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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董华锋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造

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对比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这部著作在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等

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不仅拓展和丰富了 “陇东石窟” 的文化内涵, 更从研究的思路、 方法和

角度上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 相信此专题著作将会成为丝绸之路石窟研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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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董华锋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①, 该

书是郑炳林先生主编的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第二辑” 中的一种。 作者董

华锋长期从事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这是继其 2013 年出版的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

录》 (上下两册, 宋文玉、 董华锋、 米万忠执笔) ②之后有关陇东石窟研究的又一重要新

成果。
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全书三十八万字, 分六章对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

造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前三章是对大型洞窟的研究, 主要讨论了该区域中心塔柱窟、
七佛窟的形制、 样式、 定名、 特征、 渊源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结合各类资料进一步论

证了这类洞窟营建的特殊历史背景。 第四章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小型窟龛展开; 在梳理资

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这类窟龛的形制及其中出现的多种图像。 第五章以陇东北朝可移

动造像中别具特色的造像塔为研究对象, 系统整理了相关资料, 并分析了其特征和渊

源。 第六章则从宗教意涵的角度出发, 结合经典记载、 出土碑志等资料, 更深入地对前

述各类造像做了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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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全书, 笔者以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 这部新著与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

比, 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 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的新借鉴

佛教遗存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 在这类文化遗产中, 以地面上的石窟寺

保存数量最多、 最为常见。 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 全国共有石窟寺和摩

崖造像 5986 处。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众多前贤时俊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石窟寺研

究》① 等一批重要著作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石窟寺整体面貌的基本轮廓, 为今天的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华锋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书影

　 　 中国石窟寺最直观的特征之一是分布地域广、 延续时间长。 因此, 要建立起完善的

中国石窟寺文化谱系, 就必须分区域、 分时段、 分主题地展开深入、 细致的调查和研

究。 著名考古学家、 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很早以前就已经根据洞窟形制和主

要造像的不同, 将全国石窟寺划分为新疆地区、 中原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西藏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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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



四大地区①。 按照宿白先生的意见, 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 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数量众

多, 内容复杂, 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 故又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四区, 即河西

区、 甘宁黄河以东区、 陕西区、 晋豫及其以东区; 同时, 宿白先生还提出, 中原北方地

区石窟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四大期, 即第一期 5-6 世纪, 第二期 7-8 世纪, 第三期 9-10
世纪, 第四期 11 世纪以后, 其中第一期为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 宿白先生有关中

国石窟寺的一系列论述已成为我们整体认识中国石窟的基本时空框架。
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是第一部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专著。 该书研究

对象的空间范围 “陇东” 主要指今甘肃省东部的平凉、 庆阳两市, 属于中原北方地区

石窟的 “甘宁黄河以东区”, 是该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的时间范围 “北朝” 在 5
-6 世纪期间, 恰在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盛期 (即第一期)。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 《陇东

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显然是一部针对重要区域、 主要时段石窟的专门研究著作, 为以

后的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

二、 “陇东石窟” 文化内涵的新拓展

“陇东” 指陇山 (即今六盘山) 以东的甘肃地区, 包括庆阳及平凉东部地区, 其地

位居陕、 甘、 宁三省 (区) 交汇处, 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 因此, “陇东” 首先是一

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这一区域内保存了一大批以石窟寺为主的佛教遗存。 相对其他区

域而言, 针对该区域佛教遗存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调查和研究起步略晚一些。 1925 年,
陈万里先生随同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西行考察, 在泾川调查王母宫石

窟, 发现了南石窟寺和 《南石窟寺之碑》, 并预测 “既有所谓南石窟寺, 则必有一北石

窟寺与之相对”②。 1959 年,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岳邦湖、 陈贤儒等先生在董志塬

西侧, 蒲河、 茹河交汇处东岸的覆钟山下发现了寺沟门石窟。 1961 年, 甘肃省博物馆

文物工作队赵之祥、 吴柏年先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霍熙亮先生到寺沟门石窟开展第二次

