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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壁画与东西方艺术关系考论

引言

米兰（Mirah）遗址位于今中国新疆塔克拉玛

干沙漠东南缘若羌县城以东 70 余公里，米兰镇东约

7 公里。此地为汉晋丝绸之路楼兰道要冲。遗址以古

城堡为中心，周围分布着 14 处佛寺及窣堵波（图 1）。

古城址东经 88° 58′ 26″、北纬 39° 13′ 35″。

许多学者认为米兰古城为汉代伊循城，属鄯善王国的

重镇，5 世纪中叶，鄯善国覆没，其地荒芜，唐代又

为吐蕃所据。米兰佛寺年代较早，其中较为重要的遗

址有 M. Ⅱ、M. Ⅲ（图 2）、M. Ⅴ（图 3）佛寺等。在

这些佛寺中曾发现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及雕塑遗存。

1906—1907 年， 斯 坦 因（stein，M.A.1862—

1943 年）在他第二次中国考古期间发现了米兰遗址

并进行了两次发掘，揭取了著名的有翼人物等壁画
（1）。1909 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1890—1968 年）

在西域考察时，曾在米兰揭去了部分壁画残片（2）。

1988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楼兰文物普查队

对米兰遗址进行了调查，并发现了两幅有翼人物壁画
（3）。斯坦因在米兰的发掘资料刊载于《西域考古图

记》，其实物主要笈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橘

瑞超揭去的壁画残片今藏韩国首尔国家中央博物馆；

新疆楼兰文物普查队新发现的两幅有翼人物壁画，于

原址回填。

从现有资料来看，米兰壁画主要包括有翼人物

壁画（关于有翼人物壁画的数量，笔者统计为 M. Ⅲ

号寺院出土 7 幅；M.V 号寺院出土 2 幅，其中 1 幅仅

存右翼局部； M. Ⅲ寺院附近发现 2 幅。共计 11 幅。

图 4、5）、斗兽图壁画、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壁画（图

6）、花环人物壁画（图 7）、释梦图壁画（图 8）、说

法图壁画（图 9）、少女像壁画（图 10）、青年男子与

戴帽少女壁画，以及有人物局部图像的壁画残片等。

自米兰壁画发现以来，诸多中外学者对其进行

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其中主要观点将在下文中有所引

征，此不赘），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米

兰壁画的年代及作者推测；米兰壁画的形式特征及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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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米兰壁画的艺术渊源及图像含义；米兰壁画

与西方绘画的关系；米兰壁画与东方绘画的关系等方

面，对米兰壁画进行再讨论，并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

认知。

一 米兰壁画的年代及作者推测

关于米兰遗址的年代问题，斯坦因认为有壁画

遗存的 M. Ⅲ和 M.V 等寺院遗址，年代有可能为 3 至

4 世纪，而有雕塑遗存的 M. Ⅱ等寺院遗址，年代可

能稍晚，但不晚于 5 世纪（4）。美国学者加文 · 汉布

里认为，米兰壁画在艺术风格和题材方面与伽腻色伽

金棺非常一致，因而，可以肯定地将米兰壁画的时间

定为伽腻色伽时期，也就是 2 世纪（5）。沈福伟等也

都认定米兰壁画应属 2 世纪遗存（6）。其次，学界尚

有 2 至 3 世纪说 (7)、2 世纪末至 4 世纪说（8）、2 世

纪至 5 世纪末说（9）、4 世纪说（10）、 3 世纪至 5 世

纪中叶说（11）、10 世纪说（12），等等。但大部分学

者基本认为米兰遗址的年代约在 3、4 世纪，废弃的

时间则略晚（13）。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米兰遗址有

壁画遗存的 M. Ⅲ和 M.V 等佛寺年代约为 3 世纪左右，

而有雕塑遗存的M.Ⅱ和M.XV等佛寺年代约为 5世纪。

这也就是说，米兰壁画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佛教绘画遗迹。

米兰壁画曾发现有两处佉卢文题记，这为推测

画家的身份及壁画的年代提供了帮助。其中题于 M.V

佛寺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壁画之白象腿上的文字，经

学者阿贝 · 博耶释读，译为：“本绘画系提它 [ 之作

品]，该人[为此]接受了3000巴玛卡（Bhammakas）。”

斯坦因指出题记中的提它即“梯忒尤斯”（Titus），

是印度化的希腊名字，在公元初期的罗马帝国远东诸

省包括叙利亚及其他靠近波斯的边境地区中是一个很

常用的名字。特别是在一些艺术家中取优美古典名字

的人较为常见，在阿富汗发现的一些工艺品中也有类
似的题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贵霜统治时期（14）。

