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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还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

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的出现即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本文考察了山东 6 尊大型胡人雕像出

现的历史背景，阐述了石刻艺术的源流，以及欧亚文化交流对秦汉及其之前石刻艺术的影响。秦汉时期，

在宫殿前面树立铜人成为通行的做法，墓前立石人是对宫殿立铜人的摹写。张骞凿通西域以后，新一波外

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雕的出现。墓上石雕最早见于霍去病墓，如果说马踏匈奴雕像是战争

的写照，那么山东胡人石雕像则是和平时期民族融合的反映。这些大型胡人雕像，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文臣、

武将，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胡人在汉朝为官的史实。山东地区发现的胡人雕像以及数量众多的墓上石刻，

是其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因素，铁器制造业发达的见证。 

Abstract: 

There was once a route on the prairie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before Emperor Wu Di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opened the Silk Road. As a mobile carrier, the nomadic peoples on the prairie 

route had been a bridge connecting and spreading East and West cultures. The carved statues, 

as an art, were the product of this kind of exchanges.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x large statues of people from Middle and West Asia nationalities (Hu People), 

elaborated on the origin of carved-stone art and the impact of Europe-Asia cultural exchanges 

on the carved-stone art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earlier times.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to erect a bronze statue of a person in front of a palace. 

Erecting a stone statue of a person in front of a tomb was mimicking the bronze statu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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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an connected China and the small countries in Middle and West Asia, a new wave of cultures 

entered China and then stone sculptures on the tomb emerged. The earliest stone sculptures was 

found on the tomb of Huo Qubing. It was a sculpture of a horse trampling on a Hun person. If 

this sculpture was a portraiture of warfare, then the carved-stone statues of persons from Middle 

and West Asia nationalities dug up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a reflection of nationalities 

integration during peacetime. These large carved-stone statues of people of Middle and West Asia 

nationalities might be the ministers or generals (military officers) of the tomb host. This, 

in a certain degree, played back the scenario that people from Middle and West Asia had been 

official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statues of Hu people dug up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so 

many stone sculptures on the tombs show that China at that time was receptive to alien cultures. 

They also reflect that China’s ironware manufacturing was advanced at that time. 

关键词： 

大型胡人石雕像   历史背景   欧亚文化交流 

Keywords: large carved-stone statue of Hu, historical background, cultural exchange 

  



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山东地区发现了 6 尊大型胡人石雕像，笔者曾专门撰文，介绍

并论述了这些胡人雕像的发现、命名以及用途问题，认为他们并不是镇水守桥的石人，也不

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是与汉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样，都是立于墓前的翁仲。文中还结合文献

记载，论述了汉代墓上石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1

一、大型胡人石雕像简介 

。本文拟就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石

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发展轨迹等问题再作讨论，以此向大家请教。 

山东发现的 6 尊大型胡人石雕像，其中 4 尊集中分布于汉代齐国境内，发现地点分别位

于青州瀑水涧(图一：1)、临淄稷下街道徐家庄(图一：2)、临淄金山镇左家庄(图一：3)、

临淄西孙徐姚村(图一：4)。4 尊雕像造型及雕刻风格比较一致，形体均比真人高大，最高

的青州胡人像高达 305 厘米，临淄左家庄胡人像已残，残高 170 厘米 2

 

。徐家庄和左家庄胡

人像，还着意刻画出或凸或凹的乳房形象，虽然表现技法不是十分写实，但是也特别引人注

目，这在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当中实属罕见。 

图一 山东青州、临淄大型胡人石雕像 

1.青州瀑水涧胡人石雕像 2.临淄徐家庄胡人石雕像 3.临淄左家庄胡人石雕像 4.临淄徐姚村胡人石雕像 
 

另外两尊胡人石雕像的发现地点，分别位于兖州城东尧祠及邹城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

内。二者形体均比真人小，没有前四尊那么高大。兖州胡人像高 135 厘米(图二：1)，邹城

                                                             
1 徐龙国：《山东发现的汉代大型胡人石雕像再研究》，《美术研究》2017年第 3期。 
2 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东汉三国》，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一○、一一，第

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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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像高 148 厘米
3

 

