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介绍了东汉时期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地理位置及其保存现状，并从两个方面对这
一刻石作出了新的研究：一是根据新发现的题跋材料和中外考察记录，对其在晚清发现的经过
以及保护的情况做了重新考察，确证施补华在光绪五年首次发现刻石；二是结合近代新疆的历
史状况，论证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相关，是其属下张曜的嵩武军在
拜城地区寻找进军伊犁道路的备战过程中意外的收获。

引

言

刘平国刻石是晚清在今新疆拜城县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摩崖。它与清代前期和中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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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哈密地区的东汉裴岑碑、沙南侯碑以及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相呼应 ，在以北碑南帖争高
下、以金石证史为风气的清代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它甚至还引起了那一时期来新疆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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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外国人的兴趣，捆载而去的行箧中，多多少少总有这一摩崖的拓片 。
刘平国刻石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塔格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沟口，是
克孜尔河支流博孜克日格河的出山口。博孜克日格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有“建筑、装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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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明这个沟内有人工的建筑物或者涂画等等 ，它与吐鲁番著名的千佛洞所在地“柏孜克
里克”是同一维吾尔语词汇音译的不同汉字书写。刘平国刻石的地理坐标是东经 82º30´05"，
北纬 42º19´00"，海拔 1900 米。距拜城县城 132 公里、库车县城 175 公里、克孜尔石窟 120
公里。从克孜尔大桥西侧的入口北去，则是 86 公里。
从这里入沟北上，翻越海拔 3800 米的阿克布拉克达坂，就抵达流入特克斯河的科克苏河
峡谷，进入伊犁河流域。这条道路过去是南北疆之间的捷径，也一直是黑英山牧民前往北部山
区夏季牧场的必经之路，今天更是徒步旅游者挑战的高难度道路。
刘平国刻石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的情形下，也受到相当的关注。如具有书法意义
和收藏价值的刻石旧拓片，在拍卖会上成交的价格不断飚升。我们从网络上看到：晚清徐桂丛
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拓片，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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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以 35,840 元成交 。两年以后，同件作品在北京保利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的“北京保利 2010 年 6 月 2 日拍卖会·古籍文献 名家翰墨”中以 39,200 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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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今年 7 月 12 日，在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3 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
上，一件标示为“罗振玉旧藏《汉龟兹将军刘平国治路颂》”的拓片，又拍出了 43,7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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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 。最新的消息是：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又将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的“2013 秋季艺术
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拍卖一份经郑文焯、邹安、郑叔问、唐希陶等名家旧藏并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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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印的《汉刘平国刻石》拓本，估价 25,000 至 45,000 元 。
刘平国摩崖刻石在书法界具有很高的评价，自不待言。日本的书法家牛丸好一曾经写过
《中国隶书摩崖之旅》的文章，介绍其在 2000 年寻找中国的隶书摩崖而来到最西部的刘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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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石处的情况 ，由此可见其对于书法史的意义。。
此外，在拜城县这个以富裕命名、却很少出现名人的地方，刘平国作为拜城的形象代言
人，而于 1999 年被竖立为城市中心的世纪广场上。
但是，实际存在的刘平国刻石本身，其被保护的状态却令人担忧。1957 年，这一摩崖就
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政府列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虽然近年拜城
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简称“文体局”）也派有当地看护员做一个月一次的巡回管理，但是
由于荒远偏僻，人为和天然的破坏仍然不断持续。笔者曾于 2008 年 1 月前往考察，周围石壁
的涂画不在少数，而 2002 年特大洪水留下的水位线仍然可以看到对于距离地面约 1.8 米的两
处石刻的破坏。2012 年拜城县文体局虽然公布了投资 80 万元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城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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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遗址防洪坝工程”通过验收的消息 ，但新建的这个文字错误甚多的刘平国将军纪念碑和
148 米的防洪堤坝究竟能够应对多少不可知的破坏，仍然是个疑问。这也是笔者认为这是中国
当代文化畸形发展的个案：当刻石的拓片被哄抬、哄抢之际，原石的命运却岌岌可危。“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因此这篇对于刘平国刻石的研究文章如果能够起到引起社会各方对石刻保
护的重视，那是笔者深感荣幸的事。
有关刘平国刻石在清代发现、拓本流传、史事考证的情况，马雍先生在 1980 年代曾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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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过系统研究的文章 。最近，陶喻之先生也完成了《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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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对于晚清以来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本文则就该刻石的发现、保护，
根据新的材料进行探究，并将其与近代新疆的关系作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

