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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藝術相關的藏品難以計數，其中展出的或者

進入藝術研究者視線的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就

在展出的部分中，其所呈現的與絲綢之路藝術相

關的內容，進入以往藝術史的非常有限。而且，新

的考古發現，對反思傳統

藝術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

啟示。因此，提出絲綢之

路藝術整體觀，重新觀照

豐富的藝術現象，將有可

能重新認識人類藝術史格

局。在宏觀方面，突破傳

統思維定勢，有可能重繪

絲綢之路藝術版圖；中觀

方面，有可能對不同文明

及其藝術關係重新觀照；

微觀方面，有可能對具體

藝術現象和作品在更大的

時空中重新認識和評價。

統稱的「絲綢之路藝

術」是由具體時空中的藝

術現象構成的。藝術時空

的遼遠廣袤形成了絲綢之

路藝術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藝術門類的眾多和樣

態的多姿多彩，決定了絲綢之路藝術的差別性和

多維性。同時，絲綢之路藝術又有其相通性、有機

性與整體性。對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和整體性

進行實證與學理相結合的探討，是絲綢之路藝術

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也是絲路藝術史觀的內涵

絲綢之路藝術的

多維性、有機性與整體觀
■ 程金城

蘭州大學

中外會通

絲綢之路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綿延近萬公

里，斷續長達幾千年，其空間地域、國別、民族和

時代的多維性自不待言，其文化的多維性不言而

喻。[1]基於廣義「絲綢之路」和廣義「藝術」基礎上

的「絲綢之路藝術」概

念，在時間上以張騫西域

鑿空為重要節點和標志，

向上可以追溯到前絲綢

之路時期甚至更早，向下

延續到近代；在空間上包

括東亞、中亞、西亞、南

亞、北非和歐洲部分地區

由網路構成的廣闊地域，

在藝術門類上涉及繪畫、

建築、雕塑、器物工藝、

音樂舞蹈、紡織服裝、書

法寫本等等領域。絲綢之

路上的藝術現象，遠不是

被傳統認識固化的那些

所謂事實和藝術史書籍

中勾勒的發展軌跡，而要

豐富得多。不說別的，在

世界各地博物館中，有大量的藏品還不為大眾所

知，而它們是藝術史的確證。單在大英博物館就有

幾百萬件藏品，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

博物館也有幾百萬件藏品，在法國羅浮宮、在美國

大都會博物館，在中國故宮及各地博物館，在日

本、印度、埃及、伊朗、土耳其、亞美尼亞等等國

摘  要：「和而不同」是絲綢之路藝術存在的基

礎。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多維性而多姿多彩、充滿

張力和富有活力，也因此具有相互交流的驅動力。

其多維性主要表現在藝術類別的多樣及價值多

維、時代差異和藝術研究區劃「單位」的多層等方

面。同時，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在久遠遼闊時空中

的交流互動、相互關聯而具有有機性，包括絲路

藝術時空聯繫的有機性、絲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

有機性、絲路藝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將絲綢之

路藝術作為一個整體認識對象和整體研究視域，

是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多維性、有機性與整

體觀的統一，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認知前提，

也是絲綢之路藝術史建構的基本理念。

關鍵詞：絲綢之路藝術；多維性；有機性；整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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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絲路藝術史書寫的認知前提。從學術研究的角

