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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红

一、玉器研究现况
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始于宋代。从清末吴大澄《古玉图考》开始，玉器被视为历史时期
特别是三代以后社会礼制与工艺研究的主要对象。迄今《古玉图考》出版已一百多年。中国
古玉研究所累积的资料如汗牛充栋。昔日吴大澄曾慨叹：“好古之士，往往详于金石而略于
玉，为其无文字可考耶。＂1现今玉器仍远不如青铜研究之发达。此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
是考古学的方法在玉器研究上的应用，还是末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十世纪的五十年代，长江流域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拥有玉器。八
十年代初，内蒙古兴隆洼遗址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玉器，年代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多年前。
近年国内发表一些〈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2、《中国玉器全集》3、
《古玉史话》 4 、《良渚文化玉器》 5 、《牛河梁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 6 、《牛河梁遗
址》7、《红山玉器》8、《瑶山》9、《反山》10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 等专着的面世，代
表着从传统古玉探索的传统，转变到现代考古玉器研究的新突破。
很明显二十世纪我国古玉的研究，一般仍偏重于玉器的艺术造型、编年及分布等课题。
玉器研究的科学方法及具体的实践，尚有待更努力的推进。一方面，近半世纪以来中国新石
器时代至先秦两汉出土的古玉，主要是从墓葬中的发现。众所公认，中国是东亚以至世界中
玉器文化是最发达的国家 12。现今中国大陆已报道玉器作坊相关的资料，如凤毛麟角。这对
于玉器科学研究的开展，是相当严峻的。然而，近年环珠江口港澳和珠深一带沿海地区，发
现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器时代数十处环玦饰物作坊，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玉器在方法论上研究
新突破。本文尝试就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具体玉作遗址举例说明，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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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微痕分析、工艺实验制作复原对比、矿物学测试鉴别，以至玉作坊发掘研究、个别玉器
属性观察测量等角度，又以环珠江口环玦生产作为示例分析，旨在抛砖引玉，乞大方之家指
教为幸。

二、广狭玉器的定义
讨论玉器研究方法之先，有必要就玉器的定义略作说明。夏鼐先生认为：“玉字在今日中
国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仍是泛指许多美石。狭义的或比较严格的用法，也是专指软玉和硬
玉。考古学中使用的名词，应该要求科学性，所以我以为应采用矿物学的定名＂ 13 。目前矿
物学界认定的玉器，只有闪石玉（软玉）和辉石玉（硬玉）两种。
闪石玉是一种具链状结构的含水钙镁硅酸盐。它是造岩矿物角闪石族中以透闪石、阳起
石 为 主 ， 幷 含 有其它微 量矿物成分的显微纤维状或致密块状矿物集合体。化学成分为
2+

Ca2(Mg，Fe )5 (Si4O11)2(OH)2。属单斜晶系。分子式为：CaMg5(OH)2(Si4O11)2。晶体呈纤
维状或针柱状。折光率1.606－1.632，双折射率0.021－0.023。无荧光或磷光。硬度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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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度2.9－3.1g/cm 。断口参差状。韧性极强，质地细腻，坚韧，抛光后表面十分明亮。
辉石玉是一种钠和铝的硅酸盐，分子式为NaAl(SiO3)2。纯净者无色或白色。其块体的化
学成分为：二氧化硅占58.28％，氧化钠占13.94％，氧化钙占1.62％，氧化镁占0.91％，三氧
化二铁占0.64％，此外还含有微量的铬、镍等。其中，铬是使辉石玉具有翠绿色的主要因
素。通常辉石玉含氧化铬0.2－0.5％，个别达2－3.75％以上。辉石玉硬度为6.5－7，比重
3.33。矿物折光率：Ng=1.667，Np=1.654；重折率0.012。
从历史来看，玉器的概念是不断扩充发展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泛指一切美石为玉。干
隆以前，真玉仅指闪石玉。夏鼐先生主张玉器的界定，应以矿物学上玉的概念为标准，只有
闪石玉及辉石玉的制品，才可以称为玉器。杨伯达先生认为“以硬玉、软玉、蛇纹石、水晶、
玉髓为原料而制作的工具、佩饰、祭器、陈设品等＂ 14 为玉器。两者对玉器概念的诠解，涵
盖了玉狭义与广义的范围，代表了现今中国学术界对玉器基本的阐释。广、狭义的玉器概
念，两者很难偏废，可以互相补足。
现今考古学研究对遗址出土相关岩石矿物定性和来源的分析，是必须的工作。一方面，
考古学上采取广义美石即玉的概念，特别是对综合玉器制作的探讨，有利于比较不同矿物在
工艺技术上应用的异同。本文中所指玉器，当然兼指广、狭义玉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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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玉器研究目的及途径
夏鼐先生曾指出“试图从考古学的角度来研究商代玉器分类，定名和用途，……指出一条
新途径＂ 15可谓一语中的。从玉器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是考古学研究所关心之问题。其
中玉料来源、玉料矿物学性质、玉器制作工艺技术系统、玉器出土状况、玉器成品的类型组
合与功能、玉器使用后变形、玉器在社会中流传方式、玉器社会价值、玉器埋藏形式与埋藏
后变化等，无不是考古学研究所热切关注的课题。
1998年寺村光晴先生在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东亚古玉研究」会议后，归国写就《古玉研
究之发想──古玉研究之国际会议出席》一文中，指出“东亚玉器研究资料正爆发性的增加，
今后各地研究机构如何扩大交流，将是饶有意义的事然而，有关古玉研究最重要或者是最基
础性的工作，不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生产过程中各种数据作出正确观察与分析。否则玉
器相关数据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从正确方法处理各种数据间相互的关系出发，
再提升到玉文化的社会、政治等范围讨论。这就需要玉器研究者间有共同认识的必要＂ 16。
综观寺村先生的意见，指出正确地从玉器工艺学角度，记录分析玉器相关的数据，将是未来
寻求各地玉器对比研究共通语言的基础。
玉器制作工艺的技术研究，是廿一世纪东亚考古学重大的课题之一。诚如浙江省文物考
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的总括，近年考古学对玉器研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玉器的断代研究，
以及玉器在墓内空间分布和组合等分析，为古玉社会功能的探索，开辟了新的途径。另一方
面，古玉制作技术的分析，也同样应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17 近年环珠江口约4,000年前水晶
石英环玦作坊的资料较多的发现，从而引起了考古学界普遍的重视。
一些研究者的论着中曾指出玉器技术术语如何规范等问题。其中谈及“近百年来我国史前
或历史时期玉器的出土，十分丰富。然而对玉器技术的探讨，目前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展望未来中国玉器技术研究的一步，首先对玉器技术术语的厘定统一，是系统玉器技术研究
最重要的基础＂18 。目前一般“考古报告上的器物分类多是以外部形态差异性为主要依据作
型、式的区分，很难把握考古遗存中体现的工艺技术史信息＂19。
玉器技术的探讨，首先有必要就技术的概念，作一比较简略的讨论。考古学上的技术研
究，一般是指对人类身体各种动作方式的精密分析，从史前物质文化的层面，提升到思想概
念的综合。人的身体是技术实践最重要的道具。人的技术包括身体一切的动作，例如舞蹈当
然是身体技术的一种。技术是人类行为科学研究主要的对象。
对古代玉器技术的理解，参考《天工开物》20 或者是一些现代玉器工艺学的论述21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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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启示的作用。然而，近世玉器工艺学的记述，以至数千年及上万年东亚玉器的历史对比
印证，不用说也是鞭长莫及的。玉器制作技术的现代考古学实验的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研
究项目。一方面充份掌握古文献及现代有关攻玉的技术，配合玉器工艺实验复原又科学精确
地发掘及处理古代出土玉器的遗址，是研究古玉不二的法门。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的主要技
术如打制、磨制、穿孔和抛光等都直接溯源于旧石器时代。穿孔悬挂与磨制抛光两者更是玉
器制作最重要的标志。玉器与石器间千丝万缕的关系不必赘言。如此，学术界中一些被广泛
接受的石器研究方法论，肯定可以被引用到玉器研究的范围。欧文书籍中石器技术论最重要
的著作如Don E. Crabtree的《燧石工艺导论》22、M.-L. Inizan、H. Roche、J. Tixier的《石器研
究入门》 23 等。尤其是后者集近年欧、美石器方法论之大成，于研究玉器有可借鉴之处甚
多。日文著述中如加藤晋平、鹤丸俊明的《石器入门事典》 24 及竹冈俊树的《石器研究法》
25

