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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早期游牧民族墓葬出土的
中国古代漆器 *
阿列克谢·提什金
（俄罗斯国立阿尔泰大学，俄罗斯巴尔瑙尔）
阿尔泰巴泽雷克时期（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 2 世纪）游牧民族“王”冢出
土的中国古代器物，学者已经反复讨论过了［1］。近十年来，在阿尔泰发掘的布朗 - 科
巴文化乌斯季 - 埃季甘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来自古代中国的器物［2］。乌斯季 - 埃季
甘期正是中亚匈奴国存在的时期［3］，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时期。尽管俄罗斯学者认识到
公元前 1 千纪后半期中国文明对戈尔诺 - 阿尔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对其
做全面的研究。
亚洛曼 -Ⅱ墓地位于阿尔泰中部，卡通河的左岸（地理坐标 N50°31.524′，E86°
33.350′；海拔 805 米）。近年我们在该墓地的 57 号冢墓中发现了一些漆器，该墓属科
巴文化早期，年代为公元前 2 ~ 公元 1 世纪，其中有些是 14C 测定的年代［4］。人们注
意到，在女性死者的周围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并且是保存很好的器物（图一）。大部分
器物分布于颅骨周围：骨梳子（图一，1、2）、大银泡（图一，3）、玻璃和石质珠子（图
一，4、5）、有色金属浮雕小泡饰（图一，6）、金浮雕牌饰（图一，7）、青铜镜（图
一，8）、装有动物骨头的木盘残片；纺织物碎片和两个铁制铠甲片（图一，10、11）。
我们不能排除部分器物（镜子、梳子和铠甲片）原来装在袋子里，而其余器物则是头
带（图一，3、6、7）和项链（图一，4、5）的组成部分。在腰部发现了一件透雕青
铜扣，造型为咬尾蜥蜴（图一，9）。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器物。在
上述所列的出土器物中，有一件涂黑漆的木器碎片，表面绘有红色图案（图二），该
器物可能是耳杯的耳部。此外，还发现许多饰有黑地红色曲折纹图案的碎片。类似的
器物在中国相当广泛地流行于公元前 3 世纪末期到公元前 2 世纪，它们的年代大概也
是如此。

*

本文为课题“古代与中世纪的阿尔泰和周边区域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化：综合复原”的部分成

果，得到了俄罗斯研究基金的支持，经费号：№16-18-10033。本文正文由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翻译，英文摘要由
N. Seregi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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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2. 骨梳子

3. 大银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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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洛曼 -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器物

4、5. 玻璃和石质珠子
9. 透雕青铜扣

6. 有色金属浮雕小泡饰

10、11. 纺织物碎片和铁制铠甲片

7. 金浮雕牌饰

8. 青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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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涂漆的木胎部分双面视图

（亚洛曼 - Ⅱ墓地 57 号冢墓）

据研究，亚洛曼 -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漆器碎片所用的木材是红木。红木为热带
地区豆科檀属木材，主要产于印度、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对漆器碎片的 X 线荧光分析
表明，红色的图案所用的颜料为朱砂。对这种颜料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所用的黏合剂
是生物聚合剂漆酚，来自漆树的树汁［5］。
除 57 号冢墓外，漆杯的残片也发现于 43 号冢墓。亚洛曼 -Ⅱ墓地出土的马辔皮带
上的装饰品、51 号冢墓出土的女性腰带上的覆盖物、咬尾蜥蜴状的透雕青铜扣环都可
能涂有朱砂调成的红漆［6］。类似器物和装饰技术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阿尔泰艺术中没有
发现，表明亚洛曼 -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的漆器应来自于中国。
与亚洛曼 -Ⅱ墓地出土的漆片相似的器物还见于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 1927 年发掘
的希别墓地［7］。现在这件器物已经发表了三个木炭样品的 14C 测年结果，经过树轮校
正的年代范围为：① sigma cal 公元前 760 ~ 前 390 年，公元前 380 ~ 前 200 年，公元前
360 ~ 前 170 年；② sigma cal 公元前 800 ~ 前 200 年，公元前 390 ~ 前 190 年，公元前
390 ~ 前 110 年［8］。这说明这座墓形成于巴泽雷克文化的晚期。希别墓地的“漆杯”问
题曾引起学者们的讨论［9］。2006 年，笔者有幸观摩了这些材料。在国立艾米塔什博物
馆东欧和西伯利亚考古部的№4888 藏品中，仅仅保存了几块漆器碎片（图三）。漆器的
木胎已经不见，仅存有小块黑色漆片，其上可装饰鲜艳的红彩图案。其器物形态接近于
亚洛曼 -Ⅱ和希别的器物（图二、图三）。
深入检索材料，笔者在巴泽雷克的几座冢墓中又发现了一些材料。类似的图案见于
若干类器物，它们出土于若干墓地，其年代为公元前 1 千纪后半期。曾经有学者做过这
些资料的收集和研究［10］。在此我们需要简要介绍一下现有的资料。
1） 希 别 “ 漆 耳 杯 ” 残 片（ 藏 品№4888/54）（ 图 三 ） 和 其 他 一 些 资 料（ 藏 品
№4888/101、162）［11］。
2）巴沙达尔 -Ⅰ（图四）“在颅骨旁边发现了黑漆和红漆的大块残片，它们原来
大概是覆盖在死者的头带上的”（藏品№2066/24）。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亚麻编织的粗糙
纺织物的痕迹。С. И. 鲁坚科曾经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到，在马坑里发现了完整的红漆和
黑漆遗物，它们原来可能是涂在马鞍上的［12］。他还提到一件弓箭袋的薄桦树皮残片上
面涂了朱砂。
3）巴泽雷克 -4

