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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大多直接关联着艺术家、艺术活动的具体经验及其实践发 

展 ，就像 宗白华先生曾经指 出的：“先在 艺术 实践上表现 出一个新的境界 ，才有概括 这种新境 

界的理论”。这是中国美学思想资源丰富生动且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考察和理解 

中国美学思想旨趣及其价值建构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如果说，这种内在于艺术与美学之间的 

思想关联性，具体揭示了中国美学的存在方式，亦即在一种不脱艺术实际的精神思考过程中实 

现理论阐发的可能性 ，在 艺术价值 的深刻彰显 中激活和展开 美学的思想能力，那么，以细致分 

析中国艺术、艺术发展及其表现形态等作为把握中国美学思想发生的具体途径，无疑是我们今 

天继续深化中国美学问题研 究的必然。 

在本期 中，曾繁仁、刘成纪两位教授从 审美发 生问题 的理论考察 出发 ，分别讨论 了汉画像 

艺术精神、汉代地理图像与中国山水画诞生的关系。《汉画像：中国传统“生命”艺术的诞生 

地》在分析汉画像的主题、内容及其表现方式等基础上，揭示了汉画像艺术精神所体现的中国 

传统“生生”美学观念。《汉代地理图像与中国山水画之诞生》一文则从汉代地理图像绘制与 

中国山水画起源的关系方面，将认知和写实理解为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生成起点，讨论了中国山 

水画艺术的审美递变问题。两篇论文所论对象虽有不同，但它们从具体艺术存在出发来思考 

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王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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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画像是儒道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体现，以其奇光异 

彩和蓬勃的生命力为中国传统艺术奠定了多元融合的根基。汉画像的艺术精神，在于 

它是中国传统“生生”美学观念的体现。汉画像以“重生”为主题，重视生命，追求“长 

生”。儒家的“爱生”，道家的“贵生”，道教的“得道升仙”，楚风的生命咏歌等，构成了 

汉画像“重生”主题的文化背景。汉画像在艺术上 以天上人间二重结构体现 出对升仙 、 

永生的执 着追求，在 图像 内容上热衷展现对“生”的留恋与歌咏和对“升仙”途径的浪漫 

想像 ，生殖崇拜的抽象化、寓意化是其重要 的 内容。汉画像的“生生”美学突出地体现 

在它的线的流动之美上，伏羲女娲交尾图作为汉画像的艺术原型是其线的生命艺术之 

特征的典型体现 ，具体 呈现为“一 阴一 阳之谓道”的艺术规律、边行边看的视角转换、呼 

应节奏的律动性、时间艺术的叙事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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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仁 汉画像 ：中国传统“生命”艺术的诞生地 

汉画像是汉代墓葬艺术，主要是汉画像石与 

汉画像砖。其数量之大与艺术水平之高，享誉世 

界。它产生于汉民族艺术走向成熟时期，综合了 

古代艺术精华，开启了中国传统艺术几千年发展 

的辉煌历史。宗 白华认为 ：“商 、周 的钟鼎彝器及 

盘鉴上的图案花纹进展而为汉代壁画，人物 、禽兽 

已渐从图案的包 围中解放，然在汉 画中还常看到 

花纹遗迹环绕起伏 于人兽飞动的姿态 中间，以联 

系呼应全 幅的节奏，顾恺之 的画全从汉 画脱 

胎。”①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汉画像在中国艺术史 

上的综合与开启作用。潘天寿更是 明确指出， 

“吾国明了之绘画史 ，可谓开始于炎汉时代 ”②，更 

明确地将汉画像视为中国绘画艺术的诞生地。实 

际上，汉画像不仅开启了我国绘画的新篇章，它所 

呈现的生命艺术主题、阴阳相生的艺术原则与线 

性的艺术特性，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生命艺术的 

辉煌开端。本文不使用“中国古代艺术”，而是用 

“中国传统艺术”这一概念，这是因为很多中国古 

代艺术，如绘画、书法、戏曲与民间艺术等等，仍然 

活在当下 ，以传统的形式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 ，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等生命艺术 

之精神仍然影响着 中国民众的基本思维方式 、审 

美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需要在新时代加以继承 

发扬。 

一

、汉画像的产生与研究 

汉画像大体起始于西汉早期，一直发展到东 

汉晚期 ，到魏晋时期开始衰亡消失 。汉 画像石的 

分布主要集 中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据初步统 

计 ，目前发现的汉画像墓葬 200余座 ，画像石 1．5 

万块左右 ，还有数量惊人 的画像砖 。汉 画像 内容 

涵盖天上、仙界、人间与冥界，包括天文星象、神仙 

传说、祥瑞升仙、官场礼仪、历史故事、居家生活、 

狩猎农耕、男女情爱、战争庖厨与乐舞百戏等等， 

可以说展现了汉代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与 

艺术的各个方面。 

汉画像的出现，是汉代文化发展的结果。汉 

代是中国自秦以来进一步走向大一统的重要时 

期 ，也是汉 民族逐步形成与强大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为产 

生成熟的 民族艺术创造 了充分条件 。从政治上 

说 ，秦统一 六 国后 ，实施 “车 同轨 ，书同文 ，行 同 

伦”(《礼记·中庸》)以及统一度量衡等政策，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政治统一的国家。汉武帝时 

期 ，北抗匈奴 ，南征北越 ，极大拓展 了中国疆域版 

图。刘邦在《大风歌》中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霍去病 

墓的“马踏匈奴”塑像，都形象地展现了国力强 

盛、疆域广大、民族统一的汉帝 国的宏大 、雄壮气 

魄。目前发现的汉画像墓葬，南起浙江，北到辽 

宁 ，东 自胶东，西到甘肃，尽管各地域在 图像上各 

具特色，但却显现出某种内在的统一性 ，充分说明 

汉代政治与文化上的强大统一性。在经济上，经 

过汉初的低赋税制度，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期， 

经济得到极大的恢 复和发展，经济上 的富裕为当 

时盛行的厚葬之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 

于冶铁业的发展，也为墓葬的施工、雕刻工具的改 

进等，提供了方便条件。在文化上，汉代也为中华 

民族统一的文化艺术奠定 了基础。汉初政治上推 

行黄老学说，加上当时的统治集团大多来自楚地， 

使与楚地所保持的具有原始巫术色彩的文化有紧 

密联系的道家学说流行于世，既为思想上的儒道 

融合创造了条件，也使得汉代的墓葬艺术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不受更重理性的儒家思想所规范，显 