沈福伟指出：

蒂特（提它）是印度化的希腊名字，鄯善国

通行佉卢文书，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以致那些居

住在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人也采用印度名字，而从

画风和表现的人物来看，画师受到罗马叙利亚派或

埃及希腊的熏陶，可能在安提阿克或亚历山大里亚

受过专门训练（15）。

从提它题记中可以得出一些推断，提它是一位

受过罗马绘画训练的具有犍陀罗艺术修养的贵霜画

家，他的艺术训练的过程可能是在犍陀罗甚至叙利亚

等地完成的，塔里木盆地不具有培养这种艺术家的条

件。因而这位画家及其随从是被邀请到米兰或他们本

身即是作为贵霜遗民来到米兰的。这些画家到米兰的

时间应与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初传的时间相当。

米兰 M. Ⅲ和 M.V 寺院穹隆式建筑及圆形走廊和圆基

座佛塔等建筑体现着早期佛教建筑艺术的特征，这与

2 世纪末以后的一个时期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使用佉卢

文的贵霜人有直接关系。

二 米兰壁画的形式特征及艺术价值

作为佛教初传时期的作品，米兰绘画从内容到

形式，以及壁画的表现技巧和造型方式，都充分体现

了多种文化融汇的历史状况。其中最为鲜明的便是希

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表现形式，如有翼人物形象、花环

与人物构图和众多的人物肖像造型，以及用明暗层次

来表现对象的艺术手法等。产生这种艺术现象的原

因，笔者认为主要取决于壁画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审美

理念。

从壁画的技巧来看，米兰绘画的作者并非出自

一人之手，可以认为有翼人物和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

及花环人物等壁画出自一位极熟练的画家之手；说法

图和释梦图及部分壁画碎片则有可能为其他画师所

绘。这也就是说，米兰壁画存在着两种表现形式，即

一种为线面结合、笔法严谨、层次细腻的写实画风（即

文后所称“细笔晕染”）；一种为用笔粗犷、层次概括

的写意画风（即文后所称“粗笔写意”）。虽然这两类
作品的整体风格都是属于罗马绘画体系或称之为希腊

化犍陀罗绘画体系。

创作米兰壁画的画师可能为一组奔走于塔里木

盆地的专业画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也许会有建筑师，

米兰 M. Ⅲ、M.V 寺院建筑与壁画构成了有机和谐的

呼应关系即是证明。斯坦因指出，在圆形回廊的墙壁

上出现的壁画情节顺序及有翼人物的目光，正好与绕

塔右转的参拜者的视线相对应，这说明建筑与壁画是

在统一而精心设计下完成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有着极

其良好的古典艺术造型修养，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犍陀罗式造型艺术理念，在创作佛教壁画中表现了希

腊罗马艺术的审美旨趣（16）。这些绘画作品有可能

是依据犍陀罗艺术的粉本或范式来完成的，这从米兰

壁画的一些构成形式与犍陀罗部分雕塑作品的近似性

可得以证实。

一些学者根据米兰壁画中线条的使用和 M.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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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雕塑中弯眉细眼的造型手法及 M.V 佛寺有翼人物身

旁花环中的卷云纹等因素来推断中原文化因素存在于

米兰艺术中，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艺术中线条的

应用并非中原民族之独有，而中原民族艺术中线之应

用与西方艺术中的线之应用存在较大差别，汉晋时期

尤其如此。整个米兰绘画中未见有典型的中国绘画书

写用笔的线条出现。至于卷云纹，在古代中亚、西亚

和中原地区都较为普遍，很难以此判断其纹样的地域

性和民族属性，如果追溯其纹样的渊源，还很可能与

亚欧草原史前艺术有关。而 M. Ⅱ佛寺年代较晚，与

有壁画的佛寺关系不大，其雕塑是否受到中原艺术的

影响，姑且不论。因而可以肯定地说，米兰壁画艺术

没有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这不仅体现了米兰壁画的

犍陀罗艺术性质，同时还反映了早期佛教在塔里木盆

地流行时有可能仅限于贵霜人或一部分本土民族的范

围。在西域，当汉族或其他民族参与佛教艺术创作之

时，那有可能已是佛教较为普及之日，如 5-8 世纪的

库木吐剌石窟即是如此。英国学者格雷指出，米兰人

物绘画中的造型特征，是通过大量使用凹凸晕染法产

生的，这一技法是超出以往中国绘画之外的（17）。作

为早期佛教艺术的米兰壁画，没有多少汉文化因素并

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色彩，这正反映了西域早期佛

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希腊化时代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进

