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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冠菩萨像：

历史风云变幻莫测，中国古代朝代
更迭和社会变化已成遥远的往事。然而，
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却留下了很多永恒的
记忆，比如，千年之前人类巧匠塑造的蝉
冠菩萨像，被称作山东的“东方维纳斯”，
她有着稀世的造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 ，在 历 经 了 诸 多 坎 坷 和 劫 难 后 ，仍 温
暖、高雅、圣洁，透着恒久的精神魅力。

遭遇数次劫难的
“东方维纳斯”
佛像中国化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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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蝉冠”
造型十分罕见

国宝档案
质地：青石
年代：东魏
尺寸：高120厘米
出土地址：
山东博兴县
收藏单位：
山东博物馆
国宝留言：
历 经 了 劫 难 ，仍
身姿亭亭玉立，
恬美、亲切。

山东博物馆的佛教造像艺
术展厅中，
有一尊特殊的青石菩
萨雕像，
因其宝冠的正中雕刻了
一个蝉纹，所以被命名为“蝉冠
菩萨像”
。
蝉冠雕像稀世罕见，
迄
今只发现两尊，
这是其中保存较
好的一尊。
这尊1500多年前东魏
2008年来
时期的
“蝉冠菩萨像”
，
到山东博物馆前，
历经了北周的
灭佛运动；
出土时断成三截耗时
3 年才找全残块；此后又离奇被
盗，
海外流亡14年后被以外交方
式收回，
今年正好是它重归故里
的第10个年头。
蝉冠菩萨像立在那里，就
是一段沧桑历史、一个传奇故
事。虽然蝉冠菩萨像双臂残缺，
双足亦有毁损，底座遗失，原本
的通体彩绘也已脱落，但残损
仍挡不住其浑身上下散发出的
魅力。她修长身姿亭亭玉立，面
容慈祥中透着和悦，身体轮廓
整体简洁，但简洁中达意畅神，
透着典雅、庄重、高贵的气质。
菩萨像头后有巨大圆形头
光，象征神明散发出的光明；菩
萨像戴着高冠，披着帛带，装饰
品也十分华丽，
象征菩萨成佛前
高贵的世俗形象。
整个石雕像看
起来端庄华美，衣服略薄而贴
体，
衣褶密而不厚，
整体轻灵。
山
东博物馆研究馆员肖贵田分析
认为，
因为没有北魏时期的厚重
之感，
蝉冠菩萨像是典型的东魏
时期作品。

蝉冠菩萨像最引人注目的，
是其头冠上的蝉纹装饰。古书
云，
“ 蝉有五德”，将蝉的形象加
在冠冕上，比喻戴冠人韬光养
晦，默默奉献的美德。蝉冠最早
是汉代宫廷侍从官专门佩戴的
帽子，象征着皇帝的信任。魏晋
时侍从官权力盖过宰相，
蝉冠也
日渐成为权贵的象征。
后代常以
“蝉冠”
比喻显贵。
但菩萨雕像冠饰蝉纹则另
有其意。蝉的幼虫多年蛰居地
下，有朝一日出土、脱壳、升树、
高鸣，象征着生命的循环往复。
人们将蝉视为自然界的灵物，
并
作为祭祀的对象，
刻画在礼器上
作为装饰图样，
以此祈求四时风
调雨顺，
农作物丰收。
早期道教更是以“蝉蜕”来
比喻人类羽化成仙，
蝉也成为仙
界的灵物、不死的象征。蝉冠菩
萨像的重要意义是，
它标志着中
国早期佛教接受了本土民间神
仙思想和道教观念，
将菩萨冠上
装饰蝉纹，
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
一个极好例证。

遭灭佛浩劫毁成三截
蝉冠菩萨像出土于1976年，
当时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张官
村一村民在挖土垫房基时，
无意
中挖出了一些佛像，
这些破碎残
败的佛像整齐地摆放在土坑中。
当县文物部门闻讯赶来时，
现场
早已破坏，
石像被附近的村民当
做石料运走。此后，文物部门几
年间找回几百块佛像残块。
工作
人员李少南用了3 年时间，走街
串巷，
挨家挨户分三次从三位村
民家中找全了一尊断臂的菩萨
像，
这尊最完整、
精美的造像，
就
是蝉冠菩萨像。1982 年，她被完
整归藏当地文物管理所。
这些美丽、
典雅的菩萨像前
世遭遇了怎样的浩劫？原来，张
官村附近是北朝时期龙华寺遗
址，
龙华寺出土的隋代寺碑记录
着北周时期针对这一寺院的灭
佛浩劫。
“像天塌下来了一样，
寺
院的梁柱倾倒坍塌，
僧人们被迫
离开寺院，
流离失所。
”
北朝短短200年历史，出现
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佛像
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山
东地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二次灭佛运动。
公元577年，
北周
攻灭北齐，
在山东延续了北周武
帝的毁佛政策。
博兴县张官村窖
藏坑内的佛像均系东魏至北齐
时期遗物。劫难之后，佛教徒将
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
像埋
葬佛的舍利一样埋藏起来。
这就
是博兴县张官村窖藏坑的来历。

