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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历观史记英雄将，谁似云长白马功”。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

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关公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公成长于山西南部的解州。广袤悠远的河东大地，以深厚的人文底蕴，滋养培育了他忠义仁勇的品

格和护国佑民的担当，并最终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成为一代豪杰。在历代钦封和艺术呈现中，关公由人

而神而圣，佛教称他为护法伽蓝，道教视他为荡魔天尊，儒家则奉他超凡入圣，功业垂史册，祀祠遍天下，“黄

发稚齿，极海穷边，靡不崇重”。皇室推重，儒生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他不

但圆融三教，和睦民族，也跨越时空，超迈朝代，博得全民景仰。

“关公”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品牌，国人的道德楷模。关公精神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以及由此引发的

历史关联与现实互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深厚根基与重要载体。

人心相聚，最根本的动因在于价值相通、内心认同。关公信仰广泛传播于海内外华人社会中，依靠这

一精神纽带的维系，中华儿女密切往来，同胞亲情更加融洽，自身认同得以实现。关公精神不仅体现着个

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在民族、社会、国家等共同体层面，也体现着“民族认同，社会文明，国家富强统一”

的价值内涵。

山西博物院与关公文化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得到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马鞍山市三国朱

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运城博物馆、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等省内外各兄弟单

位大力襄助，得力于大家的支持，让我们呈现出一个更为丰满的关公形象，展示出更加多元的关公文化内涵。

“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汇集了各地区各时期有关的关公文物和史料，力求还原历史本真，呈现艺

术时空。置身其间，让我们感悟关公信仰的强大生命力，让自己心中的关公与岁月长河中积淀的信仰重叠

碰撞，凝结一脉相承的价值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迪新方向，踏上新征程。

祝展览圆满成功！

                                                  山西博物院  院长  

                                                    2021 年 10 月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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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前 言

关公,名羽,字云长，忠义仁勇，至诚至刚，时人敬佩，历代尊崇，“儒

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

历朝加尊号”。关公文化，承载“忠义仁勇”的道德精神，彰显

“护国佑民”的责任担当，穿越时空，跨越地域，熔入华夏血脉，

锤炼民族品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公文化，深入人心，关公精神，光耀千秋。延绵至今，仍绽放

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力铸魂的优质资源。把关公文化

中具有精神标识、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

示出来，延续历史文脉，传承中国精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天下云长，气贯长虹。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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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是一个历史人物。

关羽，汉末名将，尊称关公，祖籍解州。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关羽辅佐刘备匡

扶汉室，驰骋疆场，征战天下，最终成为三国时期

群雄逐鹿的一代豪杰。家乡诛杀恶豪，涿州桃园结

义；守下邳，困土山，义无所断约三事；解白马之围，

拜汉寿亭侯；身在曹营心在汉，过关斩将；镇荆州，

伐魏防吴，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青史

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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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关公铜坐像

明天启二年（1622 年）

长 86 厘米，宽 56 厘米，高 136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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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铜坐像

明天启二年（1622 年）

长 81 厘米，宽 49 厘米，高 178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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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巾关帝铜卧像

元（1271 年—1368 年）

长 97 厘米，宽 28 厘米，高 48 厘米

现藏于运城博物馆

彩绘木雕青龙偃月刀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高 325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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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版《春秋左传》

明万历十三年（1585 年）

长 26.5 厘米，宽 16.5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春秋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春

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

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

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

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

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春秋

左氏传》所反映的“春秋大义”是儒家

在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文化礼仪等方

面思想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古代思想体

系中的地位非常高。“义”也是关公精

神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儒家所

推崇的“春秋大义”相吻合，关羽也成

为儒家“春秋大义”的具体实践者。因

此，“夜读《春秋》”关公圣像大量出

现在关庙中，昭示着关公所代表的“义”

就是“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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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汉寿亭侯”白文方形石印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7.7 厘米，宽 7.7 厘米，高 5 厘米

现藏于运城博物馆

篆书“汉寿亭侯”石印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8 厘米，宽 7.4 厘米，高 4.9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篆书“汉寿亭侯”石印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8.2 厘米，宽 7.3 厘米，高 4.3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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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县关夫子故里”木印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7.2 厘米，宽 6.9 厘米，高 4.1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解县关夫子故里”木印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7.2 厘米，宽 7 厘米，高 3.8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关羽所任主要职官表

时间 职官

汉献帝初平年间 别部司马

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 198 年） 中郎将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 偏将军 汉寿亭侯

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 襄阳太守 荡寇将军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 前将军 假节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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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封三代公爵