(图二：2)。 

图二 山东兖州、邹城大型胡人石雕像 

1.兖州尧祠胡人石雕像 2.邹城西关胡人石雕像 

大型胡人石雕像主要见于齐国境内，出土地点分布于汉代齐国故城的南面，徐家庄和西

孙徐姚村石人出土地点，北距齐故城桓公台遗址约 5 公里，左家庄石人出土地点，东北距桓

公台遗址约 18 公里，青州胡人像出土地点稍远一些，西北距桓公台遗址约 20 公里(图三)。 

                                                             
3图二：1，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提供。图二：2选自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东汉三国》，陕

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七，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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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山东青州、临淄胡人雕像出土地点位置图(作者制图) 

从已往的考古发现看，齐国故城南面是汉代重要的墓葬区，地面上至今保留一座座高大

封土，其中大部分封土墓应是东汉墓葬。1984年发掘的临淄金岭一号东汉墓，东北距齐国

故城 15 公里，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地下为多室带回廊的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东汉第三代齐

王刘石
4
。1992 年发掘的临淄商王村墓地北距齐国故城约 5 公里，其中 2座东汉晚期画像石

墓，东西并列，共用一座高大的封土，被多次盗掘，只剩下陶器及玉握、玉剑璏、水晶珠等

小件遗物，墓内有一块画像石屏风，封土南面地表还有一对石羊，墓主身份可能较高
5
。金

岭一号墓年代大约在章帝或明帝时期，未发现墓上石刻，可能与其年代较早或墓主身份有关。

商王村 2 座画像石墓已处于东汉晚期，因而既有画像石，也有墓上石刻。临淄徐家庄胡人雕

像尖帽的柿蒂纹是战国秦汉时期铜器、玉器及漆器上常见装饰纹样。大型胡人雕像与东汉晚

期画像石上的胡人画像及浮雕像风格相同，如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前室西过梁南壁及中

过梁北壁支柱上的浮雕胡人像，其面部形象几乎与大型胡人雕像相同
6
(图四)。青州胡人尖

帽及其腰部衣纹上、临淄左家庄胡人腰部衣纹上均饰有菱形穿璧纹、水波纹，这种纹饰与安

丘董家庄东汉晚期墓上的纹饰也十分一致
7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金岭一号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 1期。 

。由此推测，青州、临淄发现的大型胡人石雕像

大约在东汉中晚期，历年来，临淄发现的大批石羊、辟邪等石刻似乎也应在这一时间段内。 

5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 
6 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 6期。 
7 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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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浮雕胡人像 

二、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 

墓上置石人，是对宫殿布置铜人的再现与写照，也是汉代事死如生的反映。自秦代以来，

宫殿前面往往立有铜人作为仪仗。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统一天下，有长人见于临

洮，以为祥瑞，于是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立于宫前，铜人上还刻有统一全国的诏书 8。

汉代宫殿前往往放置铜铸作品，如未央宫金马门前的金马、天禄阁前的天禄、白虎殿前的白

虎、建章宫金凤阙的金凤、建章宫神明台上的铜仙人承露盘、上林苑飞廉观的飞廉等
9
。秦

始皇十二金人在秦灭亡以后，移至汉长乐宫大夏殿前 10。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

霍去病击败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亦置之甘泉宫
11

                                                             
8(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 281页。 

。班固在《西都赋》中描写未央宫：

“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汉书·郊

祀志下》载：“（甘露元年）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锺簴、铜人皆生毛，

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由记载看，西汉长乐、未央、建章宫都有铜人，东汉亦然。《后

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 186 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

9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观》，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 314页。 
10 何清谷校注：《三辅旧事校注·秦宫》，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 54 页。  
11(汉)司马迁撰：《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 2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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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蝦蟆，又铸四出文钱”。注曰：“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

阙外，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12

由此观之，墓地出现的这些石刻，包括石人、石兽等，应是宫殿前面铜人、铜兽的摹写

和再现。因此，李零先生认为，“它们是从帝王日常生活的宫室移用于他们死后安息的墓葬。

这种移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成套成组的，不仅翁仲是来源于宫室，其他墓上石刻也往往如

此”

 

