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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在中东大受欢迎，

传播毫无阻碍。可到了欧

洲，就被冷落了几百年。

尊崇羊皮卷的中世纪欧洲

人，将纸称为“粗陋的羊皮

卷”，甚至称为“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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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现代社会的刚需，不可须臾离

之。然而，古代欧洲人刚接触到纸的时候，

却颇为冷淡和鄙视。

500 年前，纸在许多欧洲国家还是舶来

品。但很快，造纸就成为了各国的战略产业。

产业兴衰的背后，是人心之变，时势之变。

异教徒的“渣滓”

纸是一种低调的材料，任人揉搓。但再

牛的人，离不开纸；再牛的行业，也离不开

纸。造纸厂的滚筒一停转，恐怕整个世界都

要瘫痪。

讲纸的历史，首先要澄清两点。第一，

纸不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不少证据表明，西

汉就有了造纸技术，蔡伦只是改进了它。造

纸技术的成熟用了几百年。

第二，纸也不是由 751 年怛罗斯战役的

中国战俘传到中东。此前，丝绸之路上的西

域商人已经很熟悉并经常使用中国纸。中

东人 8 世纪开始大力推广纸，巴格达在 8 世

纪末开始造纸。

纸在中东大受欢迎，传播毫无阻碍。可

到了欧洲，就被冷落了几百年。尊崇羊皮卷

（parchment）的中世纪欧洲人，将纸称为“粗

陋的羊皮卷”，甚至称为“渣滓”。

1140 年左右，法国一位受人尊重的修

道士——皮埃尔访问了西班牙，发现西班牙

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在旧布做的材料上写经

文。他认为这说明了异教徒社会的退化。

皮埃尔写道：“我们读的书，取自羊皮、

牛皮，或是沼泽的莎草。他们手中的却是用

旧衣服、碎布等劣质玩意儿堆出来的书。”

