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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 瓦 甓
——文物专家陈根远谈瓦当艺术
特约撰稿 崔凯

崔凯

摄

青龙瓦当

白虎瓦当

文字瓦当
与书法艺术
问：刚才您也谈到，瓦当艺术本身
涉及的内容很多，比如瓦当图案、瓦当
文字等，其中秦汉时期的瓦当文字就是
很重要的内容，您能否结合历史文化背
景从书法艺术和制作技艺角度来谈一下
文字瓦当？
答：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秦汉
瓦当是从北宋时期开始的，王辟之所著
《渑水燕谈录》 曾记载陕西宝鸡地区出
土“羽阳千岁”瓦，黄伯思所著 《东观
余论》 曾记载“益延寿”三字瓦，这是
与秦汉文字瓦当收藏有关的最早记载。
因为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艺术品鉴收
藏之风大盛，金石学一个很大的特征就
是注重古文字，瓦当文字恰恰能证经佐
史，本身又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所以自
然成为最受关注的瓦当主体。虽然从清
末开始，金石大家陈介祺等人就开始倡
导注重研究图像、图案类瓦当，但是文
字瓦当的主体地位一直不曾被撼动。我
们研究秦汉宫殿，有些宫殿史书上有记
载，但是具体位置一直扑朔迷离。同一
地点带有明确宫殿名字的瓦当一出土，
马上得到确证。比如考古发掘中“蕲年
宫当”的发现，就使得秦始皇当年诛杀
长信侯嫪毐的所在地蕲年宫得到确证。
面对这样一块瓦当，我们浮想联翩，它
曾经见证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的
发生，数千年过去，人物俱往矣，宫殿
被夷为平地，唯有宫殿椽头之瓦默默诉
说当年的故事。
中国文字都是方块字，而瓦当形状
是圆形，一般在当面分割四区填纳四
字，四块区域均为扇形，这样汉字本身
所固有的对称平衡就会被打破，设计瓦
当者必须对文字笔画进行大幅度的错动
挪让以达到整体平衡，每个文字之间都

朱雀瓦当

当代著名画家、中央美院教
授戴泽，祖籍四川云阳，1922 年
出生于日本京都；1942 年考入国
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
鸿、吴作人、吕斯百、傅抱石、陈之
佛等名家；1946 年毕业应徐悲鸿
之邀于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参与
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以
靳尚谊、詹建俊、孙为民等为代表
的几代美术家，为新中国的美术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戴泽忠实于徐悲鸿写实主义
的绘画理想：
改造国民性，
改良中
国画，
艺术救国，
教育兴世。戴泽
和徐悲鸿的其他弟子一样都热忱
地深入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后，
他即画出了《马车夫》
《农民小组
会》
《和平签名》等大型油画作品
……与所有热爱新中国的画家一
起，
为时代放歌。
《马车夫》是一幅由真人素描
而来的作品。戴泽对空间透视的
把握尤为巧妙，对地平线的处理
亦颇具匠心。他用的短缩透视法
让人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曼
坦尼亚的《死去的基督》，但戴泽
画中不是躺着的“基督”，而是站
起来大步前行的京郊农民。当三
度景深纵向空间被压缩，该是视
线延伸到远方的“灭点”被拉近，
地平线略略抬高而天空减少并降
低，被“推回”的视线便让画中人
物迫近观者，
如舞台上主角上场，
赫然亮相。这时候，色彩开始歌
唱，橙黄土地与蓝色天空对补响
亮，明暗光影鲜活简练，块面坚
实，笔触雄浑，顶天立地的满构
图，扑面而来的是着褐黑色衣裤
的马车夫，拉着同样笃定壮实的
褐黑红大马稳步向前。但这里不
是戏剧，而是戴泽所说也是那个
时代人们共同感受的“中国的希
望 在 有 车 的 农 民 身 上 ”那 股 劲
道。徐悲鸿非常喜欢这幅画，亲
笔对画做了一些修改，尤其对马
的部分，但他没有把马改成灵动
飞奔的萧萧骏马，而是保留了戴
泽马的敦厚踏实样态，突出了戴
泽如农民般特有的老实平正与生
气活力。

