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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作为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墓道东西两壁的狩猎图、北壁的门楼图

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和建筑形制的珍贵资料。墓道北壁的门楼图中出现了鸱尾、筒瓦、板瓦、当沟、兽面

砖和尖桃形器物等建筑用瓦，其中尖桃形器物与河北省邢台市顺德路遗址出土的隋代邢窑产品应为同一类

器物，对于邢窑和中国古代建筑用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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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发掘成为北朝考古的一件大事，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

室等组成，墓道东西两壁的狩猎图、北壁的门楼图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和建筑形制的重要资料，

相关材料发表以后引起了考古学、美术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高度关注①。但是由于墓葬早年被盗掘

严重，石质墓门、墓室壁画和墓志等均被盗，关于墓葬的诸多信息也成为困扰学界的难题。本文是

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对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门楼图的建筑用瓦略作探

析，藉此抛砖引玉，希望学界更多关注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一、北壁门楼的建筑用瓦

根据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等判断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时代大体为北朝晚期，以时间和当时的政

权分布状况来推测当属东魏北齐时代。墓道长 31. 5、底部最深处达 6. 47 米，墓葬总长度达 40. 35
米，就其规模而言，与目前已经发掘的东魏北齐高等级墓葬如东魏茹茹公主墓②、北齐武安王徐显

秀墓③、北齐东安王娄睿墓④和磁县湾漳北齐大墓⑤ ( 墓主人可能是北齐文宣帝高洋) 相比规模仅

次于湾漳大墓 ( 表一) ，因此笔者认为其墓主人绝非一般的官僚，而是在当时与东魏北齐的统治集
表一 九原岗壁画墓形制、规模与其他几座东魏北齐壁画大墓比较

墓葬
项目

九原岗壁画墓 茹茹公主墓 娄睿墓 徐显秀墓 湾漳大墓

形制 砖砌单室墓 砖砌单室墓 砖砌单室墓 砖砌单室墓 砖砌单室墓

全长 ( m) 40. 35 34. 89 36. 2 30 52
墓道 ( m) 31. 5 22. 79 22. 3 20. 6 37
甬道 ( m) 3. 0 5. 76 8. 25 2. 75 6. 7

墓室 ( 长 ×宽) ( m) 5. 85 × 5. 85 5. 23 × 5. 58 5. 65 × 5. 70 6. 65 × 6. 3 7. 56 × 7. 40

墓门
彩绘石墓框
彩绘石门楣

石墓门 ( 不详)

素面石墓框
素面石门楣
三道封门砖

彩绘平雕石墓框
彩绘平雕石门楣

彩绘石墓门

彩绘浮雕石墓框
彩绘浮雕石门楣
彩绘浮雕石墓门

彩绘石墓框
彩绘石门楣
彩绘石墓门

棺床 ( 长 ×宽) ( m)
土坯砌筑包砖
4. 66 × 2. 4

砖石棺床
大小不详

砖砌棺床
4. 1 ～ 4. 25 × 2. 3 ～ 2. 9

砖砌棺床
4. 45 × 2. 4 ～ 2. 65

须弥座石棺床
5. 82 × 3. 0 ～ 3. 8

年代 东魏北齐早期 550 年 570 年 571 年 560 年左右

备注 表中墓室的长度与墓道的方向一致 ( 数据都是来自报告或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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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门楼图

团上层关系密切的高官勋戚。
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墓道北壁门

楼图 ( 图一) 的建筑用瓦。瓦作为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一个 重 要 元

素，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对外传播

也出现在东亚、南亚乃至北亚和中

亚等地区，在亚洲形成了以瓦为重

要特征的亚洲瓦建筑体系。瓦作为

建筑材料的一种，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上讲瓦包括瓦当、板瓦和

筒瓦，广义上讲既包括瓦当、板瓦

和筒 瓦，又 包 括 鸱 尾、椽 当、滴

水、当沟和兽面砖等。从壁画的内

容来看，九原岗壁画门楼主要由基

础部 的 砌 砖 和 铺 地 砖，中 间 的 栏

杆、门道、斗拱及其附属设施和庑

殿式顶部三部分构成。门楼顶部可

以看 到 的 建 筑 用 瓦 包 括 鸱 尾、筒

瓦、板瓦、瓦当、当沟、兽面砖和

尖桃形饰件等，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九原岗壁画墓北壁门楼图中出现的鸱尾、当沟、兽面砖和

尖桃形饰件这四类建筑构件。

二、鸱尾和当沟

鸱尾是用于建筑屋脊的一种建筑用瓦。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门楼图正脊的两端绘有两个较大的

