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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非非、赵洪南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版图上，曾长期被北
方游牧民族统治的东北及内蒙古地区，早在公元
1020 年建造了一座融合中华民族诸多文化内涵
的旷世杰作，更为神奇的是，历经千年风雨，今天
的她仍完美如初独立于世，这就是位于辽宁义县
的辽代皇家寺院奉国寺。

千年古刹为何未被战火毁灭？木构建筑为何
能千年不朽、屹立不倒？如此大体量、大面积、艺术
水平高超的泥塑彩绘、壁画缘何出现在一千年前
的山海关外辽西谷地？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记者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走进奉国寺。

揭开“千年国宝”的神秘面纱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 1020 年），占
地面积 6 万平方米，存有世界规模最大、最古老的
彩绘泥塑造像群，历经辽、金、元、明、清，至今整整
一千年仍保存完好。1961 年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进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位于山海关外，锦州之
北，北倚闾山、南望渤海，大凌河横贯东西。义县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里的历史建制，可
上溯到战国时代的燕国辽西郡，在西汉时期设置
为交黎县，东汉以后改称昌黎。辽宋时期，这里是
辽中京道的宜州。金天德三年（公元 1151 年）改宜
州为义州，属北京道。明代改州治为卫城，属辽东
指挥使司。清代废卫城，恢复义州。入民国后，义州
于民国 2 年改为义县，沿用至今。

“一座伟大的建筑，往往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
文化象征。义县奉国寺大殿就是这样一座蕴含了
中华民族诸多文化内涵的旷世杰作。”故宫博物院
原院长单霁翔如此评价。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曾在海内外斩
获多项大奖，此片正是取景于奉国寺。电影开篇的
背景用的是奉国寺的壁画，片中有一组镜头，摄影
机从大殿上的七尊佛像前缓缓扫过，那种令人眩
晕的艺术之美，以及恢宏气魄直抵观众的内心。

可以说，凡第一次来到奉国寺的人，无不被其
庄严、恢宏、壮美的气度所震撼。

北方初夏的清晨，阳光柔和地照向这片黛瓦
红墙。记者一行来到奉国寺，进入山门，奉国寺大
殿的身姿豁然展现，它的全部轮廓牢牢吸引住观
者的视线。宏伟的大殿，与观者隔着漫长笔直的甬
路、内山门、牌楼、天王殿和层层的绿树，仿佛一位
隔着层层面纱的美人，让人愈发想近前一探究竟。

步下台阶，走上甬路，道路两侧绿树成阵、庭
院开阔。漫长甬路的尽头，内山门前静卧两只石
狮，使用本地特有的一种深褐石料，看起来像是铁
铸的一般。沿建筑中轴线穿过层层空间，进入礼仪
之门后，奉国寺大殿呈现在面前，其气宇轩昂，殿
堂深邃，雄踞于高台之上，在月台上左右钟鼓二亭
的对比衬托之下，愈加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震撼。

这座单体面积 1800 平方米，中国现存最大的
九开间大殿——大雄殿。其形制为五脊单檐庑殿
式，筑于高 3 米的台基之上，面阔九间，长 55 米，
进深五间，宽 33 米，含月台高达 24 米。

走近大殿，最先看见殿内阳光照射的部分，历

尽沧桑斑驳的地面、森森而立的殿柱与碑碣。进入
高大的殿门，仿佛置身于艺术殿堂。抬眼望去，雕
塑群高大、庄严、生动；木构梁架上的彩绘，色彩艳
丽，美轮美奂。

义县文物局局长王飞告诉记者，奉国寺是中
国古代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木
构建筑，殿内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彩绘
泥塑造像群，它的价值体现在建筑、木构梁架上的
绘画、雕塑、石刻、壁画等多方面。

据王飞介绍，大雄殿内遗存的建筑彩绘约
4000 平方米，主要绘于大雄殿梁架及斗拱内侧及
内槽斗拱上，全部为辽代原作。这批彩绘不仅年代
早，而且数量多，保存完整，艺术价值极高。彩绘内
容包括飞天 42 幅，莲（荷）花、牡丹、海石榴等若干
幅，其中，飞天在我国古代建筑彩绘中极为罕见，
在建筑艺术史和美术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文物鉴赏家杨仁恺先生在《中国书画》一书中评价
辽代彩绘时指出“奉国寺大雄殿梁架上彩绘依然
保存很好，光彩夺目，其中的飞天造型特佳，犹存
唐代风标，甚为稀见。”