度說，將其既作為研究對象，也作為學術視域，是

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

一、多維性：絲綢之路藝術的「和而

不同」

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主要表現在藝術類別

的多樣、藝術現象研究「單位」的重合交織、藝術

風格的時代差異等方面。作為特定時空中的藝術

現象，多維性越明顯，越具有內在張力和相激相

蕩、相互交流的驅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多維性

反映了絲綢之路藝術內涵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多

維性因此成為絲綢之路藝術存在的基礎和這一概

念得以確立的前提。

（一）絲綢之路藝術門類的多維性。藝術門類

之間的多維性顯而易見，似乎不言而喻。但是，什

麼是「藝術」，包含了那些門類，卻又有不同的理

解，有不同的分類。以往的西方藝術史、世界藝術

史中的「藝術」其重點多在「美術」或造型藝術，即

繪畫、雕塑和建築，其它的藝術如陶瓷、金銀器、

青銅器等器物，以及紡織服裝、音樂、舞蹈、戲劇、

書法、寫本等不是重點或者不在藝術史之列。而

古代「絲綢之路藝術」，是與絲綢之路關聯的廣義

藝術的統稱。這些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其交流

「需求」和「功能」為目的而形成不同藝術門類，

主要包括：1.以宗教信仰為核心、以神靈為表現主

體的宗教藝術類，如神話人物造像、宗教建築、神

像雕塑、壁畫和墓葬繪畫、墓道裝飾、祭祀明器、

經卷寫本等系列藝術現象；以人神共享、在日常審

美與精神象徵之間有巨大張力的器物藝術類，如

彩陶、瓷器、青金石、青銅器、其它金屬器、玉器、

玻璃、瑪瑙、法郎、裝飾件、工藝品等器物；以裝飾

人體、美化生活和追求審美品味為特點的絲綢等

紡織品和服飾藝術，如中國紡織染纈和絲綢織錦、

西方紡織品和服飾、地毯等；以象徵帝王權威和

顯示宮廷尊嚴為核心、具有政治色彩的藝術，如權

力象徵物、宮廷建築及其藝術藏品、紀念性建築、

藝術性外交禮品等；源於祭祀儀式、以敬神娛人和

滿足情感表達為特點的各類表演藝術，如戲劇、音

樂、舞蹈等；以審美為目的、展示藝術技巧和個人

風格的藝術創造，如各種繪畫作品、造型藝術、書

法藝術等；以口傳為存在形態的神話傳說、英雄

史詩、民間故事和專業文人創作的語言文學作品

及其藝術形象化作品。

上述由「功用」所做的分類，在相當程度上

可以說明絲綢之路藝術品類的廣博及其產生的動

因，卻不能完全說明藝術類型的特質，因為同一類

藝術品，既有為神祇的，也有為帝王的，還有為一

般民眾欣賞的；有為現實的日用品，也有為來世的

明器（冥器）。所以，還要從藝術特質的角度歸類，

由此分類，則有建築、雕塑、繪畫、器物、音樂、舞

蹈、戲劇、紡織染纈和服飾、民間工藝、文學、寫本

和書法等藝術類別。在這些藝術類別中，古今貫

通、東西方共有並形成鮮明比照的，是集建築、繪

畫和雕塑為一體的神話和宗教信仰藝術體系，陶

瓷及其它器物藝術體系，紡織、染纈和服飾藝術

體系，音樂舞蹈等表演（包括樂器）藝術體系，口

傳與語言文學藝術體系。它們構成了絲綢之路藝

術的「大宗」，也顯示出其明顯的藝術的多維性。

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還表現在藝術表達形式上

的差異，如同樣是宗教藝術，西方的基督教藝術系

列與東方的佛教、道教系列的差異；如同樣是佛教

藝術，其建築、雕塑、壁畫，在不同地域、國家及其

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形成不同藝術樣態。

絲綢之路藝術類型之間的多維性，關乎「絲

綢之路藝術」史架構中的具體對象和內容，同時，

因為有藝術類型的多維性，因而也就有了藝術類

型之間的互補性與融通性，如宗教藝術中的建築、

繪畫、雕塑雕刻的互補，如陶瓷紋飾、服飾染纈與

繪畫的融通，等等。其相通與相異，也包含了重要

的藝術學原理和審美差異的理論。

（二）絲綢之路藝術區劃「單位」的多層次

性。這裏的「單位」是借用湯因比《歷史研究》中

的概念。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單位不是「國家」，而

是「文明」，實際上提出了歷史研究的具體對象和

範圍的界定、劃分問題。絲綢之路藝術的研究有同

樣的問題，其「單位」涉及「文明」「地區」「民族」

「國家」「宗教」等不同體系和層級，它們之間常

常相互交織重疊，並形成縱向「子嗣」關係差異和

橫向平行比照，應根據實際情況審慎地使用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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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概念，展示絲綢之路藝術的豐富性和多維性、