13
。笔者注意到，在宫殿宫门前面所立的均为铜像，而在墓葬前面及苑囿中所立的则变

为石像
14
。秦始皇为追求长生不老，修筑兰池时，在池中筑有蓬莱、瀛州二岛，并刻石为鲸，

放入池中
15
。后来，此举被汉武帝发扬光大，不仅修建昆明池时放置石鲸，在昆明池东西两

岸立石牛郞、织女，以象天汉，而且修建建章宫太液池时，也在池中筑有蓬莱、瀛州、方丈

三山，当然池中也少不了巨大的石鲸
16
。汉武帝时所刻的牛郎、织女雕像及两池石鲸，至今

仍然存世，其雕刻风格与霍去病墓上石刻十分相似，均粗具其形，显得古朴大气。对于石雕

作品的出现，巫鸿先生的解释是，石质建筑属于死者、神祇和仙人，石材一方面与死亡有关，

另一方面又与升仙有关
17

胡人雕像的出现，是汉匈关系的写照。两汉时期，汉人与匈奴，一在中原，一在北方，

汉人以农业为主，匈奴以游牧为主，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大致以长城为界，你来我往，冲

突不断，战争成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随着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交流的形

势也不断发生变化，前期以战争为主，后期以交流融合为主，整个两汉时期，汉人与匈奴在

经济、文化、民族风俗等方面交流日益加深。在汉朝的持续打击下，匈奴失去了对西域的控

制权，而且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 51 年，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公元前

36 年，陈汤率军斩北匈奴郅支单于，宣告了汉匈之战中汉人的基本胜利。此后，大量内附

的匈奴人逐步摆脱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朝向半牧半耕演进，并与汉人杂居融合。 

。由生前的铜像变为死后的石像，意味着得道成仙和生命的永恒。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原对匈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中原汉人的铁器、丝

绸、漆器、铜镜等，对北方民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初，匈奴

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

                                                             
12(宋)范晔撰：《后汉书·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 353页。 
13 李零：《入世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 65页。 
14 池苑石刻，如汉武帝修建建章宫太液池遗址的石鲸鱼、昆明池遗址的牛郎织女等。 
15(汉)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 251页。 
16(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之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 81～82页。 
17 ［美］巫鸿：《“玉衣”或“玉人”？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见郑岩、王睿编

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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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18
而北方匈奴的马、牛、羊及皮

革制品也是内地人所需要的。匈奴对中原地区的饮食、器具、语言、风俗、社会信仰，以及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文献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

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19

匈奴人深入到汉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从发现的汉代图像资料看，在“胡汉战争图”中，

他们通常是作为战争的一方出现在画面中，有时作为献俘图中的战俘，有时也作为汉军的一

员参加对北匈奴的战争。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量出现于和平时期汉人的生活画面中，有的作

为使者，有的为质子或商人，更多的是作为胡奴参与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家务劳动、看门

护院、杂技舞蹈表演等；少数人还加入到汉人的统治集团内。如嘉祥武梁祠就有休屠画像，

在这幅画像中，作为胡人的休屠正与骑都尉对坐而语，其坐姿及服饰已经完全汉化

。从发现的汉代遗物看，匈奴人的

形象广泛出现在汉代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器物上，匈奴与中原汉人风俗不同，

体貌有别，成为汉文化中很重要的外来之风，这些艺术造型反映了匈奴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形

象。 

20

 

(图五)。 

图五  山东嘉祥武梁祠休屠画像 

                                                             
18(汉)司马迁撰：《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 2899页。 
19(宋)范晔撰：《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 3272页。 
20(宋)洪适著：《隶释隶续》隶续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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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进入汉境，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战俘，有的沦为奴隶参加劳作、守门、养马、放牧

