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佛指舍利的供奉 

廣興 

  西安法门寺所藏的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利，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佛指舍

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有九次从法门寺地宫迎请并供养佛指舍利。本

文将从历史的角度讨论这九次迎奉佛指舍利的事件。  

  一、佛指舍利如何来到中国？ 

  根据《长阿含经》的《大涅槃经》记载，佛入灭后，将佛舍利分为八份，

分别送到八个国家去供奉。其中的一份就是由佛陀故乡的迦毗罗卫国人供奉。

两百多年之后，阿育王统一了印度，并接受佛教思想的教化，传说他命令挖掘

出八王所修建的佛塔，将全部的佛陀舍利分为八万四千份，由僧众及信众带著

舍利及佛经到世界各地弘扬佛法。 

  法门寺出土的《志文》碑中亦有描述。释利房等一行十八，带著包括法门

寺的佛指舍利在内的十九份佛陀舍利，经过三年的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时为西

元前二四二年的秦帝国。释利房等人认为因缘不合，故先将所带来的舍利暂埋

于美阳。 

  三百年后，藏有十九枚佛陀舍利的长颈壶及记载翔实的梵文青砖，重新被

东汉时的高僧安世高所寻获。于是桓帝下旨于全国“六殊胜境、八吉祥地＂建

塔供奉，包括阿育王寺(今法门寺)之歧山南塔、会稽鄮县塔、金陵长干塔、青

州东城塔、河东蒲板塔、瓜州东古塔、沙洲大乘寺塔、凉州姑臧塔、洛州故都

西塔、甘州删丹县塔、晋州霍山南塔、代州城东古塔、益州福感寺塔、晋源县

塔、郑州超化寺塔、怀州妙乐寺塔、并州敬名寺塔、榆社县塔、魏州临黄县塔

等十九座舍利宝塔。 

  然而随著几次大规模的灭佛行动，全国的舍利塔及佛寺几乎被破坏殆尽。

而安放有佛指舍利的唐朝四大名寺，其中代州五台山塔和终南山五台寺的佛指

舍利皆毁于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而普光寺则在清康熙年间塌陷于洪泽湖，

佛指舍利早已没入湖底；只有法门寺的佛指舍利幸存。 

  关于佛骨贮于中国的时间史无记载，清顺治十年(1653)《重修法门寺钟楼

记》碑文中有“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天竺)典(佛法)东(中国)来，藏牟尼舍利于浮

图＂的话语，可见佛教与佛骨是同时传来中国，佛经入白马寺，佛骨贮于阿育

王寺塔中。＂ 

  二、唐以前佛指舍利的供养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年来有史料可查奉迎和供养法门寺佛骨共有九次。首

次开启地宫是在北魏时期，孝文帝延兴二年(472 年)曾任岐州守拓跋育重修阿育

王寺，首次开启地宫供养佛骨。根据《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元

魏二年，岐守拓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第二次是在隋杨帝仁寿四年(604)，右内史扶风郡牧李敏也曾奏请启开地

宫，供养佛骨，杨坚允许了他的奏请。于是残破的，当时称为“成实道场＂时

法门寺得到了一番修复。 



  三、唐代佛指舍利的供养 

  唐皇供养和迎奉佛骨共有七次，从这七次迎奉佛骨的时间来看，第一次迎

奉佛骨是 631 到最后一次是在 873，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唐代。如果说玄奘所传

播的佛教代表的是上层社会，是重义理的知识形佛教，那么佛指舍利所代表的

是下层社会，是重信仰的民间佛教。 

  第一次太宗迎奉佛骨(631) 

