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6至2017顧問團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榮譽顧問
陳智思先生 (亞洲金融集團總裁)
張智彥先生 (香港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金嘉倫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主任)
高美慶博士 (前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郭禎祥教授 (臺灣亞洲藝術文化教育交流學會理事長)
劉唯邁先生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館長)
楊懷俸先生 (前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施子清博士 (香港太平紳士、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6至2017執行委員會

會長
鄺啟德（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副會長
胡永德（聖公會聖彼得小學學藝發展組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王家祥（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藝術教育發展組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財政
蔡鎮業（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視藝科科主任）

秘書
陳麗森（CO1設計學校高級講師）

執行委員
李鈺山（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張寶雯（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副校長）
梁子謙（勞工子弟中學藝術與體育領域總負責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陳齊欣（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曾鉅桓（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副主席）
黃素蘭（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潘儷文（民生書院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本書任何部份，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本刊物所有表達的意見或觀點及其內
容，均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之立場。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
計劃內容並不反映香港藝術發展局意見。

本書部份圖片未能尋得版權持有人，如有商討版權事項，請來函與編輯聯繫。

主　      　編：潘儷文、李鈺山
出版小組成員：吳崇傑、張寶雯、陳雪儀、陳齊欣、陳麗森、黃素蘭、
                韓衍姍、鄺啟德
執  行  編  輯：陳家燕
設　      　計：鄧佩儀
封  面  照  片：陳家燕
出　      　版：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地　      　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三十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
電　      　話：852-2234 6096
傳　      　真：852-2234 6092
電　      　郵：info@hksea.org.hk
網　      　址：www.hksea.org.hk
承　      　印：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9月初版
印　      　刷：4,500本

本期刊電子版可於本會網站及「光波24書網」免費下載

本會藝術教育夥伴



03  主編的話
04  藝術焦點

形象之外

08  藝術焦點

敦煌「人」

11  各師各法

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

14  資源共享  好書推介
15  師生畫廊
16  讀者投稿

敦煌早期佛教雕塑及壁畫補遺——炳靈寺169
石窟的自然與寧靜

19  讀者投稿

敦煌散記

21  讀者投稿

敦煌藝術的美學思想

24  核數報告

訪問何培斌教授

訪問李美賢

李玉婷、楊羚

劉瑩

主編的話

目錄

郭玉美

周凱漩

絲綢之路是在西漢武帝時期，由張鶱出使西域所開闢，從中原地區通往歐洲的道

路。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北部的敦煌市，歷來是絲路貿易的樞紐。敦煌也以石窟及

壁畫聞名於天下，1986年更被國務院命名為「中國歷史名城」。

說起敦煌的藝術，許多人會想起那身穿長裙彩襟、凌空飛行、穿梭於藍天的「飛

天」，或傳神及高雅的佛像。敦煌藝術不僅有壁畫及雕塑，還有建築、彩磚及絹畫

等。最近香港書展展出「『絲綢之路』文化行：陝西與印度」主題展，展出青銅

器、漢代瓦當、唐三彩及秦俑複製品、印度書畫、民族服飾和手工藝等，吸引不少

人駐足觀賞。加上年前香港文化博物館所舉辦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展覽，

以及大專院校舉辦有關於敦煌的講座和展覽，亦加深香港市民對敦煌藝術的認識。

敦煌藝術以莫高窟為中心，始建於前秦二年，直到元代，歷時一千多年。其藝術媒

介的多樣性及豐富的主題，引證古今中西文化、宗教及民族的交流。同時亦見證了

中西友好往來，是世界人類歷史文化的寶庫。本期以探究敦煌藝術為焦點，分享以

「敦煌」為主題的教學，啟發藝術教育的創意思潮，引導學生創作。

李鈺山



4 藝術焦點

訪
問
何
培
斌
教
授

踏進何培斌教授的辦公室，

一整面牆都放滿了大大本又

厚的藝術圖冊，其中好幾格

便載滿敦煌壁畫畫冊。何教

授拿起其中一本，翻開其中

一頁，午後陽光穿過百葉簾

灑在壁畫畫頁，熠熠生輝。

何教授呷一口茶，娓娓描述

有關敦煌的畫面……

「藝術之美是 beyond the 
f o r m的。」何教授續說，

以他做建築研究為例，他

看建築或者做建築研究的時

候，他不會單單只研究建築

圖1  攝於香港慈山寺大雄寶殿後的壁畫。慈山寺以高清打印技術複製榆林窟第25窟及第3窟，歡迎到慈山寺預約參學的    朋友觀賞。攝影師：何嘉樂

外表（form）的形態，而是

思考外表之外的事情，例如

這建築物所表現的氣氛或訊

息——是謂建築物的神髓。

當然，「這個form亦是重要

的，但必須基於這個form外

擁有形態之外的內涵」，掌

握這件藝術品的神髓，才是

藝術之美，這亦是為何何培

斌教授鍾情研究宗教建築的

緣故。

以敦煌藝術為例，何教授

舉了一幅透過不同透視

（perspective）來傳達訊息

的壁畫。例如榆林窟第25窟

（圖1）。

在主要的畫面結構，我們可

以從中看見不同角度的透

視，上半部份為俯視，中間

佛菩薩部份為平視，下半部

份為仰視，再加插不同視角

繪成的人民生活片段。何教

授指出，其中一個觀賞的方

法是當我們站於壁畫前，我

們就好像先從空中俯視這個

美好的世界，然後飛到佛菩

薩面前（平視），再降落於

地上仰望佛菩薩（仰視）。



圖1  攝於香港慈山寺大雄寶殿後的壁畫。慈山寺以高清打印技術複製榆林窟第25窟及第3窟，歡迎到慈山寺預約參學的    朋友觀賞。攝影師：何嘉樂

在西方，於14、15世紀開始

使用透視，以助畫面繪畫得

更逼真、更像我們用肉眼

所見之事物（realistic）。

這幅敦煌壁畫約於8世紀繪

製，而它使用透視的作用則

與西方的不同，而是助我們

站於壁畫前思考，是觀畫修

行的輔助工具。這樣如此生

動充滿動感的觀看方法，便

是研究畫面之外的趣味。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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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藝術焦點

假若仔細觀看畫中細節，可

以看到位於畫中大佛下方位

置有一幢不完整的建築物

（圖2）。其實那是一棟寶

幢，寶幢底下有四個輪。寶

幢左右則有一些人拿著木板

及繩子拆下建築物。何培斌

教授表示，這畫面其實表達

了這個世上也有很多美麗的

事物，但可能都會面對被人

拆卸的機會。「這是一種表

達，你不能在這個世上都能

夠一直順順利利，很多時候

都不一定的。」何教授解

釋。

視線移到畫面左方，能看到

一名老人坐在一個洞窟內

（圖3）。其實那是一個墳

墓呢！原來到彌勒下生的世

界，「人命將終自然行詣

塚間而死。」1，在這個世

界，老人家會於過世之前自

己走進去墳墓。可以看到在

墳墓門外有數位女士在哭，

何教授還想像那時候的老人

很可能就會對他的太太們

圖4，普賢經變，圖5，文殊經變，拍攝地點：慈山寺大雄寶殿後，攝影師：何嘉樂

圖6 普賢經變（局部），拍攝地點：慈山寺大雄寶殿後，攝影師：何嘉樂

說：「不要哭啦，你們回去

吧，我走進去自己死了就可

以了，不用麻煩你們了。」

在何教授活潑的描述下，那

個世界就是如此可愛。

慈山寺除了有榆林窟第25窟

的現代科技高清複製經變圖

外，置於大雄寶殿後的還有

榆林第3窟複製本，分別是

普賢經變及文殊菩經變（圖

4及圖5）。我們能夠看見兩

尊菩薩像後有描繪山水、

建築的圖像（圖6），何教

授表示這種表現手法與宋朝

的山水畫類似，而且畫得非

常精細，連建築物的斗拱等

結構亦能清楚看到。繪畫手

法如此精細，是否按著當時

的建築形態描繪呢？

「 很 多 時 建 築 歷 史 上

的 圖 像 都 是 一 種 再 現

（representation）。」當然



圖8，宇治平等院
圖片來源：平等院官方網頁：http://www.byodoin.or.jp/ch2/about.html

在你眼中，何謂美？
何培斌教授：美應該是很純粹的，美能夠提升你某個審美的觀念。

何培斌教授於1992年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專攻藝術與建築史。同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建築
學院，現為該學院教授及文物建築保育與設計理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領域涵蓋中國建築歷史及鄉土
建築。曾擔任慈山寺的建築設計總監及造像顧問。

