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潰，研究這況

朱青生/ ~t草已大學交紛曳漠，研究所所長，中國

;又面是既有克足的圈ft資料、又有丰富的文敵資料的

2::*考古封象。位前豈有大量的固僧物廣資料，但文獻

也景的缺乏使人有.女獸不足征..之遺憾.數便有些向題

王M考証。而財于沒代之后的固像向題.如果沒代問題

不解決， ~IJ缺乏洽泣的..固志.. 1) 報墓。 M汶面中避一步

噩示. 圈像并不是文獻的固解，文獻盎然更不是由f般的

注釋。我們并不能用形象材料和文字材料互相混明(盎

然在推求主又不得不由此入手)，而是要用圈像和文獻

共同研究.第三者.一一研究向趣。討司長f會世的圖像一物

傳材料避行研究的學向，都作芝*考古字。到

芝末考古學有三小屋攻。第一展是在現事裳，第二屋

是軍原因史現象，第三居是揖究人性本來扶悉，揭示人

的問題。 沒宙之所以成均在來考古的先定的封象，就是

因均汶面以及相笑的困像一物体材料同文敵結合起來，

不但捨我們資料.而且捨我們展奸和完成芝木考古三小

屢次的可能性。 汶面滿足發fI1)1守主末考古的不同境界的

需余。

那~，沒面何以被姐ill:著重?說們可以此三小角度來

甘i企連小問題。

其一，因對沒面是中國前史上第一小同肘具告克足的

圈像資料和文字文獻的研究對象。所以.我們以圈繳利

文敵各自的性廣及其共同証明第三者的可能性出度。如

果要注明同肘使用困線和文敵(浩如法西)來研究專妥、

現象和本性三令是次才是可能的，那么.就要注明學純

只周圍像~豆豆狙只用文獻避行上述的三小屋次是不能

的，至少是相主盟國稚的。為什&姐此，說們就要重新來

考慮因像和i吾富的特盾。 特另文司~~。

其二，也許直接組只有回ft或物休，可以做到在現，要

等某小屢次，但遠是芝末考古的局部，而不是它的全部。

因對2::*考古是一小被主劫濃取的外來道。 arch 在希

睹這中是﹒根本原因..的意思， arch 和 10goS(思維的芳

法和規范)共同絢成希脂/基督教理法的根墓，是西芳文

化和科學思維的淵潭，自 arch ~司根衍生的 archaios

衰示起j康和古老.而封本茵追索的學向 archaeology

是﹒溯原(i軍)李〉;軍可以是肘|司上的..古...也可以是結

拘土的..原"03) 因此，如果只能造現古肘遺存的司J~ ，

是考古字.但不是湖原掌.不是 archaeology 的全部

憲立。 只有既是農現，裳，又能做靈前史現象而且汪能

i吳明人立本性的學l司，才是考古學。讀者，只有主末考

古才合使人作姐是乏想?

吉普然，中目前史態久，文化向慰靈染，有待于被摧續

深入研究.即使只~瑰，裳，弄清物廣材料立間的美系.

或者但對迂去封建王朝的斷代都可以址人全心全意以赴

乏。 本來并不必須弄清楚希脂海灣的 archaeology 有

几屋意恩。況且，現代英連中的 archaeology、種活中

的 die Archaeologie4) 和法活中的 la archéologie5) 未

1) 以中世但至.為主要消.ifii建立的畫像志(Icon句raphy，又i學3均

由.志) ， 避而~.K~J繪畫吾串串眉材和象征圓形1Jli'鑄成回.符.ft$，

絕對于一小昌平興，分門男IJ~ ， 考績激流。其中以James Hall, 
Dlctionary 01 Subjects & Symbols In A凡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1t~賀。

2) 裂的程研究中軍事主拘形相掌。形.抱回啊，一物体;相.指各$粹中

自像-→勿牌体..絢互向的笑系。這$嘻笑系分為二抖。一神是~伶本身

的a:x.位居美系，另一手中是形你本身立外的組互美系，姐聽形、

包彤、風格的綠列笑系，位置笑系利地居美系等。在歐洲一般總

為中世紀之前的研究知到可古草.φ世紀之后蚵到Z;~采~~受史.. 

，糞塵圓2掌#科分3矣甦t垃t綾111m，也大被個尬。所以北大考古夸泌的復外

司~*. Ì'午多都是-*史系教授。i!們ì.A.狗-*史分成二草中.即研
究草木內部現象的樂朮史.利用自像一物傳材料做芝朮問題z外

的自史、文化、人權的研究的形抱拳。見拙文《中閱讀~*史"

i份， 被美苑 200213。

3) 所以遺書學文化學上也可以使用 archaeology i率祥的犧念.并

不是研究這源之古.而是研究會作之原。結果該海作考古， ì..上人

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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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同的理解，每小使用者更不一定能想，理解到湖原

