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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区传统佛教建筑的分布及技艺特点
何颖娴
(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通过对辽宁地区传统佛教建筑进行普查式调研ꎬ从总体布局、单体建筑构

成、建筑技术及艺术等方面展开论述ꎬ总结了辽宁地区佛教建筑的艺术特点和独特
的建造技术ꎬ提出了辽宁佛教建筑呈现丰富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原因ꎮ
关键词:辽宁地区ꎻ传统建筑ꎻ佛教建筑ꎻ建筑特色ꎻ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ＴＵ － ０９２. ８

文献标志码:Ａ

宗教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ꎬ在
社会生活中起巨大作用不可忽视ꎬ它不仅通

市县内( 见表 ２) ꎮ 不同的时期ꎬ不同的民族
经历着不同的文化ꎬ在整个辽宁的土地上ꎬ保

过艺术的手法体现着宗教的神秘、肃穆等特

留下来的古代寺庙建筑群ꎬ在不同程度上经

征ꎬ还承载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某种寄托ꎮ 中

历着汉、蒙、藏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ꎬ与典型

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佛三大支柱组成ꎮ 辽宁

的汉族寺庙古建筑略有差异ꎮ

地区古代宗教建筑主要分为佛教寺庙、道教
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

[１]

ꎮ 这 ３ 种类型中ꎬ佛

教寺庙所占比例较大ꎬ在供奉的神明、整体布
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方面都
有着独特的特点和风格ꎮ

一、辽宁佛教寺庙沿革与分布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ꎬ经历数个朝
代ꎬ千百年来ꎬ兴衰起伏ꎮ 魏晋南北朝、唐代
和清代的统治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
年代 [２] ꎮ 辽宁地区也是如此ꎬ现辽宁省古代
寺庙建筑分布在其 １６ 个市县内( 见图 １) ꎬ这
些区域内散布着大小不一、规模不同的 ３０ 余
座古代寺庙建筑 群ꎮ 由 于 沈 阳 １６２５—１６４４

年是清朝入关前的重要都城ꎬ所以大部分古
代寺庙建筑存在于此ꎬ有 １１ 座之多ꎬ基本上
都为清朝所建或修缮ꎬ只有少数为眀代和唐
代所建( 见表 １) ꎮ 剩余 ２１ 座分布在其他各

图１

辽宁省古代寺庙建筑分布

二、总体布局特点
纵览辽宁地区的 ３０ 余座古代寺庙建筑

群ꎬ皆为合院式建筑群ꎬ组合多样ꎬ层次丰富ꎬ
力求均衡对称ꎮ在这种合院式建筑群中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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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佛教寺庙基本信息

名称

平面布局

建筑种类

南塔广慈寺

寺院无存ꎬ只剩宝塔

西塔延寿寺

寺塔皆无存ꎬ原址新建

—

东塔永光寺

寺院无存ꎬ只剩宝塔

北塔法轮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三进院

长安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三进院

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

明( 洪武)

般若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

清( 康熙)

实胜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天王殿、大殿、山门

清( 崇德)

中心庙

坐北朝南ꎬ以墙围合ꎬ一进院

中心庙

明( 洪武)

慈恩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寺院由东向西ꎬ三进院

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比丘坛

后金( 天聪)

太平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两进院ꎬ有旁院

山门、中殿、东西配殿

清( 康熙)

大佛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山门、天王殿、地藏殿、大雄宝殿

唐

表２
市县

名称
千山龙泉寺
千山香岩寺

鞍山市

锦州市

千山大安寺

大孤山下庙
葫芦岛市

莲花山圣水寺

海城市

三学寺

建筑种类

建造年代

层平台上

殿、藏经阁、弥勒殿、毗卢殿等 ２０ 幢

唐

坐北朝南

山门、法王殿、大雄宝殿

辽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分建在二

山门、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钟鼓楼等 ６ 幢

沿中轴线布局

丹东市

建筑ꎬ共计 ４２ 间

平面布局

千山祖越寺

大孤山上庙

清初

—
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等各式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分建在三 山门、法王殿、斋堂、客堂、观音殿、钟鼓楼、大雄宝

千山中会寺

奉国寺

—

辽宁省其他市县佛教寺庙基本信息

层平台上ꎬ二进院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

大广济寺

建造年代

沿中轴线布局ꎬ双轴线ꎬ坐北朝南ꎬ
二进院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天地楼、韦驮殿、钟鼓楼、禅堂

