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多种先进的科技手段，我们首次识别了古代藏纸

中瑞香狼毒纤维的生物标记物，并利用此方法鉴定此次研

究的古代藏纸以瑞香狼毒为原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以瑞

香狼毒为原料的藏纸。

杨益民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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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节为我国元宵节的俗称之一，赏灯为

节日里重要的民俗活动。宋代文学家欧阳

修的《生查子·元夕》所载“去年元夜时，花市

灯如昼”，清代官员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

记》之灯节所载“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

火，市肆张灯”，均可反映元宵灯节热闹非凡

的赏灯场景。紫禁城是明清帝王执政与生

活的场所，其在元宵节期间亦有丰富多彩的

灯节活动，而清代的皇家团体“灯操”表演—

灯戏，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清代皇家灯戏

在史料中亦多被称为“火戏”，其主要原因在

于灯戏表演与烟火表演往往融为一体。灯

戏表演风格类似于团体操：多名演员（伶人）

手持作为道具的彩灯，齐唱歌曲，通过一致

性的动作变换，组成各种吉祥图案或文字，

以表达新年美好的祝愿。

圆明园西南部曾有一座二层小楼，建于

雍正初年，时称引见楼，后乾隆皇帝赐名“山

高水长”。楼为西向，上下两层，每层 9 间，

每层长 460米、宽 280米。楼后为山峦，楼前

有宽敞空地。清代官员昭梿所撰《啸亭续

录》之“山高水长殿看烟火”部分载有“乾隆

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南

门内之山高水长楼”。乾隆帝撰《御制诗初

集》之《御园山高水长楼前锡宴外藩有作》载

有“御园山高水长楼前地面宽敞，每岁于此

设灯火赏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二》之卷七百九十二、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

事例三》之卷一千五十六均载有“上元之夕，

皇帝御山高水长观火戏”。由上可知，圆明

园山高水长楼前的空地，即为元宵节皇家灯

戏表演的场所。而不同的灯戏规模，呈现出

不同的表演特色。

小型灯戏表演极具趣味性，演员规模一

般数十人。如故宫博物院藏“福禄寿”某版

本排场图中，“福”字需要演员 41 名，“禄”

“寿”二字各需要演员 39 名。在灯戏表演

中，各演员根据唱词的不同阶段灵活调整自

己的位置，以利于形成所需的文字。《故宫珍

本丛刊》第 696册“各种排场”介绍了若干种

“福禄寿”灯戏排场走法。其中之一为：“号

响，头后番贯进成对双抄，贯进摆‘福’字。

号响，摆齐唱‘皇都元夕’至‘百戏陈’。号

响，吹打摆‘禄’字。号响，摆齐唱‘连声爆灯’

