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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宿州褚蘭漢墓車馬出行圖方位模式
王倩*
摘 要
褚蘭漢畫像石墓位於安徽宿州東北部，由兩座約建於東漢建寧四年（西元 171 年）
時期的墓葬組成。該墓中車馬出行圖描述的內容並非為現實世界的生活場景，它實際
上是亡靈升天圖。褚蘭車馬出行圖中的車馬一律向右並且向西而行，該製圖模式反映
了亡靈西行而抵達西王母所在不死世界的升天意圖。由此可知，褚蘭漢畫像石表述的
宇宙是垂直二分的世界：以大地為中心分為人間與天堂，與此相對應的為此世與彼世，
即生前與死後世界。褚蘭漢畫像描繪的空間模式源自戰國時代人死後升入西方樂園的
神話理念，為中國本土信仰的產物。

關鍵詞：褚蘭、漢畫像石、方位、西方、宇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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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褚蘭漢畫像石墓位於安徽宿州市東北部，距離宿州市約 67.5 公里，距離徐州市約
30 公里。1956 年安徽省博物館派專人前往發掘，共清理出兩座漢畫像石墓：一號墓與
二號墓，其中包括數段墓垣、兩座石祠、一個墓碑。根據碑文記載，褚蘭漢畫像石二
號墓建於東漢建寧四年（西元 171 年）
，一號墓建墓時間與二號墓相距不遠。褚蘭漢畫
像石墓共計出土漢畫像石 32 塊，石上雕刻畫面達 60 餘幅，內容涉及伏羲女媧、西王
母、鋪獸銜環、神獸、車馬出行、百戲、拜謁、觀舞、庖廚、連璧紋，等等。褚蘭兩
座畫像石墓葬同時出土了墓垣、祠堂與墓碑，此種情況在全國極為罕見，而二號墓碑
的明確紀年，使得它成為安徽、徐州、山東與河南等地同類漢畫像石墓葬研究的典型。
宿州褚蘭漢畫像石墓的發掘至今已有 58 年，但因各種主觀與客觀原因，關於該
墓的研究並不多見，除卻 1993 年《考古學報》發表的王步毅先生撰寫的考古發掘報告
之外，只有兩篇論文對褚蘭漢畫像石進行過專題探討。1當下褚蘭漢畫像石墓研究存在
的一個突出問題乃是，研究者並未充分意識到其畫面表述的理念與思想，而往往流於
畫像形象的考證與雕刻技法這類話題的探討。實際上，作為皖北漢文化的載體，褚蘭
漢畫像石刻畫的內容是漢代文化的典型表述，也是漢代宗教理念的再現。本文試圖通
過圖像場景的闡釋，探討褚蘭漢畫像石背後的空間觀念，即漢人關於空間層次的基本
理解以及對於不同空間相互關係的認知態度，並探尋其空間結構的觀念性源頭。

1

參見王步毅，
〈褚蘭漢畫像石及有關物像的認識〉
，
《中原文物》第 3 期（1991 年 10 月）
；嶽
翔，
〈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研究〉
，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4 期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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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馬升天

圖 1 山東蒼山縣東漢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
圖片採自山東省博物館、蒼山縣文化館，
《山東蒼山縣元嘉元年畫象石墓》，
《考
古》第 2 期，1975 年 3 月，頁 127，圖五。
在褚蘭漢墓中，與漢畫像石同時出土的還有碑文與祠堂，以及明確的紀年，這就
給它表述的空間意識提供給了較為方便的認知條件。因圖像具有多義性，較為可靠的
方式是文字表述，我們先從碑文開始解讀。褚蘭二號墓祠堂正璧刻有碑文，碑文殘缺
不全，文字如下：“建寧四年二月壬子……為塚墓石……父以九月乙巳母以六月……
多子孫……上人馬皆食大（太）倉……律令……祿慕高榮壽敬要（腰）帶朱紫車……
貴延年……德子孫常為……”。2這裡要強調“上人馬皆食大（太）倉”這句話，它是