现出浓郁的离奇幻想色彩。汉初墓葬艺术最初集 

中于楚地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逐步蔓延至北 

方，楚地的神鬼传说与巫术思想在各地墓葬中都 

得到充分表现。此外 ，由于疆域的西拓北进 ，丝绸 

之路的开拓，使得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逐渐融 

人汉代文化艺术包括墓葬艺术之中。因此，可以 

说，汉画像真正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凸显出空 

前的奇光异彩和生命之力，为中国传统艺术奠定 

了多种元素融合 的根基。在审美与艺术观念上 ， 

汉代也已经开始了艺术的自觉历程，艺术与实用 

已被适当地区分开来，艺术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用 

与道德教化 ，而是具有 自己相对独立 的审美与娱 

① 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王德胜编选《宗白华美学与艺术文选》，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7 

页 。 

②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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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使命。其突出表现是“丽”成为汉代主要美 

学范畴之一。《周易》离卦的《彖传》说：“离，丽 

也。 日月丽于天 ，百 谷草木丽乎 土。”“丽”的基 

本含义是附丽，有装饰之意，叉指由附丽而形成的 

艺术形式之美。汉代艺术尤其重视形式之美的体 

势宏大、气魄雄壮，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即以“巨 

丽”来形容上林苑之美。汉代同样追求超越形体 

之上的神妙之美。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淮南 

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形”说：“画西施之面，美而 

不可悦 ；规孟贲之 目，大而不 可畏 ；君形者 亡焉。” 

(《说山训》)即言画面上的“西施之面”、“孟贲之 

目”徒具其形，因无“君形者”即“神”在，故虽美而 

“不可悦”，虽大而“不可畏”。这意味着，“神”比 

“形”更足以表现艺术作品之美。《淮南子》的《精 

神训》等篇有关于“形神”的论述，为后来南齐谢 

赫的“气韵生动”之说奠定了基础。汉画像的审 

美观念植根于浓厚 的原始巫术和神灵崇拜 ，它对 

神仙世界的描绘为汉代艺术带来了超越的神性特 

点。因此 ，有汉一代 ，文艺审美观念 已经发展到较 

为成熟的阶段，这就为无比恢弘的汉画像的出现 

创造了重要条件。 

现代以来，汉画像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之 

一

，但研究的视角却差异颇大。长期以来，我国美 

学与艺术研究都是走的“以西释中”之路，汉画像 

研究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汉画像的艺术性质 

属于浪漫主义。这种看法认 为，从 战国末期到汉 

代，中国美学的典型特征是“楚汉浪漫主义”，而 

汉画像是其突出代表，“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 

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 

躯体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 

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① 众所周知，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是西方美学概念 ，是西方主客二分 

对立思维的产物。席勒在著名的《论素朴的诗与 

感伤的诗》之中说道：“诗人或者是 自然，或者寻 

求 自然。前者造就素朴的诗人，后者造就感伤的 

诗人。”②前者属于现实主义，后者则属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 的突出特征 是，主体 (“诗人 ”)与客体 

(“自然”)是二分对立的，所以浪漫主义有“征服 

客观世界”之说。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与艺术观 

念是主客不分的，汉画像的创造也是如此。因此， 

将汉画像视为浪漫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法国 

学者安娜·塞德尔在《西方道教研究史》一书中指 

出：“汉代的丧葬艺术中充满了神话主题。如马 

王堆出土的著名帛画上的宇宙象征主义，又如对 

羽化飞升的神仙和西王母天堂的描述，在青铜镜 

饰上、在砖石浮雕上、在陶制的摇钱树上、在青铜 

或陶制的博山炉上都可以见到。”③有学者据此提 

出，汉画像属于“宇宙的象征主义”。众所周知，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将东方艺术称作“象征型艺 

术”。但黑格尔对所谓“象征型艺术”的认识，是 

以“理念”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为其前提的。他 

认为，象征型艺术的基本特点是 “暗示”与“抽 

象”，因为理念本身的抽象性，所以，理念“要用这 

种客观事物隐约暗示出自己的抽象概念或是把它 

的尚无定 性的普遍意义勉 强纳入一个具体 事物 

里 ，它对所找到的形象不免有所损 坏或歪 曲”④。 

黑格尔对“象征型艺术”的论述实质是将其视为 

一 种不完备的艺术，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艺 

术的蔑视与误读，不符合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古 

代艺术的实际情况。事实证明，汉画像所依据的 

哲学 一美学观念是“形神”说、“气韵”说、“阴阳相 

生”说等，这些观念都不存在理念与感性的二分 

对立。因此，不能把汉画像视为对某种理念的 

“暗示”，“象征主义”不适合解释汉画像。美国汉 

学家宇文所安在论述中国古代诗歌时也认为，象 

征说不适合中国古代诗歌。他认为：“中国古典 

景物诗歌表现诗人的真实体验，诗中表达的是和 

宇宙秩序(‘文’)的相互关联，给读者展示物质世 

界的内在 性，而不是如西方诗 歌般 的象征 主 

义。”⑤由此，我们只能回到“本土文化”的理论立 

场，从汉画像赖以产生的汉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出 

发，分析汉画像的主题、艺术原则与艺术特性，解 

读汉画像之谜。这是一种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文化视角，这种视角认为 ，文学艺术是一种意 

① 李泽厚 ：《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1989年版，第 73页。 

② [德]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84页。 

③ [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蒋见元、刘凌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2页。 

④ [德]黑格尔：《美学》(第 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5页。 

⑤ 参见吴晓梅 ：《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光明日报)2017年4月 12日第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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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其产生发展与艺术特性归根结底由一定 