1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取自普光帝珠網： http://www.sjskim.org/maitreya/sutra/sutra_19.htm, 2016年8月11日。

敦煌壁畫上的再現也有按真

實建築而描繪，但又與同時

期的建築又不會全然一模一

樣，可以說它是位於真實描

繪（realistic depiction）與

再現之間。何教授又舉了敦

煌莫高窟第217窟為例（圖

7）。於圖中背景可以見到

一系列建築物相連，這亦是

一種再現。「梁思成也曾說

過這是依照當時唐朝的建築

而繪，我們不能完全反對他

的說法，但當時的寺廟也

不會這麼多塔或樓連在一

起。」當時中國寺廟建築設

計是兩所建築物之間也會有

個庭園。

到了十一世紀，這幅畫傳

到日本的時候，並在宇治

依照此圖像建造了平等院

（圖8）。所以現在在平等

院我們不會看到像中國寺

廟建築一樣有一個完整的庭

院，而是像這個圖像的建築

物外形。「這亦是建築有趣

的表達方法，在『是與否』

之間。」

敦煌的「美」育
談到美育，首先要理解何謂

何教授眼中的美。除了上文

提到“beyond the form”為

其中一個條件外，「美是很

純粹的，它是能夠提昇你某

一個審美的觀念。某些宗教

藝術，就不一定會幫你看到

『美』的，因為『美』不是

他們的目的，一般的宗教藝

術，特別是中世紀的宗教藝

術，多數都不是以美觀、美

學為目的，而是以敘述為

目的，是講一個故事，一

個再現。」

「所以當我帶朋友去看敦煌

石窟的時候，我會拜託他們

千萬別在我面前說『哇！這

裡很美啊！』『哇！這幅畫

很美啊！』『這幅畫畫得

很美啊！』等等的話，因

為『美』根本不是它的條

件。」何教授補充，在藝術

家創作過程中，可能會有一

些「美」的因素融合在內，

但是這個美的因素不是他的

目的，而是一個副產品。如

果依康德的說法是，「美」

是應該能夠將我們的心靈改

變的，而佛教藝術是不是有

目的地透過「美」去改變我

們心靈呢？

何教授查看唐朝畫家究竟怎

樣評論佛教藝術的紀錄，

發現畫家們通常會說「好

像很生動、栩栩如生、好莊

嚴」等評語，並不會說「好

美呀」等，所有敦煌的經

變畫也是有一個「功用」

（functional purpose）：

觀經修行。敦煌壁畫的構圖

設計、人物的形象，是以描

述、表現經文內容為主要目

的。由此推想，何教授甚至

認為敦煌壁畫不算是藝術

呢！用這種角度評論敦煌壁

畫，驟耳聽來有點新鮮，甚

圖7  敦煌莫高窟217窟
圖片來源：香港敦煌之友網頁：http://www.fodhk.org.hk/cave/21

至可能令本身不太熟悉敦煌

的朋友有點驚訝，但其實這

種角度就能令人重新思考何

謂「美」、可謂「藝術」，

以及敦煌「藝術」背後的

社會涵義與歷史，而這部

份，亦是最富有教育意義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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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藝術焦點

