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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巴蜀汉阙是目前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我国汉代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贵遗产，研究其修建和留

存下来的原因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地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从修建阙这一特殊宗教象征性建筑的取
材、建筑和石刻技术条件入手，探索巴蜀汉阙存在的历史原因。结果表明，巴蜀多山以及多雨潮湿的地形和气

候条件决定了巴蜀汉阙的取材和留存可能性，注重黄老和神仙思想的宗教文化决定了其修建场所和功能，而根

植于巴蜀地区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其所展示的社会形态和人文气质。总之，巴蜀汉阙的存在正是巴蜀地区地理
地质条件、社会宗教信仰以及人文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其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文化和气质对于更好地

探索古巴蜀文明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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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也称为门阙或者阙门,是我国古代用来标示

阙作为我国古代建筑中具有特殊寓意的建筑形

尊贵地位的一种建筑，常常修建在城墙、陵墓、祠庙

式，其功能并非是基于实用而是彰显地位权势以及

或者宫殿大门两侧。⑴阙在中国的起源非常早,杨鸿

代表宗教神学符号的象征性建筑物⑸,其建筑形式、

勋认为其可能起源于标杆，即木华表最原始的形

用材构成以及雕刻内容技术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

态。⑵也有人认为其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用于守卫的

活和历史信息，同时也与其所在地区特有的地域文

木楼。⑶纵观历史，阙这种建筑形式自从出现之后就

化和人文气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巴蜀汉

再也没有中断过,历经汉唐直至明清,只是其形制特

阙，目前还少有从地域文化特色对其进行分析考证

点随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从阙的

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以巴蜀汉阙形成的社会历史原

发展历史来看，汉代是阙发展的鼎盛时期，“秦宫汉

因入手，探索这一特殊建筑形式在巴蜀地区修建和

阙”的说法即是其真实写照⑷。因此,国内外对阙的

留存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所具有的典型

研究大多集中于汉阙,而现存的汉阙则有90%以上

特征，尤其将重点分析巴蜀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在

集中在巴蜀地区，巴蜀也因此成为研究阙这一特殊

汉阙这一特殊建筑物中的映射和反馈,从而更进一

建筑古迹的热点地区，目前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

步探索分析汉阙这一特殊建筑形式的魅力及形成机

度，如考古勘察、历史文化以及分类比较等方面对巴

理，为更深入了解巴蜀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

蜀汉阙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线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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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汉阙概况