全面调查, 同时调查了楼底村 1
 

号窟; 在这次调查的记录中, 霍熙亮等先生根据第 257
窟甬道北壁上方题记中的 “为七代父母、 见存眷属□法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

所” 一语将此石窟推定为 “北石窟寺”③, 此后为学界广泛认可。 至此, 陇东地区主要

的几处大型石窟陆续为世人所知。 到上世纪 80 年代时, 合水张家沟门、 保全寺、 莲花

寺④等多处小型石窟的调查简报也被刊布出来。 1985
 

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北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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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管理所在此前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合作出版了 《庆阳北石窟寺》①, 成为此后很长时

间内研究陇东石窟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总的来看, 自 1925 至 1985
 

年的 60 年间, 陇

东地区主要的石窟寺地点逐步为学界所知, 积累了不少资料, 但相关工作更多是分别针

对各个石窟展开的, 不同石窟地点尚未被整合为一个区域石窟的概念。
1987 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联合编著的 《陇东石窟》②

出版, “陇东” 这一地理概念被引入到石窟研究之中。 张宝玺先生在该书开篇的 《陇东

石窟》 一文中不仅简要介绍了陇东地区的代表性石窟, 还讨论了南、 北石窟寺的窟主、
定名等问题, 并与云冈、 龙门石窟做了简要比较; 这些内容实际上已大体勾勒出了

“陇东石窟” 的基本内涵。 自此以后, 陇东地区的石窟开始被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

讨, “陇东石窟” 这一区域石窟概念逐步为学界所接受。
陇东石窟营建的时间跨度较大, 但其中的北朝石窟最为学界所关注。 过去, 学者们

针对陇东北朝石窟及相关佛教造像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基

本问题上: 一是基础资料的初步调查和刊布; 二是部分主要洞窟的开凿年代及窟主的讨

论; 三是基本造像样式及宗教思想背景的考释。 这些成果无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但北朝时期 “陇东石窟” 的内涵一直未得到系统的论述。 新著 《陇东北朝佛

教造像研究》 正是以此为目标展开的。 该书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对 “陇东石窟” 内涵

的深入探讨:
(一) 陇东北朝大型洞窟若干关键问题的系统探讨

在陇东地区保存的北朝佛教遗存中, 大型洞窟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自发现之日

起, 这类洞窟即成为了该区域石窟研究的重点。 就洞窟形制而言, 这些洞窟可分为中心

塔柱窟和七佛窟两种。 过去, 学术界对这两类洞窟的研究多集中在年代、 题材、 样式、
窟主等问题上, 揭示出陇东与平城、 洛阳等地石窟的诸多紧密关联。 但除此之外, 这些

大型洞窟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区域特色。 这是 “陇东石窟” 区别于其他地区石

窟的重要标识, 是完整构建 “陇东石窟” 文化内涵不可或缺的核心面向。 新著 《陇东

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专设三章 (即第一至三章) 讨论这两类大型洞窟。
第一章是有关中心塔柱窟的研究。 这类洞窟与云冈二期的关联十分明显, 但同时也

有极鲜明的区域特色, 例如八面体中心塔柱和平行多线纹造像风格。 八面体中心塔柱的

渊源可追溯至北凉石塔。 楼底村 1 号窟中心塔柱下层龛楣则表现出一种北魏时期广泛流

行于陕西和陇东地区的平行多线纹风格。
第二章是有关七佛窟的研究。 南石窟 1 号窟和北石窟 165 号窟是全国最大的七佛

窟。 这两个洞窟七佛造像的布局既受到克孜尔石窟的影响, 也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揉

合了来自东、 西两个方向的因素。 洞窟内高大的七佛如何定名是一直以来的研究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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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从七佛布局的讨论出发, 提出设想, 后以北凉石塔和相关造像碑的自铭材料作为辅

证, 提出了一种言之有理的推测。
在上述两章讨论的基础上, 该书第三章进一步结合碑刻材料和相关文献探讨了大型

洞窟营建的历史背景, 尤其是该区域地处丝路要冲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造像群体。
这三章的讨论, 有力地推动了大型洞窟若干关键问题的研究, 陇东北朝佛教文化内

