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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
古纸的考察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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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 甘肃省敦煌市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 460片, 由于数量较大, 多出土于西汉层位, 在国际上引

起广泛的关注. 为研究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 对 49 片悬泉古纸进行了物理

外观的初步考察. 认为这些早期纸的原料主要是麻, 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无帘纹, 绝大多

数是用浇纸法制造的, 很多纸的制作工艺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 但也出现了一些加有填料的古

纸, 表面光滑,技术上相对进步. 少数古纸较薄, 有帘纹, 纤维分布均匀, 是抄纸法制造的, 发现于

悬泉置遗址的晚期层位中. 当时已用墨在纸面上书写, 但只作为书写的辅助工作, 字纸的比例并

不大. 在对 4 片不同层位出土的悬泉古纸进行纤维的显微分析中, 初步发现有 3 片的原料为苎

麻, 1片为大麻, 均是淀粉施胶或淀粉滑石粉涂布的加工纸,是目前发现汉代已有加工纸的最早

记录. 首次对悬泉纸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对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和加工情况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资料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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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到 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的清

理发掘.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是一处汉

晋邮驿机构.在悬泉置遗址前后共出土 460 片古纸,

成为迄今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汉代古纸最多的遗址,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这个遗址出土的

古纸,除少量纸初步进行过检验外,一直没有全面的

资料报道和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早期造纸的起源及

制作工艺,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 笔者

对悬泉置出土的汉代古纸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并对若

干古纸进行了取样和纤维分析, 本文就是根据考察和

实验分析结果整理出来的.

1  考古背景
敦煌市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发现四百

多片古纸后, 1文物2杂志 2000年第 5期发表了发掘

简报,报道谈到有纸文书和麻纸两类:

÷麻纸, 460 余件, 根据颜色和质地可分为黑色

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黄色厚、

黄色薄 8种. 纸上写字者多为白色和黄色纸. 时代从

武、昭帝始,经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及晋,沿用时间较

长, 并与简牍伴出,对研究纸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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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物资料.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 纸质主要用

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 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

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质细、光滑、较厚; 用于包物者

很粗糙. "
[ 1] 15

简报中对悬泉置遗址的层位有以下描述:

÷第 1层: 厚约 0. 1米. 表土、沙土、砾土等, 现代

遗物与汉代陶片共存.

第 2层:厚 0. 3~ 0. 5米, 东汉至王莽时堆积,褐

白沙土, 出土碎土坯, 柴草、陶片、马骨、牛骨、简牍、

麻纸等.简牍中有东汉建武、永平、永元以及王莽始建

国、天凤、地皇等纪年.以王莽简为多,东汉简次之.

第 3层:厚 0. 2~ 0. 5米. 西汉时期堆积. 褐色沙

土,出土柴草、陶片、残漆木器、简牍、麻纸等. 简牍中

有永光、建昭、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建平、元

始、居摄等纪年. 其中以元、成帝时简最多.

第 4层:厚 0. 3米,西汉宣帝至昭后段堆积.包含

物同第 3层. 简牍中有元平、本始、地节、元康、神爵、

五凤、甘露等纪年.其中以宣帝简为主.

第 5层:厚 0. 2米, 西汉昭帝前段至武帝后段堆

积,包含物同第 3层. 简牍中有元鼎、太始、征和、始元

纪年.

第 2- 4层堆积最为丰富, 各种遗物均出自这三

层内. "
[ 1] 9, 10

简报中还公布了 1 张标本为 F2¼: 1 的古纸,保

存较好, 四边较完整, 呈不规则长方形, 长 34、宽 25

厘米,呈一张纸的形状. 笔者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库藏的古纸进行考察,从编号中可知古纸分布于第

1层、第 2层、第 3层、第 4 层. 相当于简报中的第 2、

3、4、5 层. 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

汉初到西晋都有.

悬泉置古纸的发掘报道后,部分学者认为其中有

西汉纸是肯定的, 因为与纸同时出土的汉简上写有西

汉的纪年,并没有其他时期的器物出现. 但纸史界却

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悬泉置出土的古纸有西汉

纸的证据不足.例如,一张原以为是西汉时代的有 27

个字的纸(编号 91DXT0409 ¹ : 15) , 其照片公布后,

有书法家辨认其为隶转楷字体,应为东汉末至魏晋时

期所书写,纸面上的称谓÷恐惶恐白"也被指认为是流
行于魏晋时代的用语.所以,甘肃省博物馆在陈列这

张有字纸时, 其年代已标注为晋代.

还有考古学者提出疑问: ÷从考古遗址堆积原因
分析,悬泉置遗址这一堆积在沿用 400年的时段里仅

留下 1米左右的沉积物, 平均每年堆积仅 2. 5毫米.

