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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规模之大
全国同类型文物中仅有

近日，
天津市石窟寺（石刻）田野调查工作通过专家现场验收，
圆满结束。从去年 11 月开始，
历经 3 个多月的艰苦野外工
作，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建的调查队在蓟州区复查了 556 尊 1911 年以前开凿的石刻、
摩崖
造像，
新发现 37 尊，
基本摸清了天津市相关文物资源的家底。为什么蓟州山区会存有这么多的石刻佛像？它们开凿于什么
年代？这些文物有什么独特价值？今后如何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 本报记者 周志强 文并摄

追光逐影觅千像
天津市石窟寺（石刻）田野调查及其发现
刘健介绍千像寺造像，背后为静寄山庄宫墙。

▲

“这次田野调查，复查的石刻、摩崖造像有 3 处，
分别为千像寺造像、府君山摩崖石刻佛造像和红龙
池石刻。新发现的也有 3 处，分别是正法禅院石刻
造像、上方寺石刻造像和黑龙池石刻。”调查队负责
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健介绍。
6 处石刻、摩崖造像，5 处在盘山风景名胜区内。
盘山自然风光优美，
佛教文化底蕴深厚，
古代有
“京东
第一山”
和
“东五台山”
之称。根据文献记载，魏晋时
期，
盘山先后修建了法兴寺（少林寺）、
感化寺。唐朝再
建祐唐寺（千像寺）、
天成寺等。辽金时期又修建了云
罩寺、白岩寺、双峰寺等。清代，
盘山共有 72 座寺庙，
达到极盛。民国时期，
盘山寺庙大多毁于兵火，
所剩无
几。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为发展旅游业，
政府拨款修
复了天成寺等几座寺庙，
将部分寺庙遗址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或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
“复查和新发现的石刻造像，
主要分布在盘山东
麓的千像寺遗址和正法禅院遗址周边，均是以类似
国画白描的线刻技法刊刻于寺庙周围的花岗岩巨石
或崖壁上。仅千像寺遗址周围，就在 126 块巨石或
崖壁上发现刊刻的佛教造像 552 尊。正法禅院遗址
新发现的线刻造像有 30 多尊。”刘健介绍，这些造像
分为立姿、坐姿两种，
以立姿为主，
有的是单尊，有的
是成组，最大的有 2.2 米高，小的仅 60 厘米，均为佛
造像。初步辨认出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毗卢遮那
佛（大日如来佛）、药师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弟子
等。有的造像形象，如一手持钵、一手持杖佛、双手
托钵佛，这在其他地区石窟或摩崖造像中未曾发
现。这些造像的形态，呈现出佛教汉传密宗的特点。
专家对千像寺造像考证后认为，这些造像系集
中刊刻于辽代，属于民间造像。如此规模、数量的辽
代线刻佛造像群，在国内同类文化遗存中也属仅
见。它们的面世，为辽代佛教考古、佛教美术、佛教
史以及民间传统线刻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
的实物资料。
“总体上看，
天津地区石窟寺类型以线刻造像为
主体，兼有零星的石窟和石龛，
比如千像寺后山的契
真洞，洞内石壁上浮雕菩萨坐像一尊，
具有明代造像
特征，为天津市内仅有的石窟造像。”
刘健表示。
盘山造像为什么以线刻为主，而不像云冈、龙门
等地以石窟为主？刘健分析，这与盘山山体主要为
花岗岩有关。同质地细腻的砂岩不同，花岗岩是火
成岩，硬度大、颗粒大，塑形困难，不够平滑。
“当然，
这也与辽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民间供奉形式特点有关
系。
”
刘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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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蓟州人文的镜子

