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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

用考古报告定格石窟当下容颜

“郭所长，就让方银去大足旅行社吧！
在那工作西装革履，比你们文管所在大足北
山石刻办公没水吃、没电用强得多！”

“庹县长，文管所也需要旅游人才啊！
方银不能走！”

1982年的一天，时任大足县（今大足
区）副县长的庹正贵和大足县文管所副所长
郭相颖争执不休——一个想“挖”走刚从四
川省旅游学校毕业到大足县文管所工作的
黎方银，一个执意要将他留下。最后，两人
达成协议：让他自己决定。

当目光聚焦在黎方银稚嫩的脸庞上时，
他轻声地说了3个字：“我不走。”

37年后，那个“傻乎乎”的小伙子，已是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并主编完成《大足石
刻》。

当初选择留在大足石刻是出于对文化
的热爱，那么，编纂《大足石刻》又是为何呢？

1985年至1988年，黎方银完成大足北
山石刻154个龛窟的调查。“调查期间，看着
那些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石刻瑰宝，我
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它们完整地记录下来。”
黎方银说。

丁明夷也在《大足石刻》序言中表达了
当时他对石窟风化的痛心。“岁月无情，石窟
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他表示，编写石窟
考古报告，重现其历史风貌并传承后世，既
是石窟保护的需要，也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性
工作。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一套系统
的考古报告对大足石刻文博人来说可谓天
方夜谭。

“1976年至1986年，我曾随父亲在北山
生活10年，那时，父亲考古测绘的工具只有
皮尺、画板和小板凳。”郭相颖之子、重庆出
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主任、《大足石刻》总策
划郭宜回忆道。

虽然当时没有编纂考古报告的能力，但
此前《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大足石刻铭文
录》等书籍的问世，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
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

1999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
功后，大足文博人的使命感更强了。2000
年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期间，大足
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开
展大足石刻考古学研究的规划，得到了北
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马世长的
肯定。

200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组成了
以黎方银为组长的课题组。2010年10月，
重庆出版集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署合作
协议，以考古报告的形式编写和出版《大足
石刻》得以正式确立，并明确由大足石刻研
究院负责现场调查、考古测绘、文本编写，重

庆出版集团负责摄影、编辑、出版等。
在《大足石刻》问世之前，针对一个大型

石窟群编纂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古报告，
只有日本人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完成的
《云冈石窟》。因此，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
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意
义非凡。

挑战高空作业、遭遇成群蚂蚁“偷袭”

给造像办“身份证”坎坷多

30余米高的脚手架将大足石刻北山
多宝塔围住，几名男子站在由木板搭建
成的多宝塔工作平台上，只见他们手持
卷尺，边测量边记录，豆大的汗珠迫不及
待地从他们的皮肤上涌出……

这是2013年 5月至8月，时常发生在
多宝塔上的一幕。在此期间，大足石刻研
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室主任邓启
兵、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能迁等6人组
成的考古调查组分队，完成了多宝塔塔外
龛像的调查记录。

多宝塔高33米，12层。“最初在木板上
走动时，脚手架会晃动，这对普遍恐高的我
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黄能迁回忆，“但是，当
工作进展到收尾阶段时，竟然有同事可以在
木板上如履平地，甚至‘上蹿下跳’。”

在此之前的3月至4月，该团队完成了
多宝塔塔内龛像及铭文的调查记录。“塔内
有近80个龛，大大小小的造像不计其数。”
黄能迁说，他们要对每一个龛的高、宽、深等
数据进行采集，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从头到脚
的记录，头冠、面相、服饰、手势、坐姿等细节
描述一点也不能少。

“有的造像仅有二三十厘米高，我们便
把钢卷尺夹断，便于测量。”邓启兵说，在
光线阴暗、空间逼仄、布满灰尘的塔内，需
要开着LED照明灯，小心翼翼地观察和记
录。

工作人员还采用先进的测绘拍摄技术
——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和3D扫描技术对
龛窟进行拍摄扫描,采集数据。据介绍，一
个龛窟要拍摄几百张甚至上千张图片,才能
采集到完整的数据。

以书中呈现的大足北山第 245 号龛
——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为例，这个晚唐最
为精美的石龛艺术作品，其测绘图的数据采
集来自1000多张图片，然后由两名工作人
员绘制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为便于读者查阅，《大足石刻》第一至八
卷图、文分册编纂。如果说考古调查组是在
给造像办理“身份证”的话，那么摄影组则要
为造像拍“登记照”。

郭宜说，拍摄图片受天气制约很大，“光
线柔和的时候才能拍摄，有时为了等适宜的
光线，在脚手架上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在蚊虫遍布的山林中拍摄，惊险更是无
处不在。

2015年夏天，在拍摄宝顶山大佛湾圆
觉洞洞底时，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
副主任郑文武攀爬至洞顶天窗进行拍
摄。他正拍得入神时，忽然感到身上奇痒
无比。他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掀起衣服，
只见浑身爬满蚂蚁。“那一刻，我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但眼见就下暴雨了，我只有忍
着继续拍摄。”回忆起那一幕，至今他仍心
有余悸。

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怀龙告诉记者：
“《大足石刻》共涉及到600多个龛窟，每个龛
窟中的造像都要用文字、测绘图、拓片、摄影图
片忠实记录，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你们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接力延续大足石刻学术薪火