王飞说，奉国寺大殿出檐深远，气势宏伟，庄
严肃穆，与南方建筑比较夸张的飞檐转角相比，奉
国寺大殿屋檐更为平缓，体现出北方辽代粗犷而
厚重的风格特点。

广袤的辽西腹地为何建有皇家寺院

谈到奉国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兴建这座建
筑的历史背景，那就是雄踞中国北方两个多世纪
的由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国。魏晋之前，契丹人已经
居住在今天的内蒙古、辽西一带，与中原政权屡有
战争冲突。不过，也就是在常年的部族冲突中，契
丹人逐渐吸收了汉文化的影响。据《辽史》记载，契
丹人早就宣称他们是黄帝或炎帝的后裔，与汉族
等其他中原民族一样是炎黄子孙。他们至少在唐
代末年开始就以汉化为重要国策，有意愿融入中
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公元 907 年，唐代结束，中原大地开始进入
“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也就是这一年，史称辽太
祖的耶律阿保机被拥立为契丹国主。

那么，这座距今整整千年的辽国皇家寺院为

何选址义县小城？历史学家和考古界专家对此有
多种说法，这也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争论的话题。
但其中公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奉国寺为辽国第
六位皇帝——圣宗皇帝耶律隆绪，为缅怀母亲萧
绰（字燕燕，人称萧太后）所建。

萧绰即是在戏剧舞台上为后人所熟知的萧太
后，为辽景宗的皇后、辽“四朝老臣”北府宰相萧思
温的第三女，历史上是辽国非常有才略、有作为的
政治家、军事家。当时，因景宗皇帝体弱多病，有时
无法上朝。即史载为：“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
朝。”因此，处理朝中军政大事，多由皇后萧绰代
理。这就是《契丹国志》卷六所记载的“刑赏政事，
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

辽乾享四年（公元 982 年）九月二十四日，景
宗皇帝逝世，他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即圣宗。萧
绰被尊封为“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公元
1009 年），萧绰归政于辽圣宗，不再摄政。同年十
二月，病逝于行宫，享年五十七岁。

义县，辽称宜州，居辽中京（大定府，遗址位于
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之东，正是承天太后萧绰
的出生地，也是其家族封地，又是皇帝册封的皇族
头下州（城）的风水宝地，更是辽国皇帝朝拜五大

镇山之一的北镇医巫闾山（辽陵祖陵）的必经之
地，在当时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因此，圣宗皇帝才会选址于白狼水（今大凌河）、
闾山西麓的宜州城外风水要穴，建造规模如此
宏大的奉国寺。

解开奉国寺历经劫难仍安好

的谜团

人类的历史，书写于史书，也书写于建筑。
法国诗人、社会学家色伽兰曾说：“西方的历史
是用石头写就的。”那么，中国则是用木头书写
了历史。经过历年的考察研究，可以确认建造于
中唐至北宋末年（含同时期的辽代）的木构建
筑，迄今不过六十余处，其中义县奉国寺大雄殿
尤以震撼人心魄的大体量、大气势雄冠千古。

历经千载，奉国寺不可思议地经历了几次
历史上的劫难，而雄姿依然。

一劫——金灭辽战争。二劫——元灭金战
争。元大德七年（公元 1303 年）碑刻记载：“……
兵起，辽金遗刹，一炬列殆尽，独奉国寺孑然而
在……”三劫——元代大地震。元至正二十七年
（公元 1290 年），武平（今宁城）发生强烈地震，地
震波及奉国寺，周边房屋均坍塌，而奉国寺殿宇
仍巍然屹立。四劫——辽沈战役义县攻坚战。
1948 年 10 月 1 日，奉国寺大雄殿殿顶被一枚炸
弹击穿，炮弹落在佛祖释迦牟尼佛双手之中，有
惊无险的是炮弹没能爆炸，只是损伤了佛像右
手（1950 年，原辽西省拨专款派文物专家刘谦对
其修复）。神奇的是另有两枚炸弹落在寺院中也
成了哑弹。

