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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河石窟位于陕西省旬邑县土桥镇胡

洛沟口村一座名为菜花山的山峁之腰， 山东

侧紧邻自北向南流的泾河支流三水河。 从石

窟处溯河北上，约 1.2 公里为马家河村，石窟

即按此村命名，约 12.5 公里为旬邑县城。 菜

花山海拔 858 米，石窟所在处崖壁面北，即石

窟位置坐南朝北， 包括一座大窟和数座小龛

（图一）。 马家河石窟主窟作为唐代少有的中

心柱窟，于 1992 年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长期以来虽有报道与研究提及，但

无系统专门的调查、 研究成果。 笔者最初于

1994 年同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研究

员冈田健对石窟进行了初步测绘调查， 其时

窟内龛像已经现代重妆，面貌大改，幸得旬邑

县文化馆馆员何一平提供 20 世纪 80 年代拍

摄的重妆前照片， 石窟之本来面貌才得以记

录。 之后 2014 年，甘肃省平凉市华亭煤业集

团刘晓华造访石窟， 将所拍摄照片提供给笔

者使用。 本文为对马家河石窟的初步调查成

果并拟对其开凿年代、造像题材、石窟形制等

进行初步研究。

一 石窟调查

崖壁上以主窟为中心，在其上方和两侧的崖

面上， 中心对称地分布有 7 座像龛 （编号 K1～

K7）， 另有至少 4 排榫孔从像龛上方至主窟下

方依次排列，在这些遗迹的最上方为“人”字形

椽槽，槽两端还开有垂直向下的排水槽，榫孔

与开槽应为早期窟檐建筑遗迹，尤其从“人”字

形开槽可以看出窟檐为两坡屋顶（图二、三）。

（一） 主窟

主窟面北，是窟室平面略呈方形、平顶的

中心柱窟。 窟门圆拱形，高 1.6、宽 1.49、深 0.6

米。窟室东西阔约 4.42、南北深约 4.33、高 2.03～

2.18 米。 窟内中心柱平面呈横长方形， 东西长

2.2、南北宽 1.45 米。 中心柱距离两侧壁约 1.13

米，距前壁约 1.6 米，距后壁约 1.39 米。 窟室中

心柱的正（北）、西、东壁各开 1 龛，背壁平整无

雕饰；窟室的后（南）壁开有 3 龛，两侧壁表面

作高浮雕像，前壁窟门两侧无雕饰，顶部无雕

饰，只留有凿痕。 尽管窟内龛像历经千余年多

有残损，且在现代重妆以前，历史上有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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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马家河石窟远景（摄于 1994 年）

图二 马家河石窟外立面（摄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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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塑、补塑，龛像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初唐风格

（图四）。

1. 中心柱正（北）龛

正壁上为尖拱形龛，高 171、宽 177、深 58

厘米，龛下基坛高 33 厘米。 龛内雕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像， 并有上方二飞天像。 佛倚坐于长方

