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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简牍博物馆是全球唯一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为一体的专题
博物馆，馆藏 10 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被评为“20 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

长沙简牍博物馆一层序厅

本文图片均为长沙简牍博物馆提供

1996 年，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一口
古井中出土 10 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量超
过全国已出土简牍总和，引起海内外关注。这是继
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古代出土文献资料的又一
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与“20 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
在整理、保护走马楼吴简的基础上，2002 年，
长 沙 简 牍 博 物 馆 成 立 ， 2007 年 11 月 正 式 对 外 开
放。这是全球唯一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
列展示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2017 年晋升为国家一
级博物馆。其建筑面积 1.41 万平方米，基本陈列面
积 5000 多平方米，主要藏品除了 10 万余枚三国吴
简，还有 1997 年五一广场西北角发掘的数百枚东
汉简牍、2003 年走马楼出土的 2000 余枚西汉简牍
和 1993 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签牌、
封检、漆木器等文物 3500 余件。

为三国史提供重要资料
“走马楼吴简是 1996 年 10 月在平和堂商厦建筑
工地一个编号为 J22 的古井中发现的。这批吴简数
量非常庞大，内容为孙吴长沙郡所属县 （侯国） 的
行政文书，涉及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方面，
填补了三国史料之缺，对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经济
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书法艺术及社会生活
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
鄂权对记者说。
从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简牍在中国的使用
时间有 1000 多年。作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字
载体，简牍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创立和巩固、中
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受中国影
响，日韩等邻国也曾使用竹木作为书写载体。长沙
简牍博物馆一层设有 《文明之路》 基本陈列，包括
“三国吴简”“中国简牍”“世界文字载体”“中国简
牍书法”四部分，系统展现了中国简牍文化的传
承，被评为“湖南省十年 （2006-2015） 博物馆精
品陈列展览”。
走进序厅，四块由走马楼吴简放大而成的木牍
跃入眼帘，让人对长沙吴简的形制有一个直观的印
象。木牍旁边是一座对书俑雕塑，生动再现了中国
古代简牍书写的情景。“这件雕塑是仿照 1958 年长
沙金盆岭西晋墓中出土的青瓷对书俑制作的，反映
了西晋时期简牍仍是文字的主要载体之一。”长沙
简牍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管震介绍说。
公元 229 年，孙权正式称帝，国号吴。当时长
沙在吴国境内叫临湘，是继建业和武昌之后吴国第
三大军事重镇。长沙出土的吴简为了解三国历史提
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长沙吴简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

图左：西汉“渔阳”王后墓“陛下所以赠物”木楬
图右：嘉禾吏民“田家莂”大木简

化、地理、赋税、户籍、司法、职官、仓储等诸多
方面。其中赋税是主要内容之一。”管震说，“这个
展柜陈列的就是赋税竹简，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孙吴
吏民缴纳赋税的详细情况。”
孙吴时期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
赋税名目繁多，光是米类就有税帛米、税中白米、
杂限米、旧米、孰米、临米、渍米、盐米、种贾
米、禾准米等。如果不是看到简牍上的记载，今人
恐怕无法得知如此翔实的历史细节。
另一组展柜展现了长沙吴简的各种形制，有简、
牍、签牌、封检、封泥匣等，其中竹简数量最多。牍多
为木板，极少竹板。竹、木简牍多编连成册。
“嘉禾吏民‘田家莂’大木简也是我馆的重要藏
品，共 2400 余枚，杉木质地。它是孙吴嘉禾年间长
沙郡临湘侯国（县）田户曹史制作的一种莂券，记录
了居住在当地的吏民租佃田地的数量，当年受旱与
正常收获的田亩数，按规定缴纳米、布、钱的数目及
缴付给仓、库的官吏姓名与时间等。”管震说。
展厅里还以场景还原的方式呈现了简牍制作的
工艺流程。简牍制作一般包括备料、片解、刮削、
杀青 （或上胶液）、编联等程序。为了便于书写和
防止虫蛀，古人会将青竹片放在火上烤干水分，这
一程序叫作杀青。南宋名将文天祥诗句“留取丹心
照汗青”中的“汗青”，本意是指简牍制作的杀青这一
工序，后引申为书册、史册。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制
作简牍，但杀青一词流传下来，泛指著作完成。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长沙
国是汉廷防止南越国北犯的首道屏障。为笼络长
沙，汉室下嫁公主为长沙王后。1993 年，长沙市文
物考古工作队 （现为长沙市考古研究所） 在望城坡
古坟垸发掘“渔阳”王后墓。墓中出土的“长沙后
府”封泥匣、“陛下所以赠物”木楬证明，墓主人
的身份是汉朝的公主、长沙国的王后。长沙简牍博
物馆藏有“长沙后府”封泥匣、
“陛下所以赠物”木楬、
锥刻“渔阳”漆耳杯、具杯盒等珍贵文物和记录随葬
器物的遣册木楬等，通过生动的展陈语言，向人们讲
述“渔阳”王后的故事及汉代丧葬仪节。
博物馆二层还设有吴简厅和晋简厅。通过各个
时代的出土简牍，反映湖南地区的历史进程。

