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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和诸城市人

民政府发起主办的“中国北朝佛教造像及其传

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11 月在山东诸

城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

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东、台湾等

省、市、自治区和韩国、日本的六十余名中外学

者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40 余篇 ,

内容不仅涉及各地区北朝佛教造像和对公元

5～6 世纪环黄渤海地区佛教造像的比较分析 ,

而且对青州风格佛像的互动与交流 ,以及诸城

窖藏佛像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会议期

间 ,代表们集中参观了诸城博物馆、临朐博物

馆和青州博物馆佛像艺术品陈列。这次会议首

先是综合研究北朝佛像艺术的学术会 ,为各地

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学

术平台 ;其次是把青州风格佛教造像融入到北

朝佛像乃至整个中国佛像艺术研究中 ,科学地

分析其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再次是将公元

5～6 世纪环黄渤海地区佛教造像进行比较分

析 ,不分国界 ,把北朝佛像艺术纳入到一个更

大的文化范围中进行整体研究。与会代表主要

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一)各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调查与研究

青州博物馆王瑞霞依据已发表的单体造

像、造像塔、造像碑、石窟造像题记和金石文献

资料 ,对古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信仰情况

作了探讨 ,认为古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教信仰

的形成 ,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青州在南朝

统治下长达半个世纪 ,佛教信仰自然会受南朝

影响。青州入北魏后 ,西北一带佛教信仰传入 ,

北魏末河北流民大量涌入青州 ,又将河北佛教

文化带至青州。这一系列因素 ,形成北朝晚期

青州地区与其他地区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的佛

教信仰状况。临朐博物馆宫德杰以临朐明道寺

带纪年刻铭的 17 件背屏式造像风格特征的发

展变化为根据 ,将明道寺 100 多件背屏式造像

分为四期 :第一期造像年代约从永平三年至普

泰年间 ,即公元 510～532 年前后 ;第二期造像

年代约在北魏末至北齐初年 ,即公元 534～550

年前后 ;第三期造像年代约从北齐初年至北齐

末年 ,即公元 550～577 年前后 ;第四期造像年

代约在北齐末至隋代 ,即公元 577～至 618 年

之前。龙门石窟研究院王振国认为 ,受邺城佛

教的影响 ,北齐时期在邺城附近开凿了一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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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考察这批石窟佛像 ,可知北齐佛像样式确

立的过程 ,这实际上是高僧法上僧服改制取得

成功的过程。法上僧服改制 ,是对当时北齐上

层胡化潮流的抵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

影响不可低估。深圳市文化考古鉴定所暨远志

指出 ,北周佛教艺术是典型的丰壮风格。传统

观点认为 ,这是南朝梁张僧繇“得其肉”画风影

响所致。西魏 553 年平巴蜀、554 年克江陵被看

作张派画风北传的关键事件。但是 ,这两次攻

占梁土 ,都是西魏丰壮风格定型后的事件 ,因

而将平巴蜀、克江陵看成西魏丰壮型风格形成

的原因 ,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认为大统六至十

六年 (540～550 年) 西魏与南朝梁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 ,宇文泰陆续颁布六条诏书 ,在文化上

否定北魏孝文帝迁洛以来的浮华之风 ,崇尚质

朴。这才是北周丰壮型佛教造像艺术产生的真

正原因。

(二) 公元 5～6 世纪环黄渤海地区佛教造

像比较分析

中国艺术研究院金申指出 ,山东地区与朝

鲜半岛历史上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山东北朝佛

像与朝鲜半岛佛像样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世纪朝鲜有些金铜佛像形式明显是从山东佛

