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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西晉最後十年（306-316）所發生的三個事件，可作為引介本書的開場白。

西晉為了對抗山西中南部的匈奴劉淵（252-310，304-310 在位），對拓跋鮮

卑採籠絡政策，欲借其武力來匡助晉室。西晉光熙元年（306）衛操（?-310）

撰《桓帝功德頌碑》記念北魏先祖桓帝猗 的功績：「刊石紀功，圖像存形。

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1 此石碑的製作象徵著拓跋

鮮卑文字與圖像啟蒙的開端。永嘉四年（310）穆帝猗盧（猗 之弟）因援

助劉琨（270-318）有功，被封為大單于、代公，拓跋鮮卑正式取得在代北（今

山西北部）的政治地位。2 這是拓跋鮮卑向華北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同時期粟特人（Sogdians）的一封家書生動描述出西晉末年的動亂。

1907 年斯坦因（Sir M. A. Stein, 1862-1943）於甘肅敦煌西側九十公里的一座

烽燧（編號：XII a）下發現一組粟特文的書信殘片，這是至今在中國所知最

早的粟特文獻。3 此信書於 312 至 314 年之間，述及永嘉之亂洛陽陷於戰火，

河南洛陽至敦煌一帶的粟特人流離失所，可知粟特人的貿易活動一時遭受頓

挫。

《桓帝功德頌碑》與粟特書信的性質、書寫文字、歷史脈絡雖不相同，

但均顯示外族捲入西晉末年的戰亂，預告拓跋鮮卑的興起，及以粟特人為要

角的絲路中西文化交流新動向。其後歷經戰亂分合，383 年前秦在淝水之戰

大敗於東晉，迅速瓦解。登國元年（386）拓跋珪（371-409，386-409 在位）

1 此碑在北魏皇興（467-471）初年重新被掘出，《魏書》卷 23〈衛操傳〉中錄有部分

碑文。（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610。

2 《魏書》卷 1〈序紀〉，頁 7。

3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in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eds.,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Gansu and 
Ningxia, 4th-7th Centu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pp.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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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為各部落所推舉，即位魏王，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並稱帝，建立北魏。

北魏的建國為中古時期北方墓葬圖像的新發展埋下伏筆。

一、新材料與新視野

在西方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刺激之下，自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的

發端以來，如何運用考古材料來重構中國美術史，即成為學者關注的基本課

題。中國美術史學的草創與考古發掘、田野調查的進展，可說是一體兩面。

北朝美術欠缺文獻記載，學者只能藉由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的新方法來揣摩

其樣貌。因此，仍保留於地面上的佛教石窟也就被視為北朝美術的代表。

二十世紀初學者所認識的北朝美術是以佛教造像為主體，滕固（1901-1941）

所著的《中國美術小史》即為此例。在這本出版年代較早的中國美術通史中

稱頌北魏雲岡、龍門石窟的巨製，對於北朝墓葬圖像則未置一詞。4 當時所

能取得的材料從根本上塑造學者對於北朝美術的構想，佛教雕刻遂成為北朝

美術的代名詞。

這種現象隨著新材料的問世而逐漸改觀。5 尤其近二十年來的考古新發

現，徹底刷新學界對於北朝美術的看法。正如 1977 年張光直（1931-2001）

回顧中國考古學時，曾提到過去二十五年的考古發現已由本質上改變我們對

於漢代美術的認識，6 現在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北朝。就北朝墓葬而言，以

北魏平城時期與北朝晚期粟特人墓葬最值得注意。這是因為過去這類材料相

對稀少而零散。隨著報告書的相繼出版，有利的客觀研究條件儼然成形，揭

示出嶄新而開闊的研究前景。

4 滕固，《中國美術小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商務印書館 1928 影印版），

頁 13-21。

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頁 92-95；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

物出版社，1984），頁 515-571。

6 K. C. Chang, “Chinese Archaeology since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 4 
(1977), pp. 62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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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3

北魏作為北朝的開端，對於當今如何深化北朝，乃至於中古時期墓葬圖

像的研究尤其具有關鍵性。攸關唐代政治變遷的「關隴集團」，最初是由出

身北魏邊鎮的西魏宇文泰（505-556）所集結。7 基於鮮卑統治集團的重要性，

學者還進一步將北魏至北周以及隋、唐一系列朝代稱為「拓跋國家」。8 就

都城設計而言，北魏洛陽城的規劃對東魏北齊鄴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產

生極為深遠的影響。9 有鑑於北魏文物制度具有引導日後發展方向的作用，

本書以北魏墓葬材料為主體，在此基礎上考察北朝墓葬圖像。

鮮卑為東胡族的一支，起源自大興安嶺北部，早期鮮卑墓葬具有游牧部

族的文化特徵。約在二世紀鮮卑逐步南遷，三世紀中葉在今山西北部、內蒙

古南部形成一以鮮卑拓跋氏為核心的部落聯盟，以盛樂（內蒙古自治區和林

格爾附近）為其根據地。須留意所謂「拓跋鮮卑」並非淵源純正的部族，而

在其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持續與不同部族、民族相融合，因此應視為多部族

組成的部落聯盟。10

登國元年拓跋珪即位魏王，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太延五年

（439）太武帝拓跋燾（408-452，423-452 在位）滅北涼，結束十六國時代，

揭開北朝的序幕。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467-499，471-499 在位）遷都