2

王步毅，
〈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
，
《考古學報》第 4 期（1993 年 10 月）
，頁 545。本文所引
用之原文與出處皆源自該文獻，下文引用之處僅僅列出篇名與頁碼，其餘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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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漢畫像石空間結構的關鍵。熟悉漢畫像石研究的學者都知道，“人馬皆食大（太）
倉”這句話並非褚蘭漢畫像石墓所獨有，它在業已出土的漢墓畫像中普遍存在。譬如，
四川簡陽鬼頭山東漢岩墓三號石棺的右壁畫像題記3，河南許昌漢畫像石磚題記4，山
東蒼山縣東漢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5（參見圖 1）
，內蒙古和林格爾一號漢墓西壁的壁
畫題記6，等等。部分學的研究表明，從上述圖像刻畫的情境而言，此處的“大倉”與
“太倉”實指天界的糧倉，“食大（太）倉”意為已經食用了天界的食量，即已經升
天。7這就意味著，墓主人死後要去的彼岸世界是天界。
褚蘭一號墓葬石祠西壁上雕刻的圖像場景表明，人死後要升入西王母所在的世
界，享受不死的樂園生活。亡靈要進入這個世界，就必須借助於相關的工具或媒質。
褚蘭二號墓葬的石祠北壁、東壁、西壁三面牆基刻畫了車馬出行圖（圖 2）
，與此同時，
二號墓前室的南壁、東壁、西壁、北璧四面牆基石上，也刻畫了車馬出行圖（圖 3）
。
墓葬的石祠與墓室的牆基石上雕刻車馬出行圖，這種現象非同尋常，值得深思。從褚
蘭漢墓這七塊刻畫車馬出行圖的畫像石所處的位置來看，它們皆雕刻于牆基石之上。
漢畫像石墓葬的結構富有象徵意味，牆基不可能是天堂的象徵，這些車馬出行圖自然
不是天界的出行圖。就石上畫像描述的場景而言，這些車馬出行的陣容非常龐大，有
單駕軒車，有雙駕軒車，有單駕軺車，也有雙駕軺車，甚至還有駟馬高車，二號墓葬
前室西壁上的車馬圖中還出現了軒車車轅上龍首高揚的情景。根據王步毅先生的考
證，二號墓葬的墓主人“胡元壬生前確實未作過官吏，……胡元壬很可能是當時郡縣
中的富豪之輩。”8由此可以推測，牆基上刻畫的車馬出圖形並非是墓主人生前的圖
像，因為這些車馬出行圖很多車馬的規格遠遠超出了胡元壬的作為郡縣富豪的身份，
尤其是駟馬高車與龍首高揚的軒車，這是帝王的專車。這些圖像既非現實生活中的圖
像，也非天堂圖像，那麼它究竟屬於哪個宇宙層面的畫像呢？

3
4
5

6

7
8

方建國等，
〈四川簡陽縣鬼頭山東漢崖墓〉
，
《文物》第 3 期（1991 年 4 月）
，頁 24，圖一六。
具體參見黃留春，
〈許昌漢磚石畫像〉
（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 年 5 月）
，頁 48，圖 75。
山東省博物館、蒼山縣文化館，
〈山東蒼山縣元嘉元年畫象石墓〉
，
《考古》第 2 期（1975 年 3
月）
，頁 127，圖五。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和林格爾漢墓壁畫》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6 月）
，
頁 14。
陳路，
〈漢畫榜題“上人馬食太倉”考〉
，
《南都學刊》第 3 期（2005 年 5 月）
，頁 16-18。
同註 2，頁 548。

4

論宿州褚蘭漢墓車馬出行圖方位模式

圖 2a.褚蘭二號墓石祠北璧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圖 2b 褚蘭二號墓祠堂東壁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圖 2c 褚蘭二號漢墓石祠西壁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圖片採自王步毅，
《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
，頁 539，
圖三三。

圖 3a 褚蘭二號墓前室南壁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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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 褚蘭二號墓前室東壁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圖 3c 褚蘭二號墓前室西壁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圖 3d 褚蘭二號墓前室北璧牆基石車馬出行圖
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以上圖片採自湯池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4·江蘇、安
徽、浙江漢畫像石》
（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頁 122-123，圖 162。