鸱尾。关于鸱尾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较为一致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 鸱尾起源于汉代⑥、两晋⑦、北魏⑧。汉代部分模型明器的正脊两端出现了一些三角形的装

饰⑨ ( 图二，1) ，孙机先生认为这种瓦件可以看做原始的鸱尾⑩，但是这样的装饰直到南北朝之前

在模型明器上仍然使用的不是很普遍，而且在目前发表的考古材料特别是两汉三国都城地区宫室陵

寝等高级别遗址出土的器物中还没有发现类似 “鸱尾”的实物资料。梁思成先生则指出汉代建筑脊

端以瓦当相叠为饰，或翘起，或伸出，正式鸱尾则未见也瑏瑡。东晋开始正式出现了 “鸱尾”的名

称，大同沙岭北魏太延元年 ( 435 年) 壁画墓墓室东壁男女墓主人的上方有一庑殿顶式建筑瑏瑢，正

脊两端各有一个鸱尾，南壁庑殿顶式的建筑上也有类似的鸱尾。北魏太和八年 ( 484 年) 司马金龙

墓瑏瑣出土的木板漆画建筑上曾出现鸱尾的图像，正脊两端各有一个鸱尾，戗脊两端也出现了类似正

脊鸱尾的建筑构件 ( 图二，2) 。云冈石窟第 13 窟南壁东侧的建筑图像顶部除了正脊两端完整保存

了鸱尾的形象，戗脊中部也出现了与鸱尾相似的建筑构件瑏瑤。类似的正脊两端和戗脊中部均出现鸱

尾 ( 或类似鸱尾的建筑构件) 的现象还见于敦煌壁画第 254 窟南壁东侧上部的建筑图像中。永固陵

思远佛寺的发掘中也曾发现北魏鸱尾残片瑏瑥。从形态和结构来看，这些北魏平城晚期发现的鸱尾已

经非常成熟，因此其出现时间应该更早。北魏作为一个以拓跋鲜卑为统治基础而建立的王朝，定居

及由此而衍生的建筑文化并非本民族的特性，显然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众多中原系统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特征是学习其他民族的结果。在北魏迁都平城时，邺城是当时北方地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

心。北魏道武帝攻下邺城以后，甚至有定都邺城之意瑏瑦，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只好作罢。北魏占领

邺城后，曾将后赵太武殿基础部分的文石运到平城，刻写《五经》、北魏国记和修建永固陵等瑏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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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汉代、北魏、东魏北齐与鸱尾有关的遗物及图像

1. 汉代建筑明器 2. 司马金龙墓北魏建筑图 3. 东魏北齐鸱尾

时北魏也将邺城地区大量手工业工匠迁往平城营建新都，鸱尾作为建筑文化的一种大型构件，不排

除制作鸱尾的工艺甚至是制作鸱尾的技术工人这一时期流入平城地区。
因此我们推测北方地区用于宫殿陵寝等高级别建筑的鸱尾可能出现于十六国时期的邺城地区。

而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有关于鸱尾的记载，如《晋书·五行志中》: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雀巢

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瑏瑨 《南齐书·五行志》: “永明二年四月，乌巢内殿东鸱尾。”瑏瑩

《魏书·灵征志上》: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东庙东中门屋南鸱尾。”瑐瑠 《宋书·符瑞志下》: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署殿鸱尾中。”瑐瑡目前在北朝地区发现的与鸱尾有关

的图像远多于南朝地区，因此南朝鸱尾的使用可能比北朝更加严格，在南朝使用鸱尾还被作为皇帝

对臣下一种特殊赏赐瑐瑢，目前考古发现的较早鸱尾实物见于永固陵思远佛寺遗址，六朝都城所在的

南京地区 ( 六朝宫殿区的核心区域目前还没有发掘) 、十六国都城所在地的邺城和龙城等地均没有

发现鸱尾实物。北朝晚期如东魏北齐时代的鸱尾在邺城和晋阳古城遗址瑐瑣中均有发现，九原岗壁画

墓门楼图中出现的鸱尾形象与上述邺城地区发现的东魏北齐时期的鸱尾 ( 图二，3 ) 非常接近。唐

代的鸱尾 ( 有时也称“鸱吻”瑐瑤 ) 在当时的宫室建筑，如大明宫瑐瑥、九成宫瑐瑦等，陵寝建筑，如昭

陵瑐瑧等也有发现，唐代晚期以后特别是宋代开始高等级建筑的脊饰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

