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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何以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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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莫高窟考察调
研。他走进洞窟，仔细观赏千年的敦煌壁画
和彩塑，又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贵文物和学
术成果展示，还与专家学者、文化单位代表
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
工作给予肯定，指出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
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强调要以
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
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
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一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敦煌文物蕴
含的多元文化价值，肯定了敦煌文化对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启示意义，值得认真学习
领会。

四大文化汇流之地

季羡林先生认为，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
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
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
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
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
二个。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自张骞凿空
西域后，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

它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 也是世界走
进中国的关口。从这里西行，经现在的新疆
地区，再西逾帕米尔高原，可达中亚、西亚、

南亚；东行可经河西走廊，抵达长安或洛阳。

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曾是中国与世界
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关口。西方的商品从这
里输入中国， 中国的货物从这里流向西方。

得益于丝路的繁盛，胡商频繁出入或留居敦
煌，使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
站。 中原的丝绸和瓷器， 西方的金银器、宝
石、香料、药材、高档织物，北方的驼马等，都
汇聚于此，并通过胡商和汉商的交易流向东
西方。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波斯银币，正是公
元 5世纪的流通货币。

东来的胡商中， 以粟特人最为有名。粟
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其民族善
于经商，足迹遍布欧亚大陆，起到了东西方
物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介作用。在敦煌
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一份公元 4世纪
的粟特文书信。它是粟特商人写给在中亚撒
马尔罕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中说，由于洛阳
被匈奴人烧毁，他们正在敦煌、酒泉、武威一
带经商。

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

每逢中原王朝对西域用兵， 都会把敦煌、酒
泉作为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敦煌还承担
军用物资、粮草的供应和转运任务。有时，中
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也设在敦煌，如
东汉的护西域副校尉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敦煌曾成为抗击柔
然、突厥、回鹘等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经
营西域，唐王朝进一步加强敦煌的军事防卫
力量，在玉门设立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立
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
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得
敦煌再度成为边防重镇。

中原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大力经营，确
保了丝路的畅通。很多国家的使节经敦煌去
长安或洛阳。 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
简记载，敦煌曾接待安息大月氏、康居、大
宛、罽宾、龟兹、于阗等 29 国使节。另外，一
些西域国家还将本国王子作为政治人质留
住敦煌。

源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频繁交往，敦煌
藏经洞里留存了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
写本，如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吐火罗文、

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

地理上， 敦煌的南北两面都是山脉。南
面是祁连山，再往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马
鬃山，再往北是蒙古草原。

我们知道， 青藏高原先后居住过羌、吐
谷浑和吐蕃等民族，蒙古草原则更是多民族
繁衍和争战的舞台， 相继有匈奴、 鲜卑、柔
然、敕勒、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驰骋于
此。这些民族的兴衰成败，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敦煌。例如，卢水胡人（北凉）、鲜卑（北
魏）、吐蕃、回鹘、党项（西夏）、蒙古（元）等都
统治过敦煌。以吐蕃政权为例，他们统治敦
煌长达 60 年，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
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少数民族长期活跃在敦煌的历史
舞台上，因而敦煌民众中大量出现少数民族
姓氏。敦煌藏经洞留存的古藏文、回鹘文、西
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写本，莫高窟北区
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 回鹘文活字印刷本
等，都是鲜活的历史遗证。

敦煌石窟现在还有一定数量的鲜卑人、

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和蒙古人的供养人
画像。这说明，他们曾为敦煌石窟的营建事
业作出过积极贡献。他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服
饰，对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服饰史也
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

宗教文化共存之地

历史上，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吸纳
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除了佛教，中国土
生土长的道教广为传布，外来的祆教、景教
和摩尼教等也随着商贸的往来和众多僧侣
的西行、东游而兴盛。多样宗教的传入，不
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发展， 也改变了敦煌
的文化格局， 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佛
教文化为实体、其他宗教文化为衬托的信仰
模式。

第一，传统汉文化是根基。

秦汉时期，敦煌先后居住乌孙、月氏和
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至汉武帝时，包括敦

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
河西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于
中原王朝不断向河西移民，使这一地区形成
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结构。

随着中原王朝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经
营，使其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并培
育出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 他们或著书立
说，或设馆授徒，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事迹。

隋唐以来，随着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
化交流的不断扩大， 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
在敦煌扎根、繁衍。在这个交汇中国、希腊、

