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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拉卜楞寺酥油花艺术的数字化保护与思考
Digital prot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butter flower art in Labrang Temple, Gannan
陆斌 方元
（1 兰州工业学院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2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酥油花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以甘南夏河拉卜楞寺的酥油花艺术作品
为例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借助现代数字手段有效地保护和传承藏族这门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认识传
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彰显文化自信。
关键词：酥油花艺术；数字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卜楞寺
Abstract: Butter flower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listed in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aking the butter flower art works of Labrang Temple in Xiahe River in Gann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hope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unique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 of Tibetan in China by modern digital means,
so that more people will realize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nat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ghligh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butter flower art; digital technolo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brang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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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
传统手工艺、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就是坚定
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
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的根本依据。合理
保护和利用非遗，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建设先进文化、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均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是个多民族的
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酥油花艺术是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列入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酥油花艺术是我国藏族主要的艺术
品种之一，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多年的历史，有人称之为软雕
塑，也有人赋予酥油花立体连环画的美名，被称为“盛开于
冰点的奇异之花”。创作时僧人们在酥油里加入不同植物
或矿物质颜料，用双手塑造成佛祖、天神、动物、花卉等形
象，并组合成佛经故事或重大历史传说故事的画面。由于
酥油的融点很低，超过 15℃就会变形，25℃左右就会融化，
所以制作和展示需要在冬季的零度以下完成。一件作品创
作要花费两三个月，展示和保存却只有一两个月，生命周期
非常短暂。展览也只能在固定的寺院进行，许多佛教信徒
和艺术爱好者不能及时地欣赏到新作品。酥油花雕塑艺术
的创作对艺人的艺术素养要求很高，对身体的损伤又比较
大，许多艺僧因此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关节病和肠道病，有
些甚至冻掉了手指头，所以继承人越来越少。可以说我国
藏族酥油花艺术的制作时间，展示时间，展示地点、生命周
期、安全维护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此项非遗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所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酥油花艺术进行数
字化、智能化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终锦华教授在
《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一书中指出“这类作品以青海省徨中
县境内塔尔寺和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所塑最为著称”[1]。
笔者选择拉卜楞寺的酥油花艺术作品进行分析。

1

甘南拉卜楞寺酥油花艺术的由来

1.1 酥油花艺术的起源
关于酥油花工艺的起源有许多美好的传说 [1]。一是公
元 641 年，文成公主进藏和藏王松赞干布完婚时，带去释迦
牟尼佛像一尊，供奉在大昭寺内。按照佛教仪礼，敬献于
佛像前的供品须有鲜花、果品、净水、明灯、熏香、涂香“六
供”，这六种供物意示佛教中的“ 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和智慧。但时值隆冬，六供中的鲜花无处可得，
聪明的藏民们就用酥油塑成鲜花供奉在佛像前，从此相沿
成习；二是酥油花艺术始创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喀巴大师。
他在拉萨大昭寺祈愿大法会上做一奇梦，梦见荆棘变明灯、
杂草变鲜花，释迦牟尼佛在花朵和彩云的簇拥下放出万道
霞光，灿烂夺目。大师醒来后为了再现胜境，依照梦境，组
织僧人用酥油塑造了各种花草树木和珍奇珠宝，由此形成
“十五供奉”或称“燃灯节”；三是据《西藏佛教史略》记载，
拉萨举行会盟，按宗教仪规，僧人不能杀生，用酥油捏塑出
一批猪羊等牲畜供品代替。从上述这些传说中可知，酥油
花艺术源于西藏，形成于吐蕃时期。
1.2 拉卜楞寺酥油花艺术的由来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城西 0.5
公里处，本名称为噶丹夏珠卜达吉益苏奇贝琅，简称扎西
奇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一般叫拉卜楞
寺 [3]。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宋哲大
师创建。康熙五十三年（1714）建立“拉章”
（即嘉木样佛宫），
“拉章”音变为“拉卜楞”，意为寺院最高活佛府邸。逐步发
展成为除西藏之外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以及西北地区藏传佛
教最高学府和文化教育园地。拉卜楞寺的酥油花艺术开始
于藏历第十三绕迥土鼠年（1768），是由第二世嘉木样·久
美昂吾根据西藏拉萨大型神变祈愿法会的样式，创立了拉
卜楞寺的正月毛兰木法会，也是欣赏酥油花艺术品的时
间。 [2] 拉卜楞寺陈列酥油花的地点在主体建筑大经堂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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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加塘”广场。拉卜楞寺的油塑花艺术形式多样，题材广
泛。它的造型特点与手法可与国外盛行的蜡像雕塑艺术相
媲美。酥油花艺术作为拉卜楞寺的主要艺术品种之一，以
优美的造型艺术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博得了人们的喜爱和赞
赏，每逢正月十五日晚，这里有来自甘肃、四川、青海等省
藏区的僧俗及中外游客在此观光旅游。