在皮埃尔生活的时代，由穆斯林统治的

西班牙南部，正在生产全世界最出色的纸，

然而欧洲人却没感到有学习造纸的必要。

意大利人灵活一些，他们终于在 13 世

纪 50 年代（或更早）开始模仿阿拉伯人造

纸，并在随后 200 年将技术扩展到德国和

法国。

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尽管很熟悉纸，在

《神曲》里多次提到纸，但却不愿意将《神曲》

写在纸上。

同一时期，西西里的国王也规定，法律

不得写在纸上，要写在羊皮卷上。

纸真正受青睐，并取代羊皮卷，与 1450

年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有很大关系。1490

年，英格兰第一家造纸厂是为了供给新建的

印刷车间才建立的，波兰第一家造纸厂建立

于 1491 年 ，奥 地 利 第 一 家 造 纸 厂 建 立 于

1498 年……俄罗斯、尼德兰、北欧的造纸厂

则建立的更晚。

欧洲自有宝卷在手

欧洲人从 2000 多年前开始用羊皮卷，

对它情有独钟。因为羊皮卷优点多多，许多

方面比纸强。

羊皮卷更确切的翻译是犊皮，它们不一

定来自羊，往往来自小牛。最上等的羊皮卷

是胎儿时期动物的皮，以及白色动物的皮。

制作羊皮卷，首先需将兽皮浸泡在石灰中，

10 天后撑开，用刀刮光，晾干，再用石头打

磨，直到完全平滑，就可以用墨水笔书写

了。写错了，可以用刀刮掉一层重写。

除了羊皮卷，欧洲人熟悉的另一种书写

材料是莎草，源自 5000 年前的埃及。莎草

是把埃及沼泽里一种可以吃的芦苇茎，剥成

黏糊糊的一层层，再横竖交叠，挤压，粘成一

大幅莎草。paper 这个词，就是莎草的意

思。莎草的质地挺像后来的纸。

莎草在埃及好保存，但在潮湿的欧洲不

能久存。羊皮卷更适合欧洲气候。羊皮卷

比莎草强的另一点在于，羊皮卷可以随便折

叠，不易磨损或裂开。而且羊皮卷钉成册，

比莎草长卷方便翻阅。

羊皮卷很贵，但它耐久。直到今天，各

大图书馆和修道院还完好存放大量羊皮卷。

这些古卷是认认真真手抄出来的。装

帧和字体都经过精心设计。封面常镀金、镶

宝石。书又大又重，一般供起来当作镇院之

宝，偶尔拿出来读一下，还要放在斜的台面

上。据说 14世纪大诗人彼特拉克想要举起

一本书，却不小心把腿砸成重伤，差点儿要

截肢。

羊皮卷迟迟不“退休”，与喜旧厌新的保

守心态有关。就像一个用惯了紫砂壶的茶

迷，会对搪瓷缸泡茶嗤之以鼻一样。

另外，欧洲人接受纸更慢，也因其文化

与阿拉伯不同。公元 1000 年时，阿拉伯人

识字率更高，经济更加繁荣，更世俗化，更精

通数学、天文、会计、建筑等一切学问，因此

需要便宜的书写材料。

而中世纪欧洲人世俗学问不昌，书籍集

中于宗教领域，羊皮卷足够用了。公元 10

世纪时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科尔多瓦图书

馆藏书 40 万册；而梵蒂冈图书馆 1455 年才

藏书 5000册；同期一位葡萄牙国王只有 6本

私人藏书。

公元 1100 年后，随着欧洲引入中东学

问，庸常书写的需求日益迫切，引入纸也

就是迟早的事。试想，总不能用昂贵的羊

皮去验算账目，去登载瞎编乱造的游记和

小说吧。

印刷信息爆炸后，大量用纸更是势在必

行。欧洲人发现，纸张同样可以耐久、美观，

而且比羊皮卷更轻便。1523 年，一位威尼

斯商人去世，留下了 15000册书。

纸越发重要，各国开始将破布列为战略

资源，禁止出口。有些造纸商人还被国王授

予专利特权。

水力打浆后来居上

纸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就像很

多伟大发明一样，它今天的成功不能完全归

功于某个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要感谢一代

代能工巧匠的改进。

在东方，高丽和日本擅长造纸，它们选

用桑树、构树等植物的韧皮层——就是粗

糙表皮下运送水分的那层——造出来的纸

又白又耐久，有 8 世纪造的纸原样留存到

现在。

中东人则发明了完全用破布造纸的工

艺。今天一些造纸专业词还是阿拉伯语源。

欧洲人虽然很晚才模仿阿拉伯人造纸，

但很快就造出了最好的纸。

首先，欧洲人用水力打浆，大大提升了

产量。打浆是造纸核心环节。所谓打浆，就

是敲打植物纤维，使纤维素分子的氢氧键与

水分子亲和。干燥后，纤维素就形成了一个

紧密的整体。

中国造纸匠手持木棒打浆；后来，中国

人和阿拉伯人都学会脚踩杠杆捣臼。而欧洲

人则用河水驱动转盘，带着木槌一上一下地

击打。意大利人从13世纪开始造纸，把水力

制羊毛毡机，简单改装成了水力打浆机。

几百年前，欧洲人的造纸车间已经很像

今天的工厂。它们日夜开工，噪声大，冒出

难闻的味道（脏布头要泡在尿液里）。

17 世纪，荷兰人又把风车磨坊改成了

风力打浆机，还改进了打浆金属撞头。

欧洲人还用细细的金属丝编筛子，比起

中国人的竹筛、阿拉伯人的芦苇筛，筛出来

的纸质量更高。

另外，欧洲人还改变了上浆工艺（就

是 给 纸 浆 加 料 ，让 容 易 洇 透 墨 水 的“ 草

纸 ”，变 成 硬 挺 的 书 写 纸）。 中 国 用 从 地

衣里提取的胶上浆，阿拉伯人用谷物淀粉

上浆，欧洲人则用动物明胶上浆，提高了

纸的质量。

欧洲人还发明了水印，让高水平的造纸

工匠能够销售自己的品牌。

意大利 13 世纪刚开始造纸，就成为最

好纸张的生产地。那种纸，现在叫百分百布

料纸，是文具店的奢侈品。

有趣的是，1450 年的欧洲纸之精美达

到巅峰；1500 年纸的质量开始下滑，变得更

软，更适应印刷。1600 年、1700 年、1800 年、

1900 年……直到今天，纸的地位不断上升，

质量却不断下降。

中世纪那郑重而缓慢的传播方式，被茫

茫书海淹没。人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神圣

的大部头，或神父的吟诵，而是从一个奇趣

岛屿跳向另一个，难以安定。

如果修道士皮埃尔知道一定会说：“我

早警告过你们了，用纸是一种退化！”