印度、 中亚、 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
中，汉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
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
到此地， 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
步发展。

第二，佛教是“心灵鸡汤”。

佛教诞生于南亚大陆，传入敦煌的时间
很早。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里，就有
关于“小浮屠里”的记载。浮屠是佛塔、佛教
寺院之意。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
传入敦煌。

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高僧，进一步促
进了佛法的东传与流布。像有“敦煌菩萨”之
称的竺法护，带领弟子在敦煌译经、传教；沿
丝路东来传教的高僧还有安世高、 迦叶摩
腾、竺法兰、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鸠摩罗
什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有朱士行、法显、

宋云、玄奘等，他们都是经敦煌前往西域、中
亚、印度。

在敦煌石窟的一些洞窟中，记载有西行
求法名僧刘萨诃、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以及
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
澄等人的故事和事迹。这些来往于丝路的高
僧，不仅随身带来丰硕的佛教典籍，而且在
敦煌和内地潜心翻译。他们大大推动了佛教
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

至隋唐五代宋，佛教日益成为敦煌民众
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在帝王将相和地方
官员的推崇、倡导下，佛教得到空前发展。由
此， 敦煌一地的寺院和僧尼人数大大增多，

而且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史料记载，敦煌的僧俗吏庶不仅热衷投
身于各种佛事活动、 积极举办各类斋会，而
且醉心于抄经、写经、转经、建窟、修塔、造幡
等功德事业。这一时期，敦煌民众在莫高窟
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

第三，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异彩纷呈。

祆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 6

至 5世纪创立。后来，沿丝路传入敦煌。该教
在敦煌的传播与粟特人密不可分，因为他们
多信奉此教。有唐一代，敦煌还形成了粟特
人的族聚乡———从化乡。

在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文献中，还会经常
看到康、安、石等昭武九姓人，其中一些人在
归义军府衙中担任要职。可见，在隋唐五代
宋，敦煌还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

粟特人在敦煌城东修建祆祠，以从事宗
教活动。后来，随着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祆

教开始同中国的传统礼仪、 民间信仰相融合。

例如，在当地官府祈雨的祭祀、除夕的大傩礼
及赛祆活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支聂斯托利
派。敦煌藏经洞出土了 7 件有关景教的文书。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还发现了
一幅景教画像。 摩尼教是公元 3 世纪由波斯
人摩尼所创。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有关摩尼教
的文书。

多样艺术交融之地

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
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石
窟就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碰撞、 交融背景下创
建的。

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
化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

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 多方位、广
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
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种多
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
的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就建筑
形制而言，早期的禅窟和中心柱窟分别受印度
“毗诃罗窟”“支提窟”的影响；早期的彩塑，如
佛、菩萨、弟子等的造型和服饰，受到印度马图
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中、晚期壁画
里，有印度经过吐蕃传来的密教内容。

总体来说，敦煌早期壁画艺术受印度马图
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较大；中、晚期
壁画艺术多受笈多、波罗王朝佛教艺术风格影
响。其中，最为知名的莫高窟始建于公元 366

年，之后连续开凿千年不止，堪称规模宏大、

内容丰富、艺术精美，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
瑰宝。

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元素俯拾即是。 有穿
戴中亚、西亚、东亚、南亚等各式衣冠服饰的
人物；有来自中亚、波斯的青金石、胡粉、密
陀僧等颜料；有联珠狩猎纹、联珠对兽纹、联
珠对鸟纹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图像；有来
自西亚和地中海的透明玻璃器图像，有波斯特
征的金银器； 有西域胡床以及西来的腰鼓、

羯鼓、箜篌、琵琶、海螺、筚篥、胡琴等乐器图
像； 有中亚流行的弧旋舞图像等； 还有受希
腊、波斯、印度和中亚等艺术影响的日神、月
神图像。

相关外来文化元素， 大多起源于地中海
的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后沿丝绸之路东
进，在所经之处，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继续东
传至敦煌。

敦煌佛教艺术在不断吸收外来艺术营养
的同时， 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千
年间，孕育和创造出了富于中国精神和民族气
派的艺术。其中，敦煌三十多类经变画是典型
代表。它们是中国对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传承
下的创新品。这些经变画对日本、朝鲜等东亚
国家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 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

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纳、消化
外来多元文化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典范。当下，

