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 

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 

姚崇新 

 

内容提要：2021年 5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成任村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发现

了两件金铜佛像。发掘者和部分学者认为，这两件金铜佛像是墓葬本身的随葬品，

因而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如果

这些判断都正确的话，则无疑是颠覆性的发现，它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

认知。但由于该墓很早就被盗扰过，而且这两件造像的风格特征与十六国时期的

金铜佛像高度接近，而与汉代佛像相差甚远，而且汉墓中扰入十六国时期的金铜

佛像也有先例，所以上述判断仍有商讨的余地，观点也难以成立。从各种证据综

合分析判断，这两件造像既不是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不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

像，应属十六国时期的作品，系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的遗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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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咸阳洪渎原发掘一处东汉家族墓地，

具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从墓葬规模看，这组墓葬均为中型

墓，显示该家族的经济实力较强，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应属东汉社会的中产阶

层。其中，编号为 M3019 的墓中出土了带朱书纪年铭文的陶罐，纪年为东汉延熹

元年（158），从而为这处家族墓地提供了较明确的年代标尺。结合纪年铭文和

随葬器物的时代特征可以确定，该家族墓群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该家族墓地最引

人瞩目的发现是，在编号为 M3015的墓中发现了两件金铜佛像。首次发表的书面

报告指出，经专家研判认定，这两件金铜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年代最早的

金铜佛像，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1]众所周

知，在以往发现的东汉晚期佛教造像遗存中，既未见金铜佛像，也未见独立的、

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其他佛像遗存。因此，如果上述判断最终都能完全落实，则

无疑是颠覆性的发现，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认知。因此报告一经发布，

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该墓被盗扰过，因此报告公布伊始，学界

就存在不同的声音。从最近发表的正式简报和专题研究看，墓葬发掘者及部分学

者仍然将它们认定为该墓的随葬品，继续排除由盗洞扰入的可能，即仍将它们视

为东汉晚期遗物，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金铜佛像。[2]2022年 2

月下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针对这两件佛像联合举办了

“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线上研讨会，有十余位中外学者参加，观点仍有分

岐。[3]考虑到这两件造像具有明显的十六国金铜佛像的特征，而与东汉晚期佛像

颇不相类，而且汉墓中扰入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的情况也有先例，因此笔者认

为，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年代仍需进一步讨论。另外，即便将它们认定为东汉晚期

遗物，说它们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是不妥的。 

 

一、出土金铜佛像的 

基本情况及存在的疑问 

 



这两件金铜佛像出土于 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上，体量都不大，属袖珍

型造像，所镀金箔已脱落殆尽。 

 

一件为金铜立佛像，编号 M3015:10，通高 10.5 厘米，跣足立于覆莲座上，

莲座单独制作，通过插榫与佛像结合，座底径 4.7厘米。释迦立像为磨光馒头状

肉髻，面相方圆，头微颔。着通肩袈裟，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

布，衣纹密集、凸起，立体感较强，显示出佛衣的厚重感，下摆略外侈。左手握

袈裟一角上举，右手残，当是上举施无畏印（图一，1、3）[4]。身体整体感觉比

较浑圆，头身比例稍显失调，腿偏短。该尊佛像仅铸出身体的前半部分，背部未

铸出，作空心处理。背部空心正中铸有一个向外凸出的扁平状插榫，榫端有一道

横向凹槽。[5]插榫应是用来安插背光的，背光的相应位置应该有一个跟插榫横截

面相同的扁平状穿孔，背光通过穿孔插到榫上，再通过横向凹槽固定，插榫呈扁

平状是为了避免背光插到榫上后左右旋转。类似的做法在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

中也能见到（详后文）。总体上看，该件佛像的佛衣有明显的犍陀罗特征，而面

相则已完全本土化。 

 

另一件为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编号 M3015:9，通高 15.8厘米，宽 6.4厘

米。呈片状，背面平整，底端正中有一个插榫，因此该件造像应配有底座。铜片

大体呈舟形，正中自上而下有三个小残孔，顶部一佛的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小穿孔。