圖 4a 褚蘭一號墓前室南壁額枋車馬出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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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以上圖片採自湯池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4·江蘇、安
徽、浙江漢畫像石》
（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頁 125，圖 165。

圖 4b 褚蘭一號墓前室北壁額枋車馬出行圖
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圖片採自王步毅，
《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
，頁 527，
圖一四。

圖 5 山東武梁祠左石室屋頂前陂東段車馬畫像
約東漢桓帝建和四年（西元 148 年）
，原石藏於山東省嘉祥縣武氏祠保管處。圖
片採自中國畫像石編輯委員會，蔣英炬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1·山東漢畫像石》
（濟
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6 月）
，頁 62，圖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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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蘭二號墓石祠的畫像石圖像為我們提供了該問題的答案。在二號石祠東壁牆基
石的南側面，即祠門東側，刻畫了一隻肩生雙翼的神羊，同樣，在二號石祠西壁牆基
石的南側面，即祠門西側，刻畫了一隻雙翼的神羊。肩生雙翼的羊是神話世界的動物，
也是天界的神聖生物，它的出現象徵著天界。將牆基作為參照物，車馬隊伍向著右方
前行。在漢畫像石表述的世界裡，右方是神聖的方向，象徵著西方，也是人死後升入
9

天界的方向。 這就表明，這些車馬隊隊伍向著天界前進。也就是說，它們行駛在去天
界的途中，車馬實為人死後升天的媒介或工具。車馬作為承載亡靈升入天界工具的證
據，可以在褚蘭一號墓葬畫像石雕刻的場景中得到驗證。褚蘭一號墓葬前室南壁額枋
與前室北璧額枋刻畫的車馬場景（圖 4）表明，承載亡靈升天的車馬隊伍已經到了天
界，等候多時的使者低頭恭迎。為何判定這兩幅額枋畫像石上的車馬出行圖為天界車
馬圖呢？因為車馬畫像下端是神獸圖，神獸屬於天界，二者處於同一個畫面上，此處
的車馬出行自然在天界。亡靈借助車馬升天的理念同樣能夠在全國各地的車馬出行圖
中得到驗證，其中山東嘉祥武梁祠左石室屋頂前陂東段車馬出行畫像石場景中尤為典
型（圖 5）
。在武梁祠左石室屋頂前陂東段畫面上，車馬從墓葬出發後，一路向西，最
後行駛於雲中，直奔西王母所在的世界。只不過，褚蘭漢畫像石僅僅描繪了人死後靈
魂借助車馬升天的場景，並未刻畫神明借助何種工具降臨人間的圖像。因此我們至多
只能說，褚蘭漢畫像石僅描述了人類靈魂升入天界的途徑，至於神明借助何種路徑與
人類感通，我們無法從褚蘭漢畫像石描述的場景得知。畢竟出資建造墓葬的人關心的
是其祖先死後的歸宿，而不是神明如何與人類進行溝通。因此，我們能夠斷言，褚蘭
漢畫像石墓描述的天地之間的感通是從人類到天界的單向運動，並非是神明與人類之
間的雙向運動。

二、車馬尚右
褚蘭漢墓刻有車馬出行圖的石頭共有 10 塊，其中一號墓 2 塊，二號墓 8 塊。一
號墓車馬出行圖位於墓葬前室南壁與北壁的額枋上（圖 4）
，二號墓的車馬出行圖有一
幅繪於祠堂西壁，三幅繪於祠堂北壁、東壁與西壁的牆基石上（圖 2）
，合成一幅完整

