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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陕北汉画像中的“仙人六博”式

东王公及相关问题

庞  政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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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北地区早期画像中存在一类图像，学界对其性质和意义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材料，结合纪

年材料及该地区早期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出现、发展与结合的过程，认为图中高大人物为东王公。这类模式的东

王公图像是陕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东王公形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过渡性质，对此后东王公图像的发展产生一

定影响。

KEYWORDS: Northern Shaanxi, Dongwanggong (King Father of the East), Xiwangmu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Liubo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a group of iconographies found in the pictorial scenes in Northern 
Shaanxi that was highly debatable in terms of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By combining with related materials about the 
tall figurines in the iconographies, which were often claimed to be related to the Dongwanggo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motif should be about the scene in which the Dongwanggong was playing liubo with a feathered dei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reexamine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appearance and combination of the Dongwanggong and Xiwangmu 
iconographies. The author argus that the Dongwanggong iconography of this type represented the earliest Dongwanggong 
imagery,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region and thus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regional style and transitional nature. Also, this 
type of iconography imposed a strong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ngwanggong iconography in later period.

陕西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数量丰富，画像

内容和题材也比较多样并具有程式，以其独特

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引人注目。其地域特色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画像装饰部位的一致性 ：陕西

地区汉画像石墓的画像内容，基本上都集中出

现于墓门位置（包括墓内各室间的过洞通道）。

该地区画像中一般将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安排

在墓门左右立柱的靠上的部分。本文所论图像

便是出现在这两处区域。

学界普遍认为陕北地区的东王公和西王母

图像具有一定的程式，一般表现为戴胜的西王

母和头戴三山冠的东王公对坐于平台上，头上

各有一个华盖，如米脂画像石墓门立柱图像便

是典型 [1]（图一）；仔细梳理材料后，发现这种

典型的图像主要出现在东汉晚期。在东汉中期，

墓门左右立柱的上半部常常出现一种图像，表

现为在与此地区西王母图像类似的平台上有两

人对坐，左为一左臂高举右臂前伸的羽人，右

为一穿长袍且面向羽人的高大男子，对照相关

图像，发现此男子应头戴进贤冠或通天冠 ；此

外，二人中间有一方形物，二人应是在进行着

什么活动，平台下有一鹿和一龙。值得注意的

是，与大多数此类图像对应出现在左立柱或右

立柱的上半部的是西王母图像，且两幅图像均

形成了一定的格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搞清

楚此类图像的性质和意义十分重要。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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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人均当做是仙人了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认

为图中左侧羽人“似在讲述什么”，且对图中右

侧人物身份避而不谈 [5]。上述这些观点都有一

定价值，对于此类图像的解释和研究还有进一

步探索的空间，笔者不揣浅薄，提出一点新的

认识，望学界仁人指正批评。

一、图像材料的梳理

此类图像最早出现在绥德永元十二年（公

元 100 年）的王得元墓中，笔者目前所见有 19

处。按照图像出现、分布和对应位置关系可将

材料分为三类 ：此类图像单独出现（墓门的左

立柱或右立柱的上半部分）、此类图像与西王母

组合对应出现（两图出现在墓门的左立柱或右

立柱的上半部分组合对应出现）和两幅此类图

像对应出现（墓门的左立柱和右立柱的上半部

分）。以下将分类进行介绍。

( 一 ) 图像单独出现

这类图像共有 8 处，图像被布置在左门柱

或右门柱的上半部分。陕西米脂永和元年（107

年）牛文明墓 [6] 墓室内左柱便是这类材料的代

表，本文所论图像出现在立柱上半部分靠右，

在与此地区西王母图像类似的平台上有两人对

坐，左为一左臂高举右臂前伸的羽人，右为一

穿长袍并戴进贤冠或通天冠且面向羽人的高大

男子，二人中间有一方形物，平台下有一鹿和

一龙。其他部分用线条分割为几块，描绘了玉

兔捣药，人首蛇身，人物，羊，禽类和博山炉

等形象，没有发现与之对应的另一方画像，图

像为单独出现 [7]（图二）。其余 7 处分布在绥德、

榆林、靖边和子洲等地，画像内容与牛文明墓

类似，不再赘述（表一）。

（二）图像与西王母组合对应出现

这类材料共有 10 处，图像被布置在左门柱

或右门柱的上半部分，与右门柱或左门柱的上

半部分的西王母对应组合。米脂牛文明墓墓门

画像 [8] 即是此类材料的典型例子，墓门左门柱

上半部分为本文所论图像，图像内容与前述完

全一致 ；右立柱上半部分为西王母画像，西王

图一  米脂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二  牛文明墓室内左柱画像

的是，前辈仁人已在此

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一些资料性的

图集中认为位于右侧与

羽人对坐之人应为东王

公，二人似在对弈六博，

但未给出解释 [2] ；李凇

认为二人中间的方形物

或为六博棋盘，可把此

图“称作‘陕北版’的《仙

人六博图》”，认为此图

与后来的东王公图像差

距太大，且与对应的西

王母图像并不对称，“说

明它不是作为西王母配

偶的东王公像出现的” [3]，

李说影响甚广 ；还有人

将此类图称作“仙人对

饮图”[4]，可见是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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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模式 出土地点 位置 出处 备注

