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2022 年春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通识游学课程 

招募通知 

一、 项目简介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它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枢纽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线游学课程，围

绕敦煌的历史、地理、考古和艺术等多个专题，从宏观的丝绸之路历史发展到微

观的敦煌艺术文化，深入浅出地介绍敦煌和敦煌石窟艺术，全面、系统地呈现丝

绸之路与敦煌的发展历史和深远意义。本课程旨在使同学理解敦煌和丝绸之路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探讨文化交流在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意义与价值。 

复旦通识教育中心自 2017年起开设“复旦通识·中国故事”游学课程，到目

前为止已经开设 6 个主题 13 期游学课程，共有来自港澳及内地 36 所高校的 839

名学生修读。新形势下，新型通识游学模式突破线下游学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

时空限制，借助网络平台让学生在有限的时空内，博览群书、云游通识。 

二、 授课语言：中文 

三、 授课时间：2022年 3月的周五及周六（具体时间见附录） 

四、 授课方式：线上教学 

五、 考核方式：课堂参与 20%+小组课题 30%+课程论文 50% 

（课堂参与包括出席和课堂提问讨论，若缺席 1次则扣 1分；小组课题由小组成

员共同完成，包括每个成员的贡献及评委打分；课程论文由个人独立完成，在截

止日后逾期提交将会被降等扣分，没有提交将没有成绩。） 

六、 学习要求：全程参加在线学习；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积极参与小组课题；按

时完成课程论文。 

七、 证明授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将提供修读证明 

八、 申请程序：学生向自己所在学校相关负责部门提交报名表（申请截止日

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 

九、 课程介绍会：对本次游学课程的主旨、课程安排等相关信息进行介绍，以

及互动答疑交流，时间：2021 年 12 月 3 日 18:30-19:30，腾讯会议平台，

会议 ID：753 141 159 

  



 
 

附录 

一、课程概况与设计思路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敦煌藏经洞与石窟中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量珍贵文书和图像得以保存至今，成

为研究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因此蔚为大观。 

鉴于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研究在厘清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与特点

中的重要作用，为了使同学深入了解敦煌学的发展历史，进一步认识敦煌文书和

图像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交流信息的学术价值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课程设

计了八个专题，旨在从宏观的丝绸之路历史发展到微观的敦煌艺术文化，深入浅

出地介绍敦煌和敦煌石窟艺术，全面、系统地呈现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及

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二、教学目标与预期收获 

本课程试图在各位享誉中外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引领下，通过对

敦煌的历史、地理、考古和艺术等多个专题详加解读，使同学在了解敦煌与丝绸

之路的关系，以及敦煌石窟艺术中所呈现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特征的基础上，理解

敦煌和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探

讨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意义与价值。 

 

三、教学形式与教学主题 

教学形式：在线直播授课+观看教学视频+小组课题研讨 

专题讲座围绕“敦煌的缘起”“敦煌的环境、历史与文化”和“敦煌的艺术

成就”三个主题展开，共计 8讲。此外还安排 1次实践教学，让同学们亲身体验

石窟壁画的技术特点。 

主题一 敦煌的缘起 

 第一讲：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教授） 

 第二讲：早期丝绸之路考古   王辉（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主题二 敦煌的环境、历史与文化 

 第三讲：敦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存   孙志军（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四讲：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第五讲：藏经洞与敦煌学  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主题三 敦煌的艺术成就 

 第六讲：敦煌石窟艺术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第七讲：敦煌壁画中的日月神图像  张元林（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第八讲：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音乐艺术   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实践教学：中国古代壁画的技术生成   孙博（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教师） 

 

四、课程日程安排（2022.3.4-3.26） 

日期 上午 9:00-11：30 下午 15:30-18:00 晚上 19:00-21:00 

3 月 4 日

（周五） 

 开幕式 & 第一讲 丝绸

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主讲人：姚大力 

观看纪录片《河西走

廊》（一） 

3 月 5 日

（周六） 

第二讲 早期丝绸之

路考古 

主讲人：王辉 

第三讲 敦煌的自然环

境和文化遗存 

主讲人：孙志军 

 

3月 11日

（周五） 

 第四讲 敦煌城与莫高

窟的历史 

主讲人：荣新江 

小组课题研讨（一） 

3月 12日

（周六） 

第五讲 藏经洞与敦

煌文书 

主讲人：沙武田 

第六讲  敦煌石窟艺术 

主讲人：赵声良 

 

3月 18日

（周五） 

 观看纪录片《河西走廊》

（二） 

小组课题研讨（二） 

3月 19日

（周六） 

第七讲 敦煌壁画中

的日月神图像 

主讲人：张元林 

第八讲 丝绸之路上的

敦煌音乐艺术 

主讲人：赵维平 

 

3月 25日

（周五） 

 观看“数字敦煌”（一） 观看“数字敦煌”