竿的全部.)(。 我們完全有理由只把.溯原..故作考古。

但是反迢來，妞果西芳人不清楚.我們中區的艾化資海

特殊和φ國文化目前所赴的沖突眾強按憲.是否值連自

我們來把這小問題進一步弄清楚。 換旬活混，沒面研究

是否可以作完一小凱遍，使我們可以篇此盎述?如此一

向.我們驀然回首.~現現有的研究~多華少.有意充

軍正在改探立中，只是未讀完響，有待海人。所以， 設

{刊特夸f1~h守t企第二小問題。

在這二小向題立下，運有一小更對基甜的向極 : 沒面

研究姐何在形相中~現，裳。 益然遠本文集中i午多拾題

都超越了這小問題的范圍 但是任何;又面研究又充法回

避遠小華站。因此我們把最近的研究涉及到這小基拙向

盟的部分提出吋尬。

乞末考古的第一屢次說是在現，裳。 在一小肘代泣去

立后.哪怕是緒之困化在博物憶里，也不再是那小草案

本身。 庭只當詮以慘烈的稿牲接固7亨見帶固繁盛肘期

的大片市簣，但是，也只是灰火立下的斷壁殘垣而已。

大，數古文化都是要在農抱中間， ~零星的遍存(特別

古代自于土地的墓葬陣理)出土，眼鑽出..物盾和視覺的

，其..。 在主末考古φ. .~包括二1'1J面。 其一是現

存的困像一物傳及其位置/耳境的制制、追索和輔以。

4) íliAdle Archaeolog咱是+七世紀以希路遺書|入的外來道
orchaiologfa。 它的另一串串滄海 (~lI道這海的同Jl. i司)是

Altertumskun曲. .，目前i!m文學立外的古物澄行研究的掌向。

不i立~注意.ì雪中約"古~..的所緒是有特別.~的，并不是所

有古老的、出士的物品都是省物。在這克領畫(1717-1768)的

肘代，古物說是古典之物. t.UU昏la~~司的文物。 他的著你《古

代草木史以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中的古代
(Alter1um)緝的都是希蛤歹島(~事兒注2)。盎然不闊的作老金有

不同的用這.鐘書書祖.K.O. Mueller (1797-1840) 定文狗"研究

i5ftZ;*勾畫畫翁的學向"。 筒.的代的維修利人的i人浪的結.a

倉皇S一手中學木和一小木海海1.Rl.軒的內涵。但至少法令罔火海錢

返于中文"考古"。

5) 法還la orch，ωlogic 也是來自希艙i5. 中間經注組T還專著雪。

6) .主翎金先生見告o J1ti9:想也在他的文章中零星提法。

7) 見《中圍沒菌研究〉第一卷.拿笑置i?i~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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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甜言昌年法些圈像一物傳的故志的處可能的重原。

現存的自像一物体及其位置/碎境的記景和爾達科困

像斗怖的原始扶及思可能的重原， 是z*考古的基趟。

任何一幅汶菌，原來都是被放軍在一科特殊的位置和那

境中。 借助這吉文字現象可以梅園像一物休的不同屋位

美系作-l'lt喻。由此也就看出汶面如何具急了作均克

足討飯的無件。

最基本的是..符夸.. 和 ﹒造型因素..，扭過于“革妞"

和..部首〉 它是拘成圓形的基本摯位.在沒菌研究中常

被你均 "技\姐交叉紋、十字紋縛。主協生財四川矗墓

壁面的問拔紋的美注就是封封連小屢次的向題。 6) 而

拿英倉討;又面f飯時背面的手印的i訂合，也是就符哥屋次

膜拜的研究。7) 手印在|白石器肘代的雙菌土就有出現.

而且因拘指美的短缺，引起掌審美于手印袁軍作用的i寸泣。

l:t照原蛤生活:吠志的過代民攘的人獎學瀾查，特別是封

使用手印較完普遍的澳大利E土薯的lJi查. iA定其手指

的屈仲的構有符哥的.)(0 (但是也有体廣人龔孝家堡

持是因均|日石器肘代的位值病和涼{島等數字指殘缺。)

而在時土的手印除了二推平面的符唔， 又有庄印潔法和

這劫迫程的直象，頗有意味。

第二處是"圓形\抱過于 ..牢" 。 它自符哥和造型因素

拘成一小可哥爾定的組立投縛， 有肘是由案規則化的姐垂

..獄、..陸投..等， 有肘是縷的造型如金投、 島敏、 云"

蝕。在沒面研究中也你作..~~...由于它具有規則化傾

向，林作“投祥"更能義現其特性。 M符夸/造型國實居

決的花.，紋\ 到固1.屋次的..紋祥...主|司也~fU豈有雖然

而晰的界隅。 有些連波紋可能只是由結裝飾，也可能是

具有軍味的幢幢立垂曦的簡化。 1997年設在考察徐州

法百億藏品肘. ~是現辨別垂帽蝕的要為是看面面的下;{}

違法敏是否呈下垂芳向封閉j。也i午可以個此考慮， 在面

面土出現讀形段，如果只是簡直面方向自由持列(土;{}

個弧沖下，下海四強沖上). 9!1);句第一屠符哥/造型因素.

如果泄形圖弧方向一律沖下. ý!IJ可考慮拘垂體投(或其

簡化)。

圓形有肘具有意文，有肘沒有。 有肘赴于此先意)(i!J



有意叉的生成迫程中。 5*活美于去學紋的i企文，是旁門

計財-1'圓形的夸題研究。去紋在海器設祥中遍存丰

富， 它勻《攻~)中有自命名的云腐蝕到鹿是什弘美系?

這是學界.~枝，的問題。8) 而云投姐何以學鈍華倫陶

具有意文的尊幅困面轉化，則是這耕田形研究的新取向。

第三屋是形象，拍過于“i司"0 (遠里用的是現代汲清

作對此嚕。古代沒活中字就是呵，一字有一小特定的.. 