推广弘扬简牍文化

“走马楼吴简发现 20 多年来，我们秉持积极开
放的态度，与国内外专家合作进行吴简保护整理和
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李鄂权说。2004 年，
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
理国家项目”，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可移动文物保
护 项 目 。 2015 年 11 月 ， 该 项 目 顺 利 通 过 结 项 验
收。从揭剥清洗、脱水处理到修复包装、登记入
库，程序十分复杂繁琐，技术难度也比较大。
博物馆里展示了刚出土简牍的照片。长期深埋
淤泥中的简牍结成板块状，满身泥泞，饱含水分，
竹质严重腐朽，颜色深褐，字迹散淡。“每剥取、
清洗 1 枚吴简，需要 40 到 50 分钟，使用近 30 种工
集湖南简牍文物之大成
具，经过剥取、粗洗、中洗、精洗、脱色、脱水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湖南累计出土简牍 20
多道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避免对吴简上的
多万枚，是中国出土简牍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 字迹有任何损伤。”管震说。
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已保护整理简牍近 10
内容最丰富的地区。2018 年 11 月，长沙简牍博物
万枚，出版吴简文献九卷、二十六册。通过吴简的
馆二层基本陈列 《湘水流过——湖南地区出土简牍
整理保护，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培养了一支优秀
展》 开展。“该展览利用我馆自身藏品优势，发挥
平台作用，集全省简牍文物之大成，首次全面系统
的简牍整理保护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其经验成果
《走马楼三国吴简保护修复报告》已于 2017 年结集
地展现湖南简牍文化史。”李鄂权说。
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时期的。 出版。围绕简牍的保护与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先
后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良好反响。
湖南在战国时属于楚国，全国最早发现楚简的地方
就在湖南长沙。1983 年，湖南常德夕阳坡楚墓出土
推广传播简牍文化是长沙简牍博物馆的重要使
命。自 2008 年免费开放以来，长沙简牍博物馆年均
了两枚重要的楚简。简文虽短，却涉及战国时期
接待观众 70 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占 30%，境外观众
楚、越、舒三国的历史以及楚国对兼并土地的管理
比例达到 10%，年均接待学术团体 200 多个。从 2008
方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秦在湖南一带统治时间十分短暂，相关文物出
年至今，主办“长沙市民文化遗产讲堂”100 余场，吸
引听众 10 余万人。简博俱乐部、简牍小课堂、小小
土很少。2002 年，湘西龙山里耶发现 3.7 万余枚秦
简，大大填补了有关秦代的史料缺佚。学者认为， “馆”理员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受到社会关注与好评。
“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在朝着‘全国简牍收藏保
里耶秦简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
大发现，相关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秦的既有认
护中心、简牍文化陈列展示中心、学术研究交流中
心和简牍资料数据中心’的目标不懈努力。”李鄂
识。比如从未见于史书记载的洞庭郡，由于里耶秦
权对记者说。
简的发现而进入世人视野。

