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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镫起源与传播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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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由于被认为与军事和社会变革具有重要关系，马镫的发明与传播

素来为学界所重视。区别于不晚于 4 世纪初出现的鲜卑类型的东北亚长柄马

镫，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马镫模型很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其起源的证据，这提示

我们在讨论马镫起源时应充分考虑游牧生活对骑乘辅助技术的需求驱动。为弥

补考古资料对于讨论的不完备性，文章试图运用技术史、知识史、图像分析和社

会历史与境等研究思路，指出在以往所认为的从单镫到双镫的演进脉络之外，马

镫传播的总体方向存在从蒙古高原到东北亚，再到汉文化区的可能性。单镫有

可能是马镫的简化，而不是其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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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镫是一件看上去不起眼，但却被认为对古代社会进步意义很大的技术发明。它是

骑马时的踏脚和支撑装置，通常近似于半椭圆环状，上方由皮革、铁等具备较高强度的材

料制成镫环，下边缘可以用木或藤条为芯，外面包裹上铁片或皮革，或者直接用金属做成

踏板。马镫一般成对垂于马鞍两侧之下。上马时，骑者可以脚踏一侧马镫跨上马背，骑行

时，双脚穿过马镫，起到帮助稳定身体的作用。疾驰时，骑者以马镫为主要支撑点，站在马

镫上，上身前倾，使人马结合更为紧密，从而解放骑者双手，使之能在马背上做左右方向的

动作。
国际学界对马镫的发明、传播及该技术对军事、社会的重要意义产生兴趣，已有超过

半个世纪的时间。尤其是美国学者林恩·怀特( L. White) 对马镫与中世纪封建社会具有

显著关系的论述［1-3］，长期引起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和争议，甚至被称为“马镫大辩论”
( Great Stirrup Controversy) ［4-9］。大多数学者认同中国是马镫这一发明的起源地，而中国

学者又拥有观察和诠释国内出土相关文物的先天优势，杨泓、齐东方、王铁英、陈凌、田立

坤等诸家观点在国内具有代表意义［10-15］，其要旨可概括为: 铁马镫是为骑者提供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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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的一个革命性新阶段; 马镫出现于农耕与游牧文化相碰撞的魏晋时期，尤以鲜卑墓

葬所出双镫为反映制作技术的代表; 用于骑乘的马镫前身为协助登马的单镫; 马镫西传系

借助突厥和西迁的阿瓦尔人之力。以上学者均搜集甚多学术资料，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对

不同地域出土马镫进行类型学划分并比较相对年代，据此提出关于马镫大致传播路线的

不同见解，对马镫的意义也有不同程度的正面评估。
如上简述，国内外学界对马镫的讨论不可谓不多，但应看到的是，绝大多数学者仍或

多或少延续了林恩·怀特的论述框架。即一方面，突出外来技术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革

产生的影响，这对于倾向于反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学者，以及对于寻求民族自豪感的部分中

国学者，都是容易接受的。另一方面，军事需求被视为马镫技术出现和传播的主要驱动

力。然而，对于这两条展开论述的思路，国内外学界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质疑①。此外，

就科技史研究角度而言，对于马镫这一个案，须考虑到它显然不同于现代科技发明中每一

细微创新都可能有专利性文献记载予以标示，从而能够追溯源流“印记”。马镫的技术原

理与制作技术均相对简单，所蕴含的多为缺乏古代文字描述的实践性知识，而且在出土证

据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也必须防止运用考古类型学做过度诠释。鉴于马镫的起源、传播和

技术演化脉络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结合以往为国内学者所忽视的考古证据，本文认为在

目前学界流行的单镫-双镫进化叙事之外，尚不能断然排除其他技术演化脉络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法国学者葛扎涅都( D. Gazagnadou) 于 2001 年发表的论文《论

马镫从东亚向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传播》［17］一文具有重要价值。此文认为马镫由蒙古高

原上的游牧民族发明的可能性大于汉文化农耕地区，并通过发掘时代相近的文献，提出马

镫在西亚传播路线，即以突厥和阿瓦尔人为中介，于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传入拜占庭和萨

珊波斯，再由波斯传至阿拉伯地区。以上论点或不无可继续讨论之处，但重要的是葛氏提

出马镫的出现可能沿循仪式、骑乘等多条可能的线索，这种描述历史的方式为马镫问题的

进一步讨论开辟了新的思考空间。
马镫是古代传播于欧亚大陆的重要技术发明，称其传播途径为“马镫之路”亦无不

可。本文试图在结合出土实物、图像资料、技术史和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探索知识的社会

