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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敦煌：数字化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玉玉洁洁

古老、遥远、神秘，这是敦煌最常示人的样子。
现代、可触、有趣，敦煌正揭开面纱，缓缓露出

另一半容颜。

“C 位”菩萨

“C 位”的菩萨？在敦煌工作了 13 年，杜鹃第
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是第 285 窟西魏的菩萨
嘛”。

这是个常在娱乐节目中出现的词。众人中站
在中央“C 位”的角色，颇有些独霸天下的意思。而
壁画中，眼目低垂的众菩萨却不争不抢，它们并排
站立，平和从容。配图文字这样写道：“只要功夫练
到位，站在哪里都是 C 位。”

脑洞大开，来自古老与现代的碰撞，1652 岁
的莫高窟和 20 岁的互联网企业腾讯擦出了火花。
2017 年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手启动“数字丝
路”计划。今年 6 月上线的“数字供养人”公益项目
是子项目之一。

在古代敦煌，佛教信徒为莫高窟营造提供经
济等方面的支持，他们被称作“供养人”。“数字供
养人”借用了这一概念，网友只需花 0 . 9 元，就能
参与到莫高窟数字化保护中。

而他们也将获得来自敦煌的“智慧锦囊”。壁
画与趣味解读相得益彰，令人忍俊不禁。“C 位”菩
萨就是锦囊之一。

平衡——— 是项目负责人、敦煌研究院文化创
意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鹃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在
守住原真性的同时，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磨合
挺难的。”

在一份“智慧锦囊”的沟通草稿中，冲突跃然
纸上。面对正在听法、静心沉思的菩萨，双方提炼
出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两种意思：“悟”与“戏”。
“轻云蔽月，流风回雪，倾听内心的自在洒脱。”这
是莫高窟守护者眼里的菩萨。腾讯则轻松俏皮，
“天天刷剧，也要花点时间看看自己的内心戏”。

破与立“拉锯”后，古老敦煌在迅速更迭的网
络洪流中抢下“C 位”。项目上线一个月，6 万多网

友打开“智慧锦囊”，捐资助力莫高窟第 55 窟的数
字化工作。筹资额满后，这座营造于公元 962 年前
后、总面积达 585 平方米的洞窟，将启动 300dpi
高分辨率图像的采集工作，数字资源将得到永久
保存。

沙漠中的“信仰之河”

笔直的公路穿过荒芜戈壁，土黄色沙丘在不
远处起伏。自敦煌市出发 20 余公里，一处绿洲跃
然眼前，莫高窟身藏其中。如同时光隧道，穿过这
路便能触摸到千年前的繁华。

莫高窟的营造始于公元 366 年。云游四海的
乐尊和尚翻过敦煌三危山，眼前突现万丈金光。他
视其为祥瑞之兆，便在对面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
的第一个洞窟。此后千年，一个个洞窟接续开凿，
似菩萨缓缓睁开千眼。

唐代是莫高窟营造的鼎盛时期，洞窟达到一
千多个，“千佛洞”便得名于此。

俗称“九层楼”的第 96 窟开凿于初唐时期。高
达 35 . 5 米的巨型弥勒倚坐俯瞰，上扬的左手意
为拔除痛苦，平伸的右手意为满足众生的愿望。大
佛身后藏着密道。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善男
信女沿密道自右至左绕佛三周，敬奉香火，以示礼
佛祈福。

用“信仰的力量”来描述莫高窟的营造史并不
为过。“一千多年间，正是敦煌居民对佛教的信仰，
让他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开窟造像、供养佛祖，
战乱也未曾将莫高窟毁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
先堂说。

今天莫高窟保护格局的形成，同样来自人们
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敬畏之心。

1935 年，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留洋
学生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由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所
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绝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给原
本醉心油画的他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9 年后，在
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常书鸿与同仁在疮痍之上建
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流沙堆掩的莫高
窟终于结束了 400 多年的沉寂，有了专门的保护
机构。

此后 70 余年，一代代莫高窟人心怀敬畏守护
敦煌，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世界在这里缩影

“世界任何传说中神奇的地方，只要去过一次
便不再神奇。但唯有敦煌，在你造访之后，心里的
感觉反倒更加神奇。”作家冯骥才如是写道。

神奇，几乎是每个到往敦煌的人都会发出的
感叹。为什么在荒凉的大漠深处会有一个美丽的
大千世界？

敦煌离不开丝绸之路的繁荣。西汉时期，汉武
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
通道自此开通。至隋唐，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
“总凑敦煌”，敦煌成为“咽喉之地”。