山门、韦驮殿、地藏殿、大雄宝殿等 ７ 幢

唐
辽

山门、牌坊、无量殿、钟亭、碑亭、大雄殿、西宫禅院等

辽

雄宝殿、地藏寺、十王殿、天王殿和古戏楼

沿中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汉

佛殿、天王殿、碑亭、配殿、关帝殿、天后宫

中轴线贯穿圣水宫、天后宫和古戏 药王殿、玉皇殿、真武庙、圣水宫、龙王殿、佛爷殿、三
台ꎬ把上庙和下庙连接在一起
霄娘娘殿、一层楼、观海亭和通灵塔
吕祖庙、天后宫、关帝殿、财神殿、文昌宫、梓潼宫、大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

早于明(嘉庆)

碧云宫、天元宫、明心楼、大雄宝殿、钟楼和鼓楼
山门、前殿、东西配房、藏经楼、禅堂及烧毁的大殿和

唐
—
清(康熙)
唐

大连市 观音阁(圣水寺) 上院

被拆毁的钟鼓楼遗迹
隐仙洞、观音阁

铁岭市

慈清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四进院

山门(醉翁楼)、大雄宝殿

北漂市

惠宁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四进院

山门、天王殿、大殿、藏经阁、七间殿(舍利殿)

普兰店市

清泉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三进院

山门、娘娘殿、大雄宝殿

唐(贞观)

阜新市

瑞应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山门、前殿、经堂、佛殿

清(康熙)

辽阳市

首山清风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二进院

明(隆庆)

朝阳市

佑顺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五进院

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
牌坊、山门、天王殿、藏经阁、大雄宝殿、更衣殿、钟鼓

凌源市

万祥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坐北朝南ꎬ四进院

楼、七间殿
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藏经阁

庄河市

法华寺

沿中轴线布局ꎬ四合院

前殿、正殿

明(万历)

彰武县

圣经寺

一进院

大殿、山门

清(道光)

有单体建筑物的布局都有一定的规律性ꎬ和

辽金
唐(景龙)
清

清(康熙)
清(乾隆)

１. 中轴对称式

我国寺庙建筑总体布局规律相比较ꎬ既有的

这种南北中轴、东西对称的形式在我国

相同之处又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ꎬ其基本形

古代寺庙建筑群中是一种很普遍的形式ꎬ于

式可归纳为 ３ 种ꎮ

史有据ꎬ处处体现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ꎬ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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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规制不可僭越ꎬ按照佛教的规制ꎬ沿着这条
中轴线坐北朝南依次布置着大门( 山门) 、天
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及藏经楼

[３]

ꎮ 不同的位

置坐落着的殿宇ꎬ在建筑群中起着不同的作
用ꎮ 一般来说ꎬ大雄宝殿坐落在建筑群中的
重要位置上( 见图 ２) ꎮ 轴线的两边和四周也
布置着一些建筑单体ꎮ 前院为供奉佛像的佛
殿ꎬ两边对称建有钟楼和鼓楼ꎬ后院为学习佛
经的经堂ꎬ两侧厢房为僧人居住的生活用房
等ꎮ 有的寺院在中轴线上或两边还建有观音
殿、韦驮殿、诵经的法堂等殿堂ꎬ气势磅礴ꎮ
图３

图２

双轴对称式

中轴对称式

２. 双轴、多轴对称式
所谓双轴或多轴对称ꎬ就是在整个建筑
群中存在着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南北轴线ꎬ在
单体建筑的布置上仍存在一个主轴线ꎬ按照
佛教规制进行相应布置ꎬ其他轴线相辅之为
次轴ꎬ形成了两个或多个围合起来的大的院
落空间( 见图 ３) ꎮ 两个空间以拱形门作为两
边院落的连接处ꎬ或者以一进深的殿宇等方
式相连接ꎬ更加强了两个院落彼此间的联系ꎮ

图４

侧后方带院式

随着朝代的变迁和佛教的发展ꎬ佛寺内
容也日益增多ꎬ促使其不断改变ꎮ 但从总体
布局上看不论规模大小ꎬ还是所建地点不同ꎬ
几乎所有寺庙都是平面呈长方形ꎬ以南北纵
深轴线组织空间ꎬ对称稳重ꎬ构成整饬严谨ꎮ
这种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给佛教提供了活动
的场所ꎬ满足了佛教活动的基本要求ꎮ