'Jl..，而現代沒遍的回大多數是以三1'~二小以上的字組

成-1'特定的意立。)氫然組成祠的各字也有各自的軍

文，但是在這一小筒中，其中各小字的意又不能學組解

釋。形象就是辛苦一小以上圓形組成。 如專長形象，在河

南出土的銘文面像空心跨上， 是以男人、冠、獨首刀、

~較接普魯享這圓形結造成緣。 學蝕的圓形也可成為形

象. 姐三足~，因均它的完整意X己娃表明。但是個果

是二足皂，只有勻閻乾圓形共同拘成太間之冉的形象。

自形勻形.立悶的巨另IJ也是逐漸泣潰的。 林審美最近的

研究終沒ft植物按祥茱蔓投分析:句克和民(即星3投)的轉

型，ω 似乎是褻明圓形i::E有特定軍'Jl..悔沒于完特定軍火

的相反迫程。 土文~及圈形有肘具有意叉，但是形象甜

要余具有特定的意立。如何稿定.'Jl..勻特定.'Jl..的E

ßIJ? 再以二足烏均倒，其形是再宜， 不是“二小卵形.長

譜是形下主二奈掏錢投... 這就是意火。 一小具有意咒的

由于臣是現者(盎然也是作者)在自己的知涼話拘φ可以輔

以的視覺學位。 只要"iAiR'這小園形，圓形就有7意火。

而太阻之~(日中~)具有特定的意X在于它不但可以輔

以(.!這)，而且具有所措。送小所指不但被稱i人，而且被

輪定。 所濁論定.就是它在妞氓系往中有其胡定的位

置，并且可其它知俱因素互相之間拘成某特意文美系。 如

果再借助活盲的比喻， 就是它不但是意文硝切的筒，而

且述l'洞局其他伺立間可以拘成還糟美系。日立再就是

日之~.不是可以停在樹土的鳥，也不是象征孝通的島

(侍i揖里鳥兒蔥寓，子~金反哺年逅的母/~~).更不是

填完輔臣空隙的裝飾立禹。 它是島(意'Jl..) .又是讀示太

阻的代夸(學純-1'困可能代衰其他天体讀其他抽象.. 

X的原型)以及財太闊的形式、這劫和功能的理解和知

氓(特定，文) I 盎然形象的.)(是相財硝定的，用它逕

是可以勻其他回it拘成茵茵.著示更~完整的*'Jl..o

封形象的研究一直是沒面研究的重品。 n關形象依1日

是-1'.#，\，自M起勵海和東曙先根揖四川巫山銅牌和

筒陌鬼美山石棺洽泣7門關即"天f1"的象征主后，刻地

貴把;又代門閥的象征意'Jl..避行了被理10) 提出了天fl、

神門一体和"頁M"的現念。虛張男寧格fl關分;句司~~立和

強立二槳，前者石生活場景，后者是天flo 11 ) 曾布川寬

則把門關定對王母仙界的入口。 1 2) 佐竹靖車進一步i企逛

了門閥、事長句牢耳行列之間的美系絢成了二神不同的

意文，而門關象征;j(生的問究之l寸的初步措洽。 13) 本文

集中收入了起、囊二氏又封四川n闊的形象材料作7避

一步的扑克。 盛轟封鬥關在四川的不同柯盾和(蓮說)部

位上的排比.使人們注意到也i午fl關形象的意文超出一

神解釋。法對我們在1995年續出的門區形象的"四功

能"綜合i且是一小支持。 14) ..天rT的榜題鬥闢形象在一

小墓賽中畫畫出現許多次。 20年代 Quo Fischer 就

注意和追索了這小情況。 15)那弘，鬥闋的神學".'Jl.."就

不金那弘F格.也就是它并不仗仗義示不可替換的某一

8) 海多學老總銬，人討法代，直文的注軍事. ~串串串鼓乏真E一.~.

倫之......軍聘為，塵拔茲虎彤。子1'411.則遜一步轉"勻涅代銘文

(尤其是自賣給)中“巨處..買菜系起來。 這1'~11ij;l于《音帶》中去

處紋中1*有百咎的文又元;傘，嘻嘻事.而且沒代云紋中也不一定

只夾有劫物.也有人物和其他物.. ø.形象不可餘11括3句tt .

更不圖畫用電F有4呂洞"e:.rt..~接引申、 i吳iiE.。

9) 見林巷，鷹在禹王唯一吾吾涅毫也土30周年iH才金大金~S鍵要.

2004年譜，兩省博物錢鐘。

10) ~J.tt實在《中包史學》第十卷(2000年12月 . 家京)~聖賢7(涅

代叮倆的象征Il)(}-艾. ~.先生育F門.司r. 這i只給i剔。

1 1}見.w枝彈， (汶fea軍事n備考書時)，會自《中原文物} 1991/3。

12) 當布川寬《沒fti!i.石中于H山回仿系詞It>，教(1.美ñ字總》

65(1的3)。

13) 見《φ圍攻畜研究》第一響。

14) .!l!.絡電《持軍門串串起海研究一一訟法M~草成形}(1鉤9， ~tJlt大

學出版釷)。 其中提出7n上形般的四功能i比其-~門區活

劫， 其二是串串瞬. 其三是符JI，其四:1:裝飾。 四lh~互相交m，

還步形成n神。 同11 ， n鉤的措錢也有i皂白手中功能。 同一小

形象具有不間的多重.)(。 而同-11)(叉金由不止-1'形象

表司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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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火，而只是一特..裝飾..一科宣緝。 16) 巫洶 1992年

在耐高王堆一哥汶草原面的研究中得出的結洽相告精

辟:墓葬是今神Æ望和多抖的信仰的綜合茫集。17) 財門

關形象的新的指告和新的研究便發們可以在巫為措拾的

基岫土，造一步地推泣不但某些形象出現是不同來源的

信念的來址，而且，某一l'形象在被使用肘，本身已控

包括多重的， 甚至具有內在矛盾的..)(。這小向值4存在

以下的建次更能皇示。

本文集中的形象研究有何志國兩組樹中i者~.的考

察.實明主肘，厲的辦氓，楊憲立封隨船圓的介紹，牛

天恃封桑樹的概謹，王良由港商丘地區的祥瑞圈像的擇

材。

第四屋是由菌，這是由形象組成的面面，相益于一小

..旬子\可以費遠--t完盔的意X。一小或几小特定，眼

叉的形象是否費遠什ι完整的意文，取決于法(些)形象

赴于哪一軒"形相美系..之中。在汶菌研究中這是且可形象

輔以同祥被注重。 因面可以自尊強各形象拘成.如土文

提到有榜盾的學長，在竄民詞中， ì午多困面是在一小分

格中由-1'形象占取，成對-1''')(完聾的困面，如聽

15) .æ. Otto Fischer, Dle Chines的che Malerel der Han 
Dynasty. 8erlin ' Paul Neff Verlag, 193 1 。