该遗址地处于十分干燥、风沙很大的环境中, 文化堆

积很难胶结成层. 干燥的气候和风沙的扰动完全可以

打乱沉积物时代早晚的顺序. 所以, 悬泉置遗址的发

掘者以发掘层位关系作为判断出土残纸的年代依据

之一是很不可靠的. "
[ 2]

悬泉置出土古纸原料如何, 是否为真纸, 用何种

工艺制造而成,时代属西汉古纸, 还是晚期的古纸,目

前都没有定论.以下笔者基于对古纸的考察, 以及部

分纸张的检测,初步讨论悬泉纸的原料和制作工艺等

方面的情况, 希望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2  古纸考察
2009年 9月和 2010年 3月,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的支持下, 我们两次考察了悬泉置出土的古

纸, 考察的重点主要针对古纸的外观特征和造纸工

艺, 初步结果列于表 1:

表 1  悬泉置出土古纸外观情况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外观特征 造纸工艺 简报的层位断代

1 90DXT212¼: 5 有文字纸
黄白色, 有÷付字" ,表面相对较薄而平滑, 纤维紧密,有
一定的打浆度. 纸张呈长方形,四边形状完整.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2 90DXT212¼: 3 有字纸
黄白色, 有字,但不清晰, 表面粗糙, 厚白不均, 麻头可
见, 有填料,打浆度低, 麻纸.长度约 6. 5, 宽度 4厘米.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3 91DXF2 ¹ : 4 墨书纸
黄白色, 上面有10多个汉字的痕迹, 此纸有多层, 尚没
有揭开. 此纸纤维较细,表面粉状颗粒多, 有一定的打浆

度.

浇纸法 东汉初期

4 90DXT405¹ : 21 有字纸
黄色, 表面粗糙,有÷胡"、÷价"等字,还有二个字的墨迹,
共有三块.

浇纸法 东汉初期

5 90DXT111¹ : 187 古纸
黄白色, 表面有填料,较薄、纤维弯曲, 柔软, 皱纹多,长
26厘米,宽 15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6 92DXT1311 º : 10 古纸
黄白色, 有黑色墨迹,麻纸, 纤维较细,分布不均. 表面有
填料. 长度19厘米, 宽度14厘米.

浇纸法 西汉晚期

7 91DXF2 ¹ : 3 古纸
黄白色, 颜色不均,厚纸, 纤维较细, 呈条状, 多层, 内有
墨迹, 可能有字.

浇纸法 东汉初期

8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 11月  第 16卷



科
 
技
 
史

 

续表 1 悬泉置出土古纸外观情况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外观特征 造纸工艺 简报的层位断代

8 91DXF2¼: 1 古纸
黄色, 厚纸、表面粗糙、无帘纹, 呈正方形, 麻束多, 纤维
明显.

浇纸法 汉武、昭帝时期

9 91DXT116» : 18 古纸
厚纸类型, 为黄白色,表面较平整, 有皱纹.加填料.长度
17厘米,宽度 4厘米.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10 90DXT115» : 76 古纸
厚纸类型, 纸形较完整,黄白色, 表面有皱纹,纤维匀细,
加填料, 图像放大后可见颗粒. 长 15厘米,宽 12厘米.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11 90DXT109¼: 6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颜色不均, 加填料.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12 90DXT212¼: 34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表面粗糙.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13 90DXT212¼: 43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麻纸, 表面粗糙,麻纤维束较多而不均,
可见有弯绕现象. 局部有墨迹.长 24 厘米,宽 12 厘米.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14 90DXT212¼: 35 古纸
纸张很厚, 达1mm 左右,黄白色,似有填料, 表面粗糙,
松驰, 纤维束多,粗细不均, 麻皮尚存, 弯曲, 打浆度低.
长 13厘米,宽 9厘米.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15 90DXT114» : 20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色,打浆度较高. 纤维匀细, 四边形状完
整. 加填料.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16 90DXT109» : 213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色,颜色驳杂,纸面平滑, 有较规则的小

孔, 打浆度较高,加填料. 长15厘米, 宽11厘米.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17 92DXT1311 º : 5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色,表面加填料, 纤维较细,但残有麻皮,
打浆度较高, 纸面有孔洞.长 8厘米, 宽5 厘米.

浇纸法 西汉晚期

18 92DXT1712 º : 144 古纸
纸很厚, 达1mm左右, 黄色, 极为粗糙, 结构松弛, 麻纤
维束较多, 纸中可见较多麻皮,打浆度低. 长26厘米,宽

14. 5厘米.

浇纸法 西汉晚期

19 92DXT1311 º : 11 古纸 厚纸, 但表面厚薄不均,黄色, 可见麻束. 浇纸法 西汉晚期

20 92DXT1812 º : 6 古纸
厚纸, 表面黄色,麻纤维明显, 大量麻束存在,结构松弛,
间杂以其他黄色草质.

浇纸法 西汉晚期

21 90DXT108º : 9 古纸
纸张相对较薄, 黄白色,表面相对平滑, 纤维紧密, 有一
定的打浆度, 加填料.长 13 厘米,宽 12 厘米.

抄纸法 西汉晚期

22 90DXT108º : 10 古纸
纸张相对较薄, 黄白色,纤维束少, 表面相对平滑, 纤维
紧密.