跟随刘健的脚步，记者来到造像数量最多的千像
寺遗址。穿过铁栅门，爬上一段土坡，边上立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标志。上到遗址平台，立有两块
石碑，东侧为辽统和五年（公元 987 年）立“盘山千像祐
唐寺创建讲堂碑”，西侧为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立
“千像祐唐寺重建碑”。
千像寺，初名“祐唐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辽代
重修，后几修几毁。清乾隆年间，
在千像寺西侧建皇家
园林“静寄山庄”，千像寺为山庄“外八景”之一。从清
代画作《盘山图》和《千像寺》上，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千
像寺的建筑格局。抗日战争时期，寺庙毁于炮火。
现存
“盘山千像祐唐寺创建讲堂碑”
极为珍贵。该
碑高 3.3 米，宽 0.96 米，厚 0.26 米，碑文系当时蓟州军
事判官李仲宣撰，书法家、僧人德麟所书，1600 多字融
楷书、行书、草书于一炉，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被誉为
“京东第一碑”
。碑文详细介绍了千像寺重修与创建讲
堂的情况，特别提到线刻造像的一段传说。
碑文说，
“此境旧有五寺，祐唐者乃备其一。自昔
相传，有尊者挈杖远至，求植足之所。僧室东北隅，岩
下有澄泉，恍惚之间，
见千僧泽钵，
瞬息而泯，因兹构精
舍宴坐矣。厥后於溪谷涧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显
其殊圣也。
”
碑文还介绍，因寺庙毁于兵祸，辽代僧人希悟发
愿，重修寺庙，于 962 年盖佛殿一座，972 年又建成厨
库和僧房，987 年建成讲堂。

追光逐影

从碑文推测，祐唐寺后来叫千像寺，
应与僧人在周边
山石上刻下佛造像有关。从事佛教考古研究的专家根据
造像的五官特征、发髻样式、衣纹与佛座的形态初步推
断，现存千像寺造像主要为辽代所刻。
历史记载，辽代佛教盛行，
无论是汉族还是契丹族民
众都佞佛成风；
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无不
认同和支持佛教。辽圣宗至辽末，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
期，
“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
“无贫富先后，无
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民间成立各种邑社组
织，集资兴建塔幢、寺院，
“集众人之力，
各抽有限之材，正
证无为之果”
。后来有研究认为，
过分的崇佛之风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辽的覆亡。
千像寺位于盘山东麓、白水峪之南的山腰上，被北高
南低略呈簸箕形的浅山环抱，遗址周边几乎每一块巨石
上都刻有佛造像。
在遗址东北侧的一块巨石上，集中刻有 26 尊造像，
造型尤其精美，单处刊刻数量为发现之最。在其附近，还
有一组释迦牟尼说法图，是造像群中为数不多的带故事
题材的造像。刘健推测，该区域造像刊刻时间较早，从规
整程度看应该是寺庙方出资所为。
其他成组造像大多未刻画佛教故事，根据石面的大
小，有的是一块石头上刻一尊，有的是一个面上刻多尊，
有的是在石头的几个面上都刻有造像。部分造像旁边刻
有带栏框的榜题，少数文字可以辨认，
多为
“为亡母造像”
或“弟子某某敬造”，可知镌刻者多为弟子、信士或邑众，

为民间造像。
“根据对这些造像的集中分析，我们推测当时千像寺
应该是有造像的粉本。信众向寺院捐资供奉，寺院再依
粉本在山石上刊刻。”刘健说，他们还对比了相距不远的
千像寺和正法禅院两处造像，两者在艺术造型、线条运
用、凿刻技法方面有传承接续关系，正法禅院造像应略晚
于千像寺。
大量民间供奉造像的出现，也反映出辽代蓟州地区
经济条件较好。这一点，从“盘山千像祐唐寺创建讲堂
碑”
中可以得到印证。碑文开篇说，
“夫幽燕之分，列郡有
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香耕，实鱼盐
之沃壤；
襟河控岳，当旌戟之奥区。”
描述了蓟州的富庶繁
华和重要军事地位。当年，蓟州处在辽国东西方向的交
通要道上，居住人口众多，
农业和商业发达。

查清记录每一处造像

记者注意到，在有造像的石面下方，都标注着数字
“××：××”。刘健“揭秘”：前一个数字是造像发现地
点的编号，后一个数字表示该地点发现的造像尊数。通
过这样的编码，再结合地图，形成了每一处造像文物的
地理坐标信息。加入照片、文字记述等，他们建立了天
津市全部已发现石刻、摩崖造像的文物档案。
1982 年 7 月，市政府将千像寺遗址列入天津市文物
保护单位。2003 年 3 月至 2005 年 7 月，天津市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通过三年拉网式调查，在千像寺周围 124 处
山石上发现 535 尊线刻造像。由此，2006 年 5 月，国务
院将千像寺造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文物保护