至‘何须论’。号响，吹打摆‘寿’字”。由上

可知，“福禄寿”灯字形的排列，以号响为提

示，以歌声为前奏。演员们手提彩灯，载歌

载舞，富有节奏地变换队形，组成吉祥文字，

场面十分欢乐。

中型灯戏表演极具观赏性，演员规模往

往数百人。朝鲜文人李海应所撰《蓟山纪

程》之卷三“登（灯）戏”部分，载有嘉庆三年

正月十三日圆明园山高水长楼灯戏场景。

如“而或有瓶灯、西瓜灯、樽灯”，可反映灯的

种类繁多。又如“又庭前罗立者，各捧红园

灯。每设一架于一灯。其跪起进退，一如献

寿之状。又有百数人，各奉方灯一颗。或罗

立，或跪坐，或分列周行。终又登列卓之上，

层层罗立，而最上头奉一灯，形如人首。其

左右次第，作全身形。奉灯者，皆呼嘉庆万

万岁”。其中，“园”通“圆”，“奉”通“捧”，

“卓”通“桌”。由这段话可知，在这场人数较

多的灯戏表演中，每名演员手持一灯架，上

挂彩灯；各演员同步做出行、立、跪、坐等动

作，队形或为向嘉庆帝献礼祝寿状，或为一

个大型的站立“人”字堆叠状。夜色下，伴随

着演员们齐声高呼的吉祥祝福语，数百架彩

灯整齐有序地变换成不同图案，产生极其华

丽的视觉效果。

大型灯戏表演可达上千人规模，极具震

撼性。如清代官员赵翼所撰《檐曝杂记》之

“烟火”部分中，描述了乾隆某年元宵节晚上

山高水长楼前灯戏表演场景：“日既夕，则楼

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

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

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

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

字当中’也。”由这段话可知，此次灯戏表演

队伍庞大，其中演员们手持彩灯，边走边唱

《太平歌》。在歌声中，数千名演员或行或

停，或立或转，动作整齐划一、队形变换同

步。数千架彩灯依次组成硕大无比的“太平

万岁”字样，点亮了整个夜空。灯戏场面气

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产生了极强的艺术

效果。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灯戏：清代皇家“元宵晚会”节目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最能代表

这个节令的食品自然是汤圆。虽然明朝文

人张岱说“周公作汤团”，认为汤圆在西周时

期已经出现，但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汤圆最

早出现在西晋时期，不过当时不叫汤圆，而

是叫做牢丸。准确地说，牢丸是指圆形的食

物，是圆子的泛称，并不独指汤圆。段成式

《酉阳杂俎·酒食》中记载了牢丸的食用方

式，即“笼上牢丸，汤中牢丸”，也就是说牢丸

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煮着吃，蒸着吃是指蒸

圆子，煮着吃的就是汤圆。

元宵节何时开始吃汤圆，起源已经很难

考证，但最晚不晚于宋代。宋代时，牢丸这

个名称已经不再使用，汤圆在当时有元子、

圆子、团子、汤团之名，又因为煮熟即上浮，

所以又被称为浮圆子。宋代诗人周必大有

《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曾赋此，坐间成四

韵》一诗，可能是最早描述元宵节吃汤圆的

诗词，其诗曰：“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

汤官寻旧味，灶婢诧新功。星灿乌云里，珠

浮浊水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诗中

的“珠”指的就是汤圆，全诗既诉说了佳节团

圆之情，又细说煮汤圆之事。

根据《武林旧事》记载，除了汤圆，宋代

元宵节流行的食品还有很多，“节食所尚，则

乳糖圆子、食追（食白）、科斗粉、豉汤、水晶脍、

韭饼，及南北珍果，并皂儿糕、宜利少、澄沙

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琥珀饧、轻

饧、生熟灌藕、诸色花缠、蜜饯、蜜果、糖瓜

蒌、煎七宝姜豉、十般糖之类。”乳糖圆子应

该就是水煮的汤圆，而食追（食白）可能是油炸

的圆子，类似于今天的煎堆、麻球，也可能是

一种蒸饼。宋代之后，这些食品很多都不再

时兴，但汤圆依然是人们元宵节必吃的食

物，也因为这个原因，汤圆又被称为元宵。

清代陈作霖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中就曾经

说过“汤团谓之元宵，以节名也。”

当然，现在一般认为，元宵和汤圆是存

在差异的。但是很多古人认为二者是没有

区别的，比如明代吕毖编写的《明宫史》中就

说元宵“即江南所称汤圆者”，认为北方的元

宵就是江南的汤圆。不过他所记载的元宵

的做法却正好印证了今人的结论，他说：“其

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

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可见元宵确是用

摇制的方法制作而成。

古人的元宵馅儿多是甜的，一般为糖拌

碎花生、核桃、瓜子、芝麻等，但也有让我们

想不到的创新。清代有一位制作元宵的高

手叫马思远，就曾做过以桂花、糖、胡桃为馅

料的元宵。清代诗人符曾的《上元竹枝词》

就是专门为夸赞马家元宵而作：“桂花香馅

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

好，试灯风里卖元宵。”马家元宵不仅馅料香

甜特别，用作元宵外皮的粉也好，可能是应

时人需求，元宵节还未到，在试灯预赏的日

子，摊主就已经开始卖元宵了。

汤圆的馅料则有甜有咸，清代的袁枚在

《随园食单》中，记载了萝卜汤圆和水粉汤圆

两种汤圆的做法。其中萝卜汤圆是咸的，做

法是“萝卜刨丝滚熟，去臭气，微干，加葱、酱

拌之，放粉团中作馅，再用麻油灼之。汤滚

亦可。”可见汤圆也确实是用包制的方法制

作而成，而且不仅能水煮，也能油炸。水粉

汤圆则是“用水粉和作汤圆，滑腻异常，中用

松仁、核桃、猪油、糖作馅，或嫩肉去筋丝捶

烂，加葱末、秋油作馅亦可。”馅料可甜可咸，

可荤可素。

无论是汤圆还是元宵，也无论是什么馅

料，人们食用它，大多是因为它圆形圆音，象

征着团圆与圆满，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愿望，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对它的热情