“此前考古人员发现宝墩时期的疑似水

稻田遗迹，目前遗迹已进入鉴定阶段，如果

能够确定，这将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早水稻田，对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种植

史具有重大意义。”在日前举行的宝墩遗址

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成果会上，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说。

据公布，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

期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不仅发现

了宝墩时期的疑似水稻田遗迹，还发现了同

时期作为建筑构件使用的碳化竹片。

位于四川成都新津县的宝墩古城遗址

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

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

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宝墩古城还是成都平

原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

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宝墩遗址发现了

4500 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

存，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

析，确认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济结构以稻

谷为主、兼种粟和黍，同时采集野豌豆、薏苡

属等植物作为食物的补充。

然而宝墩先民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当

时水稻种植在哪些区域？在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3月的考古发掘之前，这一切仍然是

待解之谜。而就在这次发掘期间，宝墩工作

站的考古人员在地面 2米以下，找到一层水

平地层，该地层从西北向东南发掘区外延伸。

据唐淼介绍，该地层与常见的人类生活

地层相比，较为纯净，又几乎看不到人类遗

留的陶片、红烧土、碳屑等遗物，而且地层土

质为淤泥。此外，该地层淤泥中有大量铁锰

结核，而铁锰结核需要在饱氧与厌氧交替的

环境中才能形成。“这一信息提示我们该地

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有

一定关系。”他说。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珍贵文化遗产，考

古工作人员对于疑似水稻田区域，采取了大

面积保留，小面积解剖的发掘方式，发现了

1 条与该区域相连通的水沟遗迹，1 条疑似

田埂遗迹，多处疑似水稻根窝遗迹。目前，2

件土样标本植硅体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层中

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

型。相关考古工作人员表示，从生物指标来

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

“为了进一步验证初步判断，我们对该

地层土进行了系统采样，将进行系统检测，

通过对水稻、与水稻伴生的杂草群、土壤微

形态的综合检测研究，加强对该区域为水稻

田的认定。”唐淼说，如果检测结果是肯定

的，这将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

水稻田。

从 20 世纪晚期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

工作队陆续在宝墩等八座成都史前城址群

发现了竹（木）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型建筑遗

存，这类建筑遗存也延续至了三星堆、十二

桥文化时期，但由于成都平原偏酸性的土壤

环境，截至去年以前，尚未明确发现残存的

有机质建筑构件。

这些成都平原上的早期建筑，到底是木

骨泥墙，还是竹骨泥墙抑或是二者皆有？在

本年度宝墩遗址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获得

重大发现——在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

址中发现了 6枚 4500年前的碳化竹片。

“如今实物证据清晰明了，虽不能排除

有木骨泥墙的存在，但最直接地证明了竹骨

泥墙的存在。目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

技考古中心、文物保护中心的相关人员已迅

速介入到竹片种属鉴定、保护方式等工作

中。”唐淼说，如今的田野考古早已不是田野

发掘的“单兵作战”，多学科综合保护研究时

刻准备解决田野发掘遇到的各种挑战。

近年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平

原宝墩时期人地关系“人类居住模式探索”

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考古研究表明，在

宝墩文化时期城内区域地貌多样，台地与低

洼区域交错分布，最大高差约 5米。而宝墩

先民拥有智慧，因地制宜，对城内各种的地

貌采用不同的方式合理利用。

唐淼认为，宝墩先民居住与生产生活的

空间模式与如今的川西林盘的生活模式具

有较大的相似性。“川西林盘式生活空间模

式，即是人群对冲积平原微地貌的一种适应

性利用方式。通过近年对宝墩古城遗址微

地貌的探索，可以一睹宝墩先民‘道法自然’

的生存智慧。”他说。

发现 4500年前的水稻田与“小竹屋”

