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吐鲁番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北部，古代称作高昌。丝绸之路干道
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可以直接到吐鲁番盆地，也可以分别经
过楼兰、伊州（哈密）到达吐鲁番。再由吐鲁番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
疏勒（喀什），翻阅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地区。因此，古代高昌
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不论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
教（基督教）等等，都曾在此地流行。公元 327 年，河西王国前凉在此设立高昌
郡，以后从 460 年，经过阚、张、马、麹氏统治的高昌国，到 640 年唐太宗灭高
昌国，设立和内地州县体制相同的西州，吐鲁番成为唐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
9 世纪初叶唐朝势力退出后，这里被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所控制。9 世纪中，回
鹘汗国瓦解，部众西迁，在吐鲁番盆地建立高昌回鹘王国（或称西州回鹘、畏吾
儿王国）。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吐鲁番文书的时代，主要是从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
（公元 4 世纪－8 世纪）。
一、新获吐鲁番文献的整理经过
吐鲁番盆地因为气候干燥，所以除了交河地区比较潮湿之外，大多数遗址的
古代文物都能够保存下来，不论是佛教寺院、洞窟，还是民居、墓葬，比如在中
原地区早已腐蚀掉的丝绸、纸张，都能保存下来。因此，从 19 世纪末叶以来，
吐鲁番盆地就是考古者的乐园。俄国的克莱门兹（D. A. Klementz）、奥登堡（S. F.
Oldenburg），德国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英国的斯坦因（M. A. Stein），日本的大谷探险队，都在这里发掘到大量的古代文
物和文书。1959－1975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配合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在阿斯塔
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区进行了 13 次发掘，获得大量从
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古代文书。以后，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又有少量的发掘。以
上这些考古发掘中所得的汉文文书，大多数已经陆续出版，主要的专著有：沙知、
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
（2 册，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5 年），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
（4 卷，法藏馆，1984－2010
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
（图录本 1－4 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
年），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然而，吐鲁番盆地是个聚宝盆，古代文物和文书仍在不断出土。1997 年，
吐鲁番文物局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洋海 1 号墓，出土一批阚氏高昌王国时期（460
－488 年）的珍贵文书。2004－2006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巴达木、木纳尔等墓
地又陆续出土了一批文书。同时，吐鲁番文物局又陆续征集了近十年来从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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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流散出去的古代文书，其中除了一组来自台藏塔之外，大多数都是来自吐鲁
番的古代墓葬。
2004 年我带学生考察吐鲁番遗址时，在吐鲁番博物馆见到洋海出土文书，
建议吐鲁番文物局早日整理。2005 年 4 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各
个单位达成合作协议，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人负责，组成了一个“新获吐
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从事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根据吐鲁番文物局提供的彩色照片或从计算机传输过来
的图片，先在北京大学以读书班的形式汇读，做释读和录文工作。然后再利用假
期到吐鲁番博物馆核对原卷，做拼接工作。其中 2006 年 1 月寒假期间，我们到
吐鲁番博物馆据原卷做了第一次整理。4 月底 5 月初“五一”长假期间，我们整
理小组几乎所有人都到吐鲁番博物馆工作，对于文书的拼接、复原取得重大进步。
同时，我们也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考察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收录的与新
获文书相关的文书，特别是出版物上不够清晰的文书上的朱印痕。通过“五一劳
动节”的劳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全部文书的录文稿本，并开始根据小组成员的
研究特长，撰写相关的论文，因为只有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发现录文中存在的问
题，才能够给出确切的题目、解题和录文。8 月 22 日－9 月 1 日，部分小组成员
到吐鲁番参加“唐代与丝绸之路——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
讨会，提交给会议四篇有关新出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同时我们在吐鲁番博物
馆据原件整理未确定的文书残片次序，其间得以向对吐鲁番文书研究有素的陈国
灿、朱雷先生请教释读中的部分问题，还和陈国灿先生一起到鄯善县，校录了鄯
善县文化馆征集的一组文书。
11 月中旬，我们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书稿基本完成，包括定名、解
题、录文工作。17－21 日，在“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邀请武汉大学
朱雷、陈国灿、冻国栋、刘安志，故宫博物院王素（以上是整理吐鲁番文书的专
家），浙江大学张涌泉、南京师范大学黄征（以上是释读别字、俗字的专家）
，中
华书局徐俊、于涛先生（以上是出版社代表），到北京郊区的九华山庄，召开“《新
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定稿会”，大家对照图版，一起讨论我们的书稿，改正了一
些解题和录文中的错误，使书稿更加完善。为了让北京的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学