關聯性和傳承性。進而，筆者借用景觀生態學的

範疇和分析模式，將絲綢之路的藝術分為「廊道」

「基質」「斑塊」等不同層級。「絲綢之路藝術廊

道」，大致分為「絲綢之路歐亞非大陸藝術廊道」，

「絲綢之路草原藝術廊道」，「絲綢之路海上藝術

廊道」，「絲綢之路宗教藝術廊道」。「絲綢之路藝

術基質」，是與早期「文明」密切相關、具有原發性

和「元典」性質的重要藝術現象，在絲綢之路上，

有兩河流域文明與蘇美爾藝術和巴比倫藝術，尼

羅河流域文明與埃及藝術，印度河和恆河流域文

明與印度藝術，地中海文明與希臘─羅馬藝術，歐

亞草原文明與草原藝術，黃河流域華夏文明和長

江流域文明與中國藝術等。絲綢之路藝術內部要

素異常複雜，在空間分布和時間延續中形成不同

「斑塊」，構成包含地緣、宗教、國家、民族等不同

層級和要素的斑塊結構，比如犍陀羅藝術、馬圖拉

藝術、笈多佛教藝術，地中海文明中的克里特島藝

術及希臘藝術，波斯藝術，中亞藝術，中國文明中

的西域與龜茲藝術、吐魯番─敦煌藝術，以及東

南亞藝術，西南絲綢之路藝術等等。絲綢之路藝術

「斑塊」還有一些特殊現象，有些與特殊的地理位

置有關，有些與族群的交往和生存方式相關，有些

則與國家民族的歷史有關。文明、廊道、基質、斑

塊等「單位」之間差異對藝術的影響，體現在不同

藝術類別中，其背後則有深刻的地緣、歷史因素和

文化的差異背景。

（三）絲綢之路藝術的時代差異性。從縱向

時間的視角看，絲綢之路的時代差異明顯，因交

流、融會而不斷生發出新的藝術現象。不管是文明

體還是國家民族的藝術，在時間的推移中都有極

大的變化發展。同樣是器物藝術，石器與青銅器、

鐵器標志著不同時代的歷史特徵和文化內涵；即

使統稱為「陶瓷」的藝術，其彩陶與瓷器分屬史前

時代與文明時代。同樣是繪畫，不僅岩畫與壁畫

有重要區別，即使進入文明時代的各時期繪畫也

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如此等等不一而舉。絲綢

之路藝術時代的多維性，不僅僅是某一藝術形態

自身的變化，還表現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藝術交

流的展開，藝術品類和樣態的日趨豐富，以及某一

特定時空內藝術類型的增多和原有藝術形態的變

異。大則如西方文化藝術的「希臘化」，如佛教藝

術的「中國化」，如民族藝術的「草原風」及其影

響，如西方建築和裝飾的不同風格，都是在時間

的流程中變化和擴散的。小則如西方神像和佛像

在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西方神話故事、人物雕塑

和壁畫的變化，東方佛像系列在傳播過程的時代

風格，菩薩、「飛天」的逐漸美化和女性化等等，

都與「時代」及其文化精神相關。

有差異才有區別，才有交流和互補的必要。

所謂「影響」表現為需求優勢的滿足和需求潛力

的解放。玄奘「西天」取經，有著對異域瞭解的渴

求。佛教在中國的巨大影響，是宗教文化的多維

性滿足了當時中國的需要。中國絲綢被西方當做

神秘之物並受到青睞，成為傳奇和特殊的貨幣，

是它的獨特的美和多維價值刺激著西方人的好奇

心和各種欲求。西方人對於瓷器的欣賞，與中國對

於胡人音樂舞蹈樂器的接受，都是藝術的多維性

和差異性使然。絲綢之路藝術不同類型的差異、

不同時空的整體差異、不同民族藝術之間的差異

和宗教藝術之間的差異，都有不同的內涵，在不同

的文化模式中，更有其深刻的原因，這需要在絲綢

之路藝術史的新視域中進一步探討。

二、有機性：絲綢之路藝術的交流

融通

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在久遠遼闊時空中的交

流互動而又有相通性和互融性，形成人類藝術史

上具有內在關聯的有機性。有機性也稱整一性、

整體性、完整性，是對事物做辯證的有機整體的

把握。絲綢之路藝術的有機性主要指藝術時空的

整一性、絲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有機性、絲路藝

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

（一）絲綢之路藝術時空整一有機性。絲綢

之路藝術的整一有機性是由交流融合的內在肌理

構成的。從宏觀時空來看，長安與羅馬雙向互動，

東方與西方相互交流，遠古到現代承緒貫通，絲

綢之路的歷史時空有其整一性和有機聯繫性。

在「絲綢之路」命名之前，人類已經進行了長

時期的局部交流。[2]隨著歷史的發展，從最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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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交流，到區域的逐步擴大，以至於今天的全球