2

酥油花艺术的数字化保护研究

2.1 酥油花雕塑艺术的数字化保护的总体思路
在研究和学习国内外相同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
数字技术，采用无线传感网+GPRS网络+智能手机监控终
端+网络服务器模式，实现对酥油花艺术品全方位的监控
和数字化管理 [5]。主要从环境监控终端系统、智能手机监
控终端、网络服务平台三方面进行设计。环境监控终端系
统是核心部分，采用Zigbee技术、GPRS技术和数字传感器
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多节点、无线、短距离采集，然后将汇
总数据通过GPRS网络以短信、彩信方式发送智能手机终
端，同时采用GPRS网络的TCP/IP协议将采集数据上传给
监测网络服务平台。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使我国藏族的这门
独特艺术既保持着原生态的美感，又适应现代的文化需求。
希望通过网络平台、智能手机终端的宣传和电子讲解，能
够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我国藏族独有的文化艺术，认识到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2.2 酥油花艺术制作过程的数字化建设
酥油花艺术的制作程序主要有四步 [4]：首先是扎骨架。
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用麻绳草束等扎成各式各样的骨架；
第二步是“做初胚”。将上一年的旧酥油花加入适量的草
木灰反复捶打，制成韧性好弹性强的初胚，这道工序直接
关系到酥油花的整体质量；第三步是敷塑。用牦牛奶打制
成纯净的白酥油，按相应地比例掺入各色矿物颜料，将其
和成几十种颜色深浅不等的形状贴在初胚上，重要地方再
进行饰金描银点缀晕染；第四步是安装。将每个单元做好
后，按总体要求，用细铁条将它们固定在木板上，高低错落，
悬空处理，并保持一定的倾斜度，使观赏者有一个最佳的
仰视角度。历经漫长岁月，酥油花的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一
个空前的水平。
酥油花艺术制作过程的数字化建设主要是针对“酥油”
易融化的特性，运用新材料设计透明封闭的空间，并控制
其温度、湿度、光照等，避免因为展示时间、地点、环境的变
化而缩短艺术品的生命周期，实现异地展出的可能。这里
主要是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避免了内部多点环境
监测时繁琐的综合布线施工过程，实现了不受空间距离限
制的远程数据监测和监控。还可以采用新技术，在扎骨架
阶段将传感器安装在酥油花艺术品的内部，实现与艺术品
的完美结合。这一步也是最大的技术难点，主要是因为在
艺术品塑造当中，酥油的薄厚的不同，导热和制冷的一个
平衡点的计算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作为一个课题研究。
2.3 拉卜楞寺酥油花艺术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
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是酥油花艺术重要的宣传方式。
对作品的所有信息进行数字化整合，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和

手机 APP进行宣传和市场推广。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本地或
远程访问网络服务平台的方式，实现异常情况、数据统计、
场景图像显示以及历史数据的查询等。参观游客可以访问
网络服务平台和手机电子讲解详细了解每件艺术品的各种
信息，并且还可以制作成动画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欣赏这门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通过网络大家就
可以欣赏拉卜楞寺酥油花艺术的代表作《文成公主进藏》，
可以查询不同的场景、细节以及背景介绍。此作品生动描
绘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完婚这一藏汉民族友谊见证的历
史事件。分为“五难婚使”、
“许婚赠礼”、
“辞别长安”、
“过
日月山”、
“柏海远迎”、
“完婚”六个不同场景 [4]。画中人物
形象生动，既表现了文成公主的聪明美丽，又突出了松赞
干布的机谋深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网络服务平台和手机
APP查询。
2.4 酥油花艺术作品的保护系统建设
酥油花艺术作品在展出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也是一个
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酥油花艺术内部，通过布置多个
无线监测节点，实时采集各类监测数据并以无线方式汇
总到主节点，然后主节点的数据通过GPRS模块分别以短
信、彩信方式发送给多工作人员手机，以及以TCP/IP协议
的方式上传至网络服务器；在工作人员智能手机端，通过
android开发的程序界面实现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同时通
过GPS定位方式自动实现监测的布防和撤防；在网络服务
器端，使用VS.NET环境中C#平台，开发网络服务平台，采
用AJAX+HTML的方法实现界面的设计和数据的显示、采
用SQL SERVER 2005 进行后台数据的管理，实现了各参量
的服务器监控界面显示、场景的图像显示以及历史数据的
查询。
创建一个能够实时监控各种状态的智能手机终端，主
要功能包括：实现温度-55~125±0.1℃、湿度 0%～100%、
光照有无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上传，通过预设上、下限从
而实现对各种参量越限的短信/网络报警；手机监控界面可
以实时各参量状态，也可以添加和删除物数量和名称并设
置其开关状态；使用串口摄像头可以实现非法入侵画面的
服务器实时显示和彩信上传；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研发包
含多因子历史数据查询，入侵画面和影像的记录和处理分
析的后台决策功能；采用android移动开发技术开发智能手
机监控终端，可通过监控手机的GPS定位方式实现越界预
警的自动布防/撤防的切换，提高系统越界报警功能操作的
便捷性和实时性。