等。如 1934年河南方城县杨集乡余庄村出土的守门奴画像石，就刻画了一位右手拥彗、左

手持钺于肩的胡奴形象。从画面看，胡人多须，蓬发，无冠，左颊似为黥印，高鼻深目，下

颌上翘，画面右上方刻隶书“胡奴门”三字
21

图六  河南方城杨集守门奴画像 

(图六)。 

汉代的守门奴，不仅有胡人，而且也有汉人。汉人守门人或拥彗，或手执剑、杖、斧、

钺，均为定型化的武士形象。如山东曲阜矍相圃两尊石人，一尊两手拱立，为“汉故乐安太

守麃君亭长”，一尊双手拄剑或杖，为“府门之卒”(图七)。两尊石人最早收录于清代牛运

震的《金石图》中，保存皆好
22

曲阜东汉鲁王墓两尊石人，与此造型相近，均头戴武冠，身穿长袍，右衽，一尊拱立，

另一尊双手握柄，扛于右肩上，可惜所扛之物已残，推测可能是彗或斧钺之类

。 

23

                                                             
21 王子今：《汉世“胡”考》，《四川文物》2010 年第 3 期。 

(图八)。 

22 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东汉三国》，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一、二，第 4、

5页。 
23 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3·东汉三国》，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三、四，第 6、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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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山东曲阜“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及“府门之卒”石人雕像 

 

图八  山东曲阜东汉鲁王墓石人雕像 

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两尊石人雕像，高约 100厘米，一尊双手拱立，一尊持兵器护卫。

原来是墓上的石刻，后人移于中岳庙中，其风格与曲阜“府门之卒”极其相似
24

                                                             
24 王子云：《汉代陵墓图考》，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 103页。李零：《万变》，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 199 页。 

(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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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河南登封中岳庙石人雕像 

曲阜矍相圃石人，一为亭长，一为府门之卒，其他几例似亦如此。亭长为秦汉时期的低

级官吏，一般十里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从其装束看，

亭长穿长袍，拱手，戴武冠，但手中没有武器；府门之卒身披铠甲，双手握剑。二者似可看

作一文一武，前者更重民事，后者重武事，共同肩负守卫之责。 

山东邹城西关胡人雕像，与其他几尊坐式胡人像不同，为站立像，并且手持斧钺或拥彗，

当为守门的胡奴形象。兖州胡人像，为跽坐式，双手执弩，为武士形象。除以上两尊外，其

他跽坐式胡人石雕像都没有执钺，也无拥彗，说明他们既不是“胡奴门”，也不是“府门之

卒”，因此不是低等胡奴。他们虽为跽坐姿式，但态度恭敬，而且身穿华丽的衣服。由此判

断，他们的身份可能与汉人形象的翁仲相似，亦可分为一文一武，是胡人文臣、武将形象。

有的学者以其坐姿判断其身份较低，认为跽坐是身份低下的人的姿势，这是对汉代跽坐姿势

的曲解。汉代从皇帝贵族至一般平民，正式场合的坐姿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跪姿。仔细观察

发现，大型胡人像均身穿丝绸，赤脚而坐，符合贵族及官员进殿礼仪要求(图一○)。《礼记·曲

礼上》：“待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毕竟“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只

是皇帝赐于极少数大臣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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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临淄徐家庄胡人雕像 

文献记载，汉代皇帝身边有不少胡人随侍，有的是以人质身份送到长安的西域王子，有

的是对方的使者或译官。胡汉之间交往频繁，使者、译官往来于道，在和平时期，各方使者

受到应有的礼遇，但双方交恶时，使者又往往被扣留不遣，有时几年，有时甚至十几年留在

对方，有的成了对方阵营里的一员。 

胡人在朝为高官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文臣、武将，尤以汉武帝时期的金日磾最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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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邢义田先生认为，武氏祠中的“休屠像”画的就是休屠王子金日磾
25

金日磾、金伦及其子孙封袭爵号，世代为官，直到西汉之末。《汉书》著名者有 17 位

之多，如金日磾之子赏、建，金伦之子安上等。金赏为奉车都尉，嗣节侯，太仆，光禄動。

金建为驸马都尉。金安上为侍中，都成侯，建章卫尉，谥号亦为敬侯。自金日磾被汉武帝赏

识重用，一直到王莽时期，金氏子孙都在汉朝做官，并深受重用，历七帝侍于帷幄之中

。金日磾本匈奴休

屠王太子，武帝元狩中，昆邪王与休屠王密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

汉。金日磾以父不降被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后被汉武帝擢升为马监，

后来逐步升迁，官至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出则骖乘，入侍左右。因教子有方，其母亦被