浇纸法 西汉晚期

23 90DXT103» : 155 古纸
厚纸, 表面粗糙, 黄纸, 麻纤维束多, 结构松弛, 打浆度
低.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24 91DXT109» : 1 古纸 厚纸, 黄白色,表面粗糙, 表面皱纹多,可见麻束.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25 90DXT106º : 8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纸,表面粗糙, 纤维束明显. 浇纸法 西汉晚期

26 90DXT114º : 26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纸, 纤维较细, 束少, 厚度较均匀, 纸柔
软, 有一定的打浆度,正方形.

浇纸法 西汉晚期

27 90DXT112¹ : 73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纸,纤维较细, 厚度较均匀,结构紧密,加
填料, 有一定的打浆度

浇纸法 东汉初期

28 90DXT114¹ : 2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纸,表面粗糙, 厚薄不均,可见纤维束 浇纸法 东汉初期

29 90DXT111¹ : 21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纸,纤维匀细, 纸张柔软,厚度均匀,表面
有填料, 较光滑,图像放大后可见颗粒, 有一定的打浆

度, 长20厘米, 宽14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30 92DXT1311 º : 1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纸,纤维较细, 厚度较均匀,结构紧密,有
一定的打浆度, 有填料.

浇纸法 西汉晚期

31 90DXT516¹ : 5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色, 纤维较细, 边缘可见纤维束和麻线
头, 厚薄不均,有一定的打浆度, 有填料,表面可见颗粒,
长 20厘米,宽 16 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32 91DXT106º : 2 古纸
厚纸类型, 外表呈四方形,黄白纸, 纤维较细,表面光滑,
厚度较均匀, 有一定的打浆度, 纸中有杂物, 加填料,图

像放大后可见颗粒. 长11厘米, 宽9. 5 厘米.

浇纸法 西汉晚期

33 90DXT106º : 4 古纸
纸厚在 1mm左右,黄色, 表面粗糙,结构松弛, 可见麻纤
维束.

浇纸法 西汉晚期

34 90DXT111¹ : 139 古纸
纸质很厚, 近1 毫米,黄色, 表面粗糙,可见粗麻束,打浆
度低. 长17厘米, 宽8. 5 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35 90DXT109¹ : 37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纸,表面粗糙, 可见纤维弯曲,加填料,长
9. 5 厘米, 宽 6. 5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36 90DXT114¹ : 333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纸,表面粗糙, 厚薄不均,有纤维束, 并有弯
折现象, 皱纹多.长 16. 5 厘米,宽 13 厘米.

浇纸法 东汉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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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悬泉置出土古纸外观情况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外观特征 造纸工艺 简报的层位断代

37 92DXT1116 ¹ : 21 古纸
纸质薄, 黄白色,表面较平, 光滑,纤维较均匀, 可能有填
料, 有条状帘纹, 8道/ cm. 长4 厘米,宽 3厘米.

抄纸法 东汉初期

38 90DXT103» : 154 古纸 纸张厚, 表面粗糙,纸中杂有麻皮, 纤维分布不均,黄色.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39 92DXT108º : 10 古纸
纸质较薄, 黄纸,可见弯曲的粗帘纹, 纸型较呈长方形,

较完整, 20 @ 16 抄纸法 西汉晚期

40 90DXT109¼: 7 古纸 厚纸类型, 黄白色,纸质软, 经过一定的打浆.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41 90DXT109¼: 11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表面极为粗糙, 可见纤维束和麻头.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42 90DXT109¼: 12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表面粗糙, 可见纤维束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43 90DXT105» : 2, 3, 4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表面粗糙, 可见纤维束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44
90DXT0102 » : 231 -
234.

古纸 纸张较薄, 柔软,黄白色, 表面较为粗糙,可见纤维束 浇纸法 西汉宣帝到成帝

45 90DXT108º : 11, 12 古纸 泛白色, 表面较平滑,经过一定的打浆. 浇纸法 西汉晚期

46 90DXT113º : 42 古纸 厚纸类型, 黄色,表面粗糙, 可见纤维束.麻纸. 浇纸法 西汉晚期

47 90DXT102º : 65 古纸 厚纸类型, 黑黄色,表面极为粗糙, 可见纤维束 浇纸法 西汉晚期

48 90DXT108º : 11, 12 古纸
泛白色, 表面较平,纤维细, 纸质柔软, 可推知经过一定
的打浆.

浇纸法 西汉晚期

49 90DXT109¼: 6 古纸
厚纸类型, 表面粗糙,纤维较细, 加填料, 长 10. 5 厘米,
宽 8. 5厘米.

浇纸法 西汉武、昭帝时期

以上共对 49片悬泉置纸的外表进行了观察.包

括库藏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定级悬泉置古纸, 以及部

分未定级的悬泉古纸残片. 发掘简报所说的 460件

纸,其实包括了大量的较小残片,面积较大的纸应该

只有几十片.由于条件所限, 本次观察仍然是较为初

步的.