涵因之显得更加清晰、 饱满。
(二) 陇东北朝石窟与各类可移动造像的协同研究

佛教考古大体可理解为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与佛教

有关的遗迹、 遗物的一门学科, 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类遗存的研究揭示和复原历史发展的

轨迹。 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类别众多, 从来源上讲, 大体可以划分为地上遗存 (主要

包括石窟寺、 地面寺院、 塔幢等)、 地下遗存 (主要包括地下出土的各类遗迹、 遗物)、
传世文物 (即公私收藏的各类与佛教相关的遗物)。 石窟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

别。 因此, 佛教考古涵盖但不限于石窟寺研究。 实际上, 对于石窟寺的研究, 往往需要

充分结合其他类型的佛教遗存, 特别是各类可移动造像来协同探讨。
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遗存除石窟寺外, 还包括一批陆续出土的可移动造像。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 平凉禅佛寺、 庄浪宝泉寺、 华亭南川谢家庙村陆续出土了多批可移动

造像。 合水、 灵台、 正宁也零星发现了一些单体造像、 造像碑①。 此后, 陇东地区两处

重要造像坑的发现, 进一步充实了可移动造像的资料: 一次是 1999 年宁县县城造像窖

藏坑, 出土石造像及残石 100 余件, 有单体造像、 造像碑、 石塔等诸多类别, 大部分为

北朝造像②。 另外一次是 2012-2013 年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的两处佛教造像坑, 出土

造像约 260 件, 其中有不少北朝时期的单体造像、 造像碑③。
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的内容主要是以石窟寺为主的, 但其视野兼顾了

可移动造像。 该书第三章对于陇东中小型窟龛的讨论着力整合该区域出土的可移动造

像, 有效拓宽了有关此类窟龛造像样式、 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分析。 该书第四章则辟专章

讨论可移动造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造像塔。 这种多层垒叠式造像塔是陇东地区最具

特色的可移动造像。 稍有遗憾的是, 该书有关可移动造像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分析的角

度展开的, 这类造像本身的重要价值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三)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宗教意涵的整合分析

佛教造像是佛教意涵的艺术化表现。 故而, 佛教造像宗教意涵的探索理应是佛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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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的题中之义。 这方面的研究可归入 “关于社会历史的、 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

究”① 的范畴, 是佛教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 “研究程序”。 刘慧达、 贺世哲、 赖鹏举

等先生在这一领域创见颇多②。
 

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第六章的研究就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 该书前五

章的内容就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的不同形态分别展开研究, 第六章则从宗教意涵的角度将

其整合为一个整体。 在这一章中, 作者紧扣北朝造像宗教意涵的核心———禅观, 参考贺

世哲、 赖鹏举等先生对于北朝禅观的分类, 分别探讨了陇东地区北朝时期的尊像、 本生

图、 佛传与因缘故事图等三类造像与禅观的关联。 在宗教意涵的探讨过程中, 作者还对

陇东地区若干种长期存在争议的造像题材重新做了辨析, 例如书中对于北石窟寺第 165
窟窟顶西披大型浮雕题材的讨论。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新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的出版使

陇东石窟的研究资料、 思路方法、 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

三、 结语

董华锋著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以陇东地区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
内容兼涉大型洞窟、 中小型窟龛、 可移动造像等诸多造像类别, 是有关陇东石窟研究的

最新力作, 更是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这部著作不仅拓展和深化

了 “陇东石窟” 的内涵, 更从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 相信这样

扎实的专题著作必将会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石窟研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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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苹芳 《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 〈中国石窟寺研究〉 》, 《文物》 1998 年第 2 期,
第 54-63 页。
刘慧达 《北魏石窟与禅》, 《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3 期, 第 337-350 页; 贺世哲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

国北朝卷》,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赖鹏举 《丝路佛教图像与禅法》, 中坜: 台北财团法人圆

光佛学研究所, 200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