  首先我们要从法门寺塔说起。根据《扶风县志》记载：“汉永平十年（67），

美阳县建阿育王塔（今法门寺）藏佛指舍利。桓帝建和元年至灵帝中平六年

（147-189），建阿育王寺，称塔为圣冢。＂可见最早的法门寺塔为阿育王寺，

道宣在其《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对它有详细的描述。根据《大唐圣朝无忧王寺

大圣真身宝塔碑铭》 

  隋朝开皇中（581-600），改为诚实道场，仁寿末右内史李敏复修之，赓其

铭矣。 

  义宁二年(618)应宝昌寺僧普贤之请，将成实道场名为法门寺。 

  “三十年一次迎奉佛指＂之说从何而起？ 

  “迎奉法门寺佛骨＂贯穿大唐王朝的始终，此事被视为关系到国祚绵长，

故唐代有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帝王礼佛阵容。 

  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佛典、与石碑中均有

详细记载。隋朝时，大丞相李渊为讨伐陇西薛家反军到扶风一带视察，此时名

为“成实寺＂的法门寺，也因连年战乱，香火几近断绝。法门寺住持把握大丞

相莅临的机会连忙呈上奏表，法门寺因而获得一笔补助，而李渊也正式将“成

实寺＂改名为“法门寺＂。同年，李渊回到长安，取代隋朝称帝为王，是为唐

高祖，改国号为唐武德元年。这段因缘，也奠定了后来法门寺在唐代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 

  唐武德二年，李世民平定薛家反军，于扶风湋川犒赏大军，他专程到父亲

唐高祖所命名的法门寺参拜，并奉诏为八十名僧人主持剃度。众僧人为其打胜

仗诵经焚香，颂扬其英武功德，19 岁的李世民心中十分高兴。 

  十多年后发生玄武门政变，唐太宗李世民正式登基。此时太宗表现出跟印

度阿育王一样对佛教的尊崇，黄袍加身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他曾经征战过

的七处战场建立佛寺，抚慰殉国者的亡灵免于“九泉之下上沧鼎镬，八难之间

永缠冰炭＂，并“变焰火于青莲，易苦海于甘露＂。 

  贞观五年(631)，太宗接到了信佛教的岐州刺史张德亮的表奏，说法门寺坍

塌毁坏情况，申请重新修茸，触动李世民旧时与佛的情缘，并提及一个传闻“此

塔一闭，经三十年一示人，令道俗生善＂、“古所谓三十年一开，开则岁谷稔

而兵戈息＂，且法门寺内藏有佛陀真身舍利，他不敢私开，请求皇上开塔迎奉

舍利。这本奏章获得太宗敕准后，李世民于二月十五日供奉佛骨于寝殿。张德

亮遂派人打开地宫，找出佛指舍利。“既出舍利，通观道俗＂、“无数千人，

一时同观＂、“京邑内外、奔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数千＂。自此也立

下了法门寺地宫每三十年一开的规矩，并开启唐朝先后八位皇帝先后，浩浩荡

荡迎请舍利到皇宫供养的历史。 

  虽然李渊称是老子李耳的后代，通过这次迎奉佛指舍利，唐太宗确立了三



教鼎立的文化格局，大大加速了印度佛教的中国化。同时法门寺的地位也提高

了。唐太宗为以后的皇帝树立了迎奉佛指舍利榜样。 

  第二次高宗迎奉佛骨(660) 

  唐高宗李治在太子时，就为其母修建大慈恩寺，再建大雁塔。玄奘回国后

就应请，住在大慈恩寺译经，唐高宗亲自撰《大慈恩寺碑文》。唐高宗对玄奘

十分祟敬，并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玄奘法师于 664 年去逝后，唐高宗言：“朕

失国宝矣……朕国内失奘师一人，可谓释众梁摧矣。＂唐高宗李治在武则天的

影响下，崇信佛教，热心于佛事活动，迎佛骨于东都洛阳供养。 

  显庆四年(659)，唐高宗在宫中接见了，以破译译咒术闻名的僧人智琮和弘

静。在谈话中二人提到三十年开塔一次，迎佛指舍利的规矩。唐高宗说：能得

舍利，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行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 

