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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
向南十余公里，
便是龙门石窟。
自隋唐宋400余

年间的大规模建造留下众多造
像，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
经典聚落。

正在洛阳博物馆举行的从
地中海到中国——平山郁夫藏
丝绸之路文物展中，有些来自
中亚的佛造像，长着希腊面孔，
高鼻深目，须发卷曲，肌肉饱满
生动，立像则体态健硕强韧，与
龙门石窟佛造像迥异。早期佛
造像的那种宗教神秘色彩在龙
门石窟越来越淡，已自然而然
地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有机地
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突破性
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的孕
育是漫长的。解析这个漫长的
孕育过程，必须走向佛造像的
源头。

丝绸之路两端，一个是被
誉为佛教艺术起源的犍陀罗艺
术，一个是东方佛教艺术宝库，
2000余年后，在洛阳相遇。

最初的模样

从事犍陀罗艺术及丝路艺术品
收藏研究的郑州人刘征，关注犍陀
罗十年之久，多次深度探访中亚、西
亚等国家，他用一句话给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概括解释犍陀罗艺
术：“佛教艺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形
具象的佛造像。”

“佛陀涅槃约500年后才出现造
像。”刘征说，在原始佛教的创立之
初，佛像并不存在。那一时期的佛
教艺术用一些象征的载体，譬如用
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
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世尊本体，
用法轮象征佛传授的理论等。“原始
佛教在起初是没有具象化的造像，
就是为了防止偶像崇拜。”建于公元
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围
栏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门保存了大量
这样的作品。这种“看不见的佛
陀”，是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大
帝东征，将希腊雕塑艺术带到了东
方，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
代，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邂逅，最终
在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统治
下，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佛造像艺
术。今人看到的佛像均来源于犍陀
罗，其雕造技法直启后来的敦煌石
窟、云冈石窟等。

犍陀罗是一个地域名称，它是
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在南亚次大陆
西北部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
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犍陀罗梵文
意为“芳香之地”，在法显的《佛国
记》中，称它为“犍陀卫国”；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称之为“健驮逻国”；
《续高僧传》中意译为“香行国”。它
是古印度16国之一，作为一个国家
的概念，早期佛教经典里面，譬如
《大史》《增支部经典》都有记载。

而不同政权、民族、文化、信仰
轮流占领，皆在犍陀罗地区留下印
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美学、艺术与
技法，最终成就了这一独具审美价
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混血美神——
犍陀罗艺术。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
《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将犍陀罗
艺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1世纪末到140年，这个时期，佛
像在佛传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
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
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
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其中形象皆用
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头部
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那一时期
的佛像在脸型、衣着上依旧是希腊
化的，但神态庄严，颇具佛教精神。
第二阶段是140年到230年，这个时
期，出现了单体造像。这些造像一
般高3~4.5米，已经成功熔印度、希
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

于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
格。其特色是面容呈椭圆形，眉目
端庄，鼻梁如剑一般高而长，头发呈
波浪形而有顶髻；身着希腊式服装，
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
菩萨像有时带胡须等。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佛造像
的眼睑渐渐低垂，面部线条慢慢僵
硬，袍服越来越紧贴，躯干本身也越
来越抽象，呈现出东方化、神秘化的
发展轨迹。

东传与演变

一提到佛教东传，我们都会说
是东汉明帝时期的白马驮经。公元
64年，明帝夜梦金人。大臣告诉皇
帝说，你梦见的是西方的佛陀。因
此，明帝就派人到印度去寻找佛经，
结果，在犍陀罗地区，使者遇到了高
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是邀请来汉地
传播佛教，并在洛阳建立了第一个
寺庙——白马寺，摄摩腾还翻译了
《四十二章经》。

中国进入汉朝，正是犍陀罗文
化全盛时，佛造像随佛教文化沿着
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向东进入中
国，与东方文化相融合。