玄武瓦当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瓦当艺术如何融入
教育与生活
问：我们知道您还精于篆刻，您认
为瓦当艺术对您的篆刻影响大吗？二者
之间有哪些联系？
答：篆刻艺术和瓦当艺术有极多共
通共融的地方，瓦当艺术对我的篆刻创
作和研究有很大影响。瓦当中的图像和
图案对篆刻中的肖形印创作就有很大帮
助，文字瓦当更是跟篆刻息息相关，比
如说匀称、挪让和屈伸，“疏可走马，
密不透风”，这些理念与篆刻是高度一
致的，所以很多搞篆刻的人对瓦当都特
别感兴趣。今天的篆刻家对秦汉先贤在
瓦当文字中展现出的“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的精神都心折不已。因为他们真的
是文字设计大师，今天老说违和感，篆
刻虽然只是在一个印章上刻几个字，也
决不能违和，必须在有限空间中顾盼有
情、辗转腾挪，达到矛盾的统一。文字
笔画之间有冲突才显得和谐，篆刻实际
上就是制造并解决矛盾的过程，这恰恰
是展现艺术功力之所在。
问：瓦当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体

来，在欣赏中不断学习研究。继承是为
了更好地发展，继承也是为了把古代美
好的事物灵活运用到当代。
当下，我们经常看到瓦当艺术元素
应用于建筑和文创设计之中，一些公共
空间为了提升文化品位、营造艺术氛
围，也常常悬挂精心装裱的瓦当拓片。
这些都让我们得以在现代生活中与秦汉
时期的先贤产生精神上的联系，为我们
的生活增添色彩。
美育对一个民族品质的塑造，对民
族情怀的塑造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生活
艺术化应当是当代大学生卓尔不群的表
现，在当今高校的审美教育中，我们不
仅要教学生学会欣赏自然之美、现代之
美，也要教学生学会体悟传统艺术之
美。很多人可能认为瓦当艺术是一个非
常小的门类，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我们的
祖先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精骛八
极，心游万仞”，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也总是把美的元素镶嵌于每一处角落。
这种理念正是我们今天要秉承的。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与
美育教育中心副主任）

《马车夫》（1948 年）
这种生气和张力也同样体现
在戴泽 1949 年至 1950 年创作的
《农民小组会》。这也是一幅大尺
幅的油画，是集多个人物的主题
性绘画。戴泽所用的半圆形构图
并伴特有光线的图式结构在 16
世纪的柯雷乔、安尼巴·卡拉奇，
以及 17 世纪的伦勃朗那里都能
够见到。但戴泽是习得体会而不
是拷贝，是他融入火热的一线生
活与农民一起开会写生而来的。
画面的景深空间由三组人群构型
的虚实相间的横向同心半圆纵深
推开，压低的空间高度则由三个
在炕上站起来的农民几乎直触屋
顶为撑持标志，几组人物紧凑向
心聚焦，不呆板也不僵硬。戴泽
通过人物的手势、烟斗、杯盏、呼
应交谈的笑脸，以及各个半圆之
间的巧妙交叉、相互衔接而环环
相 扣 ，构 成 有 机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体。尤其光源（炕上的油灯），在
靠近画面的圆心自下而上放射开
来，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笑脸，暗
影里的部分则边界轮廓线模糊，
形体闪动，明暗高低深浅参差，
交互成趣，这正是沃尔夫林说的
巴洛克绘画的“涂绘”法 （古典
油画正宗之一） 的运动感，生气

王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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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课堂

