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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伦及其造纸术的发明 
潘舜琼，李益群 

（湖南城市学院 图书馆，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蔡伦曾主持东汉宫廷器械制造，是一位“为后世法”的工程师。他还主持整理经传经典，是东汉

末年有威望的学者。蔡伦对人类 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纤维纸及其造纸术。纸的发明，是古代重大的科学成就，

被列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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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公元 63－121 年），字敬仲，桂阳郡
（今属耒阳县）人。著名学者章炳麒说：“湖南人
士，始后汉桂阳蔡伦。伦诚宦者，然史称其有才
学，校雠经典，伦实监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
又始造树肤鱼网为纸，中夏文化升降之迹，伦有
力焉。”[1]章炳麒对蔡伦的评价，突出了两点：一
是说蔡伦为湖南自古以来的第一人；二是蔡伦对
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蔡伦的生平 

蔡伦出身于农民家庭，居住农村，生活贫困
穷苦，难得温饱。汉明帝永平末年（公元 75 年），
年仅 12 岁的蔡伦不得已离开家庭，入宫当了太
监。章帝建初中（公元 80 年前后），由于蔡伦头
脑灵活，办事认真，担任了“小黄门”的职务。“黄门”
为汉唐时的官署名，是亲近天子之官，主要为天
子服务，黄色乃天子服色，故称“黄门”，此处则指
宦官。嵇康说：“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汉代给事
内廷有“黄门令”、“中黄门”等官，皆以宦者担任。“小
黄门”是低级的官，蔡伦担任“小黄门”后，可以指
挥较低级的宦官，许多事不必亲力亲为，有了较
充裕的时间。于是发奋读书，迅速提高自己的文
化水平。 

十多年的宦官生活，蔡伦受到了锻炼，渐次
取得了皇室的信任。“及和帝继位，蔡伦转中常侍，
豫参帷幄。”[2]东汉和帝登基在公元 89 年，这时蔡
伦已 25 岁，应是年青有为的年龄。“中常侍”是出
入宫廷，侍从皇帝，常为列侯至郎中的加官。东

汉时期的中常侍，一般由宦官担任，负责传达皇
帝诏令和掌理文书，能参与机密，与闻决策，权
力很大。《后汉书》说蔡伦任中常侍后，表现突出，
“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
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2]说明蔡伦在中
常侍任上，一方面挤身权力中枢，参与处理一些
朝政大事，而且才华出众，有胆有识，有主见，
敢于直言进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甚至与
皇帝辩驳，坚持正确意见，不怕得罪皇帝。另一
方面，蔡伦又不断加强修养，提高自己的办事能
力和决策水平。为官余闲时间，或闭门读书，或
深入农村田间，考察农耕，体察民情，了解社会，
增长见识。两方面结合，蔡伦增长了不少才能和
学识，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表现突出，威望大
增。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8 年），蔡伦被提升为
“尚方令”。“尚方”，乃皇家的手工工场；“尚方令”是掌
管御府兵器、玩物、器具制造的官吏。从中常侍
到尚方令，官品上升，工作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变
化，由参与机密议决、草拟、掌管文书，到主管
一个带工业制造性质的部门，直接对皇帝和朝廷
负责。蔡伦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成为内行。而
且“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
法。”[2]蔡伦经常深入工地，和工匠们接触谈心，
了解生活，从中学习工匠们精湛的技术和创新求
变的精神，自己也成为出色的武器和器具制造的
工程师，对许多器械有不少的改进、发明、创造，
并为后世所继承和师法。显然，这是蔡伦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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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文化的一个贡献。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其后
来发明造纸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和帝的皇后
(即邓太后)，因蔡伦久侍宫中，功绩突出，“封为龙
亭侯，邑三百户”。龙亭为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
西北，是三百户的小县。稍后，又任蔡伦为“长乐
太仆”，挤身为统治阶级的上层，成为“九卿”之一，
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 

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 118 年），安帝以“经
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
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2]“通
儒”乃指博学多闻，通晓古今的儒者，《后汉书》
说：“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博士”系官名，《汉书》
称博士乃“掌通古今”之官。可见，无论通儒和博
士，当时都是极具学识的大家。他们集合在蔡伦
的领导之下整理、校勘经传、经典，表明蔡伦已
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威望。
对经典的整理，是蔡伦对中国文化的又一个贡献。 