院落各自独立又视为一个整体ꎬ相互呼应ꎬ彼

三、单体建筑的构成类型与特点

此衬托ꎬ在功能上ꎬ也更加全面地对寺庙空间

１. 建筑单体平面构成

进行了整合和分类ꎮ
３. 侧后方带院式
侧后方带院落这种布局形式一般是为了
在侧后方摆放佛塔之用而独立建造的院落
( 见图 ４) ꎮ 院落宽阔无其他建筑物阻挡ꎬ通
过拱形门连接主院ꎬ形成一主院一从院的院
落布局ꎮ

辽宁地区传统寺庙单体建筑的平面形式
多为长方形、正方形等平面形式ꎬ对构成建筑
物单体的立面形象起着重要作用ꎮ 辽宁地区
古代寺庙建筑的平面构成主要还是以柱网的
布置方式来确定房屋的大小ꎬ寺庙等级决定
着寺庙建筑的规模ꎬ寺庙单体建筑的柱网排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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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按照需要灵活布置而有所不同ꎬ以传统的
规制进行排列分布

[４ － ５]

２. 建筑单体立面构成

ꎮ

古代寺庙建筑的单体大致可 以 分 为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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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ꎮ 在个别汉、藏复合式大殿建筑北立面
转角处设置极富藏族特色的踏步楼梯ꎮ ②在
墙体内部原料的使用上与其他官式或地方建
筑手法截然不同ꎮ 如北漂惠宁寺ꎬ其充分利

顶、屋身、屋基 ３ 个部份ꎬ辽宁地区也不例外ꎮ

用了当地充足的材料资源ꎬ用荆条作为墙体

术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ꎮ 作为中国建筑的

轻墙体的自身重量ꎬ大大降低承重力ꎮ 不仅

(１) 屋顶ꎮ 屋顶是我国传统建筑造型艺

原料ꎬ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建筑物内部保暖ꎬ减

“ 第五个立面” ꎬ从整体外观上看ꎬ屋顶是其

墙体的外观自然美观ꎬ还体现了民族地方做

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ꎮ 我国古代建筑的屋

法的独特风格ꎮ 各种方式、多种做法ꎬ不仅体

顶式样及其装饰不仅丰富多彩ꎬ而且等级还

现着建造者的智慧ꎬ也彰显着多民族文化的

有高低之分ꎮ 辽宁地区佛教建筑的屋顶形式

交融ꎬ处处体现着地域特点ꎬ极大地丰富了屋

有歇山、悬山、硬山、卷棚、庑殿等ꎮ 辽宁地区

身的形象ꎮ

藏、汉文化相互交织ꎬ形成很多混合式的建筑

(３) 屋基ꎮ 屋基作为建筑物的底座ꎬ它

风格和符合本地特点的有地域性的建筑手

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ꎬ并衬托出所承载建筑

法ꎮ 主要包括:①采取传统汉式歇山顶和藏

物的宏大ꎬ也避免大屋顶建筑物单体有头重

式平顶相结合的屋顶形式ꎬ从而形成了一些

脚轻之感ꎬ从而更富有美感ꎮ 屋基有一定的

满、藏、汉 ３ 个民族建筑风格交融于一体的组

等级之分ꎬ等级越高的建筑台基也就越显著、

殿ꎮ ②屋顶一些细部的处理方式ꎬ既不是多

重要建筑物都建在基座台基之上ꎬ辽宁地区

ꎬ如凌源市万祥寺大雄宝

越高大ꎬ用料就越考究ꎬ雕刻就越精美ꎮ 凡是

民族融合的形式ꎬ也不是按照古代建造规制ꎬ

古代寺庙建筑也是如此ꎮ 其做法一般分为砖

而是另一种地方、民间和官式建筑相结合的

砌台明与满装石座两种ꎬ台阶常以单出陛正

产物ꎬ如北漂惠宁寺ꎮ 按照规定ꎬ建筑檐部滴

面踏跺的殿堂最为常见ꎮ

合式屋 顶 形 式

[６]