一步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时代。罗马艺术继承了希腊艺

术的传统，许多希腊雕刻都因罗马的复制而留存于世

的。犍陀罗艺术即是在希腊罗马艺术的基础上，结合

佛教思想及本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东西方文化合

璧的艺术。这种艺术在 2世纪以后传播到西域，反映

在米兰艺术中强烈的古典艺术特征则是一种艺术发展

与传播的必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壁画艺术在早期犍

陀罗艺术中却始终未能发现，因而有的学者甚至将犍

陀罗艺术仅限定于雕刻艺术范畴之中。在远离犍陀罗

艺术中心的楼兰地区发现米兰壁画之后，不但改变了

人们对犍陀罗艺术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西域艺术价

值的理解，同时也填补了东西方艺术交流史的一个重

要环节。斯坦因说：

在印度，还没有出土一件与犍陀罗佛教塑

像在年代和来源上相应的绘画艺术作品遗物，而

且，除非巴米扬（Bamian）石窟寺或巴克特里亚

（Bactria）出土文物中有这种遗物存在，否则，一

个注定要对中亚及远东绘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艺

术发展早期阶段就永远与我们失之交臂了。我们目

前拥有的任何考古学证据似乎都证明，从米兰的壁

画中我们找到了与猜想中的中亚佛教艺术原型最为

相似的样本，而这在其发源地已了无踪迹。正是这

一点，令我们要认真地探究这些碎片究竟能告诉我

们什么。我认为，它们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从

中可以发现它们与更西边的古希腊艺术东方化形式

之间的联系（18）。

意大利艺术史学家马里奥 · 布萨格里认为，3

世纪左右在西域曾出现过一个“米兰画派”，这个画

派的作品可以被称作是“光的艺术”，它代表着中亚

绘画之发萌时期。布萨格里指出：

米兰艺术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外流的结果，

或者它意味着由中亚各族和贵霜帝国幸存者接触而

产生的一个文艺复兴……该流派直接或间接地说明

肖像画法的很多原因，也解释了在该地区最东部敦

煌最早壁画奇异风格的某些疑点，这些肖像画法和

风格特征中的一部分后来为中国艺术所接受（19）。

三 米兰壁画的艺术渊源及图像含义

米兰壁画所表现的内容无疑是以佛教为主体

的，然而由于受到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影响，类似于

非佛教的神祗也出现在米兰佛教艺术中。有翼人物形

象原本是西方艺术的经典样式，而在中国米兰佛寺出

现的有翼人物形象，这让斯坦因目瞪口呆，他记述到：

护壁上展现出精美的有翼天使半身像，我吃

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想到，在靠

近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大漠的地方，在似乎是佛教从

中亚通往中国的最后要塞的废墟上，能见到古典天

使像的晚期作品……我们保存有这些属于希腊化时

期的法尤姆木乃伊的头的画板，其中有些呈现出不

甚明显的闪族血统特征的痕迹，这似乎支持了这样

的印象，即与希腊化的近东存在直接的联系。图案

形式相近，细节表现简洁熟练，这正表明，不但图式，

而且在布局结构上，装饰者都是在重复一种远源的

图案（20）。

在希腊神话中有翼人物是爱神厄洛斯（Eros）

的形象写照，在罗马神话中又将厄洛斯称之为丘比特。

公元前 5世纪以后的希腊瓶画和浮雕中即出现有带双

翼的厄洛斯形象。在犍陀罗艺术中出现有手持花环的

有翼人物雕像。米兰有翼人物形象与犍陀罗雕刻艺术

作品极为近似，它们应为同一时期、同一题材和相同

模式的不同媒材的艺术遗存。有翼人物形象还在罗马

墓葬雕刻和早期基督教墓葬艺术中被用来象征把灵魂

带入天堂的天使（21）。在公元前 3- 前 2 世纪中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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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有翼（命运）女神“提赫——赫瓦宁达”银质镀

金颈饰（图 11），造型结构与希腊古典风格和米兰有

翼人物画像极为近似。除米兰有翼人物画像之外，在

中国境内也发现了不少有翼人物或动物图像，其年代

大都在汉代以后，其类型一是表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

羽人，如汉代画像石及魏晋墓室壁画中的相关造型等；

另一类则带有明显的西方造型特征，如青海民和县川

口镇出土的唐代有翼人物瓦当等（图 12）。

斯坦因不仅认为米兰有翼人物壁画造型是“借

自基督教造像”，而且还认为与佛教中的护法神乾达

婆（Candbarva）形象有关（22）。阎文儒认为米兰有

翼人物造型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他将斯坦因

对有翼兽源自汉画像石的概念移植到有翼人物身上，

但他亦将有翼人物比附为“迦陵频伽”（23）。沈福伟

曾认为米兰有翼人物壁画“完全是基督教艺术”（24），

后来又指出它“可能是袄教艺术”（25）。也有学者认

为犍陀罗艺术为希腊化佛教艺术，因而出现带有希腊

风格的有翼天使形象也是顺理成章的（26）。那么，米

兰壁画中所出现的有翼人物画像，到底应属于何种艺

术形象呢？

上述阎文儒（27）关于有翼人物为“迦陵频伽”

的观点亦得到常书鸿（28）、霍旭初等人的支持，他们

基本认为有翼人物画像应为佛教中的“迦陵频伽”形

象。例如霍旭初等指出，约翰 ·马歇尔称犍陀罗的肩

扛花环的有翼人物雕塑为“花环与小爱神”，但他在

“小爱神”后面都用括号注明（药叉）。在佛教造像里，

药叉多设在佛像和佛教故事的最下部，扮着承托和护

卫的力士角色。米兰的有翼人物也绘在“护壁”的最

下部，而且也是绘在波状大花环的空间里。因此，将

有翼人物与药叉放在同一层次来分析是合情合理的。

而那种将“有翼天使”名词使用在佛教艺术里，把佛

教里的人物按基督教的职能作解释，就完全混淆了两

个不同宗教的概念。把“爱神”引进佛教，更是违反

佛教精神和教义。佛教的教义里始终没有为“爱欲”

开过大门。佛教艺术造像里从来也没有“爱神”的地位。

而阎文儒和常书鸿提出的米兰有翼人物像或与“迦陵

频伽”有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迦陵频伽”本意

为能发出美妙声音的鸟，故名美音鸟。传说这类鸟生

于极乐世界，后来演化为人的儿童形，但保留了双翅，

有的还保留着双爪。在佛教遗迹中，其形象多有出现，

如在印度桑奇大塔、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出土的石

雕、阿旃陀（Sjanta Caves）壁画、新疆库车苏巴什

遗址所出的舍利盒、库木吐喇 16 窟壁画、敦煌石窟

大型经变画、陕西法门寺所出土的舍利函，以及日本

佛教艺术文物中，都可以看到“迦陵频伽”的形象。

这些形象一般都是成偶数出现的，这亦与米兰佛寺有

翼人物两两相对的组合相一致。因而，米兰佛寺有翼

人物画像表现的应是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形象
（29）。上述论点较为可信，但亦不排除佛教艺术家在