化，人類的歷史就是交流史，而絲綢之路開啟了人

類交流的先河，也構成了最重要的交流史現象。從

蘇美爾早期文明到兩河流域巴比倫、亞述文明，以

及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從絲綢之路的西段到東

段，呈現著交流逐步擴大的態勢。相互交流既是人

類渴望互相瞭解和理解的自然本性，也是人類生

存的必須。絲綢之路的交流，有時是劇烈的被動

的，有時是緩和的主動的，在這個過程中，藝術發

揮了特殊的作用。藝術在有明確分工之前，並不是

為藝術而藝術的，目的並不「單純」。正因為如此，

藝術融入生活，介入歷史，同時確證著人的歷史。

從歷史博物館中可以看出，絲綢之路藝術見證著

歷史，也連接和「整合」了常常「斷裂」的歷史，藝

術的生命力超越了政權的更迭。絲綢之路藝術的

不斷延續、相互融合將其構建為一個整體。

重識絲綢之路藝術時空的整一有機性，就是

重新發現絲綢之路藝術版圖，也有可能對傳統藝

術史觀有一些修正。在古代與現代之間，有一以貫

之的「元典」，也有藝術基質的不斷變異；在東方

與西方之間，有中間環節即「內亞」的特殊位置和

樞紐作用。絲綢之路藝術時空的整體性突破了以

國家民族、文化模式構築的藝術史體系，而提供

了以新的藝術實體為基礎的觀照視角。以宗教藝

術現象為例，從美索不達米亞及巴比倫的神廟和

雕塑，亞述的大型神話故事和猛獸石刻藝術，埃

及的金字塔、雕塑石刻藝術，印度的宗教藝術，地

中海及希臘的雕塑、石刻藝術，到基督教等教堂

建築和壁畫，中國的佛教石窟寺院、壁畫、彩塑石

刻，道教神仙系統塑像，漢畫像石和魏晉墓磚畫

等等，無不與宗教信仰主題相關，各種神廟建築、

神像、壁畫等等，都借助於藝術以表達不可理喻之

情感，形成以神祇為核心的龐大的藝術體系，在絲

綢之路上漸次展開、不斷融合，既相互比照，又融

為整體。它表明，人類的藝術在本質上是有共同性

的，和而不同連成一體。宗教藝術作為人類通向超

驗世界的方式和途徑，在創造「幻境」即神靈世界

的過程中，體現出本質上的相通性。由此可見，絲

綢之路藝術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巨大的藝術實

體和觀照對象。

（二）絲綢之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有機性。絲

綢之路藝術，在人類歷史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絲

綢之路史是文明交流的歷史，物質和文化傳播的

歷史，也是衝突的歷史，征戰的歷史。古絲綢之路

曾經是十分艱難的路。「作為中外文明交流歷來是

兩種趨勢：有衝突、矛盾、疑惑、拒絕；更多是學

習、消化、融合、創新。前者以政治、民族為主，後

者以文化、生活為主」。[3]絲綢之路藝術主要屬於

以文化、生活為主的文明交流，同時，在政治、民

族層面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在絲綢之路上，有過

美索不達米亞和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文明

的突然消失，有羅馬帝國的瓦解，波斯的興衰，十

字軍東征，蒙古人西征等等，歷史的「斷裂」和劇

烈的衝突似乎成為常態，但是，其藝術卻呈現出連

貫性、整體性和交融性。在絲綢之路上，往往有文

明、國家滅亡而藝術卻被接受和延續的現象，被征

服者的藝術常常征服了征服者。蘇美爾文明神秘

消失後，蘇美爾的藝術乃至後續的巴比倫、亞述等

藝術現象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影響深遠。「在伊斯

蘭化之前，大夏（犍陀羅，今阿富汗境內）佛教藝

術歸屬於希臘─印度文化圈；同時和佛教共存於

大夏的拜火教藝術，主要神祇形象系從希臘所借。

……考古資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景：大夏貴霜

王朝是如何攜帶著拜火教聖殿和各種宗教儀軌，

在絲綢之路歐亞文明交匯之際，充分運用古希臘

神祇圖像來充實自己的拜火教萬神殿，搭起橋梁，

化解希臘─波斯─印度三大文明圈之間的鴻溝，

而不失去自身信仰的精髓」。[4]這其中包含了藝術

與人類歷史的價值關係和藝術的特殊功能的道

理。

絲綢之路藝術在歷史的衝突和矛盾的張力中

體現出自己的特質和超越性。藝術與歷史的這種

「悖反」現象延續到今天，在科技高度發達和精神

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人們依然寄望於藝術，有人

認為：「除非發生某種能與人類的科技稟賦相並

行的精神變革，否則我們將不太可能拯救這個星

球。純粹理性的教育無濟於事」。「人們認為，宗教

是可以幫助我們培養這種神聖態度的，但它卻似

乎往往投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暴力和絕望。幾乎

每天，我們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發的恐怖主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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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和褊狹。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傳統的宗教教義和

宗教實踐落後於時代潮流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從

而轉向藝術、音樂、文學、舞蹈、運動……，以求帶

給他們似乎是人類所需要的超越的靈性體驗」。[5]

