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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述历史文献、手工艺调查和技术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中国造纸术为研究对象，初步考

察了造纸术发生、发展、衰落到转型的四个阶段。认为在中国造纸术的发生期，社会需求和丝絮加工技术的

转移对造纸术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进入造纸术的发展期，受封建社会结构的影响，造纸术呈现连续性、稳

定性和实用性的科技技艺体系特征; 受地理环境影响，造纸术呈现地域性、多样性和民族性等社会文化方面

的特征。到现代社会，造纸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手工等形式进入社会生活实现转型。当大量的传统科

学技术消亡时，造纸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为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提供了较

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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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造纸术的起源与分期

中国造纸术起源于何时，有两种不同意见长期

争论着。一种意见认为东汉蔡伦于 105 年所发明，

主要依据文献记载; 另一种意见主张蔡伦前的西汉

已有纸，蔡伦是造纸术革新者，主要依据考古发

现。［1］而争论的关键问题，就是通过考古发现的这

批纸状文物到底是不是纸。
众所周知，社会需求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之

一，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

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社

会对某种技术产品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会推动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社会书写材料主

要是用来记录文字、绘画制图和其他需要( 如宗教、
商业、占卜等)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甲骨、简牍和

绢帛是主要的书写、记载的材料。其中简牍是使用

时间最长、使用范围也最广的书写材料。但是简牍

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简牍特别笨重，记载的

内容也不能太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记录的需求

越来越大，简牍的这一特点就极大地制约了文化的

传播。由于简牍的特点也不适合进行绘画，从简便

和绘画需求的两个方面，锦帛是相当理想的书写材

料，它既可以书写文字，又可以绘画。但是锦帛又

不能完全取代简牍，原因之一就是它太昂贵，于是

就出现了“简重而帛贵”这种局面。到了秦汉时期，

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统一和强盛的局面。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书

写材料需求的变化，它使得通用性不强的简牍已经

不再能够满足这一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社会亟待

新的书写载体应运而生。
但只有社会需求，不一定能够产生满足需求的

技术。比如在欧洲羊皮纸曾是书写的材料，但羊皮

纸的造价过于昂贵，所能记录的文字也有限，据说

抄一本《圣经》要用 300 多张羊皮。虽然社会的需求

巨大，但是西方却一直没有进行技术上的革命。文

化信息因材料的限制，传播范围极其狭小，导致了

西方的文化发展和传播受到巨大的局限，这是欧洲

产生黑暗中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则不同，中

国有着成熟的丝麻加工技术，中国是桑蚕丝织的原

产地。大麻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种植地

域非常广泛。根据《诗经》的记载，公元前 1000 多

年人们就种植大麻，剥皮织布匹和搓制绳索。文献

中有关于纸的记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纸

的释意如下:“纸，絮———苫也。从糸。”“糸———细

丝也……凡 糸 之 属 皆 从 糸。”“絮，敝 绵 也。”
“苫———盖也。从草。”［3］这说明东汉以前的“纸”字

与丝有关，其絮纸是由细短的丝渣在草盖上过滤，

干后形成的薄片。春秋战国时期的练丝技术已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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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成熟，《考工记》载: “ 氏湅丝。以涚水沤其丝，