丝绸之路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封
闭的文化圈，当这条最初的商路连
通了阿富汗的巴米扬时，因为地理
位置的重要，印度、西亚与中亚的文
化在这里交会碰撞。佛教，很快就
融入了这巨大的文化交流的洪流
中，产生了著名的巴米扬石窟。巴
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巴米
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
巴米扬大佛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
立式佛像。

犍陀罗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
冲，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记
载了犍陀罗国那些残破衰亡的佛教
遗址。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
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
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
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
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
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
国，在7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
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有一个清
晰脉络。从犍陀罗—敦煌石窟—云
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流看，犍陀
罗艺术的输入，渐次演变，到了南北
朝时期，佛造像已中国化了，说通俗
点，造像完全按照中国人的形象来
塑造了！

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
便明显可见犍陀罗风格的影
子，可以说，犍陀罗艺术是
我国佛造像的源头。

孝文帝迁都洛
阳，龙门石窟开
凿，历经魏、

齐、隋唐、宋代400余年大规模打造，
所以在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已经完全
被中国文化所吸收内化，更富东方
气质。而后，佛教艺术随着唐朝文
化一路向东，进入高丽、日本。

“应当说，犍陀罗是佛像艺术的
本源、根源，而后从这里向东，向西，
向南，向北，生发生长。它是一个蓝
本。”刘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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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遗孤”

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带来的却
是兵戈不断，地质特点又导致地震频
发，犍陀罗自诞生起，命运多舛。随
着时间的流逝，犍陀罗这个混血的文
明之子，在今天似乎成了失孤的弃
儿，无所依归。

一个最有代表性而极令世人痛
惜的极端案例，便是巴米扬大佛的遭
遇。巴米扬大佛位于阿富汗巴米扬
省巴米扬市境内，深藏在巴米扬山谷
的巴米扬石窟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距今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晋代高僧法
显和唐玄奘都曾亲往瞻仰真容。
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塔利班
政权的残酷轰炸，面目全非。

对战乱地区的犍陀罗遗存，刘征
用了一个词——“孤儿”，失去守护，
任人荼毒。

近世当地战乱不断，民生尚不安
稳，文物遗存更是完全失去保护。“被
毁坏的速度惊人，令人触目惊心。要
看，赶紧去。”刘征的紧迫感越来越强
烈，近两三年，他已经走过了十几个
中西亚国家，就为了探访犍陀罗遗迹
和古丝路遗迹遗存，“它们太脆弱了，
不知道哪天就不复存在了”。

收藏界新宠

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相关的展览多起来了。去年河南博
物院的“佛像的故乡——犍陀罗佛
教艺术展”、郑州博物馆的“阿富汗
国家宝藏”郑州站展览等都与犍陀
罗艺术有关。

正在洛阳博物馆举行的这场丝
路文物展，展品来自日本艺术家兼学
者平山郁夫，他毕生致力敦煌文化保
护，进而探源至犍陀罗地区并大量购
藏，才有了今天的重量级呈现。“经购
藏进入博物馆，是犍陀罗以及其他文
物遗存的终极理想归宿。”这是众多
研究者与藏家的共识。

对于中国藏家和公众来说，有
“希腊风格佛教艺术”之称的犍陀罗
相当陌生，刘征介绍，其实在国际上
很早就开始犍陀罗的研究和收藏了。

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对当时
处于英属殖民地辖区内的犍陀罗遗
址斯瓦特、白沙瓦等地区进行了考古
发掘，并确定其为佛教造像艺术的起
点。之后大英博物馆大量收藏。

在日本，早在100年前，日本的
中山商会就开始购藏犍陀罗，但规
模不大。上世纪70年代，有一些美
术界先驱如平山郁夫因佛教探源
去阿富汗、巴基斯坦采风，犍陀罗
艺术逐渐开始被更多的日本收藏
家认知并收藏。大规模的购藏是
从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上世纪60
到80年代，日本已经超越了欧美的
需求量，成为最大的犍陀罗购藏
地。