创造“迦陵频伽”形象时，借鉴了希腊罗马有翼人物

造型的可能。这如同将阿波罗神像改造为释迦牟尼造

像一般。

虽然说米兰有翼人物壁画的造型是借鉴了希腊

罗马艺术，但有翼动物或人物造型模式的起源，最早

却出现在西亚地区。此类材料较多，仅举几例如下：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博物馆藏有一件距今 4500 年的美

索不达米亚时期的黄金和青金石琉璃作品狮首鹰身

像，已显示出有翼怪兽造型的雏形 ( 图 13)。在距今

3000 年左右的亚述时代印章中可见有诸多带翼人物

和动物的造型 ( 图 14)。在伊拉克霍尔萨巴德出土的

距今 2800 年的亚述宫殿护门神兽，其人面兽身和特

意夸张的羽翼，则呈现出一和造型上的高度统一性和

模式化风范 ( 图 15)。在伊朗帕萨尔加德发现的公元

前 6世纪居鲁士二世宫殿浮雕人像，其背部展开着两

对羽翼 ( 图 16)。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后，有翼动物和

有翼人物造型则广泛出现在波斯艺术、希腊艺术和欧

亚草原游牧民族艺术之中，整个波斯艺术包括萨珊王

朝在内，基本将亚述艺术中的半狮半鹰异兽图和有翼

动物和人物以及对称式的构图继承了下来。正如格鲁

塞所说：

这些可远溯至古时苏美尔——阿卡德圆筒印章

上的装饰主题，经过喜特人的改进，传给亚述人，

再由亚述人传给波斯和“大伊朗”。在这方面，我们

可以注意到亚述文明如何渗入到阿拉拉特和高加索

一带的其他阿拉罗地安人之中，其所播的种子，我

们将看到，要在伊朗和外高加索、在南俄罗斯和阿

尔泰各民族间都发出生命来（30）。

这也可以说，米兰有翼人物壁画造像虽然受到希腊罗

马艺术的影响，但其文化渊源则可上溯至两河流域艺

术。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米兰 M.V 遗址的花环与人

物墙裙（护壁）壁画中。该壁画人物形象都是被描绘

于一条上下转换的彩带（花环）空间中，这种艺术构

成的模式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3000 千年左右的美索不

达米亚的印章艺术中（31），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

国时期开始在中亚和西亚地区流行，至犍陀罗时期便

成为常见的表现题材。它通常以供养人或有翼人物作

形象，供养人或手持花、叶或肩扛花环，形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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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固定的表现格式。此类作品在犍陀罗地区出土的