◎匠心

现代锔匠唐立果：成就残缺之美
本报记者

唐立果锔瓷作品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耳熟能详
的俗语，来自中国古老的民间手艺锔瓷。早在宋
代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里，就描绘了街边锔匠
做活的场景。如今，
“ 锔盆锔碗锔大缸”的吆喝声离
我们很遥远了，大街小巷难以见到锔补瓷器的工匠
身影。近日，在山东莒县城阳街道锔艺匠人唐立果
的家里，记者又见识了这门传统工艺。
出生于 1986 年的唐立果，面容清秀，文质彬
彬，一双手却因常年做活而显得粗糙。“我爷爷和
爸爸都是传统锔匠，给人家修复锅碗壶盆等陶瓷
用品。我从小就对锔活感兴趣，跟着他们学习手
艺，长大后一门心思想干这个。但现代人已经没

赵树宴

有锔生活用品的需求，我锔的主要是工艺品和收
藏品。”唐立果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传的幌子、担
子和锔工用具展示给记者。
在继承传统手艺的基础上，唐立果为锔工注
入现代元素。他自制了一些钻具，采用金、银、
铜、铁等多种材料来制作锔钉。“陶瓷、紫砂、玻
璃、玉器都可以锔。不同材质的器具，选用的锔
钉也不一样，这里面讲究可大了。”唐立果说。
在他家的博古架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古
玩、工艺品，除了唐立果自己的收藏外，其中有
不少是其他藏家送来的残件请他修复。
唐立果拿起一个玻璃马灯罩说：“这个采用的
是锔瓷行业内难度最高的技艺‘堂内锔’，锔钉由
内往外打。如果器物不透明的话，从表面是看不
到锔钉的。”经他锔过之后，这个马灯罩看起来和
谐完整，具有独特的艺术气息。

一件泛着金属光泽的镶玉壶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唐立果介绍，这本是一件缺少壶嘴和壶把的
紫砂壶，他用纯锡将壶包起来，再安上和田玉制
成的壶嘴、壶钮、壶把。“锡包壶比锔的难度更
大。”唐立果说。紫砂壶配上和田玉和金属外壳，
古典与现代元素交融，更显典雅别致。
如今，唐立果在收藏圈小有名气，不少外地
藏家也慕名而来，寻他修壶锔盏。有人偏爱锔瓷
的残缺美，故意将品相完好的紫砂壶装上豆子，
再倒入水撑裂，请唐立果锔出图案。
作为唐氏锔瓷镶嵌锡器打制技艺市级代表性
传人，唐立果近年多次代表莒县手艺人参加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活动。“现在全国会做锔活的
人很少了。”唐立果说，“县里对这个项目比较重
视，准备建立非遗工坊。我也希望能将这项老手
艺发扬光大，创作出更多现代人喜爱的工艺品。”

走近﹃马崧良﹄

千年风华留汗青

从马家浜到崧泽
到良渚，各地的物质
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
一致性，尤其是出土
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
的演化步伐