16) 溺于古代眾教由傷的象征.Jl.的，串串串有二小層次. 一小林你

要表教象征.Jl.， 一小林作神學還擒.Jl.。 所i閩東教.Jl..符

夸At圖像的.Jl.(但是有的是多重震災的) ， 所iK神學.Jl.t當各

手中有.Jl.的符夸秘密.共同絢E麗的tlJl.(有遷，‘美系的~念)。

涅茵的自像個n開.有宗教aSl.，但不一定具有串串拳.Sl.。有

象征.Sl. . 不一定有這穗*Sl.o

1η 見Wu Hung. - Art in a Ritual Context; Rethinklng 
Mawangduí"， εarly China, 1的2.(φ湯本科Lt民主~*:.g，主冷
的萬恩>，戰《蜀，古箏的前史﹒理~.~段>.中州古n出服U，

1集團6，隊..削湯。)在河泣代書全面，陸火的解軍事中. Micheal Leowe 

(1 973)私Jerome Silb句eld (1援助，繪出其意火的濃來狗不得戶

絡紛成鱗軍事休系。但是， 二位學者自己這是提紋7某一手中ø輝。

18) 這是.a2C約2年在北京大學涅菌研究所完成的碩士學也滄文，~

妻子《中旬涅菌研究》第一卷。

19) Kaete Flnsterbusch. Verzelchnls und Motívindex der Han
C泊您的lIu.時'l6n. 2 v。峙. Wies出Iden:Qtto Harra鈞。wi泣. 1欲哭泣

20) 廠森，<中值2百圈，想>， ;訢江簣~出飯址(說州)， 1詞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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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連理立業。 困面曲多小形象組成，陳述某小故事.

表述某小現念，研究中特立林作..題材〉 只是在研究φ

把自形、形象和困面都安蛇林作題材。 宴既能移組立成

..題..具有完塾.)(的圓百才是題材， 而圈形、形象只是

景材。盛轟曾就四川地區;又面臨材做7夸|寸研究，有隕

度地4每一學值材及其研究的成果綜述i平介， 并提示不同

的字說立間的沖突所在，以及遁成這神沖突和差鼻的原

因。 井有几小數揖團軍隻附帶地把全部被揖列出， 捨進一

步的研究提供撞正。 18) 這小局部工作有待于不斷克裳，

更要在沒面的全部范圍內豔体統汁捨瞌芳能展示問題。

遠是以局部到聲傳的芳:幸，而M豔傳到局部的困像志排

列， 則有.固 Kaete Finsterbusch湖和廠森別的甜量

厚重的著作。在本文集中 ， 題材研究出現7二小傾向，

其一是迫漿和解釋某小題材 其二是封-1'題材的形相

美系道行考線， M而反迢來封遺小題材作出解釋。 第二

幹芳法己涉及下文要付泣的更「泛的面， 即題材只能在

段坡、聲令作品、作品勻墓葬的結拘的美系以及墓葬使

用勻豈肘日常使用主闊的美系等形幅美系屋次上才能頭

得正嚼的解釋。 但是， 我們一直在面封述祥一小二R佳境

遇。如果不論定某小茵茵是什弘， (我們就不知道其完

整章又)姐何來建立它和其他面面之間的意文美系? (不

闊的題材所呈現的意又不間，它主司其他面面/題材的配

置芙系就不同.二者建拘的.)(也就相差很大。)反迢

來， 如果不在一小形相美系中，我們又先{十弘喃定一小

題材(除非它有榜館或非常典型的苗面特征)。所以蟲然

在研究中我們盤持在措絢的屢屢~相提系中彌定題材，

同肘，又妨借統的直接面封面面以及組成面面的造型因

禁、圓形、形象的輔以芳:去極度美注。.看自波通..盎然

是相豈有學泌的芳:去，汶面保存的狀況大多數已不是當

年的完整扶悉， I壘站不焉，有血緣天迎的云彩.現者心

里有什!L.. 就能在面土看出什!L.o 21) 生學竟， 沒菌研究的

基站和主零部分運是依賴于此。有肘. -1'~攝老華保

智者的l臨肘命名(財團ft或題材的輪定)就成7泣面研究

中造一步~泣向趣的根緝。 而我們近年所做的指告勾原

蛤材料的一一核對肘. ~現﹒最初命名..不一定准繭， 而



份美分型、茵茵划分、軍火解釋更是需作造一步的綜述

和推敵。22) 所以.中固汲區學金混在北京大字汶面研究

所的“信息資料中心\除7陶金質和掌界提供學木服努

和支持之外，芳.ill!上的考慮就是重新全面極測全部汶面

資料，討汶菌研究的墓的避行何康的清理。連小工作是

每小金員和學者要蓮香』吉利法扭的工作，是所有的汶面研

究者的共罔踏頓和基石。 廠森先生廿支，1)重新修ìT(中固

;)l茵茵典》是重要的項目，令人翹首。

面面題材研究的根揖就受得級其受人失注。 美;主的焦

g又令人有意王懇地回到7古老的金石箏， 就是注重組

文和榜題。 封于榜姐有主漫的主事合研究。 那又回用 ..七

女揖仇.. 解釋7擠上主按.說是借助的莒旱的榜題。23)

