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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藏考古三十年他在西藏考古三十年，，拨开风尘与历史对话拨开风尘与历史对话

霍巍霍巍：：寻找藏地密码寻找藏地密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鲁磊鲁磊

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 648 年），长安
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正踌躇满
志地清点随从、整理行装。受唐太宗李世
民派遣，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

四年前，他曾作为副使，第一次踏上
天竺的土地，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
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

不料，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
天竺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
阿罗那顺篡位，并自立为王，派兵袭击了
大唐使团。

王玄策逃脱后，赶往吐蕃西部边境，
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
国 （今尼泊尔） 7000 名骑兵和吐蕃 1200
名精锐甲兵，掉头攻打阿罗那顺，大破
之，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据
考证，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
石像，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

今天，史学界以外所知王玄策，大多源
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这
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
本，用丰富的想象力，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
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
面，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然而，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极
少，新、旧 《唐书》 皆未为其立传，王玄
策所著 《中天竺国行记》 一书也已佚散，
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散见于 《法苑珠
林》 等几部佛教书籍中。王玄策这个“孤
胆使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背靠巍峨的喜马拉雅雪山，王玄策统
领尼婆罗、吐蕃联军，策马驰骋⋯⋯这样
的画面，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脑海中浮现，
在他的胸中激荡。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王玄策是如
何纵横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
诸国的？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他数度
出使天竺，是否遗留下蛛丝马迹？疑问，
久久萦绕在霍巍心间。

1978 年，21 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
那年，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计划归口
到了历史系，填报历史系的霍巍，阴差阳错
到了考古系。在此之前，他曾是中缅边境
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从军的经历，让霍
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

霍巍在川大读书时，可谓大师云集，
“群星璀璨”。当时，川大考古系授课教师
大多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

景，其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
之中，更要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
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
让霍巍至今难忘。课堂上，童恩正不仅运
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
例，语言更是生动华美。

“用‘华美’这个词，真是一点儿也不为
过！”霍巍说，也许很难想象，童先生还是一
个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
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
考古的遐想。至今，霍巍还能清晰地记得，
童恩正讲述案例时的神情和语态，“画面感
极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
的。”敢于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
霍巍没有想到，自己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
风格和治学理念，多年后，竟成为他学术
追求的动力源泉。

1990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
国各地展开，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
量，向全国借调人手，四川大学考古系派
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那
年，他俩刚刚33岁。

霍巍讲起第一次进藏时的情景，也颇
具“画面感”。他和李永宪在成都一家苍
蝇馆子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认真地吃
罢，他便对李永宪说：“走！”

这一声“走”，颇有些风萧萧兮的意味。
对于西藏之行，霍巍除了彻夜难眠的兴奋和
激动，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随形。西藏是考
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怎么去做工作，结果
会怎样，两人心里并没有底。

路途中，霍巍极尽脑力，联
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
切，王玄策这个“令人荡气回
肠的名字”，再一次浮现出来。
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霍巍
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
主题，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
刻着汉字的东西？”

冥冥之中，霍巍有一种预
感：“一定能找到王玄策！”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
“大唐”两个字露出来的时候，
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

果然，心愿达成。“王玄策
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与“孤胆使节”王玄策的“奇遇”
田野考古工作田野考古工作，，风餐露宿风餐露宿，，是是

公认的苦活公认的苦活。。高原考古高原考古，，更是苦更是苦
中之苦中之苦，，苦到什么程度呢苦到什么程度呢？？高原高原
上物资供应不足上物资供应不足，，霍巍常常是晚霍巍常常是晚
上煮一锅面条上煮一锅面条，，舍不得吃完舍不得吃完，，第二第二
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一一
次次，，他特别想吃萝卜他特别想吃萝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发现只有当地产的藏萝卜发现只有当地产的藏萝卜。。他便他便
买了两个买了两个，，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
个多小时个多小时，，拿出来用刀切拿出来用刀切，，铿铿作铿铿作
响响。。霍巍苦笑霍巍苦笑：：““我的天我的天，，这是世这是世
界上最硬的萝卜界上最硬的萝卜！！””

对付生活之苦对付生活之苦，，唯有心态的唯有心态的
达观达观。。

有一回有一回，，考古队的车陷在河考古队的车陷在河
道中道中，，形势危急形势危急，，坐在副驾驶的李坐在副驾驶的李
永宪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
包，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
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
怨：“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救我！”