的经济社会存在作为其根本动因。 

二、汉画像“重生”主题的文化背景 

从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汉画像的 

主题是“重生”，也就是对于生命的重视，在汉画 

像中集中表现为对“长生”(升仙)的追求。汉代 

墓葬的目的，除了生者向死者行尽孝之道外，就是 

期望逝者死后升仙，得到永生。东汉时的《李翊 

夫人碑叹》写道：“杞之至兮感动城，陟四极兮升 

天庭。”④这表 明，后辈们 期望逝者死后 “飞升 天 

庭”。这是汉代墓葬的最基本诉求。自秦以来， 

“长生”成为基本信仰，秦始皇与汉武帝都 曾派人 

海外寻仙。从汉画像看，这种信仰已经普及到社 

会各阶层 ，成为普遍性 的思想意识 。汉画像长生 

(升仙)主题的出现，体现着对现世人生(生命)的 

留恋与歌颂，对于如何度过人生的期盼，对死后下 

地狱的恐怖与解除，如此等等，构成汉画像的基本 

内容。“重生”主题已经超出儒家文化传统，而是 

儒道融合的结果，是汉代特殊文化的产物。“重 

生”的主题贯穿整个 中国传统文化 ，只是不断受 

到儒家理性主义的冲击与改造。但在远离政治文 

化中心的民间文艺之中，“重生”(生命)主题仍然 

占据着压倒优势。 

汉画像“重生”主题的产生，是汉代思想文化 

发展的结果。先秦儒家学说本来就有“爱生”的 

倾向，孔子即主张“仁者爱人”(《论语 ·颜渊》)、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到了汉代 

的董仲舒 ，将儒家发展为“天人感应”的神学 目的 

论，主张“天命 ”与“君权神授”，使得天具有 了某 

种神性特点。由于“人副天数”(《春秋繁露·人副 

天数》)，人也就具有了天的神性。董仲舒说：“为 

生不能为人 ，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 ，天亦 

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 

体 ，化 天数 而成 ；人之血气 ，化天志 而仁 ；人之德 

行，化天理而义。”(《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里 

的“人”，当然包括人的生命。这样，人的生命就 

具有天的神性特点。这是儒家生命论哲学在汉代 

的新发展 ，从而也对汉画像产生重大影 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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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是成书于汉代的礼学经典，“凡治人之道，莫 

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 

论述天地 自然祖先 的神灵祭祀是该 书的主要 内 

容。《礼记》对于祖先神祭祀，提出了“事死者如 

事生”的观点，《礼记》指出“文王之祭也，事死者 

如事生 ，思 死者 如不欲 生，忌 日必哀 ，称 讳如 见 

亲”(《礼记·祭统》)，甚至要做到“周还出户，肃 

然必有闻乎其容声 ；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 

息之声”(《礼记·祭义》)。也就是说，在祭祀时要 

做到似乎能听到逝者的声音，甚至听到其叹息之 

声，显示出汉代人对生命的重视与留恋。《易经》 

是中国古代巫术文化的结晶，《易传》虽托名于孔 

子，实际上产生于战国以后 ，运用来 自儒家、道家 

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解读《易经》，对汉代思想文 

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易传》尤其以“重生” 

为核心观念，主张“生生之谓易”(《系辞传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将生成、养育 

万物之生命视为天地的伟大功能，“生生”是天地 

之道的核心精神 。 

战国后期 ，老庄思想发展为黄老之学，并在汉 

初数十年间成为统治思想。先秦道家本就有浓厚 

的“重生”、“贵生”倾 向，老子说：“吾所 以有大患 

者 ，为吾有身。及吾无身 ，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 

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十三章》)就是说“身”虽然是“大患”的 

诱因，但却是生命之所寄。“无身”虽无“大患”， 

但也丧失了生命。所以，老子主张“贵身”，超脱 

于世俗名利、“宠辱”，甚至要将“身”看得 比“天 

下”更为贵重 、更值得去爱。汉初《淮南子》继 承 

老子“贵身”思想，进一步提出“贱物而贵身”的观 

点。《要略》篇概括《淮南子》的宗旨，指出：“欲一 

言而寤 ，则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 ，则贱物而贵 

身；欲三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将生命看得比 

天地间的万物都贵重，是《淮南子》“重生”思想的 

集中表现 。 

东汉后期，道教诞生，以其浓厚的宗教迷信观 

念阐释“长生”与“得道升仙”。道教借用老子的 

影响和《老子》的相关学说，宣扬长生得道，在汉 

代后期影响深远，直接反映到汉代的墓葬艺术即 

汉画像之中，使得道升仙长生成为墓葬艺术特别 

①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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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画像的主题。汉末道教典籍《老子想尔注》 

(以下简称《想尔注》)就是通过对《老子》原文的 

改动和注释来发挥长生、升仙的理论的，如《老子 

·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想 

尔注》改“乃”为“能”，改 “王”为 “生”，并注 云： 

“能 行 道 公 政 ，故 常 生 也。能 致 长 生 ，则 副 天 

也。”①又如，《老子 ·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想尔 

注》改“王”为“生”，注云：“四大之中，所以令生 

处一者，生 ，道 之别体也 。”这些都 是在有意 宣扬 

长生之说。《老子·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想尔注》明确指出：“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 

