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壁画娱乐图再研究

———与 《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 商榷

曾丽荣　 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 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壁画娱乐图中绘四人。 通过对四人发式、 服制和服色之研究， 推知其发

式为鲜卑髡剃之辫发， 服制为鲜卑常着之袴褶， 服色为鲜卑常见之赭色、 黑色和白色。 所进行的娱乐

活动在表演形式上与鲜卑传统力士舞相吻合， 应为鲜卑传统舞蹈。 而其击打之乐器或是鲜卑传统乐器

之虏鼓， 或为秦汉时期发轫于北方游牧民族鼓吹乐中的手鼓。 该图表明十六国时期表氏县 （高台县

境） 及其周围生活着为数不少的河西鲜卑， 独具特色的河西鲜卑文化丰富了古代河西地区的民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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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高台地埂坡 Ｍ４ 前室四壁均有壁画①， 娱乐图 （图 １） 位于前室前壁上部②， 图

中绘男子四人， 其中右二人相向而对似作某种表演； 左二人中一人背乐器， 一人呈击打

乐器状。 四人均将顶发髡剃而唯中间留一小撮短发， 两鬓及脑后则蓄发结为尺余长辫。
所着上衣为赭色或黑色交领束腰服， 衣长至胯下， 下身着赭色或白色之袴， 小腿皆以带

状物绑缚， 赤足。
郑怡楠所撰 《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墓葬壁画

研究之二》③一文， 认为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中人物形象为粟特人。 其依据为： 娱乐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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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十六国时期 （郑怡楠 《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祥瑞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墓葬壁画研究之
一》，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０－１２６ 页）。 笔者亦认同此观点。

　 ②　 吴荭 《甘肃高台发掘地埂坡墓群魏晋墓葬》， 《中国文物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２ 版。
　 ③　 郑怡楠 《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墓葬壁画研究之二》，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７－１３４ 页。

２１



与粟特人的长相、 发式和服饰相符合； 人物所击之鼓是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和鼓； 持角抵

姿势的两人由于肢体未接触， 推测很可能是康国乐、 安国乐中的表演形式。
近年来， 随着相关资料与研究的不断丰富， 笔者对高台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中人物族

属及娱乐内容有了新的见解， 故撰此文以商榷。

一、 高台地埂坡 Ｍ４ 壁画娱乐图人物形象考辩

娱乐图中四人均将顶发髡剃， 只留中间一小撮， 两鬓及脑后则蓄发结为尺余长辫。
据 《宋书·索虏传》 载： “索头虏姓讬跋氏”①， 又 “索头， 鲜卑种……以其辫发故谓

之索头”②。 “索头” 虽是南朝人对拓跋鲜卑的一种蔑称， 但据此可推知其发式为 “索
发”。 “索发” 即为 “辫发”， 顾名思义， 就是将头发编束为辫。 亦有史料记载鲜卑为

“披发”， 如 《南齐书》： “魏虏……姓托跋氏……被发左衽， 故呼为索头。”③ “被发”
即 “披发”， 但鲜卑并非披散着头发， 而是将编好的发辫披散于背后或垂于肩上④， 形

似一条条 “索”， 因而才以 “索头” 称呼拓跋鲜卑。 鲜卑男子辫发形象在敦煌莫高窟西

魏第 ２８５ 窟壁画中亦有所见， 北壁东起第一幅 《无量寿佛说法图》 下， 第一身男供养

人像脑后垂有小辫 （图 ２）。 同壁东起第六幅 《迦叶佛说法图》 下， 第一身男供养人脑

后亦垂有小辫； 东壁北侧说法图下也有一身男供养人脑后有小辫 （图 ３）。⑤ 此种发式

就是 “辫发”， 亦即 “索发”， 是鲜卑族人辫发习俗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⑥

图 １　 高台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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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北壁垂辫男供养人 图 ３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东壁垂辫男供养人

鲜卑辫发为髡剃后之辫发， 此在史籍中可寻得一些记载。 据 《后汉书》： “乌桓者

……父子男女相对踞蹲。 以髡头为轻便。”① 而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唯婚姻先髡头。
许慎 《说文解字·髟部》： “髡， 剃发也。”② 髡头初为刑罚， 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出土秦简： “士五 （伍） 甲斗， 拔剑伐， 斩人发结， 可 （何） 论？ 当完为城旦。”③ 又