下的水应滴在台明外ꎬ但是惠宁寺大多数建
筑不是这样建造的ꎬ凡有台明的建筑绝大部
分是滴在合明上的ꎮ 这是一种少见的做法ꎬ
也可以说它体现着地方的特色ꎮ

四、单体建筑的结构特点
１. 大木作
在辽宁地区古代寺庙建筑中ꎬ柱子在发

(２) 屋身ꎮ 在传统的汉式古代建筑单体

挥承重作用的基础上ꎬ其外形有所变化ꎬ柱子

中ꎬ屋身是由墙体和门窗作为外立面的整体ꎬ

截面一般以圆形居多ꎬ但在辽宁这个藏、汉佛

起到对建筑物的围合作用ꎬ而内部的梁柱起

教文化相掺同相揉合的地区里ꎬ一些寺庙柱

着关键承载作用ꎮ 由于古代建筑单体的平

子的截面出现了方形和“ 亞” 字形ꎬ并且没有

面、结构和造型密不可分、互相影响ꎬ所以在

设置柱础ꎬ这些都是典型的藏式风格ꎮ 在部

柱子的处理上ꎬ辽宁地区佛教建筑与中原佛

分寺庙中的柱、梁、枋的用材方面ꎬ同一位置

教建筑传统做法并无区别ꎮ

上的柱子ꎬ露在外面的基本上按规范制作ꎬ而

在辽宁地区佛教建筑除了传统的做法

墙内柱子和看不到的构件在用材的质量、规

外ꎬ还掺杂着一些地域性的建造方式ꎬ如因地

格上差距非常大ꎬ直径大小也不统一ꎬ在制作

制宜改变墙体材料等ꎮ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方面也很粗糙ꎮ 这些从根本上讲不符合规范

面:①在墙体上融合了藏式的建造手法 ( 藏
式碉楼石结构风格) ꎮ 运用土、石、木混合结
构ꎬ使墙体和梁柱同时承重ꎬ梁柱组成纵向排

要求ꎬ而是地方建筑的产物ꎬ不过这种做法比
较节省原材料ꎬ而且实惠好用 [７] ꎮ

斗拱在唐代和宋代时期均 作 为 承 重 构

列ꎬ在梁上平铺椽子ꎬ形成平屋顶ꎬ后在屋顶

件ꎬ但是到了清代后经过不断演变ꎬ已经部分

上在建造二层建筑物ꎬ或者与汉式坡屋顶相

作为装饰的构件来使用ꎮ 由于辽宁地区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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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建筑大部分为清朝所建或修缮ꎬ所以斗
拱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承重作用

[８]

２. 小木作

ꎮ

３６１

主要的构件之一ꎬ在外表装饰方面或是通体
朱红ꎬ或是为了体现柱子的材质而只做防腐
处理ꎬ露出木质ꎬ或者在通体红柱上绘制出色

小木作作为装饰构件ꎬ可分为外檐装饰

彩艳丽的图案ꎬ时而绘制金龙盘柱腾云驾雾ꎬ

和内檐装饰ꎮ 前者装在室外ꎬ如走廊的栏杆、

时而绘制有藏族特色的纹饰彩画ꎮ 梁、藻井

屋檐下的挂落和对外的门窗等ꎻ后者装在室

和天花主要以彩画的形式进行艺术装饰ꎬ类

内ꎬ如各种隔断、天花、藻井等ꎮ 格栅式门窗

型主要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ꎬ

大量使用在辽宁古代寺庙建筑上ꎬ格栅雕饰
图案多种多样ꎬ窗有普通的双扇或单扇木窗ꎬ

其中ꎬ和玺彩画使用最为广泛 [９] ꎮ 汉式寺庙
彩画最为普遍ꎬ包括龙、云、卷草、莲花、宝珠

窗上多为各种形式的木棂格ꎬ窗的外形多为

等ꎬ还包括墙体上壁画佛教故事ꎬ解释佛教义

长方型ꎬ也有呈圆形的ꎮ 但是在个别藏汉风

理ꎬ反映社会生活的彩画ꎬ此外ꎬ还存在着一

格融合的寺庙建筑中ꎬ门窗又具有独特的藏

批汉、藏文化交织的彩画内容ꎮ 例如ꎬ把绘制

式特点ꎮ 殿堂的大门用厚重的红漆双开门板

在梁枋上的和玺彩画中的龙纹改成富有藏族

门ꎬ门上镶有金属铺首ꎬ装饰华丽ꎮ 连排的细

文化特点的传统文字或图案ꎬ或者将两者结

长窗口镶嵌在墙壁以里ꎬ远看如碉堡上的枪

合ꎬ既绘制传统的和玺彩画ꎬ又添加了法轮等

眼ꎬ很有藏式风格ꎮ 天花和藻井都为古代建

藏族纹饰ꎮ 在色彩上非常讲究ꎬ以暖色为主

筑的室内顶心装饰ꎬ多种多样ꎬ藻井只能用于

就以朱红、金黄、橘黄等为底色ꎬ衬托冷色调ꎻ

等级高的建筑物中ꎬ辽宁地区有部分寺庙大

以冷色调青、绿、白为主色ꎬ各种纹样彩画多

殿藻井或天花绘制了藏式的花纹或传统藏

用于连续“ 十” 字或“ 卍” 字等几何图形ꎬ如火

文ꎬ体现着藏传佛教建筑的特点ꎮ

焰纹、石榴花、如意云纹ꎬ也用于梵文、法轮珠

五、辽宁传统寺庙建筑的艺术特点

宝等纹饰ꎮ 冷暖色互相组合ꎬ使整体更为和
谐ꎬ明亮ꎮ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佛教原属 于 异 国 文

