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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墓葬中经常会出土一种镂空的两端为两叉或三叉的板样器

物，多为铜质，银质亦有出土，一般称作叉形器、叉形饰、铜叉、板形器、铜饰品、三子

钗、铜饰件等。叉形器多出土于男性墓，也有出土于男女合葬墓。通过考察叉形器的形制、
出土位置及伴出器物，可知其应该是用于固定头发的功能性用具，初步推测用于固定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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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墓葬中出土有一种

镂空的两端为两叉或三叉的板样器物，多为铜

质，一般称作叉形器、叉形饰、铜叉、板形器、
铜饰品、三子钗、铜饰件等，对这一器物的功

能用途在清代的金石学著作 《金石索》 中，认

为是“太昊伏牺氏金币”（有图形拓本），这一

认识早被抛弃。20 世纪五十年代认为是文具，［1］

也有提出可能是绕线板， ［2］后来多趋于认为是

贵族妇女头饰的居多，如孙机 《三子钗与九子

铃》 中的分析，王兴之夫妇合葬墓的发掘者提

出是男士服饰品。［3］在考察魏晋南北朝出土装

饰品资料时，如何认识这类器物是不可回避的

问题。
该器两头端为对称的三叉或两叉形，多数中间

叉有小孔，外叉无孔装饰龙纹或龙头 （或兽头），

中间为长方形横框。横框内有些是分蓝小框，有些

长方框内透雕龙纹，或为一龙，也有双龙。

一 出土情况

在各地出土的此类器物中均是铜质。只有鄂

城六朝墓中出土一件银质的 （M4029∶17∶1），

极为少见 （表一）。

巩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土地点 件数 形状与尺寸
出土状况

（出土位置与伴出器物）
墓葬状况 备注

江苏仪征化纤 M99 1 长 19.8 厘米，中段盘龙，有 8 个小孔 不详 不详 东汉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4］ 2

一件较完整，两端各有两个相对称的龙
首，龙体扁圆，宽仅 6 毫米，由四龙盘
绕，浑为一体，构成几何图案，正反面都
镂刻有线纹和麟纹，全长 20、宽 5.8 厘米

无记载
规模不大，出土遗
物 丰 富 ， 出 土 兵
器，推测墓主男性

推测孙吴早期

甘肃安西旱湖垴墓地
M13［5］ 1

双叉，形似两蛙对游，中间为圆形镂孔 10
多个。长 15.1、宽 4.4、厚 0.3 厘米

无记载
发现有棺椁、人骨
痕迹，未被盗

曹魏

洛阳晋墓 ［6］ 1
HM719∶5，两端三叉形，中间叉端有圆
孔，两侧叉端为齿状，长 13、两端宽 4.2、
中间宽 2.2 厘米

不详
规模较大，早期被
扰，人骨无存

西晋早期

沈阳伯官屯汉晋墓 ［7］ 1
两头作对称的三股叉状，边股双面铸龙
纹，中股首端有圆孔，长 13.3、宽 4 厘米

扰土中出土 双室墓 魏晋

表一 汉晋时期墓葬出土铜叉形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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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选择几个未被破坏，保存完好的墓葬考

察该器的出土情况。
（1） 洛阳晋墓 HM719 出土一件铜叉形器

（HM719∶5），两端三叉形，中间叉端有圆孔，

两侧叉端为齿状，长 13、两端宽 4.2、中间宽 2.2
厘米，推测为西晋早期。

（2） 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中一座未被盗掘

的晋墓中出土一件，器形完整，器形两端作箝

形，中段以编辫形，并有穿透的小圆孔 10 个，

通长 15 厘米，出于铜鐎斗旁，前室西南脚下。
人骨朽无存。

（3） 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墓室内保存基本

完整，三叉器出土于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盒

内还有弩机、石砚板。铜叉形饰 1 件(M1∶55)。
呈两端三叉形。中部长方形框内透雕龙纹，三叉

中部端首有圆孔，两侧叉首作兽头状装饰。长

14.1、两端宽 4、中部宽 2.6 厘米 （图一）。

（4） 江苏宜兴发掘的两座晋墓中一号墓，在

北半有尸骨，保存的比较完整。在后室北部的东

端有 1 件铜熨斗、1 把铜刀、1 件铜三叉器、两

块石板和铜钱与铁钉，该人骨根据鉴定，初步断

定 为 四 十 岁 以 上 男 子 尸 骨。铜 叉 （172）： 长

13.8、宽 3.8 厘米，绿色，一端略残。
（5） 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保