大力挖掘和弘扬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已成为时代召唤。广大敦煌学人应通过深
入研究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丰富多样的敦煌
文献， 更多揭示敦煌文化蕴含的多元文化价
值，催生文化认同，促进民心相通，进而携手共
创文明对话、文化交流的新辉煌。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良性竞争推进经济发展、促
进质量提升，垄断、山寨等不当
竞争则会扰乱市场秩序，给企业
和消费者带来损失。这个道理今
天看来并不复杂，但世界各国用
了将近 300年才形成共识。

1808年，轮船之父罗伯特·富
尔顿在发明汽船后，获得了纽约
州水域 30 年汽船运输垄断权，

可谓名利双收。3年后，新泽西州
水域营运特许权被商人埃伦·奥
格登获得。

一位年轻的船主汤姆斯·吉
本斯走投无路， 于 1821年向最
高法院求助。 经过 5天的较量，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作出裁决：汽
船垄断法律与联邦法律相抵触。

此后，水域开放了，船票降低了，

航线增加了。

1870年， 约翰·洛克菲勒等
人合伙在俄亥俄州建立标准石
油公司。1882年， 洛克菲勒首度
提出垄断组织的概念———“托拉
斯”，并合并 40 多家厂商，垄断
了全国 80％的炼油工业和 90％

的油管生意。

艾达·塔贝尔的童年在油田
度过，她父亲的企业被洛克菲勒
强行兼并。当塔贝尔长大成为一
名记者后，她在杂志上连载长达
800页的调查报告，将洛克菲勒描述成一个嗜血、

冷酷的石油寡头，点燃了民众与商业巨头“兵戎
相见”的熊熊战火。

1890年， 美国国会通过 《谢尔曼反托拉斯
法》。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凡以托拉斯形式
订立契约、 实行合并或阴谋限制贸易的行为，均
属违法；凡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其他任何人联
合或勾结，以垄断州际或对外贸易与商业的任何
部分者，均作为刑事犯罪。

尽管俄亥俄州起诉标准石油公司成功，但制
造业兼并浪潮依然席卷全美。 从 1895年到 1904

年间， 美国至少有 1800家大公司被联合企业收
购，这些联合企业一半以上在其经营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达 40%，三分之一的占有率达 70%。

1908年， 西奥多·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真
正拉开了反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激烈对决序
幕。1911年 5月 15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将标准石油公司肢解为 34 家地区性独立石油
公司。

石油王国轰然倒塌后，美国民众开始进一步
反思《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认为该法措辞极为含
混和笼统，造成执行不力。为此，1914 年美国一
口气颁布《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不仅禁止不正当竞争方法，

而且制止利用虚假广告、欺骗定价等对消费者不
公正行为。

20世纪初，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占据了全国烟
草生产的一半，电线托拉斯、制盐托拉斯、漂染业
托拉斯分别占所在行业生产的 90%。然而，英国
人直到 1948 年才制定 《限制性商业惯例法》；

1973年制定《公平交易法》，并设置公平交易局；

1988年颁布《竞争法》，设立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的机构———竞争委员会。

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了人们向国际垄断巨头
宣战的武器。1984年，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被分割
成一个专营长途电话业务的电报电话公司和 7

个地区性电话公司。2004 年， 微软虽然逃过解
体，但被美国法院判决向竞争对手支付 7.5亿美
元赔偿，被欧盟处以 4.97亿欧元罚款。后因拒不
纠正垄断， 又先后被处以 2.8 亿欧元和 8.99 亿
欧元罚款。

公平正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反不正当竞争
是世界趋势。它对于构建良性的市场秩序、刺激
经济活力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
汇之地。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化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国文
化特色；另一方面，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
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
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静安区委统战

部原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享局

级离休干部马柏年同志， 因病于 2019年 9

月 11日在华山医院不幸逝世，享年 91岁。

遵照马柏年同志生前遗愿， 丧事一切

从简。

特此讣告。

马柏年同志治丧小组

2019年 9月 17日

品牌推广、各类招商、招生、商品促

销、公告、启事、律师声明、清算公告、合并

公告、动拆迁公告等，广告效应佳。

欢迎刊登
分类面积广告

4?4厘米 1000元
4×8.5厘米 2500元
6×8.5厘米 3800元
8×8.5厘米 5000元

分类广告联系电话：

（021）63510135

（021）22898558

承接地址：

威海路 755号
上报大厦 4202室

服务热情、周到

办理便捷、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