形高台座上，后有舟形身光及圆形头光，两臂

下垂，双手抚膝，其中右前臂与手用泥补塑；两

膝外张，双足向前，仅露出正面，各踏一朵仰莲。

佛的肉髻呈馒头形，肉髻与头顶布满螺发，面部

有用泥补塑痕迹，脸型长圆，两颊丰满，颈部三

道蚕纹，宽肩细腰，胸肌凸出，身着袒右式大衣，

衣纹条条凸起，平行排列，较为密集，下摆覆座，

衣纹呈 U 形排列， 大衣整体贴身如出水状，衣

纹较形式化，疏密有致（图五）。

二弟子直立于仰覆莲台上，均有圆形头光，

面部均有用泥补塑痕迹。其中左弟子老者形象，

双手用泥重塑，相握于胸前，内着僧祇支，外着

大衣通覆两肩， 右衣角似搭左肘。 右弟子青年

形象，左手握右手叠放于腹前，内着交领衣，中

衣露出右袖，外着大衣覆左肩，右衣角自右腋

下绕过腹前搭左肘。

二菩萨胯部扭向主尊呈 S 形

身姿站立于仰覆莲台上，均有圆形

头光，高发髻，面部有用泥补塑痕

迹，手臂为重塑，原外侧臂应下伸

体侧；袒上身，斜挂帔帛，饰有项

圈、臂钏、腕钏，下着长裙，有裙腰，

衣纹疏密有致，贴服身体。

二飞天呈倒“八”字形向下俯

冲之姿，上身袒露，下着长裙。

2. 中心柱西龛

西壁上为尖拱形龛，高 170、宽

143、深 27 厘米，龛下基坛高 40 厘

米。 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

并有上方二飞天像。 佛结跏趺坐于

椭圆形逐渐下收的高台座上，右手

施无畏印，左手抚左膝。 佛的肉髻

呈馒头形，肉髻与头顶磨光，脸型

长圆，两颊丰满，颈部三道蚕纹，宽

肩细腰、挺胸收腹，身着中衣搭肘式大衣

[1]

，下摆

覆座，下摆衣纹中间呈 U 形，两边垂直，衣纹断

面呈阶梯形，更加厚重、写实（图六）。

二弟子直立于仰覆莲台上，均有圆形头光，

头部有用泥补塑痕迹，其中左弟子老者形象，左

图三 马家河石窟外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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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串珠于腹前，右手抚小腹，衣着与正龛左

弟子同，胸前肋骨毕露；右弟子青年形象，手势、

衣着与正龛右弟子同。

二菩萨姿势、发型、衣着与正龛二菩萨基本

相同，其中左菩萨胸前肌肉刻划与斜挂帔帛和

其他不同，似有过改动。 二菩萨头部均有用泥

补塑痕迹，而手臂未见修补，可反映手势原貌：

靠内侧手臂弯曲抬起， 靠外侧手臂垂于体侧，

拎净瓶。

二飞天姿势、衣着与正龛二飞天基本相同，

右飞天头部为用泥补塑，双臂上举，执飘带，左

飞天双手合十。

3. 中心柱东龛

东壁上为尖拱形龛，高 168、宽 147、深 40

厘米，龛下基坛高 41 厘米。 龛内雕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像，并有上方二飞天像。该龛像与西龛基

本相同，唯佛双手捧钵于腹前，佛座上部为长方

形台，下部为柱形支撑；左弟子头戴风帽，双手

亦捧钵于腹前；右菩萨上身与西龛左菩萨同，似

有过改动（图七）。

4. 后（南）壁中龛

后壁中间为尖拱形龛， 高 151、 宽 160、深

23 厘米，龛下基坛高 60 厘米。 龛内原本雕一佛

二弟子二菩萨像，但在 1994 年以前各像已经补

塑。主佛身体及头部均有改动，用泥修补为一尊

白衣观音像， 仅可从露出的石胎判断其原为结

跏趺坐佛像， 左手似施禅定印， 右手似施无畏

印。 像坐于仰莲台上， 台下有一长方形束腰高

图五 中心柱正（北）龛

（摄于 20世纪 80 年代）

图六 中心柱西龛（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66



台座，束腰部位刻有壸门（图八）。

二弟子、二菩萨均立于重瓣仰莲台上，体型

瘦小，头部用泥新塑，服饰虽与中心柱龛胁侍相

似，但衣褶立体，线条简明，不似后者衣薄贴体，

衣褶柔和。另外姿势亦有不同，右弟子左手置于

腹前，右手垂于身侧。 二菩萨上身均斜挂帔帛，

靠外一侧手臂均下垂体侧， 左菩萨靠内一侧小

臂横置于腹前，右菩萨靠内一侧手臂弯曲向上。

5. 后（南）壁西龛

后壁西龛为平顶长方形龛 ， 高 133、宽

125、深 17 厘米，龛下基坛高 58 厘米。 龛内仅

有一尊垂足倚坐佛像， 坐于长方形高台座上，

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两膝外张，双足“八”

字形分开，各踏一朵仰莲。 佛像头部与身体风

化严重，可见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褶较立

体（图九）。

6. 后（南）壁东龛

后壁东龛为尖拱形龛， 高 138、 宽 100、深

15 厘米，龛下基坛高 57 厘米。 龛内现存一佛一

弟子像，右弟子缺失。 龛像风化严重，只能辨认

大概轮廓。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于腹前施

禅定印，台下为长方形束腰高台座，与后壁中龛

佛座相似（图一〇）。

左弟子左手执串珠于腹前， 右手似握左

手腕。

7. 西壁浮雕

窟室西壁从窟顶到距地面 51 厘米的壁面

全为浮雕， 其中靠近窟门方向的北部浮雕已被

图七 中心柱东龛（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图八 后（南）壁中龛

（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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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铲平，并抹灰绘制壁画