  显庆四年（西元 659 年），唐高宗请僧人智琮、惠辩等人到法门寺迎请佛

指舍利，皇帝更要求须看到“瑞相＂才可以开发迎请。结果，智琮专精苦道，

却始终不见任何瑞象。一直到第十天，他毅然将烧红的炭火放在手臂、懔厉专

注以示虔诚。果然，塔内出现震裂之声，瑞光流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下

各放出红光、白光、绿光旋绕到屋梁，合成为宝盖。异彩流辉遍满、赫奕澜漫，

结果在地底下获得八枚光明鲜洁的舍利，一枚独转绕，于七粒各放光明炫耀人

目。次年(660)迎佛骨到东都洛阳宫内的内道场供养。从法门寺到东都洛阳的内

道场，沿途都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佛事活动。 

  这一次迎佛骨意义： 

  １．唐王请第一次把佛指舍利入宫供养，开其先例。 

  ２．供养佛指舍利时间长：从显庆五年(660)迎佛骨到东都洛   阳，龙

朔三年(662)送佛骨归法门寺。 

  ３．供养规格高：以皇帝的名义组织迎请佛指舍利的人选和仪  式等全

部过程。 

  第三次武则天迎奉佛骨(704) 

  武则天于唐永昌元年(689)取消睿宗李旦，改唐为武周，自己当了女皇。武

则天信佛虔诚，在当了女皇之后，为佛教做了许多实事。 

   672-675 在洛阳龙门造奉先寺，供奉卢舍那大佛。 

   681 年，净土宗祖师善导的塔在香积寺建成，武则天以“倾海国之名珍供

养＂。 

   685 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 

   686 年，临潼境内有山涌出，武则天命名为“庆山＂，并在那里建庆山寺。 

   691 年，武则天令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 

   694-5 年，请法藏在洛阳讲《华严经》。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主持过译经事业，迎请实叉难陀译《华严经》。 

  久视元年(700)七月，武则天幸三明宫，有胡僧奏请她开启地宫瞻仰佛骨。

恃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力谏，陈述胡僧诡惑和供养佛骨的弊害，供养佛

骨暂且停止。时过不久狄仁杰当年死去。 

  过了四年，武周长安四年(704)，武则天派遣凤阁待郎崔玄日韦、沙门法藏、

文纲等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佛骨行至京师长安，正逢古历元日除夕，西京留



守会稽王率所属五部官员前往迎接，在崇福寺停留。年节中在此礼拜供养后，

起程奉送东都洛阳，供养在东都宫中明堂。万乘焚香，千官拜庆，盛况空前，

靡费无算。 

  这是武则天第二次迎佛骨了，第一次当然以高宗为主，这一次以她自己为

主。但是，神龙元年(705)，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乘机发动宫廷政变，恢复

唐朝，武则天也于当年死去。 

  武则天死后，中宗李显即位，信佛教和他母亲一样。在宫中供养佛骨三年，

才于景龙二年(708)派沙门文纲，送奉佛骨归还法门寺。佛事费用彩帛达三千匹，

对法门寺殿塔楼进行了一番工程浩大的重修。景龙四年李显旌表法门寺为“圣

朝无忧王寺＂，题舍利塔为“大圣真身宝塔＂，增度僧 49 人。 

  武则天迎佛骨的特点： 

  １．武则天两次迎佛骨，一次以皇后身份，一次以皇帝身份。 

  ２．迎请佛骨的时间最长，前次三年，后次四年，累计七年。  以后迎

请佛骨，一般以两三个月为主。 

  ３．赏赐供养最多。 

  后来，考古学家在法门寺地宫前室，发现大批绣金织锦和武则天献佛的绣

裙与金袈裟。而中室发现高一六四公分的白玉灵帐，其上即有铭文：“大唐景

龙二年戊申二月已卯朔十五，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利入塔，故

书记之。＂ 

  第四次肃宗迎奉佛骨(760) 