洛陽，積極推動漢化政策，一直到武泰元年（528）河陰之變為止，洛陽為

華北最為繁華富庶的國際性都會。534 年北魏滅亡，高歡（496-547）專政，

以鄴城（河北邯鄲市臨漳縣）為都，宇文泰立足長安（陝西西安市），成為

東、西二魏對峙的局面。550年高氏改東魏為北齊，557年西魏為宇文氏取代，

建立北周。577 年北周滅北齊，北方重新統一。581 年楊堅（541-604，581-

604 在位）篡位，改國號為隋，北朝畫下句點。

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頁 1-37。

8 杉山正明，〈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歷史構図─世界史をつないたもの〉，收入樺山紘

一等編輯，《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 11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1997），頁 3-89。

9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1-85。佐川

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円丘祭祀の歷史的展開》（東京：勉誠出版，

2016），頁 1-23、169-196。

10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

頁 49；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聯經出

版，中央研究院叢書，2009），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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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在進入研究方法的討論之前，首先簡要回顧魏晉南北朝墓葬圖像的研究

史。在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的研究取徑中，將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印證，

處理圖像材料時重視重建其時空框架與編年發展；圖像材料並非其最主要的

研究對象，然而所建立的時空框架卻對考察墓葬圖像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宿

白關於拓跋鮮卑至北魏洛陽時期墓葬考古的系列論文，可作為相關研究的代

表。11 其文中以墓葬材料為主，勾勒拓跋鮮卑自大興安嶺南下，建立平城並

遷徙至洛陽的發展。隨著新出土史料的推陳出新，新一代的考古學家除了進

行更詳細的考察之外，也著重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重構北魏物質文化

的新樣貌。12

楊泓《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代表考古學家對魏晉南北朝墓葬材料

的綜合研究。此書涵蓋壁畫、磚畫、漆畫、陶俑、馬具等，可視為其研究的

階段性總結。13 該書以〈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為第一章，顯示對於

葬俗問題的重視。楊泓並提倡「美術考古學」，將其界定為考古學範疇內的

獨立分支，採用層位學與類型學的方法。認為其研究範圍與對象雖有時與美

術史相同，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則具有質的差別」。14 美術考古學的

倡導對喚起中國考古學界重視圖像材料，具有引領風氣的作用；其局限在於

單由類型學方法難以進行深入的圖像研究。

其次是本書所採用的美術史研究取徑。奧村伊九良（1901-1944）最早

由美術史的角度考察北朝墓葬圖像，他對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藏（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孝子石棺的高度評價，對日後學界如何

11 宿白，〈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5 期

（1977），頁 42-54；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跡─鮮卑遺

跡輯錄之二〉，《文物》11 期（1977），頁 38-46；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

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文物》7 期（1978），頁 42-52。

12 例如倪潤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與社會演進》（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7）。

13 楊泓，《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14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美術』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Ⅰ》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頁 522-523；楊泓，〈代前言　探索的途

程─中國美術考古的發現與研究〉，收入氏著，《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

考古發現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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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5

認識北魏繪畫產生深遠影響。15 長廣敏雄（1905-1990）於 1969 年出版的《六

朝時代美術研究》為關於南北朝美術史的第一部專著，其中雖包含佛教藝術，

整體而言仍以墓葬材料為主。16 由於當時考古材料的限制，該書主要以傳世

遺物為研究對象，當中雖曾提到「墳墓美術」，17 但作者的基本立場是將遺

物視為復原名畫家風格的線索，並未充分重視墓葬的相關問題。儘管如此，

該書作為中國美術史學界首度以系統化的方式考察南北朝墓葬圖像的著作，

在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於 1975 年曾在美國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舉辦「六朝美術─世紀之變與創新」特展，展覽圖錄

中指出應該重視佛教美術之外的各類遺物，並認為這類涵蓋陶俑、石棺的材

料可概括為「墓葬美術」（mortuary art）。18 由於出土史料的限制，此見解

並未得到太多迴響。19 朱安耐於 1980 年出版《鄧縣─一座六朝時代的重要

墓葬》，代表此階段西方學界對於特定墓葬的深入個案研究。20 書中將墓葬

視為整體，以系統化的方式處理風格、圖像、建築、隨葬品、題記、歷史情

境等不同面向。相較於長廣敏雄的《六朝時代美術研究》，該書更強調由墓

葬美術的角度重建特定墓葬的歷史脈絡。

15 奧村伊九良，〈孝子傳石棺の刻畫〉，《古拙愁眉─支那美術史の諸相》（東京：

みすず書房，1982），頁 439-481。此書的評述參見曽布川寛，〈奥村伊九良《古拙

愁眉　支那美術史の諸相》─つとめて新機軸の発想を志した先駆的意義〉，《朝

日ジャーナル》24 卷 20 号（1982），頁 61-63。關於西方學界如何以這件孝子傳圖

石棺建構早期中國繪畫史，參見 Roger Covey, “Canon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ese Art” , in Nicholas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eds., 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p. 39-73。

16 長廣敏雄，《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

17 長廣敏雄，《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頁 141。

18 Annette L. Juliano, Art of the Six Dynasties: Centurie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5), pp. 10, 19.