一、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保护
刘平国刻石由于地处偏僻，早期从事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人亲历其地。因此关于它在
晚清的发现时间和地点、形制等等客观事实，没有多久就传闻失实。就本文研究相关的发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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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言，就有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光绪二年（1876）、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等等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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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的说法，出自张度（1830-1895），其言“咸、同间此石始著” 。这与我
们后面即将分析到的近代新疆形势是有很大出入的。
光绪二年说最早见于光绪九年赵于密（1845-？）的题跋，其后王仁俊、田北湖、吴湖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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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袭用之 。
光绪三年说最早见于宣统三年王树枏（1851-1936）等纂修的《新疆图志》记载，其后为
14

王树枏《新疆访古录》沿用 ，影响了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乃至今天新疆文物系统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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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说则见于吴昌硕（1844-1927）的所谓“光绪戊寅”的题跋 。
光绪五年说由施补华（1836-1890）在其光绪八年的《刘平国碑跋》中提到，并在后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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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地文人收藏的拓片题跋上多处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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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说则出自柯昌泗（1899-1952）的《〈语石〉异同评》 。
为此，马雍先生的文章专门作出了辨析，而以施补华发现于光绪五年为正确的说法。
光绪五年发现刘平国刻石是与我们后面讨论近代新疆的战争形势相吻合的，也是我们下文
历史学讨论的重要依据，因此本文的这一部分，将再次通过刘平国刻石被保护的相关记载，证
成施补华光绪五年说的正确性。
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将施补华的题跋中论及发现经过及与以下论证相关的文字迻录如下：
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光绪]五年夏，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
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师）张公，命总兵王
得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划完具者九十余字。按，文称“永寿四年
（158）八月”，永寿为后汉桓帝年号，《后汉书• 桓帝纪》凡年号六，建和、和平、永
兴、永寿、延熹、永康，其称永寿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汉
书》，龟兹国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后汉都雒阳，视长安较远。其时当未奉改元之诏，
故称永寿四年耳。……按，温宿，今阿克苏；姑墨，今赛里木、拜城；龟兹，今库
车。……光绪八年十月18。
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先
后入佐左宗棠、张曜幕府，在光绪五年至十年期间进疆参与了平定阿古柏叛乱之后帮办军务的
善后事宜。其后以道员改发山东，未就任而卒。有《泽雅堂文集》、《泽雅堂诗集》、《岘佣
说诗》传世，事迹见杨岘《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施补华的题跋，还见于他回到内地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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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赠给盛昱、王懿荣等学者的拓片上。如近期刊布的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王懿荣旧藏《刘平国刻
石》拓片上，就有施补华光绪十五年的另一则题跋：
余于光绪五年，得此鸠兹山中。八年，为之跋。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
好。伯羲祭酒、廉生太史皆装为大卷，属题其后。按，此刻文字，余于跋尾既略为考证，
祭酒后补其未及若干字，审定为《刘平国斲孔记》，释其义于右方矣。唯此刻既显，拓者
踵至，咸以军人充其役，手与纸墨夙不相习，椎毡又复未具，往往点画不可辨识，甚者脱
去“京兆淳于”数行。而种人居山下者又患其扰累，谋划去之。予为就崖窾作亭，覆盖其
字。召酋长受约束，毋俾其坏。于今六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然料他人之所拓，与拓
之异日者，其不能如此本决矣。对此本，如在疏勒军中万里忆朋好也。廉生仁兄属正。除
日弟补华19。
从以上两则题跋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到：光绪五年的夏天，赴南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张曜
（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谥勤果）所率领的嵩武军军士在博孜克日格山口偶然发现了
摩崖上的刘平国刻石文字，回来向幕府中的施补华谈起。施补华因此专门向张曜请示，而派了
总兵王得魁、知县张廷楫率领兵士于当年八月前往椎拓。经过对拓片的仔细研究，施补华证实
这是一份重要的汉碑。三年之后，他写定了研究的文字，即此《泽雅堂文集》卷七中的《刘平
国碑跋》。
但是施补华的这一发现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在崇尚古刻的清代，这个出现在遥远地方、
遥远年代里的汉字石刻，肯定带来了当时文人无穷的兴趣，要求椎拓的人蜂拥而至。今天中国
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光绪十一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1843-1888，字子猷，博尔济吉特
20

氏，满洲正蓝旗人）题跋的旧拓片，锡纶的题跋几乎完全照抄了施补华的考订文字 ，可见是
受到了施补华宣传的影响；而锡纶的文字，又被转抄在远藏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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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拓本上 。由此辗转的流传，即可知当时在新疆官场这一拓片的需求之广。从施补华的题
跋中可以了解到，被派往这一僻远之地的军士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对拓碑的差使均不堪其
扰，后者甚至谋划破坏这一石刻来永绝人望。
施补华在得知这一情形之后，再次动用了官方力量，“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并“召
酋长受约束，毋俾其坏”，即修建保护性建筑、责成当地居民的头领承担起看管石刻的任务。
作亭覆字而令民约束，似乎可以看作是新疆官方在没有文物保护法的年代里最早采取的文物保
护措施。不过这一措施后来的实施情况如何，施补华在光绪十五年题跋的时候说到：“于今六
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他本人并不了解这一由他提议的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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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相隔二三十年后，日本的探险家来到此间，却目击了这一保护现状。
这便是晚清光绪、宣统年间，即日本的明治后期大谷光瑞探险队的三次考察，其中第一次考察
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第二次考察队员野村荣三郎，以及第三次考察队员吉川小一郎在
1903、1909、1913 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刘平国刻石当时的状况。兹分别摘引如下：

