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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传佛教往往是以寺庙建筑作为其传播载体。萨迦南寺是西藏中世纪(公元9世纪中期至13世
纪中期)政治文化中心,在西藏建筑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作者实地考察,从建筑空间形态中
的中原城池式、
“曼荼罗”式、
“回”字型布局,街道尺度以及空间序列的“起”
、
“承”
、
“转”
、
“合”不
同阶段等几个方面探究其建筑艺术魅力。
[关键词] 萨迦南寺；空间形态；曼荼罗；街道尺度；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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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萨迦南寺作为西藏中世纪时期的代
表性建筑之一,其建筑形制、空间形态、
色彩风格等深受当时元朝中原文化和藏
传佛教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
性、民族性特征。对萨迦南寺建筑空间
形态、街道尺度及空间序列组织等方面
进行探究与剖析,有助于在今后现代藏
式建筑设计中提供借鉴意义。

1 萨迦南寺历史由来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外来佛
教与原始宗教——苯教融合形成了深刻
影响藏区的藏传佛教。公元9世纪中期到
图1

13世纪中期,是吐蕃王朝解体到萨迦政

萨迦寺整体风貌

权建立的400余年,也是西藏历史上我们

钦释迦桑布在仲曲河南岸的玛永扎玛平

楼和向外凸出的马面墙台以及防守的垛

所谓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一时期西藏

坝上建造的,《汉藏史籍》中亦有记载,

口,仅东面正中开有城门；外城墙较为低

没有统一的政权,藏区出现了大大小小

本钦释迦桑布“向当雄蒙古以上乌斯藏

[2]
矮敦实,属羊马城形式 ,在古代具有战

不同的地方割据势力,不同地区产生了

地区各个地方的万户和千户府发布命令,

时防御功能,且东面为城门入口。外城墙

不同教派。13-14世纪,萨迦地方政权与

征调人力。于次年为萨迦大殿奠基,还修

外有护城河壕沟,与内城墙构成立体防

元朝建立密切关系,西藏逐渐走向政教

建了里面的围墙、角楼和殿墙等。”

[1]

御体系。萨迦南寺的主体建筑,藏语中称

合一的局面。

是一座融合了中原城池类型的城堡式建

为“拉康钦莫”,意为大佛殿,则位于这

筑(图1)。

两套城墙中心位置,是萨迦南寺最重要

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
杰布创立了萨迦派,在奔波山山腰灰白

2 萨迦南寺空间形态

的建筑。主殿周围分布了大小建筑群,

土坡上,仲曲河北岸建萨迦寺,“萨迦”

2.1形态布局

其南面为厨房和八思巴宫殿；东面为慈

即藏语“灰白土”之意,这就是萨迦北寺,

2.1.1中原城池式布局

钦拉康、康巴林、厨房和僧舍建筑群；

但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已毁。萨迦南

萨迦南寺坐西朝东,平面方整形如

西面则僧舍建筑群。这样的平面图布局

寺最显著的标志性特征,即在寺庙墙上

一座微型城池,设有两套城墙体系,都为

军事防御功能较强,受当时元朝中原城

涂有红、白、蓝三色花纹分别象征文殊

夯土墙体(图2)。内城墙高大坚实,四角

池建筑群影响,也是萨迦政权政治巩固

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故又称

有高耸的角楼,即慈摩悲、索悲、久摩悲、

和彰显地位的需要。建筑入口朝东,可能

“花教”。萨迦南寺是八思巴授意萨迦本

仁增颇章四座角楼,并且中部均设有敌

与小昭寺入口朝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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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池式布局

曼荼罗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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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回”字型布局

2.1.2“曼荼罗”式布局

筑上的再现(图3)。拉康钦莫大殿,规模

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这样

萨迦南寺的空间布局遵循了佛教

宏大,高高耸立,作为寺庙的中心象征着

论述：
“设街道的宽度为D,建筑外墙的高

“曼荼罗”的空间模式(图3)。“每一个

须弥山为世界的中心,彰显其重要地位；

度为H,让我们来研究二者之比D/H。”

结构和创造都有一种宇宙起源作为它的

而围绕着拉康钦莫大殿四周布置相对低

萨迦南寺街道中两条转经空间D/H比值

范式。” 苯教文化以及后来的藏传佛教

矮的宫殿、扎仓、僧舍、厨房等建筑群

都小于1(图5),在视线上无法看到整个

的宇宙空间构建象征性意义对藏区寺庙

则象征着须弥山四周的洲岛、海洋,即为

建筑群全貌,会产生接近和压迫之感,视

建筑布局具有极大的影响。佛教的宇宙

众生居住的世界和方形城墙构成完整封

觉上会关注到建筑本身,而在主殿前广

观把须弥山作为世界的中心,其贯穿天

闭的体系,表达了一种“聚集”中心的佛

场空间D/H比值约为1.5(图6),在整个建

地,连接三界,即天界、地上界、地下界,

教宇宙观点。

筑群中空间尺度较为开阔,在无形之中

[3]