一直不减。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市社
会主义学院）讲师]

古人的元宵与汤圆

博览会

◎陈 静

公元纪年法总给人制造一种线性发展

的错觉。其中有些年份却非比寻常，它们改

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或社会活动的组织形

式，还有些年份则集中诞生了一大批发明和

创造，就此改写历史。前者如宗教革命、文

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者如三次工业革命。

当然也有一些浩劫，在长时段历史观

中，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调

整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黑死病，两次世

界大战等。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

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但恰恰正因为这些时间段的人文魅力

和历史深度，以至于在后人不断的研究、路

演和品鉴过程中，反而让我们距离其原本的

真实面貌越来越远，抑或说越来越从一场多

乐章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沦为单纯的教科书

式的说教，或者从一套彼此关联的恢宏历史

画卷凋零到几笔干巴巴的白描。

至此，现实成为经验的囚徒。

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对这些历史时段

的描摹和解读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割

裂、扭曲和简化历史内在关联、逻辑和维度的

尝试比比皆是。以至于启蒙运动只剩下了孟

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几位旗手，甚

至连康德、洛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这样层级

的思想家都可能因为种种需要被边缘化，而

工业革命则顺理成章地被虚化为只剩下瓦特

的蒸汽机和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近出版的《突破：工业革命之道 1700—

1860 年》应该是这个话题中最为另类的一

本，因为它在叙事结构上极度简化，表面上

看就是一部资料性的书籍。

这本书没有理论的统领，也没有背景的

铺 垫 ，“赤 裸 裸 ”地 按 照 时 间 顺 序 罗 列 了

1700—1860 年间的 100 项重要发明创造，从

液压鼓风机到镗床，从枪塔工艺到硫化橡

胶，从电报到液压起重机和贝塞麦转炉。

为了解工业革命而翻开这本书的读者，

可想而知，起初或许会对此倍感失望，认为以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名的历史学家西蒙·
富迪在偷懒，毕竟人们看惯了那些围绕工业

革命展开的宏大叙事或讲经说道。这本书怎

么能够就这么直白地罗列发明创造呢？其

实，此刻读者有多失望，工业革命就有多大程

度上已然成为一种被重新建构的概念。

可但凡能够深入读下去的读者都会恍然

大悟，原来作者非但没有偷懒，反而凭借对史

料的谙熟，用扎实、详实、生动的史料勾连起这

100项发明创造。作者对史料的取舍和使用

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表征。正是因为有了丰

富的储备，这本看似结构简单的书所呈现的

绝非这些发明创造本身，而是力求用有态度

的事实重构出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让

读者体会到这些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生产率提

高的迫切需求，在匠心独具的史料的罅隙中

窥探到人性中求真务实的可贵光辉。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工业革命也

从来不仅仅同工业相关或是简单的革命。

它没有可定义的起点和终点。至于谁发明

了什么，当牵扯到专利、诉讼和国家荣耀这

个大泥潭时，即使看上去很明了的事情也可

能隐藏着更为微妙的事实。”