渡边哲信 《西域旅行日记》
（1903 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续往明布拉克

八炮台弱

午前八时二十分出发，正午到达石碑所在地，离开当地、踏上归途的时刻是二时四十
五分，五时十五分到阿尔斯兰村长【百人长】的家。路线是往北走，东边有条河。据说这
条河流入赫色尔河。此处石碛恰如河洲一般，高出田圃表面三间许。又出現一道南流河水，
于是沿着东岸前行。東北方……阿尔通伙什山西边一座山峰称为博子克勒克，两峰高度相
当，后者带有石灰岩形成的赭色。流出两峰峡间的河流名为博子克勒克河。此河右岸有一
小屋，占地一间与一间半许见方。此屋即以博子克勒克山崖为后壁，崖壁刻字处便是乌垒
碑。听说为保护碑文，距今八年以前，バイ・バン・シユ【或即朱?】出手令人建此屋。
又此碑乃距今二十五年前，因一土人【已故】而得以发现云云。
之前说过那位工于拓碑的土民千人长〚Min bashi〛到来。他先在纸【强度介于唐纸与
白纸之间的纸】上喷水濡湿，贴在凹凸不平的岩面，隔毡片用木槌敲打许久。待纸紧密贴
着石刻，用水溶解墨粉，作成浓汁，用好像是棉花包着的圆头工具涂蘸，轻轻在纸面上敲
打之后刷过。碑文刻在大小两块地方，小处字少，大处字多。余试用日本石折墨刷之，但
因岩面凹凸而失败。（《新西域记》，314 页）

堀贤雄《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
（1903）四月十三日 Monday

Arslan 6850

Dp. 8.20 a.m.

ar. 5.15

碑所に滞在 2.45

Time 6.10, 8P.

七时起床，早饭照旧。[吾等]率巧于拓石之村民及昨日三人(Momin、百人长与通事)
出发参观石碑，另一村之百人长及二三骑(为入与夕景同照)亦跟上来。
出发后向北、西北前行，进入田畴，约 1½位炮台处道路碎砾极多，抵达荒原地带。
续沿同一方向前进，来到生有棕色荆棘、像是散布无数海胆的杂草原，过此复行约 2 炮
台，即接近河谷，见到前方山陵屹立霭中。人说山陵南侧有石碑。其山薄霭环绕，远见不
辨其岩质。
12.00 至石碑处。人云碑在溪流山脚数千呎壁立岩石之麓，筑有小屋，而碑便在屋
内。入内未见碑石之物，便问随来村民，答说“那里、那里!”（Mana Mana !）并指着那
片石壁与地面相接之处。熟视方见到岩面一侧削平，刻有数十字，大小二块均刻在岩面

社，2008 年，31 页。
5

上，不能称之碑石，先即大为失望。……似此这般，今日之行殆属徒劳。见碑以前，欢喜
振奋，还说要将拓本裱成卷轴，现要裱成卷轴也是白花装潢费用而已。
令村民拓此大小碑石(?)，得大碑四[拓]、小碑三[拓]。此间共停约二小时四十五分，摄
下全景，用过煮蛋与茶，便踏上归途。（《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獻》，
30-31 页）

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
（1909 年）四月二十八日 晴 明不拉发 抵乌垒碑
晨六时出发向北。接抵天山山脉脚下的是岩石形成的峡门。乌垒碑乃在明布拉北方五
十清里，直接刻在宛如山门关口的石崖上，距路面高约二尺余处。现在县衙方面令人筑屋
保护。一到此碑，便即着手拓印，刷完八份时已届正午。（《新西域记》，530 页）

吉川小一郎 《支那纪行》
（1913 年）五月廿七日

星期三

北风强，阴天

57oF

6:05 起

因想一见[明不拉克]台地北方山谷中的刘平国碑，我让土人向导，一共五骑出发。在
昨日涉水处的上游渡河。土人引用此水，耕种碛地，但只能栽培乌麦。石碑就雕在峨峨岩
壁上，前面建有茅屋保护。花费两小时做了十数份拓本，于是踏上归途 。（《新西域
22