石刻中多有发现，大都造型相似（图 17）。这种图形

结构亦反映了米兰壁画与犍陀罗艺术、希腊罗马艺术、

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的某种渊源关系。

在米兰佛寺中，除墙裙部分绘有花环人物图及

有翼人物图外，其佛寺墙面的中楣部分则是以描绘佛

教内容为主体的绘画。这些作品包括有须大拏太子本

生故事壁画、释梦图壁画及说法图壁画等。绘于 M.V

寺院圆形内墙中楣部分的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画，其

描绘的是释迦佛生前的化身叶波国须大拏太子乐善好

施的故事。大体内容是须大拏太子因将国宝六牙白象

施与怨家，被其父（国王）驱逐入山。然须大拏入山

途中依旧施舍不断，将其财宝、车马、衣饰乃至子女、

妻子舍与人。其后子女、妻子被转卖时，为国王所赎，

须大拏亦被接回王宫。这个故事在《太子须大拏经》、

《六度集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等

佛教经典之中均有记载，其大意基本一致。

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的一个传统表

现题材。6世纪初，宋云、惠生在乌仗那国（udyand）

王城西南 500 里善持山太子石室附近曾见有传为须大

拏太子本生故事相关之旧迹（32）。西行至佛沙伏城

（Varsapura），在城北附近白象宫内亦见有描绘相同

内容之壁画遗迹（33）。考古发现表明，此种题材之

雕刻在犍陀罗地区较为常见。宫治昭指出，在巴尔胡

特、桑奇、阿玛拉互提、阿旃陀、爱玛尔 ·朵尔以及

犍陀罗地区，都发现有此种题材的雕刻遗迹（34）。尤

其是今藏大英博物馆的爱玛尔 ·朵尔出土的须大拏本

生故事浮雕，其结构形式则与米兰的同类壁画较为接

近（图 18）。这说明在犍陀罗时期，无论是绘画或雕塑，

极有可能曾流传有类似的粉本或存在着一种特定的表

现程式。在年代较米兰佛寺稍晚的克孜尔第 81 窟（图

19）和敦煌（北周）428 窟（图 20）中残存有同样题

材的壁画，其表现方式则与米兰壁画有所不同。金维

诺指出：

（米兰）须大拿本生故事画在新疆开始出现，

采取的形式不像龟兹等地区四五世纪以后的作品，

采用单幅构图，而运用连环画的形式。这说明本

生故事壁画在中国流行时，一开始就可能有两种

式样，一是单幅的，一是连续性的……在画面上，

人物、车骑、象马、树木等等表现得真实、生动、

富有体积感；而且画家立意明确，企图通过人物

形态、动作的刻画，准确地表现故事内容，有意

捕捉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了利用环

境、树木等等的穿插，来区别而又连续起那些互

相连续而有所不同的事件发展过程。壁画上出现

的人物，面貌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但在不同情

节中几次出现的同一人物，面貌却画得非常准确，

能辨认出来。这些生动形象都以极为简洁的色彩

和流利的线条呈现出来，透露了艺术家技术上的

成熟及对所表现的对象具有深刻的理解（35）。

在米兰 M. Ⅲ佛寺环形墙壁中楣（其下方墙裙

描绘着左右连续的有翼人物画像）曾残存有释梦图和

说法图壁画残片。据学者们考证，这组壁画的内容选

自佛传故事。释梦图所描绘的内容为乔答摩（Gautama，

释迦牟尼俗姓）的母亲摩耶夫人夜晚感梦，其父净饭

王召相师占梦的情节。其人物造型皆目光炯炯，神情

庄重，王者坐其上，相师坐其下。王者造型较准确，

相师人体比例似不协调。绘画用笔粗犷而肯定，色彩

简洁概括，人物面部和臂膀等处略加淡彩以渲染出层

次感。此类壁画之图式结构为犍陀罗艺术较为程式化

的表现模式，常用于有佛陀出现的雕刻的题材中，如

白沙瓦博物馆所藏 2—3 世纪的同类题材雕刻即大致如

此（图 21）。说法图壁画的左半部绘有身着棕红色袈

裟的佛陀，有背光，右手扬起，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

画幅的右半部画有 6个年轻和尚，上下半列两排，每

排 3人，应是佛弟子。佛和弟子均睁大眼睛，与有翼

人物像相同。这种大眼睛造型亦属美索不达米亚及希

腊罗马造型传统。在 M. Ⅲ壁画中出现的佛陀形象都

画出了胡须，这正是贵霜佛教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米兰壁画在继承希腊罗马古典绘画的基础上，

结合东方的艺术传统，创造出了一个东西方艺术有机

融合的“米兰画风”，成为犍陀罗早期绘画的珍贵标

志，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笔者曾将米

兰壁画人物肖像画作以初步整理，排列出了 50 余个

图像（图 22），这些图像以其朴实的写实绘画手法描

绘出了不同年龄、不同服饰、不同民族特征的男女肖

像，绘画采用勾线和晕染、平面和立体、写实和装饰

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了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生动形

象。在这各式人物形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不同的

人物表情，如娱悦、自信、深沉、天真、坚毅、渴望、

宁静、纯朴、机警、温顺、乞求、忧郁、傍惶等，反

映了不同的人物心理状态，体现了犍陀罗绘画艺术的

特征和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仅从写实艺术的角度

来看，在整个中国古代佛教壁画中，米兰壁画都是风

格独具而极为罕见的。

四 米兰壁画与西方绘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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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在谈到米兰壁画时指出：

塔里木盆地处在一个交叉路口，它的文化反

映了各种异质文明的一种特殊融合……在贵霜时

代，犍陀罗风格与伊朗、希腊和巴克特里亚因素融

合在一起，对佛教艺术，尤其是早期佛教艺术具有

引人瞩目的影响。特别在米兰的绘画中可以看到这

一点（36）。

这些壁画产生于公元 3-4 世纪，反映出浓重

的西方影响，有一部分甚至是地中海地区的影响

（37）。

罗布湖南边的米兰遗址废寺中残留着的壁画

值得注意。那是希腊文明突破帕米尔的壁障而东传

的先声（38）。

米兰壁画的所具有的犍陀罗风格主要体现在它

的艺术表现手法中，这种表现手法与罗马绘画中的主

要遗迹法尤姆肖像（Fayyum portraits）和庞贝壁画

（Wall Painting in pompeii）等有着一定的联系性
（39）。俄国学者科尔宾斯等指出，从公元前 2 世纪到

公元 1世纪，罗马绘画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时期与希腊

绘画的若干原则。“类似描绘物象、表达动作、构图

问题、光线问题、色彩问题、透视问题这样的一些绘

画问题，在罗马绘画里曾经以较高的水平得到了解决。

对于表达空间，在肖像里揭示出人物性格，曾经进行

了探索，出现了新的体裁：风景画、静物画、风俗画

以及宗教画”（40）。法尤姆肖像画和庞贝壁画等为迄

今所知罗马绘画最为罕见的典范作品，在世界美术史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尤姆肖像艺术是在 1-3 世纪埃及并入罗马

版图期间的一种为死者描绘的胸像或肖像艺术（图

23）。这种艺术有可能出自希腊人之手。其肖像通常

以蜡彩画或胶彩画的技法画在约 43 × 23 厘米的木板

上，置于死者木乃伊面孔的包裹布之下，或者直接画

在覆盖木乃伊的尸布之上。肖像对光与影以及人物性

格和神态的刻画颇具特色，画中人物的眼睛被画得大

而富于表情。它也是拜占庭圣像绘画风格的先声（41）。

庞贝壁画出现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下

半叶，它是罗马帝国时期艺术黄金时代的代表，反映

了罗马绘画的基本面貌。由于 1世纪前罗马人崇尚希

腊文化，仿效希腊艺术，因而庞贝壁画也带有浓厚的

希腊艺术的痕迹，有些作品往往是公元前 4世纪希腊

绘画的摹本（42）。庞贝壁画采用写实的描绘方式，强
调光影的应用，并注重人物心理刻划，画面具有立体

感和空间感，造型生动自然，人物描绘具有真实和传

神的艺术效果（图 24）（43）。

米兰壁画与法尤姆和庞贝等罗马绘画在艺术上

存在着一定渊源关系，这已是学界形成的一个共识，

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问题是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却忽