從人類宏闊的歷史背景看，絲路藝術在整體上發

揮了超越現實、引領人們走出精神困惑的作用。求

真向善，追求美好，心靈安頓，情感表達，憧憬理

想等等，從中可以看出絲路藝術在人類發展史中

的整體功能，而歷史的衝突斷裂與藝術的和而不

同，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藝術史和藝術學理論問

題。

（三）絲綢之路藝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交

流融合是絲綢之路藝術多維性與整體性統一的關

鍵。絲綢之路展示的藝術史是不斷撞擊交流的歷

史，是藝術多維性的相互影響與多維價值關係重

構與衍生的歷史。正是這些不同藝術類型和「單

位」斑塊之間的相互衝撞、交流、共融才使得絲綢

之路藝術色彩斑斕，內涵豐富，構成一個巨大的藝

術實體。比如，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通過佛像

展示了犍拓羅、阿富汗和中亞佛教藝術的關係：最

早的記錄表明，印度次大陸的西北地區一直是移

民、入侵者和文化力量進入印度的門戶，由此在白

沙瓦東北部的犍陀羅以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

西北部的周邊地區發展起來一種豐富的文化。其

中著名的「犍陀羅」經常被指稱整個地區的古代

文化。在公元100-500年之間，許多佛教寺廟、神社

和佛塔都在那裏建造，也都用雕塑裝飾。從風格

上來說，其雕塑借鑒了羅馬和希臘西部的傳統。犍

陀羅通過移民和商業活動，佛教和它的藝術也從

中亞最終傳到中國。也就是說，通過犍陀羅的佛

教雕塑藝術，將西方的希臘羅馬、南亞的印度和阿

富汗、巴基斯坦與中亞聯繫起來，再經過中亞將其

藝術風格傳到中國和東亞。在大英博物館中，藝術

品展示了印度宗教和希臘諸神的關係，證明南亞

的西北部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匯點。在公元前

的幾個世紀晚期，在巴克特里亞和犍陀羅定居的

希臘殖民者引進了希臘諸神。在公元前200年到公

元前2年之間製造的赫拉克勒斯的青銅像表明，恆

河流域的佛像，採用了希臘和羅馬的屬性和意象，

以及印度神的因素。在中國的寺廟裏，一些菩薩人

物的服飾和珠寶的樣式可能起源於伊朗和南亞；

在雕刻中出現的旋轉舞者，可能是中亞的後裔；守

護神可能穿著一件中亞風格的束腰外衣和高筒

靴，同時有希臘式服裝的元素。[6]類似這樣的傳播

交融及其變異，在絲綢之路藝術中是常見的現

象。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的交流也不是無條件被接

受和交流的，而是有條件的。基督教沒有像佛教

那樣在中國產生影響，沒有類似儒道釋合流的現

象，也許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多

維性與本土對某種文化「需求優勢」方面的原因。

這決定了絲綢之路藝術東段宗教藝術的特點。因

此，從多維性與有機整一性的辯證關係看，絲綢

之路藝術的交流融合，將絲綢之路藝術連為一個

整體，從中會發現某些新的藝術理論問題。

三、整體觀：作為研究視域的「絲

綢之路藝術」

「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是筆者在絲綢之

路中外藝術交流圖志項目論證中和拙作《絲綢之

路藝術的價值與意義》[7]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主要

的含義是：絲綢之路藝術不是沿線國家既有藝術

成就的靜態研究和歸納，也不是絲綢之路各門藝

術分類研究的簡單相加和組合，而是在絲綢之路

上發生的人類藝術創造、交流、融匯、相互影響的

現象及結果，是超越地域、國家、民族、宗教、文化

界限而具有相通性的藝術樣態，是人類有史以來

延續時間最長、延展空間最大、藝術現象和品類

最豐富的藝術整體，區別於地域藝術史和國別藝

術史。進而指出，絲綢之路藝術生成發展的要素

是：人類的物質交流和文化交流及其產生的精神

需求是其動因，藝術與人的價值關係的構建是其

核心，「交流」「融合」「激活」「影響」是其方式和

途徑，各類藝術新樣態和新的存在方式的出現是

其載體和感性顯現。這一觀點的提出，當時主要

是基於對絲綢之路藝術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歸

納和分析的體會。既往的絲綢之路藝術局部的研

究成果豐碩，一些藝術門類的研究已經有較多的

積累和系列成果，對此應該充分肯定。但是，未能

將絲綢之路藝術作為整體研究的視域局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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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理論的昇華和整體水平的提