9

具體參見王倩，
〈左東右西：論漢畫像石中的西王母方位模式〉
，
《文化遺產》第 2 期（2014 年 3
月）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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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車馬出行圖，4 幅繪於墓葬前室南壁、東壁、西壁與北壁的牆基石上（圖 3）
，同樣
合成一幅完整的車馬出行圖（關於車馬出行圖的位置與圖像場景，參見表 1）
。褚蘭漢
畫像石墓共計出土漢畫像石 32 塊，而車馬出行圖就有 10 塊，約占畫像石總數量的三
分之一，這個比例值得深思。饒有趣味的是，儘管這十塊畫像石出自不同的兩個墓葬，
各個畫像石所在的墓葬位置各不相同，它們卻表述了同樣的意義：車馬是亡靈升天的
工具，亡靈駕馭車馬最終達到天界的新家。仔細分析便知，在褚蘭漢墓中，不管畫像
石位於何種位置，其上刻畫的所有車馬出行一律向著同一個方向前行，多數漢畫像中
的車馬出行圖亦如此。較之於其他類型的圖像，漢畫像中的車馬右行一種較為奇怪的
現象，值得深入探討。
表 1 褚蘭漢墓車馬出行圖情境
墓葬

圖像位置

圖像情境

車馬前行方向

圖像寓意

M1

畫像兩層，上層車馬出行，下層為神獸圖。上
墓 葬室 前 室
層畫面為三輛加幡軺車飛馳前行，一騎者前
南壁額枋
導，一戴武冠者相迎。

畫面右方

到達天界

M1

畫像兩層，上層車馬出行，下層為神獸圖。上
墓 葬前 室 北
層畫面三車前行，首車為雙駕軺車，後兩車為
壁額枋
單駕軺車。車馬皆有一禦者，一乘者。

畫面右方

到達天界

M2

祠堂西部

畫面分為四層，第一層為天界，車馬出行位於
第二層，畫面模糊，車馬位於畫面中央，兩邊
有侍者站立。

畫面右方

到達天界

M2

祠堂北壁牆基

畫面右方

到達天界

M2

祠堂東壁牆基

畫面右方

升天途中

M2

祠堂西壁牆基

畫面右方

升天途中

畫面右方

升天途中

畫面右方

升天途中

M2

馬車四輛，畫面右方第一輛馬車為單駕軒車，
墓 葬前 室 西
第二輛為雙駕軒車，車轅飾有龍首，第三輛為 畫面右方
壁牆基
為雙駕軺車，第四輛為單駕軺車。

升天途中

M2

墓 葬前 室 北 單駕軺車三輛，輕車一輛。輕車無蓋，乘者戴
武冠。每車一禦者一乘者。
壁牆基

升天途中

M2
M2

驂駕軒車兩輛，雙駕軺車一輛，軒車車轅飾有
龍首。車前一伍伯，一騎吏前導。
驂駕軒車兩輛，雙駕軺車一輛，軒車車轅飾有
龍首。
驂駕軒車兩輛，雙駕軺車一輛，軒車車轅飾有龍首。

墓 葬前 室 南 雙駕軺車三輛，每車一禦者一乘者，車前一伍
壁牆基
伯前導，一騎吏揚鞭策馬。
墓 葬前 室 東 三輛馬車，畫面右方首車為駟馬高車，後跟兩
輛雙駕軺車，車前伍伯二人。
壁牆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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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擴大視野便會發現，全國各地的畫像石中均出現此種車馬出向著同一方向前
行的場景，學界關於車馬出行的探討也已形成相當聲勢。多數學者關注的焦點是車馬
出行的象徵意義，譬如信立祥和巫鴻，二者皆將探討的中心設定在車馬出行的實質上。
10

另外一部分學者探討的核心是車馬出行圖的象徵意義，例如李立先生就認為，漢畫

像石中車馬出行的方向是向左，象徵車馬西行，隱喻了墓主奔向西方而尋求生命的再
生和永生的繪畫意圖。11但李立先生犯了一個錯誤，漢畫像石中的車馬出行不是向左，
而是向右。再者，漢畫像石從未存在西方為左方的方位理念，只有西方為右方的認知。
這裡的關鍵是還是左與右方位劃分的參照物問題，下面簡單加以闡釋。
首先要加以強調的是，漢畫像是刻在石頭上的畫，不是地圖，它是漢代喪葬藝術。
今人探討其方位，必須以漢畫像石自身描繪的參照物作為劃分方位的基準，同時參照
當時社會劃分方位的標準，不能以現代製圖學的方位劃分標準來劃分其方位。漢畫像
中有許多表示水準方位的符號，其中尤為典型的是西王母、東王公，太陽，月亮，青
龍，白虎，等等。這些方位符號所在的位置表明，漢畫像方位劃分的參照物不是觀察
者，而是圖像石自身。在上述方位符號中，標示東方的東王公、太陽、青龍圖像位於
畫像石的左方，而標示西方的西王母、月亮、白虎位於畫像石的右方。因此可知，與
現代製圖學遵循的左東右西的方位劃分原則相反，漢畫像石描繪的方位模式為左東右
西。以實物或人作為參照物劃分左右的做法並非畫像石所獨有，它是漢代儀禮普遍遵
循的方位劃分原則。漢代君王佩劍，軍隊行軍佈陣，官吏車馬出行，男女行路，均將
12