问：您是如何走上瓦当艺术研究
这条路的？
答：我出生在咸阳，咸阳本身就是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得天独厚的地域条
件促使了我文化兴趣的养成。中学时我
喜欢上了篆刻。我 1984 年考入山东大
学考古学专业，教我们战国秦汉考古的
李发林老师还专门教我们制作瓦当拓
片，我在学习过程中也欣赏到学校收藏
的一些瓦当。
随着对篆刻的兴趣，后来越来越喜
欢瓦当，因为瓦当是中国文字艺术一个
非常经典的品类。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陕
西，先后供职于咸阳博物馆和西安碑林
博物馆，关中地区是周秦汉唐的故都所
在，瓦当遗存极为丰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就留意收藏一些瓦当
标本，并对各地馆藏品类进行对比分
析，后来就走上了瓦当艺术研究的道
路。
问：一说瓦当艺术大家就联想到
“秦砖汉瓦”这个词，那么秦砖汉瓦到
底是什么？
答：“秦砖汉瓦”是旧金石学传统
下对中国文物中一个门类的习惯性称
呼。在秦汉时期，砖瓦上经常有一些古
朴的图案和文字，自北宋以来就受到人
们的重视。在秦汉时期，我们的祖先曾
经在砖瓦制作与设计上极尽巧思，广泛
应用于当时的皇家宫殿或官署建筑中，
所以秦砖汉瓦成为那个时代艺术的重要
载体。放到整个历史长河来看，秦砖汉
瓦也达到了中国砖瓦艺术的最高水平。
也正是因为著名，人们也就把这一
名词扩展到对古代文物艺术品的统称。
比如我们说青铜器就是商周青铜器，我
们说砖瓦就是秦砖汉瓦。
问：瓦当作为一门艺术，您认为其
独特之处在哪里？
答：我觉得瓦当独特之处在于它的
门类。总其大要，瓦当有三种主要的门
类：一种是图像瓦当，以动植物图形为
主，如虎、鹿、大树等；一种是图案瓦
当，比如卷云纹 （也称涡纹）、树叶纹
等；一种是文字瓦当，比如长乐未央、
长生无极等。每一种门类都独具特色，
皆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比如说图像瓦当，秦人在雍城时期
就把图像瓦当做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
是鹿纹还是虎纹都给人一种古朴悠远的
感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人在雍城
时期处于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
阶段，动物纹中钩形的爪、老虎身上
V 字形的花纹都是草原文化的特征。同
时雍城的动物纹瓦当中母子鹿相依的那
种温情，双獾相靠的那种温暖都给人以
非常美好的感觉，这些都来源于生活中
的观察。秦人定都雍城近 300 年后，又
将都城迁到了栎阳，这一时期的瓦当中
动物纹就少了，云纹与树叶纹多了，到
咸阳后更是这样。因为他们彻底进入了
农耕文明时代，过去那种将游牧狩猎中
接触到的动物形象描摹到瓦当上的做法
也得到改变，咸阳时期的秦便有虎视东
方欲一统天下的雄心了。
战国时期燕国的饕餮纹瓦当也是图
案瓦当的典型代表。实际上饕餮纹流行
于商周青铜器，但西周早期以后在青铜
器上基本消失了，而这种纹饰在几百年
以后，又出现在战国的燕国宫殿瓦当及
板瓦中，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至
今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华丽
和神秘，跟商周饕餮纹的风格如此一
致，也许跟燕国地处北方、被游牧民族
包围、文化相对保守有关。无论是饕餮
纹还是鹿纹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比如
丰盛的猎物代表着富足，于是
把各种形象

系中的艺术门类，也具有很强的地域
性，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哪里？
答：瓦当艺术的地域性差别我可以
举一些同时期对比的例子。如四川地区
跟陕西关中地区的瓦当就不太一样，关
中地区瓦当一般分四区填四字占满当
面，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永奉无
疆、石渠千秋等，而四川地区瓦当往往
旁边是花纹、中间是文字，如大富昌、
大利富贵等。另外，从体量大小上看，
关中地区因为是王朝帝都所在，所以大
而规整，其他地区所出瓦当就相对小而
朴素，这当然跟文化发展水平和地区经
济财力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差别从与河
北、河南、山东、山西地区的比较中都
可看出。即使是同为汉家王朝帝都的长
安和洛阳，其瓦当风格也有明显区别，
西汉长安宫殿所出文字瓦当居多，而东
汉洛阳宫殿所出卷云纹瓦当居多，且卷
云周围环以三角形锯齿纹，大小和质地
也有显著区别。有人说这与两汉国力和
经济文化差距有关，其实也未必，因为
就文献记载和建筑考古而论，东汉洛阳
地区的宫殿建筑不比西汉长安地区的规
模小。
问：您认为瓦当艺术应该如何在当
代传承，如何融入当下的教育和生活？
答：瓦当艺术的苍朴、圆融和堂皇
都是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今天的我们应
该将其作为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下

戴泽画作赏析
——

瓦当的每一门类都
独具特色

都用于宫殿瓦当装饰。饕餮纹则展现出
威猛雄霸的精神，被用于朝堂宫殿之上
——当然，这种认识只是结合社会背
景、基于艺术认知而来，历史图像和图
案往往在含义的不确定中给人以无限的
艺术想象。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在西汉
景帝时期，文字瓦当开始流行，瓦当艺
术由表形发展到表意，建筑主人要通过
瓦当文字告诉每一个人美好愿望或功能
所在，希望大汉王朝统一四方、威震天
下，于是就有了汉并天下；希望幸福快
乐永无尽头，于是就有了长乐未央；希
望王朝国祚传之永久，于是就有了千秋
万岁；希望百姓生活幸福富足，于是就
有了大富昌。“都司空”“佐弋”“卫”
代表着官署职能，
“京师仓当”“百万石
仓”代表着国家粮仓所在，等等，不一
而足。
当然，瓦当艺术是全方位的，无论
是图像描摹、图案凝练，还是文字设
计，都极具时代特点、极富中国特色，
所以瓦当尤其是秦汉瓦当就成为中国古
代优秀物质文化的代名词。犹如言书法
必追“二王”一样，言瓦当必究秦汉，
这正体现了秦汉瓦当极高的艺术性。再
如王莽时期的四神瓦当，我们今天仍能
在许多场合看到，它们被频繁地应用于
现代设计中，其艺术价值历久弥新。
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程式化。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对瓦当产生
了很大影响，莲花纹、兽面纹瓦当逐渐
增多，这种形式一直流行至唐代。宋代
以后，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市民经济
的发展，瓦当花纹纷繁迭出，成为寻常
百姓家装饰之物，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平
民化，但艺术性跟秦汉时期相比却有着
很大差距。

