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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

探索的重要发明。从古代印章和碑刻拓印技术得

到启发，公元 6 世纪，中国发明雕版印刷术，由

此开启从抄本复制到印本复制的跨越发展。11 世

纪，北宋毕昇原创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比 15 世纪

德国约翰·谷腾堡的活字印刷早 400 年，世界从

此开启活字印刷新时代。其后中国又先后发明木

活字、铅活字、铜活字，使活字印刷术不断得到

改进和发展。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知识复制

的效率，极大促进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的，该

技术以新疆作为中继站转化提升后以放射状传播

到世界各地。

一、印刷术沿“丝绸之路”从中原传
入新疆并得到广泛应用

新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

易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突出。历代统治者都特别

注意加强中原与新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

系。“内地的各种产品如丝织品、铁器、陶瓷器、

茶业、金银铜器、药材、日用商品、纸张及科学

文化典籍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除了在当地

销售，还经新疆再贩运到西域各国”。［1］印刷术

也是沿“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新疆，改造提升

后“多向外传”的。

众所周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不久，中国即迎

来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达的唐代。唐朝国家

统一、疆域辽阔、社会稳定，这极大地促进了文

化的发展和繁荣。科举取士的广泛影响和统治者

对宗教的宣传重视，特别是唐代文人意气风发，

促使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传统效率低

下的手抄书籍已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雕版印刷术便在此社会背景下快速发展。在雕版

印刷术走向成熟并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的盛唐之

际，回鹘政权受唐政权挤压，分三支分别在葱岭

以西、河西走廊和西州地区（今吐鲁番地区）活

动发展，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即现

今的维吾尔族，他们建立起回鹘高昌政权。这一

时期，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

也是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术传入回鹘地区的窗

口时期。“彼时，高昌回鹘举国皈依佛门，修

建佛寺、抄写佛典、传播经咒，这些都是刺激

印刷术传入的契机，且印刷术的传入，正好适应

了回鹘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要求及回鹘人焚香稽

首、传经布道的愿望”。［2］雕版印刷术很快成为

高昌回鹘地区的主要印刷复制手段。宋仁宗庆历

年间，毕昇改进了印刷技术，创制胶泥活字印刷

术，该技术也在发明不久即传入回鹘地区并得到

广泛应用。

由此可见，印刷术在中原地区应运而生后

试论新疆对中国印刷术发展和外传的
历史贡献

万安伦 赵梦阳 鲁晓双

［摘要］长期以来，新疆对中国印刷术的转化提升和“多向外传”的重要节点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印

刷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然而，关于印刷术

的发明权问题争议颇多，西方普遍认为其发明权归属于德国人约翰·谷腾堡，近年来，韩国、日本等也加入了争夺印

刷术发明权的行列。要完全厘清印刷术的发明归属权，向世界证明中国是印刷术无可争辩的原初发明国，必须论证清

楚印刷术是怎样外传的。而新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中国出版技术、出版文化的播散中心，研究印刷

术在新疆的接受应用、改良提升及“多向外传”，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当下，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双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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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便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新疆人民在

与中原人民的科技和文化交流中逐渐熟练掌握了

先进的印刷技术，并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之时

加以改良，改造为“字母化印刷术”后，就为其

“多向外传”奠定了重要的工艺基础。

二、新疆实物及文献发现为中国印刷
术原初发明国地位提供了重要物证

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雨量稀少，便于

文物的保存，近年来陆续出土了西夏文活字印

刷品和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文物的发现为中国

印刷术原初发明国地位提供了重要物证支持。

1991 年，宁夏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

至口和本续》，经研究发现，为世界现存最早的

木活字印刷品，填补了我国出土文物中只有雕

版印品实物而无活字印品实物的空白；经考证，

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的年代大约为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上半叶，这些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不仅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实物，也是现存最早

的“字母活字”实物。这一发现彻底否定了谷

腾堡是第一个用字母活字印刷的论点，表明中

国的字母活字印刷早于德国谷腾堡金属活字印

刷 200 多年。西夏和回鹘两个民族位于古代丝

绸之路的要冲，并在随蒙古大军西征中不断将

活字印刷的理念和技术向西传播，直至传到西

亚、欧洲、世界各地。

“我国出版大家肖东发认为，通过对西夏和

回鹘活字印刷品的分析研究，说明在我国中原地

区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这一技术便传到了西夏

和回鹘地区，在今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广

大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并为其西传创

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术背景”。［3］

对于中国的印刷术原初发明国地位，外国学

者也早有确定性记载。1585 年，西班牙传教士胡

安·贡萨雷斯·德门多萨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

帝国志》中说：“中国人使用印刷术很多年后，才

从陆路传入德国，这是可以肯定的。海路上，商

船也可能经红海来到欧洲，可能带回来一些书

籍。如此，就为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奠定了最

初的技术基础。看来很明显，印刷术这项发明是

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的确对此当之无愧。”［4］

这是较早的见到的外国学者直接认定谷腾堡的活

字印刷术“最初的技术基础”来自中国的欧洲文

献。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和实物证明，谷腾堡

的字母活字印刷术以及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受到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直接影响，至少也是在中国印