[2]

，现仅存南部浮

雕，但风化严重，只能辨别大体轮廓或个别服

饰。 浮雕分为上、下两层，每层按有头光的主像

为一组画面统计，上层残存 4 组，下层残存 3 组

（图一一）。

上层从内（南）到外（北）第 1 组：雕山石、大

树，树下主像结跏趺坐于台座上，面向正前方，

有圆形头光，右臂弯曲抬起，手捧某物伸向大

树，左臂下垂，左手抚膝。 主像身左有一矮小人

物，似为跪姿，双手伸向主像作供奉状。

上层第 2 组：主像与第一组主像相似，唯面

向左前方，手势呈镜像。 主像身左有一矮小人物，

为正面立姿，双手于胸前合十，身后远处有山、树。

上层第 3 组：主像几被铲平，从轮廓看向右

侧身结跏趺坐于台座上，有圆形头光。 主像右

前方站立一较高人物，双手捧物献于主像。

上层第 4 组：雕一株高大的植物，旁边主像

已被铲平，附属人物也无法辨认。 主像左侧仍

可见一些花草树木。

下层从里到外第 1 组：五朵云气从下至上

依次腾起，旁边一人物右腿盘起，左腿下舒，呈

半跏趺坐，头部已残，身着交领僧衣，外披覆肩

袒右式大衣，衣褶刻画立体，风化痕迹不明显，

不应为主像。 其左侧壁面被铲平，主像不存。

下层第 2 组：主像已被铲平，仅上方残存一

幡伞，上缘似有火焰宝珠，下方一点人物轮廓。

下层第 3 组：浮雕已被铲平，仅残留一有圆

形头光的坐姿佛像轮廓以及左侧一矮小人物

轮廓。

8. 东壁浮雕

窟室东壁从窟顶到距地面 58 厘米的壁面

全为浮雕，其中靠近窟门方向的北部浮雕相对

完整，再北即为后世绘制的壁画，而南部浮雕

风化严重。 浮雕大致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残

存 3 组，下层残存 2 组（图一二）。

上层从内（南）到外（北）第 1 组：已风化侵

蚀不清，仅残留一点痕迹。

上层第 2 组：主像侧身倚坐，面向左前方，

右手撑在台座上，有圆形头光，头部及身体风

化严重。 主像身右站立一附属人物，双手捧物

图九 后（南）壁西龛（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图一〇 后（南）壁东龛（摄于 1994 年）

68



献于主像，上身似袒露，斜挂帔帛，下着裙，有

腰裙，头部风化严重。

上层第 3 组：主像结跏趺坐，有头光，身后

露出椅背，身着交领大衣，面部、手部被铲平。

主像身右原雕有一附属人物，现仅存残迹。

下层第 1 组： 主像已风化不存。 主像身右

站立一附属人物，双手捧物献于主像，上身袒

露，下着裙，头部风化严重。

下层第 2 组：主像向右侧身结跏趺坐于台

座上，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有圆形头光，头部

风化严重，身着覆肩袒右式大衣，衣褶写实，下

摆覆座。 该像上身偏长，是东、西壁浮雕中保存

较好者。 主像右前方有一似法轮的圆形物。 主

像身后左下方有一矮小附属人物，被山石遮挡

住大腿以下部分，双手捧一物献于主像，上身

袒露，下着裙，有腰裙，头部残损。

（二） 崖壁像龛

1. K1

圆拱形龛，内雕似右腿下舒的半跏趺坐菩

萨一躯。 菩萨头戴宝冠，面部已残，戴项圈，肩

图一一

西壁浮雕（摄于 2014 年）

图一二

东壁浮雕（摄于 2014 年）

■ 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初步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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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璎珞，胸部以下损毁较严重（图一三）。