1992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普
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本以为是
苦日子的终点，但又一个意外的
发现，让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
紧紧联系在一起。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
形式之一，信徒开凿岩窟、雕塑佛
像，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住。

“从新疆到北方，再到南方，
石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
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
史。”让霍巍感到疑惑的是，西藏
自古佛教兴盛，可这一地区除了
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几乎没有
一座大型的石窟。

有学者甚至下了定论：“西藏
没有石窟寺！”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
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
环”。在寻访文物的时候，他如同
寻找王玄策一样，刻意询问着“有
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但得到的
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
村和皮央村，象泉河谷附近两个
闭塞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古格王
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
1992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霍巍结
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在返回东
嘎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羊少

女。
女孩向他们挥手：“我能搭你

们的车吗？”“当然，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

考古人的优良传统，也是霍巍一
直坚持的工作习惯。他见这个牧
羊女能讲汉语，便问道：“你放羊
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
洞？”没想到，这个女孩肯定地点
了点头，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霍巍喜出望外，跟着牧羊女
来到一片断崖之下。“一抬头，好
家伙，密密麻麻的洞窟，就像蜂巢
一样。”

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戈壁
上，阳光的炙烤让人几近窒息。
为了接近这些洞窟，又渴又饿的
考古队员们，手拉手形成人链，在
陡峭的崖壁缓缓移动。

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
时，霍巍震惊了：满目丹青！四壁
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

（坛城图），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
画历经千年而弥新，如同缀满珠
宝的巨幅锦绣。窟顶是四套斗形
藻井，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
室形制，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
凿的洞窟之中。

中原风格的龙凤，波斯风格
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
菩萨⋯⋯洞窟中壁画的造型、绘
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而又浑然
一体，青、蓝与绛红色调的猛烈
碰撞，勾勒出一个既轻逸雅致，
又朴拙厚重的佛国净土，让人联
想到了龟兹克孜尔，想到了丝路
敦煌⋯⋯

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震
撼，全身如同过电，横扫倦意。大
家马上投入工作，忙着测量、绘
图，却没有注意到，为他们引路的
牧羊女已悄然离开。

后来，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
内外引发轰动，虽然当时还无法
判断其准确的开凿年代，但根据
其创作风格推测，应当在古格王
朝早期，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
后弘期”初期。在霍巍看来，如此
宏大精美的石窟寺，没有相当的
财力、人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不仅
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
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补全了佛教
艺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置
身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中，人们甚至
可以想象，一拨拨来自东亚、中亚、
南亚等地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
带着虔诚的心，通过不同的通道，
在阿里高原汇集，交流思想、碰撞
智慧，焚膏继晷，将不同的文化付
诸笔端、荟萃一堂。

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让人欣
喜，而让霍巍念念不忘的，还有那
个引路的牧羊女。三年、五年、十
年⋯⋯此后每一次到阿里，他都
多方打听，苦苦追寻小女孩的下
落，可惜始终没有结果。

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深
受感动，他劝解霍巍：“佛陀苦修时，
有‘牧女献糜’，助他证悟得道。上
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就派

‘牧女引路’，这是缘分啊！”
霍巍释然了。
不少人印象中，考古如同近

年来流行的盗墓文学一般，惊险、
刺激，充满神秘。但在霍巍看来，
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
琐碎的，“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
去，到底能发现什么。偶然与必
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
常交互作用”，唯有抱着敬畏之
心、平常之心，“但行好事”。

“牧女献糜”与“牧女引路”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
原原，，人类何时涉足人类何时涉足？？如何生存如何生存？？
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是否和是否和
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这这
许许多多的空白许许多多的空白，，让霍巍魂牵梦让霍巍魂牵梦
萦萦，，步履难停步履难停。。

上世纪上世纪 7070 年代年代，，童恩正带童恩正带
领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领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于于
19791979 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
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卡若遗—卡若遗
址址，，填补了西藏史前历史的空填补了西藏史前历史的空
白白，，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
专业领域专业领域。。此后此后，，霍巍又举起接霍巍又举起接
力棒力棒，，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
外高度关注的显学外高度关注的显学。。