视了一个最具体的问题，这即是米兰壁画的表现方法

到底是否与罗马绘画的主流样式所接近？笔者的答案

是否定的。罗马绘画的主流样式中最关键的几个因素

包括透视法的应用；三度空间的营造；用块面塑造形

体；用丰富而微妙的层次（色阶）来塑造质感和体积

感；不但描绘阴影，而且描绘投影甚至反光，以期达

到人们视觉所见的一种自然与真实，等等。这也就是

说罗马的主流绘画与后来人们常见的西方古典油画在

表现形式和审美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笔者将其称为

“空间表现”画风。而这种所谓“空间表现”画风在

米兰壁画中却不是十分明显的。简而言之，罗马主流

绘画是表现三维空间的（如圆雕），米兰壁画是表现

二维空间的（如浮雕）；罗马主流绘画是以块面为主

来造型的，米兰壁画是以线条为主来造型的；罗马主

流绘画不但有阴影，而且有投影，米兰壁画仅有明暗，

而无投影。米兰壁画在人物动态、形象塑造、写实技

巧乃至绘画精神上，具有鲜明的罗马绘画特征，但具

体在绘画技法上并未继承罗马主流绘画技法。这是否

说明米兰壁画与罗马绘画关系不大呢？答案亦是否定

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罗马绘画有个再认识。

中外诸多学者虽然已对罗马绘画的历史作过系

统而深入的研究，但或许忽视了对罗马绘画形式多样

化的分析和分类。仅从目前有限的材料来看，除了上

述学界通称的罗马绘画的主流风格亦即本文所谓“空

间表现”画风外，笔者认为，在罗马绘画中至少还存

在另外两种画风：一种是以线为主，明暗为辅，较为

平面的画法，如庞贝斯塔比伊出土的 1世纪《采花少

女》（图 25）、弗卢泰托家族大厅 1 世纪《有树的花

园》（图 26）和法内斯那别墅公元前 20 年的《倒香

水的妇女》（图 27）等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关

于《倒香水的妇女》一画，美国学者曾指出：“艺术

家在白色的背景上用线条勾勒出女人的轮廓，这种手

法让人想起公元前 5世纪希腊花瓶上的绘画，而且它

大概也反映出了与迄今业已失传的平板绘画的一种

相似的性质” （44）。这种风格本文将其称为“细笔晕

染”画风。另一种风格用中国绘画的术语来说即是具

有“写意”特征，本文将其称为“粗笔写意”画风。

它具有粗犷的轮廓线和概括的明暗及高光的画法，画

面基本呈现出浮雕（二维空间）效果。这类艺术作品

在法尤姆肖像和庞贝壁画中十分少见，但在 1—2 世纪

的罗马彩绘瓶画中可见此种画法（图 28）。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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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希腊镶嵌画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

处理方法（图 29）。这种画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爱琴文明时期的克里特文化中的壁画画法（图

30）。这也就是说，本文前述在米兰壁画中所出现的

两种画法都与上述罗马绘画的其他两种方法有着一定

联系。这两种画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但在

绘画精神和立体表现以及线面结合的绘画语言上却基

本是一致的。其中，以线为主，略施明暗的“细笔晕染”

画法（如有翼人物画和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画）在阿

旃陀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图 31）及武威天梯山

石窟壁画（图 32）中得以出现或延续；而以粗犷的

笔触，概括的层次所作的“粗笔写意”画法在克孜尔
石窟（图 33）和敦煌石窟（图 34），以及文殊山石窟（图

35）等早期壁画中得以展现。源自于罗马绘画的这两

种画法在东方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融合了东方艺术传

统和民族审美内涵。而罗马绘画中的主流样式“空间

表现”画风在中国境内乃至中亚地区的壁画中却始终

未能得以传播，倒是在新疆山普拉所出土的约 2 世纪

前后的毛织壁挂《武士像》中能够看到较明显的影响

痕迹（图 36），这种现象或许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文

化问题。这种绘画技法最终在明清以后，才以西洋油

画的面貌逐渐传入中国大陆。看来米兰壁画乃至犍陀

罗绘画在继承希腊罗马艺术的过程中是有所选择的。

五 米兰壁画与东方绘画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中国早期佛教壁画中，米兰壁画

中的“细笔晕染”画法可见于克孜尔石窟和天梯山石

窟壁画；其“粗笔写意”画法可见于克孜尔石窟、敦

煌石窟、文殊山石窟等壁画中。在上述诸石窟寺中，

米兰壁画的年代最早，似乎应当与其他石窟壁画的出

现有一定联系，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这方面的直

接证据。然而，如果将来自贵霜地区的画家所描绘的

米兰壁画看作是犍陀罗绘画的普遍风格之体现，那么，

在克孜尔、敦煌以及河西一带所出现的类似于米兰壁

画的“粗笔写意”和“细笔晕染”画法，其来源也就

不难理解了。这也就是说，在上述各遗址所出现的圈

染法和勾线晕染法等诸画法，极有可能源自于类似米

兰壁画的犍陀罗绘画艺术。正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 ·

布萨格里所说：“中亚绘画发展接下来的阶段主要依

赖于那些米兰已得以发展的独特的古典影响。”（45）

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佛教美术东渐西域的绘

画遗迹，除米兰壁画外，当属开凿于 4世纪以后的克

孜尔石窟壁画。宿白指出：

克孜尔石窟位于佛教东渐的关键地点。就

佛教石窟而言，它正处于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安

（扬）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它所保存

早期壁画的洞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安，而

其第一阶段的洞窟的具体年代至少要早于新疆以

东现存最早的洞窟约一百年左右。因此，克孜尔

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中，就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46）。