需求与境，提供新的材料，补正包括葛氏在内的前人论点，进一步探讨马镫的发明地、出现

时间和“马镫之路”东段可能存在的新脉络。

① 例如约翰·斯隆( J. Sloan) 在 1994 年致林恩·尼尔森( L. Nelson) 的信中简明地反驳了马镫传入对欧洲封建

社会形成构成重要影响的论点，并列举了此前十余年学界对这个论点的各种看法( 参见文献［16］) 。斯隆与

国内一些学者( 如杨泓等) ，均持高鞒马鞍比马镫对骑兵更具重要意义的看法。这有助于我们把马镫发展的

历史与骑兵史相互分离地进行讨论。不过在公众史学界，马镫的发明普遍为军事爱好者所关注，林恩·怀特

本人在引述中或缺席或在场，但马镫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因对骑兵发展的作用而几乎被视为定论。一

些不严格的考古报道也不时把马镫的发现与古战场同时提及，从而给读者营造出模糊的印象。在 2016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推出包括马镫在内的 88 项“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后不久( 笔者在

这项集体创作中负责撰写“马镫”一条，不过本文较当时观点已有明显变化) ，在公共史学领域就有文章提出

马镫对于古典时期骑兵实战的作用被高估了。需指出的是，这类文章所引用的论据往往不够严谨和全面，尤

其忽视了欧美社会已经多有普及的罗马、波斯士兵装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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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镫的发明者

关于国内发现的早期马镫具体图像和实物，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好的梳理，尤其是对公

元 4 世纪前后被认为是从辅助上马的单镫向协助骑行的双镫过渡的关键时段。其中单镫

的主要发现有长沙金盆岭晋墓出土陶骑俑( 302) 上的马镫模型［18］和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

单镫( 西晋末东晋初) ［19］等，双镫则以南京象山东晋王廙墓所出陶俑( 322) 上的马镫模型

为明确年代的最早代表［20］。到稍晚的 4 世纪中叶至 5 世纪中叶，则有不少马镫实物出

土，如辽宁北票喇嘛洞( 根据同墓葬所出其他器物推测为前燕时期) ［21］、辽宁朝阳袁台子

墓［22］、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早期墓［23］、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24］、吉林集安万宝汀高句

丽墓［25］、山东青州南燕墓葬①中均出土了形态、制造技术相近的双镫，它们都以藤木等材

料为芯，以铜、铁、皮革在外包裹。至 5 世纪后半段，马镫在遗址和古文献中更为常见，可

认为马镫技术自此已处于获得普遍接受的阶段。由于在功能上从单一的辅助上马向更具

实用性的辅助骑乘演变是根据已有证据易得到的结论，且器物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学者

们将从单镫到双镫的演变视为马镫发展的一条显著脉络是容易理解的。
除直接、确实表现马镫的图像和实物证据外，学者们也曾面对不少间接、模糊证据

( 如一些游牧民族所用的金属牌饰和画像石刻、石雕上的线条) ，这些证据曾被一些学者

认为暗示马镫有可能在更早时间即已出现。但它们的有效性很自然地受到质疑( 目前来

看，一些质疑尽管结论或许合理，但论述尚不充分) 。② 然而以往国内学界似未注意到蒙

古考古学者曾报道过的匈奴时代马镫的发现。
蒙古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匈奴时期马镫共 2 件，一为蒙古国东北部肯特省扎尔嘎勒特

汗( Жаргалтхаан) 东南 27 公里的都勒嗄乌拉( Duulga uul) 匈奴时代墓葬所发现的马镫脚

踏部模 型 残 片 ( a ) ［26-27］，一 为 位 于 肯 特 省 东 南 的 苏 赫 巴 托 尔 省 西 部 图 布 欣 西 雷

( Твшинширээ) 附近的德勒格汗山( Delgerkhaan uul) 匈奴遗址 2 号墓出土的马镫柄部残

片( b) ［28］③。前一遗址位于克鲁伦河北岸，属于匈奴至蒙古时代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早

期活动的核心区域，而后一遗址距克鲁伦河约 120 公里，大致可与前者归于同一文化区。
据蒙古考古学者 D. Tseveendorj 报道，前一处匈奴墓葬所出马镫为铁质，年代约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29］考虑到位于今蒙古国中西部和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诺音