闻
□ 白

长沙简牍博物馆

探寻江南史前文明演进轨迹

◎文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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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用“马崧良”来
简称马家浜、崧泽和良渚三个
早期江南史前文化。严文明写
过一首 《良渚颂》，其中有“太
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
连”的句子。良渚古城遗址被
学者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
实证”。事实上，良渚文明并非
横空出世，从崧泽到良渚的演
进过程与模式，是江苏、上
海、安徽等多地考古工作者孜
孜不倦的追寻重心，而这也是
破译江南史前文明的密码。
文人雅士笔下的江南，在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范围，
但自从苏（州）、松（阳）、常（州）、
嘉（兴）、湖（州）五府的核心区域
形成后，就一直是全国最为富庶
的“狭义江南”的代表，而这个区
块恰恰也是考古工作者用力最
勤 、发 现 史 前 文 化 最 密 集 的 区
域。如果你从上海出发，用一周
多的时间便可把苏州、常州、南
京、湖州、杭州、嘉兴等环太湖流
域城市周边的史前遗址和主要
博物馆饱览一番，可以感知遥远
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各地区
文化的演进汇聚。
崧泽文化是根据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
掘 而 命 名 的 。 迄 今 在 上 海 、江
苏、浙江等地发现的包含崧泽文
化遗存的遗址已经很多。进入
21 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
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
马家浜文化玉器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张
闻 白摄于嘉兴博物馆
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距离长
江只有 2 公里，离刚刚获得
2018 年 “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的黄泗浦遗址不远。2008 年、2009 年南京博物院曾联合张家港
市博物馆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目前当地正在规划建设
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我们有机会进入遗址内部观看。除去一些更早
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更晚时期的马桥文化遗存，东山村遗
址主要揭露出多座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墓长普遍在 3 米左
右，宽 1.6 米左右，单个墓葬随葬品数量大多在 30 件以上，陶器种类丰
富，代表墓主身份与经济实力的随葬玉器数量多、类型丰富。如编号
为 M90、被称为“崧泽王”的早期大墓，随葬品数量达 50 多件，包括 5 件
大型石钺，玉镯、玉璜、玉玦、玉饰件等多种玉器和鼎、豆、鬶（guī）等
多件陶器，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最多的。
考古队领队周润垦向我们介绍说，东山村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 2
万多平方米，东部主要是小型墓葬遗址，中部为多座房址建筑区，
西部主要是大型墓葬。高等级墓群与小型墓严格分离，证明了长江
下游地区在距今 5700 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比中原仰韶文
化的社会分化开始得要早。
东山村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可以拿它跟良
渚的反山大墓进行比较。反山 9 座墓葬出土的玉器比东山村种类更
多，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
现了玉琮、玉璧、三叉形器等具有更深刻精神内涵的玉器类型。
浙江嘉兴是马家浜遗址所在地。马家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至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在嘉兴博物馆可以看到马家浜文化的
主要面貌。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显示那时的
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骨镞、石镞、骨
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大量出土。制陶业似乎尚处于初级阶段，
主要是夹砂陶制品，泥质陶器很少，素面不加装饰的居多。炉箅
（bì）、宽檐陶釜、圈足豆是马家浜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器物。玉石
器制造技术较为领先，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块、玉璜、
玉镯等装饰品，这应该是之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先声。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从马家浜到崧泽到良渚，环太湖领域的
史前文化虽然发展并不平衡，但各地文化的物质特征却具有较强的
一致性，尤其是出土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步伐。琢玉开始于
先民对玉石的简单审美，但伴随文明的进程，逐渐从偏向装饰性且
造型单一的玉玦、玉璜向蕴含着复杂礼仪性的玉璧、玉琮等玉礼器
演进，最终在良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良渚文化的神徽图案在整
个太湖流域分布广泛，图案与工艺也非常一致，那纤如发丝的雕刻线
条和密布的卷云纹，简约的平面像和节面转角立体像完美结合，显示
当时的玉器生产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阶段，而玉礼器也成为一个复杂
社会构建信仰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
也许大家都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尤其是长江下
游的江南地区。如果说，崧泽文化利用太湖流域广阔的地域空间、
优越的地理条件，同化了长江下游各地区文化，形成了一个“崧泽
文化圈”，那么这一文化又是如何演进到更加高级的良渚文明呢？我
们在余杭良渚见到的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和祭坛、高等级陶器作
坊、玉器作坊、十数条大坝组成的完备水利系统，在良渚文化影响的其
它区域是否也会存在？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进一步的考古。比如前几年的蒋庄遗址，是
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界认为良
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启动于 2017 年的“考古中
国”项目就有“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这样的重点课题，希
望能够解决从崧泽到良渚的文明模式转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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