耕土主趙品60年代以來自 Bulling、 Spri。和 P.Berge

r等作7解釋24)。 現在的問題是姐果棋上之揖沒有七女

形象， 那弘， 所有的解釋的接誰又金重新升起。 因蛇，

那)1..田的梅套理~就旦得相道具有g~性。 一特粉本祥

式(格套)可以鯨迷不闊的設專利題材，只要在其中增滅

形象。 汪悅避封西沒銅錢史盤意叉的i企泣，也是建立在

..伍子胥..和.美玉、玉女"的銘文硝定上。25) 元嘉元年

墓的長篇銘文已接成:J;;解決題材向趣的控典。 權山京i畫

家的研究立后.巫河、趙超、佐竹靖革和蜴愛固又財銘

文作7造一步的轉淺井財團像遭行解釋。26) 而映西句ß~

蠱郝王Bt!面土的榜題 也尹串平和 Susanne Greiff 

友表揖告立后只7) 知岩財主避行深入的推敲。28) 但是，

大家之所以美注著在幕主人身忌的紅色字伶銘文的韓旗

和~衰.也是出于.金石學..的心緒。 而財袁氏詞石刻的

新一純毛".~.也 M.Nylan 和 L.Brown 封樟趣、銘文

提出的廣鏈，引起7隙，應在講英短、季造林的海姐研究

之后再度重建竄氏調解釋的海趣。

面面題材學竟是沒有..文字關本.. (榜鹿和銘文);句絕大

部分。 再怎祥利用文字蝸定題材，避而由此建立-1'

.四像綜准件..來推近完字困面 也推不出財大部分題材

的完聾憲叉的解釋。 于是汶菌研究永這在這一小雄為土

燒圈子。 面面旬子意火的硝定 依賴于造型因素(達百

部首)、圓形(字)、形象(洞)的意叉的硝定。而形相研

究中句道富的不同之址在干， 即使硝定7型素、圓形和

形象的軍火也未必就能硝定團面的題材。 這是沒菌研究

的維盟主一。 誰矗立二是土述的工瓏， 不弄清更大范圍

的形相美系.先j去硝定小別面面題材的意且，而不硝定

小男IJ l!JOO阻材的意)1..， 又充M建立更大范圍的意又笑系。

即使像連部分落有榜趣的﹒罕見行列"遠祥的苗苗，信立

祥的~~又受到佐竹章，車的追向。 但是.的硝問題是在

俞倖起財主事再行列的揖錯位研究之上推進薯， 字耳行研I

褒示生前、死后m鹽和華中仗式的三神情況。 ..亭玉主行

列"是否也可以作對一小更寬泛的格套呢?除7撮告中

21) 因狗血菌的i!串串面前iλ循要. ft提出7Z;*史、 Z;*考古/彩絢

學和人文科學中的“買車斧現象" 狗-ïl~現象"。 綾奔現象前是

毛E圈.土，出現者心里具有的.5l. . 這小.5l.在æt陸的作卷

芳面可能完全不存在. 也采.有任何1ntPl予迂回像以i鑫串串

.5l. . 買r.5l.完全蓮波奇的"般人偷鋒- 0 il*企11.說是由t酷的

自備有一些費遠某串串連3足的函.. 親者一旦~現. 并持完商局i人的

鱗鱗. 就是被大這小.5l. . 適量監其他部分的其他xSl. . lt像紀

S學射手"1.P.. 繪畫E子吊在茵的， ;.主線三年， 莫大姐蛇。

22) 北買賣大學沒菌研究所在建所立前的1996年前1f始做綜述研究，

所有研究生和研究人員.在ìiBzii可. 都要E才有美研究方向你

一小仔細的綜述. 而消.料的綜述已經是說fn~現約1司種美

償。
23) JfßSl.因 . <t!奮、 撈題、 SlJi賣局面緣由軍軍事一一以一小失f奇的

“七女j;;父m仇" j;;例). 中央研究院繁三屆固Iiji&學金&~文

，農民史悠. 2002.. 
24) Patncla Ann Berger. The Baltle al 的e Bridge al Wu 

Ltang Tz u A Problem in Melhod. EarJy China, 1976: 

Audrey Spiro. ContempJatmg the Anclents' Aeslhelic 

and Social JSSUÐS In Early Chtnese Porlraìture, 

8erkeley: Umverslty 01 Calilorma Pre臼. 19900 

25) Eugene YueJÎn Wang. Mlrror. Dea th and 

Rhetoflc Readtng Later Han Chinese Bronze 

Arttfacts. The Art Bulleltn Vol.76 No.3, 1994，。

2紛 紛愛因. 心m夸山城的材高像右甚二題. 至在夏考古. 2004/1: 

Wu Hung. Beyond the "gr6al boundary- funerary 

narrallVÐ in Ihe Cangshan 10mb. Cambridge: Harvard 

Unlverslty. 1991。
27) Susann e Grei ff . 候改 E會 (也島 海 ). Das Grab des 

Bin wang: WandmaJerelen der ÖsrlicJlen Hall -Zeil in 
Clr i na ((考古拉姆出士的中國京&& (鄉主鑫} 墊高)) • 

Melnz: Wlesbaden. 2002.. 
28) 紗~. (，是于莓，事鎧函濃密|司姐的初步思考)， 總~聖賢在《中國

;又菌研究〉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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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題材的定~之外，題材研究在本文集中有十特(包括