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 

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 

仙寿，获福在俗人先，即为身先。”这明显是将老 

子的“后其身”之说 向“长 生”、“得仙寿”方 向发 

展。由此提出“长生仙寿”的 目标追求。“非以其 

无私邪?故 能成 其私”，《想尔 注》改 “私”为 

“尸”，注云：“不知长生之道 ，身皆尸行耳。非道 

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 

也，与俗别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②这里 

提出了抛弃“求财”、“取禄”、“食五味”以“养 

身”的“尸行”，而要从遵“道”之行来“得仙寿”、 

“为仙士”。此外，《想尔注》注《老子·二十五章》 

“没身不殆”，还提出 了“太 阴之宫”之说 ，以之为 

仙凡两界的中转站，凡人成仙的必经之地：“太阴 

道积，练形之宫也。世有不可处，贤者避去，托死 

过太阴中；而复一边生像 ，没而不殆也。俗人不能 

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宫去也。”③综合《想尔注》 

的相关注说，可见其在得道成仙的途径上，提出了 

“养气”、“养精”与“积善”等。《太平经》是早期 

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它杂糅道家哲学、神仙方 

术、阴阳五行、民间巫术与宗法伦理等汉代的流行 

思潮，构筑了早期道教的神学思想体系，以元气理 

论为据构筑了一个神仙与世俗系统。神人、大神 

人、真人、仙人、大道人构成神仙世界；圣人、贤人、 

凡民与奴婢构成人间世界。各 自分管天、地、四 

时、五行、阴阳、山川、万物、草木等等。神仙世界 

高居人间世界之上 ，圣人与贤人实 际上是人间世 

界的统治者，凡民与奴婢则是被统治者；圣贤距离 

神仙世界最近，能够比较容易地升入神仙世界，但 

别的等级只要好好修行，得到更多元气，也能够提 

升等级，有着升到神仙世界的希望。④ 神仙世界 

与人间世界的等级，对于汉画像产生了直接影响， 

形成汉画像的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并存的格局。 

此外，汉画像的图像格局还受到民间巫术的 

影响。汉画像最集 中于楚地 ，这是汉初统治集 团 

的主要发源地，汉画像最为发达的徐州、山东鲁南 

以及四川等地无疑也主要受楚风影响。楚风产生 

于南方相对蛮荒之地，与讲究理性、崇尚人文的儒 

家思想有着明显差异。总体上说，楚风“信巫鬼， 

重淫祀”，充满各种原始的神话鬼神传说与对于 

生殖生命的歌颂。屈原的《离骚》就充满着异彩 

纷呈 的神话故事 ，并有驾龙车 飞天升仙 的描写。 

《离骚》写道：“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 

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遭吾道夫昆仑 

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喳霭兮，鸣玉銮之啾 

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 

旃兮 ，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里， 

驾飞龙，承瑶象，飞昆仑，扬云霓，呜玉銮，至西极， 

经流沙，渡赤水，面西皇，真的是飞驰长空，龙腾云 

驰，～日万里，人神相与，是一幅典型的升仙之图。 

屈原更在《远游》中描述了漫游仙界的情景：“闻 

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仍羽人于丹秋，留不 

死之归乡。朝濯发于汤谷兮，夕唏余身兮九阳。 

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遨游天际，与 

羽人为伴，有飞泉之微液为饮，也有琬琰之华英为 

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说明升仙已经成为屈原 

作品的主题。 

产生于战国时期，汉代已经流行的著名医书 

《黄帝内经》是受到黄老思想重要影响的典籍，黄 

帝即是后来道教的膜拜人物之一。《黄帝 内经》 

侧重于养生，强调发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不忘劳作，形与神俱，尽其天年，仍然是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2l页。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O页。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1页。 

陈广忠 ：《道家与中国哲学 ·汉代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04—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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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放到核心的位置。《黄帝内经》倡导通过 

养生、遵循医道来益寿延年，认为上古时期真人 

“寿比天地”，中古的至人“益其寿命而强”，今世 

圣人“亦可以百数”、贤人“益寿而有极时”。 

总之 ，汉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想均包含“重生 ” 

与“生命”的内涵，特别是道家与道教，以民间文 

化的形态大量存在，成为汉画像 “重生”主题 的文 

化根基。 

三、汉画像“重生”主题的艺术呈现 

汉画像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东汉王延寿在 

《鲁灵光殿赋》中描写灵光殿壁画内容，写道：“图 

画天地 ，品类群生。杂物奇怪 ，山海神灵 。写载其 

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 

曲得其形。”这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汉画像内 

容的概括。在这些无 比丰富的内容 中，“重生”的 

主题可以说是贯穿始终，这也符合墓葬艺术寄托 

哀思、期盼永生 、福泽后人 的主旨。 

(一 )汉画像 “天人 之际”视野 中“天上 与人 

间”的二重结构，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模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之所 以完成 

《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这也是汉代以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 

终生追求，而“究天人之际”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观察 、思考 问题 的基本 思维 取 向。《周 易 ·文 言 

传》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 

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段论述， 

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宗 旨。 

汉代由于原始巫术、宗教神灵崇拜的弥漫和先秦 

以来道家对“长生久视之道”的重视 ，在“重生”观 

念的驱动下，为了求得人与天地之合而增加 了一 

个中间环节——“仙 ”。这是一个 由人到天的可 

操作的过渡措施。于是 ，“天人”二重结构成为汉 

画像基本固定 的一种结构。例如 ，著名的西汉马 

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原本是丧葬礼仪时悬挂的旌 

幡。关于该画的构成 ，有天上与人间两部分之说 ， 

也有天上 、人间与地下三部分之说 。我们认为，该 

画基本分天上与人间两部分。地下为旋龟托举大 

地，承载人间，包含在人问部分，是人间需要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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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帛画主要是一种天上与人间的二重结 