位於中央者作為界定左右之參照物。 在東與西兩個方向的界定上，漢畫像石與現代
製圖學是一致的，但二者方位模式中的左右位置恰好相反。因此研究者在表述漢畫像
石方位時，不應遵循現代製圖學界定方位原則，而應遵守漢畫像石自身以及漢文化象

10

11
12

信立祥先生認為，漢畫像石中的車馬出行圖的實質是墓主人的靈魂從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
受祭祀，其源頭為傳統的祖先崇拜觀念和以“仁”為核心、以“孝”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倫理觀
念。而巫鴻先生則斷言，漢代墓葬中的大量車馬圖像具有不同的指向，其中一部分用以表明墓
主的官職或墓主其他生前經歷，另一部分則是對送葬行列或是想像中靈魂出行場面的描繪。具
體參見。信立祥，
〈漢代畫像中的車馬出行圖考〉
，
《東南文化》第 1 期（1999 年 2 月）
，頁 47-63；
巫鴻，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漢代喪葬藝術中的“柩車”與“魂車”》
，載于巫鴻，
《禮儀
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
（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 6 月）
，頁 260。
李立，
〈漢畫車馬出行畫像的神話學詮釋〉
，
《理論與創作》第 6 期（2004 年 11 月）
，頁 117-124。
王倩，
〈論漢畫像石方位劃分參照物〉
，
《文藝理論研究》第 6 期（2014 年 12 月）
，頁 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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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體系方位劃分規約。
褚蘭漢畫像車馬出行方向皆朝向著畫面的右方，根據漢畫像石方位特徵可知，右
方為西方。那麼我們便可進一步斷言，褚蘭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具有尚右的特徵，這與
多數研究者的車馬左行的觀相衝突。這種左與右方向相反的關鍵就在於，多數研究者
根據現代製圖學左東右西的方位規約劃分漢畫像石車出行的方位，從而將畫像石的左
方視為觀察者的右手方向，漢畫像石的右方看作觀察者的左手方向，由此造成了筆者
眼中的車馬右行，而多數研究者眼中的車馬左行的現象。實際上，若按照畫像石自身
劃分方位的原則，多數車馬出行的方向基本是向右而不是向左。漢畫像石中的右方是
西方，那麼褚蘭漢墓中車馬就朝向西方前行，由此出現車馬尚右、尚西的空間方位特
徵。尚需說明的是，就像其他漢畫像石描述的圖像場景一樣，褚蘭出馬出行圖並非是
墓主生前生活的真實寫照，而是其死後亡靈的旅行圖，其目的在於導引亡靈升天。這
就意味著褚蘭漢畫像石車馬尚右方位元元模式的背後是亡靈西上升天的彼世理念，反
映了漢人關於死後亡靈進入西方天界或樂園的空間方位認知。

三、西上升天
本質上說，亡靈升天屬彼世信仰範疇，它是人類關於時間認知體系的一個組成部
分。就像其他地區的漢畫像石一樣，褚蘭漢墓關於西上升天的時間觀念是借助於墓葬
空間及其繪畫來表現的。除卻車馬出行圖之外，西上升天思想還有其他的圖像表現要
素，諸如男墓主與女墓主端坐圖，拜謁圖，歌舞圖，西王母圖像，連璧紋，所有這些
圖像體系都是西上升天信仰的表現，它們以視覺敘事的方式表述了漢人的彼世信仰。
因此可以斷言，一方面，這些圖像表現了褚蘭漢墓西上升天的彼世信仰，另外一方面，
它們又成為西上升天思想的一個部分，並且建構了西上升天思想。