四周是茫茫戈壁沙漠，南部终年积雪的祁连
山为敦煌绿洲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敦煌研究院
院长王旭东说，正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东来西往的
商旅使团提供物质保障，有了歇脚之地。

“敦煌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阳关、玉
门关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凝结着中华民族向西
进取的勃勃雄心和向东回望的无限乡愁。”他说。

透过敦煌打开丝路历史之门，可以看到多元
文明交融的神奇景象。世界在这里缩影。

莫高窟中，佛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佛脸部棱
角分明，高鼻清瘦，身着厚厚的偏袒右肩袈裟；有
的佛圆脸胖乎乎，薄薄的袈裟紧贴身体。

“第一种是来自希腊的犍陀罗风格，第二种是
来自印度的马图拉风格。它们是莫高窟的两个艺
术源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说，北魏以后，
两种风格不断融合，有的佛衣纹来自马图拉，坐姿
却是犍陀罗。

敦煌最具代表性的飞天，也来自不同文化的
交融。古印度文化中以“天龙八部”中乐神“乾达
婆”为代表的天人、天女形象，与中国传统神话中
的仙人、仙女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飞天。

难解的敦煌

但对普通人来说，敦煌始终罩着一层神秘的
面纱。

敦煌太遥远了。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甘肃省
会兰州，再西行一千余公里，穿过狭长的河西走
廊，才能抵达这座小城。

敦煌太广博了。735 个洞窟、4 . 5 万平方米壁
画、2000 多身彩塑，跨过千年的时间长河，为人们
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世界。许多人皓首穷经，所能采
撷的也不过沧海一粟。而游客所看到的敦煌，也多
是讲解员用手电筒点亮的历史片段。

更何况，这里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印记。佛国
世界的形象与寓意，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复杂难
懂的称谓。

很长一段时间，“敦煌热”主要在学术圈。从著
述论文到学术会议，研究人员从专业出发，逐步厘
清了千年石窟的发展脉络，解读着这处举世无双
的文化宝藏的价值。

1987 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的敦煌，该以怎样的姿态
再度拥抱世界？

“给佛拍照”

上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梅隆基金会的支持
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
院所合作，拉开了敦煌石窟数字化的帷幕。

“给佛拍照”，是石窟数字化最简明的解释。在
昏暗的洞窟中，专业人员自制轨道、灯箱，分层、逐
行拍摄壁画，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量庞大的
照片逐一比对、拼接和修正。仅实现一个 300 平方
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就需要拍摄 4 万余张照片。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
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
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
大。”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介
绍，近 30 年来，画面精度已从最初的 75dpi 提升
到最高 600dpi。这意味着，采集后的图像四倍于
原作，在荧幕上看远比在洞窟看清晰。

以保护为出发点，石窟数字化落脚在了游
客端。2014 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直径
18 米的球幕影院中，通过数字化取得的壁画素
材纤毫毕现，游客如沉浸苍穹之中，饱览梦幻佛
宫的壮美。自此，“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
开放新模式在莫高窟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游客蜂拥至洞窟的压力。

2016 年，数字化的另一成果“数字敦煌”资
源库上线。30 个洞窟的高清图像及全景漫游，
免费在网络上公布。人们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身
临其境地免费欣赏洞窟景象。次年，“数字敦煌”
英文版上线。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
秀介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 180 余个洞窟壁画
的数字化采集和 120 余个洞窟的全景漫游。“数
字敦煌”网站的访问量已达 500 万次。

建设“数字档案”，让不可移动的壁画越过
山川海洋，抵达世界任何角落。现代展示手段，
也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让莫高
窟“容颜永驻”，正在成为可能。

佛窟也俏皮

因数字化“活”起来的千年石窟还能更好玩
吗？

今年 4 月，一只“落汤狗”让莫高窟在网上
“火”了。短短几天时间，莫高窟官网微博粉丝数
量从 7 万涨至 14 万。

这本是一条可按常规发布的消息：因雨雪
天气，莫高窟暂停开放。微博编辑王芳芳视角一
换，让小狗乐乐登场宣告了洞窟暂闭的通知：
“窟霸乐乐早起巡山已回，路况可见图片”。图片
上，乐乐满身泥水，狼狈不堪。

满脸“囧”意的乐乐，让网友乐了。窟霸、巡
山大王、莫高窟侍卫，被“圈粉”的网友不仅给乐
乐起了许多爱称，还“八卦”出了乐乐的身世、
“太太”和每天要“巡护”的范围。“高冷”的莫高
窟变得可亲可近了。