財圓形、形象的研究) I 大部分計財沒有榜麗、銘文者。

考題研究、司俗研究和思想研究中也部分地道行題材輔

以，或只是封-1'題材的深入的考揖，個起起的孝子極

材研究，曲直迪、施杰莉莉、怡村財天文園區的研究，那

岩的嘉主人研究，~文爛的刑鞠刺繁、二桃按三士研

究，鯨禮、賀西林財主主王it~宙中 i者趣材的iλ定和解

釋，等等。

第五展是段快研究(即-1'完聾困像一物件作品的分

段分快) I 相過于文字i吾富的段落。王誰是一梭石割、

-1;段時、一幅~函、一堂堂強，一件器物， 上面的困

fI金因器形位置的不同而分成若干段草若干絞。 有肘，

几小器件拼合起來衰示一小段坡。遠特段梭的到分，出

于二神情況。一神是基盾的局限，比如罵、石都有一定

的尺寸限度.周恩娟辛苦幅寬的尺度，器物有器形的規定等。

封封這小向鈕，汶面研究中要束縛并列的圈像息傳考

竅，要店是在現作拘形棺研究的分段分換句考古竿的地

皂、站拘、器物組合和器型立問是否有一件多段棋或多

29) 研究芳:去~有三料;;面.)11;一串串是研究思路，這是文化思想在

研究中的傳瑰，決定，研究向鍾的角度、圈里完利為目。數二

粹是研究~;去.是拿來;;陶在研究中的這周.個設金字、心理

學、文敵壘，、形相學、ìI系學、固自偉志、符哥學哥華.絢成了
研究的性質。數三串串是研究手段.星電F迎接來在研究中的使

用.如數理統計、圈.11發I:t校、社金~畫、心理測這等等

。由于失逸的研~Jl.不筒，又分為獨可言研究(指JJ..局訝的學

緒.~和m.入手)，中居研究{也一小以上的擊斃司，寞和現象

立間的美系入手)利宣傳研究(E8聾停車u區的完型入手.完M*

lêHI浩Gestalt. 在這里~J句，像是不可分割的，也不是各令

8ß份的筒，色的是益和。)

30) 何介鉤. (互通王til3t.if究生窮途>. Jll.(紀念禹王維汝昌UHi三

十周年困縣學朮討冶金部分i念文提要DI>，湖南省博物健、

湖iOi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績. 20040 
31) Lukas 1997年在北敢大學濃的“形緝拿研究..濃上作的事座被

告。

32) Dramer 的博士治文B8tw8en 的e livlng and the dead: 

Hsn dynssly slone carνed 10mb doors(China), Ph.D 
Columbia Unlverslty。討其送女的簡要介紹見《中囝汶面研

究》賣會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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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段繞的情況。 因此，我們兩"征集"(脫萬原始位置)

的面侖， 首先是尋找它的姐含笑系，也就是它自身是否

勻其他"不在場"的部分共同絢成一小段袂;另一神是軍

火上的分段分快。就如同文輩的一是意思要由軍火完聾

的旬子i且完全，成狗一小段落。 當意思要起長長轉折或另

起-)((另一患意思)就再起一段。

沒宙中分段分t夫是姻常研究和中展研究的道;廣部分。

到這一屋對止，之前都可你作技朮土的姐啃研究。29) 如

果是在一件作品φ分段分梭， 則注風于緝令研究.在几

件物件之間研究.)(土的分按分快， 9!IJ厲于中屋研究。

即使到了下一屋的幅面/作品研究，也這可以作姐令研

究來避行.就姐同研究近代接面作品，封封作品本身且

是姐唔， 研究作品勻其以外的因棄立間的美系，才到中

屋。禹王唯一哥汶甚為百.就是一小在段快到鋒相告有

今泌的宴例。回來研究都在題材繭i人之后，立即轉入分

段分挾， 有二段洽、三段治、自段~等。本文集中賀西

林的i企文不但封已有的現法做了怠緒I (另一新的研究

思緒是何介鉤在司王it~揖三十周年肘作的研究生宗述30))

而且重新作了一次全面的解釋，用中聞人身蛇尾形象勻

左右日、月面面之間所拘成的段快.治混中間形象均太

一。隊鍾的研究則是特區面用見一神解滾芳向的段決支IJ

分， :jf cþ段二小有人像的面面部位合成濃密相獸的﹒合

閉阻..仗札的設域。

段埃完盟章立的建立有肘取決于姐何瑚分和街援。

Lukas Nlckel特卡千秋薑頂的天數不但到作-1'整挾，

而且拷問竭砰型騏站起來，世明墓中的天象的積耳意味

。 31)搞過眾把聲令薑賽中的回像封成一令人進入閉司

~祖究和仙金合的泣程。 Kim Dramer 的博士i企艾則

把華書門區的困ft分段勻，事仗的進程措合考慮，解釋生

死現念。 3砂據王墓中天頂困面并不同于一般的芳位， 其

中克、來益，學位置互相交錯.蠶的由此不得不考慮現者

的"移劫的視角..。 也就是我們既然在司王堆出土的地困

(組《蛙軍困))上~現必須圍著固四迫聽著看(和創作)