圖 6a 褚蘭一號墓前室東壁額枋拜謁圖 (原石左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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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以上圖片採自湯池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4·江蘇、安
徽、浙江漢畫像石》
（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頁 125，圖 163。

圖 6b 褚蘭一號墓前室東壁額枋拜謁圖 (原石右端畫面)
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以上圖片採自湯池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4·江蘇、安
徽、浙江漢畫像石》
（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頁 124，圖 162。

圖 7a 褚蘭一號墓前室西壁額枋歌舞圖 (原石左端畫面)

圖 7b 褚蘭一號墓前室西壁額枋歌舞圖 (原石右端畫面)
原石藏於安徽省博物館，以上圖片採自湯池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 4·江蘇、安
徽、浙江漢畫像石》
（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年）
，頁 125，圖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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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褚蘭漢墓中，墓室東壁與西壁是極為重要的墓葬空間。褚蘭漢墓一號墓葬與二
號墓葬均為東西走向，一號墓葬“墓室由雙甬道、橫前室、雙後室和一個耳室組成。
墓門向西，墓向 285 度。”13二號墓葬“由前室、兩側室和後室組成。墓門在前室之
西，無甬道。墓向西，280 度。”14既然墓門朝西，墓室的東壁與西壁便成為表現升天
信仰的重要空間，東壁面向西方，因此西方便是正方向，西壁面向東方，便成為負方
向。因此，西壁畫面表現西上升天的佈局與東壁畫面表現西上升天的佈局有所不同，
細化到具體的情節，便表現為墓主人的坐向與隨從站立的方向上。具體說來，褚蘭一
號墓葬墓室東壁所繪畫像在表現西上升天觀念時，將墓主人描繪為坐于門向西開的天
界房舍之內，男主人位於畫像石的右方，拜謁者一律朝向畫像的右方站立。比如，一
號墓葬前室東壁額枋畫像（第 2、3 石，參見圖 6）
，前室東壁北段畫像（第 10 石）
。
上述場景中的墓主人畫像均位於墓室東壁，即均面向西方端坐于門向西的屋舍中，屋
頂站立的神鳥表明此為天界，拜見墓主的來訪者面向畫像右方站立拜謁。以上畫像皆
位於墓室東壁，畫面正對西方，拜謁者面向畫面右方即西方站立。這些圖像以一種視
覺化的方式標明，墓主的亡靈已經抵達西方天界。

圖 8 褚蘭一號墓南北後室東壁連璧紋

13
14

同註 2，頁 516。
同註 2，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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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圖像為北後室，右手圖像為南後室。圖片採自王步毅：《安徽宿縣褚蘭漢畫
像石墓》
，頁 526，圖一二；頁 521，圖六。
較之於墓室東壁畫像，褚蘭一號漢墓墓室西壁圖像的佈局有所不同，但它同樣以
視覺敘事的方式描繪了墓主在西天樂園的彼世生活。一號墓葬前室西壁額枋（第 5、6
石，參見圖 7）畫像上，女主人端坐于畫面的左方的屋舍之內，房外眾多舞女分成兩
組表演歌舞。屋頂上棲息的神鳥表明，這是墓主在天界的生活場景，女主人面朝畫面
的右方，右方即為西方。這就表明，女主人已經到了西方的天界，在享受彼世生活。
在褚蘭漢墓中，西上升天的圖像表現通常借助於兩類神話圖像，一是具體的神話
形象，諸如西王母、神鳥，神獸，以及鋪首，等等；二是抽象的神話符號，比如連璧
紋。褚蘭漢畫像石墓葬在表現亡靈西上升天的彼世理念時，除了借用前文所講的具體
的神話圖像之外，它還特別看重抽象的連璧紋。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將連璧紋
解讀為一種抽象的裝飾性圖紋，從而忽略了它在漢畫像石墓葬的象徵性意義。15在神
話學中，連璧紋是神話符號，用來象徵天界。16褚蘭一號漢墓在表達西上升天的信仰
時，將用來象徵天界的連璧紋刻意繪於墓葬南北後室後壁正中，並且在連璧紋的中間
刻畫了表示天界的蓮魚圖與墓主會客圖（圖 8）
。一號墓葬的墓門向西，南北兩後室為
墓主棺槨存放處，南北兩後室的後壁正中即為東壁正中，其上的圖像面向西方，以此
隱喻墓主亡靈的歸宿為西方天界。
褚蘭漢墓以畫面主角面向西方來象徵墓主西升入天的思想並非偶然，這種現象在
漢畫像石與壁畫墓葬中隨處可見，甚至在西漢壁畫墓與戰國時期的帛畫上也普遍存
在。在河南洛陽燒溝村西蔔千秋墓墓室頂脊壁畫中墓主人夫婦升仙圖中（圖 9）
，儘管
二人升仙的工具有所不同，但他們均面向畫面的右方即西方行進。該畫面中的三天神
鳳、舟形蛇、飛犬、蟾蜍，這些神話形象皆向畫面右方前行。同樣，山東臨沂金雀山
九號漢墓墓主升天圖（圖 10）中墓主，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非衣”圖中升天的
老嫗（圖 11），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墓主升天圖（圖 12），大連營城子漢墓二號