对于一座千年古刹来说，历经千年依旧保
护得如此完整，堪称奇迹。王飞说，金国灭辽国
打得十分惨烈，此后在元灭金的残酷战争中，疆
域内上千座寺院遭灾难性破坏，在这种政权更
迭的无数次战争中，奉国寺却屡屡意外地保留
了下来，至今都是解不开的谜团。也许正是奉国
寺偏居关外一隅，远离城市而使她能躲过战火
的焚毁，得以保全。至于元代大地震中，奉国寺
为何也未伤及毫毛，主要是木构榫卯建筑的构

造特点起了作用。大雄殿是以木结构的柱、斗
拱、梁、坊组成的框架，由巨大的木柱支撑起屋
脊，木柱实际上是平置在石柱础上，而非埋于地
下，当地震来临时，木柱与石柱础之间可以错
位，起到了化解地震波的作用，木柱在晃动之后
又可以归位，使整体建筑安然无损。木构建筑中
运用的这种力学原理，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奉国寺管理所所长康海鹰告诉记者，整个
大雄殿 1800 平方米，只用了 48 根巨大木柱，墙
里 28 根，殿里 20 根。历经千年木柱不腐不朽不
倒，这和当时的设计构造有很大的关系。奉国寺
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古代人建造技术的科学性和
精湛技艺，比如大殿下面的月台是用夯土堆成
的，大殿的木柱立于石柱础上，避免了木柱埋进
土壤致腐朽的破坏性。而木柱的选材皆为成长
千年的挺拔油松，至今还有松油涌出，这种木材
的“生命力”很是神奇，既能防蛀防潮湿，又不易
风化腐朽。

修复和保护让千年古寺走向不朽

在大雄殿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对文物进行
修复的多名工作人员。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马琳燕告诉
记者，奉国寺整个建筑连同大雄殿内保存的辽
代彩塑、彩绘等艺术品，因岁月的流逝而自然风
化、破损严重，彩塑造像身上的颜料起甲、龟裂、
酥碱、脱落趋势明显，浮尘也对其造成一定程度
的污染。按照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从去年开始对
这里的文物有计划地开始修复，目前一期工程
主要对殿内的彩绘泥塑造像进行修复。

正在现场进行施工的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洪说，文物修复是一项非
常细致且耗时很长的工程，要做到慎之又慎，不
能有一点马虎，而且文物修复最好使用原材质、
原工艺。文物是什么样，我们就尽可能用同样的
东西来修复。

据王飞介绍，历朝历代对奉国寺都有过维
修和保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奉国寺的维
修项目不断，保护现状明显改观。从 1950 年开
始，国家就相继修复了战争中损坏的大雄殿屋
顶、彩绘泥塑造像断臂等。1961 年 3 月 4 日，国
务院公布奉国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保护工作更加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984年至 1989年，国家文物局设计施工，对
奉国寺的维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王飞说，
这次维修共耗资五百万元，针对梁架立柱走闪，个
别木构件损坏，进行修补墩接，修旧如旧。更换修
补残破的椽子、望板和瓦顶；加固柱、梁、坊和斗拱；
重新砌筑了四周檐墙；加固了山墙上壁画，揭取明
代坎窗下面壁画；加固修缮了月台等。

历尽千年，在不断地修复和保护中，奉国寺至
今仍散发着不朽的历史文化艺术光辉，以它突出
的特色和完美的遗存，使辉煌的中华文化艺术，通
过建筑、雕塑、彩绘等艺术形式展现给世人。