2. 1  外观观察
考察中所看到的悬泉古纸大多数都是厚纸类型,

但厚薄不均, 匀度很差. 有的纸很厚, 近 1mm 左右,

例如编号 92DXT1712 º : 144古纸(图 1)、90DXT212

¼: 35古纸和 90DXT 114 ¹ 333古纸. 而在传统造纸

中,厚纸常常是浇纸法所生产的纸张. 少部分古纸为

薄纸类型, 例如编号 92DXT 1116 ¹ : 21 和编号

90DXT 108 º : 10古纸, 表面都有明显的条状帘纹.
一部分古纸的表面较粗糙, 纤维分布不均、零乱,

有弯回曲折情况,常杂有很多麻头和粗纤维束, 纤维

长度在 1至 10毫米之间.说明造纸时的打浆度较低,

或仅经过轻度打浆, 导致质量欠佳,反映了这些古纸

制作工艺的原始性.有的纸面太粗糙,结构十分疏松,

不能不归于雏形纸的范畴, 例如编号 92DXT1812 º :
6和 90DXT 106 º : 4古纸,显然这种纸在制造过程中

并没有经过压榨的工序,这也是有些学者不承认其为

真纸的原因之一.但没有经过压榨工序却是浇纸法造

纸的特征之一.

另外有一部分古纸纤维分布较为均匀, 表面平

滑,纸质柔软,说明经历了较高的打浆度. 这种纸张在

各个层位中都有所发现. 例如, 编号 90DXT 212¼: 5

古纸(图 2)、有 27个字的编号 91DXT 0409 ¹ : 15晋

代古纸, 以及编号 90DXT114 » : 201 古纸, 这些纸的

表面细平,制作工艺已相当精细.

图 1  92DXT 1712º : 144

图 2  90DXT212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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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悬泉古纸的表面都有起皱情况, 有的古纸皱

纹密布表面,一部分是纸质粗糙所致, 这种严重起皱

的纸张不宜作为书写材料. 但也有一部分应是用后揉

折成团后丢弃的,可能曾用于包装物品.

这些古纸一部分外观呈黄色, 应为麻的本色.但

也有相当数量的古纸呈黄白色(有专家又称为生白

色)、米黄色或褐色,可能是经过漂白或加有其他的原

料所致,白度较高而不透明, 纤维中往往可见大量的

小颗粒,应加入了填料层, 如编号 91DXF2 ¹ : 4 和编

号 91DXF2 ¹ : 3古纸.

少部分纸张形状较为完整, 呈纸的形状, 这在遗

址的每一个层位中都有出土.如图 2中为第 4层出土

古纸、编号 90DXT114 » : 201 古 纸以 及 编号

90DXT 114 º : 261古纸, 纸张呈长方形, 不仅表面相

对较薄而平滑, 四边形状较为完整. 91DXF2 ¹ : 4字
纸,虽然表面较为粗糙,但四边形状也较为完整,近于

正方形.这种呈完整的纸的形状,在汉代古纸中是难

得的,说明制作成纸是有意为之,而决不只是纸状物.

所以,从外观的观察看,悬泉古纸确实是真纸,但

属于一种外观较为粗厚、有些甚至显得工艺较为原始

的纸张.但从第 4层到第 1层,年代跨度上百年,各个

层位的纸张外观却毫无变化, 像是同时期的古纸,这

是要给予注意的.

2. 2  造纸原料

在 20世纪 90年代,纸史专家王菊华曾对 7张悬

泉纸进行化验,结果表明有 4张是麻纸, 但另有 1张

为麦草纸, 1 张为蒲草纸, 1 张中有麻 70% , 树皮

30%
[ 3]
. 这些麦草纸、树皮纸、浦草纸显然是晚期纸,

不可能是西汉时期的.而麦草纸和树皮纸发现于西汉

晚期的第 2层位,说明该层位可能有扰乱的情况.

从对 47片悬泉古纸和其他古纸碎片的初步观察

来看,其原料主要应是麻质. 大多数纸麻纤维的形态

十分明显,很多纸的表面可见较多的麻束存在. 颜色

有黄色和黄白色(有专家称为生白色)两种,对于呈黄

色的那些麻纸,多数应采用大麻作为造纸的原料,黄

色正反映了大麻的本色,而不是经过了染潢技术.这

也是中国早期古纸的重要原料特征. 而黄白色的古纸

往往是加了填料所致,仍然主要是麻质为原料.

根据上述前人的分析结论, 悬泉置古纸中还有其

他的材质作为原料. 从考察所见到的纸质判断, 这些

古纸主要是用单一原料制造出来的纸张, 加有其他原

料的古纸比例应该不大.发掘简报中说有悬泉置纸中

还有÷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的纸, 但并没有列出相关的

证据,考察中也未见这种实物.