界尽早了解这批文书的内容和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由“唐研究基金会”和北大
中古史研究中心主办，11 月 22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报告会，我们整理小组
的九位成员向与会者汇报了新获文书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与会者
的极大兴趣。
随后，吐鲁番文物局按照我们书稿拼接的文书顺序进行拍照，2007 年 3－4
月间，我们对照图版，对书稿做最后一次核对工作，然后在 4 月下旬与中华书局
的编辑人员一起到吐鲁番，讨论定稿排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7 月 25 日，我们
2

将书稿交给中华书局正式排版。经过前后大约 13 次的校对，2008 年 4 月《新获
吐鲁番出土文献》以 8 开、全彩版、上图下文的方式，充分利用今日发达的排版
技术，以最高的质量追求，贡献给学界一组全新的研究素材和整理研究成果。
二、新获吐鲁番文书整理中的甘苦
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既遇到许多难点，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不利的方面是
这些新出文书一般都经过盗扰，大多数是碎片，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明。在最初整
理时，许多文书尚未清洗、展平，给释读造成很大困难。有些文书在发掘之后就
用早期整理的方式托裱了，使一些重要信息被裱在纸中，无法正常显现，只能透
着灯光才能看到。此外，文书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时间和内容的跨度很大，给释
读和研究都带来困难；有的文书所涉及的方面很难找到合适的研究者。
与此同时，和前辈学者相比，我们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如上所述，
此前吐鲁番出土文书基本上都已经整理出版，并且有很多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特
别是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为我们的整理工作订立了标本，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本书的体例来做，许多具体
问题的处理方法我们也采用他们的方法，一些难以释读的相同字形的文字录文也
遵循他们的成果。另外，最近二十年，整个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取得很大
进步，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图录的影印、敦煌文献分类录文集的出版，以及相
关的研究成果，都为我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学术界虽然玉石混
杂，但整体上还是有许多进步，许多问题都有人在研究，可供参考，也可以请教
一些专家。此外，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电子文献的大量增加，给我们比定、缀合
文书提供很大帮助。在这些有利条件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圆
满完成了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
三、举例说明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1）文书的清洗：阚氏高昌送使文书
有些文书因为二次利用或其他原因，文字上涂了浓重的墨，遮住了许多重要
的信息。最明显的例子是编号为 97TSYM1:13-5 的文书，这是《阚氏高昌永康九
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165-166
页），但大部分被墨遮住了。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这件文书上的
墨迹被成功地清洗掉，露出了一系列外来使者的名字和高昌早期城镇的名称，但
其中的文字并不好认，直到 2006 年 8 月，我们才把所有文字释读出来。我就这
件文书撰写了《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
（《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 1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和《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
关系》
（《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分别讨论其中的城镇和使者问题，特别是
其中的外来使者，关系到丝绸之路、5 世纪下半中亚政治版图、高昌与外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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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许多重要问题。
文书中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
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
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
里的“吴客”
，竟然是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
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
“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
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
说就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出处。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发
向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
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南边的绿洲王国，翻过
天山即到焉耆，经过这里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等国。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
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
地图上面，就可以获得公元 5 世纪下半丝绸之路东西南北各国交往的历史景象。
我们知道公元 5 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
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
魏在 439 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448－452 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
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危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
