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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
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者。数十年来，以常书鸿先生为代
表的专家学者们扎根敦煌，在荒无人迹
的沙漠中开辟出一片天地，为保护和弘
扬祖国的瑰宝、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

常书鸿先生1927年到法国留学，在
油画艺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在
法国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展中获奖。
1936年，先生在巴黎看到了《敦煌石窟
图录》，看到了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藏经
洞出土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品正是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以非法手
段获取的。这些优秀的祖国传统艺术
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感到有责任回到
祖国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些伟大的艺术，
凭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毅然回到
了多灾多难的祖国。

1936年，常书鸿先生回国后，任北
平艺专教授。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
筹备委员会成立，经过常书鸿等专家学
者们实地调查和积极倡导，敦煌石窟的
保护与研究受到了政府的重视。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隶属于教
育部，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物质条件
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常书鸿先生率领全
所职工在敦煌莫高窟展开了一系列石
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结束了
敦煌石窟长期以来无人管理的状态，使
石窟不再受到人为的破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
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常书
鸿、傅斯年、向达等学者的呼吁下，敦
煌艺术研究所于1946年得以恢复重
组，改隶中央研究院，常书鸿再次被任
命为所长。这一阶段，常书鸿先生率
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开始
了有计划的敦煌壁画临摹。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
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担
任所长。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有了新的
进展。20世纪40至60年代，鉴于当时中
国的实际状况，常书鸿先生认为若有更多
的人了解、理解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就
能更好地展开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
作。常先生率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工
作者有计划地进行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并
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使远
在西北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敦煌
艺术的珍贵价值和历史地位开始被人们理
解。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著作
几乎没有提到过敦煌艺术；而50年代以
后，凡研究中国传统美术者，几乎都充分肯
定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
值。这一重大转变，与以常书鸿先生为首
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
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1951年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敦煌文物研

究所颁奖，充分肯定了以常先生为首的全
所工作者临摹敦煌壁画的巨大贡献。

敦煌壁画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以
前美术工作者都是按自己的喜好自由地
进行临摹，常书鸿先生认为既要通过有
限的临摹品反映敦煌艺术的精华，同时
还要给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这
样就必须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研究性的
临摹。20世纪50年代开始，常先生组织
全所人员开始按专题临摹，分为飞天、动
物、山水、服饰、人物、图案、舟车（交通运
输）等专题。1952年开始对235窟进行
整窟原状原大临摹。通过专题临摹，又
促使部分美术工作者对一些艺术专题进
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如段文杰对服饰的
研究，史苇湘对敦煌美学的研究，关友惠
对图案的研究等，而最终使他们成为敦
煌艺术研究一方面的专家。

经历了1000多年风风雨雨的敦煌莫
高窟，不断经受着地震和崖体结构不稳定
引起的坍塌、强烈风沙的磨蚀、水的渗入等

自然因素的破坏，造成了石窟崖体壁画的
多种病害。常先生为此忧心忡忡，积极向
上级反映情况。常先生的要求受到政府的
高度重视，国家几次从北京派来了专家，到
敦煌石窟实地考察，提出保护措施，修复了
行将坍塌的五座宋代木构窟檐，抢修了病
害壁画。1962年，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
难之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巨款，
实施了1962年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
危崖抢救加固工程。加固后的莫高窟，不
仅570多米长的危崖和350多个洞窟得到
了有效保护，同时解决了洞窟间的交通连
接问题，外观朴素无华。

常书鸿先生以他的艰苦创业精神感
召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使敦煌石窟保
护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如随常先生到敦
煌的董希文、潘絜兹、李浴、段文杰、史苇
湘等成了著名的画家和学者，成为敦煌石
窟艺术研究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常书鸿先生一直重视招纳研究人才，开拓
石窟研究工作的道路。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敦煌文物研究所
内设立了研究部，下设考古组和美术组；还
从兰州大学调来了一批青年教师，从北京
大学招来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开始敦煌
石窟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并着手计划大型
系列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编
撰工作。常书鸿先生在全所组织了多次学
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
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文物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在短时期内发表了一批极有分
量的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上世
纪60年代已开始了的研究。

对敦煌艺术的探索和研究始终贯穿在
常书鸿先生的敦煌工作之中。他以一个艺
术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美
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认为明清以来文
人画家们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山水花鸟小
品，虽然能表现出画家的某种情趣或造型的

才气，但不能反映历史时代精神，不能反映社
会现实，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而敦
煌壁画以其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强烈的时代
性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国古代艺术
的精髓。但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却由于出
自无名画工之手，而得不到文人画家的重视，
为此，常书鸿先生发表了很多文章，介绍敦煌
艺术的风格和特点，强调它在中国美术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如他在1948年发表的《从敦
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强调了敦煌艺术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社
会各界来保护敦煌石窟。上世纪50年代以
来陆续发表《敦煌艺术的特点》《敦煌艺术的
源流与内容》《礼失而求诸野》《敦煌艺术》等
论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艺术的风格特
点以及发展脉络。