高，需要理念的更新和範式的創新。同時，近年來

陸續發布的藝術考古資料和絲路藝術研究的新成

果，也為筆者提供了新的啟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

觀，可以理解為將絲綢之路藝術作為一個整體的

認識對象和整體的研究視域，同時也包含了「觀

者」的位置、視域和視角。

絲綢之路藝術的視域，不同於以範式假設和

概念推演為特點的理論視域，而是由具體研究對

象構成並相互交叉的實在的研究領域。當以絲綢

之路藝術的交流、融合、相互影響為焦點的時候，

當研究對象構成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單一學科而

具有顯明的綜合性研究領域的時候，這一「研究

領域」就成為學科之間交叉自然構成的「學術視

域」。

（一）人類藝術史上的絲綢之路藝術。在絲綢

之路藝術的視域下，以前囿於東方-西方二元思維

模式，局限於一地域一國家提出的學術問題有了

新的理解和闡釋的可能。以往的藝術史，不管是世

界藝術史、東西方藝術史還是國別藝術史，不管用

比較的方法，還是建構一個獨立封閉的「單位」，

因為都沒有這樣一個能穿越國家、民族、地域界限

卻又相互融合、貫通的藝術研究對象，沒有發現和

正視絲綢之路藝術這樣一個巨大的藝術現象之間

的內在聯繫，或者說沒有這樣的學術視域，所以，

不管視角如何，都有可能將不同的藝術研究變成

對現象的比較或者局部的相加，對其內在的關聯

性沒有重視或者重視不夠。這不僅在整體上忽略

了人類因為絲綢之路而生成的藝術現象的巨大載

體和廣延性所包含的內容，而且也缺乏真正貫通

融合的視域和研究方法上比較參照的合適角度，

缺乏揭示人類藝術相關性及其前因後果的切入

點。因為實際上，人類藝術史上許多重要的現象，

那些具有恆久性和相通性的藝術現象，那些反映

人類本質力量對象化、情感物化和理念感性顯現

的藝術現象，都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因素決

定的，也不是一個時間段來完成的，而是在遼闊渺

遠的時空中萌發、生成、發展變化的。絲綢之路則

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實體性的人類歷史活動，在這

個過程中生成的藝術現象則需要以新的視域和範

式從整體上重新探討和闡釋。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絲綢之路藝術與以往的

國別藝術史、區域藝術史、世界藝術史不同之處，

還在於它不是「純藝術」的歷史，而是與物質的交

流結合在一起的藝術交流史，通過各種生活用品、

器物、絲綢服飾等傳播了藝術樣態和美學風尚，

避免了在狹義的藝術視域下建構藝術史的發展邏

輯。因而，在人類藝術史乃至人類史的視域中研

究絲綢之路藝術，「物的藝術表達」就成為研究的

重要內容。比如，還是在大英博物館，一副「米諾

斯人在國外」的展板解釋說，從早期的青銅時代開

始，克里特島與環島及希臘大陸就有接觸，並從近

東獲得了一些材料。隨著公元前1900年的米諾安

宮殿的建立，與愛琴海的聯繫更加緊密，隨之促進

了與希臘大陸和小亞細亞西海岸的聯繫。在中世

紀的青銅時代，克里特島也可能斷斷續續地連接

到地中海東部的貿易路線上，包括埃及、巴勒斯坦

及其海岸和塞浦路斯。此後米諾斯的影響在整個

愛琴海地區廣泛傳播，許多島嶼都表現出米諾斯

的生活方式，而希臘大陸則廣泛採用了克里坦藝

術和工藝。埃及的米諾斯風格的壁畫，以及埃及的

壁畫，證明了與克里特文明的長期關係。這表明，

隨著考古新發現，人類漸趨複雜的交往史及其藝

術表現將獲得更多的證據，絲綢之路藝術是打開

新的歷史鏡像的獨特視域。

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和演變，還包括物

質交流對異域生活方式的影響，以及時尚和審美

趣味的改變。大英博物館有關時尚的物品，表明審

美趣味和藝術風格跨際的流行和影響。在17和18

世紀，許多趣味和時尚的變化都受到了新商品的

影響。在西方，大量的新產品是為了應對來自遠東

地區的瓷器和茶葉的進口，以及來自新世界的煙

草、糖和桃花心木的進口而創製的。在18世紀後半

葉，對古典藝術和建築的迷戀占據了主導地位，而

最好的新古典主義作品卻都是用新技術和由大型

工廠製作的。中國的青花瓷餐具，則影響了整個

歐洲的飲食習慣和室內設計。這些「物的敘事」和

「物的藝術表達」說明，絲綢之路藝術不是一個虛

空的概念的變換，而首先是對一個研究對象的發

現，這個對象的核心是人類在絲綢之路上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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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和藝術交流及相互影響。

（二）學科融合中的絲綢之路藝術。在絲綢

之路藝術的視域下，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開始打

破，藝術與其它人文學科之間，藝術門類相互之間

變為互證的關係。一些單一學科解釋不清的問題，

也因學術史視域的開闊而又了新的觀照視角。貢

布里希說過：

所謂「研究」（Res e a rc h），其實就是「尋求」

(Search)：我們是在為某個問題尋求答案。我們對任何

一件物品或任何一種風俗慣例都可以提出無數個問題

……例如中國陶瓷的歷史。當然你還可能想知道飲茶和

種茶的歷史，知道茶的藥物療效和社會功效以及茶對

整個文明世界的影響等等。一個研究者無論有無興趣

探討什麼問題，他在尋求答案時是必定要跨越那些人

為的「領域界限」的……[8]