记》，658 页）
从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以上所引日记之前的记载中，可知是他们在访问拜城知县郑有叙的过
程中，得知了刘平国刻石的消息，因此在郑的协助下，前往考察了刻石原地；后来的野村荣三
郎、吉川小一郎也都是在拜城县衙门的支持下访问了这一地方。他们都共同记载了保护在崖壁
前的小屋。渡边哲信甚至听说了“为保护碑文，距今八年以前，バイ バン シユ出手令人建此
屋。又此碑乃距今二十五年前因一土人而得以发现”的消息。按照这个听闻推算，建屋的时间
是在 1896 年即光绪二十二年，发现的时间则在 1879 年即光绪五年。关于建屋的时间，与施补
华所说的光绪九年相差较大，可能是后来重修的时间；又或者这种没有文字记载的口述历史当
然有其记忆不能完全准确的地方。
关于“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的论述，中国的金石学家也有记录。柯昌泗《〈语石〉异
同评》中的记载：
光绪庚辰（六年），固始张勤果公曜驻兵阿克苏、喀什噶尔，始访得汉刘平国造乌累
关城摩崖，令总兵王得魁携纸墨往拓之，即此石初拓本也。石在今拜城县东北二百余里，
曰希拉可庄，传为汉西域都护建牙之地，即乌垒关城。又东北五十里，曰博子克勒克山，
入山五里，即摩崖也。距地六尺。下方京兆长安淳于伯隐作此诵，三行十一字，距地仅尺
许。长沙徐叔鸿尚书（树钧）之弟桂丛刺史，在勤果幕，得碑其所目击。后权知拜城县
22

以上所引渡边哲信、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日记，出自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东京：有光社，1937
年；堀贤雄日记见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獻》，京都：法藏馆，1961
年（以上引文页码，随文括注）。承庆昭蓉、荻原裕敏二位博士译成中文，谨此致谢。《新西域记》的中文
翻译系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5）子课
题“清代新疆与海外档案史料”成果之一。
6

事，乃叠石为屋以护之。曾见尚书题此拓本，记所言如此。勤果传拓此石，与裴岑纪功碑
之传自岳襄勤者，先后为西征名将佳话23。
在这一题跋中，柯昌泗提到了为刘平国刻石“叠石为屋”的，是曾经在张曜幕府帮办军务、后
曾代理拜城知县的徐桂丛。徐桂丛名不显，但是他的堂兄徐树钧（1842-1910，字衡士，号叔
鸿）却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以得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而名其室曰宝鸭斋。有《宝鸭斋
题跋》等传世，其中收录的题跋中有《龟兹刘平国碑并释文》一则，提及：“余弟桂丛从军西
24

域，得此二本，属余释其文，以一本归之。” 其中没有记载柯昌泗提及的徐桂丛筑屋保护事
迹，疑柯氏所见为徐树钧的另一拓本题跋。
不过，我们还可以看到柯昌泗的堂兄柯莘农（1883-1945，原名士衡，字莘农其字，号逸
园）也珍藏有徐桂丛的一件旧拓，即上文“引言”提及的那件连续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
公司“2008 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和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北京保利 2010 年 6 月
2 日拍卖会·古籍文献 名家翰墨”中出现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拓片。在这一拓片的
左下角，钤有“姑墨令章”白方印、“徐桂丛手拓本”朱方印二枚， 无疑都证明了这是徐桂
25

丛担任拜城知县时所拓旧本 。
最近发表的《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中，有徐树铭致徐桂丛的书信，同样也提
到了接获徐桂丛寄来的拓片后，拟画“乌垒碑亭”的构想；信札的旁边，也有徐桂丛子徐崇立
26

的题跋 。可见徐桂丛任拜城县令和为刘平国刻石建屋的确凿性。
从以上各种拓片的题跋和印记综合而言，我推测光绪九年施补华的所谓“予为就崖窾作
亭，覆盖其字。召酋长受约束，毋俾其坏”实际上只是一种建议，他是对于刘平国刻石进行保
27

护的一个提倡者。从他在张曜军中最后“以功复原官翎枝，擢知府，加盐运使衔”来看 ，他
的地位和职衔都很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那仍然是没有任何实职的幕僚。因此刘平国刻石的
保护措施，只能委托给由幕僚而代理了拜城知县、掌有地方实际权力的徐桂丛来完成。
这一点，让我们联想到渡边日记中提到的“バイ バン シユ”，那是对当地人发音的假名
记录。バイ バン可能是“帮办”不标准发音的记录，而シユ，渡边怀疑是“朱”字，但它也
同样可以是“徐”字并不标准的发音记录。“帮办徐”因此而由当地维吾尔族传讹为渡边哲信
记录中的“バイ バン シユ”。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バイ バン シユ”就有可能是真正
前往执行筑屋保护方案的徐桂丛。
从刘平国刻石在日本探险者游记中所见筑屋保护并派专人比较得法地拓碑来看，徐桂丛认
真执行了这一保护方案。“徐桂丛手拓本”的印章以及他被当地民众记为“バイ バン シ

