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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敦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欧亚

文明互动、中原民族和西部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

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元4至14世纪，随

着佛教的发展，古代艺术家在敦煌一带陆续营建

了大量的佛教洞窟，其中莫高窟规模最大，至今

仍保存735个石窟，包括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和

两千多身彩塑。敦煌石窟艺术灿烂辉煌、内容博

大深邃，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及丝绸之路文化

一千年间汇集和交融的结晶。1900年，在莫高窟

藏经洞（今编17号窟）发现了数万件文献及其他

文物，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并因此而产生了一门

影响深远的学科——敦煌学，使敦煌文化遗产增

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敦煌石窟艺术融汇了中国和外国，汉族和其

他民族艺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

系，代表了4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

就，形成了一千年间系统的艺术史。以下，本文

带领读者简要地探究敦煌艺术的价值，领略敦煌

艺术的魅力。

【外来的石窟中国化】

各种类型的石窟建筑，对于全
面认识中国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石窟这种形式最早源于古代印度。至今印

度还保存着著名的阿旃陀石窟、埃罗拉石窟等。

佛教产生以后，僧侣们作为日常工作，要进行修

行、说法及各种佛教仪式的活动，于是针对不同

的需要，就产生了相应的寺院和石窟等建筑。寺

院是以砖石或木材建立的房屋建筑，而石窟则是

开凿在山崖中的洞窟。在敦煌这个沙漠地区，适

用于建筑的石材和砖瓦很少，木材也十分难找，

于是在砂岩中开凿的洞窟就十分发达了。

敦煌石窟的型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禅

窟。这是僧人们用以坐禅修行的洞窟。它的形

式是主室为一个大厅，大厅周壁开凿较小的洞

窟，僧人们在这些仅能容身的小洞窟中修行。北

凉时代第268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禅窟，此外，

还有北魏第487窟、西魏第285窟也是类似的禅

窟。二为中心柱窟。中心柱窟源于印度的支提

窟（也称塔庙窟），在佛像产生之前，塔作为佛的

象征物而被崇拜，所以在寺院和石窟中建塔，人

们绕塔礼拜。这样的形式传入敦煌后，改造成了

中心柱窟的形式：平面为长方形，在洞窟的后部

有一个方形的柱子，直通窟顶，这个方柱就象征

着佛塔，因为中国式的佛塔多为方形。中心柱窟

窟顶后半部是平顶，前半部则为人字披顶。“人字

披”是指中国传统建筑中人字形屋顶的形式，中

国古代的建筑都是以木构建筑为主，在顶上主梁

的两侧形成斜坡，侧面看就象一个汉字的“人”字

形，这就是中国典型的建筑形式。人字披的两端

还仿照木构建筑的形式，浮塑出椽子和斗拱。这

样，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与外来的石窟被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三为殿堂窟。这是敦煌石窟中为

数最多的洞窟，通常平面为方形，在石窟正面开

一大龛，洞窟的空间较大，如殿堂一样，所以称为

殿堂窟。因窟顶为覆斗顶形，也叫覆斗顶窟。敦

煌各个时代均有覆斗顶窟。唐代后期出现了一

种不开龛的殿堂窟，只在窟中央设佛坛，佛坛上

有众多佛像。五代以后，有中心佛坛的殿堂窟更

为流行，并增加了从佛坛延伸到窟顶的背屏，洞

窟的规模更大了，如第61、98窟等，洞窟进深都在

十几米以上。这样的形式，与当时寺院中佛殿的

布局一致。各种类型的石窟建筑，对于全面认识

中国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充满人间气息的佛教诸神】

真实而生动且富于人情味的
彩塑佛像，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敦煌石窟的主体是雕塑，现存古代彩塑两千