2. 3  造纸工艺

1990年在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发掘出一张字纸,

据潘吉星观察: ÷纸面上有明显条纹"[ 4] . 若以上观察
正确,则为抄纸法的迹象.在本文之前,笔者曾针对观

察过的十多张悬泉古纸,指出悬泉纸主要为浇纸法所

生产.
[ 5]

据对这 49张悬泉纸的初步观察, 迎光下有 47张

古纸的纸面上未能见到帘纹,另外的绝大多数悬泉古

纸的碎片上也未见帘纹.这一特征是反映了浇纸法造

纸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是本次考察最重要的收获,加

上有厚纸类型、表面粗糙、很多古纸纤维分布极不均

匀, 有些还有弯折曲回的特征,这些要素说明绝大多

数悬泉古纸应为浇纸法制造.这种最古老的造纸方法

目前在中国云南
[ 6]
、西藏

[ 7]
、新疆

[ 8]
等西南和西北的

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是历史上

传承时间最久的造纸方法.

仔细分析这 47张无帘纹悬泉古纸的外观工艺特

点, 可发现各个层位出土的古纸, 都可归于 2 个不同

的类别:

第 1类是表面粗糙、松弛、纸质很厚、呈黄色的麻

纸, 其中黄色应反映麻的本色.由于表面粗糙而松弛,

纤维分布不均,纸张的匀度很差, 技术上具有明显的

原始性. 它们无疑是中国发现的最原始古纸之一.例

如, 前述图 1 的古纸 ( 92DXT1712 º : 144)就属这种

情况. 其他还有编号 90DXT106 º : 4 古纸以及
90DXT 109¼: 11古纸, 这反映了早期汉纸主要是用

浇纸法制造的时代特征.但这种本色纸的比例较小.

第 2类是表面较为平滑、纸质软、相对薄、白度较

高, (呈黄白色,近于生白色)、照片放大后发现纤维间

充满了颗粒物,说明纸的表面加了填料, 这种有填料

的古纸占了悬泉纸中的很大部分. 例如, 编号

90DXT 111 ¹ : 211 古纸、90DXT108 º : 11 古纸、
91DXT 116 » : 18古纸以及 90DXT 212¼: 5 古纸(图

2)等,有些纸上还写有少量的字. 这类古纸虽然也采

用浇纸法造纸,但由于成纸后有填料加工, 技术上已

有相当程度的进步.这种较÷先进"的加工纸出现在汉

代遗址的各个层位中,令人深感意外, 后面将会分析

其原因.

以上两类纸在悬泉遗址的每一个层位中都有出

土, 并且从纸的外观看, 各层位中出土的每一类纸都

十分相似,没有明显的区别. 说明在很早的时期,这两

类纸的生产就有不同的制造工艺,并且这两种工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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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在传承、延续了很长的时期.

除以上 47张古纸外, 对另外 2张悬泉古纸进行

观察时,发现表面均有条状的帘纹.一张纸出土于第

1层,编号是 92DXT1116 ¹ : 21(图 3) , 帘纹为 8道/

CM , 此纸很薄,纤维分布均匀,呈黄白色, 是一张制

作精良的纸,为抄纸法造出的纸张.可能是混入的晚

期纸,而不太可能是汉代的纸张.另一张古纸的表面

可见较为弯曲的粗帘纹, 出土于第 2 层, 编号是

90DXT 108 º : 10(图 4) ,此纸表面也有填料加工.弯

曲的粗帘纹在西北地区的古纸中较为常见,与当时的

纸帘制作材料采用草编帘有关, 其纤维分布也较均

匀,也是抄纸法所制造. 由于悬泉置遗址有扰乱或打

破层位的问题,第 2 层虽然处在西汉晚期的层位,但

出土的古纸尚不能完全确定就是西汉时代的.

图 3  92DXT1116 ¹ : 21

图 4  90DXT108 º : 10

悬泉置遗址的汉代层位中出土了抄纸法制造的

古纸,尽管很少, 但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抄纸法产品

之一,若层位可靠,说明当时已出现活动式纸帘的造

纸技术.但早期的层位(即西汉层)出土的主要是浇纸

法产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的抄纸法确实晚

于浇纸法.而浇纸法造的纸与抄纸法造的纸并存于汉

代的悬泉置遗址,这对研究早期造纸技术的演变很有

意义.

当然, 由于其制作工艺呈多样化,特别是技术上

相对成熟的加填料的纸张已出现在各层位,说明对悬

泉古纸的年代问题应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2. 4  字纸情况

据发掘简报的报道,悬泉置出土古纸中, 写有文

字的残片共 10件,占全部悬泉古纸的 2%左右,比例

可谓极低.其中汉纸 9件,晋纸 1件.文字为隶书体和

草书体两种.