乌拉、查拉姆、高勒毛都等匈奴大型墓葬出土的器物纪年均为公元元年前后至公元 1 世纪

早中期［30］，出土地点较靠东的德勒格汗山马镫年代很可能稍早于这一时期。笔者尚未获

得另一件马镫 b 的详细情况，但据介绍与马镫 a( 图 1) 具有相近的年代和材质。如果对这

两件马镫年代的勘定无误，则它们显然要大大早于中国境内最早出土的马镫。此外，公元

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匈奴活动频繁的外贝加尔湖地区和与匈奴接触频繁的漠南地区，

①

②

③

据山东青州博物馆展示说明。
例如史晓雷博士曾告知笔者山东青州博物馆所展示的一块画像石上的骑马图像可能描绘了早期马镫的使

用，但经笔者从正面和侧面不同角度对该画像石实物进行观察后，认为被视作马镫的线条过于细微，其颜色

与石料底色缺乏明显的分层，因此很难说这是石刻工匠有意绘出的器具。
感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Yeruul-Erdene Chimiddorj 博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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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蒙古肯特省 Duulga 匈奴墓葬出土马镫( a) 模型［27］

迄今均未发现匈奴时代马镫，这暗示马

镫在当时即使在匈奴控制区，也是一项

只在局部地域应用的发明。
以往学者在讨论马镫发明时，往往

把目光聚焦于两个因素，即锻铁技术的

发展和骑兵推广带来的对驯马的需求。
现在来看，这两个因素对于马镫发明的

难得性往往会被夸大。首先从传统工艺

来看，现代蒙古人除用铁外，还用动物角

等材料制作马镫，因此铁马镫很可能是

游牧者获得关于马镫便利性的知识后进

一步发展的体现，早期马镫有可能由藤

条、皮革、木条等临时性材料制成。其

次，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论述都更重视匈

奴墓葬中发现的中原产品，以此证明中

原文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 这很大

程度上是游牧经济无法自给这一过时观点的余绪) 。然而，近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匈奴的

冶铁术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但通过欧亚草原-亚寒带针叶林带从西伯利亚南部( 尤以米

努辛斯克盆地为关键) 向东传播来的冶铁技术，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31］事实上，游牧经

济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交通要冲设置安置贸易服务和手工业者等定居人群的要

塞。在都勒嗄乌拉墓葬中随马镫出土的铁器数量也很多。［32］因此不如中原地区发达的铁

器制造能力并不妨碍马镫可以首先出现在匈奴时代的蒙古高原东部。
另一方面，在论及骑兵装备的发展与马镫的应用之间关系［11］时，往往难以辨明是因

骑兵战具与战术发展促进了马镫的发明或演化，还是马镫的出现参与并促进了骑战的发

展。事实上，马镫在胡化骑兵将领大行其道的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不见踪迹，而在中原文

化区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马镫却很难说是作为骑兵装备使用的。论者所忽视的是马镫在

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同样发挥巨大作用。自古以来定居民族就对游牧民族持有骑术高超的

印象。例如，在中外典籍中很容易找到类似于“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 少长则射狐

兔”［33］和“婴儿在学会不需要母亲说明就能站立的时候，马便将他驮在马背上了，你会觉

得人和马的四肢是生在一起的，如此紧固，使得骑马者总是粘在马上，就好像他是被捆绑

在那里一样”［34］这样的记载。诚然，与马的频繁亲密接触使游牧民更容易掌握驾驭马匹

的诀窍，但游牧民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遭遇类似于中世纪骑兵马上搏斗时对身体平衡的挑

战，这些挑战对于缺乏马镫的游牧民族同样很难克服。例如为套住不驯服的马匹，牧民有

可能受到强烈的侧向拉拽作用，这时如无马镫仅靠牧民腿部夹紧坐骑，很难维持必要的

稳定。
学术界将锻铁技术和骑兵装备的发展作为讨论马镫发明的核心前提条件之一，已有

很长时间。早在 1926 年，冯·勒科克( A. von Le Coq) 就指出，马镫的发明很可能出于两

种需求，要么是减少骑乘时的疲劳感，要么使不习惯骑行的人群易于寻找快速掌握骑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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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途径。［35］他和林恩·怀特的观点多为后来学者所引述。但此论点几乎忽视了游牧民

族在日常生活中对辅助骑行设备的潜在需求，很可能出于既然定居文化区内发现了马镫，

就要为其寻求出现依据的具有目的性的解释; 同时，技术的日常性进步并不像军事技术突

破和间接造成的政治变动那样引人注意，可能马镫在日常生活中已在使用，但没有引起人

们的重视，直到其被应用于骑兵作战。不论如何，马镫在汉文化区核心地域被发现，并不

能排除其他地区( 甚至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荒蛮之地) 在更早年代就已出现此项发明的可

