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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前漆器发现很少，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的相关漆片是一批最新的史前

漆器资料。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对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考察，可知漆器起源与彩陶等同样

久远，并且很可能发生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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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中国漆器艺术源远流长，史前的漆器考古发

现非常少，且因保存不佳，有的零星发现的一点

点漆器残片甚至都有可能被学者忽视，即使有被

发现、被注意到，但因不便获取更无法知其器

形，可能也没引起考古学家的更多重视。还由于

漆器的记载相对欠缺，早期历史文献上不易找到

更多的记录。于是，史前漆器至今未见考古学者

们做过太多的深入的讨论，研究难有进展。
河姆渡遗址曾经发现一件保存较好，可以辨

识器形的漆器碗，［1］这是长久以来学界最引为关

注和重视的早期漆器的难得实物资料，广为引

用。后来在陶寺遗址发现的漆器残件，也常被认

为是北方早期漆器的重要资料。［2］良渚文化发

现过许多件漆器，相关的陶胎漆器在南方也有存

在。［3］就在前不久，浙江的跨湖桥遗址出土了

漆器的弓箭和碟形器，漆器的历史提早到了七八

千年。［4］然而史前漆器的考古资料，极为零星，

上述这些大概就是史前漆器的主要考古标本了。

二 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漆器残片的考古发现

喇家遗址发掘中，漆器残迹漆片的发现，是

一批新资料。由于资料残损和零散，并且喇家漆

器的发现常被掩盖在喇家遗址诸多新发现亮点之

下，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虽然都是很零星、极残破的碎片，考古队仍

尽其可能做了采集并记录。资料整理过程中，考

虑到这些漆片的重要性，选样进行了鉴定测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金霞对此做了可靠

的实验室分析，还请北京大学胡东波帮助确认，

提供了喇家遗址漆器残片的鉴定报告。［5］结果

证明了我们判定为漆器漆片的认识准确无误。
喇家遗址考古出土漆片，将在发掘报告中作

专门陈述，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总体情况。喇家

遗址考古发掘，经常可以见到漆片的残渣，但多

数仅存少量痕迹，几乎都取不了样。很多时候不

仅无法采集，连拍照都难以记录。这些发现地点

分别见于房址、灰坑、地层堆积等处，分布范围

较广，可以说遍及整个发掘的遗址各个地点。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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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遗址的漆片，虽然见不到器形，但它仍足可代

表喇家遗址漆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图一）。

三 史前漆器一些问题的初步认识

限于早期漆器资料发现的缺乏，对早期漆器

的讨论大多也是语焉不详。不过还是有些学者通

过考古发现资料做过一些论述，也有学者试图

探讨漆器的起源，由于文献记载少，实物资料

更少，人们只好从发现较丰富的汉代或商周到

战国的漆器等入手，来倒推反观史前漆器的发

明和早期历史，这也是目前相对可行的方法。艺

术史、漆艺、工艺美术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等

比考古学家更热衷于探讨漆器的起源和推测其早

期历史， ［6］提出许多认识。其中有些看法是颇

有一定道理的，具有建设性，也值得我们借鉴和

参考。
（一） 关于漆器起源

对漆器起源，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同彩陶一

样，出现很早。［7］还有观点认为，漆器可能起

源还要早于陶器 ［8］。中国古人类对漆树和漆的

最初认识，有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9］但

是漆器的起源还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漆作为颜

料、粘剂或毒剂使用，与把漆用来做器物，应属

两个概念，是两种物质文化的问题，既密切关

联，也需区分看待。
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是漆树原产地。中国

原始先民对漆树和漆的特性的认识，一定很早。
从考古发现的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和河姆渡