考察时发现悬泉置遗址从第 1层到第 4 层中都

有字纸出现, 但数量都很少.著名的一张就是上述的

晋代字纸,有 27 个字, 编号为 91DXT 0409 ¹ : 15, 出

土于第一层. 其它几张纸仅在边上写有几个字,如出

土于第 1层的还见到 2张字纸,一张纸( 91DXF2 ¹ :

4)上面可能有多个汉字,但却是多张粘在一起,将来

可揭开做进一步研究. 另一张纸( 90DXT 405 ¹ : 21,

图 5)上有÷胡"、÷价"等字,可能是药方.第 2层的有 1

张纸( 92DXT 1311 º : 10) ,仅为黑色墨迹在其上.第 3

层位中出土的古纸,库房中暂没有见到字纸.第 4层

有 2张字纸, 其中一张( 90DXT 212¼: 5)有÷付字",

另一张( 90DXT212¼: 3)字迹不清.这些有字的纸均

为浇纸法所造,并且有字纸几乎都是加了填料、表面

较为平滑的古纸, 而极为粗糙的第 1类古纸却暂没有

发现有字纸. 这一发现很有意义, 说明纸出现的初期,

为了便于写字,在纸张中加入了填料, 使纸变得更为

平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问题.

字迹为黑色, 是当时已采用墨进行书写的证据.

有些纸上有黑色墨迹, 无字, 例如 92DXT1311 º : 10

古纸,可能曾用于包装. 但采用何种墨有待进一步分

析. 西汉和西汉之前,主要使用天然墨(石墨) ,人工墨

极少,东汉以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松烟墨.仔细观

察悬泉字纸(如图 5) , 发现字迹有一定的渗透性, 说

明有用松烟墨的可能性,希望有机会对各层位的字纸

进行墨成分的分析,确证是采用松烟墨或是其他的墨

品, 这对这些纸的断代无缘是一个新的线索.

以上只是在库房中考察所见,还有一部分悬泉古

纸正在外地展览, 也可见到其中有字纸.例如,第 3层

出土了一件纸文书( T0114 » : 609,图 6) ,上有草书体

的字两行,其中一行是÷持书来"三字, 其字体是否为

西汉时代的, 还是较晚期的,希望书法家能提供鉴定

意见.从照片的纤维形态分析,也应是浇纸法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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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0DXT405 ¹ : 21

图 6  T0114 » : 609

所以,纸张出现的初期,虽然已用于书写工具,但

字纸占的比率极低, 且主要在于记极简短之事, 字往

往仅有 1~ 2字. 虽然具备了书写的功能, 因在该遗址

同时出土了大量的汉简,说明当时书写的主要工具仍

然是竹简,用纸书写只是其辅助功能, 纸主要用于日

常生活中的包装或其他用途.悬泉字纸就是人们尝试

在纸上写字留下的最早痕迹.这进一步证明笔者认为

的人类发明纸的初衷不一定是用于写字的观点
[ 5]
,这

也是西汉古纸往往是奇特的无字之纸的原因.

实际上, 浇纸法作为非蔡伦系的造纸法, 其发明

初衷不一定是用于写字,而是用于包装等日常生活所

需,这有大量的西汉无字古纸为证;纸是容易腐烂之

物,其出现之初, 人们对用它记录文献持谨慎的态度

是可以理解的.而东汉以后, 抄纸法作为蔡伦系的造

纸方法,其发明的目的就是用于写字, 这有1东观汉

记2、1后汉书2等古代文献为证.

3  实验分析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 2010 年 3

月,对部分悬泉古纸进行了取样.方法是对出土于每

一个地层的古纸都取 1个样品, 共取到 4 个样品.外

观都是黄白色(近于生白色)、相对薄、较柔软、表面均

加了填料.有 3张古纸无帘纹,纤维分布不均匀,说明

采用了浇纸法造纸工艺,为以上考察中所说的第 2类

古纸.先用厚度测定仪测出样品的厚度,经过制样后,

再把样品放到造纸纤维分析仪上观察. 先用透射光、

再用反射光进行观察.个别样品用偏光显微镜进行了

观察.观察结果见表 2.

表 2  样品情况表

考古编号 实验室编号 样品情况 表面填料 原料的初步意见

90DXT 109
¹ : 56 -
57

102( YCNM )
黄白色, 厚度不均 ,约 015左右
毫米,估计纸重约 80 g/ m2 ,帘
纹不见

淀粉滑石粉涂布 苎麻

90DXT 108
º : 11、12 101( YCNM )

黄白色, 厚度01 196毫米, 估计
纸重约40 g/ m2, 帘纹不见 .