23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二，98 页。
徐树钧《宝鸭斋题跋》，1929 年石印本，上 7B-8B。
25
清人以汉代姑墨国当今拜城县境，见上引施补华《刘平国碑跋》。徐桂丛在新疆的经历还影响到了其子徐崇
立（1872-1951，字健石，号瓻园）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后者根据魏馘《喀什噶尔与墨克道里记》、《新疆
勘界公牍汇钞》和袁大化《辛亥抚新纪程》编成的《西域舆地三种汇刻》，当时流传甚广。钤有“姑墨令
章”白方印、“徐桂丛手拓本”朱方印二枚的拓片，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2014 年 12 月笔者参观国家典籍
博物馆，见于金石拓片部分。
26
《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欧金林主编，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 6 月。徐树铭致徐桂丛手札
二，见该书第二册，881-886 页。
27
杨岘《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三九，武汉：江楚编译书局刊校本，宣统庚戌
（1910 年），4B。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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ユ”，也使我们相信他可能是真正亲临其地的第一个文人。这件手拓本的文字特点，与马雍先
生描述的拓本分期来看，是比最早的第一期（光绪五年前后）清晰拓本少了八九个字的第二期
拓本，因此，他与刘平国刻石因捶拓过度而需要保护的时段（光绪九年前后）是相吻合的。
距离吉川小一郎访问刻石地十五年之后，黄文弼先生作为一个现代考古学家于 1928 年来
到了刘平国刻石地。虽然这些保护摩崖的房屋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仍然见到了曾经为官府看
护石碑的当地维吾尔族居民，为我们确信清末曾经有意识保护刘平国刻石的措施再度做了印
证。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的记载：
（1928 年 11 月 25 日）12 点 20 分，渡博者克拉格河，沿河向北偏西 20°行，至榆切
大板村庄。1 点 10 分，住于一维民家中。此维民大拐提马木，曾看守石碑者，后因有人
告发，遂罢。据说此石碑尚在沟内约 30 里，今日去不能回，拟明日前往查看28。
以上的日记，在后来的正式考古报告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录：
（1928 年 11 月 25 日）午一时，至榆切大板，住一维民大拐提马木家。渠曾看守石碑
数十年，据说此碑在沟内刻于一岩石上。次日携带拓字器具，由住处前往。向北行，渡博
者克拉格河，入戈壁，小山阜起伏不绝，约二十里抵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即在沟西一岩
石上。刻字处距地面尺许，随岩石之隆窪曲折凿刻29。
黄文弼先生关于石刻的记载没有提到任何在石壁上筑屋的事，从最早单独发表的《拜城博
30

者克拉格沟摩崖》所附实拓照片来看 ，也确实没有筑屋的痕迹。可见看守员因人告发而罢免
后，便没有了保护。但是维民大拐提马木以往曾经看守石碑数十年的事实，还是被他记录下来
31

了 。
在有关刘平国刻石发现的问题上，光绪三年徐万福发现说至今仍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被接
受。原因是这一观点是由王树枏作为新疆布政使而主持纂修的《新疆图志》以及亲自编撰《新
疆访古录》中提出，其任职新疆的经历就有了某种权威意义。但是相比于施补华光绪初年在库
车、拜城地区更加贴近遗址本身而言，虽然同样是在新疆，仍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在石刻发
32

现三十年后纂修《新疆图志》的乌鲁木齐官员们的记载，还是难免道听途说的失误 。
因此，以上种种关于刘平国刻石保护的记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清代地方官府对于文物古
迹的重视态度，同时也使我们确信了施补华发现刘平国刻石记载的真实性。

二、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
光绪五年刘平国刻石的发现，虽然由施补华对拓片的最早考证而大行于世；但确切地说，
是因为“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前引施补华跋语），才为

28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336 页。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34 页。
30
黄文弼《拜城博者克拉格沟摩崖》，《女师大学术季刊》1 卷 4 期（1930 年），1、2 页。
31
“大拐提马木”今多译为“达吾提·伊马木”，2014 年 10 月 28 日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西域—中亚语文
学国际知名学者系列讲座”演讲时，承维吾尔语系各位老师指点，谨致谢忱。
32
《新疆图志》卷八七《古迹志》“汉乌垒关”条及《新疆访古录》卷一“汉乌垒磨崖石刻”述其发现，均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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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补华所留意。因此，刘平国刻石真正的发现者，是一个（或者几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军
人。
东汉龟兹国的将军刘平国在这里刻石的原因，虽然后世的解释分歧33，但终究不离作为具
有战争性质的边界防御与交通功能。因此在东汉，这个地方也还是龟兹国偏僻的北方边界地
带。即使对于现代都市社会而言，拜城已经相对偏僻了，而黑英山乡更是拜城最偏僻的角落，
2008 年 9 月 17 日，通向黑英山乡政府的沥青公路才正式通车，这是阿克苏地区最后竣工的通
34