据卫宏 《汉旧仪》： “秦制……凡有罪， 男髡钳为城旦。 城旦， 治城也。” 髡钳城旦， 就

是对犯人剃发且刑具束颈， 罚其治城以示惩处。 另据 《称谓录》， 髡人属僧也④。 通过

以上分析， 可知鲜卑髡发无非两种样式： 剃发， 但仍保留部分头发； 剃光头， 似僧人

状。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⑤所见鲜卑髡发， 部分为全剃， 部分则剃去两鬓及脑后之

发。 河西鲜卑承袭了拓跋鲜卑髡剃后辫发的习俗， 此在史籍中即可窥知一二。 《晋书·乞

伏乾归载记》 中即有 “索虏秃发如苟率户二万降之 （指乾归） ”⑥ 之记载， 《晋书·郭

黁传》 中亦以 “索头” 称呼秃发鲜卑： “黁尝曰： ‘凉州谦光殿后当有索头鲜卑居

之。’ ”⑦ 可见河西鲜卑亦为梳一条条辫子的 “辫发索虏”。 而娱乐图中人物均将顶发

髡剃， 只留中间一小撮， 两鬓及脑后之发均结尺余长辫， 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娱乐图中人物的发式与居于河西地区的羌、 氐、 西域胡、 粟特、 卢水胡等族发式亦

不同。 羌人为披发， 据 《后汉书·西羌传》 载： “建武九年， 隗囂死， 司徒掾班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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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 羌胡被发左衽’ ”①， “ （爰剑） 既出， 又与劓女遇于野， 遂

成夫妇。 女耻其状， 被发覆面， 羌人因以为俗”②。 羌人壁画最早见于武威磨嘴子东汉

墓 Ｍ７２ 的木版画， 所绘之人披发， 左衽， 着短袍， 袍身饰以缘边。③ 日本園田俊介先生

认为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中披发人物可能是鲜卑族④， 笔者不能苟同， 羌人 “披发” 可

以达到 “覆面” 的程度， 髡剃的可能性不大。 氐人乃编发， 史载 “其俗， 语不与中国

同， 及羌杂胡同……皆编发”。⑤ 氐人编发是将头发编为发辫垂于项背， 亦不见髡剃之

俗。 西域胡为剪发， 焉耆 “其俗丈夫剪发”⑥， 龟兹 “男女皆剪发垂项”⑦， 噘哒 “头皆

剪发”⑧。 粟特胡亦为剪发， 史载 “康国者， 康居之后也……丈夫剪发”⑨， 而粟特其他

地区的发式 “同于康国”。 卢水胡或披发或辫发， 但并不髡剃。
娱乐图中人物所着服装形制， 笔者认为应是鲜卑基本服制之一的袴褶服。 褶， “大

褶至膝， 则小者较膝为短矣， 颜师古注： ‘褶， 重衣之最在上者也， 其形若袍， 短身而

广袖， 一曰左衽之袍也’。” 可见褶是一种左衽、 大袖， 身长至胯部的夹衣。 王国维先

生在 《胡服考》 对于袴褶也有详细的考述： 褶， 即上装为大袖或小袖的短身袍、 衫，
称为 “褶”； 下身穿袴， 并且用带子在膝部缚束起来。 地埂坡娱乐图中人物所穿上衣与

王国维先生关于褶之形制的描述是一致的。 且娱乐图中人物所着上衣与辽宁朝阳袁台子

慕容鲜卑墓壁画中人物所穿 （图 ４） 褶之形制也相符。 袴， 汉刘熙 《释名·释衣服》：
“袴， 跨也， 两股各跨别也。” 其制左右各一， 分着两腿， 上达于膝， 下及于踝。 最初