多身，包括佛、菩萨、佛弟子、天王、力士、高僧等

形象。在西北的沙漠地带，能用以作雕刻的石材

和木材都很少，以粘土制作塑像就成了营造佛像

的主要手段，以泥塑加彩绘，称作“彩塑”。佛像

是信众崇拜的对象，雕塑艺术家总是要尽全力将

佛像塑造得庄严而慈祥，才能使普通信众产生崇

拜之心。时代最早的北凉第275窟，正面塑出一

尊交脚弥勒菩萨像，高达3米左右，头戴宝冠，上

身半裸，腰系羊肠裙，双脚交叉而坐，故称为交脚

菩萨。莫高窟第259窟北壁的佛像，眉目清秀，神

情恬静，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体现出古朴而天真

的神情。

唐代彩塑多以群像为主，并注重不同的人物

个性特征。第45窟龛内保存着一组完整的七身

彩塑。塑像以佛为中心，两侧分别是弟子、菩萨、

天王。佛弟子阿难双手抱于腹前，身披红色袈

裟，内着僧祗支（专指僧人所穿的类似于衬衣的

一种内衣），衣纹的刻画简洁、单纯，胯部微微倾

斜，神态安详，在恭谨中又透出青年的朝气。弟

子迦叶则老成持重，颇具长者风范，他一手平伸，

一手上举，慈祥的眼神中充满睿智的光彩。菩萨

上身璎珞垂胸，披帛斜挎，下身着华丽的锦裙；头

部微侧，眼睛半闭，身体微微弯曲作S形；一手下

垂，一手平端，动作优美，神情娴雅；洁白莹润的

肌肤下面，似乎能感觉出血液在里面流动。天王

身披铠甲，一手叉腰，一手执兵刃，足踏恶鬼，英

姿飒爽，神情激昂。象这样生动的形象，在洞窟

中还有不少，从菩萨身上我们可感知那个时代的

妇女的温婉、娴静的个性；而天王、力士，也都是

唐朝现实生活中将军、士兵的写照。第158窟是

一个大型涅槃窟，内塑释迦牟尼涅槃像。长达15

米的佛像静静地躺在佛床上，他头靠在枕头上，

右手枕在头下，双目半闭，神态安详，仿佛一个假

寐的少女，嘴角还留有含蓄的笑意。无论是五

官、发髻和颈项，无不显示出明净的线条。身上

的袈裟自然形成一条一条柔和的衣纹曲线，与身

体起伏的曲线相配合，构成完美的韵律。

敦煌彩塑，虽然表现的是高高在上的佛像，

但通过古代艺术家的塑造，把这些本来充满了神

性的佛、菩萨、弟子等形象变得各有个性，真实而

生动，而且非常富有人情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

境界。

【极乐世界的现实世相】

经变画中的天宫建筑，实际
上就是唐朝雄伟壮丽的宫殿

唐代以后流行经变画，经变画就是概括地表

现一部佛经的主要内容，情节较多，规模较大的

画。代表性的经变有维摩诘经变、阿弥陀经变、

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等。

大部分经变画（如观无量寿经变等）的中心

是以佛说法会为中心，在佛周围描绘华丽的殿堂

楼阁和宝池平台，用以表现佛教净土世界。虽说

是画家想像的世界，但其中的一山一水，和无数

楼阁连同其中的佛、菩萨、伎乐、飞天等等却是那

样真实可感。

对佛国世界的想像，终究离不开现实生活。

经变中那些华美的宫殿楼阁，正反映了当时现实

中的建筑景像。《历代名画记》曾记载隋代画家杨

契丹长于画建筑，郑法士想要借他的画本（底

稿），“杨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

吾画本也。由是郑深叹服”。说明那时的画家

是以现实的宫殿建筑为依据来画的。由于这些

画家们的努力，使隋唐时代的建筑画达到了极

高的水平。特别是唐代以后的建筑画在表现远

近的空间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此，

我们从经变画中所观赏到的天宫建筑，实际上就

是唐朝雄伟壮丽的宫殿，还有在经变画中的人

物、服装、车马等等，正展现了那个时代社会的

面貌。

经变画中要表现佛国世界的美好场景，往往

要表现乐舞场面：中央有舞蹈者起舞，两侧有乐

队伴奏。乐队人数少则七八人，多则二三十人。

如第148窟东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乐队人数达30

人，是乐队人数较多者。乐队所用的乐器也反映

着不同乐曲的特征。不过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图