遗址工艺成熟的漆器看来，在此之前漆器显然有

一个漫长的认识发展过程。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就可能在采集和

狩猎活动中，最先发现和逐渐认识了漆树与漆的

特性，有学者甚至认为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

与生漆文化同步发生。［10］跨湖桥遗址发现的最

早漆器是弓箭和碟形器，就让人很容易理解它与

狩猎可能关系密切。
天然的生漆具有一定毒性和致敏性，先民

们遭遇了漆树汁液，就或许敏感而认识漆树，

并同时加以辨识，可能还加以利用。旧石器时

代晚期也是艺术起源和原始宗教发生的时期，

它们是大致同步和相关联的。已故民族学家吕光

天先生，在早年的调查和研究中，早就注意到细

石器与萨满和岩画之间有密切关系， ［11］这也几

乎可以说是许多研究者的一个共识。据估计，最

先对漆的使用可能是偶然粘附在狩猎工具或石器

上，然后可能就是在原始宗教的活动中，甚至还

有可能用在了早期的岩画颜料上， ［12］早有美国

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但基本上都还是推测和逻

辑思考，缺乏考古的直接证据，不过这很值得我

们加以考虑。
目前，对岩画进行颜料的全面采样分析还不

够，现在还不能肯定是否有漆为颜料。至今我国

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也还存争议，目前很难确

认。较早以颜料绘画表现的岩画，并不算多。更

多都是岩刻，大多都是属于青铜时代或以后的岩

画为多。所以需要将来更多留意和分析是否有漆

绘的岩画。
原始宗教使用漆或漆器，是可以理解的。致

敏性的特点，就较为适合原始宗教巫术的使用。
我们比较认同最初的漆器就是为了在器物上绘彩

做装饰，用漆作为颜料来描绘图案。由于漆不仅

具有装饰功能，而且还有实用功能，它在器物表

面形成了一层漆的薄膜，光洁、美观、防腐、隔

离，其独具的隔离的功能，针对具有挥发、渗

透、腐蚀作用的物质时，它表现优异，因此，漆

器非常适合诸如酒一类的物质的装盛容器。许

多漆器有酒器功能是较肯定的，酒器的漆器属

于礼器。综合来看，漆器最初发生，很可能与

图一 喇家遗址出土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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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相关，这种作法的巫术在狩猎行为中普

遍存在。
喇家遗址 F4 房址东壁发现的一组玉器标本，

摆放在一块黑色的墙壁下，这个黑色壁面最终没

有被保留下来，甚为遗憾。现在从多方面看来，

似可以推测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漆的墙面。漆面背

景与玉器相配合，可能反映了一定的原始宗教内

涵。［13］

另据某些研究还认为，漆艺的起源，与漆的

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也有必然的联系。［14］

（二） 漆器的早期文化交流

史前时期的漆器，是漆器从起源到早期发展

的阶段。新石器时代，漆器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初

期发展期。目前史前漆器的资料发现还较少，不

可能通过这一些发现的点之间的比较研究，去了

解相关的文化传播和联系，只能寄望今后的更多

新发现。
漆器和漆艺在早期成为了思想文化交流传播

的一种文化介质，很有可能它与玉器一样，作为

早期精神思想的物质文化载体，流传遍及中华大

地，更是上层政治观念交流，或中华文明、尤其

是华夏文化圈的一种核心价值观的传递。
我们一直在思考喇家遗址漆器的来源，但

现有的资料还并不能很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不

过我们也曾经大胆做过推测，认为喇家遗址漆

器更有可能来源于四川，与两地间的文化传播

或许相关。［15］因此我们极为期盼在四川区域发

现早期漆器的资料，因为四川盆地是漆树重要的

产地，战国秦汉时期四川的漆器更是十分显耀的

产业，商周时期就已有基础。［16］而史前漆器的

考古发现，目前主要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也包括

长江中游， ［17］由此推断，在史前时期四川就可

能具有漆器产生的条件。尤其是在成都平原的环

境条件下保存的几率也有，或有可能发现史前漆

器得以残存的资料，这需引以我们注意和更加细

心发掘。
（三） 早期漆器的对外贸易与漆艺的早期域

外传播

漆器是先秦至汉代的高贵奢侈品、潮流风

范，也是特殊的礼器，是身份显示，还是有意识

形态体现的艺术品。可以明显看到，在晚期的丝

绸之路上，漆器是其中的一种高档贸易商品，有

人就说，丝绸之路同时也是“漆器之路”。［18］我

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也都是晚期的漆艺作品。
研究者也多是主要对晚期漆器的交流传播进行论

述。［19］

那么，在史前时期，漆器是否有过对外交流

的表现，这很需要充分关注。由于史前漆器发现

资料本身欠缺，还不能够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展

开来探讨。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推测和分析

思考。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一派日本学者就提出

过日本原不产漆树，日本的漆树是随着更早期的

文化传播在史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岛的外来

植物，这个认识，在最近已经被科学研究证实

了； ［20］而另有一派学者则认为，日本发现了较

多绳纹时代的漆器，证明日本漆艺的起源与中国

漆器同样古老，可能是各自起源的。［21］但后一

派的观点，恰恰也有可能说明中国漆树和漆器的

外传相当早。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是漆艺发展

的很重要地域，其情况很类似玉器在东亚的扩展

那样，形成了一个东亚玉器文化圈，而漆器的情

况，是否也可以称之为东亚漆器文化圈，同样是

史前中华文化的扩张和广泛交流，文化认同或同

质化的结果。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晚期漆

艺，但很可能它反映了史前的文化传播。
我们相信，史前漆器一定发挥过那种对外

交流的作用。史前丝绸之路，铺垫了晚期丝绸

之路的早期路线和历史地理的基础，随着诸如

彩陶的流传、白陶的流播，漆器的外流也都是

有可能的。这个问题当然有待时间和更多新发现

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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