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韘考
文/李

芽
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钩弦工具，
其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到战国晚期，从西汉早中期开始，韘渐渐衰

落，至清代则以扳指的形式在满族这个骑射民族中广为流行。韘其初为实用器，从东周开始则逐渐转向权
力的象征和装饰用的佩玉，
称为
“韘形佩”
。清代满族早期使用的扳指普遍都是用木、
革、角来制作，后因受汉
文化影响，开始使用美玉及各色宝石等材质，扳指便日益丧失其实用性，而逐渐成为贵族男子一种时髦的手
饰品。研究韘的发展沿革及其文化内涵对于了解中国古人的世俗生活及审美意趣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钩弦
韘；
扳指；

韘（弽），也称決。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

执弦，
《诗》云：
王棘与檡棘，善理坚刃者皆可以

韦部》：
“韘，射決也，所以钩弦。以象骨、韋系，

为決。”
清代大儒胡培翚（1782-1848）正义曰:

着右巨指，从韋枼声。”北宋成书的《广韵》卷

“決，
著右手大指，
所以钩弦。生时用象骨为之。

五：
“韘，
射決张弓。”即韘为古代套于右手大拇

……组系，将以结于腕者。”根据以上文献可

指辅助张弓射箭的一种工具，其一般用象骨制

知，先秦时期葬礼用決的质料为木质的，以王

作，内衬柔皮。因用不加保护的拇指拉弦开弓

棘或檡棘为主，
生时所用质料则为象骨。现今

会感觉疼痛，也使不上力气，所以需要戴上韘

古墓中出土的木质、
漆质和牙质等材质的韘都

来保护。湖北荆门包山楚墓 2 号墓出土的一件

有，但明显数量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这些材质

骨韘，里面衬着一层皮垫，以黑丝线锁人字纹

易腐的缘故。

边，[1]此骨韘内里所衬之皮垫，就是韦。明清之

现今出土最早的韘为商代晚期殷墟妇好

交学者王夫之（1619-1692）
《诗经稗疏》曰：
“決

墓中的一枚玉韘（表图 1,见下页），下端较平，

之内加韦以护右巨指，不使弦契指而痛。今初

正面雕
上端呈斜面形，
中空，
可套入成人拇指，

学射者或施方寸熟皮于指決，俗读为挤，斤

有兽面纹，兽目上方有一条横向凹槽，应是用

清代满族男子
(今)北人谓之扳子。”也就是说，

于钩弦所用，兽目下方则有两个穿孔。那么韘

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的扳指就是由韘演变而来

上为何要有穿孔呢？根据胡培翚正义：
“组系，

的。清宫旧藏玉扳指少数内里衬金片一周，
或

将以结于腕者。”因无论是骨韘还是玉韘，
都较

即韦之余韵，只是清代的扳指大多是作为手饰

为光滑，戴在拇指上容易滑落，因此需要用细

品佩戴，
其实用性已不是主流。

绳缚于手腕(图 1,见下页)，
故此，作为实用器

根据西汉成书的 《仪礼·士丧礼》 载周礼

的韘上便具有穿绳所用的小孔。从东周开始，

曰：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东汉末年经学大

韘逐渐从单纯的实用器转向权力的象征，称为

师郑玄（127-200）注曰：
“ 決犹闿也，挟弓以横

“韘形佩”
，不再戴于手上，造型也越来越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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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化、复杂化，因此

前低后高的斜面，无钮。正面为素面或有兽面

是否具有穿绳用的小

纹，下端一般有用于系绳的小圆孔，背面有一

孔也就成为了判断其

较深的勾弦用的横凹槽。除了妇好墓之外，还

是否是实用器的一个

发现于陕西扶风北吕周人墓地、
天马一曲村晋

依据。[2]