东汉中期早中段

两个西王母相对

绥德杨孟元墓 墓门左右立柱
《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

汉画像石》，第 65 页
96 年

米脂党家沟 同上 同上，第 39 页

清涧 同上 同上，第 151 页

绥德王得元墓 同上 同上，第 53 页 100 年

绥德杨孟元墓 前室南壁 同上，第 66 页 96 年

绥德快华岭 墓门左右立柱 《陕北汉代画像石》，第 166 页

绥德呜咽泉 同上 同上，第 133 页

绥德 同上 同上，第 140 页

东王公

不与西王母组合而

单独出现

米脂牛文明墓 墓室左柱 同上，第 21 页 107 年

绥德 同上 同上，第 179 页

靖边寨山 墓门右柱
《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

汉画像石》，第 178 页

绥德 墓门左柱 同上，第 104 页

绥德王得元墓 墓门右柱 同上，第 59 页 100 年

榆林古城滩 同上 同上，第 1 页

子洲苗家坪 墓门左柱 同上，第 147 页

绥德军刘家沟 墓室竖石 《绥德汉代画像石》，第 186 页

东王公与西王母组

合起来

相对出现

绥德 墓门左右立柱
《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

汉画像石》，第 96 页

榆林陈兴 同上 同上，第 8 页

绥德四十铺 墓室左右竖石 《绥德汉代画像石》，第 163 页

神木大保当 M5 墓门左右立柱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

第 50、51 页

米脂牛文明墓 同上 《陕北汉代画像石》，第 16 页 107 年

榆林古城滩 同上 同上，第六页

绥德大坬梁 同上 同上，第 70 页

米脂党家沟 同上 同上，第 21 页

绥德延家岔 同上 同上，第 92 页

绥德延家岔 前室北壁 同上，第 96 页

两个东王公

相对出现
绥德王得元墓 同上

《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

汉画像石》，第 56 页
100 年

表一  陕北地区汉画像发展初期“东王公画像”与“西王母画像”统计表

母正面端坐与一大平台上，两侧有羽人服侍，

其下有两小平台，平台上有两只狐。墓门其他

位置还描绘了车马出行、日、月、门吏和玄武等

形象（图三）。其余 9 处画像分布在绥德、神木、

米脂和榆林等地，图像与此相似，不再赘述（表一）。

（三）两幅此类图像对应出现

此类材料只有一处，见于绥德王得元墓 [9]。

两图基本一致，对称分布在前室东壁墓门左右

立柱上半部分，图像内容与前述完全一致，两

图形成对应组合关系 ；门柱的其余部分描绘了

神兽、牛耕和植物等形象（图四）。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图像共有 19 处（ 表

一），按照分布组合关系可分为三类，分布在陕

北的绥德、榆林、米脂、子洲、神木和靖边等地，

按照目前已知的两处纪年材料绥德王得元墓和

米脂牛文明墓来看，这类图像在陕北地区的画

像中属出现较早的，集中在东汉中期早中段。

此类图像表现形式完全一致，包括与之对应的

所有西王母图像的表现形式也是一致的，可见

图像具有一定的格套，应该具有某种意义。图

像中的人物究竟是谁？此类图像为何能与西王

母组合在一起？此类图像为何发现较少？

二、图像的性质与意义

在梳理相关图像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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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下几点考虑，我们认为图中右侧的人物应