从米兰佛寺和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形式来看，似

乎两者在绘画艺术上并未有联系的迹象。如上宿白所

说，克孜尔石窟位于巴米扬石窟和新疆以东石窟群之

间，固而它最有可能是受巴米扬石窟艺术影响的结果。

这一点从大像窟在巴米扬和龟兹的出现也得以证实。

仅就壁画而言，克孜尔早期石窟中所出现的奇异圈染

画法，其类似的遗迹不仅在巴米扬地区而且在整个犍

陀罗地区都未曾发现。这种圈染画法虽与米兰壁画中

的“粗笔写意”画法有近似之处，但是毕竟在表现形

式上有了较大差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

一是巴米扬和犍陀罗地区类似的壁画遗迹尚未发现；

二是出现于米兰壁画中的犍陀罗式“粗笔写意”画法

在百余年后产生了风格上的变异。但从绘画形式和目

前所知的材料而言，米兰壁画中所呈现的犍陀罗“粗

笔写意”画法无疑是克孜尔石窟圈染画风形成的渊源

所在。当然这种画法在克孜尔地区的传播并非来自米

兰佛寺，它的直接来源还应是巴米扬地区。而随着佛

教艺术的东渐，在 5世纪以后，克孜尔石窟的圈染画

法又传播至敦煌及河西一带，形成了鲜明的中国早期

佛教壁画之圈染画风。正如段文杰所说：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特别是表现人物立

体感的明暗法，即以朱色层层叠染，再以白粉画

鼻梁、眼睛和眉棱，以示隆起。这种办法画史上

成为“凹凸法”，传自印度。西域各族吸收以后，

为之一变，创造了一面染、两面染等新方法，赋

予了西域民族特色。敦煌壁画直接接受了这种晕

染法，便形成了规格化的圈染叠染，此法一直沿

用了一百六十多年，并流行于河西各石窟（47）。

自 2 世纪以后，流行于犍陀罗一带的带有罗马

绘画特征的“细笔晕染”画法和“粗笔写意”画法，

于 3世纪左右传至丝路南道米兰地区。百余年后，“细

笔晕染”画法见于丝路北道克孜尔石窟和河西走廊天

梯山石窟壁画，而“粗笔写意”画法似乎发生了极端

化的变异，并由巴米扬地区传入西域龟兹一带，形成

了典型的克孜尔圈染画风。这种画风随着佛教艺术的

东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民族文化区域的变化而在

形式上产生了本土化的转变，炳灵寺 169 窟西秦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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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420 年）壁画（图 37）即是如此。北周以后这

种圈染画法逐渐被中原传统绘画形式所取代，从而形

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需要指出的是，“细笔晕染”

