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響堂山石窟

本數據來源於百度地圖，最終結果以百度地圖數據為准。

響堂山石窟佛像

響堂山石窟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邯鄲市峰峰礦區鼓山，分南北兩處，相距約15公
裡。因石窟群在山腰，人們談笑、拂袖、走動均能發出鏗鏘的回聲，故名響堂山石窟。現存石

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龕，大小造像5000余尊，還有大量刻經、題記等。它是河北省現已發

現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響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鄲市西南部。它最初開

鑿於1400多年前的北齊時代（公元500—577年）。以後，隋、

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鑿。現在尚有石窟16座，4000多尊

雕像，分南北兩處，俗稱南北響堂寺石窟。兩寺相距15公裡，

石窟均營鑿在山清水秀、環境優美的鼓山最優質的石岩中。石

窟幽深，人們在山洞裡擊掌甩袖，都能發出宏亮的回聲，故

名“響堂”。
響堂山石窟屬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邯鄲市峰峰礦

區，分南北兩處，相距約15公裡。因石窟群在山腰，人們談

笑、拂袖、走動均能發出鏗鏘的回聲，傳名響堂山石窟。現存

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龕，大小造像5000余尊，還有大量刻經、題記等。它是河北省現已

發現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國家AAAA級景

區，四星級森林公園。2012年11月份，響堂山風景名勝區晉升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

（一說）北齊時期，以鄴（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為都城，以晉陽（今山西太原）為陪都。鼓

山地處太行八陘之一的滏口陘，這裡山清水秀，石質優良。崇尚佛教的北齊皇帝高洋便下令在

此地開鑿石窟，修筑行宮，興建寺院，以便於他來往於晉陽和鄴時避暑、游玩和禮佛。現今，

皇帝的行宮早已蕩然無存，寺院也殘破不堪，而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龕雕像卻保留了下來，

以它獨特的風格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外游客。
兩處響堂石窟均始建於北齊。當時北

齊有兩個政治中心，一是國都鄴

(今臨漳境內)，一是別都晉陽(今山

西太原)。地扼太行山東西交通要隘

的鼓山，是兩都來往必經之地。這裡

山清水秀，風景美麗，石質優良，將

佛教奉為國教的北齊皇帝高洋便選擇

此處鑿窟建寺，營造官苑，作為他來

往於兩都之間的避暑、游玩和禮佛之

地。此後隋、唐、宋、明各代均在此

增鑿。

南響堂石窟

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景區現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

兩層，上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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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窟口

  響堂山外景

響

堂山石窟景觀(21張)

座，下層2座，自下而上分別為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加洞、力士洞和千佛

洞。其中華嚴洞規模最大，高約4.9米，寬和深各約6.3米，內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故稱華
嚴洞。窟內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彌陀佛淨土圖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釋加說法圖和

佛本生故事浮雕。位於上層的千佛洞，小巧玲瓏，保存較好。窟頂外壁上方雕覆缽塔，塔端雕
卷雲狀山花蕉葉，中雕展翅欲飛的金翅烏，缽頂雕寶珠，兩側各雕八角形寶珠頂柱。窟內三面

寶壇上各龕均雕一佛兩弟子兩菩薩，正面龕本尊為釋跡佛。洞壁廣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
尊，故名千佛洞。窟頂微隆，中央雕蓮花，周雕8身飛天，兩兩相對，形成各組對稱的輕歌曼
舞的神仙極樂世界。此窟結構嚴謹，雕藝精致，尤其是外壁的大型雕刻，窟頂的飛天雕刻，都

是絕無倫比的藝術珍品。

北響堂石窟

北響堂石窟位於和村村東的鼓山天宮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從左到右為
大業洞、刻經洞、二佛洞、釋迎洞、嘉靖洞、無名洞、大佛洞和兩個無名

洞。其中大佛洞規模最大，裝飾最華麗。窟內進深13.3米，寬13米，高
11.4米。正面龕本尊是釋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勻稱，庄重敦厚，

為響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紋七條火龍穿插其間，雕

刻精巧，裝飾華麗，為北齊高超藝術的代表。[2]

基本結構
響堂山現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響堂7座，北響堂 4座。北齊石窟多具

彷木結構窟廊，其中南響堂第3、7窟，北響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開間窟廊上方又鑿有大
型覆缽、山花蕉葉、剎杆及火焰寶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門兩側雕八角束蓮柱，

門額飾以精致的寶塔、飛天，門側壁淺雕肥大忍冬紋，整個外觀裝飾華麗。南響堂第 2窟窟廊
檐額上雕五鋪作雙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僅有的一例，為研究北朝建筑難得的實物資