形制为无腰无裆， 穿时套于胫上， 故称其为 “胫衣”。 汉代以后， 袴身接长， 上达于腰

部， 但袴裆多不加缝缀， 但此时期并不是全无合裆袴， 武士所着以为内衬的大袴即为合

裆。 河西鲜卑所着袴为合裆袴， 穿时小腿部分以带子缠绕绑缚， 以利于行动。 袴褶起源

之时间目前尚难确证， 然秦汉时期已有之应无大谬。 “袴褶魏、 晋以来， 以为车驾亲

戎， 中外戒严之服。 晋制虽有其说， 而不言其制。 然既曰戒严服之， 必戎服也。” 魏

晋时期之袴褶仍多为兵戎所着以为内衬之服， 外穿仍不甚流行。 不同的是， 地埂坡娱乐

图中人物所着之褶为右衽形制。 而据 《南齐书》 载： “魏虏……姓托跋氏……被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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衽。”① 衽， 即古代衣襟。 汉族服装的特点是左襟压右襟， 在右腋下挽结， 是为右衽；
少数民族服装是右襟压左襟， 在左腋下挽结， 故称左衽。 右衽被汉人视为汉族正统的服

饰礼仪， 以区别于素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 然而， 通过娱乐图可知， 应为左衽的鲜卑

袴褶服出现了右衽形制， 此种情况应是受汉族服饰文化影响的结果。

图 ４　 辽宁朝阳袁台子慕容鲜卑石室墓壁画

（采自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１ 匈奴、 鲜卑卷》， 第 １４５ 页）

图 ５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采自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第 ４０ 页）
娱乐图中人物褶服颜色为赭色和黑色， 袴为赭色与白色。 《太平御览》 卷 ６４９ 引

《风俗通》 称鲜卑人皆髡头而衣赭。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乌丸人之服装颜色也

偏红色， 而鲜卑与乌丸同俗， 服色相近而多着赭色。 北燕冯素弗二号墓西壁所绘鲜卑人

同样着赭色服装。 山西大同南郊、 迎宾大道、 智家堡北魏墓壁画 （图 ５） 所见鲜卑人亦

多身着赭色袴褶服。 白色与黑色的袴褶服在辽宁朝阳袁台子慕容鲜卑墓壁画 （图 ４） 中

亦有所见。 娱乐图中人物所着袴褶之颜色正是鲜卑常着的服色。
娱乐图中人物服装亦异于河西地区羌、 卢水胡、 粟特胡、 氐族等其他民族。
羌人 “皆衣裘褐”， 裘为动物皮毛， 褐为粗毛织品。 羌女则披大华毡以为盛服， 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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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常以花纹为饰。 羌人服装领式十分特殊， 据 《淮南子·齐俗篇》： “羌人括领。”
括， 絜也。 絜者， 束也。 可见羌服领型为束领， 与娱乐图中人物的领型明显不同。 卢水

胡在魏晋时已与羌人混居， 被服、 饮食、 言语略与羌同。
粟特胡则着胡袍， 其制概为两种： 圆领袍和翻领袍。 其中圆领袍有正中对襟和颈部

右侧对襟两种， 衣长通常及膝； 翻领袍之领部或两侧翻领， 或一侧翻领， 皆呈三角形，
衣长过膝， 甚者可长至脚踝。

氐人之服， 据 《三国志》 卷 ３０ 《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注引 《魏略·西戎传》： “氐
人有王， 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 称槃瓠之后， 或号青氐， 或号白氐， 或号蚺氐， 此

盖虫之类而处中国， 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衣服尚青绛。 俗能织布……其妇人嫁时

著衽露， 其缘饰之制有似羌， 衽露有似中国袍。”①氐人种类非一， 因其衣服颜色有异而

称之， 或为青氐 （着青色服）， 或称白氐 （着白色服）。 蚺， 《说文》 云： “蚺， 大蛇，
可食。” 又 《南裔异物志》： “蚺惟大蛇， 既洪且长， 彩色驳荦， 其文锦章。” 可知蚺是

一种色彩驳荦、 条文相间的大蛇。 而 “蚺氐”， 应该就是穿着色彩斑驳的条纹衣的氐

人。 衽露， 马长寿先生认为衽露之制似指衣襟。 缘饰， 概为服装边缘之花纹装饰。 另

《梁书·武兴国传》 言其大姓有苻氐、 姜氐， “著乌皂突骑帽， 长身小袖袍， 小口袴，
皮鞾”②。 氐人服色以青、 绛为尚。 绛， 大赤也。 氐人服装形制、 颜色虽与鲜卑有相似