像而无法听到音乐，难以想象其音乐之妙处。但

我们从配置的乐器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想象

出乐曲风格。如有的乐队突出吹奏乐，有的以弹

拨乐器为主，有的以打击乐器为主等等。据研

究，初唐第220窟药师经变画中乐器的配置，就与

《旧唐书 · 音乐志》记载的西凉乐大体一致。可

见，壁画中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音乐状况。

第220窟壁画中还画了两组舞伎，左侧一组

舞步轻柔，好像在旋转，有人推测是唐代著名

的“胡旋舞”，右侧的舞蹈则步伐刚健有力。在

莫高窟第112窟的经变画中，还画出了当时舞蹈

的绝技“反弹琵琶舞”，反映了唐朝精彩纷呈的

舞蹈艺术。

唐代的弥勒经变中，为了表现弥勒世界中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种七收等奇迹，还画出了耕

种收获图、婚礼图等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如唐

人婚礼场面：在一个大院的外面，有一个大大的

帐棚，新郎新娘和众多的宾客们正在里面欢宴，

有一人正在跳舞，这一场面正反映了唐代婚俗中

新婚之日，于户外搭“青庐”的习俗。

作为佛教石窟，敦煌石窟的开凿离不开古代

佛教信众。那些出资营建洞窟的人，称作“供养

人”，通常在洞窟中适当的位置画出他们的形象，

即供养人像。供养人像往往要画出一个家族甚

至很多亲戚的形象，并记下他们的名字、官衔等

等。所以供养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题名结衔，就

成了我们认识那个时代参与石窟营建者历史的

重要资料。同时，供养人的服饰，真实地反应了

不同时代人物的服饰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

贵的服装史资料。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

图是唐代供养人像的代表作，表现的是当时的瓜

州晋昌郡都督的夫人和女眷们的形象，华丽的服

饰和雍容的神态，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妇女的风

采。唐五代壁画中还出现了吐蕃族、回鹘族、党

项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使我们对

历史上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物增加了

很多形象的认识，也反映了自古以来由多民族共

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

【唐朝名家的画风】

敦煌壁画中有不少青绿山
水画面，为人们了解李思训画风
提供真实依据

莫高窟第 220窟开凿于贞观十六年（642

年），此窟东壁门两侧分别画出维摩诘与文殊菩

萨。南侧是维摩诘坐在帐中，手持麈尾，双目炯

炯有神，神情激昂，宛然是一位中国文人的形

象。门北侧是文殊菩萨和弟子、菩萨以及帝王、

大臣听法。画中最有意义的是中国的帝王、大臣

与少数民族国王的形象。皇帝戴冕旒，着衮服，

两手伸开，仪态雍容，大臣们前呼后拥，显出至尊

气派。帝王图的出现，与当时画家阎立德、阎立

本兄弟有密切关系。阎立本早年曾为唐太宗创

作了《秦府十八学士图》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图》等，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立德、立本兄弟均绘

有《帝王图》与表现外国人物的《职贡图》，今美国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历代帝王图》、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步辇图》传为阎立本所绘。通过比较莫