料。
響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齊的佛教造像藝術，是短暫的北齊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藝術寶庫。近年
來，學術界將響堂山的雕塑藝術譽稱為“北齊造像模式”。

洞窟形制

響堂山北齊洞窟的形制可分為以下幾種：

中心方柱塔廟窟：有南響堂第一、二窟，北響堂第四、九（以下簡稱南一、南二、北四、北
九窟，其它類同），窟平面方形、平頂，中心為方柱，三面開龕或一面（正面）開龕（北四、

南二），後壁上部與洞窟後的山體相連，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禮佛時通行。窟內四壁鑿佛
龕，前壁正中為窟門，門上有明窗二，明窗間平浮雕大型帝後禮佛圖（北六）或阿彌陀淨土變

（南一、南二），均以場面宏大，場景壯觀為特性。
中心方柱塔廟直接繼承了雲岡中心塔柱窟的形式，隻是將雲岡繁復、瑣碎的“三層或五層每層
三面每面各鑿一佛龕的樓閣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為“三面（或一面）每面開一佛龕”的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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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窟內景象

  菩薩

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從而體現出了北朝石窟中
心柱窟由繁到簡的發展趨勢。

三壁三龕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後室
（南七、北三）面闊為三間四柱，明間正中開窟門，次間各開

大龕，龕內雕踏山力士像，明間上部為印度式拱，次間額枋上
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彷木結構建筑形式的滴水、圓椽、筒
瓦等，瓦垅上有八層疊澀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葉覆蓋窟

頂，大蕉葉擁托覆缽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剎的雙層火焰寶珠。
窟內平面方形、穹隆頂，正、左、右壁各開帷幕帳形龕，龕內

雕一鋪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頂
浮雕蓮花藻井及飛天伎樂，地面浮雕大蓮花，蓮花中間置博山

爐（南五）窟門兩側刻大番卷草紋和連珠紋，上部刻飛天。
這種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襲了北魏後期龍門產生的三壁三龕窟（如龍門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

式。
四壁設壇窟：分方形平面平頂（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頂（南六）兩種，這種窟的主要特征

是四壁設環壇，壇上圓雕造像。正、左、右壁為一鋪五身或七身組合，前壁窟門兩側壇上雕力
士像。
這種窟形，在過去的研究中，也將它與三壁三龕窟劃入一類，這種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屬於新樣

式。隋唐以後的龍門石窟才出現。

造像風格

從東魏武定末年至北齊後主高緯時期，盡管時間較短（約20多年），佛教沒有多大的發展變
化，但畢竟屬於改朝換代階段，統治階級為了表現自己，在各個方面都要改變前代遺風，反映

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響堂山作為北齊皇室開鑿的大窟，更多的體現了這一點。如響堂山
最早開鑿的北響堂第九窟（大佛洞），從《資治通鑒》的記載可以知道，（在“東魏武定五年
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鑿刻時間在東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卻與同

時期（或稍前）的諸多造像大相徑廷，格調異趣。遠的不說，我們將其與相距僅90公裡的安陽

嵐峰山東魏武定四年（548年）開鑿的大留聖窟相比，即可見異同。（見《中國美術全集》卷
十三）。在高氏開鑿北洞以作陵藏之時，高氏父子則實際掌握著東魏的政權。從這一點上正好

反映出高氏欲篡奪權位，改朝換代的野心計劃。（不出三年，便將東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

齊）

這時期佛的造像，形體敦厚結實，表現出北齊民族的強健和豪邁，面稍豐滿，高鼻長目。結跏
趺或半結跏趺坐於園蓮座上，衣紋疏宕，成不規則階梯狀布於全身，佛衣下擺鋪於座面。

菩薩的主要風格表現在渾圓敦實的體態上，其造型給人一種厚

重之感，如南響堂第七窟內的菩薩，面相豐圓，體態健壯飽

滿，腹部略隆，衣紋華麗，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貼體，
作出水式，頭戴寶冠，寶繒下垂至肘部。另外，北響堂第九窟

左龕和南響堂第一窟左龕內的菩薩，充分表現出扭軀斜胯鼓

腹，重心落於一腳的特點，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龕）為甚，這
不能不承認是開啟了隋唐造像那種“濃艷豐肥”“細腰斜軀三道

彎”的先河。

聲聞弟子面型與菩薩同，體態渾圓，衣式簡潔明快，下身也與

菩薩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風。身體比例上略顯上長下短。

雕刻技法

響堂山北齊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繼承了北魏的風格，一方面又創造出新花樣。北魏時期的造
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紋表現為階梯式，給人一種純朴、粗獷而又生硬的感覺。響堂山在吸收這