19 例如稍晚 Audrey Spiro 將南朝墓葬《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磚畫放在肖像畫的脈絡

下考察。Audrey Spiro, Contemplating the Ancients: Aesthetic and Social Issues in Early 
Chinese Portrai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0 Annette L. Juliano, Teng-Hsien: An Important Six Dynasties Tomb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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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1991 年曽布川寛在〈南朝帝陵的石獸與磚畫〉一文中，全面考察當時所

能取得的南朝文物。21 其研究方法一方面承繼長廣敏雄的風格論，在田野調

查的基礎上進行詳細的編年，以磚畫來復原南齊繪畫；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考

古材料與文獻史料來拓展並深化墓葬圖像學的研究。這種對於圖像學方法的

實踐反映出 1980 年代之後日本美術史學界的新動向。2000 年曽布川寛主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三國、南北朝卷》，總結日本學界關於魏晉南北朝美術

的研究成果。22

約在此世紀交替之際，南北朝墓葬圖像的研究局面有所轉變。其原因除

了來自新出土材料的刺激之外，也與學界的倡導有關。巫鴻自 1999 至 2001

年舉辦以「漢唐之間」為主題的跨學科、跨世紀的國際會議，嘗試結合中國

的考古材料與美國的美術史方法，推動魏晉南北朝考古與美術的研究；23 該

計畫對於促進相關領域的研究發揮實質的作用。例如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

墓研究》一書中有二章曾發表於上述會議，可知該書的成形與上述系列會

議之間的密切互動。24 如何學習、運用美術史的方法來考察墓葬材料，為當

今中國學界的重要課題。近十多年來中國的美術史學界正經歷一場學科建設

運動，其中種種關於如何定位「美術考古」、「墓葬美術」的論爭，儘管立

場與方法有異，然而都可視為企圖將墓葬中視覺材料的考察加以學科化的努

21 曽布川寛，〈南朝帝陵の石獸と磚畫〉，《東方學報》63 冊（1991），頁 115-
263，後收入氏著，《中国美術の図像と様式》研究篇（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2006），頁 225-293，中譯見曽布川寛著，傅江譯，《六朝帝陵─以石獸和磚畫為

中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22 曽布川寛、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 3 卷　三国．南北朝（東京：

小學館，2000）。

23 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同氏主編，

《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同氏主編，《漢

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4 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氏著，《魏晉南

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該書修改自其博士論文。

同樣與此系列會議相關的博士論文有 Bonnie Cheng（鄭如珀）, Fabricating Life Out 
of Death: Sixth Century Funerary Monument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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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7

力。25

在此同時，西方學界也拓展了對於北朝考古材料的視野。2001 年朱安耐

與樂仲迪（Judith A. Lerner）引領風氣，舉辦以漢唐之間河西至寧夏一帶絲

路沿線考古文物為主體的展覽與研討會。26 2005 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亦舉辦

以魏晉南北朝文物為主的漢唐出土文物大展，規模空前。27 丁愛博（Albert 

Dien）於 2007 年出版的《六朝文明》則代表西方漢學界對於魏晉南北朝物質

文化的整體認識。28 在學界倡導與博物館展覽的推波助瀾之下，原來為漢唐

考古所遮掩的魏晉南北朝出土材料重新受到矚目。29

北朝晚期粟特人的葬具圖像為本書的另一個重點。以漢地粟特人活動為

中心的中西文化與藝術交流，為近年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議題。粟

特人在史書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人種上出自伊朗系，語言上則屬於印歐

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居於中亞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地區，

25 例如巫鴻由美術史的角度嘗試將「墓葬美術／藝術」提升至與書畫研究等同的地位，

並推動以墓葬美術為題的雙年會議。巫鴻著，劉聰譯，〈反思東亞墓葬藝術─一

個有關方法論的提案〉，《藝術史研究》第 10 輯（2008），頁 1-32；Wu Hung, 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s: 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中譯見巫鴻著，施杰譯，《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26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eds.,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Gansu and Ningxia, 4th-7th Centu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27 James C.Y. Watt ed.,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此展覽曾赴日本展出，參見曽布川寛、出川哲朗

監修，《中国．美の十字路展》（東京：大廣，2005）。

28 Albert E. Dien,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譯見丁愛博著，李梅田譯，《六朝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29 近年關於北魏皇權與物質文化的專論有 Chin-yin Tseng（曾慶盈），The Making of 
the Tuoba Northern Wei: Constructing Material Cultural Expressions in the Northern Wei 
Pingcheng Period (398-494 CE) (Oxford, England: Archaeopress, 2013)。陶俑與隨葬器

物的研究參見謝明良，《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謝明良，《中

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小林仁，《中

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劉瑋琦，《北朝墓葬所

見胡化漢化的軌跡─以出土陶瓷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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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位在阿姆河（Amu Darya）和錫爾河（Syr Darya）之間，主要相當於今日的

烏茲別克並向東延伸至塔吉克，曾建立數個城邦國家。三至八世紀時粟特人

東行經商貿易，在絲路沿線建立聚落，部分入居中國後擔任官職，死後也葬

於中國。

學界關於北朝粟特人葬具的深入研究，始自 1958 年斯卡利亞（Gustina 

Scaglia）對傳安陽出土北齊石牀圍屏的考察。30 其文採用美術史的研究取徑，

推測這套葬具的墓主身分可能是粟特人薩保，堪稱獨具慧眼。隨後經過近

四十年的沉寂，1997 年隋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出土，刺激學界重新認

識粟特人在中古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粟特研究一時蔚為

盛行。在新出土材料的印證下，日本滋賀縣 Miho 博物館藏的一套真偽不明

的圍屏轉變成被認可的粟特人葬具，體現學界認知過程的戲劇性變化。31 緊

接虞弘墓之後北周安伽墓（2000 年 5 月）、史君墓（2003 年 6 月）、康業墓

（2004 年 4 月）相繼出土，為北朝粟特人研究帶來一股旋風並延續至今。相

關研究成果詳見本書第五、六章。

我們可藉由 2005 與 2016 年以「粟特人在中國」為題的兩部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得知學界對於粟特考古、歷史、美術的多元考察。32 會議的議

題廣泛，涵蓋粟特人的語言、文化、宗教、考古、歷史等各個面向。將兩次

會議參加的人數相比，可知研究隊伍正不斷擴大。其中粟特人的墓葬圖像成

為認識其文化的重要媒介，無論是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家均密切關注，

可見如何分析這批材料已成為跨學科的共通議題。對於圖像材料的重視除了

促進不同學科的各自發展，也成為各學科之間可相互對話的交集。由於圖像

30 Gustina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Vol. 21, 
No. 1(1958), pp. 9-28.

31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ons, Vol. 28, No. 9(1997); pp. 72-78.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ons, 
Vol. 32, No. 8(2001), pp. 54-61.