是东王公，图像表现二人正在进行六博游戏。

首先，结合两人的动作和同时期的画像内

容，笔者认为二人之间的方形物应是六博博具，

二人应是在对弈六博。这种情形在汉画像中十

分常见，同一地区的绥德画像 [10] 中便有这样的

例子，画面中二人一手高举，中间放置博具，

与本文所论图像十分相似（图五）。其次，构图

模式与对应的西王母图像基本一致，并且在此

地区东王公出现的位置，与西王母相对应，并

组合在一起。第三，穿长袍并戴进贤冠或通天

项目之一，且文献中常常与六博对举，如《史

记·滑稽列传》有云：“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壶”[14] ；西晋名士王澄在荆

州刺史任上不理政事，与部下王机“日夜纵酒，

投壶博戏”[15]，“博戏”即是六博 ；此外，南北

朝时期的文人王褒有诗曰 ：“投壶生电影，六博

值仙人”[16]，可见二者常相伴出现，是当时流

行的娱乐活动。图像材料中也多有对六博与投

壶游戏的描绘，如绥德四十里铺的画像中六博

和投壶就一同出现（图五）；此外也都有实物出

土，如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就出土有一套博具

图三  牛文明墓墓门门楣及左右立柱画像 图四  王得元墓东壁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五  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  图六  绥德黄家塔 M3 墓门右柱画像

冠的高大男子形象正是这一时期

东王公形象较为流行的一种，绥

德黄家塔 M3 墓墓门右柱 [11] 上

便有这样的例子，身着长袍，戴

进贤冠，有须髯，与左柱的西王

母相对，此人为东王公无疑（图

六）；第四，此男子出现在羽人、

六博 [12] 和祥瑞围绕的仙境之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文 献 记 载

东王公常与仙人游戏，如《神异

经》曰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

东王公居焉……恒与一玉女投

壶”[13]。投壶是汉代重要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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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南永州西汉墓出土有投壶用铜壶一件，出

土时壶中尚有竹矢五枚 [18]。可见东王公与羽人

对弈六博也是很有可能的。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笔者认为与羽人对弈

六博的男子应是东王公无疑。可将此种类型的

东王公称为“仙人六博”式东王公。

三、陕北地区早期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

绥德永元八年（96 年）的杨孟元墓是此地

区已知最早出现西王母的纪年墓，在墓门左右

图七  杨孟元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八  杨孟元墓前室南壁画像

立柱 [19]（图七）和前室南壁 [20]（图八），两处

共四幅西王母形象及构图元素完全一致。西王

母戴胜坐于一平台上，两旁有羽人和玉兔服侍，

下有两只狐。没有出现东王公的身影。

到绥德王得元墓 [21] 中，西王母出现在墓门

左右立柱，形象与杨孟元墓基本一致，值得注

意的是右立柱的西王母却没有戴胜，除此之外，

两立柱的图像完全对称（图九）。除杨孟元和王

得元墓之外，这种两个西王母相对的图像模式

在绥德、米脂和清涧等地也发现数例（表一）。

此时王得元墓前室东壁墓门左右立柱（图四）

和南壁墓门右立柱 [22]（图一〇）的相同区域出

现了最早的“仙人六博”式东王公。

到米脂牛文明墓中，前述的西王母和“仙

人六博”式东王公图像开始组合在一起，对应

出现，东王公在墓门左立柱，西王母在墓门右

立柱（图三）。在较晚的画像中，还可看到此模

式在图像中的一些痕迹，然而受新出现模式的

影响，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东王公的冠饰变为

三锋冠，并且出现华盖，目前只见于绥德黄家

塔 M1[23]、M8[24] 和榆林古城界三处（图一一）。

结合此地东汉晚期典型的东王公材料可知

（图一），这种东王公图像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

的模式，在延光三年（124 年）画像石墓 [25] 中

已经看不到这类东王公，可见至东汉中期偏后

阶段基本消失。“仙人六博”式东王公虽然有一
图九  王得元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一〇  王得元墓南壁

墓门右立柱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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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模式，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是相比后

来成熟的东王公图像显得较为粗糙，两者的表

现形式也有差别，所论图像中的东王公并不是

表现为正面形象与西王母形成组合，正如巫鸿

先生指出的古代艺术中存在两种构图类型 ：偶

像型和情节型 [26]，此处的东王公不是典型的偶

像型，不能很好地与西王母对应组合，将其作

为早期未定型的东王公图像是没有问题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图像中右侧高大男子

应为东王公，图像表现东王公正在与羽人对弈

六博，此类图像按照分布组合关系可分为单独

出现，与西王母组合出现及两幅图组合出现三

类，具有一定的格套，分布在东汉中期早中段

的陕北地区，流行时间短，发现数量少。图像

中的东王公带有地区特色且具有过渡性质，是

东王公图像发展初期未定型的表现形式，对此

后汉画像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在本文研究的

基础上，纵观陕北地区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画像，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个西王母相对（东汉

中期早中段）——“仙人六博”式东王公和西

王母组合（东汉中期早中段未定型的表现形

式）——成熟的东王公和西王母组合（东汉中

期晚段至东汉末）。

图一一  绥德黄家塔 M1 墓门及左右立柱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