构。④ 再从山东著名的武梁祠画像看，也是天上 

与人间的二重结构。武梁祠三面墙壁上的画像分 

为上中下三部分，上层是左右两壁山墙尖顶三角 

部分，为神仙世界，东王公与西王母各居一室；中 

层为古圣先贤、历史故事；下层是墓主的现实生 

活 ，如出行 、拜谒等等。总体上 ，还是天上与人间 

二重结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天上与人间， 

并非是对等的而是连续的，它体现了由人间向天 

上的飞升，主题是“升仙”，要旨是“永生”。在汉 

画像中，实现“升仙”的是西王母与东王公等仙 

人，他们能够借助长生不老之药与超度等手段使 

得凡人得 以升仙。汉画中的青龙虎豹 、青鸟朱雀、 

玉兔蟾蜍 等仙灵 之物就是 使凡人 (画像 中 的墓 

主)得以升仙的桥梁或途径。屈原作 品中的驭龙 

飞天就是对这种升仙的生动描写。所以，二重结 

构的核心是升仙、永生，是对于生命不老的追求。 

汉画像的二重结构的最后导 向不是地狱与人 间， 

而是飞跃天上 ，到达超越人 间的神仙境界，所 以， 

汉画像本身是超越的，是导向未来与神圣的。这 

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彼岸性与超越性，乃至神圣性 

的来源。汉画像的天上与人间二元结构逐步发展 

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二层结构模式 ，即意与境、言与 

意、形与神、动与静等融为一体。在汉画像中，这 

种二重结构也不是割裂 的、对立的，而是可以通过 

神仙与灵兽加以沟通的。 

(二)“生”的留恋与歌颂 

汉画像对现实生活有很多描述，可以说涉及 

汉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例如，官宦生活，行礼揖 

让；车马出行，规模庞大的车辆；导骑的威风，骑士 

的风光；生产劳动，双牛驾犁，推车运输，牛羊鸡 

鸭；庭院建筑，层楼叠嶂，飞檐峭壁，回廊深院；庖 

厨饮食 ，鸡鸭肉鱼 ，美味佳肴 ；战争狩猎 ，威武的将 

军，勇敢的杀伐以及狩猎的惊险；美妙的乐舞百 

戏，诸如盘鼓舞与惊心动魄的杂戏。总之，汉代的 

现实生活应有尽有 。有学者认 为，这些 内容是对 

现实生活的描绘。但在我们看来，它更多地体现 

了现世生活的一种 “生”的追求。如此多姿多彩 

又如此美好的生活 ，很难说墓主都能够在生时享 

受得到，但汉画像却给墓主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生 

① 参见黄震云、孙娟：《汉代神话史》，长春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62—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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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表现了汉代人对于“生”的留恋与歌颂。不仅 