訪
問
李
美
賢

公元前139年，張騫通西

域，開創絲綢之路，為商貿

的繁盛往來奠基。公元366

年，樂尊和尚西遊至莫高窟

此地，見千佛閃耀，心有所

悟，開鑿第一個洞窟。自

此，吸引不少達官貴人、僧

侶商人，甚至是軍人都紛紛

聘人開窟。由4世紀起到14

世紀，因為各地的人，在這

長達1700米長的山壁，留下

這世界的文化瑰寶——735

個洞窟。歷史就是這樣由不

同的人物交織著。因為人，

衍生出如此精彩豐饒的藝術

與喜悅。亦因為人，上演著

不少離歌。今期小編有幸邀

請香港敦煌之友創會會長李

美賢女士，以「人」為切入

點，向我們細細訴說關於敦

煌的故事。

敦煌古人
若曾聽過李美賢女士主講的

敦煌藝術講座的觀眾，應大

概知道李美賢擁有豐富的古

人生活文化的史料，講座期

間她甚至會帶同她私人收藏

的古人牙刷出來，活靈活

現，觀眾也聽得煞有趣味。

她提到我們平常讀的歷史，

多數包含政治史、經濟史、

軍事史，偏偏就少了生活

史。在敦煌壁畫，我們就能

看到古人生活。

南北朝《孔雀東南飛》中有

謂：「其日牛馬嘶，新婦入

青廬。」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假

譎篇》云：「魏武（曹操）

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

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

中，夜叫呼，云：『有偷兒

賊！』青廬中人皆出觀。」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神

女》：「公子辭而出，曰：

『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

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

以上都是在古詩詞中有關古

人結婚情節的記載。李美賢

女士表示，我們平常在古文

看到結婚儀式、洞房等會於

「青廬」進行，若不是敦煌

的壁畫有描繪古人結婚的畫

面，我們可能會想像「青

廬」就指男方的家。可是從

敦煌壁畫上發現，原來「青

廬」是一個戶外帳篷！現在

敦煌所有有關婚娶圖的壁畫

有46幅，而所有婚娶圖都能

看到那個帳篷，這便是以圖

像對古人生活情況的補充說

明。

婚娶圖主要依據《佛說彌勒

下生經》繪製，據經文說，

在彌勒世界，「人壽八萬

四千歲」，「女人年五百

歲，爾乃行嫁」。為了反映

這一經文內容，古代畫家通

常以當時流行的婚宴方式為

參考。因此我們可從這些壁

畫窺見當時古人的婚嫁場

面，是珍貴的古代婚嫁史

料。（圖1）



李美賢女士亦表示我們現在

在坊間很難看到北宋前的古

畫真跡，包括絹畫、紙本。

但在敦煌那735個石窟裡，

我們便可一次過飽覽很多古

人的作品！其他地方的墓葬

遺跡也會有壁畫，但那些壁

畫是為墓主人做的，不會有

很多生活的記載，例如墓葬

就不會有婚禮圖，敦煌的壁

畫連刷牙（圖2）、洗面、

沖涼甚至去洗手間的圖像、

舞蹈也會有，所以敦煌補充

了很多歷史記載上的不足。

敦煌美人
談到古代詩詞描述美人形

象，總會先從人的服飾、妝

容、體態等外表描寫，其後

才描寫其美人的姿態與神

韻。在敦煌壁畫我們也能看

到不少古代女子服飾梳妝等

形象。李美賢更發現有不

少敦煌壁畫上的女子穿上

「leggings」，她說：「其

實唐代人穿的那些leggings

是絲襪，絲襪的部分受氧化

變黑色，然後襪上的花紋點

點便清晰可見，便與現在的

leggings相似了。」

至於美人妝容部分，李美賢

發現有些壁畫上的美人菩薩

也有一雙彎彎的綠眉，讓她

想起在她所讀過的詩詞中，

有提及過「翠眉」一詞，例

如——

晉‧崔豹《古今注‧雜

注 》 ： 「魏宮人好畫長

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南朝‧梁‧江淹《麗色

賦 》 ：「夫絕世而獨立

者，信東方之佳人，既翠眉

而瑤質，亦盧瞳而赬唇。」

唐‧盧綸《宴席賦得姚美人

拍箏歌》：「微收皓腕纏紅

袖，深遏朱弦低翠眉。」

讀到以上詩詞中的「翠

眉」，再看看敦煌壁畫美

人臉上的「綠眉」，李美賢

表示：「有可能古代曾流行

過化妝畫綠眉。因很多詩詞

也有寫翠眉或綠眉，隋煬帝

也有在波斯買綠黛給他的愛

妃化妝。我懷疑翠眉也就是

綠色的，但很難證實。而且

只有菩薩的眉上才有綠色，

大概是身份非常尊貴才會使

用綠眉這妝容。而且我查看

與壁畫同時期的墓葬也無發

現此綠眉。因墓葬的畫通常

只記錄宮廷的女子、婢女，

沒那麼『高級』。」李美賢

就是能夠如此用跳脫的詞

彙訴說歷史，聽她解釋的

時候彷彿壁畫上的人物都

會行會走，菩薩也對著你

眨眼微笑。

其實單從古人服裝也能印證

世界各地文化精髓在絲綢之

路交融盛放。「看那220窟

（初唐）（圖3）的壁畫，

有一幅是一個帝王聽維摩詰

圖1 圖2

敦煌莫高窟第9窟，
圖片來源：敦煌石窟旅遊網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揩牙
圖，圖片來源：胡同慶，王
藝芝，《敦煌壁畫中的養
生》（出版地：甘肅人民
美術出版社，2015），頁
84。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初
唐）帝王圖，圖片來源：敦
煌研究院網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東壁
門南的女供養人像皆為曹氏

家族的女眷，畫面左邊第一
位是曹議金的回鶻夫人隴西
李氏，夫人的裝束仍保持了
回鶻特色，頭梳高髻（回鶻
髻），身著窄袖的石榴紅落
地裙袍。圖片來源：敦煌研
究院網頁

圖3 圖4

圖1  

圖2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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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藝術焦點

和文殊菩薩的辯論，而帝王

穿的那件衣服的確是中國帝

王的衣服。還有畫風、暈染

方法都能看到中原藝術影

響。而61窟（圖4）就有回

鶻少數民族的服飾，還有漢

的服飾。漢的服飾袖長，中

原女士不多帶耳環，尤其是

唐代，因她們的髻已很大。

戴耳環的多數是遊牧民族，

由於他們要騎射，所以穿窄

袖反領的服裝。而中原只有

勞動人民才穿窄袖，一般官

吏都會穿寬袖。」

「壁畫的美人是結合了古代

文明於一身、古印度、古波

斯、希臘及中國，人像線條

與樣子是中國式的，暈染是

西域式的，leggings穿的褲

是印度式的，頭上的冠是波

斯式的，美人整體是文化的

交融，沒有哪一個藝術能結

合得那麼好，中國的青銅

器、玉器、西方的其他銀器

金器都不是這樣，是這個藝

術才可以融合四大古文明於

一身。」這便說明了敦煌美

人之美的所在。

敦煌人
敦煌人除了指在敦煌土生土

長的敦煌市民外，亦是對一

眾終身誓志守護弘揚敦煌

這瑰寶為使命的工作者的

尊稱。歷代敦煌研究院的

院長，各自都為敦煌奉獻

了其一生，從第一任院長常

書鴻、第二任的段文杰、繼

任的樊錦詩，到去年（2015

年）上任的王旭東院長，每

位院長都與敦煌結下深厚的

情分，每位都是無私奉獻的

人物。常書鴻先生是第一任

的「敦煌保護神」，他本身

是中國留法的著名畫家，但

他毅然放棄彼邦的成就，甘

願跑到沙漠戈壁工作一輩

子，即使從中經歷了夫人出

走、經費停止、文化大革命

等打擊，但仍努力緊守開拓

敦煌。第二任段文杰先生臨

摹了不少精彩的莫高窟作記

錄及檔案保存。及至第三任

的樊錦詩女士，自1963年北

京大學考古學畢業後，便隻

身到敦煌工作，那時候的敦

煌仍是荒涼之地，物資短

缺，她更要與丈夫及孩子分

隔異地，義無反顧。後來樊

院長引入完善的保護洞窟機

制，嚴格監控洞窟人流，

開拓「數字敦煌」計劃，

把敦煌數碼化，又常與外

國專家會面，把敦煌推到

世界級的位置。

敦煌人除了包括院長外，還

有盡心盡力在敦煌工作的不

同職工，保衛員、講解員、

負責做臨摹、農作或治沙工

程的……李美賢女士曾特地

前往敦煌訪問當地莫高窟的

職工，記載口述歷史，她便

曾在《立體看敦煌》一書中

以「從舊照片看到的——那

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為

題，記載著從職工角度眼中

的敦煌。在那些舊照片中的

年輕職工，與身在李美賢女

士眼前的職工相比，很多現

已步入暮年，垂垂老去。看

著這班一輩子都默默守護敦

煌的職工，小編讀著也不禁

肅然起敬。

香港人
因為敦煌石窟，無論在敦煌

工作或是居住的人，對敦煌

都有深厚的情感。「文化

是一個靈根。」李美賢女

士解釋道，文化富有生命與

趣味，是我們的根源，唯有

熱愛自己的文化，追溯自己

的homeland，完整的瞭解我

們自身的過去，才能在這世

界發現自己堅實的身份。現

全身投入成為「文化義工」

的李美賢女士，在她擅長的

領域默默耕耘，致力讓大眾

體會文化的趣味。身為香港

人，你找到屬於你的「靈

根」嗎？

在你眼中，何謂美？
李美賢女士：我認為自然才是美，如果一個人他察覺到自己是美的，那麼他
舉手投足都會比較刻意點，當他不會刻意的時候，美便在。於我來說，一個
人最美的時候，就是他集中精神做事的時候，人的美不在乎五觀，而是神
情、神韻，專注的時刻就是最美。

李美賢女士為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香港敦煌之友創會會長、古物收藏家。鍾情中國文化藝術，熱衷於擔任「文化義
工」，曾舉辦不少敦煌文化藝術的講座及展覽，均好評如潮。

左/香港敦煌之友文化推廣理事陳炳雄先生
右/香港敦煌之友創會會長李美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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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本單元以「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為題，一方面讓

中一學生認識敦煌的本生故事，另一方面以香港的生活情境

引入，為學生提供具體的創作意念以回應本生故事傳遞的訊息。

過去視覺藝術科多著重西方藝術的學習，課改後，《課程指引》要求學校的視

覺藝術課程需包括中西方的藝術和文化，藉此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課程發展議

會，2002）。敦煌藝術是中國珍貴的文化瑰寶，包含多國文化，是古代文化交流的一

大見證，當中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並記載了許多佛教故事。

本生故事是描寫釋迦牟尼生前的行善故事。我們以《九色鹿》為例，是因為它是莫高窟唯一

以動物為主角的本生故事畫，九色鹿就是釋迦牟尼的前生，他救起溺水之人，但該人見利忘

義，到宮廷告密，結果全身生瘡受苦。通過這個本生故事，我們有意引導學生掌握「施恩行善」

的觀念。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獅子山精神」代表了大家互勵互勉，努力向上的積極精神。為了讓中一