之处， 然当时鲜卑在河陇、 河湟地区势力强盛， 服饰有鲜卑化倾向也是在所难免。
综上， 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人物的发式为鲜卑髡发之一的辫发； 所着上衣为交

领、 窄袖、 长度及胯的褶衣， 下身着袴， 为鲜卑常服之服制； 服装颜色为鲜卑常见的赭

色、 白色与黑色。 结合娱乐图人物之发式、 服制与服色， 笔者认为其为河西鲜卑族。

二、 高台地埂坡 Ｍ４ 壁画娱乐图内容释读

娱乐图中右二人两相相对似作某种表演， 左二人中一人背乐器， 一人击打乐器。 根

据娱乐图中人物的表演形式， 《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

Ｍ４ 墓葬壁画研究之二》 一文将其认定为 “角抵” 或 “相扑”， 对此， 笔者持不同观点。
根据史料记载， 从西周至隋唐， 与 “角抵” 相关的称谓较多。 西周、 战国时期称

之为角力。 秦汉时期有觳抵、 角抵、 角觝、 卞、 手搏等称。 此后直至唐代， 角抵、 角

觝、 相扑、 角力在各朝代皆有出现。 《礼记》 云： “孟冬之月， 天子乃命将率讲武， 习

射御角力。” 可见先秦时期的角力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 《史记·李斯列传》： “是时

二世在甘泉， 方作觳抵优俳之观…… ［集解］ 应劭曰： ‘战国之时， 稍增讲武之礼， 以

为戏乐， 用相夸示， 而秦更名曰角抵。 角者， 角材也。 抵者， 相抵触也。’ 文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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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秦名此乐为角抵， 两两相当， 角力， 角伎艺射御， 故曰角抵也。’ 骃案： ‘觳抵即

角抵也。’ ”① 根据上述史料记载， 秦时又将角力更名为角抵， 且成为一种与俳优等伎

艺相并列的表演， 但仍具有 “射御” 性质。 而角觝， 据苏鹗 《苏氏演义》： “ ［汉纪］
云：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戏， 以享外国朝献者， 而三百里内皆观之。’ 此角觝乃角胜

也， 盖始于戴角， 遂有是名耳。 抵与觝同用， 此抵字非正文。”② 可见觝为正字、 原字，
后衍化为抵， 角觝和角抵所表达的内容基本相同。 卞， 颜师古注引苏林曰： “手搏为

卞”， 其内容及表演形式与角抵亦是相似的。 西汉时期， 角抵的名称属性和涵盖范围逐

渐扩展。 据 《史记·大宛列传》： “于是大觳抵， 出奇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 行赏赐，
酒池肉林， 令外国客徧观各仓库府藏之积， 见汉之广大， 倾骇之。 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

觳抵奇戏岁增变， 甚盛益兴， 自此始。”③ “奇戏” 可能是来自西域等地区的魔术、 幻术

表演， 而 “诸怪物”， 很可能是演员头戴面具装扮成怪兽形象。 可见自西汉开始， 角抵

已突破狭义的角力概念， 演变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角抵戏。 东汉时期角抵之范围， 以

“程角抵之妙戏”④ 为领起， 其后铺叙角抵诸戏。 此时期的 “角抵” 是糅合杂技、 舞台

剧、 幻术等的综合性表演。 据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记： “诏太常、 大鸿胪与诸国侍

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 飨赐作乐， 角抵百戏。 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⑤ 因而， 除 “角
抵” “角抵戏” 这两个在 《后汉书》 中已经出现的名称外， 又有 “角抵百戏” 一称。

从考古出土与角抵有关的文物来看， 秦及两汉时期已出现几种不同的角抵方式。
１９５５ 年， 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的角抵纹透雕铜牌中角抵者呈搂抱式⑥； １９７５ 年， 湖北