在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傳播與相互影響，相當程度上與「藝術」相關，

而這些藝術現象有其本來的關聯性，只是在後來

人為地被劃分為「領域界限」。現在提出絲路藝術

整體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重新跨越那些人為的

「領域界限」，也就是進行學科的融合。

絲綢之路物品的交流既是因其實用價值和文

化功能，也是因其審美價值和藝術特色，二者融

為一體。瓷器和其他器物，絲綢和織物，樂舞和樂

器，建築和雕塑等等，審美屬性和藝術價值與現

實功用相得益彰，或可說，不僅是物的實用性而且

是其藝術性征服了世界。絲綢之路藝術以其審美

性和超越性統攝絲綢之路的物質交流和精神領

域，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哲學，也是絲綢之路藝

術在人類藝術史上獨特意義之所在。

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合法性是由研究對象

的重新發現和認識決定的，而其學術價值的大小

則取決於對其內在特質揭示和闡釋的程度。以開

闊的視野發現人文學科的相關性，發現歷時性中

的恆常與變異，發現共時性中的共性與特質，絲綢

之路藝術是最好的墶本和對象。絲綢之路藝術在

交流與相互影響中進行藝術自身的不斷重塑和藝

術功能不斷拓展。神話故事、宗教精神的形象化與

雕塑、建築、壁畫之間，瓷器、青銅器、絲綢織物、

地毯、印章的紋飾圖案與美術、審美之間，音樂舞

蹈的異域傳播與其本土化過程之間等等，自然構

成相關性，需要今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融通重釋

才能切中肯綮。

（三）藝術學理論視域中的絲綢之路藝術。

絲綢之路藝術以多樣的、未特定性的表達方式，承

載了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時空中複雜的文化內涵和

豐富的精神情愫。對絲綢之路物質與精神現象的

關係及其藝術表達的重新認識，對絲綢之路藝術

類別、介質、載體、傳播途徑及其與人類史關係的

重新整體觀照，有可能觸發對藝術學理論的一些

重新思考和闡釋，對當代藝術理論融通生成提供

一些啟示。比如藝術功能的「未特定性」問題，藝

術的統一性與多維性、世界性與地域性關係問題，

「東方—西方」、「中心—邊緣」模式破除問題；藝

術的神聖性和世俗化的關係問題，精神匱乏和情

感撫慰與藝術發展的內在動因問題；藝術的「複

功用性」與價值多維性的關係問題；藝術的「邊

界」和藝術的暫時功能與恆久屬性之關係問題；

物質實踐與藝術審美的超越性關係等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商路和物質交流

的絲綢之路與作為文化藝術交流的絲綢之路密不

可分，但同時，從研究的角度說，二者有所區別。

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將會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

以藝術見證絲綢之路歷史為焦點，還是以研究絲

綢之路藝術自身發展歷史為焦點？抑或以二者的

互征為焦點？另外，考古學、歷史學的絲綢之路研

究與藝術的絲綢之路研究就都要以歷史事實、考

古材料為依據，但是二者的研究目的也有區別，各

自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有所不同。貢布里希說：

「藝術科學所追求的要遠遠超出尋求客觀判斷的

做法，也就是，他要提出可以檢驗的假設，或者至

少是可以討論並有希望決定的假說」。[9]郭沫若在

談及歷史和歷史劇時曾經說過，歷史研究要實事

求是，務求其真實，越零碎越具體越接近真實；而

作為藝術的歷史劇則要「完整」，要整體的構建。

這說法有一定的啟示性，就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

在尊重歷史考古資料的基礎上，要將宏觀、中觀

與微觀有機結合，從整體上把握其藝術精神及發

展趨勢，揭示絲綢之路藝術的特質和在人類史上

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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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文選》《中文譯本導言》1，(浙江攝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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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研究輯刊》（第二期）(商務印書