出有漆器残片（藏品№ 1686/107、108、154、155）
。Л. Л. 巴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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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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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别墓葬出土的漆片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发掘）

娃曾经挑选了一些样品，做了化学分析［13］。在冢墓
的器物目录中，发掘者 С. И. 鲁坚科没有列出这些
资料。
4）巴泽雷克 -5（藏品№1687/153）“涂有红
色漆的普通马鞍”［14］。此外还有其他的漆片。
5）巴泽雷克 -6（藏品№2064/7） 红漆板［15］。
6） 巴 泽 雷 克 -7（ 藏 品№2064/5-6）“ 皮 带，
涂有红漆”［16］。它们是衣服的一部分。
7）图埃克塔 -1（藏品№2179/916，918）和图
埃克塔 -2（藏品№2180/840）［17］。
8）蒙古诺音乌拉尔山脉的匈奴冢墓发现许多
涂有漆的器物［18］。
С. И. 鲁坚科的专著很少提到漆器，不过关于
漆器他谈了一些十分具体的看法［19］。С. И. 鲁坚
科认为，阿尔泰游牧民族同中国人的联系不是直接
的，而是间接的，并且晚于他们与西亚和中亚的来
往［20］。 除此之外，他还说到这些漆器可能是当地

图四

巴沙达尔 -I 遗址出土的漆片
（С. И. 鲁坚科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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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因为当地具有所有漆器生产所必需的材料［21］。
Л. Л. 巴尔科娃对漆器的化学和物理特征做了专门的研究。上面所说的样品在国立
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实验室做了分析和研究［22］。她谈到，漆器的生产在中国开始于西周，
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53 ~ 前 221）达到了鼎盛。Л. Л. 巴尔科娃支持 С. И. 鲁坚科的
观点，认为漆器制造可能不限于中国中原地区，也可能发生在阿尔泰地区［23］。但是要
证明或者驳斥这种观点暂时还没有有力的证据。在我们看来，Л. Л. 巴尔科娃得出的一
条结论是重要的，即巴泽雷克和希别出土的漆器是相同的，而与诺音乌拉出土的年代较
晚的漆器不同。
2006 ~ 2008 年，由笔者发起，对阿尔泰古代游牧民族冢墓群出土的漆器进行了
多学科研究［24］。虽然所有的分析样品涂的是酚基漆料，但是它们的一些工艺特点不
同于来自亚洛曼 -Ⅱ墓地的 57 号冢墓出土的器物。希别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藏品
№4888/54）带有棕色斑点，表明漆中含有少量的铁（Fe- 约 80%）。X 线荧光分析得到
了同样的结果（分析者 С. В. Хаврин）。此外，分析还发现了大量的锰（Mn- 约 16%）
和钙（Ca）
。上述的分析数据说明，这些器物或者涂的是所谓的生漆，或者漆料中添加
了少量的铁。如果研究传统的漆工艺，那么这种物理化学性能不高的漆（也就是几乎不
使用铁的漆）只能用作底层漆。当人们用它作为地子，然后在上面用红色颜料描绘图案
时，那么可能说明工艺流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和简化。
木材上的漆层首先是要起防护作用，然后才是装饰作用。漆层之所以能起保护作
用，是因为它能够遵循准确的干燥要求（在一定湿度和温度条件下）。离开了最佳条件
以及随意改变成分（漆、染料）都会降低对漆器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形成百分百
“结合”的空间结构［25］。
从器物的损坏特征来看，酚基漆层具有保护作用。在希别（4 个样品经过分析）
和亚洛曼 -Ⅱ出土的所有样品中，漆层（准确地说是朱砂颜料和漆本身）都有了极好
的强度，脱落发生于与腐朽的木胎之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希别出土的一个漆器
样品中，朱砂层和漆层之间也出现了脱落。希别的№1 和№2 样品的朱砂层很厚（国
立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同事 О. И. Новикова 和 С. В. Хаврин 的分析结论），其中的颜料
颗粒很大。这就说明，两种颜料都没有经过很好的研磨。颜料层多孔、破碎，也就是
说它从一开始就被漆黏合物质破坏了。在希别出土的所有器物上，朱砂的颜色都不太
鲜艳和饱和，远不如亚洛曼 -Ⅱ墓地 57 号冢墓的朱砂颜色。亚洛曼 -Ⅱ样品的颜料
部分，除了朱砂以外，还有铁和铜的氧化物。而希别样品的朱砂颜料发现有钙的填充
物。为了得到更加鲜艳的红色色调，制作“希别耳杯”的工匠使用了带有高度着色成
分的物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漆的保护作用。在希别出土的样品№3 和№4 上，
所涂的漆层十分薄，这可能说明，器物的制造者没有大量的漆可供使用。亚洛曼 -Ⅱ
出土漆器的工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里的样品坚硬匀称，器物两边可以看到极为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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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的缺口。一边的漆保持了亮丽的光泽和极高的硬度。我们可以推测，器物很少在阳