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

夜，是谓水湅。”［4］其中，“涚水”是用和了草木灰的

碱性水来溶解丝胶，在这样的水中间浸泡七日，称

为“沤”。之后将丝晾于日光下曝晒，以分解色素和

丝胶，这种练丝的方法称为“水湅”。古时漂絮技

术，将恶茧用草木灰水蒸煮浸泡数日，脱去胶质，

再剥开漂洗，边洗边捶打，用竹筐在水中漂洗打

捞，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绵絮。［5］造纸术的发明有赖

于造纸原料和造纸工具两个方面，漂絮技术中的草

木灰水蒸煮、漂洗、捶打、成浆、在多孔罗面或篾

帘上沉淀为薄片的一整套工艺，这些都是造纸过程

中的必要环节。通过将丝絮加工技术转移到麻的加

工过程中，从而导致了原始麻纸技术的产生。
这一过程中原有技术产品在新产品应用方面的

借鉴作用，导致了旧技术向新技术的转移。这种技

术上的转移首先由于原有书写材料的缺陷和社会结

构变化所造成对新书写材料的巨大需求，而旧技术

对新技术有良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又出现了适当的

中介物，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推动了造纸术这一重

大科技发明的产生。
造纸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时

期: 汉代，造纸术的诞生和初创时期; 三国，造纸术

的缓慢传播和推广时期; 两晋南北朝，造纸术的广

泛使用，代替简、帛时期; 隋唐，造纸术的第一个

辉煌时期; 宋元，造纸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明清，

造纸术的鼎盛时期; 近代，中国传统造纸术的演变

时期。［6］这七个时期，前后经历了两千多年，在这

段时间内，造纸术从未间断过，一直在稳定发展。
但是这种连续性和稳定性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技术变

革速度的缓慢甚至是停滞，将中国传统手工纸的技

术改进和西方的机器造纸的技术革新作对比就会发

现这一问题。
造纸技术主要体现在原料的选取加工和纸张制

作两个方面，中国的手工造纸在形成以泡料、煮

料、洗料、晒白、打料、捞纸、榨干、焙纸这一传统

的技术“主轴”之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变革。
而在一些局部技术发展上，变革时间也相当长。而

对比欧洲造纸术的发展，虽然造纸术是由中国传

入，但进入 18 世纪之后迅速发展，在生产技术上就

有了“五大革新”: 1750 年荷兰式打浆机的出现;

1804 年第一台长网造纸机问世; 1844 年利用木材

制造磨木浆成功; 1874 年亚硫酸盐法化学木浆投

产; 1884 年硫酸盐法化学浆开始生产。［7］造纸系统

的机械化和制浆系统的化学化，使欧洲机制纸的生

产日益具备了现代大型企业的规模和水平，每一次

技术进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

中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一旦有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

进入之后，原有的科学技术往往就会被淘汰。经历

了两千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造纸术在清末就碰到了

巨大的挑战。明清时期虽然是我国传统手工造纸集

大成的时期，手工造纸技术达到顶峰，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产品的种类也不断丰富。但 18 世纪欧洲的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欧洲

造纸从手工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转变成为机械化的大

型造纸厂。机制纸以其生产量大、劳动生产效率

高、品种多、用途广而能够取得快速发展，并且能

生产卷筒纸，适应现代印刷等连续操作生产要求。
当这一新的技术被引进中国之后，传统手工造纸已

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导致传统的手工造纸迅速

萎缩，濒临消失。中国造纸业开始了从手工生产向

机器生产的转化，其中“新陈代谢”和“新旧代替”
的转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二、造纸术的经验积累与传承

中国传统造纸术在生产工艺上全凭经验，缺乏

系统的科学研究。对于纸张生产过程中一些重要工

艺，比如发酵制浆、日光漂白、纸药在抄纸过程作

用的科学原理很多都尚未完全明晰。在科学技术发

展和传播过程中科学文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献和典籍，但文献主要是实用

性、汇编性和人文性的。比如总结我国造纸技术方

面的文献典籍有: 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纸谱》、蔡

襄的《文房杂评》、袁说友的《笺纸谱》、鲜于枢的

《纸笺谱》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论著主

要是简单的分类记述或者图文解释，很少有对造纸

原理的论述。苏易简的《纸谱》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世

界第一本关于纸的专门论著，全书分为叙事、制

造、杂说、辞赋四部分。主要记述了纸的各种典故

以及纸张的用途、各地不同原料和纸张名称，还有

就是形象地描述了从备料、抄纸至焙干的加工方

法，但是对于纸张制作的原理则并未论述。
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对造纸术的发展产生过

影响的名家有汉代的蔡伦、左伯，晋代的葛洪、范

宁、桓玄，南北朝的张永、齐高帝，唐代的韦陟、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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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段成式、萧诚，五代的李后主，宋代的苏易简、
谢景初、米芾、施宿、曹大三，明代的徐青、胡正

言、宋应星、毛晋，清代的严如煜、黄兴三、胡韫玉

等 24 人。［8］从这些造纸名家的组成来看，大致包括

了工匠、官员、官方科学家、文人学者、僧侣学者

和君王。其中工匠在生产实践中间不断总结经验，

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力量，但是工匠很难将知识

系统化和理论化; 而官方科学家、文人学者和僧侣

虽然能够进行科学理论的提炼与加工，但由没有直

接参与 理 论 的 创 造，就 缺 乏 了 将 知 识 理 论 化 的

基础。
造纸术的传播，主要是在师徒间、家族间和行

会之间进行的。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师徒制传承，

知识的传播都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言传身教。
师傅通过口传身授，将专业技艺知识传授给徒弟，