乡沥青公路 。而从黑英山乡政府抵达博孜克日格沟的 40 多公里路程，仍然是崎岖的山道。军
人何以会来到偏远的天山山脚下目击这一摩崖？这便是本文需要论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刘
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的战争形势密切关联。
晚清新疆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同治三年波及全疆的民变，这一推翻官府的变乱恰恰就是
从我们讨论的库车地区开始发生的。它造成政局的动荡，使清政府行之有效的伊犁军府管理体
制全部瘫痪。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1820-1877）乘机入侵南疆，并进逼乌鲁木齐，带来了长
达十多年的割据、动乱。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局面直到光绪元年改任左宗棠（1812-1885）为钦
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之后，才略有起色。按照左宗棠“先剿北路而後加兵南路”的战略，北疆
略定之后，刘锦棠、张曜、徐占彪的三路军队于光绪三年三月分兵南下，于年底平定南疆八城
35

。
然而平叛结束了的善后事宜却一样非常复杂，从俄罗斯手中收复伊犁即是其中的关键。
在全疆动乱之际的同治十年前后，俄罗斯以“代收代守”的名义，出兵侵占了伊犁，并以

清政府恢复新疆的控制权（“新疆之复”）为归还之期。因此在光绪四年初新疆平定后，左宗
36

棠与伊犁将军金顺即奉旨派员与俄官议还伊犁事 。在俄方以各种理由拖延的情况下，清政府
于光绪四年六月派出崇厚（1826-1893）出使俄国，办理伊犁交涉事宜。五年八月，崇厚“未
候朝旨”而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其中于国家利益多所丧失，
引起朝野大哗。其中关于伊犁领土，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流域归属俄
罗斯，不仅丢失原来领地，也使南北疆的两处通道——木扎尔特达坂和贡古鲁克达坂划在界
外，造成伊犁孤悬、南北疆隔绝。对于这样一种丧权辱国的越权订约行为，自不能为中国所接
受，因此，光绪六年正月，清政府派出钦差大臣曾纪泽（1839-1890）出使俄国重订和约。
就中国立场而论，可以不承认这一未经皇帝表决的擅权约定；而对于俄罗斯而言，放弃原
定协议中的分外收获而改弦更张，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从黑龙江到喀什噶尔的漫长边界线上，
俄罗斯频繁征兵压境，并扬言要兵船封锁辽东海域。曾纪泽能否成功再议，对于 1840 年以来
在外交史上不断签署不平等条约的中国而言，光绪朝廷并无胜算，因此在当年闰二月曾纪泽出
发后特旨下达给左宗棠：

“梯绝壁，剔苔藓”而模拓语，与刘平国刻石之摩崖位置不合，显系想象之词。
笔者《刘平国刻石的早期研究》另文详述。
34
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网站： http://www.xjjt.gov.cn/subClassNewsContent.aspx?id=17110
35
平定阿古柏叛乱前后的史实，可参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相关部分，及魏光焘
《勘定新疆记》、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一一六《兵事》二等。
36
最早关于收复伊犁的谕旨，于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即已下达，其云：“伊犁变乱多年，前此未遑兼顾，此
次如能通盘筹划，一气呵成，于大局方为有裨。”参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年影印光绪十六年刊本，2018 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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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改派曾纪泽前往再议，惟彼国不遂所欲，恐伺隙启衅，必须有备无患，以折狡谋。
左宗棠熟悉边情，老于军事，着将南北两路边防通盘筹划37。
左宗棠也迅速提出了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
现拟规复伊犁，东路宜严兵精河一带，扼其纷窜，伊犁将军金顺主之。中路由阿克苏
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计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货往来之道，广东陆路提督张
曜主之。西路取道乌什，由冰岭之西经布鲁特游牧地，约七站抵伊犁，计程千二百五十
里；此路久经封禁，道光初，那彦成、德音阿指为换防官兵往来快捷方式者也，通政使司
刘锦棠主之38。
面对中国军队在西域的严阵以待这一重要的因素，俄罗斯最终选择了与曾纪泽再度和议。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双方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又称《改订条约》或《圣
彼得堡条约》），其中特克斯河谷的收回，是界务方面难得的胜利。
以上关于收复伊犁事件的冗长回顾，与本文关系密切的是：左宗棠所以能够立即制定出武
力收复伊犁的决策，一定是在他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复南北疆以前就开始筹划了的战略。
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关系，从康熙以来逐渐频繁；认识到俄罗斯在东方的扩张野心，必定
是筹划西北边疆问题的常识。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而通盘考虑收复方案，接收被俄罗斯占领的
伊犁当然是重要的棋子。《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
光绪元年三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进驻肃州。案，查是年六月，俄游
历官索思诺福诣行营见宗棠，言俄皇立意与中国永敦和好，故令其前来，从前回逆马海乞
降纳欵，俄皇斥其为贼，拒之境外，原俟回疆渐定，即将伊犁交还。时陕回白彦虎踞古牧
地、玛纳斯等处，回夷勾结，互相援系，于是宗棠定先剿北路而后加兵南路之策39。
从左宗棠的策略可以看出，他对于北路俄罗斯与白彦虎可能形成的战略同盟非常警惕，因
此制定了剿灭北路叛乱、孤立俄罗斯，然后再平定南路的计划，可见俄罗斯在伊犁的占领一开
始便成为左宗棠特别考虑的因素。
收复伊犁需要动用武力的考虑，在曾纪泽出使之前就已经为左宗棠所筹划就绪。光绪五年
崇厚签约之后，左宗棠即奉上谕：“崇厚奉使俄国，……乃竟任其要求，轻率定议，殊不可
解。……左宗棠于新疆情形了如指掌，金顺、锡纶久在西北，谙习边情，着一并核议，密速具
40