能性，故而学者在讨论技术发明时，应充分、平等考虑环境和各种生产、生活因素对技术演

进的影响并进行跨文化比较，在全面评估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做出推断。
还需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骑兵作战装备发展与马镫发明应属于有所交叉，但

总体上平行发展的两条脉络。从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帕提亚及萨珊等王朝的浮雕图像中，

普遍能看到的是骑者的足部呈垂直状、类似于芭蕾的姿势。［36-37］这类图像随着伊朗文化

的广泛传播而遍及西亚、中亚、现代中国新疆的广大地区甚至中原地区的胡人墓葬，沿用

时间也很长，如直到公元 8 世纪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里仍然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 ［35］，83 页) 单从低于马的躯干且向下倾斜乃至垂直的脚面而言，萨珊图像与年代更早

或相近的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图像类似，都暗示着马镫在当时并未进入图像诠释所反

映出的当时观念里人们为解决现实需求所能借助技术手段的选择范围。直到萨珊末年

(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 ，在图像中方能观察到个别例外。赫尔曼( G. Herrmann) 指出，该

时期的塔克波斯坦( Taq-i-Bustan) 等遗址的狩猎场景中，骑手的脚面是朝前而不是典型的

芭蕾式，这可能暗示了此时马镫的使用［7］，其时间比起东亚马镫的出现要晚得多。而在

帕提亚时代，波斯人就已经发展出能与古罗马军团相抗衡的重骑兵。［38］无论在古罗马还

是直到萨珊时代早中期的古波斯，骑兵赖以保持平衡的主要工具都是具有特殊结构的鞍。
古罗马帝国骑兵可能从凯尔特人那里借鉴了鞍这种马具，其前后有四个用青铜制成的角，

以确保骑士能安坐于马上( 图 2 ) ［39-40］。而萨珊骑兵则是在鞍的后鞒上设置夹带将骑士

的大腿予以固定［41］。比起这两种技术解决途径，马镫能让骑手在马上更加灵活，但它不

是必须的。类似的情形还可以从骆驼骑兵那里看到。直到近代，沙漠地带还广泛使用骆

驼骑兵，他们常装备长矛、盾牌、弓箭等，但骑士在骆驼上很少使用镫，而是借助于专用的

鞍具［42］。此外，文化心理传统或许也为技术进步形成一些障碍，如在波斯观念里，不用马

镫骑马体现着更高贵的仪态［43］，故我们时常能观察到从马鞍上空垂下的马镫①。这对马

镫在波斯的传播无疑起到延缓作用。总之，从全球骑兵发展的历史来看，马镫并非骑兵战

术演进必不可少的因素。

2 马镫的早期传播

上述两件匈奴马镫的出土地属于蒙古中东部的漠北草原腹地。20 世纪以来在该区

域及此区域东北的外贝加尔地区，已经有多座时代相当于西汉的城址得到发掘，表明这里

① 这其中就包括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在图像上难以判断的贵霜骑马图像，其年代为公元 150 年。有人认为该图

像中的马鞍下附有踏板，不过笔者推测那只是马腹带的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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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罗马时代马鞍( P. Connolly 复原) ［38］

在匈奴全盛期是其活跃的统治地域，并存在具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① 不过，从现代地理

环境来看，蒙古国东部的肯特、苏赫巴托尔、东方等省的广大地区尽管属于草原，但除克鲁

伦河外，缺乏地表水源，即使是开展游牧等经济活动也有很大难度，目前这几省人口密度

在蒙古国也仅高于以戈壁为主的南部几省。②如果设想一条“草原丝绸之路”的话，它绝不

是一条安全顺畅无阻的有明显形制的道路，而是具有多个断裂或对穿越者形成较大困难

的环节。蒙古国东部就是草原丝路艰难维系或不易逾越的区域，无法支持足够密度的人

员来往。在这种情况，就会降低马镫这项技术得到传播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从这里向西直到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的图瓦地区的草原水草较为丰美，

而匈奴帝国也是从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东部逐渐向西扩张的。蒙古马镫早期传播的一条

路径很可能即沿此而行。陈凌等已经注意到图瓦、阿尔泰和蒙古高原等地出土早期马镫

呈现出共有的“8”字形圆镫，即镫环与穿之间连通的形态。( ［14］，212 ～ 229 页) 这种分

类很有统括力，因为在蒙古语中，马镫被称为 doroo，其词根 dor 的意义就是圆环。［46］但前

人少有论及的是这类圆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踏板的存在。宽阔或呈卵圆形的踏板能够