五尊佛像呈上中下三排排列，舟身部分两排，每排二佛，舟顶部分一排一佛。造

像磨损、锈蚀较严重，顶部一佛已完全锈蚀，其余四佛仅余轮廓。五佛的做法类

似千佛，体量、姿势及造型特征基本一致。它们是五身禅定坐佛，皆结跏趺坐，

双手于腹前结定印，磨光馒头状肉髻，皆配桃形背光和椭圆形头光。袈裟是袒右

式还是通肩式已难以判定，但能感觉到佛衣比较贴体。从下排右佛和中排左佛的

面部轮廓来看，仍带有一些高鼻深目的特征（图一，2、4）。有人认为这件组合

造像残损，因此不确定原本是五佛还是七佛组合。笔者认为，该件造像虽残损，

但外形轮廓大体完整，应是五佛组合无疑。从佛衣贴体的情况看，这组造像具有

秣菟罗的特征。 

 



 

图一  M3015 出土金铜立佛像及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 
1、3.金铜立佛像彩图及线图； 

2、4.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彩图及线图 

 

这两件造像都有厚厚的包浆，包浆凝结成一层“壳”，紧紧地贴附在佛像身

上，说明它们在地下埋藏的时间很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造像都有很明

显的磨损痕迹，以至于表面凸起的部位被磨损得光滑发亮，尤其是五尊佛金铜组

合造像中排左佛的头部和膝部磨得十分锃亮，诸佛本来起伏就不大的衣纹被进一

步磨平。[6]结合这两件造像的体量以及磨损情况，可以初步判定它们是可随身携

带的便携式造像，磨损是长期携带造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两件造像曾被长期

使用。 

 

通过对造像风格的初步观察，这两件造像的确具有十分明显的十六国金铜佛

像特征。但如果该墓不曾被盗扰，那这两件金铜佛像为该墓的随葬品是毋庸置疑

的，也只能认定它们属于东汉晚期，质疑它们的声音当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

问题是，该墓的确被盗扰过，因此不能排除它们属于盗墓者遗落物的可能。 



 

在书面考古报告发表当天举办的“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

上，洪渎原墓葬考古队领队、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李明就这两件金铜佛像的考古发

现情况做了专题汇报，称该墓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盗洞，因此该墓无疑被盗扰过，

但他提示说，盗洞距这两件佛像的位置较远。同时他还认为，金铜佛像在当时是

重要的资产，盗墓者没有动机将它们通过盗洞放入墓中。[7]在“发现中国最早的

金铜佛像”线上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此墓被盗，佛像所处位置周边陶

器都未经扰动，可以排除盗扰混入的可能。[8] 

 

如果“佛像所处位置周边陶器都未经扰动”属实，那么毫无疑问，佛像属于

该墓原有的随葬品。但常识告诉我们，普通盗墓者的主要目标在金银珠宝，因此

他们一旦进入墓室，一定会“光顾”整个墓室，会扰动随葬品大加翻找，所以被

盗墓者“光顾”过的墓室，很难确定哪件随葬品没有被扰动过，这跟盗洞与这两

件造像的距离远近无关。金铜佛像在当时确实是重要的资产，表面上看，盗墓者

的确没有动机将它们通过盗洞放入墓葬中。但它们有没有可能是盗墓者随身携带

的物品，在盗墓过程中不慎遗落在墓室中呢？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试图排除这种

可能，他们认为，盗墓者携带佛像去盗墓，从情理上讲不通，因为盗墓者的目的

是为了取出器物，而不是将金铜佛像带到墓室中去，并对其盗取墓室内的器物带

来不必要的妨碍。[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忽视了盗墓者随身携带佛像的

动机和目的，这正是上文提示我们需要注意这两件造像的体量以及磨损情况的意

义所在，一旦认识到它们是随身携带的便携式造像，就不能排除盗墓者将佛像携

入墓葬并最终遗落在墓葬中的可能，因为便携式佛教造像有其特殊的功用。 

 