  學生體會本生故事的意義和構圖方法，我們以深水埗明哥派飯的真實例子，引導學生思考和

      創作一幅具起、承、轉、合的「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的「本身」故事。

               由於學生較少接觸國畫，因此本單元會以國畫方式引導學生繪畫好人好事的背

                景：獅子山，讓學生掌握及運用披麻皴、點苔和敦煌青綠山水的暈染技法。

                 總的來說，本單元期望學生能認識敦煌壁畫中「本生故事」的意義和

               人物展現方式，亦能掌握和運用基本的國畫創作技巧，例如：皴

              法、點苔和暈染，以完成「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創作。

年      級：中一
課      時：兩次雙連教節

已有知識：
•對水墨畫有初步接觸
•能正確執筆

各師各法

單元學習目標

•認識敦煌藝術的背景和本生

故事《九色鹿》的創作概念

•掌握《九色鹿》的起、承、轉、合

和向心式構圖方法

•運用起、承、轉、合和向心式構圖方

法創作一幅好人好事的「本身」故事

•認識國畫的特色和繪畫工具

•掌握及運用披麻皴、點苔和暈 

 染技法繪畫背景的獅子山 教學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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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第一次雙連教節

重點一：
認識敦煌藝術
的背景，帶出
「一帶一路」
的「一帶」

重點二：
認識本生故事
和掌握《九色
鹿 》 的 起 、
承、轉、合和
向心式構圖方
法

重點三：
創 作 個 人 的
「本身」故事

「一帶」是指中國著名的絲綢之路，除了商業用途，絲綢之路也促進了藝術文化交流和發展。當中最
具影響力的是「敦煌」，亦是我們今天課堂的主題。

敦煌位於甘肅一帶，共有812個石窟，創建於前秦 (西元366年) 歷經十一個朝代，當中的佛教藝術為
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豐富和具體的資料，當中包括經變畫、佛教史蹟畫和山水畫等。

老師派發工作紙讓學生以小組形式仔細觀察和猜想《九色鹿》的故事內容和故事發生的先後次
序。

教師總結《九色鹿》的故事情節，起、承、轉、合和向心式的構圖方法。

故事情節如下：
有一天，九色鹿遇見一位溺水的人便把他救起；
那人想報答九色鹿，但九色鹿只是要求他不要向別人道出牠的行蹤，那人亦答應了；
王后夢見九色鹿後遊說國王為她捕捉。國王通報天下，賞賜能提供九色鹿行蹤者，溺水的人前
往告密；
國王引兵圍捕九色鹿，與此同時，告密的人全身生滿癩瘡；
九色鹿向國王揭發溺水人的惡行。

教師為各組派發一幅四格漫畫，讓學生比較在構圖方法上四格漫畫與《九色鹿》的異同

教師講解：《九色鹿》與四格漫畫相同的地方是大家都有起、承、轉、合的情節，而且主角會重
複出現；不同之處是《九色鹿》運用了向心式構圖，即是把最重要的情節放於畫面中央以作強
調，有別於順序式展開的四格漫畫。

老師請學生分享《九色鹿》想傳遞的寓意，並帶出「好人好事」的創作題材。

評估重點
學生能掌握敦煌《九色鹿》本生故事的構圖方式。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老師以新聞示例──明哥派飯的圖片、短片作例子，啟發學生思考如何以好人好事作主題，創作
現代版的「本身」故事，把好人好事傳播開去；
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分享個人曾經歷的好人好事，並引導學生參考明哥的創作例子，把分享的內容
分為起、承、轉、合四個情節；
教師在黑板上列出創作要求，然後派發半張二開畫紙（橫幅切割）讓學生起稿； 
教師不時重申和強調創作要求如下：

能以起、承、轉、合和向心式構圖描繪好人好事的故事情節
故事的主角能重複出現於不同情節
精彩情節能突出地置於畫面的中心位置
能運用具粗幼變化的線條勾勒故事內容

如時間許可，教師可派發半張與二開畫紙（橫幅切割）相同大小的膠片讓學生放在畫稿上作勾
勒，以便在下一課與國畫合併；
教師派發完膠片和雙頭麥克筆，可示範如何把膠片放在畫稿上，以扁咀一邊繪畫具粗幼變化
的線條。

1.
2.
3.
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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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一：
認識國畫的
特色和繪畫
工具

重點二：
掌握披麻皴
的特點和點
苔技法

重點三：
掌握及運用
青綠山水的
暈染技法

老師向學生展示西方風景畫和敦煌壁畫中可見的青綠山水各一幅，請學生以小組形式比較中西方繪畫

之分別。

口頭評估重點

學生能說出西方風景畫和敦煌青綠山水的分別在於：

•西方風景畫：寫實、顏色填滿

•敦煌青綠山水：強調線條和意境、留白等

利用簡報展示披麻皴的山石圖片，讓學生觀察圖中表現山勢的線條和線條之間的表現特點，從而

指出披麻皴的特點如線條與線條之間互相緊扣、連綿不斷、柔和及流暢。

教師準備濃、重和淡的墨汁，示範運用披麻皴技法繪畫獅子山的方法，學生觀察並留意披麻皴的

表現技法如下：

•先運用淡墨描繪互相緊扣、連綿不斷的線條； 

•強調披麻皴的線條要柔和、流暢；

•山坳（凹面部分）的披麻皴用墨較濃、重和密；

•凸起的面則可留白或運用較淡的披麻皴表現。

老師向學生講解和示範獅子山上遠處的植物可以運用較濃或重的墨汁作點苔。

創作要求

教師派發獅子山的圖片、宣紙和國畫工具讓學生運用披麻皴技法勾勒一座獅子山，再運用點苔技法點

綴獅子山上的樹木。

習作評估重點

•披麻皴的線條互相緊扣         •披麻皴的線條柔和、流暢

•能加點苔暗示樹木的位置       •用墨的深淺、輕重適宜

一、

二、

三、

四、

利用簡報展示敦煌青綠山水的圖片，讓學生觀察並討論當中主要運用的顏色如下：

•藍色（石青）    •綠色（石綠）   •黑色（墨色）

展示國畫顏料和扼要講述顏料的來源和製成方法 (教師可把顏料傳給學生觀察)

教師講解：青綠山水常用的顏色是以石青、石綠及墨色為主。國畫顏料的原材料來自礦石，其製

作過程是先將礦石磨成粉，經過清洗，隔渣，再經高溫處理後製成。現時國畫顏料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顏料片，其製作過程是將顏料加膠經高溫製成，使用時只要加水把顏料片溶化即可，但較

為費時；另一種就是我們今日會用的，亦是較大眾化的枝裝顏料。

示範及創作要求

講解和示範暈染的技法(先醮淡墨/色，再醮濃墨/色，運用側峰)，並為獅子山賦色，重點如下：

•為獅子山頂和山坳賦色

•獅子山下半部留白

一、

二、

三、

註：
本教學計劃來自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二年級學生的集體創作。
設計者包括：陳孟琪，陳彥羽，蔡思慧，紀雪儀，陳恩㝯，陳卓瑩，歐衍彤，張夢琪，彭家偉，吳靖雯，譚欣翹，李玉婷，王美華，王寶琼，黃詩詠，
                  伍凱欣，李思恩，鄒詠昭，吳尚，楊羚，蔡盈
特 別 鳴 謝：黃素蘭博士指導，以及佛教大光慈航中學的劉子軒校長和鄺翠炫老師提供試教機會