分散骑手给予马镫的压力，在降低马镫折断风险的同时还能让脚底更加舒适。葛扎涅都

推测踏板是马镫的最初形式，并以阿拉伯地区存在的类似发展脉络作为旁证，踏板的雏形

又有可能是简单的木条或金属棒。( ［17］，158 ～ 159 页) 实际上，考古学者所重视的马镫

虽整体形状随时代变迁，但踏板却一直保留至今，尽管往往加以雕镂装饰。这提示我们应

当至少把踏板视为实现马镫功能的关键部件之一，早期马镫有可能以各类材质的踏板结

合两端的连接部分构成。例如对于角质镫来说，制成踏板相对容易，但将其闭合成环就不

那么简单了，需要用皮革等材料制作悬挂踏板的系结部件。马镫不宜全部由柔性材料制

作，否则一旦与骑者脚踝发生缠绕，骑手有可能被马拖行难以脱离而面临生命危险。在具

①

②

马健把这个区域归为匈奴中心区域的东区到较外围的边疆区。参见文献［44］。
根据“蒙古统计信息服务”网站中关于蒙古各省人口密度的数据，1963 年蒙古国东方省人口密度为 0. 3 人 /
平方千米，远低于最西部的巴彦乌列盖省的 1. 0 人 /平方千米。参见文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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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定锻铁技术的地方，将铁条和铁片按需锻打并连接到一起，是较为理想的制造方法。
这在冶铁技术出现较早的叶尼塞河上游至匈奴控制地域中相对边缘的蒙古高原东部等地

区，算不得有什么难度。因此形态相近的早期马镫在这里及周边地区多有发现，曾扮演

“锻奴”角色的突厥人有可能在后世的传播中起到积极作用。遗憾的是，这类马镫均发现

于中国境外，目前笔者尚未看到对其进行科技检测的报道，所以它们的具体制作工艺仍有

待寻找时机做进一步探索。
东北亚到东亚地区的早期马镫与蒙古高原-图瓦一带出土的突厥类型差异明显，其起

源或可归于 4 世纪活跃于华北的慕容鲜卑。从位于黄河下游地区且时代相近的安阳孝民

屯、山东半岛以及幽并、东北等地区各遗址所出马镫来看，当时汉文化区内马镫的形态具

有一定地区性差异。北方所出马镫实物的镫环多为扁圆形，其中安阳孝民屯所出马镫更

接近椭圆，而北票冯素弗墓所出马镫则呈下宽上收同时带有弧形边缘的扁圆形，但其木质

内芯经复原仍为椭圆形( 图 3) ，这类马镫几乎成为后来鲜卑马镫的标准形式。安阳孝民

屯和冯素弗墓所出马镫均呈现出精良复杂的制作工艺，在揉木制成镫圈内芯的基础上，沿

镫圈外壁包钉鎏金铜片。这几块马镫的镫圈两端收束处会用三角形木楔填补，以抵抗踩

踏时对踏板的压力，避免镫圈变形。［20，24］东亚马镫与匈奴马镫的显著区别在于，不存在宽

阔的踏板，其脚踏部位截面呈内宽外尖、各边几近相等的倒三角形，尽管采用铆钉、木楔等

加固措施，但它的承压能力显然不如匈奴踏板式马镫。

图 3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马镫线描图［24］

木芯外包鎏金铜片的长柄马镫在 4 世纪中叶至 5 世纪的鲜卑、高句丽甚至日本古坟时

代前期等的墓葬中十分常见，在吉林集安高句丽太王陵中甚至发现鎏金镂花马镫。［47］①稍

为朴素的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也是木芯、包革、涂漆，面饰朱绘云纹图案。［22］②将木芯

①

②

集安高句丽王陵的发掘者认为马镫源于中亚，3 世纪时传入中原和中国北方骑马民族( ［47］，379 页) 。
该墓壁画中包括有车骑出行场景，骑者骑行姿态与汉代壁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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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镫包铜鎏金，绝非普通骑手所用，更可能是作为贵族随葬之物，可见这时精美的马镫已

是北方骑马民族贵族普遍喜好之物。
在 4 ～ 5 世纪中国北方所发现马镫中，虽有如安阳孝民屯所出的那种单镫①，但其他

多数为双镫。假如以往学者所认为马镫最早为置于马匹左侧的单镫，那它对于北方游牧

民族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即骑手在射箭时，通常用右手拉弓，如以帕提亚式射法转身向后