势，因此本文不作讨论。
当沟根据其使用位置可以分为正当沟 ( 使用于正脊的瓦垄之间) ，斜当沟 ( 使用于戗脊侧面的

瓦垄之间) 和托泥当沟 ( 使用于垂脊正面瓦垄之间) 三种 ( 图三) 瑐瑨。春秋时期的雍城遗址瑐瑩和战

国时期的齐国临淄城遗址瑑瑠均曾发现当沟，其中雍城遗址出土的当沟接近半圆形、背面平直，应是

利用当沟范制作而成，此类当沟使用时应是先将当沟置于屋脊上，再以瓦垄两侧的筒瓦顶住当沟，

我们称之为雍城模式当沟。临淄遗址出土的当沟大体呈舌形、背面较为平直，早期此类当沟应该也

是利用当沟范制作的 ( 十六国时期开始此类当沟则是利用筒瓦或板瓦敲打或切削而成瑑瑡 ) ，使用时

应是现将瓦垄铺至屋脊根部，再以当沟卡住瓦垄两侧筒瓦，我们称之为临淄模式当沟。十六国时期

当沟经由三燕地区传入与三燕相邻的高句丽地区，以后又逐渐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乃至日本

列岛瑑瑢。临淄模式当沟最终取代雍城模式当沟，十六国时期开始临淄模式当沟剖面逐渐成为弧形乃

至半圆形，并且沿用至今。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建筑物实体上的当沟 ( 正当沟) 见于安阳张盛墓

( 595 年) 出土的隋代陶仓上 ( 图四) 瑑瑣。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门楼图除正脊瓦垄之间绘出正当沟外，

戗脊上也绘有斜当沟，这也是目前所知建筑图像上最早的斜当沟形象，由此可知最晚至北朝晚期中

国古代建筑用瓦中已经出现了斜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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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当沟位置图 ( 清代建筑) 图四 张盛墓出土白陶仓 ( 595 年)

三、兽面砖和尖桃形饰件

兽面砖 ( 朝韩学者、日本学者称之为鬼面瓦或鬼面砖) 作为一种与当沟关系密切的建筑用瓦，

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兽面砖实物见于北魏洛阳城遗址 ( 图五，1) 瑑瑤，由于之前北魏都城所在的

大同地区、内蒙古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兽面砖，因此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最早的兽

面砖应不早于北魏迁洛之时 ( 494 年) 。伴随着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兽面砖传播到高句

丽地区，经高句丽传入百济和新罗地区，后又出现在日本列岛瑑瑥。与当沟一样，兽面砖见于北魏、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高句丽、渤海、百济、新罗和日本列岛诸政权范围内，却不见于同一

时期的南朝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学者所谓的鬼面瓦或鬼面砖只是用于垂脊、垂脊

和戗脊前端，顶部大体为弧形、下端平直或有内凹的一种板状建筑材料，其纹样除了常见的兽面纹

外，还有植物纹和几何纹等，有的兽面砖表面甚至没有任何纹样。百济泗沘时期 ( 538—660 年)

的扶苏山城曾经发现石质和铜质的兽面砖 ( 图五，2) 瑑瑦，唐代、统一新罗 ( 图五，3) 瑑瑧和同一时期

的日本列岛均曾发现施釉的兽面砖。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现的兽面砖，汪勃先生曾有过系统

的研究瑑瑨。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建筑物实体上的兽面砖见于洛阳出土隋代陶屋上瑑瑩。与此相对的

是，另一种建筑用瓦———椽当，在南朝、百济、新罗、日本列岛诸政权范围内大量使用，而在同一

时期的乐浪、北朝和高句丽等地区却发现较少。建筑材料的使用固然与建筑的等级、建筑的形制密

切相关，然而气候的不同、文化的迥异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上述建筑材料中托泥当沟的出现

图五 北魏、百济和统一新罗的兽面砖

1. 北魏陶质兽面砖 2. 百济铜质兽面砖 3. 统一新罗施釉兽面砖

就是 一 个 垂 脊 前 端

兽 面 砖 逐 渐 消 失、
垂兽 和 戗 兽 逐 渐 出

现的过程。
尖 桃 形 器 物 是

此次 九 原 岗 北 朝 壁

画墓 门 楼 图 中 的 一

个重 要 发 现，在 山

东青 州 傅 家 庄 发 现

的一 组 与 粟 特 人 相

关的北齐线刻画像石

( 第九石) 上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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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山东青州傅家庄北齐线刻画像石 ( 第九石)