随身携带佛教造像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方便礼拜，二是为了保佑平安，而且

后者更重要，所以这些随身携带的微型佛教造像相当于“护身符”。因此，盗墓

者随身携带佛像便不难理解了—毕竟他们做贼心虚，更需要这特殊的“护身符”

加以护佑，求得心理平安。 

 

中古时期，微型便携式佛教造像一直比较流行，除佛像外，还有菩萨像、神

僧像等，如观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泗州僧伽像等均曾制成便携式造像随身携

带，携带者希望它们能随身护佑。随身携带观音菩萨像的实例在中古观音应验记

类文献中多见。据载，携带者往往因随身带着观音菩萨像而幸免于灾厄或转危为

安[10]，便携式地藏菩萨像的实例见于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一尊带盒盖的微型木

雕地藏菩萨像[11]；便携式神僧像如“南海Ⅰ号”沉船发现的那尊磨损十分严重的

微型玉雕僧伽像[12]，其底部一角有一穿孔，当是穿绳用的，用绳子将其系在衣服

上。 

 

二、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 

 

首先可以确定，这两件造像都是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它们的

主要功能是出于佛教信仰而用于膜拜、供奉等，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本文所谓

的独立佛像就是指这类佛像。在佛教初传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帝国境内已开始

制作佛像，并逐渐形成了犍陀罗和秣菟罗两个佛教艺术中心，佛教已正式进入偶

像崇拜时代，因此可以肯定，独立佛像早在佛教初传中国伊始就已传入。而其在



中国的本土制作，应是随着寺院、佛塔的建造开始的。原因很简单，佛寺佛塔内

必造佛像，而其佛像自然属于独立佛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

时间其实很早，以往普遍认为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样

的认识是有所偏颇的。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我国独立佛像的影响力在东晋十六

国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其影响有限。 

 

从传世文献来看，我国最早的寺院是洛阳白马寺，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

（58—75）[13]，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本土制作的独立佛像最早出现于东汉永平年

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本土制作独立佛像也可追溯到东汉中期，这与

传世文献的记载大体相当，因此两者可以互证。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敦煌市东 64千米处的五墩乡

汉代悬泉置邮驿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两汉简牍。其中，

在编号为 F13的房址内出土了一枚写着“小浮屠里”字样的木简，学界将这枚简

习称为“浮屠简”。该简虽无纪年，但伴出纪年简，可以确定“浮屠简”的年代

在东汉明帝（57年即位）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其下限不晚于永初元年。[14]即

便不将“浮屠简”的年代绝对化，将其判定在 1世纪后半期至 2世纪初期应该没

有问题。那么，从文献形成的年代早晚来看，“浮屠简”无疑是迄今所见有关我

国佛教传播最早的文字信息。 

 

按音译词“浮屠”，或译为“浮图”“佛图”等，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佛

陀，一指佛塔，有时也指代佛教。而此简中的“浮屠”，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

由于其前有“小”字，指佛塔最为合理。[15]因此，“小浮屠里”应是以“小浮屠”

命名的里名，盖因该里中建有佛塔。而佛塔与寺院通常是一体的，且早期寺院绝

对以佛塔为中心[16]，所以早期文献中有时也用佛塔（佛图）来指代寺院，如《魏

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17]，这里显然是用

佛塔来指代寺院。那么这个“小浮屠里”其实应该有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

据分析，这枚“浮屠简”应属请柬性质，因此小浮屠里应位于悬泉附近的敦煌境

内。[18] 

 

据前文，有佛塔、佛寺的存在，必有独立佛像的存在，因为佛塔、佛寺中都

必须安放供礼拜的佛像。那么，敦煌小浮屠里中的这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内及

佛塔上必然安放或镶嵌或图绘供人礼拜的独立佛像。[19] 

 

如此看来，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我国本土制作的最

早的独立佛像早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寺院、佛塔的增多，独立佛像的制作无疑也在增多，但值得注意的是，

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早期阶段，非独立佛像也一直存在。这里所谓的“早期阶段”，