法和“粗笔写意”法都同时出现于克孜尔早期石窟中，

“粗笔写意”法后来对敦煌、河西早期石窟壁画影响

较大，而“细笔晕染”法似乎影响甚微，这亦是一个

有待探讨的问题。另外，无论是“细笔晕染”法或“粗

笔写意”法，自米兰壁画之后，都走向了一个程式化

和装饰化的道路，远离了罗马绘画的自然主义写实特

征，这亦是应当注意的一个现象。

在佛教绘画逐渐走向中国化的同时，隋唐之际，

来自西域于阗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又

为中原绘画又带来了新的样式，其中最具特征的即是

所谓“凹凸法”。这种画法在唐代被誉为“精妙之状、

不可名焉”，“千怪万状，实其踪也”（48），并以“天

竺画法”称之。笔者认为，凹凸画法的本质乃是使平

面绘画产生具有浮雕立体感的效果，被称为“天竺画

法”实质上乃是指犍陀罗绘画传统，仅从技巧而言，

它依然没有超越米兰壁画的表现范畴，甚至可以说它

即是米兰壁画中的“细笔晕染”法的延续。米兰绘画

作为犍陀罗绘画的典型样式，它基本保留着罗马绘画

的一些特征，在写实主义的造型法则下，强调画面的

立体感与层次感，同时兼具东方传统的审美因素。这

样既产生了有别于前述罗马主流绘画的自然主义空间

描绘作风，同时也有别于东方式勾线平涂的平面装饰

风格。如果仅从技法而言，可以说尉迟父子的凹凸画

法即是米兰壁画艺术的复兴或延续。这种技法上的变

革不仅体现着中西艺术交融的特征，它还有可能促进

了唐代水墨写意画法的产生和发展。向达指出：

又如中国绘画，唐以前以线条为主。至唐吴

道玄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

面。逮王维创水墨山水注重晕染，遂开后来南宗风

气。宋代米芾亦以泼墨法为世之所重。摩诘笃信像

教，元章或亦疑为异族。诚能以西域古代之画风与

唐宋以来中国画家之作比观互较，究其消息，则宋

元以后中国画之递变，不难知其故矣（49）。

凹凸画是依靠晕染而产生浮雕式立体视觉效果

的，这种晕染又依附于线描轮廓和结构之间，如前所

述，线描法的应用在东西方却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唐

人将尉迟乙僧的线描称为“屈铁盘丝描”（50）。线描

或以线为主描绘物体，并非中国艺术之独有，今人常

将线条视为中国艺术之独创或特征，其理由不足，阮

璞对此已有批评（51），此不赘述。仅以用线而论，中

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所不同，西方的线描讲究以

线条来描绘客观对象，而不刻意追求线之本身变化；

中国绘画的线多讲究线之本身的节奏变化，并不仅仅

将线条看作是描绘现实客体的一种媒介，而追求的是

线条自身所产生的形式意味。这种对线的不同审美旨

趣，即产生了不同的用线特征。中国绘画对用线的审

美要求也许与中国书法有直接关系。如将汉代绘画和

米兰壁画作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在线描艺术

上的差异，洛阳汉墓壁画即为典型的汉画风格，其对

线条的应用已具有 “写意”特征。魏晋十六国时期，

酒泉、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亦是典型的中原画风，其

用线和造型方式与米兰画风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的用

线方式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

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 ·论曹吴体法》中写道：

曹吴二体，学者所宗。按唐张彦远《历代名

画记》称北齐曹仲达者，本曹国人，最推工画梵像，

是为曹，谓唐吴道子曰吴。吴之笔，其势圜转，而

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

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52）。

吴道子（约 289-758 年）为唐代著名的画家，

有“百代画圣”之称。从传为吴道子的作品来看，他

的绘画线条极具中国书法用笔特征，与曹仲达的线描

一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曹仲达为北齐画家，生卒年不

可考。史载曹仲达为曹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人，

曹国为昭武九姓粟特胡之一。他是何时入华，文献无

载。向达考其应与曹妙达为一家（53）。曹妙达世居中

国，为北齐文宣帝所宠（54）。《历代名画记》载，曹

仲达所画最工者为天竺佛像（55）。曹仲达这种天竺

画法应是在吸收犍陀罗艺术的同时，加之他长期生活

在中国所受东方艺术之影响，从而创立出具有天竺风

格的“曹家样”佛教造像艺术。曹仲达不但擅长绘画，

还涉及雕塑，画史称其为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四

大家”（曹仲达、张僧繇、吴道子、周昉）之一。但是，

这样一个在中国美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艺

术家却无一件真迹甚或摹本传世。他是以何种艺术形

式对盛唐以前的美术产生影响的，无迹可考。文献记

载却较为明确，“曹衣出水”、“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

即指运用一系列稠密的线条，以表现衣服上的褶纹，

而这种褶纹仿佛是从水中出来的。曹仲达的艺术风格

可以在米兰佛寺、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

窟、云岗石窟中找到相近的例证，米兰 M.V 寺院须大

拏太子本生故事壁画中的须大拏及苦行僧的服饰造型

用线稠密、衣服紧窄已具有出水之感（图 38）。这种

衣纹的塑造方式为犍陀罗笈多艺术、马图拉二期艺术

甚至希腊罗马艺术的一种造型传统，在马图腊雕刻（图



335

米兰壁画与东西方艺术关系考论

39）及希腊瓶画（图 40）和浮雕艺术（图 41）中可

以常常见到这类形式的作品。这种所谓线条紧密，衣

服贴身如出水之感的艺术处理手法的出现应源自于生

活。在古代希腊、罗马、中亚、印度和西域一带普遍

流行宽松而多褶的服饰，这些服饰的面料可以是丝绸

也可以是精细的棉、毛、麻织物，有些织物制作较薄，

穿着身上若有微风吹动自然会紧贴身体。造型艺术中

视觉上的衣服“紧窄”并不代表实际生活中的衣服紧

窄。紧窄的衣服如果用绘画来表现则不可能产生“稠

叠”的线条，只有宽松的衣服才能出现更多的衣褶。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所藏营盘墓地出土的

毛织灯笼裤即为典型之物证（图 42）。这件灯笼裤虽
为毛织物，但较为轻薄，款式制作上有意制成百褶状，

形成了自然的稠密线条，此裤款式与巴克特利亚所发

现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立像所塑之裤子形状极其

相似（图 43）。这反映出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佛教艺术

流行的年代同时也流行着一种多褶而宽松的服饰。这

种宽松多褶的服饰如用线条来表现，则很容易造成稠

密的衣纹及如衣出水的视觉效果。因而，曹仲达所绘

“外国佛像”之线条则应接近于犍陀罗佛教绘画（如

米兰壁画）之特征，并与中亚民族的生活（服饰）有

着密切的关系。向达指出：

六朝以来之乐舞和绘画，几乎有以西域传来

之新乐与新画风为主体之势，至唐逐臻于极盛之境。

唐代乐舞除出西域传来者几无可言，绘画则较为著

称之诸名家，亦无不与西来之文明有若干之渊源

（56）

结语

米兰佛寺位于汉晋丝绸之路楼兰道咽喉之地，

米兰佛寺壁画遗迹是由东进西域的贵霜画家所创作的

带有典型的希腊化犍陀罗及罗马艺术风格的作品。佛

寺壁画呈现出两种画法即“细笔晕染”法和“粗笔写

意”法。这两种画法继承了罗马绘画非主流传统，代

表着犍陀罗绘画的主体风貌。壁画创作的年代约在 3

世纪前后，应属中国最早出现的佛教壁画原型，也是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东西方绘画艺术交流的最早物证之

一。壁画所呈现出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对解读中国

佛教美术形式上的转化，以及龟兹、敦煌、河西一带

早期佛教绘画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同

时，由于米兰壁画的发现，从而揭开了犍陀罗早期绘

画艺术的面貌，在东西方艺术交流史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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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 年）

图 34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中的菩萨像  北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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