这样的方式虽然直观，但是受到空间、时间等因素

的限制，而且这种传授方式靠悟性，有大量经验的

成分，不易于保存。二是封闭保密。家族传承和师

徒制有严格的传授规定，会形成行业、专业的世

袭，通常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外人需要立誓、
入门、守规，对一些“绝技”等更是严格保密。在

《现代中国实业志》中就记载宣纸的生产: “宣纸为

皮料是最佳者，产于安徽省泾县，泾县之宣纸业在

小岭村，制此者多曹氏。世守其秘，不轻授人。”［9］

三是较易失传。在这些知识传播模式中，师傅因为

竞争需要等原因，通常对徒弟有所保留，不能将一

些高超技艺尽传; 再加上技术与操作技术的人不可

剥离，技术不能从掌握它们的匠人手中游离出来成

为社会公共资源，一旦掌握技艺的匠人遭遇不测，

技艺也就跟着失传了。在我国的造纸历史上，像薛

涛笺、谢公笺、侧理纸、蜜香纸等都是名震一时的

纸张，但是却都失传了，这与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

传播方式密切相关。

三、地理环境对造纸术特征的影响

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非常复

杂的，但迄今为止对于这种复杂性的研究都不够深

入。研究结果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或曰封闭，

或曰开放。到底是封闭还是开放? 按照现代系统学

的观点，纯封闭的孤立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系统

要存在，开放性是必需的，尤其是对于科学技术和

文化而言。在中国的西部的确存在着世界上最特殊

的由一系列大山脉、高原和沙漠所组成的天然屏

障; 东部濒临太平洋，从日本列岛到菲律宾的岛

弧，构成了东部的屏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

理环境，它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隔离开来，

中国先民在这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独自创造自己的

科学与文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说中国

古代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特殊的隔离或屏障区

域，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完全隔绝。事实上，在

中国古代与其他文明之间很早就存在着一种渗透式

的传播样式。说中国古代相对于世界文明来说具有

封闭性，但并不否认在中国( 东亚) 内部存在着大范

围的交流，这一交流不只限于中原附近一带。隔离

或屏蔽机制在阻断文化传播交流通道的同时，也阻

断了由侵略而造成的毁灭文化的可能。在造纸术的

发展过 程 中，这 种 地 理 环 境 复 杂 性 就 显 得 非 常

明显。
造纸术在发展的过程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强，

较为典型的就是竹纸的产生。竹纸产生的最初年代

尚无定论，从造纸技术发展史和竹子自身特点角度

来看，大约出现在宋初。因为有了前代制麻纸、楮

纸和藤纸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采用新的技

术来加工竹子。有纸史学者认为:“竹纸的出现标志

造纸史中一个革命性开端，即以植物茎秆纤维造

纸，为后世欧洲机械木浆纸开启绪端。”［10］虽然竹

纸产生得较晚，但是影响的范围却是最广的。这是

因为，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都是竹的产地，由于原料

的丰富，一旦竹纸造纸工艺发展成熟之后，竹纸就

迅速在南方地区扩展开来，并且产生了重要的产纸

重镇和各种优质纸张。分布广、产量大，使得竹纸

不仅用于书写，还用于印书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

文化的发展。
另一个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是造纸术的民族

性，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

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都有十分频繁的交流。科学技术的传播呈现出由中

心向外围扩散的形式，这点在造纸术的传播上表现

得十分明显。造纸术虽然产生在中原汉地，但是传

播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根

据本地区的特点，在造纸原料和造纸工艺上面都进

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造纸技术和特

色纸张。比如西藏的狼毒纸、贵州苗族的构皮纸、
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纸、新疆维族的桑皮纸等。少数

民族造纸术受到内地造纸技术的辐射，同时也结合

本民族的特点进行了原料和生产技术上的改造，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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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保存了原始的技术形态，具有考古学价值。
纸张以其轻、薄、价廉和使用方便的特点在国