射箭，是向左转，这样在左侧设置的单镫就能发挥支撑作用。袁台子马镫是与同样木芯包

革、涂漆并带云纹的鞍桥配套制作的，出土时也被置于鞍桥下方，这暗示着制作普通马镫

和制作马鞍的工匠应具有同一化的技术知识。此外，在集安禹山下、辽宁朝阳北票等地还

出土了木芯包铁的马镫，( ［14］，214 ～ 215 页) 这类马镫可能比贵族化的铜鎏金马镫更贴

近现实使用，并在技术发展角度上具有更强的代表性。概括来说，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

早期马镫的结构特征是以桑木等揉制成镫圈，以木楔加固木芯的收束处，并在镫圈外钉上

金属片或皮革等。
马镫为木芯包金属，容易令人想起战国至汉代在匈奴墓葬中常见的铁芯包金饰品。

其早期代表性器物多集中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如内蒙古东胜碾房渠战国晚期的铁心

包金兽头形饰物和更简单的包金玛瑙饰物［48］、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所出盘角羊

纹包金带饰［49］②等。稍晚时候，这类器物出现在漠北地区，如额金河 I 号墓地 M27 所出

铁心包金镶嵌宝石的冠饰［51］等，我们还难以确定这仅是器物的传播还是已经深入到制造

工艺层面的传播。随着匈奴的草原霸主地位为鲜卑所取代，这类器物开始在较东部的区

域出现。例如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的前燕 ( 337 ～ 370 ) 墓葬出土过包银带扣、銙环

等［52］，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和土默特左旗等地的北魏墓葬中，也发现了这类器物。在制作

工艺上，它们通常是将包金部分与铁芯分别或分阶段浇铸，再以锤揲方式镌刻表面细节。
这与鲜卑马镫制作工艺尽管还存在明显区别，但从辽宁北票喇嘛洞 266 号墓所出马具来

看，这类工艺对马具制造技术可能造成影响，只是在细致的发展脉络上两者或还有些微差

异。除双镫之外，这座墓葬还出有在木芯外用铆钉固定铜鎏金的马鞍前、后鞒包片，其所

出马镫的制作方法为在选择形态适宜的木料后，将其末端揉曲合拢，再用皮革或铜片条在

包贴合拢处加以固定，但镫身并未完全由金属片包裹，这反映出它属于比冯素弗墓马镫更

朴素的技术特征。不过从考古证据本身，还无法确定这显示出该马镫属于更早的技术发

展阶段，还是反映着其真正使用者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或它较少承载因符合使用者个人

爱好带来的象征或纪念而较少付诸实用的意味。田立坤将这种技术概括为“屈木为镫”，

并把这副马镫与朝鲜半岛所出类似马镫加以联系，但在论文结语中说这类马镫“时间不

早于西晋时期”③( ［15］，60 页) 。笔者推测其判断可能主要来自于从高鞒马鞍的出现时

间向后推移。不过笔者认为这有画地为牢之嫌，因为游牧民族的技术演进未必需要在中

原王朝时代的起讫下给出过于明确的断代。总之，联系到马镫与金器制作技术的相似因

①

②

③

尽管安阳孝民屯所发现的是单镫，但有不少学者猜测这实际是双镫中的一只，参见文献［6］。
关于这件器物的年代，发掘者和乌恩、林沄、单月英等学者认为其所出墓葬为西汉早期，潘玲则定为东汉时

期，笔者倾向于认同西汉早期说。参见文献［50］。
在喇嘛洞马镫之前，这种制作工艺显然还有一定长度的前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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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影响范围和传播路线，东北亚马镫的制作有可能受到鄂尔多斯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影

响，而此影响是以匈奴为传播媒介的。
从技术知识与境角度看，匈奴人或其控制下的技术知识群体懂得用木材造车，如生活

于贝加尔湖一带并在西汉时期臣服于匈奴的丁零人，就以车轮高大的车子为特征而又名

为高车。在缺乏铁原料时，以木条作为马镫的主要原材料，对于匈奴而言没有太大难度。
公元 2 世纪鲜卑人进入蒙古高原，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大批匈奴部落，包括丁零在内，均转

而自号为鲜卑。［53］马镫有可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与包金工艺一并传入东北亚地区。在这

