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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上京城 2 号宫殿址出土玉石
“杖首”应为 “熏炉”考辨

彭善国

2004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发掘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第 2 号宫殿基址时，出土了淡
黄色玉石质器物一件 ( 04NSGⅢT002006②∶ 1 ) ，高 10. 4 厘米，管箍状，中空，上为母口，下为子
口，器表透雕 3 条首尾相逐的龙 ( 图一) ①。此器物在上京城址发掘报告、《海曲华风》等图录或
著述中②均定名为杖首，这显然是错误的。秦汉以来杖顶端有横出之扶手，呈丁字形，直到唐代尚
沿袭此风③。这件器物上下通透，且雕龙突出，不宜作为杖首握持，考古出土及传世品亦未见此类
所谓杖首者。河南偃师杏园唐墓 M1921 为会昌三年 ( 843 年) 李郁与崔氏合葬墓，该墓出土滑石熏
炉 2 件④，形制相近 ( 1 件缺盖) ( 图二、图三) ，通高 24 厘米，由器盖、器身、器座三部分组成。

图一 上京第 2 号宫殿址出土玉石“杖首”

图二 偃师杏园唐李郁与崔氏合葬墓出土滑石熏炉

器盖雕成蹲狮状，蹲于弧顶盖之上，腹部中空，
口部大张，以出熏香。器身圆筒形，腹身雕刻三
龙相互追逐。器座外方内圆，外腹部雕刻成博山
炉形，并镂刻一进气孔眼，座内尚存少量白色灰
烬。陕西西安东郊纺织城乾符三年 ( 876 年) 曹
氏墓出土滑石香薰⑤、西安西郊第三印染厂晚唐
墓出土汉白玉香薰⑥，均与李郁墓出土者相近，
唯独缺失了器身。渤海上京城 2 号宫殿址出土的
玉石质所谓 “杖首”，毫无疑问应是这种熏炉的
炉身部位，无论形制，还是龙纹装饰都如出一辙，
其上下两端做出的所谓“子口”“母口”，正适于
上扣合器盖，下纳入器座的设计。只是由于出土
时组合不全，导致发掘者对其真实的功能作出了
错误的判断。

器形如此匠心独运，雕工如此娴熟精致的玉
石熏炉，且与中原晚唐墓葬出土者基本相同，显
然不是出于渤海工匠之手，应为输自中原唐地的
艺术作品。它在上京城宫殿遗址出土，表明了唐
王朝与渤海千丝万缕的文化交往。

图三 偃师杏园唐李郁与崔氏合葬墓出土滑石熏炉 ( 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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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出土的渤海熏香用具数量不多，

计有敦化六顶山墓地一区 M1 灰陶罐形香薰⑦、
一区 M5 及 M2 ( 即贞惠公主墓) 三彩熏炉盖残

片⑧以及宁安三陵坟 4 号墓三彩三足熏炉⑨，

这些墓葬均为王室贵族墓，前述玉石质香炉则

出于上京城第 2 号宫殿。尽管文献中缺乏渤海

香料及焚香的记载，但如上发现表明，熏香这

一唐代社会习尚⑩已经影响到了渤海的统治阶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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