（一）巴蜀汉阙留存的物质性原因

我国现存汉阙中,基本完整的有31座,大多是

从建筑材料上来看，阙主要包括石结构、木结构

东汉时所建,其中又以川渝两地最为集中 ，达20余

和石仿木结构，其修建的鼎盛时期为汉代，但是目前

处，占目前我国地面上石阙总数的90%以上⑹。四

留存下来的汉阙均为石阙,而且主要集中在巴蜀 ，其

川渠县有6处7尊汉阙，被称为“汉阙之乡”。重庆

原因还需从巴蜀地区的地域特点来分析。

地区原有3处,即位于嘉陵江畔的盘溪无铭阙左阙

首先，巴蜀地区多山。自古“蜀道难”的主要原

身，忠县丁房阙和被称为“宝塔子”的无铭阙。2001

因就是巴蜀多山，除了其核心地区成都平原之外，其

年在重庆忠县又发现了乌杨阙、万州武陵阙，使得重

他地方均为山地，且多为石质山体，土层较薄，石材

庆汉阙数量达到5处。另外有四川雅安高颐阙及绵

的获得非常便利。因此，这种多山少土的地质条件

阳平阳府君阙，梓潼县赵雍墓残阙、杨公阙、李业阙、

决定了该地区在修建大型石质建筑时具有明显优

贾公阙。

势。而且巴蜀地区多雨潮湿，相对于木材，石质材料

巴蜀汉阙不仅从数量上在我国汉阙中占有绝对

更持久耐用，若修建的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并且意

优势，而且在文物价值和等级上亦具有很高的地位 。

欲长期保存的大型建筑,石材则是首选材料。另外,

雅安高颐阙作为我国汉阙艺术的精品和代表，早在

相对于人造砖和木料，天然石材更容易通过取材技

1961年就作为第一批入选的文物，和长城、故宫、莫

术的配合获得较大体积和表面积。如果建筑物要求

高窟等一起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艺

有较大的表面来进行雕刻表达某种场景和特殊意

术大师和建筑名家都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如著名

义，石材更是具有明显优势。综上，从取材这一最基

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专门赴雅安研究高颐阙。历史

本的物质性条件来看，巴蜀地区多石质汉阙就很容

学家范文澜和鲁迅先生都对高颐阙进行高度重视并

易理解了。

进行研究评价。鲁迅先生珍藏高颐阙数十张拓片。

其次,在巴蜀多石山、石壁的自然地质条件下，

中央电视台也在不久前拍摄了 《高颐阙》电视专题记

巴蜀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拥有了高超的石刻技艺。

录片，对高颐阙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报道。这些

如四川的乐山大佛、安岳石刻,即是巴蜀石刻技艺的

均反映了该阙在我国汉阙研究中所具有的地位和重

代表，还有安宁的大石墓，在岷江上游、雅簧江流域、

要性。

金沙江流域发现的石棺葬，以及大量东汉时期的崖

由此可见，巴蜀汉阙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在

墓也是古蜀先民高超石刻技艺的体现。⑺这些古代

我国汉阙艺术中均具有绝对优势和重要的研究价

的石刻艺术充分说明巴蜀汉阙的修建在当时无论从

值。

石质建筑的取材修建,还是石雕装饰技术上，都是有
二、巴蜀汉阙留存原因分析

足够的技术保障的。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地区、各民族均具

与此同时,从巴蜀石刻艺术出现的历史年代和

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我国的历史文物和文化

使用场合来看，安宁大石墓、石棺葬、崖墓和阙均出

瑰宝在全国各个地方均有分布。巴蜀地区在我国历

现于汉代，而且巴蜀汉阙绝大部分为石质和石仿木

史发展中并不属于核心地区，但为何汉阙作为我国

墓阙,大石墓、石棺、崖墓亦是石刻墓葬的不同形式。

汉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建筑

这些具有非常明显共性的汉代石质墓葬建筑非常有

艺术珍品,会在巴蜀地区有如此之多的留存 。研究

力地说明，汉代正是巴蜀地区将石刻技术与丧葬礼

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蜀地域文化 。

仪和墓葬建筑进行有机结合的时期。当时的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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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重墓葬，并且擅长使用石材和石刻技术来体现对

于东汉中后期，并以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为标志，而

死者的尊重和哀思,甚至于意欲通过这种特殊的丧

五斗米道这一宗教形式主要活跃于巴蜀地区。［⑹这

葬形式达到让死者超生或者成仙的目的。宀9］这种

充分说明神仙思想和巫术在两汉时期在该地区具有

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社会风俗和丧葬文化成为当

绝对优势,甚至于成为当时占据人们精神领域的主

时巴蜀地区大量修建石质汉阙的重要原因，由此而

流思想。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下，正如陈绪春所述:

留存有最多的石质墓阙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在生死轮回观思想下,汉代巴蜀人认为,没有神道,

（二）巴蜀汉阙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

没有阙，他们死后就找不到入冥升天的路径。于

从阙这一特殊建筑形式的功能上来看，阙可分

是,大量的与祭祀、巫术和修道成仙有关的源于意识

为宫苑阙、城门阙、墓阙（即神道阙）、宅阙、祠庙阙几

形态的各式宗教表现形式就在巴蜀地区大量地出现

类。阙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能由天子使用，并且常常

To如四川彭山双河石棺双阙，即刻画了上下两层

修建在宫殿内,为皇帝专用的禁銮,后来才逐渐演化

神仙世界，上层画有带翼的“天马”、人物和仙界的不

为墓阙、宅阙等。而汉代的陵墓建筑中，阙均修建在

死树，下层画有人物“天马”、朱雀;彭山高家沟石棺

神道上作为门的标志。现存的巴蜀地区阙多为墓

六博图，图中有一对仙人悠闲对坐于双阙之上对

阙，而汉阙之所以多为墓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

弈。［⑴因此，汉代巴蜀地区的人们不仅在生时就积

和经济文化决定的。

极进行修炼和悟道,更是寄希望于死后的得道成仙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黄老及神仙思想非常流行的
时期，方士、炼丹以及道家思想在汉代的兴盛都与汉

及灵魂升天。所以，包含着浓厚神仙思想的墓阙在

巴蜀地区大力流行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代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汉

巴蜀的墓阙除了与神仙思想直接相关之外，很

代各地神仙思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均

多墓阙的修建亦是主人为了显示其生前地位的尊贵

为“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因此,遗存下来的与

或生活的富足。该地区不仅有较多有碑和铭记的墓

神仙思想有关的文物均具有这种共同特征。阙最早

阙,更是有一定数量的无铭阙。而有铭和无铭的主

是修建在皇帝的宫殿中，高达数十丈,直立云霄,反

要原因在于墓主身份的尊卑。周朝以前只有天子才

映了天子想脱离凡尘进入仙界的思想。而随着阙逐

能修阙，虽然到汉代这种规定有所淡化，但是阙仍然

渐转化成墓阙，更是成为了立在主人墓旁,帮助主人

是身份尊贵的象征,只有少数人可以修建墓阙。著

进入仙界的天梯和天门。墓阙也因此被赋予更多的

名考古学家冯汉骥认为“现在尚保存在四川汉代墓

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不仅仅是一种礼制符号和身

前的石阙，其墓主均是作过太守以上官吏的”。邓天

份象征,更是成为当时的巫术工具之一。

柱在《阙乡风采》中也说「墓前立石阙，表示墓主生

巴蜀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

前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阶，起码是太守以上的

时期具有不同的重点和内容。汉代，巴蜀文化也与

官爵。”书中还认为“官至'二千石'的,死后墓前可立

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一样具有典型的神仙思想。源

单阙,而立双阙的,生前当封侯”。⑷在这种情况下，

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自然宗教和巫术崇拜至两汉时

生前生活富足而社会地位比较卑微的商人就只能修

期,其信仰内容愈加丰富，祭神、驱鬼、求仙等仪式也

建无铭阙。巴蜀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尤

越发成熟,逐渐与当时的文化因素结合 ，发展成了道

其自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工程，成都

教。虽然道教的起源地至今仍有争议，但大家公认

平原更是成为了天下的粮仓，人们生活富足,这亦成

的一点是道教作为独立和正式的宗教形态正式诞生

为巴蜀多无铭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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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巴蜀地区多汉阙既有其地质、技术等客观