“日本的犍陀罗收藏机构中，比
起博物馆、美术馆来说各地寺庙反
而是主力，日本的寺庙很多是私有
的，家族式的。”刘征说，日本的美术

馆、博物馆也收藏大量犍陀罗，现有
存量从数量到质量品级，世界上屈
指可数。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犍陀罗
造像就在日本京都的美秀美术馆，
2.36米高。

美国大都会早期也大量购藏犍
陀罗，在欧美，希腊风的犍陀罗被认
为是西方艺术而得到珍视。

参观以色列的博物馆给刘征带来
很大的震撼，“以色列真的是小国不
弱，博物馆的内容非常丰富，世界各地
的文明遗存都有系统陈列，不多，件件
精品，相当一部分是购藏”。日本的美
秀也是这样，全是真金白银购藏的，并
且梳理得特别清楚，每一件藏品都得
到珍视，得到极好的呈现。

“在今天，犍陀罗已经成为世界
级博物馆的标配，几乎世界上任一
个有实力的国家的国博，多多少少
都会有犍陀罗的收藏。”

犍陀罗作为文明古国的遗存，
是非常坚实的概念。而让孩子们
通过参观博物馆，了解世界的历
史，了解人类的文化，而不只是本
国的本民族的文化。“世界级博物
馆，一定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层面而
非以政治分野去建立馆藏体系。
超越政治范畴和地域范畴，这是博
物馆的格局与视野，是博物馆的自
我修养。”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国家博物
馆自去年也开始征集世界范围的艺
术藏品，包括犍陀罗艺术品，我们可
以期待国博在不远的未来，建立起
世界文明体系的实物展示序列。

在收藏市场上，犍陀罗的价值
仍处于洼地，随着公众的认知提升，
市场的抬升来得猝不及防,就在两
个月前的东京中央秋拍上,创下犍
陀罗拍卖最高成交纪录。

刘征的委托人参与了竞拍，他
说，这件拍品出自公元二到三世纪，
是件浮雕，名为“大光明之神变”，拍
前估价5000万~8000万日元，一路
激烈竞价到2亿日元落槌，加上佣
金约合人民币1500多万元，刷新纪
录。而他的委托人此前也志在必
得，最终在 1.2 亿日元时退出了竞
价。在10月上旬的香港邦瀚斯佛
教艺术拍卖上，一尊犍陀罗主佛也
拍出了917.5万港元的高价。犍陀
罗艺术已经跨入了千万级的价格。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犍陀罗艺
术长期被低估，随着佛教艺术拍卖
近十年的发展，这一价值洼地正在
逐渐受到大藏家们的关注。

将于下月进行的东京中央香港
秋拍筹备了熊泽正幸藏犍陀罗造像
专场，拍品来自日本知名古董商熊
泽正幸旧藏，刷新拍卖纪录的“大光
明之神变”最早便出自熊泽的旧藏，
相当令市场期待。

中国大陆藏家和收藏机构近年
也陆续进入犍陀罗购藏。“目前主要
买家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等地。”
刘征表示。

业内分析，很长一段时间，中国
佛教艺术品市场的主流都是藏传佛
教造像，但它在经过了一大波牛市
行情后，如今正或多或少遭遇到了
瓶颈期，精品难遇，普品下滑，市场
正在寻找新的热点。一方面，汉传
造像这两年受到的关注度正在提
升，而另一方面，买家们开始追根溯
源，追逐早期汉传造像的源头——
犍陀罗。

犍陀罗，混血文明之子，文化遗
孤，而今故国不存，唯有那一座座散
落世界各地的犍陀罗造像，记录着
东西方文化相融合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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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征的犍陀
罗造像艺术探

访之旅，科尼亚博
物馆见到古罗马石棺

——犍陀罗艺术的来源
之一。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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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立像
公元2-3世纪
平山郁夫藏
@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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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浮雕
“大光明之神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