侯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表图 2）。
第二种形制主要集中在东周到汉初，器身

韘作为实用器，
从出土文物来看，主

平面呈椭圆形，
中孔圆大，器身较高，部分上端

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到

出现尖顶，一侧向外伸出呈坡状。其中最主要

战国晚期，从商代到

的变化是钩弦用的凹槽被凸起于器身一侧的

西汉中叶，韘的形制

钮代替，
钮的造型有比较平直的（表图 3），
也有

主要经历了两种演变(表 1)：第一种形制主要

呈钩状的（表图 4），
也有一些造型比较夸张（表

集中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一般器身呈圆筒

图 5），到了汉代，钮又呈退化变短或消失不见

状，中孔圆大，器身较高，一端平齐，另一端呈

的趋势（表图 6），应是韘逐渐转为佩饰的一种

图 1：
戴韘示意图

表 1：中国出土韘的代表形制图表
形制

第
一
种
形
制

图像信息

说明
表图 1：玉韘（商代晚期）
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高
2.7-3.8 厘米，径 2.4 厘米，壁厚
0.4 厘米。下端较平，上端呈斜面
形，中空，可套入成人拇指，正面雕
有兽面纹，下有两孔。 [3]
表图 2：玉韘（西周）
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标本 M2001:
652,出土于墓主人腹部右侧。青玉、
背面有四个细小穿孔，
分别透穿于筒
端平面上。高 3.15 厘米，最大外径
3.4 厘米，
筒壁最厚处 0.4 厘米。[4]
表图 3：玉韘（春秋晚期）
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对。长
4.2 厘米，宽 2.8 厘米，孔径 2.1 厘
米。

第
二
种
形
制

表图 4：鹰首金韘（春秋早期）
陕西韩城春秋宝藏。出土于墓主人
右手掌下方。长 5 厘米，宽 3.5 厘
米，
高 2.3 厘米，
孔径 2.3 厘米。纯
金质。

体现。此时制韘的质料也增多，
除玉之外，还
木和牙质等。
出现了金、
骨、
漆、
石、
尽管汉末之后墓葬中不见有韘出土，但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韘的使用。明初王彝（？
-1374）曾有诗曰：
“忆昔少年曾任侠，身轻欲
飞衣袴褶。晓起冲寒行且猎，
强箭如雨脱韝
[7]
韘。”
韝是缠绕于左手小臂处束袖之物，便

于射箭。诗歌描绘的就是一幅清晨策马射
箭，
乃至韝、
韘都为之脱落的场景。可知韘对
于擅长骑射之人来说是常备之物，只是可能
大多不用珍贵材料制作，易腐，且不为一般
人所特别关注。明代很少用玉做韘，
目前仅
见的一例出于南京江宁殷巷沐睿墓，素面，
矮端一侧表面
有一道凹弦纹，
无穿孔。形制简
洁，
无钮（图 2）。
沐氏家族是明
代地位 显赫的

表图 5：玉韘（战国）
江苏省苏州市浒墅关真山 D3M1 出
土。长 4.7 厘米、宽 4.5 厘米、高
2.1 厘米、
孔径 2.2 厘米。 [5]

军事世家，其墓
中出土的无孔

图 2：玉韘（明天启七年，
1627），
南京江宁殷巷沐睿墓出土。直径
3.5 厘米、宽 1.2 单位厘米[8]

玉韘当是其战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物。
表图 6：玉韘式佩（汉代）
陕西省阳陵陪葬墓出土[6]

韘在清代则演变成了扳指，被清代满族
男子戴于右手大拇指上，尤以玉扳指为多。
此外还有牙、骨、木、及各色贵重宝石，如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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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玛瑙、
琥珀等等。近人徐珂（1869-1928）
《清

少，本是作为习武之用的扳指，逐渐成为一种

裨类钞·服饰》载：
“扳指：一作搬指；又作挷指，

时髦的手饰品，上自皇帝与王公大臣，下至满

又作班指。以象牙、晶玉为之，着于右手之大

都喜爱佩戴扳指。其
汉各旗子弟及富商大贾，

指，实即古所谓韘。”清代扳指的形制为圆筒

质地也由原来廉价的的皮革、犀角、驼骨等扩

形，上下端平直，乃是仿自蒙族使用的角韘、革

大至碧玺、
水晶、
玉、
翡翠等名贵材质。

韘，而非仿自内府旧藏的古玉韘：
“汉玉古韘今

综上所述，韘作为一种钩弦的工具，主要

颇有，但其制椭而细，为文玩则可，钩弦发羽未

流行于商代晚期到战国晚期，
从西汉早中期开

若今韘之胜今弓也。”乾隆帝所见汉玉韘
“其制

始，
韘逐渐衰落，
明代仅见一例玉韘出土，到了

椭而细”，
据推测，应与明代南京沐睿墓出土的

清代，则以扳指的形式，又在满族这个骑射民

相同或近似。

族中广为流行。先秦陪葬用韘主要为木质，生

从 清宫 传 世的

者用韘主要以骨角、皮革等来制作，富贵者则

玉、翡翠扳指来看，

以玉为之。其初为实用器，从东周开始则逐渐

它们在当时已 经完

转向权力的象征和装饰用的佩玉，称为“韘形

全作为 纯粹的 装饰

佩”
，清代的扳指则逐渐成为贵族男子一种时

品，
而不具备任何实

髦的手饰品。

用价值了（图 3）。这
些扳指，光素者表面

图 3：
白玉梅花纹扳指
高 2 厘米、
直径 2.5 厘米，
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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