武帝画像于甘泉宫。武帝临终，金日磾与霍光同为辅佐大臣。死后陪葬茂陵，谥号敬侯。 

26

武将中也有许多是匈奴降将，如跟随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的前将军翕侯赵信、校尉句

王宜冠侯高不识、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等都为匈奴人

。 

27。胡人也大量出现于

一般官员的家庭之中，为官员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有时还担任官员的参谋与顾问。跟随张

骞出使西域并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唐邑父也是胡人
28

有胡人雕像的墓，其墓主身份可能是级别较的高贵族或官员。从山东曲阜鲁王墓、乐安

太守麃、弘农太守张伯雅石人看，墓上能够立石人雕像的，大概为诸侯王及二千石或以上的

官员。 

。由此推测，立于墓上的胡人文武官员

雕像应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再现。 

唐人封演云：“秦汉以来，帝王寝陵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

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
29

三、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欧亚文化交流 

虽然封演所言不一定

完全正确，如东汉宗资墓及州辅墓都有天禄、辟邪，但是至少说明帝王陵寝及人臣墓所用石

雕是有区分的，东汉帝陵至今未见石人雕像。 

如上所述，秦汉时期，宫殿前面往往立铜人作为仪仗，陵墓前立石人是宫殿前立铜人的

仿照。由铜质改为石质，反映了生死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生命的永恒。石人首见于汉武帝时

                                                             
25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 232页。 
26(汉)班固撰：《汉书·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 2959～2967页。 
27(汉)司马迁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 2927、2931、2937页。 
28(汉)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 3159页。 
29 (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567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0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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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霍去病墓，此墓出现了大批石雕，由 20 世纪初的照片看，许多石雕是放置在墓葬封土

上的，而石人则立在墓前神道两侧。石人少有雕琢，形象不清。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匈奴形

象出现在马踏匈奴石雕中。在这个雕像中，匈奴身处马下，一副被征服者的形象，头部从马

的两个前肢之间伸出, 有散乱的长发与短髭，双目圆睁，张大嘴巴，似在挣扎呼号，右手持

剑或矛，左手持弓
30
。这尊匈奴雕像，虽非单体，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尊匈奴石雕像。相

对于东汉胡人雕像，缺少高鼻深目的刻画，然而，一头披发和极长的胡须更有特色
31

林梅村及段清波先生都认为石刻艺术源于秦文化。从考古发现看，这个推论似乎可成定

论。秦人所居本为犬戎之地，其石刻传统应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关。秦最先接触到这种外来的

文化因素及石刻技术，从记载看，殷周之际似已有之。《史记·秦本纪》：“周武王之伐纣，

并杀恶来。是时蜚廉(秦祖先)为纣石(椁)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

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送葬于霍太山。”

。东汉

时期继承了在神道两侧放置石雕的做法。 

32
考古发现证明，从新

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内蒙古、陕西及山西北部、甘青地区存在大量的石棺葬
33
。霍太山

及秦的发祥地就在这一区域内。自春秋晚期以来，秦国就零星出现了墓葬及园林石刻，如春

秋秦景公墓的石磬、石马头等
34
。战国秦昭襄王时又出现了一批石雕作品，如诅楚文、都江

堰镇水三神石和蜀守李冰造五石犀等
35
。随着秦的逐步东迁，把这一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原地

区。至秦始皇时期，伴随秦始皇东巡，留下了碣石刻石、之罘刻石等七组刻石
36

如果再向前追溯，可以发现石刻来源于欧亚草原文化。最早受到欧亚草原文化影响的是

。秦始皇时

所谓临洮见大人，身高 5 丈（约 11.5 米），足长 6 尺（约 1.38 米），并非真人，怀疑见到

或听到的可能就是大型石雕像。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兵马俑，如此逼真写实，其艺术风格在中

国古代艺术史上来无踪去无影，而这种新的艺术元素绝非空穴来风，定有其文化交流或人员

往来的历史背景，只不过这些交流或往来被历史所淹没而已。 

                                                             
30(汉)司马迁撰：《史记·霍去病传》司马贞索引:“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汉书·霍