公元 1725 年，雍正皇帝敕命天下省直郡邑皆立关帝庙，赐春秋大祭外加延祭，并用太牢，

敕封关帝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公元 1855 年，咸丰皇帝又加封

关帝祖辈三代，曾祖为“光昭王”，祖为“裕昌王”，父为“成忠王”。

关“壮穆侯”神位

清（1644 年—1911 年）

高 151 厘米，长 77.5 厘米，宽 23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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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封关帝曾祖光昭王神位

清（1644 年—1911 年）

高 202.5 厘米，宽 96.5 厘米，厚 14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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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封关帝祖裕昌王神位

清（1644 年—1911 年）

高 202.5 厘米，宽 96.2 厘米，厚 11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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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封关帝父考成忠王神位

清（1644 年—1911 年）

高 197 厘米，宽 96.2 厘米，厚 11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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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娘娘持笏板铜坐像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

长 43.5 厘米，宽 25.5 厘米，高 96 厘米

现藏于运城博物馆

关羽夫人，生卒年月不详。传说关羽远走

他乡后，关夫人为躲避灾祸，在中条山上

以采药为生，救死扶伤，被后人尊称为“药

娘娘”。关羽称帝尊神后，关夫人被追封

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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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娘娘铜坐像

明天启六年（1626 年）

长 29 厘米，宽 20 厘米，高 56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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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关平铜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31 厘米，宽 20 厘米，高 63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关 平（178 年 —220 年）， 字 坦 之，

关羽长子。荆州失守后，在临沮被东

吴擒获，而后被杀。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年）加封为竭忠王，清顺治九

年（1652 年）加封为关圣太子。因此

在很多关帝庙中，供奉关羽的时候也

供奉关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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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关平铁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27 厘米，宽 28.5 厘米，高 79.5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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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关帝包巾铜坐像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

长 60 厘米，宽 36 厘米，高 101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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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木雕赵累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23 厘米，宽 20 厘米，高 77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赵累，关羽部下。公元 219 年（建安

二十四年），吴将吕蒙袭取荆州，赵

累被吴将潘璋等在临沮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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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木雕王甫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24 厘米，宽 16 厘米，高 81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王甫（？—222 年），字国山，广汉郪（今

四川三台县）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臣。

刘璋时，为益州书佐，之后归降刘备，

先后担任绵竹令、荆州议曹从事，并在

夷陵之战中阵亡。

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王甫提醒

关羽防备吕蒙的袭击，关羽因此建造烽

火台；随后王甫举荐忠正廉直的赵累取

代潘浚总督荆州，关羽并不采纳。关羽

被擒杀之后，吴军在城下劝降王甫、周

仓等人，王甫得知关羽的死讯时，堕城

而死，以身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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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周仓铁立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长 18 厘米，宽 16 厘米，高 41.5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周仓，字元福，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中的人物。其形象为身材高大、黑面虬髯

的大汉，本为黄巾军出身，关羽千里寻兄

之时请求跟随，自此对关羽忠贞不贰。在《三

国演义》及此后的各种民间传说中，周仓

均以关羽护卫的形象出现。在各地的关帝庙

中，关羽神像两侧也供奉周仓、关平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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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仓铜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11.2 厘米，宽 7.5 厘米，高 25.8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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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周仓铜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12.3 厘米，宽 8.3 厘米，高 22.5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周仓铜立像

明（1368 年—1644 年）

长 13 厘米，宽 7 厘米，高 25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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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面塑关公收周仓

民国（1912 年—1949 年）

高 12.5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DA21100155-2-fy,p1-49-cc2018.indd   31 2021/11/5   上午10:56



032

结义图石碑拓片

清（1644 年—1911 年）

长 192.5 厘米，宽 76.5 厘米

现藏于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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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

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 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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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关公像轴

王心耕

清（1644 年—1911 年）

纵 150 厘米，横 81.7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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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青铜马

东汉（25 年—220 年）

长 88 厘米，高 119 厘米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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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铜车马

东汉（25 年—220 年）

长 52 厘米，宽 39.5 厘米，高 44 厘米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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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铜车马

东汉（25 年—220 年）

长 73.5 厘米，宽 29 厘米，高 40.5 厘米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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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持戟骑马铜武士像

东汉（25 年—220 年）

高 54 厘米，长 33 厘米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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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持枪骑马铜武士像

东汉（25 年—220 年）

高 54 厘米，长 33 厘米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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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偏将军金印

东汉（25 年—220 年）

高 2 厘米，边长 2.4 厘米，纽高 1.2 厘米

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印篆刻阴文“偏将军印章”五字三行，

字迹清晰工整，篆刻挺拔遒劲。据文献

记载，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始设于春秋，

通常由帝王亲自拜授，在军队中享有崇

高的地位和声望，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

羽和马超都曾官拜此职。

蜀国大臣对关羽的评价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

伦逸群也。

— 诸葛亮（《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

    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

—杨戏（《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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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季札挂剑图漆盘