32 《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

《法國漢學》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榮新江、羅豐主編，寧夏文物考

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

文獻的新印證》上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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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9

研究正是美術史學的核心，美術史家當能對此議題做出獨特貢獻。

二、由圖像到生死表象

本書以圖像作為考察墓葬中視覺材料的核心概念，因此首先必須探討圖

像一詞的內涵與用法。目前圖像一詞已成為中文學界描述各類視覺傳統的關

鍵詞，也隱約成為考古、歷史、美術史學者的共通用語。釐清這一詞語不僅

對於美術史研究本身有所裨益，也有助於建立跨學科的概念平臺，增進學界

的相互理解。不同學科對於圖像一詞的用法，隨著其各自立場與設定研究目

標而有所差異。

對於圖像的理解首先涉及「美術」一詞。當今中國美術史研究中，「美

術／藝術」代表的價值規範正不斷受到相對化與反思。33 這種經過不同程度

相對化的「美術／藝術」，隱然成為學者進行研究時並未明言的前提；因此，

以「圖像」取代「美術」的觀點也就孕育而生。34無論是「美術考古」或是「墓

葬美術」的倡議者，其立場雖不同卻有一共通點，亦即均使用「美術」一詞。

然而至少就北朝墓葬而言，「圖像」比起「美術／藝術」較能貼近歷史情境。

美術一詞顯然不適用於墓葬材料，學界也有所自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是：

「美術」僅存形骸，實際的操作概念卻來自「圖像」。如何對於作為問題核

心的圖像進行概念與方法上的檢討，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歷來關於圖像一詞主要有以下五種用法：

第一，將圖像的「圖」作為動詞使用，意為「圖繪形象」，這是漢代以

33 Robert L. Thorp, “Stud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Art History in the West: a Critical 
Review”, in Roderick Whitfield and Wang Tao eds.,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Art (London: Saffron, 1999), pp. 51-62；小川

裕充，〈『美術叢書』の刊行について─ヨーロッパの概念 “Fine Arts” と日本の

訳語「美術」の導入〉，《美術史論叢》20（2004），頁 33-54；林聖智，〈反思中

國美術史學的建立─「美術」、「藝術」用法的流動與「建築」、「雕塑」研究

的興起〉，《新史學》23 卷 1 期（2012），頁 159-202。

34 此動向可見於 Stanley K. Abe,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2002)。

圖像與裝飾_第一次數位樣改.indd   9 2019/1/14   上午 11:09:5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2002)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0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來史籍中對於圖像一詞的常見用法。例如《後漢書》卷 84〈孝女叔先雄傳〉：

「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35 其中「圖象」與「圖像」相通。

同樣的用法也可見於前引衛操《桓帝功德頌碑》：「刊石紀功，圖像存形。」

刊石與圖像互相對應。

第二，將「圖像」作為名詞，為圖形、圖畫之意，36 亦相當於形象、畫

象、畫像，且多專指人物畫。例如《後漢書》卷 77〈陽球傳〉：「臣聞圖象

之設，以昭勸戒。」37 其中「圖象」等同於「圖像」。曹植〈敘愁賦〉：「誦

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此處「圖像」指〈列女圖〉。38

第三，在南北朝，圖像一詞的意義在漢代以來的用法之外，又加上「佛

圖形像」的新義，由世俗人物擴及宗教聖像。《魏書》卷 114〈釋老志〉：「太

宗踐位……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39 此處「圖像」意指塔像，

即佛圖（佛塔）與佛像。40 換言之，除了既有的形象（image）之外又添加宗

教聖像（icon）的意義，強化宗教偶像崇拜的意涵。41

第四，將圖像與文字、文本相對比，強調圖像一詞的視覺性，擴大圖像

的指涉範圍，涵蓋任何視覺形象。1927 年顧頡剛（1893-1980）為廣州中山大

35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84〈列女．孝女叔先雄傳〉（北京：中華書局，

1996），頁 2800。

36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 1〈敘畫之源流〉：「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

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此處將圖

形作為繪畫的本質，可視為圖像的同義詞。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 1 冊（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頁 1；陳葆真，〈中國畫中圖像與文字互動的表現

模式〉，收入顏娟英主編，《中國史新論．美術考古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中

央研究院叢書，2010），頁 203-296，特別是頁 204。

37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77〈酷吏．陽球傳〉，頁 2499。

38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 35（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620。

39 《魏書》卷 114〈釋老志〉，頁 3030。

40 （北齊）魏收著，塚本善隆譯注，《魏書釈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頁

174。

41 「image」與「icon」的語源不同，分別出自希臘文與拉丁文。參見 Megan Holmes, 
The Miraculous Imag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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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11