教學過程：
第二次雙連教節

重點四：
評賞「獅子
山下的好人
好事」

派發上一課的膠片，讓學生嘗試與獅子山合併，考慮重點如下：

•虛實空間    •整體佈局

與同學分享「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評賞重點如下：

•能選擇適當的位置拼合「本身」故事

•「獅子山下的好人好事」分享能傳遞正面的意義

一、

二、



資源共享  好書推介

《敦煌壁畫中的養生》

作者：胡同慶、王藝芝

出版社：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年份：2015年

本書名為壁畫中的「養生」，除了包括敦煌石窟所發現的一些古代飲食、診

病的文獻，亦解構了敦煌壁畫中所描繪了的人民生活，包括修行方式、日常

清洗身體、如廁的習慣、娛樂活動、美容與時尚、運動、飲食、診病，甚至

是情愛生活，以不同角度記載古代生活，是一本充滿趣味的古代生活史。

《立體看敦煌》

編著：李美賢、紀文鳳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年份：2015年

即使敦煌與香港地理上相距三千公里，但敦煌的魅力吸引不少香港知識份

子，熱心推廣及傳播敦煌文化，更成立香港敦煌之友，積極籌集捐獻，支持

敦煌石窟的保護和修復，又舉辦有關敦煌的文化學術活動，出版計劃等，無

私地為敦煌作出貢獻。

本書由香港敦煌之友名譽副會長紀文鳳女士及理事會副主席李美賢女士編

著，收錄不同與敦煌有深厚因緣的人所撰之文章，其中包括前敦煌研究院院

長樊錦詩女士，文中記載了她甘願為敦煌與家人分隔異地的故事，又有攝影

師王苗的文章，講述在敦煌拍攝的點滴，以及李美賢女士以舊照片為楔子，

訪問在敦煌工作的老職工，記載口述歷史，從人的角度出發，「立體看敦

煌」。

《敦煌藻井臨摹品選集》

主編：段文杰

出版社：陝西旅游出版社

年份：1997年

藻井是建築物室內中央頂部向上隆起的裝飾部分。而敦煌石窟的藻井尤其響

負盛名。它位於洞窟裏最高且中央的部分，繪以巧妙絢麗的圖案，象徵天外

之天的妙境，表明流香溢彩的極樂世界完整地濃縮在這個洞窟裏。

本書涵蓋由北魏到元代、不同藝術家臨摹的藻井圖像，包括張大千、段文傑

等，共載112幅作品。藻井圖像包括：寶慈蓮花圖案、蓮花忍冬紋圖案、三兔

飛天、團花等，藻井圖案目不暇給，精美複雜而協調，是構思圖案藝術的精

彩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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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香港的中、小學擔任

美術教育崗位多年，經常有

機會欣賞到學生充滿童真童

趣的作品，明白到小朋友對

身邊的一切事物充滿無限想

像力，這種童真隨著成長漸

漸地消失，所以我們身為教

師應多鼓勵小孩子去創作自

己夢想世界，發揮學生潛在

的藝術能力。

 

在「教」與「學」的軌跡

上，教師的角色是非常重

要，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

師能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讓學生獲得知識、技能、態

度及價值觀等，才能達到教

學的目的！

 

面對訊息萬變的廿一世紀，

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及修養，並且讓他們有多方

面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知道要尊重學生有

個別的獨特性格、喜好、能

力，而教育當局也協助學校

給予青少年有發揮所長的機

會，學生才會自發地喜愛學

習，也可望尋找出自己的一

片天空！當進入文化藝術的

領域，尋找生命意義、思索

與漸悟的過程中，把感情呈

現於藝術創作上，將會感受

藝術澎湃的力量。正如法國

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
說：「藝術的奧秘在於修改

大自然」。而孔子曾說過：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

仁、游于藝，幷且興于詩、

立于禮、成于樂」，都是藉

藝術陶冶和塑造人的情性心

靈，使其合於道德善行。

指導老師：陳雪儀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書畫班導師

發展兒童的美術潛能

1 3

2
4

5

1/ 五年級   郭熙萊

2/ 六年級   馮卓敏
3/ 二年級   陳俊銘
4/ 五年級   馬頌恩
5/ 五年級   劉可欣

事實上教育是發展社會向前

邁進的重要基石之一，期盼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多關

注學生在德、智、體、群、

美五育等各方面的均衡發

展，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多

元化地發展下去！

師生畫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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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機遇，我與印度佛教

藝術學者Prof.(Dr.)Anupa 
Pande1和王雲老師2走訪了

炳靈寺和敦煌莫高窟觀看壁

畫和塑像。由於整個行程只

緣於講座後忽發奇想，事先

準備工作非常有限，幸有王

老師的人脈，看了些難得的

作品。

炳靈寺3，位於中國甘肅省

臨夏回族自治區永靖縣西南

約四十公里處的積石山大寺

溝(西晉初年，約公元3世紀

開鑿)西側的崖壁，第169窟

內北壁西側有造像墨書題銘

「西秦建弘元年」4，可斷

定其正式建立於西秦建弘

元年（420年）。最早稱為

「唐述窟」，是羌語「鬼

窟」之意，唐代稱龍興寺，

宋代稱靈岩(或巖)寺，明朝

永樂年（1403-1424年）後

稱炳靈寺，「炳靈」為藏語

「仙巴炳靈」5的簡化，是

「千佛」、「十萬彌勒佛

洲」之意。這印證了明朝此

山川一帶是許多民族和宗教

的混雜地。其年代與開展中

國大乘佛教的姚秦長安、東

晉廬山及劉宋建康相去不

遠。這是石窟在「時間」上

的重要性。又炳靈寺位河西

走廊的要站，在宏觀上位於

中亞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

這是該窟在「空間」上的重

要性。古代僧侶擇名山而

開窟，其主要目的是「修

行」。而窟中造像則是輔助

修行中的「禪觀」。

炳靈寺石窟有兩大標誌，

一是峭壁上的大型天然洞

窟，二是建於唐代的彌勒大

佛6。石窟現存洞窟34個，

龕149個；石雕像694身，

泥塑像82身，洞窟形式和

雲岡、龍門近似，但佛龕

多作覆缽式塔形7，為別處

少見，有代表性的是第169

窟，歷經北魏、北周、隋、

唐、宋、西夏、元、明、清

各代都有不斷地開鑿與修

繕。在中國美術史上，南北

敦煌早期佛教雕塑及壁畫補遺

炳靈寺169石窟的自然與寧靜

文：劉瑩老師 / 英華書院

朝時期（420-589年）最重

要的作品是石窟藝術。石窟

藝術隨佛教從印度沿絲路傳

入中國，開鑿石窟原出於佛

教的修行需要。僧侶遠離繁

喧鬧市，深入叢林山洞，以

禪修悟道為目標，南傳佛教

至今仍奉行此修行方式，而

北傳（中國）佛教後來發展

為在僻靜高山處建造寺院來

修行。修行人到洞穴禪修，

後漸發展演變至在洞窟中雕

刻繪畫，形成石窟藝術。這

也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藝術

形式，而在炳靈寺似乎很能

體現此特質。《水經注》中

載：「（黃）河北有層山，

山甚靈秀……懸崖之中，多

石室焉》……河峽崖旁傍有

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

十丈……」這應是對炳靈

寺第169窟的描述，所形

容的狀況和1600多年後的

今天相若。

塑像
去炳靈寺有兩種方法：一是

乘車，一是乘船8，石窟距

離蘭州市約七十公里，沿

途看到一些沙石田與窯洞。

突然間，「柳暗花明又一

村」，車子開到劉家峽大

壩，黃河從青海向南流至

此，穿越了積石山後改為向

北。劉家峽水電站便是建在

永靖縣的黃河峽谷中。峽長

十二公里，是黃河的三峽

之一9。經一番擔驚受怕沿

狹窄棧道10爬上離河面60多

米高的第169窟後，抬頭乍

見這尊北壁正中的一尊立佛

塑像，它完全呈現了印度笈

多（Gupta）時期的藝術風

格11，衣飾貼身，線條流暢

優美，工藝超卓，直令人剎

那間有時空交錯之感。雕塑

與壁畫內容主要是以《妙法

蓮華經》12、《佛說無量壽

經》13和《維摩詰所說經》 

等經典為依據。

169窟在炳靈寺現存的183個

石窟裏，開鑿最早，位置最

高的一個窟是現在編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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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笈多時期
的藝術風格