存完好，未经盗扰。墓内葬具人骨腐朽。墓中出土

遗物 10 余件，排列有序。铜三叉形饰 1 件 （M1∶
4） 出土于中部近祭台处置一，锈蚀严重，残损。

（6） 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随葬品

江苏邗江县甘泉公社六里
大队

1 长 15 厘米 不详 不详 六朝

出土地点 件数 形状与尺寸
出土状况

（出土位置与伴出器物）
墓葬状况 备注

江苏宜兴发掘的两座晋
墓［8］ 1

M1∶172，长 13.8、宽 3.8，绿色，一端
略残

男性尸骨旁，同出铜熨
斗 1、铜刀 1、石板 2

M1 出土，推测是
周处夫妇合葬墓，
被盗

西晋

洛阳华山路西晋墓 ［9］ 1
CM2349∶13，两端四叉形，叉端有圆孔。
长 15.35、两端宽 4.5、中间宽 2.8 厘米

随葬器物大多放置在甬
道及耳室内

暗券单室砖室墓，
被盗

西晋中期

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
墓［10］ 1

器形两端作箝形，中段以编辫形，并有穿
透的小圆孔 10 个，通长 15 厘米

出于铜鐎斗旁，前室西
南脚下

人骨朽无存，未被
盗。

晋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11］ 1

M1∶55，呈两端三叉形。中部长方形框
内透雕龙纹，三叉中部端首有圆孔，两侧
叉首作兽头状装饰。长 14.1、两端宽 4、
中部宽 2.6 厘米

出土于男尸棺内脚下漆
盒内，同出铜弩机、石
砚板

规格较高墓室内保
存基本完整，夫妇
合葬

晋

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
墓［16］ 1

（原编号 14） 两端作三股叉状，叉尖一边
作龙首形，一边作尾形，中间一叉尖部各
有一圆孔。长 12 厘米。器上尚残留部分
纤维细绳

在 男 棺 铜 镜 和 石 板 之
旁，原可能均置于漆匣
内 （其周围有不少红漆
片）

平面呈凸字形的券
顶 砖 室 墓 ， 木 棺
2，夫妇，保存完
好

东晋

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 ［17］ 1

M9∶62，两端三叉形，中间叉头端有小
圆孔，二外侧叉呈齿形，似兽状。中有连
桥，表面锈蚀。长 12.7、两头最宽 4、厚
2 厘米

出土物凌乱，其摆放位
置无明显规律可寻

被盗，夫妇合葬 东晋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12］ 3

当中为长条形横框，两端为对称的三叉
形。中间的叉顶端有圆孔，两端的叉顶端
刻磨出夔龙状。M1∶27，长 14~16、宽
4.8~6 厘米

前室、后室东西侧

被盗。西晋侍中、
使持节、安北大将
军、关 内 侯 刘 宝
墓。夫妇

西晋，出墓志

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
西晋墓［13］ 1 M1∶4，三叉形，锈蚀严重，残损

西室中央铜镜 1，中部
近祭台处铜三叉形饰 1

双室墓，人骨朽，
未被盗

西晋

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
葬［14］ 1

M4∶14，长 15、宽 4 厘米。两端作对称
三股叉状

女性头骨上端
M4 保存较好，木
棺 2，存板灰

西晋

南京市尹西村西晋墓 ［15］ 1 已断裂，长 15.2 厘米 西晋

续表：

图一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出土铜叉形饰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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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出在棺室的前部和棺内外。根据随葬品