刷思想和技术理念的重要启发下发展起来的。虽

然由于活字印刷成本较高、印刷条件严格等一系

列原因，活字印刷没有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而德国谷腾堡的字母活字印刷术却后来居上，但

他仍只是活字印刷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革新者，

而不是活字印刷术的原初发明人。我们也不能因

此否认谷腾堡对印刷技术的革新成就，及其对欧

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新疆对印刷术的转化提升为印刷
术发展和外传创造了重要条件

印刷术传入新疆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应用并

获得重要的转化提升。古代新疆人民从中原地区

学会了印刷术，并在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改进和

革新了印刷术，为其发展和多向外传奠定了重要

基础。古代新疆聚集着众多少数民族，孕育了多

种文字，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为研究古代新疆

人民对印刷术的改进和革新，探索活字印刷术的

发展和传播，提供了珍贵物证。

其一，将直角方块字改为拼音文字。回鹘文

属于拼音文字，由 18 个辅音字母和 5 个元音字母

组成，字母又分词首、词中和词尾三种形式，且

字有长有短，这与汉文的方块字不同，回鹘人必

须对中原地区的活字印刷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改

革，才能将方块活字印刷术转化为适合回鹘文特

点的活字印刷术。在出土的木活字中，已有以字

母或动词词根为单位的活字，这就极大减少了活

字的制作数量，使活字印刷术由适用于方块汉字

演变发展为也适用于回鹘拼音文字，这就开创了

拼音文字活字印刷的先河，是世界活字印刷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西方世界拼音文字极为流行，因

而这一发现就为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在工艺技

术上创造了条件。并且“敦煌回鹘文活字不是单

一的以词为单位的活字，而是包含以字母、音节

（词缀）和词为单位的混合类型的活字，其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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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基本原理”［5］、“回

鹘文属于方块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之间中介性质

的文字”［6］，这就提醒我们活字印刷术西传的过

程，是先由中原地区传到西夏和回鹘，再由回鹘

经新疆向外传播。德国谷腾堡也不过是在这一活

字印刷技艺的基础上改进了印刷术，使其使用更

加的便利简捷。

其二，回鹘文最初是从右向左横写，后改

为从左向右竖写。回鹘文木活字虽深受方块字

的影响，但与汉字的高低一致不同，回鹘文一

个词后面可以缀接不同的构词或者构词附加成

分，因此虽宽度一致，但长短不一。回鹘文受汉

字影响改为从左向右竖写，符合活字印刷术灵活

变通的思想，使回鹘文印刷品也更加整齐直观，

属于回鹘人对活字印刷术的一种贡献。“从右往

左”到“从左往右”，与西方的写作和阅读习惯

更接近了。

其三，回鹘人在活字印刷术方面的另一创

举，是使用了栏线的拼接技术。栏线，是指围成

板框的四周黑线。在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当中，

就有一些用于栏线拼接的单个活字，其中有单

线、双线和一粗一细的并排文武线等几种，这一

工艺既体现了活字印刷的精髓，又使印刷物不失

整洁与大方，是回鹘人的首创，体现了回鹘人的

独具匠心和对活字印刷工艺的特殊贡献。

四、新疆是我国印刷术“多向外传”
的关键节点

新疆人民对汉字地区活字印刷的创造转化

和改造提升，为印刷术外传至拼音文字流行的

更广大地区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此外，

新疆承南接北、贯通东西的特殊地理位置，也

使其成为中国印刷术外传的重要驿站。我国维

吾尔族人民在连绵不绝的中外交往中所起的桥

梁作用又为我国印刷术的外传奠定了重要的媒

介基础。我国印刷术经新疆的外传路径从方向

上大致分为三路：向西传入波斯、埃及直至欧

洲；向南传入印度半岛；向北传入俄罗斯，并从

俄罗斯传入欧洲。新疆作为我国西北边陲对外

交流的桥头堡，在印刷术的多向外传中有首站

之功。

（一）印刷术沿“丝绸之路”主线快速西传

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大致路线为，先由新疆

沿着“丝绸之路”主线快速传入波斯（今伊朗），

再经波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西方世界。

印刷术在中原地区诞生之后，便开始沿着

“丝绸之路”传向新疆，并开始逐渐外传。元朝

建立的横跨欧亚、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加强了各民

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为我国印刷术的进一

步西传创造了条件。

元朝时期的维吾尔族先民中，涌现出了大

量杰出的人才，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印刷

术的外传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大军在远

征中先后征服了波斯等西域各国，伴随着蒙古大

军而来的是新疆的熟练掌握印刷术的维吾尔族文

化。虽然印刷术的西传在蒙古大军西征之前就已

开始，但西征为印刷术的外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契机，促进了印刷术的大规模西传。1294 年，波