去病传》颜师古注中也有同样的记述。 
31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 213页。 
32(汉)司马迁撰：《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 174页。 
33 王克林：《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兼论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的关系》，《文物世界》2001年第 3期。 
34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 100

页。 
35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 144

页。 
36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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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方的陕西神木石峁文化，之后有陕北的清涧李家崖文化以及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国王

墓。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过去曾发现一些小型人物石雕像，说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与欧

亚草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雕凿、使用石雕人面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非常罕见，

而在欧亚草原西部则源远流长。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地区使用石雕人面像大约是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约公元前 2500—前 1800 年）开始的
37

李家崖人物石雕像刻于一块梯形石上，正、背面以粗阴线刻出骷髅体人像，高 42、宽

24～31 厘米

。 

38
(图一一)。林梅村先生认为它和中亚草原卡拉苏克晚期石雕人像如出一辙

39
。

清涧李家崖文化是商周时期河西白狄所创造的文化。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白狄与秦、

晋等国交往密切，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又受到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至战

国晚期，河西白狄文化区被纳入到秦国版图
40

 

。 

图一一  陕西清涧李家崖人物石雕 

中山刻石发现于中山王 墓陵园东部，灵寿城西门阙外，为一件“监囿守丘”刻石，

                                                             
37 陆航：《石峁石人像佐证文化交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1 月 22日第 5版。 
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文物出版社，2013年，彩版二七，1。 
39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 153

页。 

40 杨建华：《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与“河西白狄”》，《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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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90、宽 50、厚 40 厘米。上刻两行文字，敬告来者，此为王陵
41
(图一二)。中山国是白狄

东迁的一支鲜虞所建，战国时期曾先后被魏、赵灭国
42

 

。中山刻石既具有外来的形式，又具

有中原的内容，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李家崖及中山石刻都受到了北方欧亚草原文化

的影响。随着河西白狄并入秦国版图以及中山国的灭亡，他们的石刻艺术进程被中止。然而，

秦国的石刻艺术仍然继续发展。由此可见，不仅秦受到了草原石刻艺术的影响，位于中国西

部及北部地区的其他文化也受此影响，秦是后来的集大成者。 

图一二  河北平山中山国“监囿守丘”刻石 

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实际上早就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这条草原之

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把东方的黍、丝绸等传

到西方，把西方的小麦、黄牛、绵羊、马及金属冶炼、制造马车、玻璃等技术传到东方
43

                                                             
41 启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商周至秦汉书法》，图二九，第 4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1987年。 

。

由于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影响，欧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从石刻的发

现及遗存来看，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 

4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 7页。 
43 王巍：《考古勾勒出的汉前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3年 12 月 14 日第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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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清波认为，石刻碑铭和石雕艺术在埃及、波斯及地中海地区，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

且内容丰富，工艺成熟发达。从丝绸之路沿线的资料来看，石刻石雕艺术呈现出从西向东传

播的迹象，从埃及、巴比伦到希腊，再到地中海沿岸，然后是波斯帝国境内，再到阿育王时

期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再到中国。石刻艺术品出现的时间呈现西早东晚的状态，

虽然石刻石雕艺术风格在由西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步吸纳了当地固有的艺术特色，但从时

代上看，由西向东发展的链条基本完整
44

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深入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又一波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入

中原地区。就石刻艺术而言，新的文化因素与秦文化原有的石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墓葬

及池苑为中心的石刻艺术形式。从考古发现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墓葬成组石刻，典型的例

子就是霍去病墓上石雕群。林梅村先生认为，霍去病墓石刻是中亚希腊化浮雕艺术开始沿丝

绸之路东传的印证

。 

45
。霍去病墓石刻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陵墓成组石刻，但石刻布置与稍

后的墓前成组石刻仍然有一定的区别。霍去病墓石刻均为圆雕，原来墓顶及墓下四周有 150

多块巨型花岗岩，是武帝为了纪念其殊功，表征为祁连山之形
46
。从 20 世纪初的照片看，

当时许多石块是放置在坟丘之上的，坟丘可以被认为是祁连山的再现
47
(图一三)。目前发现

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牛、野猪、夔龙、残石人、力人搏熊和怪兽食羊等 16 件

人与动物雕刻
48
。这些石雕内容多以森林、草原常见的动物为题材，表现动物嘶咬扭斗的场

景，无不渗透着草原文化的气息
49
。一些大型动物雕像被放置在墓前，开创了后来墓上石刻

布局的新风。然而，这仅是昙花一现，其后的西汉帝陵未发现一尊石雕。比霍去病墓稍晚的

张骞墓也发现石兽一对，现均已残缺，似为狮子或天禄、辟邪一类的动物，也应是放置墓前

的石刻。不过，对张骞墓石刻的年代，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属西汉中期
50
，有的则