種技法的同時，又使用了圓刀法進行混合處理，尤其表現在衣紋轉折處更為明顯，（如南七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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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像雕刻精美

  

薩、北三菩薩）使造像的服飾趨於圓潤，富於真實，在表現造像的肌體上則更多的使用了圓刀
法（如北九南龕左菩薩，赤足，屈體，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堅細易雕的石質加上藝匠們嫻

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無限的生命力，並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可以說，北齊藝匠在

表現人物個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除此之外，響堂山還出現了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這種形式的代表在北響堂第九窟內，環窟
室壁腳一周，雕刻題材均為供養人和博山爐，物象內沒有任何雕飾，其細部的表現應用彩繪完

成。此外，該窟前壁窟門兩側的“帝後禮佛圖”也是採用了這種方法。石窟雕刻與壁畫彩繪相結

合也成為響堂山的一種風格。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是繼承了漢墓中畫像石、畫像磚的傳統，
應該與此窟擬作高歡陵墓有關系。

特別設計

北齊石窟平面方形，平頂，分中心塔柱式與三壁三龕式兩類。中心塔柱式有南響堂1、2窟，北

響堂3、6窟等﹔三壁三龕式有南響堂 5、7窟，北響堂2窟等。響堂山的塔柱僅三面通頂，後面

鑿成低矮的隧道，三壁三龕窟則在後壁和左右壁各鑿一大龕，壁腳雕寶壇一周。中心塔柱窟以

北響堂第 6窟(大佛洞)規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窟寬13米，深13.3米，高11.4米(見圖)。中心柱
坐佛高3.5 米，是響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窟內各壁鑿塔形列龕共16個，飾垂幔及火焰寶

珠，雕飾富麗，龕內青石坐佛為民國初年補置。

三壁三龕窟以南響堂第 7 窟(千佛洞) 保存較完整，深5.2米，寬
4.6米，高3.75米。門外兩側龕內各雕一力士，窟內三壁開大龕

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前壁滿雕千佛，窟頂中心雕大型蓮

花，周繞八身飛天及寶珠，為響堂山窟頂雕刻中的精品。響堂

山石窟的北齊造像，面相豐圓，體形健壯，立像如上大下小的
圓柱狀，衣紋輕薄疏簡，緊貼身軀，已由北魏以線條為主的造

型，逐步轉變為以表現形體為主的新風格，有較強的質感，成

為北魏到隋唐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

用。各窟從窟龕到寶壇、蓮座、背光等細部都用深淺浮雕刻出
多種繁縟而極富變化的圖案紋樣，諸種紋樣配置得宜，密而不

亂，產生濃烈的裝飾效果，形成響堂山北齊石窟的一個特點。

響堂山遺存大量摩崖刻經，是北齊時期最重要的刻經地之一。北響堂第2窟天統四年(568)至武

平三年(572)晉昌郡開國公唐邕所寫刻《維摩詰經》、《彌勒成佛經》、《孛經》、《勝□

經》，有《唐邕寫經碑》記載刻經經過，該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向來為中外文

物、史學研究者所重。
北齊以後，隋、唐、明各代共鑿 6個窟，規模都不大，雕刻裝飾也比較簡單。此外利用北齊洞

窟內外岩壁 還開鑿有不少造像龕，其中隋龕近50個，最早為開皇四年(584)，唐龕約300個，以

武周時期居多。兩處石窟均有附屬建筑群，北響堂石窟下方的常樂寺

遺址佔地7000平方米，內有宋塔、經幢及宋至民國年間的石碑、造
像。南響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樓閣、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響堂石窟

外檐，於第 2窟門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記述該窟始建及北

周滅法等重大事件，是有關響堂山石窟營造史的重要發現。
1957年建立響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鄲市、峰峰礦區兩文

物保管所合作對石窟進行全面調查實測，建立資料檔案，並先後維修

了窟群的圍牆及殿宇等 附屬建筑。1989年開始維修南響堂石窟。

響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觀大方，其雕藝承前啟後，是我
國石窟藝術發展史上從大同雲岡到洛陽龍門過渡階段的一個重要標

志，也是研究我國佛教、建筑、雕刻、繪畫及書法藝術的重要寶庫之

一。

響堂山石窟在藝術和文化上的獨特性和原創性是敦煌石窟、雲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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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堂山石窟在藝術