江陵县凤凰山秦墓出土木篦所见角抵者呈拳击式⑦； 河南省密县打虎亭 ２ 号汉墓壁画所

绘角抵二人作相斗状。⑧ 但是， 在上述角抵场景中， 均没有出现乐器等表演。
魏晋时期， 百戏之名流行并逐渐替代角抵， 而角抵之实则又转向狭义的角力， 着重

体现搏斗技艺与防身技术。 这一时期出现了 “相扑” 这一活动。 《三国志》 卷 ５０ 《吴
书·妃嫔传》： “令宫人著以相扑， 朝成夕败， 辄出更作， 工匠因缘偷盗， 府藏为空。”⑨

又 《太平御览》： “孙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摇……令宫人着以相扑， 朝成夕败， 辄命更

作”， “颍川、 襄城二郡班宣相会， 累以作乐。 谓角抵戏。 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
‘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 笃曰： ‘相扑下技， 不足以别两国优劣， 请使二郡更论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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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 人物得失。’ ”① 从中可以看出相扑是一种异于角抵的可供表演和观赏的娱乐活

动， 同时也有 “别优劣， 论经国大理、 人物得失” 的政治意义。 《俄藏敦煌文献》 第

１０ 册刊布的 Дｘ ０２８２２ 号文书， 原名 《蒙学字书》， 从张金泉、 许建平 《敦煌音义汇

考》 可知其名应为 《杂集时要用字》②， 在这份残存长达 ２５９ 行、 约 ２４００ 字的写本中，
详细地按义类分为 ２０ 部 （类）， 而 “相扑” 一词出自 “音乐部第九”③， 音乐部中以乐

器为多， 其次是影戏、 杂剧， 此说明 “相扑” 或与乐舞相关。 而且在古代汉语中，
“相” 是一种击打的乐器， “扑” 是搏击、 扑打之意， 可见 “相扑” 是一种在击打乐器

伴奏下相互扑击的活动形式。 因此， 高台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也被认为是 “相扑图”。
通过上文对 “角抵” 和 “相扑” 之考究， 再结合地埂坡娱乐图中人物的表演形式，

如表演者的动作、 有无配乐等， 推断此并非 “角抵” 或 “相扑”， 而应是鲜卑族传统的

乐舞表演。 鲜卑族是一个擅长乐舞的民族， 在宴饮活动中常以音乐、 舞蹈助兴。 据

《魏书·乐志》 载： 北魏时期， 拓跋鲜卑 “正月上日， 飨群臣， 宣布政教， 备列宫悬正

乐， 兼奏燕、 赵、 秦、 吴之音， 五方殊俗之曲。 四时飨会亦用焉。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
礼不忘其本， 掖庭中歌 《真人代歌》， 上叙祖宗开基所由， 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凡一百

五十章， 昏晨歌之， 时与丝竹合奏。 郊庙宴飨亦用之。”④ 鲜卑舞蹈在汉文史料中也有

诸多记载， 有 《皇始舞》 《力士舞》 《马舞》 《城舞》 《兰陵王入阵曲》。 鲜卑舞蹈突出

尚武精神， 风格粗犷。 据 《魏书·奚康生传》： “奚康生， 河南洛阳人。 其先代人也，
世为部落大人……正光二年 （５２１） 三月， 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 文武侍坐， 酒酣迭

舞。 次至康生， 康生乃为力士舞， 及于折旋， 每顾视太后， 举手、 蹈足、 嗔目、 颔首为

杀缚之势。”⑤ 奚氏， 本姓达奚氏， 是鲜卑帝室十姓之一， 其所跳力士舞， 舞姿刚劲、
稳健， 动作有颔首、 蹈足、 踢踏、 跳跃、 折腰、 擒拿等。 娱乐图中的人物的表演形式与

奚康生所跳之舞十分相似， 应为鲜卑 《力士舞》。 鲜卑族的传统乐器有大角、 虏鼓等。
虏鼓是鲜卑常用的一种打击乐器， 《酉阳杂俎》： “后魏俗竞厚葬……打虏鼓。”⑥ 《魏
书·礼志一》： 太和十九年， 魏孝文帝曰 “我国家长声鼓以集众”⑦。 虏鼓不仅用以召集