认为属东汉时期
51

                                                             
44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2 期。 

。 

45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 164

页。 
46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322 页。 
47 选自 Journal Asiatique, mai-juin 1915, p. 473，谢阁兰 1914年拍摄。 
48 王丕忠：《霍去病墓》，《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49 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 3期。 
50 林通雁：《西汉张骞墓大型石翼兽探考》，《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2期。 
51 何正璜：《石刻双狮和犀牛》，《文物》1961年第 12期；李仲元：《中国狮子造型源流》，《社会科

学辑刊》198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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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及其墓上石刻 

另外，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塞以文石，致以丹漆”，墓下可能存在石构建筑。有人甚

至认为秦始皇陵前也有大型石刻
52

到西汉晚期，墓上石刻再次出现，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发现的纪年画像石来

看，山东平邑发现的“平邑□里麃孝禹”墓碑或神道碑可早至“河平三年八月丁亥”，时间

为公元前 26 年。至王莽时期有铭石刻逐渐增多

，但考古并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江苏仪征以庙山为中心

的汉墓群为吴王刘濞陵寝，庙山附近也发现动物石雕。有人认为，庙山雕刻手法、风格，与

霍去病墓石刻比较一致，时代比霍去病墓上石刻为早，此观点也值得怀疑。 

53
，常见石柱、石碑及祠堂之类。进入东汉

以后，墓上石刻大量盛行起来，山东地区成为全国画像石及墓上石刻最盛行的地区，出现了

石阙、石兽、石人、墓碑、石祠堂、石墓室等整套的石质墓葬建筑。这种墓、祠组合，在祠

堂前增筑圆雕、石阙和石碑等墓上石刻，展示出更为复杂的建筑设计
54

许多学者认为，麒麟、天禄、辟邪、狮子等，这些具有两河流域古波斯帝国艺术风格的

动物，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到达新疆地区，并深入到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河北中山国一带，

此后影响到西汉殿前雕塑、壁画、玉器、陶塑等题材。东汉时期兴起的石翼兽，与西汉中期

。在欧亚文化东传的

过程中，山东虽处遥远的东方，然而，在墓上石刻盛行之时，山东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

居上，成为全国画像石及大型雕像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石碑、石柱、石室、石

阙，以及麒麟、天禄、辟邪、石狮子、石羊、石虎等石雕作品，而且还发现了其他地区所没

有的大型胡人石雕像。 

                                                             
52 徐卫民：《也谈秦始皇陵的石刻雕塑》，《咸阳师范学院报》第 27卷第 1期，2012 年 1月。 
53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 26页。 
54［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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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风格化的有翼神兽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它们东移过程中，原有的域外风格不断融入

中国的传统
55

人们对遥远世界的认知及兴趣往往表现在艺术造型中，以往中国西部地区发现的一些小

型人物形象，材质有青铜、玉石、陶、骨、蚌、铅等，以异域外族人形象居多。如甘肃灵台

白草坡二号墓出土的具有域外人形象的西周戟

。胡人石雕像同这些动物造型相类似，走过了大致相同的道路。 

56
，再如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的高

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就是一些小型的青铜或铅质俑
57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

战国瓦当上，有学者也认为是胡人的形象
58

现有资料表明，大型胡人雕像多数发现在汉代齐国境内，特别是青州及临淄境内的胡人

雕像，从艺术风格分析，有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为，或者有大致相同的粉本。兖州胡人雕像

手持弩，邹城胡人像为立像，手中执物，它们与齐国的大型胡人雕像相比，不仅形体较小，

且姿态有别，故非同一批工匠所为，年代或有早晚，功能也可再考虑。齐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见到较多的是汉人形象，如山东曲阜东汉鲁王墓石人、曲阜东汉乐安太守石人、河南中岳庙