寻找古老洞窟与当代社会的联系，是敦煌
研究院近年来致力的事情。

杜鹃介绍，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依托敦煌
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壁画素材，他们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上对敦煌文化进行多维度的价
值挖掘，古老的敦煌石窟在大众视野中鲜活了
起来。谷雨耕种、立夏品酒、小暑摇扇，透过“敦
煌岁时节令”系列趣味动图，古典雅致之美从壁
画中脱逸而出。

菩萨“同色号”口红、词汇量颇大的“敦煌小
冰”、动画片《舍身饲虎》《降魔成道》……多元化
文创产品和趣味化服务让大众有了越来越多接
近古老文化的机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成为现实。

透过可爱俏皮，“正解庄严”仍然是这些源
于敦煌的新生事物背后的浓重底色。

“敦煌艺术历久弥新。1600 多年前，画师用
画笔绘下了艺术创作之路。今天，我们用不同的
艺术形式将匠心延续下去，走出今天的数字之
路。”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
涛说。

用电吉他演绎敦煌？没问题！

而敦煌期待更多。这一次，它“大胆”地把话
筒交了出去。

一项关于敦煌音乐的活动正在进行：静默
千年的敦煌壁画与文献，即将变成动听的歌曲，
被人们唱起来、演奏出来。一些只在壁画中出现
的古乐器也将被“复活”。

敦煌内容广博，音乐也被包揽其中。敦煌音
乐不仅包含藏经洞出土的敦煌乐谱等，还有数
量庞大的壁画图像。在莫高窟南区 492 个洞窟
中，有一半洞窟都有音乐图像，乐器数量达
6000 余件。

“就音乐图像来说，敦煌壁画在世界洞窟壁
画中无出其右。”敦煌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朱晓峰
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出现过的乐器都能在
莫高窟看到，甚至‘花边阮’等文献中没有记载的
乐器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

这成为敦煌研究院与 QQ 音乐的合作根
基。朱晓峰介绍，双方计划通过比赛，让音乐人
参与敦煌“古曲新创”。参与者或以文献《敦煌廿
咏》为基础创作歌曲，或基于 5 幅有代表性的敦
煌壁画进行器乐曲创作。在今年 9 月于敦煌举
行的“敦煌盛典”音乐会上，优秀参赛作品将伴
随仿制敦煌古乐器登台亮相。

这像是半命题作文。题目关乎敦煌，配器不
限、风格不限、曲式不限，创作空间全交给音乐
人。

“我不太担心‘失控’的问题。只要能把握敦
煌音乐的内涵，哪怕拿电吉他来也可以。”朱晓
峰说，“希望能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了音乐外，敦煌研究院还将与腾讯就动
漫、游戏、文创等多方面展开合作。

“科技赋能文化，给文化遗产单位添加了科
技的翅膀。”张先堂说，“我们希望利用现代科
技，让传统文化融进现代、接近青年，希望年轻
人不仅能了解敦煌文化艺术，更能了解敦煌的
价值。”

越开放越自信

敦煌究竟在传达怎样的价值？开放与创新，
是解读敦煌无法避开的关键词。

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是这处佛教石窟
开放胸怀的代表。这里不仅出土大量汉文、藏文
文献，还出土了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
文献。开放的胸怀，让多宗教多民族在敦煌共
存，多元文明在敦煌交相辉映。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不仅有佛国世界，更
连通着世俗生活，人人都可以找到与它相通的
时刻。建筑学家梁思成照着莫高窟第 61 窟的

《五台山图》找到了大佛光寺；时尚博主可以在
小短裙、V 领衫和高腰背带裤中感受时尚的轮
回；甚至常为“水逆”所困的“星座控”，都能在敦
煌壁画中寻到十二星座图。

而从未停止的创新，则让敦煌在千年间保
持着勃勃生机。最典型的便是敦煌经变画。

“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没有经变画，这是中
国人创造出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张先堂
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佛经思
想，古代画师以生动的图画阐释晦涩佛经，用画
笔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佛国世界。这甚至称得上
是“最早的新媒体”了。

回望历史，从内容到画风，走在时代之先的
敦煌一直很“潮”。在中原连接西域的开放前沿，
各种新事物首先在这里“着陆”。开放与创新，让
这些新事物演化出“中国化”的新形态，并广为
传播。

王旭东说，莫高窟见证了人类千年的祈愿，
它告诉人们，慈悲能承载，智慧能沟通，美能成
就。“敦煌文化一定要发挥当代的作用。我们在
敦煌看到文化自信。越开放越自信，越自信越开
放。”

▲工作人员对莫高窟第 152 窟进行数字化采集。 摄影：本报记者陈斌

▲“数字供养人”公益项目“智慧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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