的出土位置可把遗物分成以下五组。其中两头叉

形铜饰件出土于第三组合，第三组合包括铜镜、
石板、两头叉形铜饰件 （可能均出在漆匣内）、
镶铜蚌饰、铜灯盏和铜盖盒等，这组器物出在男

棺前部。两头叉形铜饰件 （原编号 14）：两端作

三股叉状，叉尖一边作龙首形，一边作尾形，中

间一叉尖部各有一圆孔，长 12 厘米。器上尚残

留部分纤维细绳。发现于男棺铜镜和石板之旁，

原可能均置于漆匣内 （其周围有不少红漆片）。
（7） 江苏仪征化 纤 M99 出土，铜饰 ，长

19.8 厘米，器形两端为 U 形，略残，中段盘龙，

有 8 个小孔，东汉时期。1981 年出土，该资料未

发表 （图二）。

（8） 江苏邗江县甘泉公社六里大队出土，六

朝铜饰，长 15 厘米。该资料未发表 （图三）。

二 形制

该器的尺寸最长的是 20 厘米，最短的是 12
厘米，15 厘米左右者居多；两端宽最宽的是 6
厘米，一般是 4～5 厘米；中间宽一般为 2～3 厘

米。两端为叉形，有两叉也有三叉；多数中间叉

有小孔，外叉无孔装饰龙纹或龙头 （或兽头），

有中间叉和外叉均有小孔，也有均无孔。中间为

长方形横框，横框内有有些是分蓝小框，有些长

方框内透雕龙纹，或为一龙，也有双龙。有龙纹

装饰的比较多见，有的是中间为盘绕的龙纹，有

的是双外叉装饰龙纹。整个器物有小圆孔的占绝

大多数，一般是中叉有孔，也有的中间无孔。
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叉形器大体可以分作

三类。

A类 两端双叉。中间为两股交错形成圆框，

间以小孔；或中间为多小孔。整体形似蛙形。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 （图四∶1）、江苏仪

征化纤 M99 东汉墓 （图一）、甘肃安西旱湖垴墓

地 M4 （图四∶2）、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 （图

四∶4） 出土的均为此类。
B 类 两端三叉，中间为长条形横框，横框

不分栏。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图五∶1）、山东邹城刘

宝墓 （图五∶3~4）、河南洛阳西晋墓 （图五∶2）
也都有出土。中间框由两端的横叉与两条平行的

横杠组成，也有的是由两端的横叉与一长方框组

成。在这类中，中间框有装饰龙纹的，如河南站

街晋墓出土的。
C 类 两端三叉，中间长条形横框，横框分

为两栏。
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 （图四∶5）、

山东邹城刘宝墓 （图四∶3） 出土有此类叉形器。
在这类中有变形，即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出土的叉

形器两端的中间叉分叉成 U 形 （图四∶6）。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A 类叉形器整体偏细

长，4 件长度均在 15 厘米以上，仪征出土的 2
件接近 20 厘米。B 类最多。

三 出土位置与伴出器物

在已发掘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墓中，多数墓

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器物在出土时已经有了较

大的位移。但是还是有一些墓葬给我们提供了可

资研判的资料。
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中，墓室内保存基本完

整，尸骨腐朽严重，但骨架、随葬品摆放位置基

本保持原状，后室置双棺，棺均已朽，仅存朽木

灰烬，人骨也已成为朽灰。从灰烬遗存情况看，

双棺分别埋葬男女尸骨各 1 具，其中东侧为男墓

主，西侧为女墓主。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仍置

有弩机、石砚板、铜叉形饰及身佩铁刀。女墓主

头饰铜簪、银簪、银环及琉璃兔等。
江苏宜兴的周处墓中，后室北半的人骨保存

基本完整，经鉴定为四十岁以上男子，推断为周

处本人，在后室北部的东端有 1 件铜熨斗、1 把

图二 东汉盘龙铜饰

图三 江苏邗江甘泉公社出土铜叉形器

汉晋时期叉形器的考古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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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汉晋时期叉形器 （B 类）

1.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M1∶55 2.洛阳西晋墓 HM719∶5 3.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M1∶27 4.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M1∶40