奏。” 此时的左宗棠便具疏极论，略曰：“俄与中国陆地相连，仅天山北路为之间隔。……
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秦陇燕晋边防因之益急，彼时徐议筹边，正恐劳
费不可殚言，大局已难覆按也……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决之以战陈，
41

坚忍而求胜。臣虽衰驽无似，敢不勉旃。” 左宗棠“决之以战陈，坚忍而求胜”所表达的决
战信念，至少在光绪五年就已经胸有成竹了。

37

《新疆图志》卷五《国界》一，28A。
《新疆图志》卷五《国界》一，28A。
39
《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二，3A-3B。
40
《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二，6A-6B。
41
《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二，6B-8A。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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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曾纪泽出使时，左宗棠也具奏说：“曾使前往再议，词严义正，自可折其机谋。若
得成议而返，庶几息事安边，事有结果。傥其始终坚执，辩论竭而衅端开，非合南北全力慎以
42

图之不可。请督师出屯哈密，规复伊犁。” 因此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在与俄罗斯官员
的谈判中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鄂（俄）国一战。中国人坚忍耐
43

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 这一表达，无疑有左宗棠
的影响存在。所以《新疆图志·交涉志》评论说：“于是宗棠分兵四路，进规伊犁，舁榇驰抵
哈密。俄人侦知我国有备，闻我王师大出，不敢劳师远涉，轻启兵端，商改条约之事渐次就
范。故曾使得以从容辩论，保全数百里疆索还隶职方者，宗棠之力也。”

44

左宗棠以古稀之龄抗着棺材（舁梓）抵达哈密来指挥收复伊犁的战事，是以一种姿态来表
达誓死决战的信心。在这种姿态背后的支撑点，是他对于武力收复伊犁做出的周密安排，即上
述进军伊犁的三路兵力部署。除了在天山北部由伊犁将军金顺率领的精河一线主力外，左宗棠
安排的另外两路兵力正是进赴南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的以刘锦棠（1844-1894）的老湘军和张曜
的嵩武军为核心的军队。他们以阿克苏的冰岭即木扎尔特达坂为分界，被安排为进击伊犁的中
路和西路军。
穿行木扎尔特达坂的冰岭道，是从南疆翻越天山进入伊犁河谷最重要的干道，乾隆以来专
45

门派有棰凿冰梯的“达巴齐”维护道路的畅通 。但是左宗棠没有使用这条道路，可能与这一
46

道路行走艰险、不适合于大部队行军有关 ；或者兵贵奇诡，放弃这条通常的大道与俄罗斯军
队有所设防而难于穿越有关。因此启动冰岭道东西的不寻常道路，成为收复伊犁的军事机密。
冰岭以西的捷径，是一条早已废弃的道路，从距离和出奇制胜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合适
的。在《新疆图志·山脉志》据引清代各种行记而有详细的描述，兹摘要如下，以见左宗棠选
定这一道路的考虑：
贡古鲁克山岚层复，岩坂峻险。山间溪涧纵横，谷中尤隘，凡百余里，仅容单骑。有
地曰南、北郭罗，北郭罗通伊犁之伊克哈布哈克卡伦，南郭罗则布鲁特所游牧也。《莎车
行纪》云：“自伊犁惠远城起，西南十七站，由布鲁特游牧地方直抵乌什，为行兵快捷方
式。道光八年（1828），奉旨着伊犁将军、乌什办事大臣将伊犁南路哈布哈克卡伦、乌什
迤北贡古鲁克卡伦添派官兵巡访，不许夷民取道往来。”今考伊克哈布哈克卡伦越贡古鲁
克山以达乌什之路，悬崖峭壁，险阻异常。承平时有人行走，乱后路为贼毁，人迹罕到矣
47