如此，汉画像还向人们提示一种“生”的规范，就 

是说 ，只有按照这样 的范式生活才有可能成仙 ，这 

是一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生活，其中重要的是 

忠孝节义的观念。如山东武梁祠祠堂的画像 ，可 

以说尽 显儒 家 发 源 地 的 “生”的道 德 规 范。在 

“忠”的方面，包含了专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王、曹 

子劫桓等等；在“孝”的方面，有“曾子质孝，以通 

神明”、闵子骞孝养后母、老莱子事亲至孝、丁兰 

立木为父等等；在“节”的方面，有秋胡戏妻、楚昭 

贞姜；在“义”的方面，有鲁之弃子救侄的义姑姊、 

豫让杀身报知己等等。当然，也有反面的例证。 

如汉画像中著名的泗水捞鼎之图像。江苏徐州汉 

画像馆收藏一方汉画像石，内容即为泗水捞鼎，刻 

画了一座桥，两侧有众人用绳索牵引一个水中大 

鼎，鼎内一头龙伸出大口欲咬断绳索，桥上有秦始 

皇在等待周鼎出水。这个内容来 自民间传说。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 

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郦道 

元在《水经注》则说，之所以“弗得”，是因为“龙啮 

断其系”。汉画像描绘这一故事，旨在从反面说 

明秦始皇因无道而导致不能获鼎，从而要求人们 

崇尚忠孝仁义。 

(三)“升仙”的期盼与途径 

“升仙”是汉画像的主题，汉画像几乎都表达 

了这样一种期盼。每一座画像基本上都是“天上 

与人间”二重结构 ，“仙 界”成为汉 画像 的必备部 

分 ，甚至是主旨所在。仙界 中的各种神仙 与灵兽 

则成为“升仙”的必要途径。如马王堆一号墓帛 

画的“天上”部分，主要描绘人首蛇身的轩辕。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 

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 

交首上。”帛画中的图像就是尾交首上，表明墓主 

人是轩辕氏的后裔。画之右上角为一轮红 日，旁 

有八个小太阳，中有金乌。日本十个，但一 日照耀 

人间，九 日休息，画上的九日即为休息之日。金乌 

即太阳神，扶桑为 日出之地，都是天界之象征。左 

上角为一弯新月，月中有玉兔与蟾蜍，传为神仙捣 

制长生不老之药，以便渡人升仙。轩辕足下有红 

色之蛇，两侧有仙鹤，日月下方有巨龙。蛇龙仙鹤 

均为渡人飞升的灵兽。画像中一女子乘坐龙翼， 

双手攀月，即为“升仙”之形象描绘。两龙之间， 

二鹤飞翔，下悬一铎，铎下画“天门”，有豹伏地， 

两守 门神拱手对坐等。以上 即为天上部分。人间 

部分主要是墓主贵夫人辛追飞升之图，其脚下为 

一 块万字形踏板，踏板下是有点像人的“丹朱”， 

人面，有翼，鸟喙，飞翔，即由丹朱在华盖下载着辛 

追飞翔升天 。 

汉代人认为，升仙有直接成仙、服食仙药、自 

己修炼等三个途径。直接成仙需要神人超度，借 

助于龙虎、神鸟的渡运。服食成仙要借助于丹药 ， 

河南打虎亭 2号墓东室卷顶下壁画像就描述了炼 

丹的场景。该画分三组，其中之一是在起伏的山 

峦与大树之下，八位仙人高挽发髻，身穿道袍，面 

对着升起火焰的盘、豆与碗，正在炼丹。其余几组 

画均为炼丹之场景，其中甚至有成仙的画面，一仙 

人从云际飞来，头发飞扬，腰带与衣摆飘起，伴随 

着三只仙鸟。这是对于炼丹的直接描绘。另外一 

个获取仙丹的途径，就是从仙鸟口中夺取。著名 

的立树射鸟画像即属此类，山东发现最多。如微 

山两城镇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主体是一棵大树，树 

上有羽人、凤鸟、人首鸟和其他飞鸟，树下有两人 

张弓仰射 ，一女子牵马。画面上有六处榜题 ，鸟为 

“蜚鸟”、“鸟生”与“山鹊”，两个射箭的为“长 

卿”、“伯昌”，牵马的女子叫“女黄”。画面边框之 

外的右边刻有两行文字题记，内容是说，东汉永和 

二年，“长卿”等姐弟四人居住乡间，父母双亡后 

兄弟一人夭折，他们为思念父母弟兄，特建祠堂， 

传于后代等。对于立树射鸟，学界有射鸟封侯以 

获取功名之说 ，我们认 为，此画寓意是获取仙丹。 

因为，在当时的民间信仰中，凤鸟为西王母传送仙 

丹，以度世人成仙。画像描绘“女黄”姐弟射鸟， 

意在从仙鸟口中夺取仙丹以助父母兄弟成仙。此 

外 ，画面还有羽人 ，更能证明射鸟的目的是为了获 

取仙丹。因为，传说羽人就是凡人经修炼后得道 

而成的仙人。羽人画像在山东与江苏等地多有出 

现。《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 

旧乡。”后世常把道士称为“羽士”，称成仙为“羽 

化”，又有羽人飞仙之说。 

总之，汉画像不仅提供了升仙的期盼，而且提 

出了具体的升仙途径。 

(四)对于生殖的崇拜及其艺术化 

中国古代文化包含着浓郁的生殖崇拜与生命 

崇拜，《周易·系辞下》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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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说：“乾，阳物也；坤，阴 

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这些论述，明显是建立在生殖崇拜的 

基础之上的。汉代是儒道思想相互融合的重要阶 

段，而在民间信仰中，还保存着深厚的原始生殖崇 

拜与生命崇拜遗风。因此 ，在汉代 ，男女两性关系 

相对还 比较开放。受儒家观念影响，汉代推崇孝 

道，更将生殖繁育提到孝道 的高度。这些思想文 

化因素，促使生殖与生命成为汉画像的重要主题 

之一。汉画像对于生殖的描写分直接表现与仙化 

表现两种。首先是直接表现生殖与性爱 ，目前发 

现有 22幅，其中四川最多为 11幅，山东 3幅，陕 

西、河南与安徽各 1幅。四川汉画像砖有表现 

“野合”之图景，为桑林之中，一株枝繁叶茂的大 

桑树之下，一对男女正裸体交媾，脱下的衣服挂在 

桑树之上，女子采桑用的小竹筐抛在一旁，桑树上 

还有两只猴子攀缘嬉闹 ，三只禽鸟跳跃鸣唱，还有 

两男子裸体站在一旁。陕北绥德出土汉画像也有 

男女交媾之图，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由狩猎放牧 

与交媾三个主题构成，一男一女在草地上以坐姿 

野合，旁若无人，亲昵拥吻。这都是直接对于男女 

性事的表现。除了对人间性事的描绘外，汉画像 

对神仙性事也有较多描绘。最著名 的就是伏羲与 

女娲交尾图，河南 唐河 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交尾 

图，两人尾部呈蛇状，互相交接缠绕，上部两人手 

举规矩 ，似乎是一种动物性与规矩性的统一 。这 

样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在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较为 

常见。在此基础上，汉画像进一步将生殖崇拜抽 

象化、寓意化，例如，双龙穿壁图、鸟衔鱼图、玄武 

图与双凤交颈图等等。其中的玄武图尤其值得重 

视 ，玄武为北方之神，太阴之神。汉画像所见的玄 

武图，一般为龟蛇之合体，蛇属阳，龟属阴，蛇缠绕 

在龟之上，两头相对，两口相吻，姿态兴奋，呈交合 

状，寓意男女交合创造新的生命。因此，玄武也是 

生殖之神的象征。总之，汉画像中的生殖崇拜是 

非常有价值与意义 的，是其“重生”主题的典型体 

现。尤其是其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已经成为中国 

古代艺术的原型，是一种天人相合、阴阳交错、线 

之流动、生命创造的艺术原型，影响中国文化艺术 

几千年，直到今天。 

四、汉画像的生命的线的艺术的美学特征 

对于中国传 统 审美文 化 的生命美 学特 征 ， 

有不少学者曾做过论述。方东美曾说：“孔子之 

爱诗与乐，其审美纯是要体会宇宙中创造的生 

命，与之合流同化，以饮其太和，以寄其同情。”① 

又说：“一切美的修养，一切美的成就 ，一切美的 

欣赏 ，都是人类创造 的生命 欲之表现。”②方 氏将 

中国传统审美归之于“创造生命”，是基于对中 

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理解。《周易 ·系辞 

上》说 ：“生生之谓易。⋯ ‘生生”为动宾结构，前 
一 个“生 ”是 动词 ，后一个 “生 ”是名词 ，即为 “创 

造生命”。所以，“创造生命”即是易道之本义。 

受《易传》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生”之 

道贯穿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因此，中国传统 

美学可以说是一种“生生”美学，即关于生命创 

造的美学。中国生命美学的艺术审美特征就是 

流动的线 的艺 术 。因为 ，所 谓 生 命 ，即是 一 种 

“生命力 的绵 延”，是在时 间中的流动 、伸展 、飞 

动，只有流行不断 、自由伸展 的线 才能使其得到 

充分展示 。因此 ，艺术 之 中线 性特 征是一 种生 

命的呈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曾指出：“中国 

的绘画几乎完全基于精确和优美的线条。”③宗 

白华明确 地将汉 画归之 于“线 的流动之美 ”，他 

说 ：“东晋顾恺 之的 画全 从汉 画脱胎 ，以线 纹流 

动之美 (如春蚕吐丝 )组织人 物的衣褶 ，构成全 

幅生动的画面。”④又说：“中国画，真像一种舞 

蹈，画家解衣盘礴 ，任意挥洒。他的精神与着重 

点在全幅的节奏生命而不沾滞于个体形象的刻 

画 。画家用笔墨的浓淡 ，点线 的交错 ，明暗虚实 

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 ，谱成一幅如音乐如舞 

①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版，第 55页。 

②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版，第56页。 

③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华夏出版社 2010年版，第 551页。 

③ 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王德胜编选《宗 白华美学与艺术文选》，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8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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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 的 案 物 体彤 象 然宛 然 存 日，然而 飞动 