要相互顾盼，这就把中国文字的造型艺
术推到了最奇特、最高妙的境界。从书
法艺术发展史来看，西汉是中国书法由
篆书向隶书的一个过渡时期，即所谓艺
术转型期，凡是艺术转型期的艺术往往
非常生动，因为在转型期中，旧有的成
熟模式已被打破，新的成熟模式还没有
完全出现，在这一阶段，创作者的心态
一定是非常自由的，亦篆亦隶之间彰显
着探索和飘逸。
有限的扇形面积也要求设计者要有
大规模的突破创新，文字瓦当需要事先
刻模具，在模具上刻好以后再模印出
来，瓦当文字笔画棱角和整体力度的凸
显对刻工的艺术修养和雕刻水平都有着
很高的要求。文字的形状在设计、雕刻
过程中都有可能处理得特别夸张，而且
艺术效果出人意料。我们经常说“生
动”，其实就是似曾相识又别有新天，
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另外，我认为秦汉瓦当的设计者
应该是具有极高文化艺术修养的技术
型 官 员，这 种 设 计 是 由国家组织 的，
不应该是普通工匠轻意为之。如隋唐
时期营建大型宫殿陵墓的宇文恺、阎
立德等人，他们本身就是建筑设计
者、大艺术家。犹如今天搞建筑设
计，如果建造一座大型建筑，涉及的
建筑装饰细节，一定是设计师事先设
计出来再按照图样制作施工的。

当色彩开始歌唱

问＝崔凯
答＝陈根远

陈根远，著名文物专家、篆刻
家，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教育
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瓦作技艺传承基
地顾问。先后发表近 20 篇与瓦当
艺术研究、推广相关的学术论文，
出版 《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
瓦当》（与人合著）、《瓦当留真》。

勃勃。也正是徐悲鸿和五四一代
所批的文人画末流缺少血性生气
的反向，是徐悲鸿 （及其学派）
传回的油画技法真金之一种。换
句话说，戴泽和他的老师们都是
油画中国化这一文化迁徙、文明
补给、古老中国踏上现代化之途
的践履者之一。
《农民小组会》和同为 1950
年创作的《和平签名》入选了当年
的
“中国艺术展览会”
，在苏联、东
德、波兰展出，
历时一年半。
《和平
签名》在苏联印成明信片，并在
《少先队》上发表，在德国印在小
学作业本封底，在第三届青年联
欢会的新闻片中有特写镜头，戴
泽也工作随行，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艺术家。
此外，20 世纪 50 年代初戴泽
还有《小会计》
《天安门》
《北海公
园》等作品，
让我们分外感到作者
以视觉图像的方式记录了他参与
建设新中国的感奋，沐浴共和国
清晨阳光的喜悦。
戴泽中年以后是和平建设年
代，一线的火热生活内容之一是
作为中央美院教师的他带学生们
“行万里路”
的写生。戴泽以真挚
的朴素情感、绚烂醇厚的色彩肌
理、质朴明丽的线条及块面造型、
沉潜顿挫也飘逸秀美的嵯峨皴
法，描绘了祖国的山河、村寨、城
市和劳动生活的人们，记录了新
中国前进的脚步。
戴泽的绘画不属于抽象艺术，
但他的作品中有抽象性的因子，
给
我们不少启示，
也予我们不少亲切
之感。中国的写意文人书画和西
方的现代派艺术之相通性已是学
界不争的事实，
譬如讲求个人心性
的自由和愉悦，
形式语汇的抽象性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平面性追求和
中国文人画以散点透视而来的
“半
抽象”
表达），即符号性、抒情表现
性（
“心印”
）和归宿感都是两者的
共通性。那么，
戴泽关注钟情于小
幅水彩的湿润、
灵动而有温度的画
面，就不仅仅只是材质的水性温
馨，
更有形式本身透露给我们的悠
然安然感。
在戴泽的世界中，始终存在
着这样一种温暖笃定的生命的安
稳感，与灵魂坚实的归宿感。他
可以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拥抱生
活，担纲宏伟的家国责任和大爱
的人性护守，也可以退远一步有
距离地体味细微的世界，安宁静
谧。90 岁以后的戴泽就反复画
他记忆中画过的东西，住过的煤
渣胡同、窗外的风景、盛开的玉兰
花、北京城的建设者们……是的，
他在画世界中的世界，时光中的
时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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