2004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曾在龙门
石窟研究院举办“石窟寺考古培训班”，刘贤
高、邓启兵、黄能迁等课题组成员现场聆听
了先生教诲。“使劲看，看明白。”先生的“六
字箴言”令他们铭记于心。

但有时，使劲看，仍看不明白。
“各地石窟都具有特殊性，这使得已有标

准和规范缺乏普适性。”黎方银说，这时，大足
石刻研究院总会邀请马世长等专家前来指
导，“马先生和蔼可亲、不求回报，手把手教我
们如何记录、如何整理。”

“2011年，我曾赴北京拜访马先生，临
走时，他从沙发上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
笑着对我说，回去告诉黎院长，我身体好着
呢！”黄能迁回忆道。

马世长患病后，向黎方银推荐丁明夷
担任《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任。黎方
银和丁明夷是忘年之交，当得知重庆在编
纂《大足石刻》一书时，丁明夷感叹道：“你

们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2013年，马世长驾鹤西去，这对大足石

刻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2017年底，《大足石刻》基本编纂完成，

陆续进入出版阶段。
2018 年 2月，马世长、丁明夷的恩师

宿白与世长辞。“石窟考古界人尽皆知的
是，宿先生有一个未了的心愿——见证中
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编纂完成一部大型石
窟考古报告。”黎方银说，先生的心愿终于
在大足实现了。

《大足石刻》中也铭记了先贤的贡献。
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一卷收录了
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中国营造
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以
及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
刻考察团所拍照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杨家骆组织的
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
学考察的序幕。考察团成员们论断：大足石
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
堪称无匹”“实与敦煌相伯仲”。

“一位又一位学人，一代又一代先贤，以
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力量，不断
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不断传递着大
足石刻的人文光辉。”黎方银说，70余年前的
历史影像和一代代大家为大足石刻付出的
心血，体现在《大足石刻》的字里行间，永世
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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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版集团为何会联手大足石刻研究院历时
14年打造《大足石刻全集》？它的出版意味着什么？9
月2日，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兴芜接受了
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让更多人走近大足石刻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社出版过哪些关于大足石刻
的重要书籍？

陈兴芜：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基于大足石刻的影响力和重
要性，遗产所在地的重庆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大足石
窟艺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全4册）》《大
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手册》
《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5卷）》《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足道教石刻论稿》《大足石刻解
读》等书籍。

重庆日报：这些书籍的出版，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
陈兴芜：这些图书的出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

响。一是揭开了大足石刻的神秘面纱，让更多读者走
近、了解大足石刻的历史文化；二是使得关于大足石
刻的研究逐渐系统化、深入化，并产生了大足学这一
新的研究方向；三是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更为关注大
足石刻的研究，使其走向国际化。

不断扩大《大足石刻全集》影响力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集团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
啃下《大足石刻全集》这块“硬骨头”的原因是什么？

陈兴芜：这是文物抢救的急需。大足石刻是人类
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但其系砂质岩石上的摩崖造
像，已进入高速风化期。虽然科技进步使大足石刻得
到了更好的保护，但也只能是延缓其衰老消亡的过
程。通过出版物科学、完整、全面、系统地记录、保存
和展示大足石刻的历史遗迹信息，势在必行。《大足石
刻全集》很好地兼顾了科学保护及文献价值、学术价
值及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重庆日报：如何让《大足石刻全集》产生更大价值？
陈兴芜：我们将探索大IP经营模式，共同推动大

足石刻文化艺术数字化传播。《大足石刻全集》出版
后，我们将充分利用大足石刻这一宝贵资源，开发出
有创新性、学术性的文创产品，建立起数据库，丰富市
场产品，从而扩大该书的影响力。

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方式

重庆日报：《大足石刻全集》对重庆出版集团的发
展来说有何意义？

陈兴芜：《大足石刻全集》的推出，是重庆出版人践
行精品意识的重要成果，也将成为重庆出版史上一座新
的里程碑，激励着重庆出版人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重庆出版集团将继续勇挑重任，深入发掘和传承
重庆地区内涵丰富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
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推出
更多精品力作。

重庆日报：《大足石刻全集》的出版对传统文化保
护与传承而言有何意义？

陈兴芜：《大足石刻全集》等巴渝文化的皇皇巨著
的出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增强民
族自信的重要方式！可以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
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认同。

重庆出版史上
一座新的里程碑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945年，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成员在北山观音变相窟前合影。
本版图片由重庆出版集团提供

▶工作人员在宝顶山拍
摄图片。

▼《大足石刻全集》。

国内石窟考古报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大足石刻全集》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工作人员在北山多宝塔塔顶测量数
据。

200多人，14年，1套书……
9月6日，《大足石刻全集》（以下简

称《大足石刻》）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国家
图书馆举行，标志着这部客观、全面、系
统地反映大足石刻现存状况的考古报告
正式揭开面纱。

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
后一座丰碑。这套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
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５处石窟（宝顶
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

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
窟的造像留下了客观真实的“身份证”。
这些“身份证”中收录的测绘图、摄影图
片等信息，把这些石刻造像的历史风貌
和真实现状永远留存下来，将对大足石
刻的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大足石刻》由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
石刻研究院联合编纂出版，参与该书编
写、测绘、摄影、编辑、校对的人员超过
200人。该书共计11卷19册，字数超过

250万字，拓片、测绘图、摄影等图片达到
1万幅。

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
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面对这部
鸿篇巨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研究员、《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
任丁明夷称赞它“堪称国内石窟考古报
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那么，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究竟是
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