（二） 

3月 26日

（周六） 

实践教学：中国古代

壁画的技术生成 

授课人：孙博 

小组课题汇报 & 结业

式 

 

备注：授课每次 3学时，观看纪录片视频每次 2-3学时，小组课题研讨每次 2学

时。总计约 40学时。上述日程如有调整，以正式通知为准。 



 
 

 

五、授课内容概要 

1、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张骞出使月氏国，改变了先秦传统对外部世界的“神话地理学”想象。汉唐

宋明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项“中国成就”；它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他们认

识世界、并由此而被世界深刻影响的历史。中国文明是在开放和被迫开放的行程

中走入今天的。 

2、早期丝绸之路考古 

早期丝绸之路是指张骞凿空之前东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早

在公元前 3000年，欧亚草原文化就已经进入了中国新疆。公元前 2000年至公元

前 2世纪，已经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并进入中原腹地，最远可达

长江流域。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欧亚草原上的环境变化、族群移动和游

牧化进程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3、敦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存 

以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典型的绿洲城市、西域门户敦煌的山

川、地貌、气候、人口，以及这一地区所保存的以丝绸之路和石窟寺为主的文化

遗产，体会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相辅相成。历史事实，如无地理作为

大背景，则悬空而无着落；地理事实，如无历史作为渊源，则玄虚而无基础。 

4、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 

根据敦煌石窟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概述从先秦到明清时期敦煌以及莫

高窟的历史概况，特别说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敦煌莫高窟图像

和文献反映的东西方文化。 

5、藏经洞与敦煌学 

敦煌学最初的发端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其核心是藏经洞的发现及其文

献文物的全球流散。藏经洞五万余卷写本文献，其内容涉及魏晋至唐宋 600余年

写本时代的各类原始档案，是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原始记载。藏经洞文献涉

及敦煌学的各个方面，是正史和传统文献典籍所不记载的历史侧面，意义重大。 

6、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敦煌石窟艺术融汇了中

国和外国，汉族和其他民族艺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代表了 4

世纪到 14 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主要成就，形成了一千年间系统的艺术史。敦煌

石窟艺术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7、敦煌壁画中的日月神图像 



 
 

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址，敦煌石窟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日神、月

神图像。敦煌壁画中的乘马日神、乘天鹅月神和“执风巾”风神以及骑牛风神图

像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希腊艺术中表现同类图像的艺术元素。这些艺术元素，

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古希腊艺术跨越时空，对古代东方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所产

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8、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音乐艺术 

丝绸之路上，在佛教故事的背景下，大量的乐舞、器乐以及器乐合奏，生动

形象地叙述出胡、俗乐从对峙到交融的过程，展现出乐器、乐谱、乐舞与丝绸之

路的关系。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物，更为音乐研究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

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丝绸之路的终点——奈良正仓院，体现了中国与日本

在古代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 

9、形色和鸣——中国古代壁画的技术生成 

以敦煌莫高窟丰富的壁画遗存为核心，展开对中国传统壁画的历史脉络和艺

术语言样态演变的追索。通过对壁画绘画语言的细微观察和解析，探寻千年前的

画师对于线条、形状、色彩、材质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方式。通过实际动手操作，

在预制的模拟地仗层上，摹写选定的石窟壁画范本，体验敦煌石窟壁画的基本绘

制程序，色彩应用体系和材料工艺特性。  

 

六、授课教师简介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边疆史。主要论著有《北方民

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等。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

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

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

八讲》《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书记。主要研究中国美术史、佛教

美术。主要论著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

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石窟简史》《敦煌艺术十讲》等。 

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

域为石窟艺术，壁画图像等。主要论著有《敦煌画稿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

石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藏经洞史话》等。 

王辉：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



 
 

和丝绸之路考古。参与编著《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西北通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史》等。 

张元林：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人文研究部副部长，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兼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敦

煌佛教图像和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艺术比较研究。主要论著有《北朝—隋时期敦煌

法华图像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合著）等。 

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日音乐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亚洲音乐。中国与亚洲诸国的音乐关系。主

要论著有《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

等。 

孙志军：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敦煌摄影文献、

丝绸之路佛教遗址的视觉传达。主要从事文物摄影及文化遗产赋存环境摄影，

“数字敦煌”项目主要参与者，拍摄出版敦煌石窟艺术画册二十余部。 

孙博：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石窟壁画的

相关教学和创作研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太庙艺术馆、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机

构和个人收藏。 

 

七、学习要求 

全程参加在线学习；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积极参与小组课题；按时完成课程

论文。 

 

八、考核方式 

课堂参与 20%+小组课题 30%+课程论文 50% 

（课堂参与包括出席和课堂提问讨论，若缺席 1次则扣 1分；小组课题由小

组成员共同完成，包括每个成员的贡献及评委打分；课程论文由个人独立完

成，在截止日后逾期提交将会被降等扣分，没有提交将没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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