2. K2

圆拱形龛，内雕一主尊二胁侍像。 主尊结

跏趺坐于束腰台座上，胁侍似为菩萨装扮。 三

像风化残损严重。 龛内上部有题记，难以辨认。

3. K3

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 佛

结跏趺坐，右手似施无畏印，左手抚膝，脸型方

圆、丰满，似身着中衣搭肘式大衣，衣纹略写

实。 二弟子与二菩萨像的姿势、衣着均与窟内

中心柱正龛胁侍像相似，唯头部皆毁，表面不

同程度风化。

4. K4

圆拱形龛， 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表

面风化残损严重（图一四）。

5. K5

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 佛

结跏趺坐于椭圆形束腰台座上， 右手施无畏

印，左手残，面部损毁，有桃形头光，似身着通

肩式大衣，下摆覆座，衣纹样式与中心柱正龛

佛衣相近。 二弟子头部和右菩萨上半身残损。

四尊胁侍的姿势、衣着均与窟内中心柱正龛胁

侍像相似（图一五）。

龛下方壁面磨平， 东端浅浮雕一女供养人

侧身像，面向西，手持长柄莲蕾，身后有一名略

矮小的随从。 壁面西端原可能有男供养人像与

之对称，今已残损。 壁面中间从西至东书有唐咸

亨五年（674 年）题记，部分文字尚可辨认，录文

如下：

……」远……」河□□□□躯希登彼

岸世界」 妻万□三郎知电影知难□□□

□」□会知□敬造弥陀像一龛□□□」二

□广照无边八十真容穷□□」□□月而长

悬金色庄严齐天地而永同」□□立浊于无

垠后属□□□□□」□□□□□往生无量

寿□□□□□□」□□□愿 皇 源□□□

□□□□」□今□俱登正觉」 大唐咸亨五

年岁次甲戌……」……

6. K6

圆拱形龛，内雕佛像一躯，结跏趺坐于束

腰台座上，施禅定印，表面残损。 龛下方壁面刻

有游人题记，年款已无。 龛东侧还有一小龛，但

像已不存。

7. K7

尖拱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其中左菩

萨像已毁。三尊像与 K3 佛与菩萨像相似。龛下

图一三

崖壁像龛K1~K3

（摄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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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壁面刻有元大德十年（1306 年）游人题记，已

漫漶不清。

二 石窟开凿年代、造像题材与建筑形制

1. 开凿年代

马家河石窟内外造像风格基本为同一时

期，可从 ７ 世纪下半叶的初唐佛教造像中找到

相似的例子。

与中心柱正龛主尊倚坐佛像可参照的有日

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西安宝庆寺唐长安四年

（704年）姚元景造倚坐佛并二菩萨像（图一六）

[3]

。

该像为唐长安城光宅寺内由武则天资助的七

宝台上的石刻，其主尊螺形发髻，挺胸，收腹，

细腰，两膝外张，双足向前，身着袒右式大衣及

其衣褶处理等均与马家河主尊十分相似。

与中心柱东、西龛主尊跏趺坐佛像可参照

的有龙门石窟唐高宗（649～683 年在位）龙朔元

年（661 年）完工的韩式洞主尊（图一七）

[4]

、永

昌元年（689 年）起手的北市香行社像龛主尊

（图一八）

[5]

。 主尊的丰满身躯与佛衣样式均相似。

图一四

崖壁像龛 K4~K7

（摄于 1994 年）

图一五

崖壁像龛 K5

（摄于 2014 年）

■ 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初步调查与研究

71



2019 年·第 2 期

此外，中心柱东、西龛内二菩萨像胯部扭

动，内侧手臂弯曲抬起，外侧手臂垂下拎净瓶

等特点与姚元景造像、 龙门石窟唐上元二年

（675 年）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中二菩萨

像相似。

中心柱三龛弟子像中，右弟子以双手交叠

于腹前，左弟子有以双手合十于胸前，是唐武

周时期流行的弟子像造型，可见于武周时期完

成的陕西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第 70 龛内二弟子

像（图二〇）

[6]

。所不同的是，马家河弟子像竖直

站立， 千佛洞右弟子像则将胯部扭向主尊，应

为弟子像从高宗到武周时期的变化。

马家河石窟外崖壁像龛，应为窟内工程完

成不久后雕凿。 从像龛 K5 下方遗留的咸亨五

年（674 年）造像铭记可推知，马家河石窟很可

能完工于咸亨五年之前的显庆（656～661年）至总

章（668～670年）间。

2. 造像题材

马家河石窟的造像题材同样反映了 7 世纪

下半叶初唐时期的特点。

中心柱正龛主尊为倚坐佛，倚坐佛是唐高

宗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图像，从已知有题记的

倚坐佛像看，多是表现在未来世界下生成佛的

弥勒，如龙门石窟唐咸亨四年（673 年）完工的

惠简洞主尊弥勒

[7]