石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捧盾石人、天津蓟县邦均镇石人庄石人等。就山东而言，不仅

发现了其他地区罕见的大型胡人石雕像，而且在这一地区的汉代画像当中，胡人形象更是常

见的表现题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型胡人石雕像又多出自汉代齐国或齐郡境内，虽然不

排除某些偶然因素，但似乎也有其内在原因。齐国自姜尚以来，就以创新立国，当年强调工

商立国，又设稷下学宫。至东汉时，虽早归大一统，但本地居民仍然流着创新血液，故多不

受礼制的约束，率先在墓上置胡人雕像亦未可知。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地是敢为天下先者。汉代的儒是齐儒的《公羊春秋》，尚变，而不是鲁国的《左氏春秋》，

善讲故事

。 

59

                                                             
55林通雁：《从长安铜飞廉到洛阳石翼兽——对中国古代有翼神兽问题的一个讨论》，《美术研究》2010

年第 3期。 

。齐国有善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这是发现较多大型胡人雕像的内在原因。另

外，齐国发达的铁器制造业，也为石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石刻与制玉不同，制玉

以琢，石刻以凿，石刻艺术的发展必须以金属工具的发展为前提。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故城

就非常罕见地利用石块砌城墙下宏大的筑排水通道。西汉时期，一些齐王的陵墓即开凿在石

56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 2期。 
57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 6期。 
58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 243～244 页。 
59 杨爱国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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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上。进入东汉之后，画像石墓及墓上石刻日益增多，大型作品不断涌现，这些都以铁器

工具的广泛应用为前提条件。 

汉代造型艺术延续了对异域形象刻画的传统，汉代墓上的石刻，几乎或多或少都与异域

有关联，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汉代墓上动物石雕可分两大类，一是神话动物，如辟邪、天

禄、麒麟等，二是比较写实的动物，如狮子、骆驼、马、象、虎、羊、牛、鹿等。墓上胡人

雕像，虽非完全写实的作品，但刻画的对象却是现实存在的。雕像的肢体语言及形象是对胡

人在现实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摹绘。然而，这里并不排除他们被赋予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

政治方面，可能被赋予了万国来服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匈奴人，作为中原汉人的主要对手，

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宾服的一员，更具有代表意味。《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

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唱出了汉武帝的政治抱负
60
。董仲舒

对策说：“夜郞、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
61
再比如生殖方面，临淄

胡人像被明显刻画出凸、凹乳房的形象，石家庄北郊小安舍村男女石人像，不仅刻画出乳房

形象，还刻画出男女生殖器官
62

四、小结 

。性别的刻画，可能被赋予了子孙繁昌的寓意。 

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实际上早就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这条草原之

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的出现及发展是欧

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墓上立石人，也是对生前宫殿前立铜人的模写仿照。自秦始皇始，在宫

殿前面树立铜人，是秦汉时期通行的做法。汉武帝时期，张骞凿通西域之后，新一波的西方

文化因素进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刻群的出现，墓上立石刻雕像初起于汉武帝时期，最早见

于霍去病墓上石雕。山东地区发现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属东汉时期墓上石刻，并非镇水守桥的

石人。从胡人雕像的形态和服饰看，他们有的是“府门之卒”的武士，有的则是墓主比较高

级的文臣、武将，是汉代政治及现实生活在墓葬上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胡人在汉朝

为官的史实。如果说霍去病墓前的匈奴像是战争的写照，那么山东地区胡人雕像则是和平时

期民族融合的反映。当然，胡人雕像还可能被赋予了政治的或生殖的寓意。目前所见，大型

胡人雕像只发现于汉代齐国境内，它们与数量众多的其他墓上石刻一起，共同展现了东汉画

                                                             
60(汉)司马迁撰：《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 1178页。 
61(汉)班固撰：《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 2511页。 
62 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保所：《石家庄发现汉代石雕裸体人像》，《文物》1988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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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墓的辉煌成就，是齐地铁器制造业发达的见证，也是齐人善于接纳外来文化，思想开放、

兼容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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