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在 460 年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
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我们这件文书
可以看出，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也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
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
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与此同时，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嚈哒击败萨
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 5 世纪
初，进而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
焉耆等国。嚈哒的扩张并非没有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
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Skandha，454-467 年在位），都曾努力
与嚈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嚈哒的压力下，
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
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
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而送使文书所自出的高昌，再次向人们展示了它在东西南北各国
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
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2）文书的定名：唐写古诗习字残片（岑德润五言诗等）
编号为 2006TZJI:006v＋2006TZJI:007v＋2006TZJI:073v＋2006TZJI:074v 的
习字残片，我们最初看到的是没有展平的文书照片，许多字看不见，而且分在两
处。后来经过整理，我们又看到原件，把同样类型、字体的纸片放到一起。很明
显，这是一个学生习字，大概每三个字换另外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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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学生习字很多，一般不被研究者重视，《吐鲁番出土文
书》中对于习字往往不做作录文，只是在解题中提示一下。可是，我们发现这一
件并不属于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急就章》、
《千字文》或《开蒙要训》等习字模
板系统（这些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普遍的蒙学材料），而是两首古诗：
□帘 钩 未 落，斜栋桂犹开。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
岑德润《咏鱼》：
[剑] 影 侵 波[合]，[珠光]带水[新。莲]东自可[戏，安]用上龙 [津]。
检索传世典籍，可知岑德润是隋朝的诗人，南阳人。前面一首诗，我们没有能够
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其后相关的传世文学史料中找到，其性质应当是一
首咏月诗，与岑德润的《咏鱼》诗在体式、风格上都非常相似，体现了具有南朝
文人气息的清新小巧特点，可以拟名为“南朝或隋·佚名《咏月》诗”，按照吐
鲁番文书整理的习惯，我们把这件文书定名为《唐写古诗习字残片（岑德润五言
诗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56 页）。
这件写本大概是迄今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的第一件用古诗作为习
字模板的文书，它是利用唐代公文书的废纸背面写的，反映了唐代西州对于南朝
文学的崇尚，印证了唐初的西州也和内地一样，文学等领域都有着“南朝化”的
倾向。对此，李肖、朱玉麒合撰了《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
（《文
物》2007 年第 2 期）。
（3）文书的释读：
《唐开元七年（719）洪奕家书》
有许多文书的文字很难释读，其中有些是因为时代较早，和我们习惯所见的
唐代以后规范的文字有较大的区别。还有的是由于个人习惯，或者是签名部分。
这可以举 2004TAM396:14 背面《唐开元七年（719）洪奕家书》（《新获吐鲁番出
土文献》16 页）为例。
这个人写的字很有自己的风格，不容易释读，而且其中有别字、错字、同音
假借字，多亏书信的基本格式和词句是符合唐朝的“书仪”
（书信的模板），所以
可以推断出一些文字。我们的录文，又得到黄征、张涌泉两位俗字专家的订正，
现在基本可以读通了。其中说到洪奕这个人在两年前被征兵离开家里，来到西州，
所带的衣物，还算够用。开元七年五月一日，他被（伊西庭？）节度使简点，要
调往北庭。唐朝此時調西州鎮兵到北庭，可能是為了對應突厥第二汗國的進攻，
据内藤みどり先生 1995、2000 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从先天二年开
始，开元二年、三年、五年、八年，漠北的突厥汗国都曾发兵攻击北庭，因此北
庭的防务是当时很大的问题。洪奕的家信里写到他没有福分，被兵役征发到这样
远的地方，很怕老死边地，所以非常想家，恨不自死，说出了丝绸之路上征行的
士兵的心声。（相关研究见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西域文史》
第 2 辑，科学出版社，2008 年）
（4）文书的缀合和拼接：
整理文书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拼接，把原本看似不相关的碎片缀合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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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直接缀合，有的是复原碎片之间的相对位置，前后关系。我们在这方面花费
的精力和时间最多，而且这样的工作往往无法根据照片来做，所以大多数是我们
整理小组在吐鲁番博物馆摆弄原卷而得出的结果。这里可以以《唐天宝十载（751）
交河郡客使文卷》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31-340 页）为例。这个文卷共有 23
块残片，我们依据纸缝、纸的残痕、文书上留下的污渍痕迹、水印，特别是文书
上的客使到馆、离馆时间等等因素，最终将这 23 块残片整理成了 6 个断片。
这个《文卷》记载了天宝十载从七月下旬到十月初来到西州交河郡客馆居住
的官人、使者，从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使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宁远国的使者，即来自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而干纳（Ferghāna）盆地的使者，
他们在天宝十载八月前后，至少分为八个般次，以分批行动的方式来唐朝，其中
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
，恰好我们在《册府元龟》卷九七
一《外臣部·朝贡》条读到：“（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