  由于肃宗两代前皇帝都不信佛而喜道，特别是唐玄宗李隆基和高祖李渊一

样不热心佛教，崇尚道教。他即位初年就采纳宰相姚崇的建议，淘汰了全国僧

尼 12,000 多人，禁止创建佛寺塑造佛像，以致法门寺冷落。近六十年没有迎奉

佛骨。 

  唐玄宗李隆基末年，由于“安史之乱＂，所以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片混乱之

中。唐玄中的儿子李亨即位后，称为肃宗，他与其父玄中一样也不祟信佛教。

但是为了平定叛乱，他调动来多方军队。在这些军队当中，有来自西部的军队，

他们多信奉佛教。再加上肃宗的平叛指挥部就在法门寺所在的扶风。由于这两

原因，他开始信佛。 

  另外一个原因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金钢智，不空）之一的不空影响。

不空，有说本是西域人，有说是斯里兰卡人，他跟随善无畏从小出家，学通密

宗。不空曾诵《仁王护国经陀罗尼》二十七遍，帮助唐玄宗平定叛乱。所以唐

肃宗亦向不空求密法。 

  至德二年(757)，肃宗收复长安，他请不空到宫中为他行“转轮王位七宝灌

顶＂大法。同时由于他染病，皇后派人刺血写经请佛保佑。此时肃宗已虔诚信

佛了。 

  就在这时，“三十年一开＂的佛指舍利又到期了，但是当时的政局还不稳

定。于是肃宗还是决定迎请佛骨供养，以此来稳定人心。于是于上元元年(760)，

肃宗派遣法灯、中使宋合礼、京兆府尹崔光远到法门寺开启地宫，迎请佛骨舍

利。 

  迎奉佛骨于京师禁中道场，于七月一日展供，献赠甚奢，沉檀香三百两，



王公大臣穿梭似地前来礼拜献施。 

  这次迎佛骨的特点： 

  １．时间很短，只有二个月左右，因为正是乱世之时，战火不  亭。因

此，规模不大，供养也不丰。 

  ２．肃宗这次迎奉佛骨舍利，对当时安定民心，恢复大唐的秩  序起到

了一定的作用。 

  ３．在这次迎奉佛骨时，对法门寺的木塔进行了修缮，由原来  的三层

加高到了四层，木塔更加壮观。 

  第五次德宗迎奉佛骨(790) 

  德宗李适起初亦不信宗教，《旧唐书》说，德宗即位时即下令：“不得奏

置寺（佛教的寺庙）观（道教的观）及度人。＂ 

  “秋七月丁丑，罢内出盂兰盆，不命僧为内道场。＂ 

  但是，德宗与肃宗的情况相近，处于多事之秋，藩镇连手对抗中央。先有

朱滔称冀王，田悦称赵王，李纳称齐王。于是他调西北泾州之师去平藩，但是

不幸的泾州之师在长安发难。 

  德宗在用武力平定了叛乱之后，他终于明白，在这些藩镇和中央军队中，

有许多“胡人＂和汉人是信佛的士兵，欲安定人心，非佛教莫属。于是根据先

王的贯例迎请佛骨，此时正好是肃宗迎奉佛骨时的三十年后的 790。 

  《资治通鉴》卷 233 记载：（贞元）六年，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

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胆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旧唐书》亦载：岐州无忧王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

还本寺。 

  这次迎请佛骨的时间也很短，不过一月左右。但是，德宗亲眼目睹佛教可

以安抚人心的作用。 

  在此之后，德宗又迎请当时名声远杨的华严宗四袓澄观入京，讲解《华严

经》，同时请澄观译《华严经》后分梵本。这时德宗先后封澄观为“镇国大师＂，

“天下大僧录＂，“清凉国师＂等号。贞元十五年(799)四月，德宗生日，再次

请澄观入内殿讲《华严经》。由此可见德宗与佛教的关系越来越密切了，并且

开始祟信佛教。 

  第六次宪宗迎奉佛骨(819) 