15

16

譬如，張志春先生就認為，連璧紋是一種抽象的裝飾性符號，並無確切象徵意味。具體參見張
志春，
〈從具象到抽象的演化軌跡：對陝北等地漢畫像石一種紋樣的文化追溯〉
，
《藝術百家》第
3 期（2003 年 6 月）
，頁 95-99。
具體闡釋參見葉舒憲，
〈論四重證據法的證據間性：以西漢竇氏墓玉組佩神話圖像解讀為例〉，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4 年 10 月）
，頁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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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壁畫墓（圖 13），上述畫像中的主角皆面向西方升天。這些漢墓中的墓主升天圖表
明，褚蘭漢畫像表述的西上升天信仰並非是區域性現象，而是漢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宇
宙論。進一步說，西上升天的信仰並非漢代獨有，在戰國時期的楚地帛畫中早就存在，
其中較為典型的當屬長沙陳家大山戰國楚墓帛畫中墓主升天圖（圖 14），長沙子彈庫
楚墓帛畫墓主升天圖(圖 15)。

圖 9 洛陽燒溝村蔔千秋墓夫婦升仙圖17

17

18

圖 10 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墓主升天圖18

圖片採自徐光冀主編，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
（5）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頁 16，
圖 14。
圖片採自臨沂金雀山漢墓發掘組，
〈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
，
《文物》第 11 期（1977
年 11 月）
，頁 29，圖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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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墓主升天圖19

圖 12 馬王堆三號墓帛畫墓主升天圖20

圖 13 遼寧大連營城子壁畫墓中墓主升天圖
圖片採自徐光冀主編：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8）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頁 2，圖 2。

19

20

圖片採自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年 12 月）
，頁 62，圖版七六。
圖 片 採 自 湖 南 省 博 物 館 網 頁 ， 網 址 ：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collection-info/
collection-info!frontCollectionDetail.action?id=c994aa6659ef4e5b8cb0c22df5fbd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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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圖 14 長沙陳家大山戰國楚墓帛畫墓主升天圖