宝墩遗址勾勒天府田园画卷

玩具是儿童寓教于乐的重要器具。在

清代，西方一些机械玩具传入了中国，并在

宫廷里受到欢迎，成为皇室小成员的“玩

伴”。如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所著《慈禧与光

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4 年出版），就写到了载湉（光绪

皇帝）小的时候很喜欢外国机械玩具。这些

玩具的特点是，在隐蔽的地方装上了发条，

把发条上紧，玩具似乎就有了生命。故宫博

物院现藏有部分机械玩具，它们精美昂贵，

充满智慧与趣味。

幻术变小孩机械人为一种可自动表演

魔术的玩具。该玩具的外部造型主要包括

魔术师、魔术桌、杯子、骰子等。其中，魔术

师手持魔术棒；魔术桌由红布盖住桌面及以

下动力系统部分；桌面有杯子两个，每个杯

子里有可转动的果盘，果盘内有南瓜、柿子、

石榴等蔬果；骰子为空心，内有一个洋娃

娃。当发条上紧后，音乐响起，魔术师左右

转动头部，同时手中的魔术棒指向杯子或骰

子。当魔术棒指向杯子时，杯子打开，露出

了一种果蔬；杯子合上后再被打开时，则露

出另一种水果。当魔术棒指向骰子时，骰子

被揭开，洋娃娃消失；骰子盖上再次被揭开

时，洋娃娃出现。上述表演动作反复进行。

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人员对具有类似魔术

功能的钟表修复时，发现了该“幻术”的原

理。变换动作的魔术师、转动的果盘、上升

下降的洋娃娃，其内部均有连杆与桌面下的

机芯相连接。机芯有若干组，每组相当于一

个动力系统，负责一个具体的动作。当上足

发条后，各组传动装置的机芯转动，进而使

得连杆带动上述魔术表演活动的进行。

木框旋转彩绘玻璃片为一种可变化图

案的玩具。该玩具主要由长方形木板、圆形

玻璃片、金属圈、齿轮、金属手柄、带孔直角

铁片组成。其中，木板长 15厘米、宽 8厘米，

正中心开直径约 7厘米的圆形口，用于放置

玻璃片；玻璃片有两块，其上分别绘制西方

建筑、西方田园风光图像；两块玻璃片叠在

一起，周边由金属圈固定；金属圈内装有齿

轮，齿轮与金属手柄的一端相连；直角铁片

固定在木板右立边正中，带孔面与木板垂

直，孔主要用于金属手柄穿过，起定向作

用。使用时，转动手柄，带齿轮转动，齿轮则

带动玻璃片翻转，可分别显示上述两种图

像。该玩具的展示方式类似于清代北京民俗

中的“拉洋片”表演。“拉洋片”即在木箱子内

放置数张图片，各图片由绳子相连，表演者通

过拉绳来替换图片内容时，观众就可通过嵌

固在箱子立面的凸透镜观看图片。另平板玻

璃画在清朝多源于西方，其绘画特点是，画师

在玻璃背面进行反笔绘画（绘画、着色顺序与

普通画相反），而观众则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

着彩的另一面欣赏。在当时，平板玻璃制作

工艺复杂、造价昂贵，而反笔绘画难度较大，

由此可见该机械玩具的稀有性。

木制金漆鸟音笼是一种模拟鸟叫的玩

具。该鸟音笼与普通鸟笼外观相似，笼内有

金属连杆制作的假树，树顶上立着一只红腹

灰羽的造型鸟。鸟音笼底座有控制系统，为

机械装置。装置启动后，造型鸟边鸣叫边转

身。末代皇帝溥仪很喜欢鸟音笼。溥仪的

堂弟溥佳在《清宫回忆》一书中回忆到他陪

溥仪读书时，看到了养心殿有很多玩具，其

中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带机器的玩意儿，如

大八音盒和假鸟等”。其中，“假鸟”在鸟音

笼内，笼子用金丝编制而成，鸟儿也是用黄

金做的；把发条上好后，再把鸟音笼悬挂在

殿廊之上，顿时会众鸟齐鸣，悠扬婉转，栩栩

如生。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研究人员在

进行鸟音笼钟（与鸟音笼构造一样，增加了

钟的功能）修复时，发现了鸟音笼底座控制

系统的构造。该控制系统主要由发条、带圆

形轴片的连杆、活塞、造型鸟、圆筒、气袋、哨

子组成。其中，连杆两端分别与发条、活塞

相连，且还有与造型鸟相连的分支；活塞位

于圆筒内，两端分别与连杆、气袋相连；气袋

为皮质，包括吸气层和放气层，两端分别与

活塞、哨子相连。当发条上紧后，其弹力逐

渐松开时产生动力，通过轴片转动带动造型

鸟做出转身动作，并带动活塞在圆筒内做往

复运动。而圆筒内的空气在活塞作用下不

断地被压缩和扩张，带动气袋放气和吸气，

进而使得哨子发出有节奏的鸟鸣声。

不难发现，上述机械玩具的动力系统源

于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而

其造型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因而是

见证古代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宝贵文物。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你都想不到清代皇帝儿时玩具有多好玩

左图 木制金漆鸟音笼 右图 幻术变小孩机械人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半个世纪前，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