▲ 千像寺造像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者看。
“这个石面原本刻了几尊造像，在光线合适的时候
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但后来上面又刻了乾隆的御笔诗，
‘打破’
（即线条发生冲突）了造像。”众所周知，乾隆笃信
佛教，
如果知道上面已有造像，
按理不会题诗覆盖。
“从这
一点判断，这几尊造像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模糊不清了。”
位。刘健参与了 2003 年那一轮调查，此后一直在从事
刘健说。
千像寺造像保护工作。
千像寺和正法禅院损毁多年，遗址比较荒芜，周边
“造像历经千年风化，而且花岗岩石面本身粗糙难
荆棘丛生。有的造像位于崖壁之上，有的位于深谷之
辨，给野外调查带来很大困难。有时候看不见、看不清，
中，需要借助绳索才能抵达，而且需要反复察看以便留
更别说拍照存档。”刘健介绍，有时候太阳侧光角度合
取清晰的影像资料。追光逐影，市、区两级文物部门在
适，造像就比较明显，其他时候则看不到。这就需要一
调查中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遍一遍上山查找，并选择最佳的光线条件拍摄。
“2003 年那轮对千像寺造像的调查，为这次全市的
其实，伴随多年风化侵蚀，岩石表面逐渐松散脱
调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次专项调查是按照国
落，加上各类沉积物覆盖，不少造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
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展开的。去年 11 月组队，当时盘
模糊。
山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时间紧、任务重、环境复杂艰
刘健特意指了一处有清代乾隆皇帝题刻的石面给记
险，好在我们还是按期完成了工作。”
刘健说。

面临特有课题和挑战

在千像寺遗址处，设有盘山千像寺造像文物管理
工作站，负责文物日常巡护。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还安
装了监控摄像头。
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前身为天津
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主任卢宪旺介绍，千像寺造
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盘山景区进一步强
化了管理措施。无论春夏秋冬，工作站人员坚持 24 小
时全天候驻守。
做好文物管理的同时，
保护修复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察看千像寺周围造像，有的并非竖立，
有的甚至局
部埋没在土石中。刘健介绍，这说明刻有造像的这些
巨石，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发生了倒伏、位移。
今天，这样的位移仍在悄然发生。因为千像寺区
域位于盘山半山腰，周边地势陡峭。巨石下方的土石

基础如果不稳，或相叠的巨石缝隙被雨水长时间浸润，在
轻微震动下就会有下滑的倾向，位移达到一定程度则会
加速下滑。这可能带来两种危险，一是有造像文物的巨
石滚落，二是有造像文物的巨石被其他滚落下来的巨石
冲撞。此前文保工作人员勘察发现，千像寺遗址一处巨
石在近五年间滑移了三十多厘米，目前已紧急采取措施，
进行支护加固保护。
2013 年前后，研究人员通过观测对比，发现千像寺
造像出现风化加剧的迹象，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报国
家文物局立项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千像寺造像文物病
害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为千像寺造像制定出具有针对性
的保护修复方案。
“从技术上讲，
这种体量的野外花岗岩质石刻保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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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禅寺造像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个难题。
”
刘健解释说，花岗岩风化后表面比较粗糙松散，
但往内里质地却很紧密，孔隙率低。这种情况下，保护材
料如何渗入等都需要反复实验，对比研究。
目前，
千像寺造像的保护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
国家文
物局批准，
来自北京的一家专业文物保护施工单位去年已
正式进场。记者在现场看到，
工人们正对千像寺周边的危
岩体进行支护、
加固。据了解，
下一步将会对造像进行沉积
物清理、
脱盐（尽可能将水溶性盐脱出，
减缓结晶风化）、
微
生物抑制处理、
空鼓和裂隙处理、
防风化处理和封护等。
“在保护清理过程中，
把握好度也很重要。我们会清
理有害的部分，确保文物安全性，
同时也会保持文物的历
史感，不是一律洗白洗新。”
刘健说，
文物保护部门将在保
护施工中对每一处造像的具体情况认真分析，持续完善
方案内容，精准施策，
做到
“一块石头一处理”。
千像寺遗址何时向公众开放？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蔡习军对记者表示，目前千像寺还不具备开放条
件，首要的还是要做好、做实基础性的保护工作和研究工
作。蓟州区将全力配合上级文物部门，
“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把文物的历史文化信息好好留存下去。”

▲ 清代书画家绘《千像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