里，木材更加容易获得，马镫在制作工艺的选择上因而随之转变。
中国南方出土的早期马镫，在年代上还略早于华北和中国东北发现的早期马镫。这

是前面提到的在汉文化区内的单镫向双镫演变的技术发展脉络被学界广泛接受的重要依

据。不过笔者认为这还有更多可商榷的余地。首先，年代最早的马镫证据出现于公元 4
世纪初的今长沙和南京一带，从社会与境来看，这里对马作为交通、生产和战争工具的依

赖程度远不如北方草原地区，并不存在用马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条件。而且随着中原战

乱，当时北人南渡是人群迁移的一个主要方向，马镫很可能是随此传入南方的。问题在于

单镫是否是双镫的雏形，或者相反。笔者将从技术需求和图像细节分析等角度，探讨中国

南方出土的马镫图像究竟是后世马镫的雏形还是北方马镫的简化。
目前中国各地已出土了不少汉代骑马俑，画像石和壁画中也不乏骑马形象。依据场

景因素，可大致划分为牧马、仪仗、出行、狩猎、战斗等不同类型。而在各类场景中，所绘人

物的骑乘速度、方向多变性、动作幅度、平衡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亦存在对马镫高低不等

的技术需求。其中最常见的当属仪仗出行与狩猎搏斗场景。武威雷台汉墓铜车马［54］、河
南荥阳王村乡汉代壁画墓( ［55］，99 ～ 100 页) 等遗存提供了较典型的仪仗场景。其中骑

马者通常以马车为核心排成队列，从所绘马匹奔跑姿态来看，具有一定速度，但行进的方

向较为固定。这类图像中的骑者腿部近似于自然垂下，除以缰绳控马外，对于腿部提供稳

定性的要求不高，在没有马镫的条件下骑者加以训练，可以较好地进行骑行。狩猎场景以

陕西南郊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所出壁画［56］为代表。在这类场景中，骑手要以较快速度穿

山越野，并需做出骑射等摆动身躯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骑手的腿部向前蜷曲，显示出

腿部尤其是膝部需要以较大力量夹紧马匹。骑手若需采用向后回望的帕提亚式射法，通

常需要向左转身，从而带来身体重心的左右摆动。匈奴等草原民族寓军于猎，熟谙这类射

法，并以这类射法作为战争的主要杀伤途径，他们无需马镫就能满足迂回等军事战术需

要。如经过长期训练，农耕民族出身的贵族无需马镫也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在以

上两类图像中，并无对马镫存在过多要求的场景。但在搏斗等激烈骑行的场景中，对马镫

存在更高的需求。如河南密县打虎亭 2 号东汉墓所出中室东段券顶壁画( ［55］，83 页)

中，骑者右手持盾，左手持环形刀作砍劈状，所驱马匹速度极快，与之相映衬的是其他动物

的奔逃，呈现出极具动感的画面( 图 4) 。在此场景中，对骑者在前后方向上保持平衡性的

要求较高，因此所绘马鞍具有较高的前鞒; 而在左右方向上，由于两只手一持刀一持盾，相

对容易获得平衡，同时骑手腿部明显用力，似乎要夹紧马匹。从摹本来看，骑手足底有若

隐若现的两条纹路，似乎是足部所踏的马镫，但在原壁画封存的情况下，笔者暂不作更多

目的性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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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南密县打虎亭 2 号东汉墓出土骑猎场景壁画［55］( 原图见文献［57］)

回到被认为展现出马镫的两处中国南方发现。其中长沙金盆岭出土的一组马上奏乐

陶俑，属于前述仪仗类图像，从骑行时陶俑足部脱于马镫之外的姿态来看，单镫显非实用

( 图 5) 。在形态上，这件单镫镫圈呈三角形，下部平整，两端在上逐渐合拢，在合拢处不存

在起加固作用的填补部件而只是留出空隙，柄部与上方系带没有明显区隔，也没有标示出

柄孔的位置。从形态上不易看出这件单镫的具体材料。如果这件单镫是以揉木的方式制

成，则付诸实用时容易变形。年代略晚且同处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南京象山墓中所发现的

具有双镫的陶马，在形态上和金盆岭单镫相似，亦为三角形且两端合拢处没有填补部件，

不同的是这副双镫的柄带交接处更为明显，可以观察到柄部粗且较短，但仍看不到柄孔的

位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长沙金盆岭陶马佩戴具有竖线和菱形花纹的当胸，这应是对

战国至汉代皮革当胸的模拟。［58-59］但由于属于汉代的图像中缺乏对马镫的表现，笔者认

为晋代陶马当属于新出现的单镫与汉代流传下来的马具之结合。
从图像证据可以看出，单镫在制作技术上并不完善。在材质上它有可能是以木或皮

革制成，缺乏金属外皮的包裹，由于没有木楔支撑，在承重能力方面也有缺陷。当然，把它

视为马镫发展初期阶段的一种形态，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同时应看到这种假设并不具