常书鸿先生的理论修养是多方面
的，他长期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中国
传统艺术也有着独特、深刻的认识，因
此，他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体现着角度多、
视野广的特点，能够从世界艺术的互动
与发展中，看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

先生还在工作之余写下许多动人的
散文与小品，如《喜鹊的故事》《敦煌抒
感》等，反映出他对敦煌的无限热爱，表
现了一个艺术家丰富的生活情趣。他晚
年著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全面地回
顾了他的人生历程，更表现出他对敦煌
的无限眷恋之情。

常书鸿先生的一生，反映了一位爱
国画家对中国新艺术的探索之路：先是
留学西方，学习油画，继而重新认识和研
究中国传统艺术，开创新的艺术之路，后
来将自己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敦煌石
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为敦煌事业的开
创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热
爱艺术、热爱敦煌、热爱祖国。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文物保

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叶文玲著《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
鸿传》确是一部好书，我是一口气就读完
了。叶文玲写常书鸿，首先是怀着对当
代乡贤的敬慕和尊重之情。在作品的
《后记》里她也写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遇
到常书鸿，怎么动了念头写他的。作者
其实正是出于对文化乡贤的敬重景仰
之情而写常书鸿的，这部《常书鸿传》可
以说是一部用真情写下的大书。

这部作品最鲜活的是有血有肉、有
情有义、有德有道的人物，最重要的是
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品行高洁、志存高远
的仁人志士。首先是主人公常书鸿，他
一生秉执一事，终生毕一事，就是把敦
煌守护好、利用好、开发好，将个人的职
业事业、理想追求、奋斗拼搏，同一件伟
大的事情关联起来，因此他自身也就获
得了伟大。常书鸿倾尽一生都是为了
保护好敦煌，利用好文物，让敦煌莫高
窟这些尘封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石窟、壁
画、雕塑等文物活起来，造福人民。常
书鸿毕生都在为这项工作而努力工作、
而殚精竭虑、而鞠躬尽瘁。在这个过程

中，他牺牲了自己优裕的生活，乃至牺牲
了个人的家庭幸福。如果他不去守敦煌，
不放弃原来很好的生活，他跟陈芝秀的爱
情可能也会是幸福美满一辈子，可能也会
一直都是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但是，因
为守敦煌，因为苦守大漠孤灯，他可能就
对自己的妻儿造成了一些疏忽和亏欠，或
者说他也会心存某种愧疚，换言之，他无
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书的最后，作者
以常书鸿的口吻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盘
点”和剖析，这也可以看作是常书鸿的心
声。常书鸿的一生启示我们：人生应该如
何度过，如何才能过得更有价值、更不虚
此生，也就是，一个人活着，应该考虑为人
世间做点什么、贡献些什么，为历史留下
些什么。常书鸿的这部传记，或者他的人
生选择，自然也就具有一种励志的价值，
能带给读者以思想的启示。每个读者在
阅读这部传记时，都可以通过常书鸿的人
生照见自己，思考来路，做好选择。人生
就是一道道选择题，在每个节点、每个时
间的关口或者人生的路口，都要力争做出
正确的抉择。因此，《常书鸿传》实际上为

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这部作品最动人和感人的是情。首

先是常书鸿的夫妻之情，包括常书鸿跟他
前妻陈芝秀“欢喜冤家”、“爱恨情仇”这样
一种纠结的情感。两个人开始时可以说
是一见钟情、青梅竹马，无奈苍天易老人
情易变，艰苦的环境可能特别能考验爱情
的力量。在西部艰苦环境的考验下，陈芝
秀退却了。这两个人的感情历程让人读
得扼腕唏嘘，怅惘不已。

当然，常书鸿和李承仙的忘年的爱情
故事，更是让人羡慕，二者堪称神仙情侣。
夫妇俩志同道合，琴瑟和鸣，在艰难和苦难
中相互守望和扶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括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时，两个人
相互搀扶一路同行，谱写了一曲真爱长
歌。这是一段动人的爱情传奇，人世间最
美的爱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其次是常书鸿和他的儿女尤其是和
长女常沙娜的父女情深，写得非常动人。
他在繁忙的工作里偶然间发现了女儿绘画
的才华，从此便一个劲儿地鼓励她，在各方
面培养她。当外国友人叶丽华带她去美国

学习，身为父亲的常书鸿百般舍不得她离
去，但为了女儿的前途，又终于放手。三年
之后，常沙娜其实还没学成毕业，但当时新
中国已经成立，她便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于
1950年回国了。常沙娜后来的艺术人生，
也都是在父亲的注视与帮扶之下成长的。
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处处都能看到
常书鸿这位父亲对女儿深情注视的目光，
虽然他陪伴教育她的时间并不很多，但是
沙娜确实始终都得到了父亲的百般关爱与
培植，让她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后
来，常沙娜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艺术大
家，也算是女承父业。