瑟曾提出过一个经典问题：为什么科学和工

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现在有两

位美国学者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引领了 20世纪科技革命的美国在 21

世纪地位下降了？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
约翰逊在《美国创新简史》中，用兼具专业性

与趣味性的语言，试图从美国科技创新的历

史出发，为这个困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和突破的途径。

实干精神一直主导着美国人的生活，正

如书中所说，美国技术的早期发展大多靠自

学成才的发明家，比如爱迪生和贝尔。在爱

迪生之后，配有律师的技术公司才代替了发

明家的单打独斗，然而依靠私营企业作为创

新阵地具有一个缺陷，“对私营企业而言，对

基础科学的投资等于为了发现而发现，既没

有优先的意义，也没有闲钱。”也就是说，基础

科学创新并不能迅速带来利润，因此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初期，依靠私营企业进行创新的

美国在技术上并未能超越德国和日本。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扭转了。某个人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名字叫范内瓦·布什。

根据战争期间的经验，布什 1945 年在

《科学：无尽的前沿》一文中向罗斯福建议采

用代理制的科研模式，政府只提供大量资

金，委托大学来调动科研人员，鼓励私营企

业、军队、大学三者合作，这样既能利用拨款

最大程度地调动科研力量，又能源源不断地

输送人才，解决就业问题。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了首颗绕地飞行的人造卫

星，而同年 12 月 6 日，美国“先锋号”火箭却

在升空后爆炸。美国政府高层终于认识到，

要在基础科学领域进行创新。

《美国创新简史》用了八章的篇幅，条理

清晰地提供了一个核心观点：由政府对基础

科学创新进行投资，既能避免为了短期收益

而对创新的忽视，又能增加就业机会，分享

社会红利。此外，科学创新本身也能促生流

行文化。1946年 7月，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

环礁原子弹试验结束后，巴黎设计师路易·
雷德将他的泳装设计命名为“比基尼”，而他

的竞争对手雅克·海姆则将自己的设计命名

为“原子美”。谁能想到，强调形体美的泳装

设计竟然能与原子弹产生联系呢？然而这

种流行文化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迅速遭

到了打击，人们开始围绕科学创新对环境的

大规模污染展开普遍讨论。环境污染，成了

科技创新最大的副作用。乔纳森·格鲁伯和

西蒙·约翰逊表示，从此之后，“公民不再会

自动接受科学家的字面表达。科学、政府和

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质疑。”

《美国创新简史》一书更重要的价值在

于对中国科学创新的启示。如何在预算不

足和环境问题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发展基础

科学，这是摆在每一个正在谋求长远发展的

国家面前的难题。5G、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四五”开局的当下，这

些技术将进一步为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作

出贡献。科技部的一般公共预算显示，2021

年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预 算 比 2020 年 增 加 了

64.58%，主要用于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等方面

支出。这些证明，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得到

了切实的、越来越多的重视。

总而言之，科技创新是当前和未来全世

界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场域。正如本书

第八章的题目所写“大科学和未来工业：如

果不是我们，还会是谁？”

窥见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历程

字里行间

◎魏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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