斯的蒙古统治者凯嘉图汗，在伊尔汗国蒙古王首

都大不里士，曾直接效仿忽必烈印行纸币，企图

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尽管这一强制命令仅实施

三天便因全城罢工而搁浅，但这是波斯第一次通

过印刷纸币试行中国的印刷术，为我国印刷术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拉开了序幕，在世界出版史上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310 年，波斯著名的历史

学家拉施德·哀丁撰写了《世界史》一书，书中

对中国雕版印刷术和复印书籍的制作方法作了记

述，具有权威的史学价值”。［7］据此，我们认为，

波斯的印刷术是由我国维吾尔族先民在随蒙古大

军的西征中，通过新疆，沿着“丝绸之路”传入

的，并在之后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进程中，传向

了欧洲世界。

（二）印刷术沿“丝绸之路”南线传向印度

半岛

沿着“丝绸之路”南线，中国与南亚印度半

岛进行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往来，

新疆担负的是中转驿站角色。由于喜马拉雅山的

阻隔，“丝绸之路”南线只能先西行至新疆，再

到克什米尔，然后南折至印度南亚次大陆，这条

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前唯一通往印度半

岛的陆上“丝绸之路”南线。

在双方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互访的过程中，佛

教传入中国，中国的纸张和丝织物等也经此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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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古代印度，玄奘和义净是中国与古代印度宗教

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

条经济贸易之路，也是一条造纸术和印刷术外传

的出版文明传播之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是

相辅相成的，造纸术的外传是印刷术外传的先

导，伴随着中国造纸术的外传，中国印刷术的外

传也是必然的。发明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的中国造

纸术，于 9 世纪至 10 世纪经“丝绸之路”传入印

度，古印度从此有了用纸抄录的佛教经卷。11 世

纪至 12 世纪，沿着这条我国与古代印度交流最便

捷、贸易最频繁的经贸文化之路，我国印刷术途

径新疆和克什米尔地区，南传至印度。

（三）我国印刷术的北传

印刷术向欧洲的传播不仅通过新疆西传至

波斯这个路线，由新疆折向西北传入俄罗斯进而

转向欧洲这条线路也起了较大的作用。从历史上

看，元朝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强大的统一

政权促进了疆域内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和融

合，促进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快速传播。

最早提出中国印刷术是通过俄罗斯传入欧

洲的是历史学家约维斯，他在 1550 年说：“在

广州的印刷工人采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

各种书籍，包括历史和仪节的书，……因而，

我们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之前，

基种人和莫斯科人已经把这一种可以对学问发

生无比帮助作用的样本传给我们了。”［8］前述

西班牙传教士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志》也

指出：“在中国应用印刷术许多年之后，才经由

罗斯（Russia）和莫斯科公国传到德国，这是

肯定的，而且可能经过陆路传来的。这样，就

为谷腾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明者的人奠定了

最初的基础。”［9］

由于天山和阿尔泰山的阻隔，我国印刷术

的北传也是经过“丝绸之路”，先向西途径新疆，

进而在蒙古大军的远征过程中北传至莫斯科公国

并传向欧洲的。

“从全部史实来看，我国印刷术的外传不是通

过一次、一种渠道、一种方法；而是采取了多种形

式、多种渠道、多种方法，从而流传到世界各地，

对人类知识的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0］新疆

在印刷术的“多向外传”中都起着重要的桥头堡

作用，正是通过新疆，我国印刷术一步步呈放射

状传向各地、扩散开来，新疆在我国印刷术传播

过程中所起到的“改良提升”和“多向外传”作

用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时间也将会为这一历

史事实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

印刷术作为促进文明发展的手段，是属于全

人类的，理应在传播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改进，以

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但印刷术的发明权

却是有国界的，尤其是我国印刷术原初发明国

的地位、新疆对印刷术的转化提升及“多向外

传”的首站之功，应当在出版史、文化史、世

界史得到应有的评价。厘清新疆对我国印刷术

的改良之劳和外传之功，不仅是对出版史和文

明史的尊重，从当下“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高

度来看，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稳定和促进新疆

地区的不断开放与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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