构成三元世界,须弥山周围是四大洲和
八小洲,大千世界外围是铁围山。“佛教

2.1.3“回”字型布局
佛教中的“顶礼膜拜”、
“朝圣转经”

[5]

强调了佛国意境的飘渺之态。
2.3空间序列组织和营造

的中心复杂的佛教宇宙观结构,很难被

等思想和仪轨,对西藏寺庙建筑设计提

空间序列是建筑空间连续组织和

广大的信徒理解,佛教的艺术大师们把

出转经回廊的要求,这使藏区寺庙佛殿

强调秩序的一种逻辑关系,能够与人

寺院建筑作为世界的象征,通过建筑的

建筑平面都呈“回”字型布局。萨迦南

的行为模式发生关联而产生不同空间

手段在平面布局中显示出佛教宇宙世界

寺空间布局是大“回”字型套小“回”

心理审美,并以游览路线为依托。空间

图景,这就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的曼

字型的组合方式。在萨迦南寺建筑群空

序列化是通过多个明确的空间“界面”

[4]

荼罗空间布局。”

间中有三个层次的“回”字型转经空间

分隔和联系,达到一系列空间的多层

曼荼罗是结构化宇宙的象征,曼荼

(图4)。第一条转经道,即内外城墙之间

[6]
次和秩序化。 一条合理的空间组织路

罗即“坛城”。寺庙必须具备“三宝”才

的步道(古代主要作为军事防御)；第二

线将建筑不同的空间串联起来,合理的

叫寺庙,即“佛”(佛教)、
“法”(经书)、

条转经道,即内城墙之上的步道；第三条

安排它的呈现方式,能够使人在空间中

“僧”(僧人)。西藏第一座的藏传佛教

转经道,即围绕着拉康钦莫大殿的步道。

游走时感受跌宕起伏的变化。空间序列

建筑桑耶寺是西藏本土三宝齐全的寺庙

这使得佛教建筑处处给予人在精神上佛

是由起始阶段、过渡阶段、高潮阶段、

之祖,其总体布局完全依照佛教世界“曼

法无边的震慑,而作为个体的人相对其

结束阶段四个阶段组成,即营造空间序

荼罗”空间模式建构的,萨迦南寺空间布

却如此渺小。

列“起”、
“承”、
“转”、
“合”不同阶段

局也类似于佛教“曼荼罗”的形式在建

2.2街道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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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和边玛草等；再从主殿入口穿过长长
的经筒廊道,到达萨迦南寺最后一个高
潮空间——大经堂主殿,其空间尺度体
现了佛教建筑的高大、庄严、神圣不可
侵犯,使参观者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断
升华达至顶峰,心灵上无比震撼。当光束
透过厚厚墙体上的髙窗打在高大无比的
佛像上,我们只能暗自感叹佛法无边,个
人于佛界如沧海一粟。
萨迦南寺建筑空间序列始终遵循着总
图5

两条转经空间尺度

体布局以及建筑形式美法则的空间手法,
从元府路、咒师塔、广场、街巷、院落等
空间节点,看似杂乱无序,但都完美诠释了
建筑布局均衡统一、层次丰富等空间序列。

3 结语
萨迦南寺作为西藏中世纪时期建
筑文化的缩影,始终是建筑历史长河里
一颗璀璨之星。其建筑空间形态具体体
现在中原城池式、“曼荼罗”式、“回”
字型布局,街道尺度以及“起承转合”
不同阶段空间序列组织和营造等方面。
图6

主殿前广场空间尺度

在今天,我们仍要充分的去解读和认识

2.3.1“起”——建筑空间的起始阶段

明,强烈的空间明暗、尺度对比使人一种

它的空间艺术和历史价值,才能够保护

起始阶段是空间序列的开端,能够

豁然开朗的心境油然而生。进入主殿前

好西藏传统建筑和传承好西藏传统建

使人们展开联想和推测等心理活动。萨

广场,有两条游览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围

筑文化。

迦南寺的游览规划路线是围绕着八思巴

绕着拉康钦莫大殿的一圈转经道,途径

文化广场,在元府路行走就能远远的看

八思巴宫殿；二是直接进入拉康钦莫大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重点研发及转化计

见雄伟挺拔的萨迦南寺。先经过咒寺塔,

殿主体建筑。第二个过渡空间：从主殿

划项目：高原新型耐震藏式石砌民用建筑关

这里设置了一种藏区约定成俗的行为活

入口到大经堂前庭院,空间导向性明确。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编号xz201801-GB-08。

动——转塔,然后一路朝东绕过萨迦南

从门廊进入门厅,空间急促变窄,光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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