东汉安帝时期，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争权
夺利，互相倾轧。不幸的是，蔡伦成了这种政治
斗争的牺牲品。先是蔡伦“受窦太后讽旨，诬陷安
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使自
致廷尉，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2]东汉和帝
继位时，年仅 10 岁，窦太后临朝执政，持权而骄。
为了诛除原来的情敌，命令蔡伦诬陷宋贵人。公
元 107 年，安帝刘祜继帝位，刘祜乃宋贵人嫡孙，
在窦太后死后，安帝为祖母复仇，清理冤案。命
蔡伦自动到廷尉衙门受审。蔡伦不愿受辱而自杀，
这年为建兴六年（公元 121 年），蔡伦 57 岁，正
当有为之年。 

发明造纸术 

蔡伦的 大贡献，在于发明造纸术。《后汉
书·宦者列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
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
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人类产生后，在长期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发
明了文字，同时也就产生了对文字载体的要求，
即用文字把经验、教训、奇闻、异事纪录下来，
以便保留和传播。同时，一些学者还将知识加以
系统整理，著说立说，也需要文字载体的帮助。
因此，对纸的发明，是人类发展的要求，是社会

进步的要求。 
人类 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这种方

法不够准确，更不能长久，根本达不到文字载体
的作用。随后产生了甲骨、镂刻、石鼓、碑碣等，
即用动物的甲壳、骨头以及石板、石头，作为文
字的载体。但他们都非常坚硬，难写、难刻、又
不便携带。 

稍后，又以简牍和缣帛作为文字载体。所谓
“简牍”，又分为“竹简”、“木简”、“竹牍”、“木牍”等四种形
式。“简”，是把文字写在狭长的竹条和木片上面，
以竹简为多。“牍”，则是把文字写在较宽的竹片和
木版上面，以“木牍”为多。在简、牍上写字，很
不方便，甚至要用 刻，非常费力，速度很慢，
阅读也慢。特别是简、牍都重量较大，搬运困难，
传播不易。相传，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封长信，
总共用了三千根竹简，要好几个人才能搬动；汉
武帝为了看信，又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把这些竹简
翻完。 

“缣帛”，“缣”是双色的淡黄色的绢，“帛”为丝织
物的总称；“缣帛”，就是一种丝织品。可以剪裁，
缝制衣服，也能在上面写字、绘画。写在丝织品
上的文字，称为“帛书”，《汉书·苏武传》言：“天子
射上林中，得雁，足下系帛书。”“缣帛”柔软光滑，
可折可卷，运笔顺畅，书写方便，重量轻，便于
搬运，易于传播。但是，“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
无力使用。因此，作为文字载体，“缣帛”根本不可
能普及和推广。 

蔡伦发明的纸，是用树皮、麻头、破布、渔
网等做原料，经过严格制作而成的。《汉代造纸工
艺流程图》形象地再现了蔡伦的造纸术。图上将
各种造纸原料经水浸、切碎、洗涤、蒸煮、舂捣，
加水配成悬浮的纸浆，干燥后即可成纸。具体来
说，大约经过五道工序：第一道工序为“挫”，即将
破布、树皮等原料剪碎、切断，使其成为碎片、
碎粒。第二道工序为“捣”，即将挫碎的原料用水浸
泡一段时间，加温，并加入石灰、草灰等物，再
捣烂战浆状物。第三道工序为“打”，即将捣成糊状
的原料利用木棒、石臼等工具，进行捣打、碾烂，
使其纤维分丝帚化，以增强纤维间的结合力。第
四道工序为“抄”，即经碾打的纸浆以水稀释，将其
均匀地摊在平整的木板、竹席或其他物件上，再
经水漂洗成薄片，使其附在木板、竹席之上。第
五道工序是“烘”，即将附在木板、竹席之上的薄片
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火烘烤而干。用这种方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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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纸，体轻质薄，色白柔软，可折贴，便剪
裁，很适合写字。又是以废物作原料，价格低廉，
便于推广。工艺流程也不复杂，易于制造。因此
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东汉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
蔡伦将他制造发明的纸报告和帝，受到赞扬，下
令在全国推广蔡伦的造纸术。后来，人们将这种
纸命名为“蔡侯纸”，并在蔡伦故宅建“蔡侯祠”。《水
经注》说：“耒水西北经蔡州，州西即蔡伦故宅，
旁有蔡子祠”。又据《湘州记》：“耒阳北有汉黄门蔡
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桂阳州
志》也说：“州南门有蔡伦井，传云伦故居也。其
井深不可测，下有隧道，石秋曲折，旁多刻识。”
现其井尚存，清澈见底，水流潺潺，井旁有当年
造纸所用石臼。现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城东十公里
龙亭镇，有“蔡伦墓”，墓南有“蔡侯祠”，殿中有蔡
伦雕像，绘有蔡侯纸《制作工艺流程图》。 