摇 曳，似真似幻 ，完令溶解 浑化存笔 墨点线 的 

流交错之 rf1 ” 。 汉 J 之作为 中 闰传 统 艺术的诞 

生地 ，就是 为它 是 中 传 统艺 术线 之生 命 艺 

术的全 曲展 肝 、 

(一)伏羲女蜗创 的原型意义 

汉l田i像之线 的 命 艺术来 源于古代 神话传 

说 ．伏羲女蜗交尾 是汉岫像的主要题材 ，成为汉 

像之艺术原型 ，最能体现汉画像 的线 的生命 艺 

术的根本特点 。 河南 、⋯东 、四JII与江苏等地 H1 

土的l 像 与JIIli像砖均包 含此类冈像．．例如 ，山 

东武梁裥左 室第凹石之 图分 层 ，上层是管仲 

射 齐恒公 ， t一层为刹牟uJ刺案王，下层即为伏羲女娲 

交尾冈 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冈来 自古代神话之伏 

羲女蜗创 火之 蜕。迄今所知最 早的关 于“伏羲 、 

女娲”的记载见 r硝 的《天问》：“登立 为帝 。孰 

道 尚之?女娲有体 ，孰制 匠之 ?”东汉于逸注 日： 

“吉伏羲始I田i八卦 ，修行 道德，万 民登 以为帝 ，谁 

丌导而尊 尚之 u三?《传》 ：女娲 人头蛇身 ，一 日 

_L十化 其体 如此 ，准所制匠而罔之 乎?” 2、《tll海 

经 ·火荒两经》载：“阿北海之外 ，大荒之隅⋯⋯有 

神十人， H女蜗之肠 ，化为神 ，处栗广之野 ，横道 

而处。”晋郭璞 注：“女娲 ，古神女而帝者 ，人 面蛇 

身 ，一 [J巾 L 卜变 ，其 服 化 为 此 神。栗 ，『l‘，野 

名 。”。=” 《易传 ·系辞 l 》中，伏羲是“始作八卦” 

的上 r ‘帝于= 东汉 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有“伏 

羲麟身，女娲 蛇躯”之说。这就是伏 羲女娲 交尾 

图之古代科j话创 说之来源 ，反映 中同古代相传 

已久的男女交 创 q|万物之说。伏 羲所创 的八 

卦 ，以阴阳二爻为綦本 元。从生殖崇拜来 说，阳 

爻为一 横，象 l；u；阴 爻两 短 横 ，象 征女 阴．． 

《周易》以『5』】⋯ 气交感叶 成天地万物 ，伏羲女娲 

之交合正足这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看到，汉l1日j像 

之伏羲女娲之交尾『奠1均行云气环绕 ，说明生命在 

一 种元气氤氲的氛 之 中创生的，牛命是 一种气 

化的结果。这也符合《蒯易》对天地创生的解释 ： 

“天地氤氲 ，万物 化，卜；男女构 精 ，万物化生。”在 

中 传统观念 中．“气”是生命生成 的基本条件。 

85贞 

老于云：“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 ，_二 万物 万 

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老子 ·第 四十二 

章》)气本沦成为 中国古 代对于 世界本源 的 一种 

阐释，当然Ⅱ土是对于艺术本源的一种 闸释 南齐 

谢赫 论J【l{i，有 “气 韵 生 动”和 “骨 法 片J笔 ”之 说 

(《古J 品录》)。“气韵生 动”需要带钉骨骼 的线 

之笔法 支撑 ．是一种线的艺 术之神韵 伏羲女娲 

以其线状的尾部 ，缠绕相交 ，诞育生命 ，它 的艺术 

形式和所反映的审美观念 ，正是“气韵乍动”之 蜕 

的来源 

冬{I 山东武梁例汉 l田J像 荆轲 刺条 

l矧2 山东武 梁祠 汉I田J像 伏羲女娲交尾 

(二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艺术规律 

《周易·系辞上》云：“一阴 -阳之 道 ，继之 

者 磐也，成之者性也。”这里揭示 阴 卡H乍足万 

事万物生成 、变化 、发展的基本规律，继承nT『辅助 

天地化育万物是人的善德 ，成就天地化育 万物之 

． rl ：《沦tII q- 法的渊源与基础》，王德胜编选《宗h华荚学 !-j 术文选》，河南 文艺⋯版礼 2009年版，第 

毒 越灵J火：《楚辞 髓 疏证》，中华 书局 2007午版 ，第 l132一l133贞 

㈨ 袁珂 ：《山海经校注》(修订水 )，巴蜀书卒十1992年版 ，筇 44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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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则是人的本性。阴阳相生既是生命创造之道， 

同时也是审美观念之根源，从而成为艺术创造之 

道。它在汉画像上的最突出体现，就是伏羲女娲 

之交尾图。伏羲女娲交尾图的线性艺术特征，既 

是阴阳相生之道的展现，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 

的原型，即以写意为主，不是直接模仿对象的具体 

形态，而是表现其背后的深意与意蕴。汉画像之 

图像涉及天地人生、万事万物，其目的不在具体对 

象 ，而是着重表现对象背后之对于人 的长生不老 

的期望，是升仙与重生观念的体现。以汉画像为 

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立旨于神韵的呈现，汉画像是 

对于天界的期盼与飞升，是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而 

不是执着于现实生活。可以肯定地说，汉画像对 

于现实人生，包括车马出行、宴燕、百戏、庖厨、庭 

院与官场迎送等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于 

现实生活的追求，而是在留恋之余着眼于升仙的 

境界 ，境 界 之 不 同划 清 了艺 术 与 生 活 的界 限。 
“

一 阴一阳之谓道”的艺术之道是一种 阴阳黑 白 

对比之道。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老子·二 

十八章》)，孔子云：“绘事后素”(《论语·八佾》)。 

中国传统艺术往往在白与黑、素与绘之阴阳对比 

之中生成一种新的生命元素。汉画像帛画是在天 

界与人间的对 比中生成一种“飞升”之重生之新 

的生命元素。这种根源阴阳相生之道的艺术，明 

显呈现为一种以圆为主的对立双方浑融无间的艺 

术思维。汉画像基本没有直角的块状的描绘，而 

是以圆形为其主体形状。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 

圆形思维，是中国古代循环论历史观的表现。我 

倒认 为，这 是一种远 比循环论 思维更 加深刻 的 

“太极思维”，所谓“负阴抱 阳”，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无边无极 ，无始无终 ，呈现一种生命 混沌绵延 