备排他性，也就是说，考虑到单镫和双镫在时代上极为接近，甚至存在重叠，这场技术上的

革新是否确实发生在公元 4 世纪初这短短的十余年间，是很可疑的。更何况从中国南方

单镫向中国华北乃至东北的双镫演变，又与当时人口迁移大方向相逆。再者，安阳孝民屯

所出马镫，其制作技术与东北亚马镫相同却异于南方马镫，所发现的一只马镫应被视为单

镫还是双镫中的一只，也无法确定。总之，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南方马镫是东北亚马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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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沙金盆岭出土骑马奏乐俑(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方不谙马术者的一种简化的可能性①。
从实用性上来看，脚踏宽阔的匈奴-突厥类型马镫优于以木芯为镫圈的东北亚类型马

镫。到公元 6 世纪后期，在匈奴马镫基础上外形设计有所改进的圭首型马镫随突厥民族

的广泛影响而成为当时欧亚大陆上马镫的主要类型，向西远至保加利亚都有发现; 而以木

芯外包裹金属片为主要制作技术的东北亚马镫则逐渐被取代。

3 结 论

目前对马镫起源与传播的讨论，多是从考古学方法出发，在取得较好研究基础的同时

也带来种种局限。由于早期马镫证据仍很缺乏，尤其是对已发现的实物( 尤其是境外发

现的遗物) 尚未进行制作技术和模拟使用方面的科技分析，本文在初步介绍匈奴马镫的

同时，以技术史、知识史和社会与境探索等思路提出新的推测。但马镫的传播仍然是复杂

且具有多个不相容可能性的课题。本文在此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马镫的起源，尽管从汉代图像中仍可以做出种种猜测，但蒙古高原上的考

古证据使对马镫的最早追寻从相当于现代中国东北的农耕文化区转移到匈奴和游牧文化

区。随之而来的是解释技术发展的视角的变化，即从农耕文化对骑马技术的适应性需求，

① 技术上的简化并不等同于已发现马镫证据在时间线上的严格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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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游牧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对更好的辅助骑乘技术的内在需求。这启示研究者在讨论

中，应摆脱容易形成的农耕本位和后见之明，尝试形成更全面的探讨思路。
然后，马镫的发展不应限定于由辅助上马的单镫向协助平衡的双镫演变的阐释脉络。

虽然从功能、材料、考古信息、族群迁徙与境等方面可以把已有发现分类，但各类马镫之间

的关系，以往讨论并不充分，仍存有模糊地带和多种解释并行的空间，或者说历史并不必

然遵循现代人所想象的“合理性”而前进。本文初步论证了另一种传播和演进的可能性，

即南方单镫系根据实际需求把北方双镫加以简化的结果。
第三，马镫的传播不是一次性的。最初于东亚发明之后，马镫从公元 6 世纪后期到 7

世纪，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产生了第二次在形态和制作材料上的变革和传播。马镫在不

同地区的第二波传播呈现不同的特点，如中亚到中原地区以突厥式马镫取代鲜卑式马镫、
日本和朝鲜长柄式马镫转变为壶镫( “鐙口”或“あぶみくち”) ①等，而马镫使用的地域也

大为扩大了。而对于这次技术变革的起源、推动力和技术要素，学界目前尚无讨论，如在

这个视角上重新审视马镫向西亚和欧洲的传播历程，或能得到更多新的认识。

致 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史晓雷副研究员，蒙古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 Yeruul-Erdene Chimiddorj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冯立昇教授，内蒙古师范大

学罗见今教授，两位审稿人，以及邹大海研究员，为本文提供研究线索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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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Stirrup

CHEN Wei
(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stirrup is an attractive issue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cavalry and society in general．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frequently discov-
ered long-handle Xianbei style stirrups that date to no later than the C4th AD， the broken Xiongnu
stirrup models found in modern Mongolia are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this invention found to date．
This indicates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mands of nomadic daily life on the develop-
ment of this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incompleteness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ter-
pre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mage analysis and his-
torical context are applied to argue the probability of a general diffusion route of the stirrup from the
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to Northeast Asia， and then into the Han cultural area in North China．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single stirrup， which was employed to assist getting on horseback， was pos-
sibly a simplified style of the common stirrup， rather than an embryonic form．

Keywords stirrup， Xiongnu， nomadic lif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horsema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