淀粉施胶 大麻

90DXT 0102
» : 231-
234

103( YCNM )
黄白色, 厚度01 172毫米, 估计
纸重约60 g/ m2, 帘纹不见

淀粉滑石粉涂布 苎麻

90DXT 109
¼ 100( YCNM )

黄白色, 厚度01 225毫米, 估计
纸重40 g /m2 ,表面似有布痕

淀粉施胶 苎麻

90DXT 109 ¹ : 56~ 57样品位于第 1 层, 即为东

汉层,较厚,但厚薄不均,用厚度测定仪在不同部位测

得 3个数据: 0. 502毫米, 0. 478毫米, 0. 533毫米.平

均 0. 5毫米左右,是 4个样品中最厚的一张纸,纸质

较硬,局部有一定的挺度.从透射光照片分析(图 7) ,

其原料的纤维形态粗细不均,直径多在 11至 17微米

之间.两侧有明显的结节, 应为苎麻, 有分丝帚化现

象. 而反射光照片显示古纸的正反两面都加有填料

(图 8) ,从颗粒的形态分析, 这些填料应是淀粉粒和

滑石粉, 所以此纸应为涂布加工纸. 其工艺极类似后

世的粉笺.用偏光显微镜分析表明, 样品的纤维间有

大量的透明状淀粉颗粒(图 9) , 经过对比分析, 可确

定是小麦的淀粉颗粒,其尺寸有大有小, 直径多在 15

~ 28微米之间.

 
图 7 样品 90DXT109¹ : 56~ 57 及透射光纤维分析照片

 

图 8 90DXT109¹ : 56~ 57 正反面反射光分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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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90DXT109 ¹ : 56~ 57 的偏光显微镜

分析照片,有大量颗粒状小麦淀粉

90DXT 108 º : 11、12样品位于第 2层, 处于西汉

层晚期,厚度测定仪测得厚度 0. 196 毫米, 纸质十分

柔软.从透射光照片分析(图 10) ,其纤维的形态呈圆

管状,部分为扁平带状,直径多在 13至 24微米之间,

表面粗糙,有孔洞,应为大麻, 并有分丝帚化现象.从

反射光照片显示纸的正反两面都加有填料(图 11) ,

初步分析应为淀粉施胶.这是一种涂布加工纸.

 
图 10 样品 90DXT108º : 11、12

及透射光纤维分析照片

 

图 11 90DXT108º : 11、12

正反面反射光分析照片

90DXT 0102 » : 231~ 234样品处于第 3层, 这是

西汉层位,厚度测定仪测得样品厚度 0. 172毫米,是

4个样品中最薄的 1张,纸质较柔软. 从透射光照片

看(图 12) ,其原料的纤维形态粗细不均, 直径多在 6

至 16微米之间, 形态应为苎麻, 有分丝帚化现象.从

反射光照片显示纸的正反表面都加有填料(图 13) .

纤维间密布颗粒状物,初步分析应为淀粉和滑石粉,

工艺为涂布加工纸.

 
图 12  样品 90DXT 0102 » : 231~ 234

及其透射光纤维分析照片

 

图 13  90DXT0102» : 231~ 234

正反面反射光分析照片

90DXT 109¼样品处于第 4 层, 这是西汉早中期

的层位, 也是出土古纸的最底层, 厚度测定仪测得样

品厚度 0. 225毫米.从透射光分析,其纤维粗细平均,

直径多在 7至 23毫米之间, 纤维表面较平滑,其形态

应为苎麻,有较多的分丝帚化现象(图 14) . 从反射光

观察,纸的正反两面都加有填料(图 15) .观察到大量

细小的颗粒, 应为淀粉施胶, 说明这是一种涂布纸.

 
图 14 样品 90DXT109¼

及透射光纤维分析照片

 

图 15 90DXT109¼正反面反射光分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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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悬泉置出土古纸的纤维分析表明:

( 1)所分析的 4 张悬泉纸都是麻纸, 原料主要是

苎麻,但也有大麻.第四层、第三层为西汉层, 出土的

古纸则以苎麻为原料, 麻类的原料在早期纸中很普

遍,但所分析的苎麻纸比大麻纸多,则是少见的.由于

苎麻和大麻纤维形态比较接近, 以上实验结果还希望

有关专家提出进一步看法.

( 2)这 4张悬泉纸的厚度在 01 17 毫米至 01 5毫
米之间,较厚的悬泉纸超过纳西族的东巴纸厚度( 01 4
毫米左右) , 较薄的则与浇纸法生产的傣纸厚度( 01 2
毫米左右)接近, 比现代抄纸法生产的手工纸(一般在

01 1毫米以下)要厚得多, 证实了悬泉纸为厚纸类型
的观察. 4个样品的估计纸重在40~ 80 g / m

2
, 也与现

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浇纸法生产的手工纸接近.

( 3)这 4件样品都是加工纸,有 2张是淀粉施胶

技术,有 2张是淀粉和滑石粉涂布,后者极类似于古

代的粉笺工艺,都是双面加填料,主要是一种涂布工

艺.而一些没有做实验的古纸,例如编号 91DXF2 ¹ :
4古纸, 从外观也可以看出表面粉状的颗粒很多,一

看便知是加工纸.如上所述, 进行填料加工的原因虽

然还应再讨论,但其中之一应有为了写字的目的.纸

发明初期,由于纸张太粗糙,不便于写字, 为了使纸面

平整宜于写字,人们不得不进行纸面的再加工.

在古纸的纤维观察中发现了大量的颗粒, 其中

90DXT 109 ¹ : 56~ 57样品经过偏光显微镜分析,可

确定是小麦的淀粉颗粒.这应是加填料, 而不是加纸

药带入的,因为浇纸法是不用加入纸药的, 而且在中

国传统造纸方法中,也没有加入淀粉作为纸药的.