學圖書館所計劃蒐集的史料中包括「實物之圖像」，可作為現代的用例。42

這是目前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史界對於圖像一詞最常見的使用方式。

第五，將圖像作為與風格相對的概念工具，指涉形式之外的主題、

內容、意義，在這種用法中圖像相當於「圖像意涵」、「圖像內容」的簡

稱。43 例如 1937 年滕固考察漢代畫像時將主題與圖像結合，稱為「野獸圖

像」、「樂舞圖像」。44 這種用法受到西洋美術史學的影響，引申自圖像學

（iconography）。45 約在 1930 年代「圖像學」已作為研究佛教繪畫內容的用

語。46 日本學者翻譯此用語時參照佛教儀軌的傳統，這是因為日本自平安時

代以來，圖像一詞已是密教白描圖樣集成的專門用語。47 由此可知，在美術

史的著作中「圖像」一詞可代表視覺形象，也可指涉視覺形象的主題與內容，

兼具形式與意義的雙重意涵，端賴使用方式而定。

在以上五種用法中，第一、二種在語意上的差異不大，為圖像一詞的傳

統用法，兼具 image 與 picture 的意義。第三種 icon 為受到佛教影響的新義，

可知南北朝為圖像一詞用法的關鍵轉折時期。第四、五種則為現代的新用法，

涵蓋 image 與 icon。此外，在美術史學者的著作中，圖像一詞可用來指涉形

式或意義。本書對於圖像一詞的用法主要採取第四、五種。

本書中所探討的墓葬圖像兼具世俗性與宗教性，並留意佛教美術的影

42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141。

43 形式／風格與圖像意涵（iconographical implications）為觀看活動的兩個層面，參見

陳葆真，《圖畫如歷史》（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頁 37。「風格」與「圖像」

可分別指「風格論」與「圖像學」，曽布川寛，《中国美術の図像と様式》研究篇，

序，頁 1。

44 滕固，〈南陽漢畫像石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收入胡適、蔡元培、王雲五編，《張

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483-502。

45 Erwin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in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Westview Press,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Erwin Panofsky,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Art”, in Meaning 
in Visual Ar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46 松本栄一，《燉煌画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頁6。

47 浜田隆編，《日本の美術　第 55 號　圖像》（東京：至文堂，1970），頁 19-20；
佐藤康宏，〈序　図像の意味、図像の解釈〉，收入氏編，《講座　日本美術史 3
　図像の意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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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響，因此適用南北朝對於圖像一詞的用法，為本書採用「圖像」的歷史依據。

另外就墓葬材料的分類而言，使用圖像一詞的優點為便於統合各類型的視覺

材料，可將壁畫、漆畫、線刻畫、石刻等均囊括在內，有助於會通問題。48

當然，這並非意味本書忽略不同媒材的物質屬性，或是隨葬品與圖像之間的

可能關係。然而本書採用圖像一詞尚有另一層方法上的考量。

本書除了將「圖像」作描述視覺材料的詞語之外，還進一步視之為具有

方法潛力的概念工具，這就涉及如何探討圖像與表象（representation）的關

係。圖像既然是社會活動的產物，學者也就必須重視與其相關的製作、運用、

功能，乃至於如何被認識的問題。藉由墓葬圖像的運用方式，可以得知特定

人群對於圖像的集體性認知與文化態度。由於墓葬圖像的研究必然涉及死後

世界、生死觀等問題，也因此如何考察其中「生死表象」（representation of 

death）的層面，也就成為此領域的關鍵問題。49 生死表象即為生者如何認知並

塑造死後世界的視覺機制，也是生死觀、世界觀的視覺展現。圖像學研究關

注圖像與文本之間的內在對應，生死表象則是指墓葬圖像與政治社會之間的

各種開放性連結。宮布利希（E. H. Gombrich, 1909-2001）指出圖像學的研究要

點在於重建其社會文化體制，或可稱為開放性的圖像學研究；50 其見解實已脫

離圖像學原來固著於文獻解釋的導向，顯示出積極參照社會文化脈絡的視野。

本書由四個層面來考察北朝墓葬圖像中所牽涉的生死表象，分別是「圖

像製作」、「空間結構」、「喪葬禮儀」、「政治社會脈絡」。圖像製作意

指圖像製作的具體過程，包括圖像來源、風格特點、粉本形態、工匠角色、

作坊運作、喪家與工匠的協商過程等，藉此可習得開啟意義之門的鑰匙。空

48 學者另以「壁畫」、「墓室畫像」作為分類用語。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

訂版）》，頁 1-2；李梅田，〈北朝墓室畫像的區域性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

3 期（2005），頁 75-103；同氏著，《魏晉北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商務

印書館，2009），頁 180-181。

49 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甚多，可舉出 Philippe Ariès, translated by Janet Lioyd, Images of 
Man and Dea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arah Webster Goodwin and 
Elisabeth Bronfen eds., Death and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ns Belting, translated by Thomas Dunlap,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Bo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4-124。

50 E. H. Gombrich, “Introduction: Aims and Limits of Iconology”, in Symbolic Images: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I (Oxford: Phaidon Press, 1972), p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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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13