3

酥油花艺术数字化保护的应用前景

1）由于酥油的特殊属性，酥油花艺术品制作时间长，
展示和保存却只有一两个月，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展览也
只能在固定的寺院进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延长艺术
品的生命周期，也可以实现异地巡展。能够让许多距离远
的佛教信徒和艺术爱好者都能够欣赏到创作的新作品。异
地巡展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实现其经济价值。西藏、青海、
甘肃的藏族寺院每年都在制作酥油花艺术品，对整套装置
设备的需求空间比较大。

作者简介：1）陆斌（1978.10~），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学、广告学；2）方元（1978.7~），女，甘肃天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
方向：计算机信息、广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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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结构设计与施工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structure for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罗玉龙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随着放射性同位数在医疗方面应用的不断增多，医疗建筑放疗中心的防辐射工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做好放疗中心的防辐射结构设计与施工可以避免辐射对人体造成伤害。本文对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结构的
设计与施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混凝土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number of radi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engineering of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has also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adiation protection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otherapy center can avoid radiation damage to human body.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ation-proof structure of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are briefly analyze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medical architecture; radiotherapy center; radiation protection; concrete
中图分类号：TU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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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院中的很多设备都会产生辐射，主要有影像诊断设
备和放射治疗设备，其产生的辐射有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
电离辐射的波长短，能量高，频率高，比如带电高速粒子α
粒子、β粒子以及质子，而不带电粒子有γ射线、χ射线及中

子等。而国标GB1887-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中都对于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有效剂量有明

2）运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将酥油花艺术品保护区域
内各种状态信息进行多点采集、无线连接、集中处理，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将无线传感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
相结合，可以实现艺术品状态信息的远程、多点、实时智能
监控，避免非法入侵、异常报警等情况的发生，可以有效的
保护酥油花艺术作品。
3）对作品的所有信息进行数字化整合，利用网络服务
平台和手机 APP进行宣传和市场推广，藏传佛教信徒和艺
术爱好者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和手机 APP了解艺术品的
相关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门独特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4）酥油花雕塑艺术创作对艺人的艺术素养要求很高，
对身体的损伤比较大。需要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和教育，
通过宗教信仰，增加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身价值实现
感。通过艺术教育，提高艺人们的艺术修养，提高作品质量。
可鼓励艺僧制作一些小型作品，通过市场推广让藏传佛教
信徒和艺术爱好者把艺术品买回进行供奉，整套电子设备
也相应的拓宽了市场。这样不仅能够扩大艺术品的欣赏范
围，也可以增加艺人的经济收入，改善艺人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从而有更多的人愿意传承这门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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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确的规定，其中职业照射不得高于 20msv/a，公众照射不得
高于 1msv/a，否则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必须对辐射
源头进行射线防护，防止医护人员以及患者，还有周围的公
众受到辐射危害。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工程的专业性
强，因此，需要设计和施工人员对辐射防护工程进行深入
的分析研究。本文主要从防辐射材料的选择，主要为混凝
土材料的选择，以及施工中搅拌、振捣、浇筑以及养护等环
节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放疗中心防辐射工程进行了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
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国文化遗产构成的核心和结晶。
当下，我们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
效的保护。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文化自信上的
优良传统，使文化自信不断进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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