光下使用。否则我们看到光泽会暗淡，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对漆酚会有损害。样品另一
边的漆有点暗淡，光泽略差并带有裂纹。在缺口处能清晰地看到“典型”东方漆器的
层次构造：下面是几层黑漆，鲜艳亮丽，色泽均匀，结构致密；上面涂有薄而饱和的
棕红色朱砂。
但是，亚洛曼 -Ⅱ漆器与其他遗址（巴泽雷克 -6、巴泽雷克 -7、巴沙达尔 -Ⅰ、
朵盖巴雷 -Ⅱ等）出土的漆器样品的最大区别是，它实际上并不含铁。漆的黑色是通
过添加带有镍杂质的铜而获得的（铜镍比例为 98∶2）。铁确实存在于样品中，但是
含量十分微小，不仅不能获得漆器的饱和颜色，也完全不能达到黑色和类似的硬度。
漆料中的微量锰也和生漆中铁和锰的含量完全相同。在亚洛曼 -Ⅱ出土的文物中，我
们看到了保存非常好的东方漆器样品。但是，它的颜色是通过使用铜镍合金来获得
的。我们怎么解释这种漆器传统工艺的改变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制造者手头缺
乏铁器，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太可信。铜和镍的含量远远超过了获得上乘颜料所需的
条件。这里值得提醒一下，在获得东方漆器的现代工艺中，在漆料中加铁是通过将
铁器（如铁钉）放在漆液中完成的。由此，人们得到了最佳的铁漆比例。上述高含
量的铜（带有镍杂质），可能只是在制作时使用了有色金属容器的缘故。看来，漆液
在铜镍合金容器中存放了一段时间，然后涂覆到器物上。由此结论引出了新的问题：
什么样的证据可能反映了工艺流程的改变？铜 - 镍合金是从哪里落入制造者手中的？
为什么工匠手里会没有铁？上述问题中有些可以找到答案。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
大量的铜矿，也有大量的朱砂矿（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中国有铜镍硫化矿（铜和镍
的比例为 1∶15），同时也有黄铜矿、镍黄铁矿和含镍的磁黄铁矿（比例为 1∶2.2），
等等［26］。
上述的研究经历表明，阿尔泰地区古代冢墓出土漆器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并且需要
在多学科水平上加以继续。所以，我们给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同事们提供了样品，用
以进行重复分析。这些资料和其他一些现有资料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探讨现有问题，继续
研究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同南部一些邻国的联系问题，并且能结合其他中国器物研究所
发掘冢墓的年代。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漆器样品还在继续增加。笔者不久前在发掘布格雷遗址（阿尔
泰西北山麓）时得到了一些新资料（图五），使我们能够继续研究，并进行比较分析。
为此，俄罗斯学者必须同中国和日本的专家携手开展研究。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注
意，漆器属于很好的炭样来源，可以成为 AMS 年代测定的合适资料。这样一来，细致
且迫切的工作正等待着研究者，不过上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套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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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布格雷遗址 4 号冢墓出土的木胎残块和漆片
（阿列克谢·提什金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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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Chinese Lacquerware Excavated from Early Nomadic
Tombs in Altay
A. A. Tishkin
Abstract: In tombs of the Scythian and Xiongnu period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there have
been found a good number of fragments of Chinese-type lacquerwares. Employing the results
of natural scientific analys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f Warring-States and
Han Dynasties Chinese-type lacquerwares from the cemeteries of Yaloman- Ⅱ and others.
However, the lack of comparable data of contemporaneous Chinese lacquerwares from China,
does not allow the pap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production area. But the method of this
paper points to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for Chinese lacquerwares.
Keywords: Altai Mountains; early nomadic people; Chinese lacquerwa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