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这是和天宝十载中亚发
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有关。
据阿拉伯文史料记载，宁远与邻国石国（Tashkend）不和，天宝九载，唐朝安西
节度使高仙芝应宁远国王之请而击石国。其实，高仙芝攻打石国的另一个原因是
石国当时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互勾结，严重触动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
厥故地的利益。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
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阿
拉伯人）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由于葛逻
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
除了宁远国使团，在这组客使文书的第（四）片上，还有一条信息值得注意，
即“使押天威健儿官别将宋武达一人囗[
”。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们整理的同
一批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十载（751）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
为补充缺人事》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此时的碎叶是与石国联合
的黄姓突骑施势力的政治中心，唐朝调遣位于青海西宁西南“石堡城”驻扎的天
威军健儿在天宝十载前往碎叶，无疑是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
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
客使文书第（六）断片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果毅栾贵一人，乘帖马八匹[
”，
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片言只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
客馆的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有
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说，见毕波《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新获吐鲁番
文书所见唐天宝年间西域史事》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辑，科学出版
社出版社，2007 年）。
新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馆文书，不仅使我们看到丝绸之路要冲的吐鲁番地区
送往迎来的情况，而且让我们对于中亚历史上著名的怛逻斯之战有了新的认识。
由拼接的断片中看到广阔的历史画面，看到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的各国使者的身
影，这是我们辛苦劳累的最好报答，也是我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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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给学界的最好成果。
四、《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后的反响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后，得到学界和出版界的好评。《中国图书商
报》2008 年 7 月 22 日有闵欣的报道《新出土吐鲁番公私文书：发现史籍中未载
的史实》；《中华读书报》2008 年 7 月 23 日刊有简短书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
献〉重推历史新材料》；
《文献》2008 年第 3 期、
《北京大学文科科研通讯》2008
年第 2 期都载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已整理出版的书讯。
真正的学术书评有：张涌泉、陆娟娟《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古
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 年第 10 期；王素《〈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书评》，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2008 年；孟彦弘《〈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 年第 10 期；王惠民《〈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吐鲁番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赵和平《新资料、新方法、新速度——初读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学辑刊》2008 年第 4 期；Wang Ding，“Rong
Xinjiang et al.(eds.) , Newly 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Beijing , 2008) ”，
Hamburg Newsletter of Manuscript Culture, No1, 2008；高田时雄《介绍〈新获吐
鲁番出土文献〉》，
《东洋史研究》第 68 卷第 1 号，2009 年；郝春文《〈新获吐鲁
番出土文献〉读后》，《敦煌研究》2009 年第 1 期；王启涛《字斟句酌，精益求
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吐鲁番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柴剑
虹《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感受》，
《艺术百家》2009 年第 4 期；赵红《细
节的力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西域研究》2010 年第 1 期；等
等。
2010 年 12 月，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第二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3 年 8 月，该书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入 91 种“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
书目录”。这无疑是对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员的最大鼓励和鞭策。
（2014-7-31 稿，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4 年第 11 期，1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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