内得到迅速推广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逐渐传播

到世界各国。中国的造纸术由南线、东线、西线三

条路线传播到国外。中国南方邻近的越南早在公元

2 世纪就已经有了纸及书卷的传入，在公元 3 世纪

就已经开始造纸。东邻朝鲜在 4 世纪亦已掌握了中

国的造纸术，以后又由朝鲜的僧侣将造纸术传入日

本。造纸术向南传入印度较晚，大约在 7 世纪末叶。
造纸术向西方传播也较晚，直到公元 8 世纪中叶，

在唐朝与大食国 ( 即阿拉伯帝国 ) 发生的怛罗斯

( Talas) 战役中才有唐朝战俘中的造纸工匠将造纸

术传播到亚洲的中部。因伊斯兰国家对造纸术的垄

断，经过 400 余年直到公元 12 世纪中叶才经由西

亚、北非传播到欧洲的西班牙。公元 16 世纪末由西

班牙人将造纸术传播至西欧各国。公元 17 世纪由

荷兰人传播到美国费城。在公元 19 世纪末叶，大洋

洲的澳大利亚才开始造纸。纸和造纸从中国出发，

经过了 1700 余年的环球旅行传遍五大洲。中国的

造纸术传到欧洲后，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促

使欧洲首先实现了产业革命。公元 19 世纪初欧洲

实现了纸的机械化生产，但中国造纸术至今还是保

留有手工造纸的传统。
受到地理上的限制，古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造

纸技术传统，形成了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技艺体

系，以及地域性、多样性和民族性等方面的特点。

四、中国造纸术的转型

前文中已经提到传统手工造纸术在现代机制纸

的冲击下面临消失的危险，但并不是说传统的造纸

术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时期，中国传统的

造纸术也在积极地完成自身的发展与转变，具备了

新的特点，主要表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统技术转

入现代生活两个方面。
中国传统手工纸的制造作为一项优秀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优秀民族文化的代表，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

智慧与创造。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手

工纸作为东方特有的书法绘画艺术的重要工具，与

笔、墨、砚合称为“文房四宝”，其本身就是一种艺

术品。由于手工纸具有质地柔软、细腻均匀、润墨

性好、吸水性强、耐久性强等特点，非常适合表现

我国书法绘画的艺术效果，同时具有长期保存等方

面的独特功能，是一般的机制纸难以达到的，正是

这些特性使得传统手工纸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启

动，传统手工纸的利用和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在 2006 年国务院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就有七项传统造纸技术入选。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手工纸制作方式作为“活化石”，

不仅对继承传统技艺具有保存价值，而且对纸史研

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在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造纸术被赋予了新的

内容，以手工体验和手工艺生活的方式又重新进入

现代人的生活，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这种

手工实践和体验，增加了生活的乐趣，提高了生活

的品位。中国还有着非常丰富的纸艺术和纸文化，

如剪纸、折纸、纸风筝、纸玩具，还有春联、年画、
扇面等。它们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既是民族

的，又是世界的; 既是民俗的，又是高雅的，很好

地满足了现代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传统的造纸技艺

在现代化的生活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它不再

是低级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全新

的、适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五、结语

本文以中国造纸术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分析

了造纸术内在发展规律以及它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

用。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经历了两千多年

的发展，在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发挥过重要的

作用，一直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包含了众多中

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诸多要素，造纸术的发展是我国

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大部分

传统科技已经衰落，或隐于历史之中。但造纸术仍

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往往又与民间信仰等结合

起来，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它具有多

样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体现了不同民族和群体的多

样性和差异性，积极促进世界与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往。
在现代科学为主导的今天，造纸术也不是固定

不变的，它也会随着现代性而调整自己的外在形

式，产生新的特点，但一定程度上也会保持自己的

独立性。当大量的传统科学技术消亡时，造纸术的

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为进一步地继承

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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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Origin，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permaking
HE Chao-hai

(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of occurrence，development，decline and transition were preliminarily an-
alyzed to probe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permaking． It was showed that social demand and the transfer
of flocculent silk processing technolo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mergency of papermaking at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entering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st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were presented
in papermaking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eudal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n modern so-
ciety，the transformation into social life of Chinese papermaking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for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odern handicraft．

Key Words: papermaking; origin; continuity; stability; practicability; geograph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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