。

与本文相关的张曜率领的中路军队被部署从木扎尔特达坂以东向伊犁进发。这一道路，必
然就在今天的拜城县境内寻找。拜城县境主要为木扎尔特河与克孜尔河东西环抱，二者在南边

42

《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二，9B。
曾纪泽撰述《金轺载笔》卷二，袁同礼校订，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年，8 页。
44
《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二，10A。
45
参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91 页。
46
刘锦棠《请按约索还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折》即有“阿克苏冰岭台路艰阻万状，夏月冰涣，四山圻溢裂流，
峭壁森立，莫能飞渡”之语，转引自《新疆图志》卷八九《奏议》八，13B。
47
《新疆图志》卷五九《山脉》一，27B。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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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孜尔石窟附近汇流为渭干河。其间从北部天山峡谷流出的水流都会汇入其中之一，而它们
都有可能成为沿着峡谷通向伊犁河谷的道路。
于是，从时间和地点高度的吻合程度上，我们可以水到渠成地作出如下推论：
在明确了左宗棠的战略部署之后，张曜的部队承担了从拜城县境内翻越天山进攻伊犁的任
务，因此他在光绪五年开始探寻一条最为便捷的道路。在当地居民的向导下，他的军士走向了
刘平国刻石所在的博孜克日格沟口。也许是维吾尔族向导告诉了军士们他们早已看到过的摩崖
刻石（如前引渡边哲信的日记所言），也许是军士们自己在沟口憩息之际发现了这一汉字遗迹
（如施补华题跋的记载），从此刘平国刻石名扬天下。
这场收复伊犁的战争预案并没有真正实施，仅凭有限的资料，我们并不清楚在左宗棠计划
中的那条冰岭之东道路——“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计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货往来之道”是
否即穿行博孜克日格峡谷的道路，但是刘平国刻石应该是在踏勘那条进军线路的过程中被意外
发现的。

余

论

参加平定阿古柏叛乱并担任了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的刘锦棠曾经将从伊犁通往南疆的捷
径概括为四条48，而通过博孜克日格沟口的道路并不在其中。博孜克日格沟是如此偏僻地出现
在天山南麓的一个幽静角落，作为天山南北的一条通道，穿越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只有
非常时期的非常需要，人们才会考虑到它。
在从古至今这样远离城市而交通不便的地方，刘平国刻石的被发现，实在是一个异数。而
如本文开篇所言，它与裴岑碑、沙南侯碑、姜行本纪功碑的发现一样，都是因为西域的战事导
致了军队跋涉到不同寻常的天山深处，因而才有了西域古代历史遗迹的重光人世。从这个意义
层面上，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清代与汉、唐在西域经营的历程，还真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存在
着。
2013 年 12 月 24 日定稿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本文系笔者担任新疆龟兹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而承担的 2011 年度新疆龟兹研究院
开放课题 “龟兹刘平国刻石发现与研究述论”项目成果之一。又得到以下项目
资助：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
（11&ZD095）、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西
北边疆平定与国家认同”（ 11JJD770029）。本文还先后在 2011 年 8 月新疆龟
兹研究院“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 年 12 月日本关西大学
东西学术研究所“非典籍出土文献研究班”研究会、2014 年 10 月中央民族大学
48

刘锦棠《请按约索还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折》：“臣查伊犁通南快捷方式有四：一自那喇特卡伦，经朱勒都
斯、察罕通格两山，以达喀喇沙尔。一由穆素尔达巴罕渡特克斯河，逾冰岭以达阿克苏之札木台；一出伊克
哈布哈克卡，越贡古鲁克达巴罕，以达乌什；一出鄂尔果珠勒卡伦，逾善塔斯、巴尔珲两山，渡纳林河，以
达喀什噶尔。”转引自《新疆图志》卷八九《奏议》八，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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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知名学者系列讲座”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指正而定
稿，谨此致谢。

Discovery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n Kuča and Modern Xinjiang
Zhu Yuqi
The pap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loc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of
Kuča date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makes new researches from two respects on it. First,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discovered inscriptive writings and related inspection record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inscription’s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confirms that it was firstly discovered by Shi Buhua in the 5th year of Guangxu era (1879). Second,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Xinjiang,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s related with Zuo Zongtang’s strategy for retaking the occupied region of
Yili by Russia. In fact, the inscription was an unexpected finding when Zhang Yao, Zuo Zongtang’s
man, led his troops to make a breakthrough advancing from Baicheng area to Yili.
（本文原刊《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8 辑，关西大学东西
学术研究所，2015 年 4 月 1 日，407-421 页。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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