之状，远比一般的圆形思维要深刻丰富得多。汉 

画像的所有描绘，无论是人兽还是龙蛇神鸟，都是 

呈圆形 ，始终给人一种蓄势待发之状 。 

(三)边行边看之多视角性 

绘画的视角是由世界观与宇宙观决定的，古 

典西画之科学主义世界观决定其运用焦点透视之 

法，而汉画像“天人感应”世界观决定了它主要运 

用多视角透视的艺术方法。多视角透视 ，更能呈 

现生命历程的曲折、变幻，使画面内容缤纷多彩。 

1O 

同时，多视角透视艺术所要求的观赏方式，所谓 

“景随人迁 ，人随景移 ，步步可观 ”，也更符合线 的 

生命的艺术特征。这是一种生命的历程，边行边 

看 ，是一种多视角的生命 的流淌。长沙马王堆 帛 

画之天上人间就是两个视角 ，即由人 间到天上之 

不同视角的转换。山东曲阜出土的汉画像之庭院 

为门内外、前院与后院三个视角，门外为守门人拜 

迎地位高的访问者，前院为一千人在百戏玩耍，后 

院则为两人相对烹茗交谈 。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 

西壁壁画第六层为胡汉战争图，大体分为出征、战 

争、战败、审讯、执行军法与倾听汇报等五个视角。 

出征场面主要表现胡王烤 肉领兵准备 出征 ；战争 

则表现汉军追击 ，胡兵溃败之场景 ；审讯表现汉军 

审讯胡人的场景；执行军法表现汉军处罚胡兵，同 

时表现汉朝官吏在二层阁楼上坐听下属汇报的场 

景 ，还有妇女相伴 。这一层包含着五个视角之 间 

的转换。汉画像的多重视角的展现是随着视者的 

脚步而递次进行，是人 的生命 的活动过程。 

(四)呼应节奏之律动性 

生命的线的艺术呈现一种呼应节奏之律动 

性，是一种生命的呼吸与节奏。南阳汉画像之斗 

牛图 ，人与牛之间是一种呼应的关系，人之进与牛 

之御 ，形态必现。人岔立双脚 ，两手分开 ，向牛挺 

进，牛则低头弓背直腿抵御，呈角力之势，呼应清 

晰，节奏明显。河南新野后岗出土的仕女汉画砖， 

利用远高近低的视角规律，将三位面貌衣着近似 

的仕女通过裙摆与身体略微相异的不 同位置，表 

现了仕女们 向右前方移动的图画。① 这是一种呼 

吸与节奏的呈现。这种呈现还表现了一种生命力 

量。又如 ，汉画像 中著名的荆轲刺秦王 ，荆轲之发 

力与 匕首深深刺进墙壁 的形象，遥 向呼应 ，形成一 

种力拔山兮之势。 

(五)时间艺术的叙事性 

线的生命的艺术是一种时间的叙事的艺术， 

每一幅汉画像都是时间的线的生命进程 ，都在叙 

述一个或多个故事。马王堆一号帛画叙述的是升 

仙的故事 ，武梁祠汉画像叙述的是墓主人人间修 

炼与准备升仙的故事。当然，这是漫长的过程，复 

杂的故事。再如汉画像关于狩猎的表现，典型地 

反映了时间的叙事特点。陕西米脂的一块墓室门 

① 李国新 ：《汉画像砖精品赏析》，大象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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楣画像表现了宏大的狩猎场景。画面自左向右刻 

画了十八位骑士组成的狩猎场面，从左向右分别 

刻画了猎狐、猎牛、猎麇、猎熊、猎虎与射锦鸡的不 

同场景。每个场景其实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由 

观者的视线连贯成为一个完整而惊险的狩猎故 

事。① 汉画像正是通过线的时间表述将空间化作 

了时间，例如，马王堆帛画正是通过升仙将人间与 

仙界联系起来，打破了人间与仙界之空间距离。 

汉画像历经400多年历史，从西汉直至三国 

魏晋。此后，由于“天人感应”与谶纬之说的式微 

与厚葬之风的消退，汉画像逐步消失殆尽。但汉 

画像作为中国历 史上 的一段无 比繁荣 的艺术篇 

章 ，却永留青史 ，散发出耀眼而夺 目的光辉 。它是 

中华民族艺术与审美的一轮朝阳，它的民间性、初 

创性，都具有不可代替的伟大作用与地位。有人 

认为，它是敦煌之前的敦煌，这是一个不错的比 

喻，但仍然没有概括出汉画像的重要地位。我认 

为，它的重要地位在于它的奠基性，它是中国传统 

艺术的诞生地。有人说，汉画像的作者是民间艺 

人，所以水平不高。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我想，我 

们不能主观推断，而是要看实际的艺术水平。不 

能说每一块汉画像都是精品，但我敢说，汉画像总 

体上是中国艺术史与世界艺术史上的精品。至于 

在东起胶东，南到浙江，西到四川，北到内蒙与陕 

西这么大的幅员内这么多的汉画像石与汉画像 

砖，为什么具有基本相同的题材、风格与艺术水 

平，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之谜。那是一个汉民族 

由朦胧走向奋发的时代，是汉民族崛起的时代，是 

英雄辈出的时代，既然可以出现汉高祖、汉武帝与 

霍去病那样的政治与军事英雄，那么出现创作出 

汉画像那样的数量众多的艺术天才，也是时代之 

使然也。汉画像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汉民族艺术 

与审美之线型的生命的艺术的基本特点，提供了 
“

一 阴一阳之谓道”的艺术规律与典范 ，提供 了宏 

阔雄伟、质朴有力与昂扬向上的艺术风格，展示了 

中国传统生命艺术的永恒魅力，为其后的传统艺 

术，特别是音乐、戏曲与民间艺术打下了永续发展 

的基础。即使在当前的传统艺术中，我们也能看 

到汉画像的影子。我们为汉画像感到无 比自豪， 

它是我们民族艺术与美学的出发地，是我们的艺 

术原典 。 

① 朱存明：《汉画像之美》，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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