离奇失踪与神秘来信
1982年，
蝉冠菩萨像收藏于
博兴县文物管理所，
这并不是菩
1994 年7
萨像命运坦途的开始。
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蝉冠
菩萨像突然不翼而飞。
此后的几
年里，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佛像失
窃了。但1999 年，两封神秘来信
打破了平静。
1999年12月，
两封信函一前
一后揭示了蝉冠菩萨像的迷踪。
一封是托名北京大学著名佛教
考古学者宿白写给中国社科院
杨泓的信，
另一封是来自瑞士米
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马
利奥·罗伯特寄给博兴县文管所
的信，
两封信提供了蝉冠菩萨像
的线索。
其中，
宿白的信为托名，
宿白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
而写
信者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原来，
蝉冠菩萨像被盗一年
后，就流转到了英国文物市场，
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花费
巨资购得，成为该馆的展览文
物。
随后，
山东省文物局向国家
文物局做了专门汇报，
请求依据
有关国际公约协助追索文物。
这
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当时我国还没有海外追索
文物的经验，但在山东省文物
局、国家文物局的不懈努力下，
2001 年4 月，终于与日本美秀博
物馆所属的日本神慈秀明会达
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
日方承诺在2007 年底将这尊稀
世珍宝无偿捐还中国山东，
蝉冠
菩萨像此后每5年到美秀博物馆
2008年1月，
展出一次。
在外漂泊
长达14 年的蝉冠菩萨像终于回
到故乡，入藏山东博物馆。今年
是它重归故里的第10个年头。
她立在那里，不是梦，不是
踪影，她的跌宕命运，她的起点
与终点，像一个闭合的圆圈，这
本身就是一种圆满。她沉静、慈
悲，跨越千年光阴，依然以其极
高的艺术价值、文化寓意，诉说
着人类文明，
接受世人的评赏。

《爱情公寓》主演李金铭：

观众高兴就是最好评价

文/ 片

本报 记者

倪自放

8月10日公映的电影版《爱
情公寓》，尽管引发两极评价，
但上映首日依然取得近3 亿票
房，在剧版和影版《爱情公寓》
中扮演美嘉的济南籍演员李金
铭，10 日14 点在济南新世纪影
城的映后见面会上表示，观众
看完影片后高兴、能够笑，就是
对主创最大的评价。
从剧情上说，电影《爱情公

寓》讲述的是“爱情公寓”一班
人 穿 越 到《 盗 墓 笔 记 》中 的 故
事，除了剧版的众主演，
《 盗墓
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也客串
了影片。影片上映首日就得到
了两极分化的评价，喜欢者称
“非常搞笑，非常惊喜，满满的
回忆杀”。而批评者则说，影片
就是一出闹剧，混搭了《爱情公
寓》与《盗墓笔记》两大IP。
像剧版《爱情公寓》中的角
色一样，李金铭依然扮演美嘉，

与孙艺洲扮演的子乔逗趣不
断。因为影版的剧情大部分是
《盗墓笔记》场景，李金铭坦言
吃了不少苦头，
“ 片中盗墓场景
是搭的，道具非常真实，孙艺洲
从上而下将我撞进坑口里的
戏，我们拍了很多条，也多次受
伤，绝对的动作戏。”像剧版一
样，影版《爱情公寓》整体很快
乐，李金铭表示，
“《爱情公寓》
一贯有搞笑和乱入的特点，影
版也是这个风格。能够给观众

带来快乐，对我们而言是最好
的评价。”
今年适逢《爱情公寓》开机
十周年与开播九周年，电影最
后 爆 出“ 彩 蛋 ”，剧 版《 爱 情 公
寓》第五季终于要播出。李金铭
表示：
“ 拍第一部的时候没有想
到能够把《爱情公寓》搬上大银
幕，2008 年时我们只是彼此之
间相互取暖，没有想到此时此
刻有这么多观众支持我们，谢
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