是指东汉至魏晋时期；这里所谓的“非独立佛像”，是指没有体现佛教宗教信仰

意义的佛像，它们的主要功能不是出于佛教信仰的目的用于膜拜、供奉等，而是

异化或曲解了佛像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将佛像用于其他目的，甚至用于装饰。 

 



可见在佛教入华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独立佛像与非独立佛像是并存的。这

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内，佛教的影响力还有限，独立佛像的影响力因而也有限，还

不足以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放弃非独立佛像的制作与使用。中国人正面接触佛

教的场所是佛寺，佛寺虽然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早期佛寺主要还是外来胡僧

译经、居留和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所以佛教在华传播的早期阶段，普通中国人

正面了解佛教的机会并不多，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佛教与佛像的认知。 

 

再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这两件佛像。通过上述讨论不难看出，即便将这两件佛

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 

 

三、我国金铜佛像出现的时间 

 

关于我国金铜佛像的制作最早始于何时，对我国金铜佛像制作工艺素有研究

的西方学者保罗·杰特（Paul Jett）认为早在 2世纪即已出现。[20]笔者认为保

罗·杰特的判断大致可信，并认为 3世纪时我国已形成金铜佛像制作传统。[21]

按《三国志》载，汉末丹杨人笮融曾斥巨资“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

衣以锦采”
[22]
，建造规模宏大的佛寺。宿白认为，笮融所起浮屠祠内安置的是鎏

金铜佛像[23]，甚是。“以铜为人，黄金涂身”其实就是鎏金铜佛像，“黄金涂”

正是汉代对鎏金工艺的称谓[24]，因此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金铜佛像的制作最晚

于东汉后期或 2世纪后半期即已开始。 

 

铜佛像的制作在中亚贵霜帝国时期已经出现。1908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

近郊的山吉奇德里（Shan-ji-ki-dheri）的迦腻色迦（Kanișhka）大塔遗址出土

一件青铜舍利容器器盖上铸造的坐佛像，其年代大致可确定在 1世纪晚期至 2

世纪前期。[25]但是，制作鎏金铜佛像则是我国对佛教造像艺术的贡献。鎏金是把

黄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则牢固地附着在铜

器表面而不脱落的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鎏金技术的国家，始于战国时期，

至汉代技术已非常成熟，这从战国墓、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得到证实，如河南信

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鎏金铜带钩、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26]现在看来，

铜佛像的制作传统自中亚传入我国后不久，中国工匠就将传统的鎏金工艺用于铜

佛像的制作上，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佛教造像形式—金铜佛像。 

 

这一佛像制作传统显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且影响深远，不仅在我国一直延

续到了明清时期，也影响到了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但以往罕见 4世纪以前

的金铜佛像遗存[27]，现存最早的纪年金铜佛像遗存属十六国时期，即 4世纪以后，

彼时我国的金铜佛像的制作活动已十分流行，制作技术也已十分成熟。 

 

再回到本文讨论的这两尊佛像，通过上述讨论不难看出，即便将这两件造像

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 

 

四、与汉代佛像、 

十六国金铜佛像的比较 

 



目前所见的汉代佛像遗存，除个别造像如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外，皆出自

墓葬。墓葬中存在佛陀形象在当时是一种习惯做法，这种做法自 2世纪中叶的东

汉桓帝、灵帝时期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具体表现为佛陀或准佛陀形象多以雕塑

的形式附着在随葬器物上，偶或出现在墓内建筑上，如山东沂南汉墓石八角都柱

上，巴蜀地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出土的摇钱树树座、树干上，长江中游地

区孙吴至西晋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背面，长江中游地区孙吴至西晋时期墓葬出土

的谷仓罐上，武昌孙吴墓葬出土的铜饰件上，甚至南京孙吴墓葬出土的香熏、唾

壶上，都发现准佛陀形象；个别也以独立形象出现，如四川乐山麻浩 1号东汉崖

墓墓壁的浮雕坐佛像和湖北鄂州孙吴墓出土的釉陶坐佛像等。[28] 