群众， 还配歌词音乐， 形成正规的鼓曲。 鲜卑族自东北南下、 西进之时， 随之流传的是

其传统的民族舞蹈和乐器， 且彼时酒泉郡之表氏县 （今高台县境） 南抵祁连， 北枕合

黎， 是屯田、 用武、 控扼戎番之重地， 其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是中、 西文化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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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之地， 因此， 力士舞、 虏鼓随鲜卑流传于此地也不足为奇。

　 　 图 ６　 北魏元邵墓击鼓俑　 　 　 　 　 　 图 ７　 彭阳新集北魏墓出土的陶鼓

（采自 《洛阳北魏元邵墓》， 第 ２１９ 页） 　 （采自 《彭阳新集北魏墓》， 第 ３６ 页）

图 ８　 河南邓县彩绘画像砖

（采自 《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 第 ９２ 页）
鼓吹乐大致出现于秦末汉初， 史载 “始皇之末， 班壹避地于楼烦， 致马牛羊数千

群。 值汉初定， 与民无禁， 当孝惠、 高后时， 以财雄边， 出入弋猎， 旌旗鼓吹”。① 又

《乐府诗集》 卷 １６ 《鼓吹曲辞一》 引刘瓛 《定军礼》 云： “鼓吹， 未知其始也； 汉班壹

雄欮野而有之矣。”② 由此可见， 鼓吹极可能是从楼烦传播进来的夷乐。 两汉时期， 鼓

吹乐已广泛用于朝会宴乐、 道路出行、 丧葬等场合。 早在汉代， 政府为了加强对河西地

区的控制就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大量的内地人口迁至河西。 魏晋十六国时期， “天下方

乱， 避难之国唯凉土耳”③， 因而 “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④， 仅太兴三年 （３２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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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邽军民 “散奔凉州者万余人”①， 避难河西的除了大量流民， 还有许多内地的豪强

著姓、 世家大族。 因此， 鼓吹乐随移民或避难者传至河西， 为河西鲜卑所吸收也未尝不

可能。 恰如陈寅恪先生之言： “西晋永嘉之乱， 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

隅， 至北魏取凉州， 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② 洛阳北魏元邵墓即出土鼓吹乐俑③， 其

中步行击鼓俑下身穿长袴 （图 ６）， 一圆形鼓系于腰间， 鼓面向右侧倾斜。 彭阳新集北

魏墓也出土了 ２ 件相同的鼓 （图 ７）， 鼓面呈圆形， 腹部圆润凸出。④ 河南邓县出土的南

朝彩绘画像砖亦绘有鼓吹乐的场景 （图 ８）。 鼓吹乐中的鼓为手鼓， 表演者应双手执棒，
以便于在表演中边走边击打乐器。 手鼓鼓身均有穿孔， 既然可以将其系于腰间， 自然也

可以缚于背部， 由一人背鼓， 一人敲击。
根据上述分析， 高台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中的表演应为鲜卑力士舞。 所击之乐器， 或

为鲜卑传统乐器之虏鼓， 或为鼓吹乐中的手鼓， 其作用是在表演的过程中击鼓以助兴。

三、 河西鲜卑的分布及人口

史载 “鲜卑” 源出 “东胡”。 “东胡”， 据 《史记·匈奴列传》： “在匈奴东， 故曰

东胡。”⑤ 秦汉之际， 匈奴攻灭东胡， 其部众逃散， 留居故地者投靠匈奴； 退保乌桓山

者， 以为乌桓； 部分则别保鲜卑山， 因号焉； 另有一支聚居于大鲜卑山。 西晋初， 鲜卑

分为三部： 居于东北之东部鲜卑； 盘踞漠南和代北之拓跋鲜卑； 据西北地区之河西鲜卑

与陇西鲜卑。
河西鲜卑部族众多， 有秃发、 北山、 思盤、 意云、 麦田、 叠掘、 车盖等部。 东汉时

期， 河西鲜卑已具备较强的势力， 以致于不受控制而为 “不法之事”。 据 《后汉书·应

劭传》 载： “往者匈奴反叛……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 斩获丑虏， 既不足

言， 而鲜卑越溢， 多为不法。”⑥ 河西鲜卑是最先反抗西晋压迫的民族， 自 ２７０ 年至 ３０４
年间曾多次发生叛乱， 在反叛的过程中， 河西鲜卑得到了其他民族的支持， 可见此时期