铜刀、1 件铜三叉器、两块石板和不少的铜钱与

铁钉。金饰在后室南半，其傍有尸骨尽朽，推测

是周处夫人。
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中，发掘者根据

随葬品的出土位置把遗物分成五组。其中第三组

合包括铜镜、石板、两头叉形铜饰件 （可能均出

在漆匣内）、镶铜蚌饰、铜灯盏和铜盖盒等，这组

器物出在男棺前部。第四组合包括铁镜、石板、
金簪等，这组随葬品出在女棺头部，主要是女用

服饰器具。第五组合包括墓志、铜弩机和铅人

等，出在棺室前部左侧，和男女棺内头部或右

侧。为表示死者身份和志死者之物。
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保存完

好，未经盗扰。墓内葬具人骨腐朽。墓中出土遗

物 10 余件，排列有序。在西室北壁的两角各放

置一串铜钱，中央放置一枚

铜镜，中部近祭台处置一铜

三叉形饰，祭台南侧放置青

瓷钵和四系罐，西南角放置

青瓷盘口壶和四系罐；东室

的中央也置一枚铜镜，东南

角放置青瓷盘口壶和四系罐，

近北壁置铜勺和盆 （铜勺置

于铜盆中），西北角放置青瓷

双系盘口壶和钵。因为人骨

腐朽严重，发掘者根据从西

室出土的铜三叉形饰分析，

推测西室可能葬一女性，那

么东室有可能为男性，推测

此墓为夫妻两人合葬墓。
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

葬中的 M4 保存基本完好，室

内置棺两具，已朽，存板灰，

棺内骨架仰身直肢葬，头北足

南。在女性头骨上方出土一件

叉形器，女性头骨处出土有发

钗 4 件，在男性头骨左侧出土

青石板 （青石长方形，表面留

有朱砂痕迹）。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

中出土 2 件，墓中多出土兵器，推断为男性墓。
从这些保存基本完好墓来看江苏南京市板桥

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不能确定叉形器属于男性墓

主还是女性墓主，因为发掘者以叉形器来推测西

室墓主为女性。这样以上这些墓中只有北京顺义

大营村西晋墓中，叉形器出自女性头骨上方，而

女性头骨处出有发钗 4 件，在这个墓中男性的头

骨左侧还出有表面留有朱砂的青石板。其余的叉

形器均属于男性墓主。出土时多与石板、弩机或

铜鐎斗伴出。南京王氏家族墓中王兴之夫妇墓旁

边是其长姊王丹虎单人墓，该墓保存完整，头骨

部位出土金钗 13、金簪 4 件，但是没有叉形器。

四 叉形器功能的探讨

在已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中，多数墓由于各

图四 汉晋时期叉形器 （A、C 类）

1.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出土 2.甘肃安西旱湖垴墓地 M13∶31 3.山东邹城西晋
刘宝墓 M1∶4 4.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出土 5.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出土
6.洛阳华山路西晋墓 CM23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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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因被破坏，器物在出土时已经有了较大的位

移。但是还是有一些墓葬给我们提供了可资研判

的资料。从这些保存基本完好的墓来看，叉形器

出土于男性墓的较多，也有出土于男女合葬墓。
如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中，墓室内保存基本完

整，三叉器出土于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盒内

还有弩机、石砚板；男墓主身佩铁刀。并列双棺

的另一棺为女墓主，其头饰铜簪、银簪、银环及

琉璃兔等。从出土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叉形器应

该不是女性的专属用品，也不是男性的专属用

品。因此说是贵族妇女头饰，似有局限。
从出土资料来看，叉形器的出土时代有很大

的局限性，数量也不算多，并不是常用器物，出

于男性墓的数量也不少于女性墓，因此与作为日

常用具的绕线板关系不大。
由于叉形器多与石黛板同出，认为石黛板

石砚，因此均是文具。如果说是文具，石黛板

在男性、女性墓中均有出土，有些出土的石黛

板上残留有红色痕迹或黑色痕迹，在王丹虎墓棺

内前部出土的镶铜边石板上同时留有红色和黑色

残痕， ［18］石黛板是化妆用具的可能性更大一

些，而且在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墓出土的叉形器

上，其两头中间叉上的圆孔内尚残留不少纤维细

绳，如此说来，叉形器是文具可能性也很小。
叉形器究竟是什么，做什么用似还难以定

论，有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但是我们从男性

墓、女性墓、男女合葬墓均有出土，常与石黛

板、铜镜伴出来看，应该是与男女梳妆有关，或

许是用于固定头发的功能性用具，而不是装饰

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今送光烈皇后

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 ［19］假

紒也就是假发，时人用假发应不是个别现象，由

此来看，叉形器或为用于固定假发的用具也未尝

没有可能。

附记：感谢南京博物院李则彬先生和扬州博物馆无

私提供未发表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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