离开奉国寺时，已近黄昏，夕阳在大雄殿铅
灰色的巨大屋顶上，涂抹出金黄色的光芒，使这
座千年古寺显得愈加的庄严和神秘。

小县城的皇家古刹为何能安然屹立千年？

▲这是大约上世纪 30 年代拍摄
的奉国寺（资料照片）。

▲奉国寺大雄殿外景（6 月 9 日摄，无
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姚剑锋摄

▲ 6 月 8 日，工作人员对奉国寺的彩绘
泥塑进行保护修复。本报记者姚剑锋摄

本报记者易艳刚、李坤晟

1945 年，葛剑雄出生于浙江南浔镇宝善街，
虽然 12 岁就迁居上海，但他始终关注着故乡的一
草一木。

南浔地处太湖之滨，自古为鱼米之乡、蚕桑之
地。近代以来，南浔的鸿商富贾重视家风传承，从
商向善的家风文化在南浔兴盛。

自幼耳濡目染，后经文献考证与社会调查所
得，葛剑雄发现南浔家族的家风家训在中国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一直闪耀着人文的光辉。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
中，融入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
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
神财富。

从 2017 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在全区
广泛开展“最美家风＋”建设活动，通过立家规、传
家训、扬家风，推动乡风、企风、校风、政风建设。

6 月 11 日，葛剑雄回到故乡南浔，接受了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草地周刊专访，讲述自己对新时
期家风建设的理解。

在故乡养成幼时生活习惯

草地：您曾到过南极、北极、西藏阿里和非洲
的乞力马扎罗山。走过这么多地方，记忆中的故乡
是什么样子？

葛剑雄：我在南浔上到小学六年级，12 岁去
了上海。童年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到现在，我对故乡的一草一木，特别是接
触过的人，仍感到非常亲切。

不能说我所有一切全是故乡决定的。我到了
上海，了解的知识肯定更多了，世界更广阔了。但
我的根还是在南浔。

故乡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幼时养成的生活习
惯。有些习惯是改不掉的。在上海这么多年，总有
人说，你的口音里怎么还带着乡音呢？

草地：能讲讲小时候父母对您的言传身教吗？
葛剑雄：今天南浔宣传历史上的家风传承，很

多都是大家族。像我家这样的平民百姓，通常是亲
属中间有一个人相对杰出。他身上有值得你学习
效仿的品质，这个人就会给你带来很大影响。

我的舅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失学多年，新
中国成立后，又重新读书，考上了师范，后来还读
了浙江大学。小时候，我觉得家里最有文化、最讲
道理的人就是舅父。当时，我家庭困难，有一年连
学费都缴不出来。老师说，再不缴就不能进教室
了。最后，舅父帮忙代缴了学费。他还经常给我们
带书，记得有一本《中国历史故事》，我很喜欢。

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亲是个不善言辞
的人，但他做事刻苦，爱钻研。他当银匠，就尝试把
名字打在婚戒上。后来去了上海的仪表厂，很复杂
的工作都能胜任。母亲是个非常勤俭的人，她让我
从小就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适应社会的
各种变化。

家风建设要扩展到邻里社区

草地：近年来，南浔开展“最美家风＋”建设活
动。历史上南浔家风传承，基本出自当时的大家
族。今天，如何让家风建设飞入寻常百姓家？

葛剑雄：为何在传统社会家风很重要？当时社
会比较封闭，一些比较富裕的、上层的家族，子女
很多。这些家族为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
位，保持家族繁荣，往往对家族成员提出比法律和
社会公德更高的要求。这样，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中，很容易受到了家风的影响。

现在没有大家庭了，人们也不再聚族而居。孩
子上大学，基本不住在家里。一个人从成年开始就
可能接触更广阔的社会。

传统的家风在今天遭遇了挑战。它存在的基
础没有了。怎么办？今天的家风建设应该扩展到邻
里和社区。除了工作，现代人主要联系就是社区。
个人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有好的品德
的养成，都可以从中发力。

草地：如何看待南浔尝试以家风建设推动社
会治理？

葛剑雄：《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南浔的方向是对的。前面我已讲了，今天的家
风建设局限于家庭，意义不大，作用有限。在小家
庭找个道德模范，可能比较困难；如果扩大到一个
社区，就相对容易了。同时，这个人跟我们一起生
活，潜移默化，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家风建设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必须落
实到行动中去，要防止形式主义。