22

圖 15 長沙子彈庫楚墓帛畫墓主升天圖

這就意味著，西方在褚蘭漢墓的空間方位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成為死後亡
靈歸宿地的代稱。這樣看來，褚蘭兩座漢墓的墓門皆面向西方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它
有著深遠的方位象徵意義，那就是為亡靈提供西上升天的方位導引。至於漢墓以及戰
國時代的楚墓為何將西方作為升天的方位，寥寥數語難以闡釋透徹。不過我們能夠肯
定，西上升天與右行升天具有密切的關聯。既然右方為西，左方為東，那麼就可以推
斷，這種方位模式的參照物一定是面南背北的。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而西方是太
陽下沉的地方，日升則光明，日落則昏暗。西方與右方由此成為漢人想像的死後之地，
但人們情感上又不願意將亡靈歸宿地想像為黑暗之地，他們寧願想像亡靈向著西方高
升到了天界。另外，
《山海經》和《淮南子》等神話文本的敘事表明，西方天界是昆侖
仙境，又是黃帝、西王母東等神仙的居所，又有陸吾和鳳皇鸞鳥等神獸仙禽，還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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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採自湖南省博物館網頁，網址：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 specialExhibitions/gb/
lpainting.html?columnid=0138e019ff344028848338dfea210004&preid=0136f70b7c94402884833642
69582ba0.
圖片採自湖南省博物館網頁，網址：http://www.hnmuseum.com/ hnmuseum/ specialExhibitions/ gb/
silkpicture.htm?columnid=0136f7d76d7840288483364269582c0a&preid=0136f70b7c944028848336
4269582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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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與不死樹等奇花異草 。因此人們頗為嚮往，希望能夠到西方尋找樂園。某種程度
上，戰國到漢代帛畫與漢畫像石描繪的西上升天的場景受到了神話理念中西方樂園觀
念的影響，褚蘭漢畫像石西上升天的圖像場景也是這種思想的產物。我們能夠肯定，
這種西上升天的理念與佛教西方樂園並無直接關聯，因為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西上
升天的方位模式與理念，那時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褚蘭漢墓西上升天的方位理念並非
是受佛教思想影響，而是中國本土信仰的產物。

結語
由前文分析可知，褚蘭漢畫像石表述的宇宙是垂直二分的世界：以大地為中心分
為地上與地下兩部分，地表為人間，地上為天堂，與此相對應的為人類此世與彼世，
即生前與死後世界。人死後亡靈借助於車馬西行而高升到西方世界的天堂，即通過地
表水準方位的轉換到達垂直空間的交匯（參見圖 16）
。這種空間帶有明顯的宗教象徵
意味，為神話式想像世界。不難看出，褚蘭漢畫像石的空間模式強調西方世界是亡靈
歸宿地，其理念源頭為戰國時代的神話信仰，它是中國本土信仰的產物，並非為佛教
思想影響所致。此種空間理念的現實基礎為人類對外界的感知，即人類通過身體的體
驗與觀察而獲得的經驗。我們因此能夠斷言，褚蘭漢畫像描繪的空間是非理性的經驗
世界，其空間意識屬體驗的宇宙論範疇。

23

《山海經·西次三經》中描述的昆侖山神獸有神獸陸吾與鶉鳥，
《山海經·海內西經》描繪的昆侖
山神獸有開明獸、鳳皇鸞鳥，神樹則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離朱、木禾、
柏樹、甘水、聖木曼兌等。
《淮南子·地形訓》描述的昆侖山神樹有木禾、珠樹、玉樹、璿樹、
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碧樹、瑤樹等。具體參見袁珂校注，
《山海經校注·西次三經》
（成
都：巴蜀書社，1996 年 10 月）
，頁 55-56；頁 345-351；陳廣忠譯注，
《淮南子·地形訓》
（北京：
中華書局，2012 年 1 月）
，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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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褚蘭漢畫像石空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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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ional Structure of Pictures of a Tour by Chariots of
Han Stone Carvings of Zhulan in Suzhou County
Qian Wang*
Abstract
The Han stone carvings of Zhulan(褚蘭) are located in Suzhou County(宿州),
Anhui province(安徽), and it is made up of two tombs which were built in four
years in Jianning(建寧) in approximately 171 AD. The contents of pictures of a tour
by chariots are not the scene of real life but rather a guide map to heaven. The
chariots of Han stone carvings of Zhulan go west and right and west which reflect
the intention that the dead spirit will arrive in the immortal world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So we can infer that the world carved on the Han stone carvings
of Zhulan is a vertical and dichotomous cosmos. The univer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by the earth, namely heaven and human society, or the current life which one
lived and the afterlife. The space pattern of Zhulan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paradise
belief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t was the product of ancient Chinese native
beliefs.

Keywords: Zhulan(褚蘭), Han stone carvings, direction, west, 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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