炳靈寺169石
窟藝術風格
（圖片由筆者拍攝）

衣紋和衣飾仿印度 前秦時人物深目高鼻印度人造像

169號的特級窟。除普通票

外還需要另外購買特窟參觀

券才可以上去參觀，票價高

達300元人民幣一張，說得

上夠貴的了，但因老師的關

係，我們可有機會免費登山

觀泥塑。169特窟開鑿在距

離水面40米高的峭壁上，原

先是由棧道通往窟中的。然

歷經戰火風霜，原有的棧道

明末全燬了，直到1972年才

修建了現在的這個新棧道。

雕塑與壁畫並不屬于同一個

時代。這些塑像已有1600 

年的歷史，未經重塑15。

繪畫
畫中僧侶面部較大，表情天

真，身形較厚重，衣服偏袒

右肩，明顯是印度風格，至

今南傳和藏傳的出家人依然

如此穿着。中國的佛教藝術

後來受南朝影響，風格轉為

較纖細和清秀，就是後人所

稱的「秀骨清相」，標誌

着佛教藝術而步入漢化的

階段16。 

壁畫內的「西方三聖」、

「十方佛」、「千佛」與

佛國內的種種人物形象，均

明顯呈現西域藝術風格和時

代特徵。菩薩和飛天活潑可

人，用色多為石綠和石青

色，原始而清新。色彩用調

是從印度經西域傳入，畫風

卻存當地當時的西秦風格。

關於炳靈寺的起源，據傳是

有一位尼泊爾王子，佛祖的

第十八代弟子，夢見佛祖要

他到中國一個「紅山白土

頭，黃河拐彎處」的地方開

鑿佛洞。於是他便來到了此

地，日以繼夜地開鑿，始建

了炳靈寺石窟。炳靈寺建於

北魏，今寺已全毀，只留下

了石窟。積石山群峰現還呈

棕紅色，是紅沙岩。

炳靈寺石窟的佈局是以那尊

位在懸崖高處的唐代大佛，

以及崖面中段的眾多小型窟

龕構成主體。眼前只見整排

的崖壁上是一個連一個的石

室，內有泥塑與石雕的佛龕

群。窟內的佛、菩薩、飛

天、供養人等，衣紋流暢，

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經

過了一排高低層次不一的中

小型窟龕後，我們來到了彌

勒佛大像前。這座依山雕鑿

高達27米的唐代大佛原為石

胎泥塑，現泥塑部份早已

毀壞，只有石胎尚存，不

過仍能看出造像的面型豐

滿，比例勻稱，具唐代作

品的特徵。

第169窟內存數件獨一無二

的佛教藝術珍品，歷史的烙

印。如悉達多太子出家後，

直至他到菩提迦耶覺悟成佛

前，曾花了六年時間苦行，

日食一麻一粟，餓瘦如剩筋

骨17。這肋骨凸現的古苦行

佛像，造型簡樸單純，充滿

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風格。

藝術手法不見得成熟，卻存

有難得的樸素天真，令人聯

想到那些從古至今，未成佛

的修行人在僻遠艱難的洞穴

石窟中修行時的那份孤清

和簡樸。

刻畫佛像，當中需要多少

的願力和毅力？這份赤誠

心意，透過一筆一畫、一

敲一鑿，記印在一尊尊的

佛像和壁畫裡，讓後人能

在這山靈水秀中，安寧地

與佛菩薩不受干擾地相對

接心。何謂美？一念正，

見一切真善美；一念歪，

則萬般貪瞋痴。通過觀看

炳靈寺的壁畫造型和體驗

山川間靈氣，無論對修禪

和靜觀自然美好皆是絕好

勝地，與敦煌的煩鬧截然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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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窟龕

Prof. (Dr.) Anupa Pande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and Dea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t, Conservation and Museology, New Delhi.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Dean, National Museum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t, Conservation and Mus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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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摩詰居士命名。最通行的版本由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它以辯論的方式來詳細說明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在教義上的分別，集中討論不二論。
夏曙芳：http://www.cassaseniors.org/WritersArticles/HsiaWorks/contents09to12/Documents/Hsia_12_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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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佛陀具足圓滿福德智慧，成佛前的苦修相則甚少展現，所以特別珍貴，而這苦修相在炳靈寺第169窟南壁便能見到。雖是苦修塑像，凹陷的面相中卻呈法喜輕安，與他骨瘦如柴的身體成有趣對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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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敦煌，我曾四度往訪，

