讨论，见参考文献 

[20]56-57o 

25)相关讨论亦见参考文献[20】67。 

26)正妇森佩尔的研究者唐考•潘宁在她的博土 

论文中所论：“建筑材料、结构体系在演进过 

程中不断被艺术性的装饰所覆盖(clad).森佩 

尔则致力于追踪这一过程的历史的.艺术/实 

用(artistic/utilitarian)方面的动机.以构建一个 

关于建筑本源的普世的原则，而非从形式或 

技术方面来讨论面饰本身。“ 

27)森佩尔对希腊建筑进行考察时.曾结合希 

腊语中"宇宙” (kosmos. cosmos.英文 

cosmetic的希腊词源）一词的双关含义：一是 

“宇宙的秩序二是"装饰"，认为古希腊人 

的装饰(adornment)就是为形式赋予的一种 

装饰性秩序(decorative order, Gesetzlichkeit)： 
“当人们在装饰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有 

意识地把一种自然的秩序施加到被装饰的对 

象上去/ 原文见 Gottfried Semper. ？ber die 

formel!eGesetzm?ssigKeit des Schmuckes 

und dessenBedeutungalsKunstsymt>ol. Zurich: 

Monatschrift des wissenschaftlichenVereins 

in Zurich, 1856. 6。请注意：”宇宙的秩 

序”�cosmos)在此处不仅与“装饰”双 

关，其义恰能与体现佛教宇宙秩序的"曼荼 

罗”�mandara.佛教的宇宙空间图示）相契合. 

而佛藉记载.南天铁塔内正有一座金刚界曼 

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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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4-、4-2:底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万历十年相关布政图 

图7-1 ：吉富遥树摄 

图7-2~7-5 ：俞莉娜摄 

除注明外均由笔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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