  唐宪宗名李纯，是顺宗的长子，由宦官俱文珍等迫其父退位，拥其即位。

宪宗即位后，做了一些有益之事，使唐朝一度中兴：1)平定了诸藩镇的势力，

2)发展生产，3)整顿财政，4)裁减多余的官员，５）制定礼仪，重开武举。 

  宪宗一开始对宗教的态度就不同，他在 807 年下令：诏僧尼道士全隶左右

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不复关奏。他对宗教的政策与太宗的相同，三教平等。 

  元和五年(810)诏请澄观入宫讲《华严经》，宪宗束敕金印给澄观，又赐“僧

统清凉国师＂尊号，统领天下僧侣。 

  宪宗在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中表达了他祟佛的本旨是，用佛法来绐

理天下，以慈悲，清净，无为的教义敷教之。 

  唐元和十四年（西元 819 年），宪宗与高僧等三十人一起到法门寺迎请佛

指舍利。沿著法门寺一直到长安都城整整两百多里的路上，到处高台香刹、张



灯结彩，万民跪拜，“倾都瞻礼，施财物，累钜万＂，“王公士庶，奔走施舍，

唯恐在后。＂ 

  但是，就在这时，韩愈上书皇帝《谏佛骨表》，请宪宗不要迎请佛骨。 

  《旧唐书》．本纪第十五：(元和)十四年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

师，留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不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

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州刺史。 

  接到韩愈上书的《谏佛骨表》，宪宗非常脑火，《旧唐书》第一百六十记

载：酢疏奏，宪宗怒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度、崔群奏曰：

“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不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

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

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刺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不可赦！＂于

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刺史。 

  韩愈起程后，他的侄孙儿韩湘赶到蓝田送行，韩愈写下了悲愤交加的《左

迁至蓝关示倒孙湘》一首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路八千。欲为圣明除

弊事，肯将衰朽惜残年。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不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其实，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排佛之说就不曾间断过，唐高祖时朝臣傅

奕也曾八次上疏请废佛教，并挑明“羌胡乱华＂的前秦后赵，之所以主庸臣佞、

政虐祚短，全因信佛致灾。高宗当时找来一名法琳法师，针对傅奕所提的“事

佛渐谨，年代犹促＂等批评进行辩论，法琳以秦朝“当时无佛，何以天历不

长？＂，“元魏十七君历一百七十九年，尔时佛来，何故年久？＂令傅奕无言

以对。 

  韩愈排斥佛骨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然而供养

佛舍利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正如印顺导师所言：“供养舍利，能使人引发信心、

向上心，能激起人类的善念，鼓舞人类引向真理的追求。＂ 

  佛指供奉于皇宫内院期间，宪宗更是事佛至诚，日日素衣斋戒，瞻仰后写

《七律.无题》诗一首，对佛舍利至高无上的推崇，一心薰修佛道，以求国泰民

安、皇运长久，福祚多寿。宪宗诗中写道：“功成积劫印文瑞，不是南山恐得

难。眼睹数层金色润，手撑一片玉光寒。炼经百火精神透，藏之千载瑛彩完。

净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 

  宪宗迎佛骨恰好一年，为了长生不老，妄服了神仙金丹，躁狂暴怒，杀死

左右宦官，于元和十五年(820)正月，宦官陈弘志为免祸抢先将李纯杀死。 

  会昌法难(845-846) 

  唐武宗名李炎，是穆宗李恒第五子，宪宗李纯的孙子。唐武宗与其父穆宗

一样，在即位后，力禁佛教。唐武宗在严禁佛教的同时，力倡道教。他于会昌

二年(842)开始，一步步实施了灭佛计划，一直到会昌六年(846)三月去逝，其中

以会昌五年(845)最为严重。 

  唐武宗烫佛的原因很复杂，最明显的能有以下两个原因：1)由于出家的人

多，依附寺庙的人也多，劳动力灭少，兵源灭少，2)寺庙的收入不纳税，国家

财政收入灭少。 

  灭佛的结果： 

  １．全国 4,600 佛教寺院被毁，40,000 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令多达 26