間結構意指墓葬中各類建築性結構所形成的特定對應關係。例如墓室與甬道

之間的內外之別，各壁面之間的方位、相對關係等；石牀圍屏則涉及結構、

圖像組合與復原問題。喪葬禮儀包含初亡至下葬之間的葬俗、葬制，也包括

葬畢之後地面上的祭祀活動等，具有高度的社會功能性。政治社會脈絡所指

的範圍較為廣泛，涵蓋墓主與喪家所屬的政治集團、社會階層。雖然學界多

重視墓葬圖像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但是該如何建立兩者之間的連結，其具體

的研究步驟尚未確立。本書由生死表象的角度反思此問題。生死表象可界定

為經由上述四個層面所構成的整體喪葬意義。藉此觀點有助於分析墓葬圖像

與政治社會之間多重的錯綜關係，更有層次地逐一釐清地下墓葬如何與地上

世界產生關聯的各種機制。此外，上述研究取徑亦有助於扣緊形式與內容的

關係，促使這兩者獲得新的統合性。

就魏晉南北朝美術史的研究而言，長廣敏雄最早系統化闡述美術社會史

的方法論。他在《六朝時代美術研究》一書中以〈美術社會史與風格史〉為

序章，面對缺乏名家真跡而難以建立風格史的困境，嘗試另闢蹊徑，由風格

所具有的模式性特質來重建社會性。51 他亦指出考察複製技術與複製作品為

中國美術社會史的重大課題；最後以雙重構造論為總結，認為作品屬於上層

結構，作者與社會則出自下層結構並擴及於一般社會，書中所討論的社會性

涵蓋技術、材料、經濟、政治、風俗、禮儀等多種層面。今日看來，這種上

下二層的結構區分過於簡化，其論述方向以印證畫論文字為依歸，未能彰顯

風格所體現的政治社會層面。該書討論美術社會史的方式雖有其時代限制，

然而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如何藉由墓葬出土材料來重建美術社會史，其重要

性至今未曾稍減。

由於墓葬中的生死表象具有高度社會性，因此有必要留意如何界定墓主

所屬集團的性質。就北朝而言尤須注意不同部族、政治集團之間的分合與互

動。關於這點，史學界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拓跋鮮卑如何由一後進的部

落演進成北魏國家，向來是中古史家所關注的焦點。谷川道雄（1925-2013）

追溯其部落聯盟的結合原理，提出「豪族共同體」一說。52 康樂（1950-2007）

51 長廣敏雄，《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頁 11-40。

52 谷川道雄，《增補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

圖像與裝飾_第一次數位樣改.indd   13 2019/1/14   上午 11:09:50

谷川道雄，《增補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4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強調北亞祭典對於凝聚拓跋部落聯盟的作用，53 並借用谷川道雄「豪族共同

體」一詞來說明北魏鎮人具豪強集團的性質，進而提出「鎮人意識」，指出

「不管這些鎮人原本出身為何，長久（甚至是世代）在邊鎮共同生活的結果，

使得他們逐漸培養出一種共通意識。」並認為高歡即利用此一集體意識，鼓

動鎮人團結對抗爾朱氏。54 松下憲一經由考察北魏國號中「大代」、「大魏」

並用的現象，認為自北魏前期開始形成「代人意識」。55

上述研究中，學者除了嘗試客觀界定政治集團之外，也留意到「鎮人意

識」、「代人意識」等歷史行動者的主觀認知問題。代人集團的凝聚是由一

連串恩威並濟的政策所促成。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看，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拓跋

鮮卑在建國歷程中如何學習運用圖像資源，並藉此來建構並鞏固政治權威。

墓葬圖像的政治社會功能之一，在於可用來塑造部落共同體對於死後世界的

集體認識，並藉此凝聚集團內部的向心力。雖然目前的出土史料尚不足以揭

示代人集團墓葬圖像的全貌，然而已有若干重要線索可尋。 

三、圖像與裝飾

本書將「裝飾」視為輔助圖像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北朝墓葬而言，

僅使用「圖像」並無法充分認識所有的視覺材料，必須兼採裝飾的概念。藉

由「裝飾」有助於分析北朝墓葬中游牧部族文化的特質。

裝飾一詞的原義是指衣著的打扮、修飾。例如《後漢書》卷83〈梁鴻傳〉：

「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56 此處「裝

飾」指新婦的服飾。北魏關於裝飾一詞的用法可見《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

永寧寺條〉：「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莊嚴煥炳，

53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頁 174-178。

54 康樂，〈代人與鎮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 本 4 分（1991），

頁 895-916；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頁 96-98。

55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07），頁 138-140。

56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83〈梁鴻傳〉，頁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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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15

世所未聞。……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57其中「飾」、「加」為裝飾、

加飾之意。「莊嚴」為梵文「vyūha」的漢譯，原意為「布列」，引申為以

各類珍寶、華蔓等來裝飾佛菩薩或寺院。58 引文最後以「裝飾」來概括前文

中的各類加飾、莊嚴，吸收佛教「莊嚴」的概念，其意義已擴及於服飾之外，

為廣義用法；可知在北魏，圖像與裝飾均被賦予佛教的新義。因此，學者考

察北魏的墓葬圖像與裝飾之際，也應該具備佛教美術的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飾」一詞在喪禮中尚有另一層涵義，具有文飾、顯示

等意，較「裝飾」為廣泛。59據《荀子．禮論篇第十九》：「喪禮之凡，變而飾，

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60 其中「變而飾」

是指在喪禮進行過程中對於死者的文飾。又言：「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

大象其生以送死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

事畢，聖人之道備矣。」61 而認為喪禮是以生人之道來文飾死者，儘量仿效

其生時以送死者。喪禮中有關「飾」的用法最近於「裝飾」者為「飾棺」。

又例如《禮記．喪大記第二十二》：「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

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魚躍拂池。」鄭玄註：「飾棺者，以

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鄭玄根據荀子的見解，由「不飾則惡」

的角度來看待飾棺的喪葬功能。北魏「金飾棺」中關於「飾」的用法，即源

自於此。

裝飾一詞早已見於史籍，不過美術史的現代用法則是源自十九世紀下半

的日本翻譯，作為對應於 ornament 與 decoration 的譯語。62 滕固論及雲岡石

57 （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58），頁 11-13。

58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装飾文様─植物文篇》（京都：同朋舍，1992），頁 7-11。

59 Chao-Hui Jenny Liu, Ritu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Making of Tang Princess 
Dynasty Tombs (643-706 A.D.)(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5), pp. 133-136.