所以，今天我们讲家风，重要的是怎样把好的
理念，通过具体的活动，通过共同生活，相互学习，
真正推广下去。

如果南浔能够取得成绩，肯定在这一方面做
了切切实实的工作。今后的效果评价，绝不是看挂
在上面的标语，而是看实际情况。

优秀的家风与时俱进

草地：如何理解新时代家风建设的意义？
葛剑雄：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过去，我们的精神文明受制于物质文明不发
达。比如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房间，为了生存，很
难保持文明的生活。

现在，整个社会物质的需求基本满足了，但精
神方面还需要提升。比如，现在大家养宠物，精神
文明上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有的人不好好管理
宠物，或者不尊重公德。

未来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特别是“第二个

一百年”，从小康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富裕的社
会，重视家风能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国自古
不是宗教国家，而是通过教育、文化解决信仰问
题。提倡新时代家风建设不是偶然。

草地：传统的家风繁盛于农耕社会。新时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风？

葛剑雄：家风建设，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不要搞形式主义。一讲家风，就要祭祖之类
的，都是形式。传统社会的家风，比如对女孩子
的限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也必须扬弃。

真正优良的家风是与时俱进的。旧社会的
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后代，也有成为科学家，
成为新社会的干部，甚至传承红色家风的。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周叔弢先生去世后，邓
颖超去慰问。她说，你们周家了不得，十个子女
全是大学毕业，十个子女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前一条有很多人能做到，后一条，据我了解没有
哪个大家族做到。

周叔弢先生的祖父做到清朝一品大员。他
们家是官僚地主家庭，为什么后代是共产党员？
真正优秀的家风是与时俱进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先生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作为知名企业
家，带头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不能一讲孝顺，就把二十四孝拿出来。
特别是政府，在主导推动的时候，方向一定不能
错。不能去适应封建社会的家风，而不适合今天
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一定要把握清楚，正确
引导。

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

草地：怎样才能做好家风传承？
葛剑雄：家风不是一定要给孩子讲很多道

理，不一定要树立多高的目标。首先要自己能做
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小孩子跟着学，长大
了，让他自觉地明白应该怎么做。如果他从小跟
你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你的话能接受，你也会更
了解他。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告知黑的是白的，

就会黑白颠倒，很难再纠正了。
现在有些家庭说孩子怎么不好，应该反思

是不是做了坏的榜样。所以，家风强调的是家长
要以身作则。

以前有个例子，一个孩子作弊，老师告诉家
长。家长责问孩子：“你怎么作弊？”孩子很奇怪：
“不是你上次告诉我的吗？人家都作弊，你为什
么不作弊？现在你来骂我。”

所以家风建设的根还是在家庭。有些人在
社会上，形象很好，但在孩子面前恰恰不好。给
孩子树了坏的典型，自己还不知道。家风一定要
抓住根子，首先就是父母怎样影响你的孩子。

草地：您又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呢？
葛剑雄：我的孩子 1979 年出生。改革开放

后，跟我们原来的时代完全不同。她出生在上
海，6 岁的时候跟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上了一年
小学，又回到上海。我和爱人始终坚持自己
带她。

我跟她有非常融洽的感情。她可以批评我，
但绝对尊重我。我注重培养孩子自立。她喜欢旅
游，但从来是一个人去，不依靠旅行社。她的经
济状况不错，但不用化妆品，不追求名牌。

当年她报考复旦的时候，选择专业很纠结。
她喜欢文科，讨厌数学，但后来同我商量，还是
不念文科。她说：“文科念好了，人家说靠的是你
爸。念不好，又丢你的脸。”所以，她念到大三，同
班同学都不知道她是我的孩子。后来，她找工
作、跳槽都是自己做决定，我没操过心。我对她
非常放心，也很满意。

不过，有一次是她主动和我商量。当时她在
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公司财务人员在退税上钻
空子，她作为财务总监不同意。同事告到老板那
里，老板让她照同事的办法做。她问我该怎么
办？我反问，你看怎么办？她说，我应该守住。我
说，我支持你，就是丢了工作也支持。结果，到年
底公司给她发了一个大奖，说她维护了公司的
价值理念。

（参与采写：徐小成、张博令、郑思琳、廖
梦茹）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家风建设不能只写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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