蔡伦的历史地位 

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史料主要源自《后汉书》，
《后汉书》的作者为范晔等，是南朝人，距蔡伦
已有三百多年，因而有人怀疑其记载是否准确。
早在唐代，就有人认为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纸“汉
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3]宋代
亦有人认为西汉已经有纸，“汉初，已有幡纸代简，
成帝时有书诏，至后汉元兴，中常侍蔡伦以敝布
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4]即认为蔡伦只是改进
了造纸技术提高了纸的质量。到近代，考古学的
发展，先后有十多次发现有古代“纸”的出土：1933
年，在新疆发现了“罗布淖尔纸”；1957 年，在西
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灞桥纸”；1973 年，在甘肃
发现了“居延金关纸”；1978 年，在陕西发现了“扶
风纸”；1979 年，又在敦煌出土了“马圈湾纸”。这
些出土的“纸”都被认为在蔡伦之前，基本上都在
西汉时期。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造纸术的
历史应提前 300 年。 

那么，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否还能
成立？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看法： 

(一)《后汉书》关于蔡伦的事迹是可信的。《后
汉书》的作者虽然生活于蔡伦之后的三百年，但
是，《后汉书》的史料大都来自刘珍主编的《东观
汉记》。刘珍为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基本
上和蔡伦生活在同一个时间，而且曾作为蔡伦的
下属，共同校雠经典，可见其对蔡伦的事是非常

了解的。《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书，
共 143 卷，但散失严重，只存十之一二。据《隋
书·经籍志二》说，《东观汉记》曾为蔡伦立传。
可见，根据《东观汉记》关于蔡伦的事迹而写的
《后汉书》，关于蔡伦造纸的事迹是完全可信的。 

(二)蔡伦具备发明造纸术的基础。蔡伦聪明
机巧，自学成才，从事文化、文字工作多年，特
别是曾主管手工工场，和机匠多有接触，具备了
丰富的关于工具、机械等制造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工作之余，蔡伦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熟悉
民间制造技巧。同时，东汉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
很大进步；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更迫切需要先进
的文字载体的产生。这些，都为蔡伦发明造纸术
奠定了基础。 

(三)蔡伦是发明纸的代表人物。纸的发明是
一个过程，任何大的发明都会有许多人的功劳，
造纸术也是如此；任何大的发明都会有一个或几
个功劳 大的代表人物，发明造纸术的代表人物
就是蔡伦。从文字载体的发展过程来看，依次有
甲骨、石板、竹简、木牍、绢帛， 后才发展到
纸。纸也是从低级到高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今后还将继续发展。在纸确定为文字载体的过程
中，蔡伦无疑是 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不仅造出
了纸，而且为 高统治者所承认，在全国推广、
普及，从而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都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 

(四)必须统一对纸的认识。《辞海》关于纸的
定义是：“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
纤维织品”，“一般由经过制桨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
悬浮液，在网上交错组合，再经压榨，烘干而成。”
这个定义对纸的用途、资质、制造，都有明确的
说明，其中的关键应是“纤维织品”四个字。这四
个字突出了“纸”的特点，反映了纸的本质，明确
了纸和其他文字载体的根本区别。蔡伦所发明的
纸，完全符合“纤维制品”四个字的要求，无论从
它的用途、质量、生产流程来看，都是真正意义
的纸。如果在蔡伦之前，有符合“纤维制品”的文
字载体，就说明蔡伦之前已经产生了纸；否则，
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的结论，就不能被推翻、
被否定。 