的..移劫的視角...那也.由面的分段分坡有肘汪金在不

同的角度重新划分.甚至不問次的現看可以重重使周圍



面， 注它在不同的組合中反軍絢成段快而戶生新的意艾。

盎然， 在解決以上的價妙解釋之前，封i.X1!J基本結拘

的建立繪式聾發1n:f::J9基本的分段分決工作。 2003年

弦欣的~文就是以限北愉林地區的汶面材料對封It所作

的沒面段線錯絢研究。 因對這里的汲面多出于|寸匪， 而

且制作肘間相肘，但中，模式相財接近，所以第此可以研

究困像分段分快的結拘.~現其中規則，封不規則的積

克固fI也能作出瑩剔。33) 陳主英領軍擎的滴查項目汪精把

所有..不合規則"的限北沒面材料一一幢索， 造一步硝立

一小地區汲百分段分旗和團苗、形象、 圓形、型賽的向

題。

第六展是聲令﹒作品\ 即-1'困像一物件的塾休，相

益于﹒篇，但 o -1'簣.可以有一小主題， 也可以有多神

主題。 因.作品亦.:姐此，一件作品可以小至一件挂

俑， 大至聲令墓，事. 并不在于尺度的大小. 而在于因緣

的原蛤功能是否一殼。 原蛤功能一殼，再大的話絢都金

根錯-1'主極組!H各令部分，不同的部位和不同的圖像

組合只是分段分快而已。 如果原始使用功能重染而多

量. -1'規矩紋鋼鐵也可部分用作占扒部分用作避邪，

部分用作迫景，部分用作裝飾。 在封精軍l可神的成形泣

程的考，與中 ， 說們已經証要多重功能全在主站淇取中結

合成對前所未有的新形象、 新題材， 而一件完整的作品

其間包括的因曹營蟻.:痕。 但是，充挖一件作品有姐何

靈無. 它有一小限度34)就是作品自身.所以. 土文i企及

到這一屢次運可阻在姐哲研究范疇。

沒面作品研究最均出色的是喜祥竄民詞，其成果的綜

述拉表均本文集中隙，輕的掘告。 (沙碗、 費慰梅、

Croissant、 4天尸數韓、 蔣英短、巫淘盡裹的i企文，35}

都是特畫是民構的劉石作對-1'聾体的作品， 并用很多力

量告宣原連小作品一一祠堂的原始扶志。 然后一是屋地

加以分析、 解釋。 作肉食氏祠暨体作品是否一完全准備

地貫原， 學者尚有學ì){。 聽祥道地的管理者也封撮合有

一些看法。 在梅隆基金舍的支持下. 明年普林斯頓大字

縛雞冉一小拓片廢斑. 并討撮合提供新的說明。上文提

到美國學者均武氏祠一些銘文的廣疑. ~等金使研吋金受

到相通的美注。 中國方面已控有ìt封封竄氏墓地道行重

新標測和部分清理。 賀褔廠肯定現有圍堵之外有所掩

蓋，曹連自美于說民斬成員銘文的揖告、著英短財團像

的新的研究， 以及我們對椅聾作對一科裝置(除7由像

立外運有1屆肘的裝飾和供零及器具)和墓祭作對一特..行

指Z:ï忙..的思路， 都但道對說氏祠的作品本身和作品局

其那境之間的美系避一步瀾研。 作:句中圍攻面困f象最丰

富、榜臨最多的嘉祥踐民祠 是否運能成均研究和美j主

的重息，取決于新的相美信息的滴查和2主義， 和封作品

本身的仔姐地完聲地測控、撮合和軍原。

纏曾唔倡導皮書雙;斤南北寮墓報告和研究后， 唐璜1998

年完成了新的油畫和解混 36) 安丘畫家庄自摺岩等的揖

33) ~欣2003年tt~~研究所完成碩士透文《規絢勻斐界一一險

~t泣it苗像石綜述>， 縛在聖賢于《中包泣i!ï研究》第三譽。

34) 參見，七頁.注1 。
35) 兒 Chavnnnes. Edouord. Lo 間Ilpl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lemps dt.f dellX dynaslles Hall . Paris : Emesl Leroux. 1893; 

Chavannes, Edouord. Mlssion archéologique dalls 10 Chine 

septenlrionole, Parls : E.Lcroux .l913: Wilma Fairbank. Tlle 

Offerillg Shrilles 01 Wu Ua吟Tz.' tl, Harvard Joumal 01 Asiaric 

S/lulies, 194 I .pp.43-86: ìX.文章又收景于Wilma Fairbank, 

Adventures ln Retrieν'al : Han MuraJs and 5hang 

8ronze Molds, Harvard-Yenchmg Institute of Studles. 
Harvard Unlv Press, 1972: 中文海文可見費慰構(美)至

世軍區 (海). <~lt!l網建îj(Jf.彤考>， 中盟章奮進掌:H;ìC刊 第七卷

，二M ， 1945. OO(/S Croissant. Function und 
Wanddecor In der Opferschreme von Wu-υang-Tz' u: 

Typologlsche und Iconograp hische Untersuchungen. 
Monumenla 58"呵， 1揭4， pp.88-162: ft寬(譯). <鼓樂揖

富貴鑽石室的功fIIi翱翔Itfi ~偉也學利形絢擎的研究)(未刊請) , 
1揭4: 張f敏鐘，沒tti!ï緣份研究. *l.寶 : 中央公洽，毫米出服

役. 1965: 竊笑娃、 *文4萬， <貧民詞面象石遠望;t~.考>，<考

古學m>， 1981 (2) ， 165戶 1 83頁; 有美起美文揍，<涅代1it民，

草草石刻研究>，游商 :山奈-*出版社， 1995 ， 34-50頁 ; Wu 

Hung, The Wu Ltang Shrine : 的e Ideology of Early 

Chlnese Plcloflal A 斤 Stanford Unive rsìly 

Press,1989,pp. 17; 21 -24，。

36) Lydia DuPont Thompson, The yj' nan 10mb : narrative 

and rltual In plcωrlsl art of the Eastern Han (25-220 

C.E.入 Ph.D New York Univel'si紗， Graduate School 01 

A悶s and Science. 1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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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進軍長后，曾直;畫也作出了新的研究，約 但她的研究已

娃不局限在討作品本身的研究。 其他重要的面像作品姐

徐州自集、四川羊子山、密基打虎亭等都有待于重新深

入考察。 而除西旬皂墨和西安市三小新的壁面辜的~

現， 引起7汶面界的注意。 在本文集中對自庄的指告是

一小很好的提示， 希望更加全面和姐毀的掘告早日公布。

封彭山崖辜的連小洞查是抗日按學以來的綿延項目。 保

存在南京博物院 (原中央博物院) 中的材料初步且主義后，

過地和外地的字者一直斌困做一些工作， 目前尚王明星

進展。 倒是石棺研究在高文、~二虎等研究立后， 最近

的一些新裝現引出了新伺題，如主綿生女中治及棺投拌

勻尸主性別的美系。 這l'問題其廠上美系到塾小汶面的

-1'根本向題， 就是人的性別和墓葬的朋阻的配置問

題， 其中涉及性別研究， ~夸克汶面解釋提供新的角度。38)