館，2018年)。

Multi-dimensional, Organic and Holistic 
View of Silk Road Art

Cheng Jincheng.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 t : "Har mony in Diversit y" is the 

foundation of Silk Road art.  Being multi-dimensional 
in nature, Silk Road art is colorful, full of vitality but 
also tensions that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mutual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art categories.  The reasons 
for being known as multi-dimensional are varied: the 
diversity of art categories, multi-dimensions in value, 
discrepancies among different eras and the multi-layered 
research spheres in different art “units”. Meanwhile, 
since there are much interflow and mutual correlation 
in the vast span of time and space in Silk Road art, it 
becomes organic in many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k Road art and history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ilk Road Art. It would be known as 
holistic view if the research on Silk Road art is taken 
as a whole and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Multi-
dimensional, organic and holistic views are not only the 
cognitive premises in the research study but also the 
basic concepts in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art.

Key words: Silk Road Art, Multi-dimensionality, 
Organic View, Holistic View

就是生成絲綢之路藝術史觀。

絲綢之路研究永遠在路上，[10]絲綢之路藝術

作為整體研究還剛剛起步，需要積極探索。本文旨

在提問，拋磚引玉，期待方家指正和同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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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關於絲綢之路的概念，近年來學術界對其理解漸

趨廣義，其代表性著作如英國弗蘭潘科《絲綢之

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國內也有許多學者趨
向從廣義理解絲綢之路的時空。參見拙作《絲綢

之路藝術的概念、時空和的單位》，載《西北民

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對此的梳理。
[2]在大英博物館，關于絲綢之路有這樣的表述：儘

管「絲綢之路」這個詞在1800年代才被採用，但
通訊、移民和貿易的路徑至少從公元前5000年就
跨越了歐亞大陸。在整個草原地區，不同文化之

間有許多早期的聯繫。在中亞的綠洲城市，漢朝

（206年-公元220年）建立了要塞，之後，中亞
和西亞的更多線路得以繁榮發展。館藏的豐富展

品確證了這種論斷。
[3]葛承雍：《中國記憶中的絲綢之路—中國國家博
物館〈絲綢之路〉展覽總述》，國家文物局編：

《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