 

这里之所以表述为“佛陀或准佛陀形象”，是因为这些佛陀形象就其造型而

言，有不少与标准的佛陀形象还有差距，有的仅初具佛陀形象而已，且工艺粗糙

简陋。这里略举数例（图二）。如图所示，这些佛像皆为结跏趺坐佛，着通肩袈

裟，衣纹在胸腹部呈波状，衣纹起伏较大，显示出佛衣厚重。一般左手上举，把

握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图二，1～4）；也有结禅定印者（图二，5）。

这些佛像总体上具有犍陀罗佛像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它们离标准的佛陀造型还有较大差距，如对“结跏趺”坐姿的表现就

很不到位，特别是图中的第 3和第 4例，一眼望去犹如两条断腿；再如对肉髻的

表现更不规范，第 2 例表现为头顶束发，第 3和第 5例交代不清，第 4例更夸张

地表现为柱状；再如对手印的表现有的也不到位，第 1和第 2例的右手手印交代

不清，第 5例对结禅定印的双手则完全没有表现。另外，对衣领的表现有的也是

错误的，如第 3、第 4和第 5例。 

 



 
图二  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佛陀或准佛陀形象 
1.四川乐山麻浩 1 号崖墓墓壁的浮雕坐佛像（东汉晚期）； 

2.四川彭山崖墓 M166 所出摇钱树座上的坐佛像（东汉晚期）； 

3.四川宜宾汉墓出土陶坐佛像（东汉晚期）； 

4.云南昭通汉墓出土东汉陶坐佛像（东汉晚期）； 

5.湖北鄂州塘角村孙吴墓出土陶坐佛像（三国时期） 

 

这表明，彼时中国人对佛陀形象的基本特征还没有完全掌握，对其中可能包

含的特殊宗教意涵（如手印的宗教意涵）更不清楚，仅仅是“依样画葫芦”而已。

对衣领的错误表现，表明彼时中国人对“通肩式袈裟”这种特殊的外来“僧服”

缺乏基本的了解，因为中国本土完全没有这样的服式。因此这些佛像作品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普通中国人对佛像乃至佛教的认知水平。一言

以蔽之，以当时中国人对佛像的认知水平，尚制作不出十分标准的佛陀形象。成

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金铜佛像，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磨损严重姑且不论，金铜



立佛像已完全是标准的佛陀形象，如果将其视为东汉晚期遗物，则与上述造像形

成了巨大反差，同时也与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佛像的认知水平相矛盾。 

 

关于上述墓葬所出佛像的性质，过去学界多有探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

们都毫无例外与汉代传统神仙和神兽等图像掺杂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用于宗教礼拜的佛像，而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除此之外，它们甚

至有时只起装饰作用[29]，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属于非独立佛像范畴[30]。如前所述，

它们的功能既然已被异化或曲解，性质也就完全变了。这实际上是佛教在我国传

播的早期阶段中国人对佛像内涵的误读，从而导致对佛像的误置误用，这种情况

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一直存在。不过，如上文所言，这也确实客观地反映了

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佛像和佛教的认知水平。 

 

现在看来，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具有真正宗教意义的独立佛像与不具

有真正宗教意义的非独立佛像一直并存，前者主要存在于寺院、佛塔中，后者主

要存在于墓葬中[31]。 

 

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这两件金铜佛像，如前所述，毫无疑问属于真正意

义上的独立佛像，其性质与考古所见东汉晚期以来佛像的差异不言自明。虽然东

汉晚期已有独立佛像，但除这两件有争议的金铜佛像外，迄今未发现任何能确切

判定为东汉晚期的独立佛像遗存。因此，若将这两件金铜佛像视为东汉晚期遗物，

则无疑是孤证。当然，孤证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成立，但通过上文的比较，一个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两件佛像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明显比东汉晚期佛像要

高得多。相反，通过下文的比较，我们将看到它们的造像风格特征却与十六国时

期的金铜佛像高度相似。 

 