60 李滌生著，《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頁 436。

61 李滌生著，《荀子集釋》，頁 440-445。

62 増淵宗一，〈装飾〉，收入今道友信編，《講座美学 2 ─美学の主題》（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社，1988），頁 228-234；玉蟲敏子，《生きつづける光琳─イメージと

言說をはこぶ「乗り物」とその軌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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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窟時所說「裝飾意境的顯露」，即依循現代用法。63

過去南北朝墓葬的研究中並非未論及裝飾，例如學者經常將裝飾視為斷

代或建立相關性的輔證。本書並不排斥這種做法，但是更關注的問題是如何

彰顯裝飾本身的價值與主體性，這就牽涉到該採用何種概念框架來考察裝飾

的問題。目前學界關於南北朝裝飾的探討，大致出自以下三種研究取徑：

第一，考察紋飾的形態與系譜，為正統的裝飾史研究手法。就北朝的

材料而論，長廣敏雄對於佛教紋飾的考察可作為初期代表。64 羅森（Jessica 

Rawson）以各類器物、墓誌的紋飾為主體，勾勒北朝至唐代的裝飾體系。65

附帶一提的是，兩位學者分別依據不同的裝飾史研究典範。長廣敏雄早年曾

在濱田耕作（1881-1938）的引介下翻譯里格爾（Alios Riegl, 1858-1905）的

《風格問題》，該書被宮布利希譽為西洋美術史中關於裝飾美術最重要的經

典作，66 長廣敏雄排比紋飾的做法無疑承繼自里格爾。67 羅森對於中國裝飾

史的研究，除了里格爾之外主要受到宮布利希《秩序感》一書的啟發。68 宮

布利希由觀者心理的角度來考察裝飾，建立裝飾史研究的新典範。

第二，以裝飾來涵蓋圖像。例如町田章以「裝飾墓」的概念來涵蓋漢代

畫像至唐代的墓葬圖像。69 此分類源自日本考古學的專用術語「裝飾古墳」，

町田章取其廣義，擴大運用至中國墓葬。此外，近年西方學界亦出現以裝飾

63 滕固，《中國美術小史》，頁 17。

64 長廣敏雄，〈北魏唐草文様の二三について〉，《東方學報》8 冊（1937），頁 97-
117；長廣敏雄，《大同石佛藝術論》（東京：高桐書院，1946），頁 117-174。

65 Jessica Rawson, “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6)”,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s, No. 40(1982), pp. 8-11.

66 E. H. Gombrich,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2), p. 182.

67 長廣敏雄譯，《リーグル美術様式論─装飾史の基本問題》（東京：岩崎美術社，

1970）。林良一同樣以里格爾為典範。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装飾文様─植物文

篇》，頁 494。

68 Jessica Rawson,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4), pp. 24-25. 

69 町田章，《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京都：同朋舍，1987），頁 14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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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17

來涵蓋圖像的構想，雖然學術源流有異，但同樣是以裝飾作為分類的主體。70

第三，重視圖像與裝飾之間的相關性與流動性。長廣敏雄曾提到北魏孝

子石棺具有「紋飾性」；卜蘇珊（Susan Bush）留意裝飾對於這一時期美術

史研究的重要性。71 另外，羅樾（Max Loehr, 1903-1988）則認為漢代之後裝

飾的形式提供圖畫表現（pictorial representation）不可或缺的表現模式。72

在上述研究取徑中，以第三種最重視圖像與裝飾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書

將以此為主要方向，但不以此為限，必要時兼採第一類的裝飾史取徑，並力

求排除「裝飾」或「裝飾性」中的任何貶義。本書考察北朝墓葬圖像時重視

圖像與裝飾在形式與意義上的交互作用，並將此作用置於北朝歷史的進程中

來加以理解，嘗試建立具有裝飾史觀的墓葬圖像論。

本書將圖像與裝飾並舉的另一用意，是為了凸顯裝飾在北朝墓葬文化中

的特殊重要性，出自以下考量：第一，北魏平城時期佛教裝飾如蓮花紋、忍

冬紋傳入中原並廣泛流行，開啟中國裝飾史的新階段；第二，正如同其他北

方游牧部族，拓跋鮮卑喜好金飾、織品，形成偏好裝飾的品味；第三，裝飾

原為墓葬中的重要組成，可見於器物、墓誌、墓門、葬具的邊框等處，單由

圖像的概念並無法充分說明這類材料的特點。

四、取材與章節

本書並不是一部全面考察北朝墓葬圖像發展史的著作，而是嘗試針對北

朝墓葬圖像研究中的幾項重大問題，在現有材料基礎上提出階段性的看法。

這些問題中有關研究方法上的反思已如前述。其他具體的歷史問題包括北魏

70 Christina M. Anderson and Catherine L. Futter, “The Decorative Arts within Art Historical 
Discourse: Where is the Dialogue Now and Where is it Heading?”,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 No. 11(2014), pp. 1-9.