2013 年夏天，霍巍和学生
仝涛在象泉河流域的噶尔县调查
时，发现一批公元 3 世纪左右的
墓葬，他们认为这批遗址属于比
古格王朝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
藏文文献中记载，象雄疆域辽阔、
国力强盛，是西藏本土宗教雍仲
本教以及藏医药等文化的源头。
但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象雄，大
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
认，留给后人无数历史谜团。

8 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连
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酥松，一辆
卡车行过，把路面碾出一个大
坑。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
卡车抬出来，发现这个大坑底下
竟然是一座墓葬。这一偶然的发
现，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一清理，不得了！墓主人头
戴黄金面具，浑身裹满丝绸，在
头部附近的丝绸上，考古队员发
现了“王侯”两个汉字。霍巍认
为，带着汉字的丝绸，不可能是
当地出产的，极有可能是中央王
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

发现还在继续。考古人员在
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茶
叶状的食物残渣。经检测，这些
残渣的确是茶叶，碳十四测年距
今 1800 年左右，成分与汉景帝
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唐
代文成公主入藏，第一次给西藏
地区带去了茶叶。但在这次考古
发掘中，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
叶，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
年。”霍巍说，“这难道不是一种
很奇妙的收获吗？”

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这样
的“奇妙收获”实在不少。当把
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
起，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
头脑中建构起来。

“在皮央遗址，我们发现的
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与四川
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

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
萨出土的一柄铜镜，镜柄样式是
西方的，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
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
在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中原内
地，山河阻隔，假如没有贸易或
人员交流，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
巧合。

“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
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陆上丝路或
者南边的海上丝路，但青藏高原
是封闭的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
说，绝对不是！”霍巍谈到，西
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
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便与外界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这
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
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
下，长期存在的文化交流通道。”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
出，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
注。但在霍巍的叙述中，这样的
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
的学术道路密不可分。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
古国，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

的文化传统，更有着独特的文字
和文献体系。”霍巍说，如何在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出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
古之路，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
寻的目标。

上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在
继承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
基础上，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
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
料，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
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
证据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
学的发展。

1937 年，著名的人类学、
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
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了川大考古

“第一代”。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
十分推崇，主张考古与文献并
用、互相印证。同为川大考古系
泰斗的徐中舒，更是提出将考古
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
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
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从
此，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
究的一大特色。

霍巍深受“川大传统”的影
响，所获如春风化雨，点滴在心。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
是考古系的“第二代”。他告诫
学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
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把
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摆回
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

霍巍说，当年老师传授的方
法，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了川大
考古系的传家宝。如今，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川大考古系不断
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在
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
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
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
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霍巍
最能体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
路！”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
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参考资料：宿白 《中国石
窟寺研究》、《霍巍：中国历史时
期考古的时代使命》、《川大教授
霍巍、李永宪：我们与西藏考古的
三十年》、《霍巍：西藏考古发现与

“高原丝绸之路”》、四川大学明远
考古文物社口述历史文稿）

寻找中国考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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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你们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不然可炸啦！！””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
长罗桑的一句话长罗桑的一句话，，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顿时顿时
兴奋起来兴奋起来。。他隐约感觉到他隐约感觉到，，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

““汉字石汉字石””，，一定不简单一定不简单。。
这一幕发生在1990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的青年教师

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
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
块“神石”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
门”。

这就是“大唐天竺使出铭”。借由这块“神石”，仅存于

史料记载的“蕃尼古道”得以标出准确位置，大唐外交风云
人物王玄策更是逐渐从岁月长河中显影。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就是一片空白。”西藏考
古三十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
压渐增。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三十年中，他和

“铁杆”队友李永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经年”。
从“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史前的“细石器”，比文成公主
进藏历史更早的丝绸、茶叶，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
器、金银器、珠宝、香料⋯⋯不断被探知、发现，它们褪去
历史的风尘，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让神奇瑰丽、扑
朔迷离的西藏文明，不再停留在“据说”“相传”⋯⋯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获得者、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霍巍。

①①

②②

③③

⑤⑤

①1992年6月，霍巍团队在阿里地区发现皮央东嘎石
窟群。图为霍巍在考察石窟中的壁画。

②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曼荼罗 （坛城图） 壁画局部。
③皮央东嘎石窟壁画中飘逸的幡。
④西藏西部与四川盐源出土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
⑤1994 年，考古队车辆坠河，霍巍 （右） 和李永宪

（中） 抢救落水的考古资料。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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