毫无疑问，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均属独立佛像。佛像以坐佛为主，也有立

佛。坐佛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着通肩袈裟，衣纹于胸腹部呈波状下

垂；立佛亦着通肩袈裟，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布，佛衣厚重，

下摆略外侈。一般左手把握衣角或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以磨光馒头状肉髻

为主，部分表现出发丝线，如后赵建武四年像[32]。从现有佛教造像遗存看，磨光

馒头状肉髻至十六国时期才开始出现。十六国金铜佛像主要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

响，而且已经本土化，最明显的是面相的本土化，除个别造像的面相尚遗留犍陀

罗的特征外[33]，其他均已是中国人的特征。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立佛像与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立佛像（图三，1）以及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

国时期的金铜立佛像（图三，2）高度相似。[34]这无疑是十分恰当的比较，因为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特别是与日本私人收藏的这件立佛之间，无论是

磨光肉髻、面相体征、佛衣样式，还是制作方法，的确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图三  日本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立佛像 
1.日本私人藏金铜立佛像； 

2.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金铜立佛像 

 

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应是五佛题材造像。五佛题材

在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佛教造像中完全没有任何线索，但我们却能在现存的十六国

时期的石窟造像遗存中找到五佛题材的蛛丝马迹，而且两者的造像风格也高度接

近。另外，虽然以五佛为主尊的造像不见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中，但在金铜

佛像的背光图像中并不罕见。 

 

在有“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的炳灵寺第 169窟保存着我国石窟造像

中迄今所见最早的五佛造像，即南壁上部五佛组合造像，年代为 4世纪末。[35]

五佛为彩塑，造型完全一致：皆着通肩袈裟，佛衣贴体，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

腹部呈放射状分布，衣纹密集而浅平；皆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磨光

馒头状肉髻；面相方圆、鼻略显高直；身量高低一致，一字排开，唯居中一佛已

损毁（图四，1）[36]。从佛衣贴体的情况看，其受秣菟罗的影响较明显，但整体

上是犍陀罗与秣菟罗的融合。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这件

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在风格上与上述炳灵寺第 169窟的五佛组合十分接近。 

 

五佛组合还见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背光中，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十

六国时期的金铜禅定坐佛的背光中就有五身禅定坐佛沿背光边缘呈环状分布（图

四，2）[37]。 

 



 

图四  与五佛组合有关的十六国造像 
1.炳灵寺第 169 窟南壁上部五佛组合造像（4世纪末）； 

2.故宫博物院藏金铜禅定坐佛（十六国时期） 

 

毫无疑问，这种固定的五佛组合应视为一种造像题材。现存造像遗存表明，

我国五佛造像题材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上举石窟寺及金铜佛造像即可为证。



据研究，五佛造像表现的是过去五佛，跟同时期流行的三佛（三世佛）、七佛（过

去七佛）、千佛等造像题材有内在联系，是当时禅观思想流行的反映。[38]因此从

造像题材的角度看，任成东汉墓出土的这件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与十六国时期的

造像题材和佛教思想高度契合，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种造像题材在东汉晚

期造像中即已出现。 

 

五、河北汉墓的发现 

 

无独有偶，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将金铜佛像遗落在汉墓中的情况并非孤例。

1955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均属东

汉晚期墓葬。其发掘简报称，其中 2号墓由两座对称的砖室墓组合而成，在其西

侧墓室距地 1米高的乱砖中出土铜佛及鎏金佛各一躯（图五）、佛座一、鎏金背

光一，发掘简报谨慎地说，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
[39]
 

 

 

图五  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铜佛像 

 

佛像出土于距地 1米高的乱砖中，说明这已不是墓葬原来的填土，而是扰土。

从造像风格看，这两尊佛像断非汉代遗物。两像皆为馒头状高肉髻，头微颔，面

相丰圆，着通肩袈裟，手结定印，风格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十分接近，因此

是 4世纪至 5世纪初的作品，且这一点学术界已无异议。显然，这两件佛像也是

盗墓者扰入的。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盗墓活动，虽然盗墓行为于法于理皆不容，但仍难消弭。