万僧尼还俗，没收寺庙土地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 15 万人，没收寺庙

财产无数。 

  ２．所以在会昌法难之后，许多佛教宗派和组织就此灭亡：如唐密、华严

宗等。 

  西元 844 年：唐武帝又令五台、终南及泅州普光寺，法门寺等处有佛骨也

不许供养。法门寺地宫佛指骨遂被禁，不准启供，并将佛指骨地宫捣毁。 

  《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武宗派人去法门寺毁灭佛指骨舍利，但是

被派去的人只是灭碎了佛指骨舍利的影骨而已，以此搪塞过去，而那真正的佛

骨保留了下来。直到咸通十二年(871)整修了法门寺地宫，在地宫旧隧道的西北

角寻见了佛骨。这就是为什么有影骨的制作的原因。 

  而武宗在会昌六年(846)三月，当灭佛运动还在进行中，他自己因服食道士

赵归真等人供奉的仙药，暴疾而死。 

  唐武宗李炎死后，宣宗即位(846)，立即诛杀鼓动唐武宗灭佛的道士赵归真

和刘玄靖等人，并开始恢复佛教。下令：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凡是会昌五年

毁坏的寺院，全都恢复。 

  第七次懿宗迎奉佛骨(873) 

  宣宗在 859 年去逝，同年他的弟弟李漼即位，称为懿宗。他大力倡佛教，

溺迷到无以复加的程度。 

  西元 871 年：咸通十二年，八月整修了塔下地宫。寻找抛撤的佛指骨，十

九日在隧道内西北角找到，安置敬供在地宫内，同时积极准备迎佛骨于京者长

安供养。 

  《新唐书》卷 181 记载：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不等，三

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

俱通，两角有文，文并不彻。征诸古典，验以灵姿，贞观既叶于前闻，妙相克

谐于瑞彩。 

  懿宗任命僧澈为僧官，掌管天下僧事。可以说佛教到了晚唐的时候已成为

了国教。西元 872 年：唐咸通十三年．懿宗不顾朝臣的谏阻，诏令迎奉法门寺

佛骨。他说：“但得生见，投而无恨也。＂也就是说只要看了佛指骨，心甘情

愿的死去，死而无恨。 

  西元 873 年：唐咸通十四年，懿宗派遣使臣与京都左右街大德僧数十人到

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后，奉送京中安国寺、崇化寺展瞻供养。懿宗对这

次迎请佛骨的重视，它已经超出了一般的佛事，而成为国家大典了。 

  对于这次迎奉佛骨，在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旧唐书》，《新唐书》，

《资治通鉴》，《杜阳杂编》。在这些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著当时迎请的盛

况。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记载：咸通十四年春，诏迎佛骨凤翔，或言：“昔

宪宗尝为此，俄晏驾。＂帝曰：“使朕生见之，死无恨！＂乃以金银为刹，珠

玉为帐，孔鹬周饰之，小者寻丈，高至倍，刻檀为檐注，陛涂黄金，每一刹，

数百人举之。香舆前后系道， 珠瑟瑟幡盖，残彩以为幢节，费无赀限。夏四

月，至长安，彩观夹路，其徒导卫。天子御安福楼迎拜，至泣下。诏赐两街僧

金币，京师耆老及见元和事者，悉厚赐之。不逞小人至断臂指，流血满道。所



过乡聚，皆裒土为刹，相望于涂，争以金翠抆饰。传言刹悉震摇，若有光景云。

京师高赀相与集大衢，作缯台缦阙，注水银为池，金玉为树木，聚桑门罗像，

考鼓鸣螺继日夜，锦车绣舆，载歌舞从之。懿宗迎佛骨三个月后，于七月十六

日死去。 

  西元 874 年：锐宗的儿子僖宗李俊即位，于十二月八日下诏奉送佛骨归还

法门寺，以咸通十五年正月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室。地宫内刻置《大唐咸通启

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金银宝器衣物帐》二通石

碑。碑文中称法门寺为“岐阳重真寺＂。 

  小结：从佛指舍利的供养与唐王朝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凡是能够坚持以宽容、平等的态度对待一切宗教的唐帝王，其国家则兴旺。

如唐初的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出现了唐王朝的兴盛；再如唐宪宗，实施三教

平等的政策，唐朝一度中兴。所以对所有宗教的宽容、平等是国家兴旺一个重

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