(五)现已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不是真正意
义的纸。在否定蔡伦是纸的发明者的观点中，
有力的证据，是前面提到的上个世纪在新疆、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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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陕西等地出土文物中的各种“纸”，是否真正的
纸。 

首先，上述出土的各种“纸”，都是考古发掘报
告按照墓制或同时出土的西汉文物或竹木简上
后年代记述而定下来的。如果单从与古纸并存的
东西的年号，便来断定纸的年代，并不准确。有
的东西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也有可能堆在一起墓
葬。因此，上述出土的“纸”是西汉时期的结论，
并非科学的、周密的结论。 

其次，从出土文物来看，长沙马王堆汉墓是
有名的、 丰富的、 权威的、也是保存 好、
完整的。其中所有的图画都绘于绢帛，所有的

文字都载于竹简，却没有片纸的发现。西安发掘
的汉景帝阳陵墓，也没有发现片纸随葬。这两个
墓都是西汉帝王之墓，如果西汉已经有了纸，当
然首先会在皇室和富豪家中使用，在这么丰富的
殉葬品中，文化用品应有尽有，却没有纸，这是
很能说明问题的。 

再次，上述出土的所谓西汉的“纸”，并不是真
正的纸。这些所谓的“纸”，非常粗糙，不适于书写，
比绢帛相差甚远，只是一些旧麻布、绳头等散乱
的纤维堆积物，基本上没有经过制造的纹络，只
能说是“出土纤维片”，不是真正意义的纸。而且，
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纸的原料、制造、工艺流程的
记载。著名学者余贴骥指出：“经过基本工艺制成
的纸，其纤维一般应带有一定的帚化分丝形态，
纸页一般也应能观察到抄制的帘纹，纸质比较匀
细而不过于粗糙，纤维间结合也较紧密。”余教授
进而指出：“造纸工作者都了解已成絮状的植物纤
维，只要经过浸水，摊薄加压，自然干燥后，由
于纤维间也能形成较粗糙的似纸薄片。但是，与

基本造纸术并没有什么关联之处。这种偶然机会
产生的似纸物，与运用基本造纸术制成的纸，是
不能相提并认的。”[5]因此，所谓出土的“西汉纸”，
不是真正的纸，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中国和世界
才产生了真正的纸。 

蔡伦于公元 105 年发明造纸术后，经东汉和
帝下令在全国推广，纸成为竹简、本牍、绢帛的
有力竞争者，逐渐成为主要的文字载体。到东汉
末年，有个叫左柏的人改进了蔡伦的造纸方法，
制造了比“蔡侯纸”更加洁白细腻的纸。东晋末年
（公元 404 年），朝廷下令以纸代简，简牍文书从
此基本绝迹，纸则广泛流行，成为官方文书的载
体。蔡伦的造纸术不仅在全国推广、应用、发展，
而且传到世界各地。据专家考证，至迟在公元 289
年，造纸术传到了朝鲜、日本。唐朝时，又传到
了阿拉伯、东南亚地区。再由阿拉伯传到欧洲、
大洋洲、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有力地促进了
世界文明的发展。在造纸术传播过程中，世界各
国都承认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是中国人民的伟
大发明，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 
参考文献： 
[1]钱基博, 李肖聃.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 长沙: 岳麓书

社, 1985: 224. 

[2]范晔. 后汉书·宦者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张怀瓘. 书断[O]. 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4][宋]苏易简. 文房四谱[O]. 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5]余贴骥.“西汉纸”不属真正纸: 蔡伦造纸术不能推翻[EB/OL]. 

(2004-07-16)[2005-09-04]. http://www.clii.com.cn/paper/news/sh 

ow.asp?InfoName=%BF%C6%BC%BC%D0%C5%CF%A2&Sh

owID=30984. 

 
On Paper-making Technique Invented by Cai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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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i Lun was an engineer who was honored by his descendent and was in charge of plant 
manufacturing, in the court of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189). He was a reputation scholar who rectified 
the classic written words.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humankind for his invention of paper-making 
technique. This is one of our traditional four great inventions in our countr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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