盗墓活动主要存在于民间，又不止于民间。其动机，除了少部分出于政治目的、

复仇、泄私愤等外，大部分是为攫取墓中财物，民间的盗墓活动尤其如此。十六

国时期正逢乱世，是盗墓比较猖獗的时期，这一时期盗墓活动的突出特点是执政

者或一时执权柄者带头毁坏、盗掘墓葬，如靳准作乱，前赵皇帝刘渊、刘聪的陵

墓也遭到破坏；再如后赵皇帝石勒、石虎也曾大肆发掘历代帝王及先贤的陵墓，

取其宝货；再如后秦、后燕的统治者姚苌、慕容垂也大肆盗掘古代陵墓；等等。

以上盗墓活动《晋书》均有记载。[40]这些例证或可视为十六国时期整个北方胡族

政权统治者共同行为的写照。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风气下，民间的盗墓活动又猖

獗到了何种程度！前凉王张骏的陵墓在入葬后不到 50年即被盗掘[41]，足以说明

当时盗墓活动的猖獗，只是民间的盗墓活动鲜有记载。种种迹象表明，十六国时

期是北方汉墓盗掘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 

 

既然十六国时期盗掘汉墓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北方汉墓中出土十六国金铜

佛像已有石家庄北宋村汉墓的先例，所以成任汉墓中的发现显非孤例。由此可见，

类似成任墓地的发现不会是绝响。所以，成任汉墓出土金铜佛像鉴定专家说，类

似的考古发现以后不会再有，似乎过于绝对。 

 

六、工艺与成分： 

与十六国金铜佛像的初步比较 

 

科技考古工作者已对这两件造像的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了分析，最终认

定它们都是中国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42]这一判断无疑是十分

正确的，从其他角度也能找出不少证据证明它们是中国本土制作的，如已本土化

的面相、磨光肉髻等。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者只是将它们与犍陀罗地区的早期

铜佛像进行了比较，并没有与中国现存的早期金铜佛像即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

进行比较。与犍陀罗地区的比较，只能进一步坐实它们是本土制作的事实，并不

能回应学术界的关切与质疑。按理，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从科技考古的角度

进行比较，能更有力回应学术界的关切与质疑，而研究者没有这样做，颇令人不

解。 

 

古代青铜佛像的铸造方法主要有陶范法和失蜡法两种，上述研究成果指出，

这两件造像采用的都是陶范法[43]，且都是单范浇铸成型。而陶范法正是我国十六

国至隋以前青铜佛像的铸造方法，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制作技术已十分成熟，

造型标准规范，往往将像身、底座、背光、头光、伞盖等单独铸就，再通过榫卯

连接在一起，这种铸造方法一般称为“分铸法”，是 4—5世纪我国金铜佛像的

传统制作方法。[44]有时像身与底座也铸在一起。这两件造像中的立佛像采用的其

实就是分铸法，立佛像主体与覆莲座分铸而成，以插榫连接组合，只是单独铸就

的背光等已不存，但背部的插榫却提供了明显的线索。事实上，这件立佛像的制

作方法与前文所举日本私人收藏的那件立佛像完全一致：它们的背部都作中空处

理，背部正中都横出一个扁平状插榫用于插接背光。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成分以铜为主，占比较大的还有锡、铅等成分，铜锡

铅合金是十六国金铜佛像的主要成分，以此有别于犍陀罗地区的铜佛像。犍陀罗



地区的铜佛像除了含有锡、铅外，还普遍含锌。可惜迄今为止，海内外对十六国

时期金铜佛像的成分检测工作做得比较少。 

 