图案中发现了类似的桃形器物 ( 图六) 瑒瑠。傅家庄北齐线

刻画像石内容与中古时期祆教在中国的流传关系密切，

但在这一时期发现的与信奉祆教粟特人有关的葬具 ( 如

虞弘墓石椁瑒瑡 ) 或葬具的图像 ( 如安伽墓石棺床瑒瑢、史

君墓石棺床瑒瑣、康业墓石棺床瑒瑤等) 中没有类似的建筑

构件或实物，因此这一建筑构件是否与祆教有关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与此类似的黑釉器物在河北省邢台市顺德

路遗址发现多件 ( 图七，1 ) ，同时发现的还有黑釉板瓦

和黑釉筒瓦，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尖桃形器物的时代为隋

代，应是某些建筑上的构件瑒瑥。忻州九原岗壁画墓门楼

上共有 10 件此类建筑饰件 ( 目前门楼正面可以看到 6
件，背面也应该有 4 件) ，两侧的墙体上共有 3 件 ( 西侧

2 件，东侧 1 件) ，门道前的栏杆上有 12 件，这些尖桃形

器物形制基本相同，大小错落有致。顺德路遗址出土的

黑釉尖桃形器物上部有细长的尖部，下部有喇叭形的口，

桃形球体的下部有三个圆孔瑒瑦 ( 图七，2 ) ，而且大小有

别，其中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高 20. 4 厘米。结合九原岗

壁画墓门楼上的尖桃形器物，笔者认为二者应是同一类

器物。目前发现的邢窑器物中，此类尖桃形器物仅见黑

釉者，忻州门楼图上的尖桃形器物被绘成黑色，从目前

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包括山西和河北在内的北朝时期遗物中尚未发现此类尖桃形器物的材料，因此

九原岗壁画墓门楼图中的黑色尖桃形器物不但为研究北朝时期的建筑用瓦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为

研究此类材料的产地提出了问题，也为邢窑的相关器物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门楼图不但为研究鸱尾、当沟、兽面砖和尖桃形器物等建筑用瓦提

供珍贵资料，而且在墓道绘制以门楼图为中心、辅以瑞兽 ( 或祥鸟) 和莲花等纹样也是北朝晚期新

出现的一种壁画布局，与这一时期在墓道北壁绘制以朱雀为中心，周围有瑞兽和莲花等纹样的格局

形成鲜明对比。此种在墓道北壁绘制建筑图像的格局还见于北齐 ( 如徐显秀墓，571 年) 和北周时

期 ( 如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瑒瑧，569 年) ，在隋代高等级壁画墓中 ( 如潼关税村壁画墓瑒瑨，墓主人可

能是隋废太子杨勇) 正式取代以朱雀和瑞兽为中心的布局，在唐代高等级壁画墓中 ( 如节愍太子

墓瑒瑩、惠庄太子墓瑓瑠等) 广泛流行。因此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的门楼图确为开一代风气的妙

图七 河北省邢台市顺德路遗址出土黑釉尖桃形器物

1. 黑釉尖桃形器物 2. 黑釉尖桃形器物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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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其影响在中国古代壁画发展史上又可谓深远至极。

四、结 语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作为当前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成为研究当时社会

生活、军事活动和建筑形制等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对于墓道北壁门楼图中的几种建筑用瓦，如当沟

和兽面砖，本文对其出现时间和传播路线等进行了论述。门楼图中出现的尖桃形器物是九原岗壁画

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建筑用瓦，目前还不见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壁画材料和建筑实物中，结合河北省邢

台市顺德路遗址出土的几件黑釉尖桃形器物，笔者认为二者应是同一类器物。这一器物也为邢窑和

中国古代建筑用瓦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7 年度研究专项 ( 17VGB002) 、国家社科基金 2016 年度重

大课题 ( 16ZDA149)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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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ile Using on the Gatehouse in the Mural Tomb Dated to
Northern Dynasties in Jiuyuangang，Xinzhou

Wang Feifeng
The mural tomb dated to Northern Dynasties in Jiuyuangang ，Xinzhou is one important discovery. The

hunter figure in the east and west walls of the tomb passage，and the gatehouse painting in the north wall
were very precious to study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architectural form at that time. Some architectural decora-
tion such as the bird － wing shaped ornament，the round tile ，the plate tile ，the eaves tile ，the beast face
brick and the peach － shaped craft were found in the gatehouse painting. Among them the peach － shaped
craft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ame products found in the Xing Kiln dated to the Sui Dynasty in Xingtai，He-
bei.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tudy the Xing Kiln and the tiles used in different Chinese ancient build-
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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