但印象卻糢糊了！只能零碎

地和各位分享。

第一次造訪敦煌該在1979

年。很多人聽後都說：「噢！

你在1980年以前到敦煌，那

你有福了！因為那時的敦煌

任由進出，可自由飽覽。」

然而這話只對了一半，其實

無論任何年代，若你對敦煌

毫無所知，毫無所識，也毫

無準備的往訪，那只會是如

入寶山空手回！

首次往訪
那時的我年紀輕，少不更

事，只懐著玩樂的旅遊心

態，跟著大夥兒從西安入蘭

州，經武威、張掖、酒泉向

西北行而入敦煌。觸目所見

一大片一大片的黃色，首見

乾旱貧瘠的黃土高原，不期

然令我對昔日外族入侵中原

油然產生由衷的體諒。沿途

一個一個自漢已矗立的烽

燧，古城廢墟下的羊群，真

正感悟到「白日登山望烽

火，黃昏飲馬傍交河。」的

情境，對「胡雁哀鳴夜夜

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

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

車。」亦生共鳴。畢竟當年

走到這麼遠的港人並不多！

猶記那時途中遇上一位來自

香港的藏家，她興奮地給我

們看剛從樓蘭買來的一些漢

簡，更興孜孜地告訴我們這

些竹簡價錢完全不貴，只是

埋在沙下，有些彎曲了。她

更表示要趕著回港，否則，

多花時間留下，幸運的話甚

至可在沙漠中拾獲數片呢！ 

可惜那時我對流沙墜簡全無

所識。

甫抵敦煌天已近晚，翌晨租

車直往莫高窟去。抵達門前

時但見遊人寥寥，完全沒有

本地人。

我們正擬購票進入，卻被

攔阻。那些工作人員粗聲

的說：「不能進！不能

進！」原來剛有一群外國

人進入了，我們被告知須

待他們參觀後，才能內

進。那時返中國，爭論幾

乎是每天均會發生的事，

我們自然習以為常的「據

理」力爭，力陳老遠從香

港跑來，只為一睹敦煌的

心願。說著說著，忽然刮

起大風沙，風沙來勢洶

洶，我們還來不及反應，

只知隨著工作人員一聲令

下：「來！」，便竄到收

費亭的一旁，拉起衣衫當作

帽，數人縮作一團，低著

頭，動也不敢動。風沙過

後，我們對這仿如救命恩人

的工作人員再不好意思和他

爭論了！可能他也覺得我們

怪可憐，溫和地告訴我們，

剛才的風沙實在不算甚麼，

更大的他也見過，刮面如

刀，沙可逾尺。

在不知要待多久的情況下，

我們只能「軟攻」地央求，

終獲「恩准」隨他走到較遠

的小窟，「我要工作，你們

就在這兒看，看後拉上門

吧！」。只記得當時窟內黑

黝黝的，壁畫色彩很淡，嚴

重剝落下根本要很大耐性才

能看出畫甚麼。塑像較好，

色彩保存也較完整，但也有

不少是斷肢的，可看到其內

的夾紵。拍照是容許的，但

實在太暗了，根本不可能影

到。我們雖然無知，但也不

會缺德至用閃光燈。看了約

二十多個窟，其實並沒太大

共鳴，只記得一片石綠、石

青，高古雅淡。   

晚上回到招待所（旅館），

才發覺我放在相機袋內，用

大圍巾裹著的照相機仍有

沙。敦煌風沙真厲害啊！

二訪敦煌
第二次往訪敦煌是1983年，

那時敦煌機場剛在興建中。

我到青海西寧遊罷，自恃曾

到過酒泉、玉門等地，不願

再走回頭路。聞道青海有公

車早上發車到敦煌，毅然離

開大夥友伴，隻身乘公車直

往敦煌去。

路是漫長的，上車後才知

車程要四天，沿途顛簸於

戈壁鹽鹼路上，也看過海

市蜃樓。我是車中唯一女

孩，可能當地人見我年紀小

小，隻身一人，也特別慇勸

相待。主動攀談外，更指給

我看哪是格爾木盆地，哪是

柴達木盆地，祁連山、崑崙

山、日月山，昔日文成公主

往西藏的路線，越過哪個山

頭便看不到漢邦……等等，

沿途目不暇給，毫不寂寞。

午間車會停於茶寮小店，晚

宿驛站，能吃的我也粗略吃

兩口，否則亦自備了乾糧罐

頭，相比當地人民，我其實

是相當富足的。唯一是洗澡

問題，他們就在驛站外的水

喉連著褲子清洗，我唯有待

入黑後，從房間取盆，打水

抺身算了！反正房租只是8

毛錢，當時我一個人就包了

一間6人房。

走著走著到了第四天中午，

車抵達一小鎮。我以為到了

敦煌，興奮地走下車來。

豈料才知還要轉車，更料不

到原來我們的車子遲了數分

鐘，赴敦煌的車己開出了！

要乘車往敦煌嗎？待四天後

吧，要麼便乘「順風車」，

當地市民告訴我每天有不少

往返敦煌的運油車路經此

鎮，且必經鎮上唯一一所較

整潔的招待所。於是我泰然

地飽吃一頓羊肉，滿想飯後

上車。豈料從陽光普照，等

至日影西移，最後暮色四

合，夜幕低垂……就這樣背

著沉甸甸背包的我站了六、

七小時，完全沒車，但又不

敢走開。天漸冷，可能旅館

的服務員見我可憐兮兮的，

也禁不住請我先行入住，他

們替我留意，一有車即告訴

我。終於零晨時份，服務員

興沖沖地敲門告訴我：「有

車了！有車了！但他們約零

晨三時出車，你千萬不能

遲！」這晚我就抱著背包，

睡也不敢睡，索性坐到旅館

外等至約三時。夜涼如水，

很寧靜很寧靜的小鎮，仍記

得那朗月和星空。終於司機

出來了！可能他們也覺得我

怪可憐的，招呼我坐在車

頭，二話不說替我把背包縛

在車頂，真的赴敦煌去了！

又是無垠的戈壁，只是同

行的人不同了。其中一位

司機大叔曾經歷過韓戰，

途中攀談，聽他說到「血

肉長城」，血如河水高及

膝的經歷，我也不禁潛然

淚下，感同身受的傷痛，卻

又不敢哭出來，生怕惹人傷

感。

敦煌散記
文：郭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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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至中午，終於遠遠看到