北京瑞宝阁收藏的金铜佛像曾做过成分检测，其中一件早期金铜佛像值得注

意，从造型风格看，应属十六国时期。其为一件禅定佛坐像，佛磨光馒头状肉髻，

肉髻明显偏大，双肩窄削，着通肩袈裟，衣纹于胸部呈波状下垂，结跏趺坐于狮

子座上，双手前后相叠，于腹前结定印，为十六国时期禅定佛常见的印式。坐佛

高 7.6厘米，重 108 克，亦属微型金铜佛像一类（图六，1）[45]。这件造像与西安

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禅定佛坐像的风格十分

接近（图六，2）[46]，虽然这件造像系拍卖所得，但从整体上观察，笔者对其真伪

持乐观态度。经检测，该件造像的主要成分为铜，还含有锡、铅等，锡、铅占比

分别为 8.4%和 6.3%。[4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中国金铜佛像已做过成分检测，其中包括该馆

收藏的最早的一件金铜造像即十六国时期的禅定佛坐像（图六，3）[48]。检测结

果显示，其成分主要由铜、锡、铅组成，其中底座部位铜占 87.6%，锡占 5.3%，

铅占 6.2%；头光部位铜占 90.2%，锡占 4.5%，铅占 4.4%，佛身部位未检测。
[49]
 

 

 

图六  中国及美国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1.北京瑞宝阁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2.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经检测，成任东汉墓地出土的这两件金铜佛像其主要成分也同样为铜、锡、

铅。就具体成分占比而言，检测者同时提供了原位分析数据和包埋样品分析数据。

但正如检测者指出的那样，铅锡青铜在锈蚀过程中，铜、锡、铅锈蚀产物因化学

性质差异存在不均匀迁移和沉积，因此铜佛像表面的原位成分分析数据只能说明

两尊造像不同部位的材质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其数据本身参考意义不大。而包

埋样品相较于表面原位分析更能真实指示基本原始成分，因此两件佛像的包埋样

品的成分数据均可反映其合金成分特征，其中锡、铅含量相当，都在 8%～11%。
[50]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制作方法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制

作方法完全一致，均采用分铸法，通过插榫连接各部分，甚至更细部的环节也相

似，如背部中空的做法。二者的成分也完全一致，主要元素都为铜、锡、铅，为

铜锡铅合金，且铜含量最高。从具体占比看，这两件金铜佛像锡、铅的占比略高

于所对比的两件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样品，但数据相差并不是很悬殊，变化值的波

动范围处于 4.4%～11%。 

 

结     论 

 

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确定，即便将这两件金铜佛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

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更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何况将它

们认定为东汉晚期造像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比较，通过与

汉代佛像和十六国佛像的比较不难看出：虽然这两件金铜佛像与汉代佛像一样都

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均有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二者在具体造型表现上却相差

甚远。造型特征巨大差异的背后隐含的是工艺技术层面的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的

时间差序，如果将它们视为汉代晚期遗存，难以理解为何同一时期造像的成熟度

差异如此之大。从造像题材和内容看，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东汉晚期已有五佛造像，

相反却能找到十六国时期五佛造像的遗存。它们整体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造

型特征、造像风格高度接近，这应当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们制作的方式方法也

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完全一致，甚至在细部的处理上也完全一致。它们的成

分也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完全一致，都是铜、锡、铅的合金，而且从合金的

成分占比看，二者的数值也比较接近。诚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早期佛像

中，年代越早犍陀罗的因素就越浓，但若说那件立佛除了头部没有波发外其余部

位都表现出强烈的犍陀罗特征，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至少其面相已完全中国化了，

如果同时考虑磨光的馒头状肉髻，可以认为其整个头部已基本没有犍陀罗的特征

了，所以，如果按照“年代越早犍陀罗的因素就越浓”的逻辑来审视这件立佛，

恰恰相反，不能把它的年代定得太早。 

 

总之，目前从传统的佛教考古研究层面，同时参考制作方法、成分分析等科

技考古的判断和数据，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为十六国时期的造像遗存。它们应是十

六国时期的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用于护佑平安的便携式微型佛像，是护身符性质的，

最后不慎遗落在墓室中。无独有偶，汉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在汉墓考

古中也并非孤例。最后，我们呼吁科技手段的进一步介入，对其制作工艺、技术

及成分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更详细的比较，从而为这两件造像提供更多

的年代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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