71 長廣敏雄，《六朝美術の研究》，頁 187；Susan Bush, “Thunder Monsters, Auspicious 
Animals, and Floral Ornament in Early Sixth-century China”, Arts Orientalis, Vol. 1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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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建國歷程與圖像的運用、北魏的裝飾文化、圖像與裝飾的互動、北魏葬具的

圖像與結構、粟特人葬具圖像的特徵、圖像與政治社會的關係等。本書盡最

大的可能蒐集資料，企圖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勾勒出北朝墓葬圖像的多元樣

貌。

本書分為上編「墓葬」與下編「葬具」兩大部分。上編有三章，由圖像、

裝飾、佛教因素等三個角度來考察以北魏平城時期為主的墓葬圖像。下編三

章則是以石牀圍屏為主體的系列研究。葬具在北朝的墓葬圖像中形成一相對

獨立的範疇，別具時代特點。藉由葬具的考察，可有效掌握北魏至北朝晚期

墓葬文化的動態變遷，進而認識粟特人與北魏墓葬文化之間的承繼關係。本

書各章所選擇的案例，依序分別取自北魏平城、洛陽、北齊鄴城、北周長安，

藉由這四座都城的墓葬來建立時間與空間上的論述架構。

第一章以北魏沙嶺壁畫墓為例，說明平城初期代人集團如何運用各地圖

像資源，來建造具有圖像整合性的墓室壁畫。此壁畫墓製作於太武帝太延元

年（435），為現存最早的北魏紀年壁畫墓。當時北涼未滅，嚴格來說仍屬

於十六國時期，但與北朝的發展一脈相連。本章標題「發現圖像」，意指代

人集團如何發現圖像的政治效力並有系統地加以運用。在研究觀點上，筆者

試圖由鮮卑葬俗的角度來解釋此壁畫墓的圖像意義，並嘗試建立圖像與物品

之間的相關性。

第二章主要以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銅壺討論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

所謂「再造裝飾」，意指代人集團如何將其游牧部族裝飾與新出的佛教裝飾

系統相結合，創造出新型的裝飾文化。這件銅壺原為清代宮廷的舊藏，雖無

從得知是否曾作為隨葬品，但並不妨礙我們由裝飾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平城時

期各類型器物、石刻、石窟、墓葬中採用類似裝飾圖案的現象。此外，這

件銅壺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種學界過去並未留意的視角，可由此觀察三燕裝

飾文化對於北魏平城時期的可能影響。本章將裝飾的效力提升至圖像層面討

論，指出裝飾同樣可以發揮政治社會功能。

第三章討論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自北朝起隨著佛教普及，墓葬中也

屢見佛教因素。佛教因素如何與墓葬圖像、裝飾相互結合，並傳達出特殊的

宗教意涵，還關係到如何理解北魏墓葬的特質。北魏平城地區兼具墓葬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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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　19

佛教石窟，可作為考察墓葬與佛教之間關係的珍貴案例。北魏平城時期墓葬

中所見的佛教因素涵蓋佛像、力士、天人以及佛教紋飾，不同的墓葬各有其

獨特表現，難以一概而論。由於佛教因素同時涉及圖像與裝飾，本章有助於

了解這兩者的多元互動。

本書下編三章為北朝石牀圍屏圖像的系列研究，論述主軸前後連貫。第

四章討論一套新復原北魏石牀圍屏的風格、作坊與圖像問題，並檢討過去對

於圍屏石牀組合原理的看法。圍屏石牀為北魏才開始出現的新型葬具，一直

延續至北朝晚期、隋代，與屋型石槨並列為北朝最具代表性的葬具形制。如

何探討這類葬具的圖像內容、配置原理，為北朝墓葬研究的關鍵問題。就北

魏而言過去學界較關注刻劃孝子傳圖的葬具，對於其他案例較為忽略，因而

無法充分認識圍屏石牀與其生死表象的特點，本章可補充這方面的缺憾。

北魏石牀圍屏的另一個重要性，在於涉及北朝晚期粟特人葬具與圖像的

發展。對於粟特人而言，由平城至洛陽時期發展而成的北魏葬具與圖像，到

了北朝晚期已成為一套可資運用並藉以自我表述的文化資源；北魏葬具的研

究遂成為理解漢地粟特人葬具圖像的必要基礎。過去學界對於粟特人葬具的

研究中，並未充分重視其中的北魏因素，因而造成若干誤解。深入考察北魏

墓葬圖像，有助於了解北朝晚期墓葬文化的源流，進而對於北朝晚期粟特人

墓葬活動中採用北魏葬具傳統的現象提出較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書下編採

用「北魏－粟特」的論述架構，欲藉由中原的墓葬文化來理解最富於異國情

調的粟特圖像。

第五章以一套河南安陽出土的北齊粟特人葬具為對象。如前述，這套葬

具最早經斯卡利亞的考察，近年隨著粟特人葬具的出土而又重新受到矚目。

本章的研究取徑為藉由新舊材料的相互對照來重建傳世品的歷史脈絡。關於

中西文化交流問題，本章重視粟特人對於北魏傳統的選擇性運用，以及對於

其自身宗教文化的主觀認識，檢討學界以「漢化說」來加以概括的弊病。

第六章以康業墓為例來討論北周粟特人墓葬圖像的新發展。北周天和六

年（571）陝西西安康業墓為迄今所知紀年最早的北朝粟特人墓葬，其重要

性不言可喻。康業墓與前述北齊粟特人葬具的風格大不相同，顯示出長安的

地域風格，然而兩者卻又均以北魏葬具為原型，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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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圖像、結構特點。由於康業一族與北周政治的關係密切，其墓葬圖像的表現

方式可能與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康業墓圍屏中貼金與線刻畫並用的技法繼

承自北魏金飾葬具的傳統，這意味著北朝葬具中圖像與裝飾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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