，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些石器观察精细的分析。笔者之一邓所撰写《澳门黑沙》中环玦饰物

制作的分析，同样是包含了较多现代石器工艺学的讯息。
在1943年法国著名考古学兼民族学者Leroi-Gourhan发表《进化与技术》一书中，深入讨
论了人类行为所包括的技术、社会、精神的三方面。L. Gourhan重要贡献之一是将连锁动作
（Chaî
ne Operatoire）的概念应用在考古学上遗物的分析。所谓“连锁动作＂是指对原料获
得、制作、使用以至入土过程的全部相关行为，都作为技术研究的对象。不同阶段所产生的
器物，是人类连锁行为于物质方面的反映。这样通过物质状态的分析，可以揭示人类行为系
统性构造的全貌 26 ，据此，无论石器或玉器的制作，都是人类系统行为的分支，由不同附属
的技术组合而成。如玉器的制作，至少包括采集原石、劈裂、切割、抛光、雕刻等不同技术
体系及加工工具所组成。考古学者必须精细观察原石、半制成品以至成品，以判读相关遗物
在连锁动作中，所显示不同阶段性的特征。从不同阶段所代表玉器相互的关系，综合整理出
制作、使用、埋藏玉器的全部过程。
具体上考古学对玉器的研究，不外乎依循玉器的制作、消费与如何入土的三大问题着
手。玉器的分析与考古学处理陶器的方式相当近似 27 ，考古学对古代玉器的处理，如果用拟
人法可称为对玉器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探索（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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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研
究方法

室内研究

考古遗址现场
考古学
a. 原玉料采集来源分析
b. 原玉料采集保存发掘

Ｉ
制作

Ｉ－II
交易
搬运
II
使用
II－III
变形
移动
再使用
III
出土状况：
遗弃、窖
藏、埋藏
IV
自然力的搬
运、变形

原石属性分析

科际合作
—

玉作坊、玉料、玉作坊
内加工遗迹、加工工具
的空间分析

玉器制作各阶段标
本分析、加工工具
分析

玉器加热、表
面糙面测量等

窖藏玉器发掘

玉器制作技术、纹
饰、形制等

矿物矿源分析

层位、墓葬、祭祀遗迹
等玉器出土观察

使用痕、修复痕的
观察

使用痕附着物
过镜分析

残破玉器的接合

残破部位、改制现
象、有意识折断、
破坏

—

出土状况观察记录
墓葬、祭祀遗迹

—

—

出土状况观察记录

器物表面搬运或风
化痕迹观察

—

表一

玉器考古学的记叙，要讲求严格的科学性。各种术语在概念上必须尽早界定和统一。玉
器原石采集、打击破裂、修整技术等，可以借鉴石器工艺学的术语。最后，玉器的属性测量
方法、玉器的实测图、照片展示技术等，都必须有严格的规定。一张良好玉器的实测图与照
片，往往比文字的描述更具体明确。
（原文载于《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名家论玉（一）》（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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