在 21 世纪的今天再去回望这本书论及

的那 160 年，不难发现这 100 项发明创造中

每一项都在后来开启了一个或数个产业，直

接参与了对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修正。如

1757 年，英国实业家“铁疯子”约翰·威尔金

森发明了液压式鼓风机使得生产大量高质

量的铁成为可能，因为传统的风箱导致熔炉

温度不稳定，不能适应工业生产需要；1774

年，约翰·威尔金森又发明了镗床，从此人们

可以规模化地制造公差更小，更加精密的蒸

汽机元器件，确保活塞处密封完好，直接提

升了蒸汽机的效率。镗床所带来的加工精

确度的大幅提升给火炮和炮弹零件的加工

带来了质的飞跃；1796 年 5 月 14 日，英国医

生爱德华·詹纳为一个名为詹姆斯·菲普斯

的 8 岁男孩注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疫

苗。工业化让环境污染加剧，威胁人类健

康，天花是最具毁灭性的疾病之一。詹纳因

为发现了针对天花的疫苗被称为“免疫学之

父”；1850 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了炼

钢转炉。在这之前将 5 吨铁转化为钢需要

一天的时间，其间还要不停地搅和加热。但

使用贝塞麦转炉后，只需要 20 分钟。他的

发明直接影响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进程。

以上仅仅是每一项发明创造介绍中截

取的开篇语。书中数百幅精美的插画和照

片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永远不要忽视

这本书的图片说明，作者的严谨和功力就在

细节之处展现无遗。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
——评《突破：工业革命之道 1700—1860年》

字里行间

作者：西蒙·富迪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译者：董晓怡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作为藏族聚居地区所产纸的统称，藏纸

不仅是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就有藏族造纸技艺。然而，藏

纸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少有文字记载和考古

实证分析。

为了丰富对古代藏纸的认识，中国科学

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

教授课题组与西藏博物馆等单位的学者合

作，对西藏桑耶寺发现的古代藏纸残片开展

了综合分析。该项研究的论文日前发表在

《考古科学：报告》（Journal of Archaeologi-

cal Science: Reports）上。

“借助多种先进的科技手段，我们首次

识别了古代藏纸中瑞香狼毒纤维的生物标

记物，并利用此方法鉴定此次研究的古代藏

纸是以瑞香狼毒为原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

以瑞香狼毒为原料的藏纸。”杨益民 2 月 22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研

究还首次在古代藏纸中发现了由“奶+小麦

淀粉”组成的独特的施胶剂。

高科技“透视”古藏纸

过去，古藏纸的科技分析工作主要由欧

洲学者开展，包括对新疆和田安迪尔古城藏

纸和敦煌藏经洞藏纸的分析。2012 年前

后，德国洪堡大学的学者对出自敦煌藏经洞

的古代藏纸样品进行纤维分析，发现其纤维

来源可以分为 3类：麻类、瑞香科以及构皮。

“显然，已有的藏纸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并

不充分。在和西藏博物馆娘吉加研究员的交

流中，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桑耶寺发现的古

代藏纸残片进行研究，了解其原料与工艺。

这也是这项研究的缘起。”杨益民回忆道。

面对这一组古代藏纸残片，科研人员关

注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时间、地点、原料、工

艺。而这些潜在的信息，仅仅通过肉眼观察

是难以获取的，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测定藏纸的年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