这其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非常动人
的一幕情景。这就是，在常书鸿眼里，他的
妻子就像壁画上的飞天一样，貌美可人的
女儿也像飞天，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也就
是说，常书鸿已经把艺术和生活混融为一
体，在作品中，我们读到，有一天他突然发
现了女儿的美，发现了女儿的冰雪聪慧，感
觉女儿就像壁画上的飞天一样，他把生活
和艺术混合在了一起，艺术即是生活，生活
也是艺术。这种妙不可言的感悟无疑令人

向往。这是一种如歌的人生，一种如诗如
画的生活。当然，常书鸿对艺术的忘我的
境界亦令人叹止。

这部作品最生动的是曲折的情
节。一部作品好不好看，不仅要有大量
的细节，更重要的还要有千回百转的情
节。譬如，当常书鸿发现妻子舍弃幼儿
离家出走后，他当即骑马穷追妻子，这
个过程也很生动。最后他摔断了腿，幸
亏被玉门石油工人孙建初救下，故事由
此得以继续。又譬如，常书鸿跟李承仙
在战乱年代的初次邂逅，和一年后两人
再次相遇，由沈福文做媒，这两个相差
23岁的人出人意外地走到了一起，结果
竟成就了一段令人欣羡的婚姻。这样
的故事也很生动。包括那些普通人、小
人物的故事，虽然笔墨不多，但也都很
动人。比如窦占彪这位平平凡凡的敦
煌的画工，一辈子追随常书鸿，坚守在
敦煌，忠心耿耿，不折不挠，这样的小人
物带给人的是温暖和善美的感觉，形象
也很感人。国民党的陈县长，是当官不
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当常书鸿向他求
助时，他说本县只需贴一个布告让老百
姓不要去偷窃敦煌的文物就行了，常书
鸿向他请求拨款砌一堵墙保护敦煌，他
就是不给经费。国民党的李师长在陈
县长的陪同下，到敦煌去强索雕塑文
物，常书鸿坚决拒绝，但他善于与之周
旋，过程相当曲折，最终没让对方得逞，
常书鸿只答应让他们从自己女儿的画
里挑一幅，对方觉得常沙娜的画也能比
得上飞天壁画的优美，又“得寸进尺”挑
走了两幅。这寥寥数笔的描写都能看
出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

总之，叶文玲的确写了一本有价值
的好书。它不仅是传记文学，也是非常
好的故事读本，在带给读者潜移默化、耳
濡目染的思想启迪的同时，也能给人以
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李朝全

力津报 荐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人生因何而伟大
推荐理由：本书是著名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精心创作的常书鸿传，可谓目前市面上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为写作此书，

叶文玲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常书鸿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是为敦煌献身的一生。1936年，常书鸿毅然放弃了安定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回到面临抗日战争严

峻局势的祖国。1943年，常书鸿几经转折抵达敦煌莫高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

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始了对莫高窟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世纪敦煌》
孙志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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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的交叉点，兴荣交替

直至被人彻底遗忘了几百

年。从1900年6月藏经洞

被重新发现到现在的这120

多年，敦煌学逐渐兴起，莫高

窟从默默无名到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历史遗珠。通过

120年时间跨度的影像对

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代的

敦煌守护者为什么而奉献，

而着迷。我们看到的，并不

是遗迹和死掉的壁画，而是

活生生的历史和生命脉动。

樊锦诗

《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常书鸿著，

天地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纪念常书鸿先生

推荐理由：本书讲述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结缘敦煌、保护敦煌的传奇

经历。他以亲切质朴的笔触，极具深情地回忆了一生的坎坷经历。各章中

间嵌入常书鸿各时期的创作与感想，使人能细致了解他当时的思想与心

境。这本自传不仅是常书鸿一生奋斗的记录，更是一本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见

证，还是敦煌文化的普及读本，面对困难人生不妥协的励志模本。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
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

护研究基金会、赵声良编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21年3月

本书通过高清图文的展

示，向大众普及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知识，维护、传承

和弘扬尊重历史、保护传统文

化的意识，为铸造民族之魂、

培育文化之根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保护好

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历史

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在守望我

们的精神家园，守望中华民族

复兴的文化血脉。读者在领

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会自觉保护文化遗

产，关心敦煌和其他文化遗

产，关注民族复兴与文化根脉

的传承，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千秋万代永相传承。

《敦煌》
【日】井上靖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本书是日本作家井上靖

的长篇代表作，讲述了一个

人的跋涉之旅，隐现出鲜为

人知的敦煌。

一块写有西夏文的神秘布

片，牵引出北宋书生赵行德一路

踉跄的人生。他做过举子、西夏

兵卒、负心人、经校、叛军，历经

着战争、爱情、背叛与死亡。一

路随波逐流，越过尸横遍野的战

场，穿过沙尘遍地的大漠，从命

运的高地流向低地。在刀兵四

起、黄沙漫天的敦煌，他的一个

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千年之

谜。鸣沙山下，千佛洞中，一个

沉睡千年的世界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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