悬泉置遗址的每一个层位(从西汉中早期到东汉

初期)发现的古纸中都出现了加工纸的工艺, 是本次

实验分析的重要收获,这也是目前在实验中发现汉代

加工纸的最早记录, 具有重要的意义. 潘吉星认为加

工纸技术可能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工艺
[ 9]
.王菊华曾用

放大镜观察到悬泉古纸中标本 F º 4: 1÷纸质细平,纸

面有涂料,为一张涂布加工纸. "
[ 3]
, 但没有提供相应

的分析照片.甘肃马圈湾西汉遗址的古纸, 王菊华鉴

定也发现其中有涂布加工纸,据此认为不可能是西汉

古纸, 而应该是东汉晚期以后的古纸
[ 3]
.最近我们在

陕西扶风出土的西汉时代中颜纸的显微鉴定中也发

现了涂布加工纸(成果将另文发表) . 现在这种加填料

的涂布古纸又发现于悬泉置遗址的西汉层位中,并且

层位的时代更早,说明中国造纸术产生之后的初期阶

段,很快就出现了涂布加工纸, 这说明加工纸并不是

很晚才出现的工艺, 而是纸发明后, 由于写字或其他

需要,对粗糙纸张不得不进行再加工而出现的工艺.

这对我们认识早期纸的制造技术及其年代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野.

4  结论
本文首次对悬泉纸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综合性的

研究,得到的多方面结果在造纸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

价值.

从考察结果看, 这些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古

纸, 绝大多数应采用麻纤维作为造纸的原料, 纸张主

要为厚纸类型, 表面粗糙, 纤维分布不均, 有曲绕现

象, 无帘纹,说明制作工艺为浇纸法造纸,这种古老的

造纸方法目前在中国云南、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

区以及东南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浇纸法生产的纸张分

为两类: 一类是粗糙、纸张很厚、呈黄色的纸, 技术上

具有原始性, 可以肯定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古纸

之一;一类是黄白色、相对薄、较柔软、表面加了填料

的纸,技术上有很大的进步.这两类纸在遗址的每一

个层位(从西汉到东汉)中都有出土,均具有极高的历

史价值.

另有少数薄纸类型的古纸也出现在晚期的第 1

层和第 2层中,考察中发现 2张悬泉古纸的表面有明

显的条状帘纹,其纤维分布均匀, 说明抄纸法造纸至

迟在东汉时期已产生,但抄纸法出现的上限仍然有待

进一步研究. 各层位还出土了形状完整的纸张,这在

汉代古纸中少见. 部分古纸上有文字, 为黑色的墨迹,

说明纸张产生后, 除主要用于包装外, 也开始用于书

写工具, 但只记简短之事,仅作为辅助书写之用,并且

字纸的比例并不大.

对 4个不同层位出土的 4张古纸样品进行了纤

维分析. 从实验分析结果看,所分析的 4 张古纸原料

有苎麻和大麻, 2张纸的表面有淀粉施胶工艺, 2张纸

加填有淀粉和滑石粉,均为涂布加工纸, 由于古纸发

现于西汉中早期到东汉初期,这是目前实验中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加工纸.说明中国造纸术产生之后的初期

时期,就可能有了加工纸, 而对纸张加工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便于写字.这个结果推进了人们对早期纸的

认识,但同时也可能面临着造纸史学界对悬泉纸断代

的更大争议.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重要课题.

甘肃悬泉置古纸的发掘, 数量较大,遗址有明显

的地层关系, 并与有纪年的简牍伴出, 与先前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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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纸"量少、或没有清楚的地层关系不可同日而
语,这确实为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实证.现在关键是悬泉遗址除层位关系之外,

其断代应寻找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若能进一步证明第

3层和第 4 层的断代可靠,则在西汉时期, 中国确实

已经有经过加工的纸张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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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Unearth Ancient Paper from

Xuanquan Site of Han Dynasty in Gasu

LI Xiao-cen
(I nsti tute of H istor ical Metallurgy and M ater ials , Univ ersi 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 j ing , 100083 )

Abstract: A large quant it ies of unearthed ancient paper f rom Xuanquan site of Han Dynasty in Gansu

Province caused w idespread concern. For study the or ig ins of early Chinese ancient paper, this paper invest-i

gates the phy sical appearance of 49 pieces of Xuanquan ancient paper preliminarily . It thinks that the main

raw material o f these early papers is hemp. T he most products of ancient paper w ere made by f ix ed mould.

But small products made by moveable mould appeared in the late Layer in Xuanquan site. Some products

w ere w rit ten with ink, but the proport ion w ith w ords on paper w as no t much. The paper prov ides new infor-

mat ion and v iew s on the orig ins of early Chinese paper.

Key Words: Xuanquan site; Han Dynasty; ancient paper; fix ed mould; moveable m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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