河西鲜卑势力强盛， 因而在河西诸民族中具有发动叛乱的实力和主动权。 秃发氏无疑为

河西鲜卑中势力较大的一部。 据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载： “秃发乌孤， 河西鲜卑人

也。”⑦ 因何称其为 “秃发”？ 《晋书》 载： “初， 寿阗之在孕， 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

中， 鲜卑谓被为 ‘秃发’， 因而氏焉。”⑧ 钱大昕先生考证： “按： 秃发之先， 与元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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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秃发’ 即 ‘拓跋’ 之转， 二者无义也。 古读轻唇音如重唇， 故赫连 ‘佛佛’ 即

‘勃勃’。 ‘发’ 从 ‘犮’ 得声， 与 ‘跋’ 音正相近。 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 故别而二

之。 晋史亦承其说。”① 秃发氏迁至河西的具体时间， 学术界莫衷一是②。 然此时间介于

公元 ２１９ 年至 ２５６ 年应无大谬③。
秃发鲜卑的分布范围， 史载其 “东至麦田、 牵屯， 西至湿罗， 南至浇河， 北接大

漠。”④ 麦田城的位置， 《水经注》 卷 ２： “河水东北流， 迳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水

出祖厉南山， 北流迳祖厉县， 而西北流注于河。 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城西， 又北与麦田泉

水合。”⑤ 袓厉川即今甘肃靖远县南之祖厉河， 据此推断麦田城当在靖远、 中卫一带。
牵屯即牵条山， 其位置据 《水经注》： “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 肥水注之。 水出高

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西。”⑥ 高平县隶属于原州之平凉郡。 “湿罗” 又作 “汁罗”， 盖

即罗川之地。 周伟周先生考证罗川位于今青海湖东。⑦ 浇河， “吐谷浑之地， 吕光以为

郡， 隋、 唐之廓州即其地也。” 浇河城在廓州达化县贺兰山。⑧ 据此推知秃发鲜卑活动

于东起今甘肃平凉西北， 西至青海湖东， 南达青海贵德， 北至腾格里沙漠、 巴丹吉林沙

漠的广阔地区。 十六国时期， 河湟一带的许多鲜卑族也迁至河西地区， 秃发鲜卑通过合

并各部， 为南凉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南凉最盛时期的疆域是在秃发傉檀统治时期，
其领有凉州五郡、 岭南五郡及晋兴、 三河十二郡， 即今甘肃兰州以西， 永昌西水泉子之

东， 北抵腾格里沙漠， 南至青海以南同仁一带。⑨ 其他河西鲜卑诸部散居于河西。 鲜卑

思盤部活动于今甘肃省张掖一带。 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曾俘获鲜卑思盤部： “蒙逊率骑

二万东征， 次于丹岭， 北虏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 北虏大人思盤部即鲜卑思盤

部， 而 “丹岭在姑臧西， 即删丹岭”， 在甘肃张掖市山丹一带。 北山鲜卑盘踞于今张

掖合黎山地区。 据 《晋书》 载： “初， 玄盛之西也， 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 文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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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 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 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 并通

和好。 玄盛遣使报聘， 赠以方物。”① 周伟洲先生认为此处断点有误， 应为北山鲜卑。②

按 《十六国春秋辑补》 所载， 此事发生于西凉建初二年 （４０６）， 此时姑臧已为秃发傉

檀所据， 其送李玄盛之女应是由姑臧至酒泉， 所经北山即今张掖市以北的合黎山， 北山

鲜卑应居于此。
酒泉郡一带， 早在东汉永平年间就有鲜卑部落活动于此。 据 《三国志》 卷 ３０ 《乌

丸鲜卑东夷传》 裴注引 《魏书》 曰： “永平中， 祭彤为辽东太守， 诱赂鲜卑， 使斩叛乌

丸钦志贲等首， 于是鲜卑自敦煌、 酒泉以东邑落大人， 皆诣辽东受赏赐”③， 又 “ （汉桓

帝时檀石槐） 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 西接乌孙为西部， 二十

余邑， 其大人曰置鞬落罗、 日律推演、 宴荔游等”④。 可见至檀石槐统一时鲜卑己遍布

河西走廊， 且远至敦煌郡。 另 《后汉书·孝灵帝纪》： （光和元年） “是岁， 鲜卑寇酒

泉。”⑤ 汉灵帝时期鲜卑继续活跃于酒泉郡一带。 那么， 鲜卑是何时迁入河西酒泉郡的？
根据史料记载， 鲜卑的劲敌匈奴于西汉后期已开始衰落， 且内部自相攻伐， 实力损耗严