一個滿是「魚骨天線」的市

鎮，司機告訴我：「那便是

敦煌了！這兒有油田，所以

每家也有電視機，亦會用太

陽能發電。」就在最近市中

心的地方，他們放下了我，

繼續上路！看著絶塵而去的

車影，我悵然若失。路上人

不多，步行了約20分鐘，終

於抵達敦煌市招待所，和大

黟友伴會合上了！

當天，未及四時，我們一行

人等走到鳴沙山看日落去。

仍記得起程時，伴著我們的

是澄藍一片的天空。沿途近

一小時的路程，兩旁盡是棗

樹。我們邊行邊吃，也不覺

累，吃力的倒是走上鳴沙山

的一段路！沙在足下滑，走

三步，至少滑兩步。雖是汗

流浹背，然而沙漠的氣候變

幻不定，我們也不敢棄去外

衣。好不容易，走到山頭，

山上只有我們一群人，在

笑，在叫！月牙泉靜靜地躺

佯在我們下面，泉水不多，

卻如鏡子，而又盛載著天上

的浮雲。不一會，火紅的太

陽沿西下滑，從紅暈初泛，

不消一會兒，已把天空、沙

漠、泉水都染上一片赤紅。

只是紅日疾走，不足十五分

鐘，金燦燦的紅雲漸漸褪

色，天亦暗起來。風吹漸

猛，也分不出是風聲抑或是

沙聲，只是温度驟降，即使

披著外套，仍有寒氣侵人之

感。在依依不捨下離去時，

沒料花了大半小時上山的

路，不消5分鐘，便能滑下

去。聞說現時的鳴沙山己

舖設吊梯木條，滑沙也要

付上百元的。懷念那昔日

的鳴沙山！

翌晨再訪莫高窟。這次遇上

的本地人仍很少，外國人及

日本人則較多。聞說每星

期一、三、五會開放一組；

二、四、六又開放另一組石

窟，仍可自由拍照。洞窟仍

暗，剝落仍嚴重。囫圇吞棗

地走了約20多個窟，已累透

了！其實一天根本不能看太

多！現時記得的有與崖頂等

高巍峨壯觀的「北大像」，

雖然當時正在修葺中，但也

可繞道上行，直走至頂，在

不同高度來觀看。也記得長

近16米的「釋迦涅槃像」，

但背後的壁畫則看不清楚。

至於看過的經變、本生故事

畫及彩塑，大大小小，也難

以在此一一縷述。

三訪敦煌
1984年做足功課，再訪敦

煌。只是這次到了敦煌，卻

不得其門而入，因為走到莫

高窟外圍，己被驅趕，神色

凝重的解放軍告訴我們是日

不開放。後來聞說是鄧小平

到來參觀。3年後莫高窟被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雖然這次敦煌之行撲了個

空，但其後我去了南彊，在

庫爾勒、庫爾楚、庫車、拜

城、克孜爾尕哈千佛洞等看

到的壁畫，卻是「驚心動

魄」，至今難忘。壁畫大部

份保存完整，本生故事及佛

像外，更見到昔日龜茲武士

供養人的畫像。粗獷的線

條，濃眉深目黝黑膚色的人

物，色彩艷麗對比的飛天，

更能呈現西域風貌。與敦煌

相比，完全呈現不同國度及

時空下，中國對外來文化的

兼容及同化的軌跡。

四訪敦煌
千禧年帶同家中長者參團訪

敦煌莫高窟，再見敦煌是那

麼的陌生。莫高窟修築簌

新，難以想像昔日的古樸。

從售票口走到窟門入口也有

長長的一段路，人很多，完

全是旅遊的地方，令我感到

和莫高的距離更遠，阻隔更

大。入洞前已被告誡不必帶

相機，因為嚴禁攝影，但可

帶手電筒。留在敦煌的時間

是短暫的，在導賞員帶領下

匆匆看了4個洞窟。除了王

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石窟外，

便是九層樓的彌勒佛坐像，

南大佛等。洞窟均被換上密

封鐵門，由導賞員開鎖才能

觀看。指定洞窟外，部份特

許洞窟可另行付款安排參

觀。只是天氣酷熱，家中長

者也不願多走，於是留在陳

列館觀看。

後記
對於敦煌我只一個過客，猶

如消失了的駝鈴聲！。感謝

吳崇傑先生的約稿，讓我

有機會整理那塵封的記憶。

至於曾看過的畫跡塑像，一

方面實在印象模糊，另方面

以今天資訊科技發達，有關

敦堭的網頁及書冊資料之豐

富，數碼敦煌更展示了細緻

詳盡的部份，每人可因應個

人興趣及研究範疇來欣賞敦

煌，實不必在此多言。

對於敦煌，我認為即使你

對建築、工藝、服飾、繪

畫……獨具興趣，但不要忽

略敦煌是一個文化的整體，

不少人為敦煌奉獻了一生，

為守護著這文化聖地，無條

件地付出。視覺的可能會消

失，記憶也可能會隨時間而

淡忘，但文化的結集匯聚，

卻不會磨滅。讓我們欣賞或

探研放煌之餘，也懷著虔敬

及熱愛之情，勿忘經歷千古

文化中的人和事。

鳴謝：
幻燈片由黃成耀先生攝製

1. 別過青海湖的花田，便踏上
戈 壁 之 路 ， 赴 敦 煌 去 了 ！ 

2. 8 0年的月牙泉寂靜地倘佯
在 鳴 沙 山 下 ， 悄 悄 無 人 ！ 

3. 新修葺賦彩的敦煌北大佛。 

4. 庫車克孜爾千佛洞。



引言
敦煌石窟保存了近二千年來

中國佛教的藝術和文化，其

建築規模之鉅大，藝術的風

格之多樣性都值得我們作深

入探討。

因此，本文會藉著中國歷

史上南北朝時期（公元420

年至公元589年）的三張敦

煌莫高窟的壁畫作品：《尸

毗王本生故事》、《薩埵太子

捨身飼虎》、《九色鹿本生故

事》（圖1）（圖2）（圖3），

分析當中的美學思想。

敦煌的美學
一、藝術視作生產

敦煌洞窟中絕大部份的作

品 都 是 以 佛 教 故 事 為 題

材，由於敦煌較早期的壁

畫創作於中國的南北朝，

那時候的中國正處於動盪

不安的戰爭狀態，而這時

候人們最需要的是心靈上

的慰藉，因此導致佛教壁

畫創作有興盛的發展。正

如學者王克文（2003）指

出：「敦煌的美學觀念和創

作動機是順應宣揚宗教為出

發點的。」由此可見敦煌藝

術在當時社會來說是有著宗

教傳揚的作用。

「修禪需先觀像，觀像如

同 見 佛 ， 這 些 形 象 的 出

現，正是為了滿足僧侶們

修 行 時 對 觀 想 禪 定 的 需

要。」（蔡翔，2010）敦煌

藝術是作為社會生產的一部

份，當時人們運用藝術創作

記錄了他們的信仰、道德、

風俗，把藝術作為具潛移默

化、道德教育和宣傳的工

具。

二、藝術反映人們思想觀念

藝術離不開生活，因此在敦

煌壁畫中出現的創作題材往

往與生活息息相關，其中最

大部份的題材來源是宗教，

其次是也包括人們的衣、

住、行。

古代人們對於衣著追求除了

滿足解決溫暖問題外，也注

重裝飾的價值，因此在很多

壁畫中都畫有穿著優雅的菩

薩、舞女飛天（圖1）（圖2）

（圖3），可見當時人們已

經對衣著華麗莊重有所追

求。

人的惰性和依賴性以及追求

安全感等因素，促使人們特

別注重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窩。（胡同慶、羅華慶，

2010），因此在敦煌的壁畫

創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座

座宏偉的建築物或樸實簡約

的小茅舍。正如《薩埵太子

捨身飼虎》（圖2）的左上

方出現了一座坐落在高台上

的三層樓塔，《九色鹿本生

故事》（圖3）的中段及尾

段，出現了華麗宏偉的宮

殿式建築，都可以看出當

時人們對於舒適居住環境

的追求。

古 代 的 人 們 也 很 希 望 能

夠 遨 遊 天 際 ， 這 點 也 可

以 從 壁 畫 中 反 映 出 來 。

在 壁 畫 中 常 常 出 現 騰 雲

駕霧的舞女飛天（圖1）

（圖 2）（圖3）、借助能

夠飛翔的長巾飄帶（圖1）

（圖3）、借助動物飛行

（圖3）等，都可以反映出

人們渴望飛翔的願望。

三、藝術的儒、佛融和

傳統中國的美學觀念是重視

儒家思想的，是以祟尚「禮

樂」、「仁義」，追求「中

庸」之道。當佛教從外地傳

入中國以後，慢慢地也受到

了儒家思想的薰陶，漸漸地

起了變化。

正如《薩埵太子捨身飼虎》

（圖2）所展示的那樣，菩

薩、舞女飛天的形象，都

是穿著優雅，而且動作十

分優美。這對比起佛教本

來的「豐乳」、「細腰」、

「大臀」的裸體菩薩和舞

女，到了敦煌已經消聲匿

跡了。（王克文，2003）原

因是儒家的美學思想主要是

關注人格美多於純粹藝術形

式美，因此藝術的創作是要

呈現出「仁」的本質，而

不著重單純表達視覺上的

慾望和刺激，以達至「中

庸」、「和諧」的境界。

正如學者王克文（2003）指

出：「儒家講究中庸之道，

在情感上追求一種含蓄、隱

晦的意趣。」而這種思想漸

漸滲透到宗教藝術中，所以

敦煌藝術的美學思想
文：周凱漩

1

1/ 尸毗王本生故事，北涼，敦煌莫高窟二七五窟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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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到為什麼後期的敦

煌壁畫不再像早期那樣，出

現裸體飛天了。由此可見，

在藝術發展的同時，儒、佛

也漸漸融和歸一。

四、藝術起教化作用

儒家學說對藝術的社會功

能提出三項主張，第一是

美學作為社會教育，第二

是藝術用作輔助人文教

育，第三是美育可以匡正

人心。（馮滬祥，1990）

簡單概括來說，儒家思想認

為藝術是擔當道德教化的重

要角色。在敦煌壁畫中佔絕

大部份的作品都是以佛教故

事為題材，透過這些故事宣

揚「自利利人」的信息，意

思指在幫助自己解脫的同

時，也幫助眾生解脫，宣揚

自我犧牲奉獻的高尚情操。

正如《尸毗王本生故事》

（圖1）講述釋迦牟尼前生

面對逆境仍處之泰然，願意

自我犧牲普渡眾生，最後事

跡感動了天地、《薩埵太子

捨身飼虎》（圖2）講述薩

埵太子為救助飢餓的老虎，

決心以自己身軀飼虎、《九

色鹿本生故事》（圖3）講

述九色鹿曾奮身救了溺人，

但溺人後來見利忘義出賣了

九色鹿，最後因違背誓言而

全身生瘡受苦。從這三個故

事都可以看到佛教借助藝術

宣揚「行善得好報，為惡遭

懲治」的思想，鼓勵人們要

行善積德的觀念。

總結
敦煌壁畫中很多作品都是以

故事為題材，當中有不少是

透過繪畫表達各種善行及道

德修為的佛教故事，也滲透

了很多中國儒家思想和道德

價值觀。

本文嘗試透過敦煌壁畫《尸

毗王本生故事》、《薩埵太

子捨身飼虎》、《九色鹿本

生故事》，以不同角度分析

當中的藝術美學思想，了解

到敦煌藝術是社會生產的一

部份、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

們的思想觀念，也了解在藝

術發展的同時，儒、佛也漸

漸地融和合流，並起到教化

作用，鼓勵人們行善積德，

宣揚「行善得好報，為惡遭

懲治」的觀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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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埵太子捨身飼虎
（薩埵那太子本生圖局部）
北朝．北魏
敦煌莫高窟二五四窟南壁

九色鹿本生故事
北朝．北魏
敦煌莫高窟二五七窟西壁

沈以正 （1983）：《敦煌藝術》，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胡同慶、羅華慶 （2010）：《敦煌解密》，甘肅，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馮滬祥 （1990）：《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蔡翔 （2010）：《敦煌》，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蘇瑞屏（編）、王克文（著） （2003）：《敦煌藝術風華》，台北，書泉出版社。

尸毗王本生故事，檢自：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zh_TW/web/hm/exhibitions/data/exid218/exhibit_1.html#/../../../../../../image/image_gallery-96ef9876-fc28-442c-8653-
a0e00990370d.html?uuid=96ef9876-fc28-442c-8653-a0e00990370d&groupId=2199315&t=1426488226516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薩埵那太子本生圖局部），檢自：
http://www.ndlib.cn/jdfx/shuhuajianshang/201109/t20110901_49412.htm
九色鹿本生故事，檢自：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zh_TW/web/hm/exhibitions/data/exid218/exhibit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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