三国（220 年—280 年）

盘径 24.8 厘米，底径 17.7 厘米，高 3 厘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朱然墓出土

现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食器。边缘有鎏金铜扣。画面可分为三部分，盘心绘主题

画，主题画外有两周环形装饰画，盘沿一周绘狩猎图，盘

沿与盘心间绘游鱼、荷花、水禽啄鱼及童子摸鱼等图案。

其艺术特色是写意与写实相结合，代表了三国漆画的风格。

盘心主题画反映的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载季札还

愿、不失诚信的故事。季札在徐君墓前挂剑致祭，整个画

面肃穆而生动。盘沿与盘心之间的水中图景，流畅而活泼，

富有民间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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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宫闱宴乐图漆案

三国（220 年—280 年）

长 82 厘米，宽 56.5 厘米，高 3.8 厘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朱然墓出土

现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木胎，髹黑中偏红漆地。案面长方形，缘略高，四角及边缘间

隔镶有鎏金铜皮。案背附两木托，托两端有孔，可安放矮足，

足已残，正面主案图案为宫闱宴乐场面，绘 55 个人物，大都附

有榜题。漆案主题图案四周由内及外共有五层纹饰带，髹黑、红、

灰、褐、赭等色漆，绘云气、禽兽、菱形、蔓草等纹饰。案背

髹黑红漆，周缘饰点碎纹，正中用朱红漆篆书“官”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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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木刺

三国（220 年—280 年）

长 24.9 厘米，宽 3.4 厘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朱然墓出土

现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木刺呈长条形，正面直行墨书，字体隶中

带楷。木刺行文为：

“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

根据史料记载，刺的使用在汉代已相当盛

行，人们之间往来拜见时，先要递交写着

来者名字、籍贯和一些问候语的木刺，这

样的行为被称为“投刺问见”。

朱 然（182 年 —249 年）， 字 义 封， 丹 阳

故鄣（今浙江安吉）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

在三国争雄中，朱然北抗曹魏，西拒蜀汉，

一生戎马倥偬，屡立战功，后官至左大司

马右军师。他是参与孙吴政治、军事的最

高决策人之一。朱然一生功名显赫，终年

68 岁，死时孙权为他素服举哀，极为悲恸。

朱然墓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南郊安

民村马沿岗，是三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

出土文物 140 余件，其中漆木器 80 余件。

漆器上多有精美的彩绘图案，如“童子对

棍图”“贵族生活图”等，是三国时期美

术史实物的重要发现。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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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釉陶钱纹罐

三国（220 年—280 年）

高 32 厘米，腹径 40 厘米，底径 20 厘米

1984 年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朱然墓出土

现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灰白胎，黄褐釉不及底。方唇，口微侈，短直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收。小平底。颈部、肩部耆弦纹，由肩及

上腹部拍印钱文，下腹部拍印几何纹。

吴国众臣对关羽的评价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 周瑜（《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关羽实熊虎也。

—吕蒙（《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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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神人抱鱼铜带钩

三国（220 年—280 年）

长 12.4 厘米，宽 2.5 厘米

现藏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器身曲棒形 , 通体鎏金，为一鸟兽

人身怪兽抱鱼造型。带钩首为一

头眉上卷 , 双目圆睁 , 两侧双角后

卷的怪兽 , 鼻中镶嵌料珠。鸟首人

身怪兽 , 头两侧有竖起的长耳 , 头

戴花瓣状冠。背部一对向上伸展

的翅膀。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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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曹休，字文烈，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曹魏将领，曹操族子、曹洪亲侄。 曹休于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时前往投奔，

被称为“千里驹”。曹操待他如同亲子。曹魏建立后，镇守曹魏东线，都督扬州，多次击破吴军，诱降吴将。曹丕驾崩，

曹休受遗诏成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曹叡即位后，官至大司马，成为曹魏军队最高统帅，封长平侯。

2010 年，曹休墓在河南洛阳孟津县发现，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

北侧室、南双侧室等部分组成，被盗严重，主要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

曹休铜印

三国（220 年—280 年）

边长 2 厘米

现藏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

三国（220 年—280 年）

长 10 厘米

河南省安阳曹操高陵 2 号墓出土

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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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陶鼎

三国（220 年—280 年）

口径 9.6 厘米，腹径 18.5 厘米，高 16 厘米

河南省安阳曹操高陵 2 号墓出土

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陶鼎

三国（220 年—280 年）

口径 10.6 厘米，腹径 19.2 厘米，高 15.6 厘米

河南省安阳曹操高陵 2 号墓出土

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陶鼎

三国（220 年—280 年）

口径 10.4 厘米，腹径 19 厘米，高 15.8 厘米

河南省安阳曹操高陵 2 号墓出土

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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