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帝王图，与波士顿艺术博

物馆藏《历代帝王图》有诸多相似之处，可知敦煌

所绘帝王图当传自中原，应受阎立本兄弟的影

响。因为阎氏兄弟在朝廷做官，有机会经常与皇

帝接触，并亲眼目睹外国使节来访的场面。所以

他们画出帝王图和外国人物图便会成为当时画

家们争相传模的样本。莫高窟第220窟营建之

时，正是二阎在朝廷中做官之时，帝王图与外国

人物图传到敦煌，正与这个时代相符。

盛唐时代，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的寺院中绘

制了大量的壁画，他创造了兰叶描的技法，“其势

圆转而衣服飘举”，即所谓“吴带当风”。这种线

描的特点在于“用笔磊落”而富于变化，能表现完

整的气韵。由于吴道子的线描水平极高，他常常

画完线描，让弟子们上色，而弟子们不敢覆盖了

他的线描，常常用淡色，以突出他的线描。吴道

子因他的杰出艺术而被称为“画圣”，可惜一千多

年之后的今天，长安、洛阳的唐代寺院都没有保

存下来，吴道子的作品我们也就无从得见。莫高

窟第103窟盛唐时期的维摩诘像，以充沛有力而

又富于变化的线描，表现出人物雄辩滔滔的精神

风貌，这样的人物画风，与吴道子的画风非常吻

合。此外，莫高窟第199窟的菩萨形象，第158窟

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

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也

反映了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虽然没有文

献记载过吴道子到敦煌作画之事，但是吴派的画

家，或者受吴派影响的画家到敦煌作画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开创了青绿山水

画。以青绿重色表现出富丽堂皇的山水风景，深

受时人喜欢。李思训官至右武卫大将军，人称

“大李将军”，而把他的儿子李昭道称为“小李将

军”。唐代的评论家说李思训为“国朝山水第

一”，可惜他的山水画真迹已经不存，台北故宫有

传为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后人临摹品。但

在敦煌壁画中却有不少青绿山水画面，为我们了

解李思训一派山水画的原貌提供了真实的依

据。莫高窟盛唐第217窟、103窟、148窟、172窟

等窟都有不少青绿山水画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李思训画风的特色。

在第103、217窟的山水画中，画家们充分调

动了山水的各个要素，山峰、河流、瀑布、树木、藤

蔓等都各得其宜，表现得十分协调，山峰有耸立

的危崖，有平缓的小丘，有近景的岩石，有远景的

峰峦。河流也各有曲折，远景河流细细如线，近

景中波浪翻滚，还有山崖上喷出的瀑布、泉水，体

现出透明之感。树木更是种类繁多，开花者如桃

如李，近景中柳树婆娑，松树挺立；悬崖上青藤垂

下，草丛茂盛。从野外到城里，人物来来往往，这

一切构成了完美的山水人物图。

在唐代以前的绘画作品极为罕见的今天，敦

煌艺术成为了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

要依据。壁画中为数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形象，依

然感动着千百年后今天的人们。

作为文化遗产，敦煌文化还有着极其丰富的

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限

于篇幅，本文仅就艺术价值作一些介绍。敦煌石

窟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源库，我

们从中感受到我国古代的艺术家在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

不断创造出那个时代新的艺术，为人类文明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敦煌文化也为我们

今天传承创新提供了重要源泉。艺术家们可以

不断地从中汲取创造灵感、创作元素和文化智

慧，创造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丰富的新

艺术。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迄今规模最大的敦煌艺术主题
展览“文明的印记”正于北京举办，而
上海则将迎来“遇见敦煌”沉浸展。
近年来，敦煌艺术以多种方式在全国
乃至全球巡展，掀起“敦煌热”。而敦
煌艺术最值得品味的艺术魅力究竟
何在？我们特邀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赵声良撰文解读。

在赵声良看来，敦煌石窟可谓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源库。在
唐代以前的绘画作品极为罕见的今
天，敦煌艺术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
绘画艺术的重要依据。大众更能从
中能够感受我国古代艺术家以开放
胸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
献。同时，这座资源库也为当下的传
承创新提供了重要源泉。

——编者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为煌石窟何以被誉为
库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源库

赵声良

 殿堂窟是敦煌

石窟中为数最多的洞

窟，通常平面为方形，

在石窟正面开一大龛，

洞窟的空间较大，如殿

堂一样。图为殿堂窟

型制的敦煌莫高窟第

249窟，西魏

▲ 莫高窟盛唐第

217窟、103窟、148窟、

172窟等窟都有不少青

绿山水画的作品，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李思训

画风的特色。图为莫

高窟第217窟南壁，山

水，盛唐

▲ 初唐第220窟药师经变画中乐器

的配置，与《旧唐书 ·音乐志》记载的西凉

乐大体一致。可见，壁画中较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音乐状况。图为莫高窟第220

窟中的乐队图像，初唐

▼ 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最有意义的是中

国的帝王、大臣与少数民族国王的形象。皇帝戴

冕旒，着衮服，两手伸开，仪态雍容，大臣们前呼后

拥，显出至尊气派。帝王图的出现，与当时画家阎

立德、阎立本兄弟有密切关系。图为莫高窟第220

窟东壁帝王及大臣图像，初唐

▲ 莫 高

窟第 103窟盛

唐时期的维摩

诘像，以充沛

有力而又富于

变化的线描，

表现出人物雄

辩滔滔的精神

风貌，这样的

人物画风，与

吴道子的画风

非常吻合

（本版图片均由敦
煌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