。 因此推测马家河石窟中心

柱正龛主尊亦为弥勒佛。

图一六 唐长安四年姚元景

造倚坐佛并二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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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柱西龛与窟外 K5 的主尊均为施无畏

印的结跏趺坐佛，而根据 K5 的造像铭记可知，

二者极可能为阿弥陀佛。

中心柱东龛托钵的结跏趺坐佛应表现的

是药师佛。 唐代药师佛像一种为腹前托钵结跏

趺坐，一种为单手托钵站立，前者如龙门石窟

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北市丝行龛南侧洞北

壁药师佛（图一九）

[8]

。

可见，石窟内的供奉主体即中心柱三龛像

由下生的弥勒佛、东方琉璃光世界的药师佛以

及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组成，三者都是唐

代佛教流行的崇拜对象。

石窟后（南）壁西龛倚坐佛也应为弥勒，可

能原与中龛、东龛组成释迦、过去佛、未来佛的

竖三世佛题材

[9]

。

至于石窟两侧壁的浮雕，由于风化侵蚀较

严重， 仅东壁下层第 2 组主像明显为佛像，但

笔者认为原本每组浮雕中有项光的主像都表

现的是释迦，与之伴随的附属人物则表现具体

的故事情节，周围的树、山石、花草等则表现故

事发生的场所。 因此，两壁浮雕原应表现的是

释迦说法、传教或救度众生的因缘（或佛传）故

事，与新疆克孜尔石窟或敦煌莫高窟内壁画的

表现内容相似。

窟外崖壁像龛 K1 中的半跏趺坐菩萨很可

能为地藏菩萨，因为龙门石窟唐代有铭文的同

类造像均为地藏，如宾阳南洞一龛的半跏趺坐

菩萨像，其发愿记“咸亨四年（673 年）四月八

日将作监丞牛懿德造地藏菩萨一躯”

[10]

。 除 K1

外，其余均以结跏趺坐佛为中心，从 K5 铭文

看，这些坐佛应多为阿弥陀佛，但也不排除释

迦的可能。

3. 建筑形制

马家河石窟采用中心柱窟形制，该形制最

早从印度传入中国

[11]

，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洞窟

形制， 经历了新疆龟兹地区的隧道式中心柱

窟，甘肃河西走廊与云冈石窟中十六国与北朝

早中期的双层方塔柱式中心柱窟，以及中原北

方地区北朝晚期的单层方塔柱式中心柱窟几

个阶段

[12]

。 至隋代，中心柱窟少有开凿，但并未

绝迹，如天龙山石窟隋代第 8窟、莫高窟隋代第

292、302、303、427 窟等。 入唐以后，中心柱窟极

■ 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初步调查与研究

图一九 龙门石窟北市丝行龛

南侧洞北壁药师佛

图一七 唐龙朔元年龙门石窟

韩式洞主尊

图一八 唐永昌元年龙门石窟

北市香行社像龛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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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除莫高窟中心柱窟延续至晚唐、五代

甚至元代以外

[13]

，其他地方还可见宁夏固原须

弥山石窟初唐第 105 窟以及与马家河石窟地

理、时代最接近的彬县大佛寺不晚于唐咸亨二

年（671 年）的千佛洞、罗汉洞。

千佛洞中心柱非常低矮与粗壮，中心柱前

窟顶为横向券顶结构， 并较其他三面顶部略

高， 或许为莫高窟中心柱窟前人字披顶的孑

遗。 马家河石窟中心柱前则为平顶，且中心柱

上只三面开龛， 窟室两壁未开龛而代之以浮

雕，这在中心柱窟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三 结 语

马家河石窟是唐长安石窟造像的组成部

分，故可反映唐长安地区佛教艺术的面貌。从

造像题材看，既有传统的三世佛、因缘或佛传

故事，也有唐代流行的阿弥陀、药师、弥勒、地

藏等。 从石窟形制看，作为唐代京畿地区少有

的中心柱窟，为研究该窟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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