  地理位置

窟、龍門石窟等諸多大石窟無法比擬也無法取代的。因此在

1961年，響堂山石窟與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著名學者范文瀾、郭沫若等響堂山石窟藝術均

有很高的評價。魯迅先生對響堂石窟藝術也多有偏愛，曾多次
在北京琉璃廠購買響堂山石窟石窟造像和刻經拓片精心收藏。

並記錄在他的日記中。

最早對響堂山石窟開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學者長畈大丁。

1922年，他曾先後三次考察了響堂山石窟。並在日本發表了調
查報告。1935年我國學者開始對石窟藝術這一領域開展研

究，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考古組徐炳旭、顧頡剛老先生選擇的

第一個研究點不是敦煌雲崗龍門等石窟，而是選擇了響堂山。
他們帶領學生在南、北響堂進行了拍照、拓片、記錄、整理了有關造像題記，校刊刻經、編制

碑目、文字記錄現狀的工作，其後印行出版了《南北響堂及其附近石刻目錄》一書，確認了響

堂是以北齊石刻為主的石窟群，這是國內研究響堂的最早著作，也是我國對石窟寺藝術研究的

創始。1936年11月，營造學社劉敦楨繼徐、顧二老之後又考察了響堂山石窟，其主要觀點闡述
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也對響堂進行了為期七天的調

查，並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一書。其後著名學者王去非，劉慧達、

蘇白、馬世長等對響堂山石窟都進行過調查和研究。迄今為止，在國內外共出版響堂山石窟專

著5本，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新中國考古學上第一個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學考古系博士李玉
群先生的博士論文就選擇了響堂山和鄴城的佛教藝術。此外在美國日本意大利台灣韓國等高等

院校也有專事響堂山石窟藝術研究的學者。日本著名陶瓷學者、大阪市立美術館館長蓑豐的愛

人蔣人和女士數十年來一直傾心於響堂山石窟藝術的研究，並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發表論
文。響堂山石窟藝術不僅深得學者們的寵愛，而且受到黨和國

家的重視，早在1956年這裡便成立了專門的保護機構——響堂

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即今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

年，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冒雨參觀了南響堂，並對第七窟
（千佛洞）內的飛天，伎樂等造像給予了高度贊賞，並指示當

地負責人要保護好這處藝術寶藏。因此，在“文革”期間，響堂

山石窟免受了災難。1961年，響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
2003年“響堂山石窟：復原和還原”得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立項

並正式啟動。項目的運作從兩個方向同時展開：一是傳統的藝

術史研究﹔二是運用新的數字科技制作三維立體模型，為響堂
山石窟和流失的石刻建立一個圖像數據庫。研究中，響堂山石

刻和其他北齊時代的美妙藝術令美國人震撼。[3]

200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獲得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在響堂山石窟內開始數碼攝

影，三維掃描工作則由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負責完成，工作重點是北響堂刻經洞。對三

維模型進行紋理映射，把模型和照片對應、整合到一起，實現真顏色和實感，完成三維模型。

通過信息處理，項目組成功找到了刻經洞北壁主要造像的頭和手，以及佛台上丟失的浮雕﹔東
壁和南壁的兩個菩薩頭也逐漸面目清晰。

2011年2月26日，一個名為“昔日回響：響堂山佛教石窟寺展”的特別展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

區的賽克勒美術館盛大開幕，展覽的名字恰好和響堂山的“響”字對應，頗耐人尋味。大約一個
世紀以前，位於中國河北省境內的響堂山石窟開始遭受到大規模的盜竊和破壞。如今，這麼多

流散各地的精美石刻聚集一處重新展出，近百年來還是第一次。

響堂山石窟，位於邯鄲市西南49公裡的峰峰礦區鼓山上，分南北兩處，相距15公裡。
北響堂可以沿著青蘭高速至峰峰磁山口下道，距離北響堂還有5公裡即到。

南響堂在峰峰新市區西紙坊，車程約15分鐘﹔

自駕車，由京深高速公路馬頭出口下，向西至峰峰礦區再沿邢都公路向北即至。

也可乘坐邯鄲開往峰峰的小公共或5路公交車，或乘火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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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方式：

南北響堂山石窟現有邯鄲市峰峰礦區

響堂山石窟文物管理處/統一管理

最佳旅游季節：峰峰每年元霄節的社火很是熱鬧壯觀，如果有幸趕上一回定會讓您大開眼

界。

住宿：峰峰礦區有各類賓館10余座，其中設施最好的是峰峰賓館，有台球室、歌舞廳、KTV

包房、桑拿浴等

美食：和村醋是當地特產,色濃味香,不妨買幾瓶嘗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