超雕刻技术的直接体现，更是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

物质性因素又有其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主观精神因

景以及人们的追求和思想，是当时巴蜀地域文化和

素，是当时当地自然社会综合因素相反作用的结果。

人文气质的真实反映。

首先，从雕刻内容上来看,巴蜀汉阙主要包括两

三、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建筑中的反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阙在巴蜀地区形成和存

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农

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某个地区的典型艺术形式，往

作、街市、建筑景色、宴饮、骑射、出行等，内容非常丰

往不可避免地将带有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和气质,

富,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所有内容和场景;二

即地域性。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中亦有所体现。

是历史典故和神仙故事,尤以神仙故事为最多，而且

（一） 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建筑艺术中的体现

不同类型的画像频繁且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汉阙

虽然巴蜀汉阙留存数目较多，不同汉阙的建筑

上。根据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作为当时重

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多人的研究成果，抛开具体

要的建筑形式,巴蜀汉阙上雕刻内容的选择应该不

的细节性差异，巴蜀汉阙在建筑主体构造上具有共

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时的人文风情和社会形态，

性,并与当地的民居风格一致。

是巴蜀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的真实反映。古巴蜀文

首先,巴蜀汉阙从建筑主体构成上可分为阙基 、

明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 ，一直受到各

阙身、阙顶和楼部四大部分,这种主体构成与当时汉

方的重视，其内容广泛而深厚，但概括来讲，最主要

代其他建筑风格是一致的，但在细节和局部具有浓

的特征大致包括“宗教性、包容性和世俗性”几个方

郁的巴蜀地域文化特征。如巴蜀汉阙在台基部分雕

面严七而单从巴蜀汉阙选择的雕刻内容来看，具

刻的斗和柱是典型的古巴蜀民居“干栏式”建筑形

有宗教意义的神仙鬼灵、包罗万象的世俗社会生活

式⑷⑹M。所谓“干栏式”是指将建筑的房屋底部用

场景的大杂绘式地出现在阙体上正好反映了这三个

粗大的木柱立桩打入深土中作为整个房屋的支撑,

特征[11][13],充分说明了地域文化对巴蜀汉阙的影

然后在距地3米左右放置护斗和蜀柱支撑楼板，从

响。

而提升房屋的整体承重力。这种典型的巴蜀民居建

其次，从雕刻技术来看，巴蜀汉阙综合采用了平

筑特色不仅有利于房屋的稳定性,而且适合多雨潮

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多种技法，尤其在传统浮雕、

湿的巴蜀气候条件。

透雕等技法使用的同时较多地应用了线刻用于刻画

其次，位于不同地区的巴蜀汉阙在阙体结构上

细节,画面布局合理,细节生动清晰，不仅考虑对称

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也充分体现了地域差异。据考

美而且注重灵活多变⑸，而这些技法的综合使用，更

证，川东地区的汉阙为侧角式，即整个阙体采用的是

是充分反映了其文化的包容性。从巴蜀汉阙出现的

上收下分的侧角式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分散阙楼

时间来看,其晚于三星堆,对线刻技术的使用也更为

和阙脚的重力，是与川东多丘陵和山地的地形条件

成熟，这种多技巧雕刻方法在巴蜀地区其他石刻艺

相适应的;而川西汉阙采用的是直角式框架,⑸也是

术中如大足石刻、巴蜀摩崖也频繁出现，是巴蜀石刻

与这些阙多位于平原地区有关系。

艺术的有力体现o：13-15]

（二） 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雕刻艺术中的体现

综上，巴蜀汉阙的出现既有巴山蜀水特定地理

巴蜀汉阙艺术价值中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汉阙上

和地质条件下的客观物质性基础,又有古巴蜀先民

精美的雕刻艺术。几乎每个汉阙上面都雕刻着不同

高超建筑和雕刻技术的现实技术支持,更有古巴蜀

的场景，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古蜀先民高

神仙、宗教思想盛行的文化大环境的熏染,正是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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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流传下来了独具魅力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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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阙建筑艺术。而这一建筑艺术本身又是融“包

[7 ]饶世权，鞠廷英.古镇特质文化的挖掘与开发研究—
—

容性、宗教性和世俗性”于一体的巴蜀地域文化的集

以川西古镇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4

中体现，充分反映了古巴蜀文明的深厚和久远，是研

(1):22-25.

究古蜀文明和地域文化的又一珍贵艺术载体，值得

我们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及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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