像样式借鉴而来 ,有的佛像的青州风格色彩还

比较浓厚。两者差异在于 ,朝鲜造像背光更为

秀美 ,佛、菩萨面目表情更为恬静内省 ,特别是

普遍采用圆柱形覆莲座。这些差异应是由各自

民族的内在气质和审美观念不同导致的。韩国

釜山大学梁银景对山东地区和朝鲜三国时期

佛像的关系作了探讨 ,认为山东造像石质一般

是石灰岩 ,朝鲜则多为花岗岩 ;山东在北魏晚

期至隋代流行雕制石佛像 ,朝鲜则铜造像数量

较多 ,而且集中于 6 世纪。韩国东亚大学李正晓

认为 ,东亚地区释迦造像的流行时期应处于 5

至 6 世纪 30 年代。当时流行的佛像题材大致为

释迦、弥勒、无量寿、多宝、观音。指出佛教是东

亚地区最具共性的流行思潮 ,佛教造像增大了

佛教的吸引力 ,推动了佛教的迅速传播和普

及。中国出现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造像范

本 ,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

响。

(三)青州风格佛像艺术的互动与交流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刘凤君认为 ,北

朝时期 ,今天的青州、诸城、临朐及其周边地区

寺院林立 ,僧尼众多 ,修寺造像成一时功德之

风尚。分析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成批出土的大

量北朝金石造像可知 ,北朝晚期在该地区已形

成了一种新风格 ———青州风格。青州风格佛像

艺术应是龙门风格向东发展的延续和变革 ,也

是南朝文化艺术和东南亚佛像艺术与这一地

区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果。它与朝鲜半岛、日本

等地 5～6 世纪佛像艺术的传播和发展有着直

接的渊源关系。清华大学李静杰认为 ,正光

(520～524 年) 及其以后的北魏末期 ,在青州、

齐州、光州地区 ,出现并流行青州风格佛像。狭

义青州地区 ———今青州 ,在青州风格造像形成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州风格的形成 ,表

现出与洛阳地区造像的某些联系。东魏、北齐

时期 ,青州风格对定州、太原、豫北等地区造像

产生过一定影响。他还着重指出 ,龙是青州风

格佛像的本质因素 ,龙象征水的存在 ,龙衔莲

花宛如水中生莲 ,莲上安置佛、菩萨实际寓意

佛法的持续。山东大学唐仲明通过对响堂山与

青州造像的比较 ,发现其间的区别和联系 ,认

为青州造像样式与东魏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

中心 ———邺城地区的造像样式存在着较大差

异 ,但也有一定的同一性。这种既相区别又相

联系的特征 ,恰好说明了“青州风格”样式造像

产生原因的多样化。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李

晓红通过对比分析麦积山造像与青州造像 ,认

为麦积山造像与青州造像在艺术风格上都有

受南朝影响的痕迹存在 ,两者在风格、服饰以

及题材上都比较相似。这些相似既有共性 ,又

有各自特点 ,这是由于受地域、历史、文化等因

素影响的结果。山东大学李森以大量的文献资

料论证了南北朝隋时青州地区与江南、南海诸

国和印度的海上交往、联系极为密切 ,尤其是

北齐时期 ,青州的海上对外交往较此前后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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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龙兴寺北齐纯正笈多艺术风格佛像

摹本应由海路直接从域外传入。并进一步指出

诸城、临朐北齐造像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纯

正笈多艺术风格佛像。这是一个应做深入研究

的重要学术课题。

(四)诸城窖藏佛像的发现与研究

诸城博物馆韩岗通过对诸城北朝造像雕

塑风格、服饰特征及崇拜卢舍那佛和护法神多

为龙几个方面的分析 ,结合诸城濒海多港的地

理环境 ,认为诸城北朝佛教造像受南朝影响的

因素和机遇 ,远多于北方其他地区 ,这使诸城

造像在“青州风格”中独树一帜。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比较详尽地介绍和分

析了诸城出土的 4 件北朝卢舍那法界人中像 ,

为这一佛教艺术题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和资料。这次研讨会不强求方法和论点的一

致 ,而是鼓励不同观点的讨论与合作。会议由

郑州大学温玉成教授作总结发言 ,他回顾了山

东佛教造像研究的发展历程 ,客观地评价了研

讨会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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