重， 及东汉初 “光武定天下……乌丸遂盛， 钞击匈奴， 匈奴转徙千里， 漠南地空。” 此

在 《后汉记》 中亦有记载： “ （建武二十五年） 其 （乌桓） 先为匈奴中乱， 乌桓始盛，
钞击匈奴， 匈奴为之转徙数千里 （漠） 南遂空。” 但是根据乌桓之后的活动范围， 可知

其并未趁机占据漠南之地。 我们可否据此推断，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之后， 鲜卑部落

即趁战乱逐渐蚕食漠南， 进而达到酒泉、 敦煌一带。 当然此为一种推测， 还有待进一步

考证。
酒泉郡之沿革， 据 《汉书·地理志》 载： “酒泉郡， 领县九： 禄福、 表是、 乐涫、

天阝衣、 玉门、 会水、 池头、 绥弥、 乾齐。”⑥ 新莽时期， 酒泉郡管辖没有变化。 其中

《汉书·地理志》 所载禄福、 表是、 池头、 绥弥之名， 在 《后汉书·郡国志》 中作福

禄、 表氏、 沙头和安弥⑦。 另据 《后汉书·五行志》 载： 东汉灵帝光和三年 （１８０），
“自秋至明年春， 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 涌水出， 城中官寺民舍皆顿， 县易处， 更筑城

郭。”⑧ 表是县城因地震毁弃， 易地重建城郭， 治地位于今张掖市高台县西南骆驼城乡

的骆驼城。 直至西晋， 骆驼城一直是表氏县治地。 五凉建置， 均以酒泉为郡， 辖境、 领

县则大为裁剪， 五凉酒泉郡实领县仅存福禄、 乐涫、 安弥等三县。 而今高台县为汉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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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表是县全部， 乐涫、 绥弥县的一部分。 据考证， 表是县约在今张掖市高台县西， 乐涫

县在今酒泉市下河清乡， 绥弥县在今酒泉市临水乡。 绥弥县水草丰茂， 适宜放牧， 东汉

时改绥弥为安弥， 即含抚绥、 安定之意， 是为了安置已归附的羌、 鲜卑等族。① 此外，
河西人口以五凉时期最盛， 河西鲜卑人口数若以一家携五口计， 已有八、 九十万口， 除

去被杀、 迁走和重复计算等因素， 概为十万户五十万口。② 而此时期河西总人口约为百

万③， 河西鲜卑人口即占河西总人口之半。 再结合上述鲜卑诸族的居地范围以及酒泉郡

有关鲜卑活动的历史记载， 足以说明在今高台县境内及周围地区活动着为数不少的河西

鲜卑人。
综上所述， 甘肃高台地埂坡 Ｍ４ 娱乐图中人物的发式为鲜卑髡发之一种， 即髡剃后

的辫发， 具体样式为髡剃头顶之发， 唯于头顶留一小撮短发， 其余之发蓄发结为多条发

辫。 所着服装为鲜卑常服之袴褶， 褶之形制因受汉文化影响出现了右衽形制， 袴在穿着

之时小腿部分以带绑缚。 服装颜色亦为鲜卑常见之服色。 所作之舞， 根据舞蹈形式推断

应为鲜卑力士舞。 击打的乐器或为鲜卑传统乐器之虏鼓， 或为秦汉时期源自北方游牧民

族鼓吹乐中的手鼓。 河西鲜卑部族众多， 有秃发、 折掘、 思盤、 意云、 麦田、 叠掘、 车

盖等。 十六国时期， 在今高台县境及其周围生活着为数不少的河西鲜卑， 独具特色的河

西鲜卑文化对丰富河西地区民族文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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