在佛寺中最常见的雕塑有石雕、砖雕、木

化ꎬ但对其不是进行简单佛教教义及其经典

雕、铜雕和泥塑等ꎮ 在室内主要运用石雕或

理论的翻译ꎬ而是将其与中国原始宗教意识

泥塑ꎮ 佛与菩萨的姿势有坐、立、卧ꎬ神态有

和传统文化相融合ꎬ 经历历朝历代、 数个兴

愉悦、含悲、静思ꎬ形象魁梧、健壮、富有力度ꎬ

衰ꎬ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ꎮ 其中ꎬ色彩及衬托

雕刻细腻ꎬ 以形传神ꎬ 体现出寺庙的庄严肃

性建筑的应用更加增添了其艺术效果ꎮ 彩绘

穆ꎬ令人敬畏ꎮ

在佛教楼阁屋脊的装饰中不可或缺ꎬ雕刻则

２. 室

是表现佛教文化的主要造型艺术ꎮ
１. 室

内

外

室外不仅在色彩、绘画、雕刻等方面运用
得十分广泛ꎬ而且衬托性的建筑也分布其中ꎮ

佛教寺院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ꎬ室内

殿堂楼阁屋脊装饰在佛教寺庙中不可或缺ꎬ

的装饰主要为宗教活动及渲染宗教环境气氛

正脊与垂脊上的琉璃色彩、鸱吻瓦兽、山花悬

而服务ꎬ通过对木结构构架及构件进行精心

鱼无不体现着雕刻的技艺ꎮ 部分大殿正脊处

的设计ꎬ用色彩、绘画、雕刻的手段ꎬ烘托出威

雕刻龙纹ꎬ 或摆放含有藏族风格的宝塔、 大

严、华丽、神秘的气氛ꎮ

象、武士、宝瓶等ꎮ 在室外梁、枋、斗拱彩画的

辽宁地区传统佛教寺庙在色彩的运用方

处理上也大量采用了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

面沿用传统规制的同时ꎬ也夹杂了一些藏、汉

苏式彩画ꎮ 一些大殿的转角铺作上画有含藏

混合式的地域特色ꎮ 从色彩、绘画和雕刻角

式风格的法轮纹样等ꎮ 建筑单体的大门也在

度出发ꎬ室内的建筑艺术主要表现在梁、柱、

雕镂的基础上进行重彩描绘ꎬ绘制出山水、花

壁画、佛的塑形等方面ꎮ 柱子作为室内最为

鸟、人物及走兽ꎬ有的大殿门口左右有数道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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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彩绘的花边ꎮ 它们栩栩如生的造型与建筑

在保持传统建筑特点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并富

相互依存ꎬ浑然一体ꎬ为佛教寺院这片圣地增

有地域性的风格ꎮ

添了诸多的生机ꎮ 在辽宁佛教建筑寺庙中常
见的富有艺术性的衬托性的建筑及饰品包括
牌坊、照壁、石狮、经幢、转经轮等ꎬ不断渲染
着佛教文化氛围ꎮ 从点看面ꎬ从局部看整体ꎬ
彩绘和石刻已经与整个寺庙建筑相融合ꎬ藏
式与汉式建筑手法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ꎬ对
渲染佛教文化气氛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ꎬ而
且大大增加了佛教建筑宗教意识和文化品
味ꎬ也令人们在欣赏其艺术美感的同时ꎬ对佛
与佛法产生虔诚的崇拜心理 [１０] ꎮ

六、结

语

宗教建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ꎬ在
整个社会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不同
时期、不同民族中ꎬ宗教建筑都在不断发展ꎬ
它使宗教这种无形的意识形态与有型的建筑
相结合ꎬ让其有了承托的实体ꎬ使人们通过这
种建筑空间艺术的感染ꎬ达到某种精神的境
界ꎬ使得宗教与建筑完美结合ꎮ 辽宁地区的
佛教建筑历来以汉族建筑为主ꎬ随着年代的
变化ꎬ混合、传导、吸收了兄弟民族的建筑艺
术及技术ꎬ甚至改变了传统建筑的特色ꎬ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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