种是通过藏文的字体及内容判定大致年代，

还有一种是碳 14 测年技术。论文第一作

者、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助理韩宾博士

介绍，他们在请藏文专家进行文字预判的基

础上，在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对藏纸样品开展

了碳 14测年。结果表明该组残片为 12—13

世纪古纸残片。测年数据的一致性，也表明

碳 14 测年技术可以很好地判定藏纸的年

代，为后续藏纸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明确藏纸年代之后，科学家迫切想知道

它们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关于造纸纤维

的鉴定，常用的方法是用显微镜对造纸植物

纤维进行形貌观察分析，但显微观察有时难

以区分鉴定形貌相近的造纸纤维，如构皮纤

维与桑皮纤维，瑞香与结香、狼毒纤维等就

比较难以区分。

“我们在造纸纤维鉴定过程中综合利用

了热裂解-气质联用、热裂解-全二维气质

联用等技术分析纸张纤维的裂解产物，通过

鉴定有机小分子建立瑞香狼毒纤维的鉴定

依据。利用此方法，我们发现这组残片是迄

今最早以瑞香狼毒为原料的藏纸。”韩宾说。

热裂解-气质联用技术主要用于高分

子材料的表征分析，也用于艺术品、古代有

机残留物分析。热裂解-全二维气质联用

技术主要用于石化及食品领域的复杂样品

分离。韩宾指出，在国内而言，这两种技术

是首次用于古纸的分析；在国际上而言，热

裂解-全二维气质联用技术也是首次用于

古纸的分析。

“此前的研究认为古代藏纸中含有瑞香

科植物纤维，我们的研究则进一步细化，明

确古代藏纸中含有瑞香狼毒草的纤维。”杨

益民介绍，瑞香科植物约有 50 属、500 种左

右，广布于全世界热带和温带地区，但主要

分布在非洲南部、地中海沿岸至大洋洲。

发现纸张中特殊黏合剂

初步观察残片表面墨的浸染状态，可以

看到墨只在表面浸染，没有进入纸张内部，

表明残片经过了施胶处理。研究人员在偏

光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纸张中存在大量的淀

粉粒，说明纸张使用淀粉施胶。通过全二

维-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蛋白

质裂解的成分。

但上述研究分析，仍无法确认淀粉粒以

及蛋白质的来源。于是，科研人员又进行了

蛋白质组学分析。通过特异性肽段分析，确

认纸张中的淀粉来源于小麦，而蛋白质来源

于奶，进一步推测可能来源于当地的牦牛

奶。除了淀粉、蛋白质等有机成分，电镜-

能谱分析中还发现纸面以及内部存在含钙、

碳、氧等元素的物质，通过进一步的 X 射线

衍射分析，确认该物质为碳酸钙。

“至此，我们已将这组古代藏纸残片的

施 胶 以 及 加 填 物 质 分 析 清 楚 ，即 使 用 了

‘奶+小麦淀粉’这一特殊的施胶剂，同时使

用了碳酸钙作为填料。”杨益民说。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初，维也纳植物

学家威斯纳在分析安迪尔古城遗址的古藏

纸时曾发现有大量淀粉，认为古代藏纸使用

了大量未经糊化的大米淀粉。威斯纳的这

一结论被国内外纸史学家广泛引用。

但未经糊化的淀粉黏度低，难以与纸张

纤维结合紧密，也无法形成较好的阻滞墨水

晕染的性能。而且，通过显微镜观察鉴定古

藏纸的施胶剂为大米淀粉，可能会受到其他

因素影响而导致误判。

“我们分析认为，小麦淀粉并非没有经

过糊化，而是酪蛋白的加入，影响了小麦淀

粉的糊化过程，使得淀粉粒不易于吸水膨胀

破裂，糊化后留存了粒径较小的淀粉粒。其

次，某些小麦品种抗旱抗冻，是青藏高原主

要粮食作物之一，就作物地理分布而言，用

小麦淀粉做藏纸施胶剂也更为合理。”韩宾

分析道。

植物资源决定造纸原料

一般认为，文成公主进藏，加速了中原

文化、技术等传入吐蕃。据《旧唐书》记载，

唐高宗继位后，吐蕃使者来唐“请蚕种及造

酒、碾、磑、纸、墨之匠”，高宗“并许焉”。

造纸，从本质上讲，是将植物纤维解离分

散、滤水成型为薄片状材料。充足、优良的植

物纤维供应是手工造纸的前提。在藏区造

纸，首先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某些优良造纸

纤维原料短缺的问题。比如构树、桑树、青檀、

竹子等植物纤维都适于造纸，在中原地区传

统手工造纸中有大量使用，但这些植物种类

在青藏高原却难以大面积种植生长。

因此，造纸工匠因地制宜，选取青藏高

原分布广泛的瑞香科植物，如瑞香、结香、狼

毒等植物纤维作为造纸原料，逐渐形成具有

浓厚地域特色的藏纸。在这其中，瑞香狼毒

全株有毒，可防虫蛀，利于文书长时间保存。

“可以想象，中原地区的纸匠入藏后，在

缺乏优质植物纤维资源的情况下，改进技

艺，将分布广泛的瑞香狼毒试用于造纸，然

后逐渐推广开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

的推测。事实上，藏纸原料选择的缘起，仍

是一个待解的学术问题。”韩宾认为。

在韩宾看来，藏区和中原地区植物资源

分布的不同，导致了造纸原料选取的不同。

这充分体现了当地造纸工匠的智慧，也是高

原地区人地关系的一个侧面写照。

含牛奶、小麦淀粉
这不是蛋糕，是古藏纸

西藏山南地区桑耶寺发现的古藏纸残片 受访单位供图

手写经文在藏纸上的晕染状态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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