石棺是一件作品， ~l!Y也是一件作品， 前面已娃提到二

篇~l!Yì2文 ， 和我本人在且王堆五十周年大金土的指

告只} 美注的阻站在車面作品整体解釋上。

兩一件作品的解釋， 建立在上述形相美系屋屋機定主

上， 也規定在作品勻作品主外的其他笑系之下。正如甘

洽困面肘所述，所有的園區、段快都硝定7， 也未必能

完成封聲令作品的解釋，因方部分的相加并不等于整休。

所以財聲小作品的解釋在不同的現念体系中， 就金星示

37) Tseng , Lan-y Jng, Plcturlng heaven: Image and 
knowledge In Han Chína, Ph.D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38) 兒M.Nyl趴在Pittsburgh金iSl土造衷的 The Iconography 01 

the Wu Famíly Altars; Laí, Chuhul Judy 在 Martln

J.Powers 的指零下. 在 The Universlty 01 Michigan 完成

的博士治文 The Han Reρresentatíon Of Exemplary 

Women: Context And Interpretatlon (Women, Chlna)。
39) 來實生， (槍隊死亡之后的天人合一>， (紀念禹王准沒鑫ðt姆

三十周年回綜掌木材送全都分ìt文提萎定為>， 湖南省博物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績.2004。

40) 兒賞。民往 . (古代都城主古帝陵考古學研究>.科字出版社，

2000; 焦南緣主持的血悶陸產掘和阻俊博物館及其相美高紛。

41) 見隙IJ、強2004年正在完成中的碩士i金文《美中地區繁汲瓦過

綜述>.其中有計財富E上瓦吉普純文和困織的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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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意咒。 施杰用i單鋒的思想M感區和受命二小要魚

切入解釋，也是一特當斌， 本文集友裴他的研究的一小

輩咕。 我們一直在建造解釋作品的系蹺， 1組詩是真φ非

常重要的一抖。 蜴季軍人人安鼻的為度， 曾~波等和飯卉

明M道教的角度， 金桂蓋以自然美系的角度， 李真玉M

季造的角度也就把作品解釋成不同的意艾。 正是因對如

此， 以iR治中的單純現象在沒面研究中里得愈加濃重。

以下遁入中屋研究， 第七屋是作品/器物在一小形相

結拘(考古地鳥、中的位置)，相告于績和卷。 成端的文集

曲意文完整的多神治文絢成 一卷.:t;貓也集有不同主題

的篇章， 緒和卷可以表述-1'共同的旨意， 也可以相告

寬泛。 但是， 汪是金有一小縮在一卷的理由。 送小理由

就是沒菌研究在形相結拘中先行硝定的，有了進小耳

境， 弄清了組合設置的理由，封具体的一小作品的解釋

就有了范圍。 任何現念体系的使用，都勻連小形相耳境

的規定相芙謹， 我們不能把現代人(包括裝生道教之后

的晚期汶代人和接受傷教立后的后汶代人) 討生死和宇

宙的解釋方法附金在沒面形相美系的解釋中， 也不能把

不闊的年代、 不同的地爐、 不同的信仰集目的形相投置

簧鏡地itl狗一淡， 也不能把更旱的札仗司俗的迫景和女

士薛活夸怖的文字作均解釋的泣擂。 直接泣揖首先值連

在考古田野皮搗和其后的芝*史(遲鈍研究和形相掌)的

精會滴查和分析中鼓取。

財沒面形相E不境的建立， 台灣中央研究院做了汶基數

揖埠， 埃及學出身的蒲慕洲周考古/主余史的育法統計

分析二千多座汲墓， 也i午法令工作佐滾樂鎮也沒墓的在

掘者的眼合起來做更對周到。 在小葉研究芳醋， 巫洶的

島主堆研究最有代表性， 那岩、質西林、林巳奈夫、曾

布川宜、赤領綽、 楊建京、 Berger、 Dramer、曾直漫、

Thompson 以及北大汶面研究所的盛磊、強欣、 施杰、

陳夷、 強文靖都非常重視芳法上財團館的形相那境的考

察。 我們在沒面工作中多年的努力就是把任何有可能建

立的改面形相美系息可能保存、法主義拾所有研究者作均

依攝， 這1'~~佳的工作因其必要， 才注人孝心和忍耐。 我

們所美注的形相美系中逕有另外二崖， 就是在園像句就



近的基菁、哥哥把措拘、間葬品和其他撞撞立間的墓中美

系之外.逕有..由11勾耳上措拘的美系\而墓上的結拘

几乎沒有完聾的遍存， 而汶帝陸的i局查正揭卉新的可

能.40) 除小強封草上ã~益的研究也輔徵蝕及這l'屢次。

4 1)男外就是耳鼻圈像勾生宅和生活評境主伺的封立相

呂立的美系。 沒家富間已是唐i春意境.只是后人不杯古之

意向而己. i天安洛阻的考古址人激劫， 也常使人徒增帳

惘， 也i午正是要在古文敵勻囝餘的各科精密的組合中尋

投適?簣. i上我們用更大的形相失眠在沒面研究中弄拓門

徑和道路. .原沒代文化，毒手出中固文明的淵潭和轉折，

回答!tfl1M何而來的向題。

由于前史勻知洞的局限 草創刊不可能完分7解和迫景

困像一物休的原始位置和那境， 甚至連重原的綜渣都找

不到。 但是差別口如果有意泊地去搜尋和記景， 就能做集

更多的美于，宴的信息。 ~現司E要只是芝*考古的第一

小屋次。 考題研究、 風格按法研究、司俗研究、思想研

究等.都主要在第二屢次一一軍原前史現象上最卉; 不

少研究運在前史研究的問肘 或多或少地涉及財人的本

盾的採1.1. 述些本盾是因3句:又宙中就已經揭示， 反省如

今， 古今同此，址人感覺到人的向題正在草木考古中透

露出智憊的先芒。 正是因對封汲面研究中的客視的民史

局限， 使輯們更加迫切地注意形相中農現，耍的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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