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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风广义》中的蚕桑丝织研究
文/曹

雪，
李

斌，杨小明

《豳风广义》是中国古代最为科普的民间蚕桑技术专著。由于作者杨屾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其不可
避免地得出关于中国古代蚕桑起源和祭祀的错误，又有其试图复兴豳地蚕桑的梦想的不可实现性。但是
《豳风广义》在技术实践上对理解《王祯农书》、
《农政全书》、
《天工开物》中相关工艺有着重要作用，特别对
连冷盘工艺、
经纱上机工艺的理解至关重要，
它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不可忽视的材料。对于《豳风
广义》中脚踏丝车的形制研究，文章认为纺织技术史界的研究有些疑问，其并非所谓非曲柄装置的久远形
无非是曲柄连结点的非卯榫化。
制的纺车，而就是很常见的脚踏纺车，
纺织技术；
考证
《豳风广义》；
纺织文化；

《豳风广义》基于《诗经·豳风》中载先秦关

养、饲摘、蒸缫、解纬、纺织之法，躬行获利，族

中地区的蚕桑活动，驳斥清代康乾时期关于关

党踵而效者，亦多丰其家，乃为图说集是书以

中地区不宜蚕桑的“风土论”观点，以作者杨屾

“夫邠岐俱
公诸世”
。杨屾在其弁言中明确言：

（1688~1785） 几十年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加

属秦地，先世桑蚕，载在篇什可考，
岂宜于古而

以参考古今农学巨著，
于乾隆六年（1741 年）撰

不宜今”。此外，
宫本昂在其“叙”
中更有甚者，

写而成为关中地区乃至中国北方经世济用的

渐及南地”
。[2]笔者认为
说蚕桑之事“起自秦中，

蚕桑专著。[1]《豳风广义》详细地介绍了从栽桑、 《豳风广义》所述蚕桑历史是有疑问的。蚕桑之
养蚕到缫丝以及纺、织等具体过程，用歌谣的

事在古代关中地区确实盛行过，
并一度成为中

形式，配之蚕桑图说，把桑蚕理论形象化、通俗

国丝织中心，
迨宋后逐渐衰落。但关中地区并

化，具有很高的科普推广价值。本文对《豳风广

不是蚕桑的发源地，
其蚕桑发源地的讨论的意

义》中的丝织文化、技术进行考证，以期客观地

义也并不大，
其蚕桑之衰微是与政治和经济中

反映这一蚕桑专著的历史文化、技术史价值。

心迁出关中地区、中西交通受阻有关，并非是

1 《豳风广义》与
“风土论”
之争的再考

环境变化即风宜气候所致。其理由有三：

《豳风广义》 成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驳斥关

（1）从纺织考古的材料来看，蚕桑起源于

中地区不宜蚕桑之事，鼓励关中农民从事蚕

关中地区，
并没有证据。最早的丝织品出土在

桑，改善生活。《豳风广义》
“叙”中德州知州宫

距今 5500 多年的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代

本昂所言：
“本昂唯唯，归而读之，盖秦中杨太

遗址，
其蚕丝为野的桑蚕丝。而距今 4700 多年

学屾所编辑也。太学因秦人识误于风土不宜之

前的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所出土南方最

说，耕而不桑，衣艰于食，博访栽压、修接、浴

早的丝织物却是家养的桑蚕丝。[3]至于比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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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遗址要早的关于野蚕的纹样的文物，笔者认

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关中地区集中了天下豪

为是不能充分说明出现丝织活动的，因为有可

强，其奢侈不言而喻，对于丝织品之需求更是

能这是一种图腾崇拜，毕竟“天蚕再变”给中国

甚大，这无形中刺激着关中地区的农民积极从

古人的“灵魂不灭、肉体转变”的生死观强烈的

事蚕桑。③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即是

刺激，
形成蚕崇拜到丝崇拜的转变。[4]

关中地区的长安（今西安），
长安成为中西方贸

（2）从相关古代文献来看，蚕桑是自东向

—输出商品的集中地，
输入商品
易的集散地——

西的传播，关中地区仅是传播路径中的一个节

的分散地，丝织品输出贸易的兴盛和发达，给

点而已。①我们从战国时期成书、记录夏代经

关中地区农民进行丝织贸易提供了平台，
刺激

济地理的《禹贡》中发现夏代管辖关中地区的

关中地区农民的蚕桑生产积极性。④自宋后，

—雍州并没有丝织品物产。直到
行政区划——

全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迁 （长安—洛阳—开

《诗经·豳风》 中有大量关于蚕桑活动的记载。

封—杭州），
中西方陆上交通大动脉被北方、西

这已经可以从文献角度证明关中地区仅是蚕

北的少数民族割断，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分

桑传播路径上的一个节点。②从鲁桑出现的空

别被临安（今杭州）和沿海港口取代，海上丝绸

间分布可证明蚕桑的自东向西传播路径。《诗

之路兴起。长安的豪强大户纷纷迁出关中地

经·豳风·七月》中“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区，使其丝织品需求锐减，同时关中地区失去

柔桑”一句描写采桑女只带筐，没有带上梯和

原有交通地位，使得丝织品交通成本过高，贸

竿，说明桑树定是鲁桑无疑，因为鲁桑低矮。可

易的平台逐渐萎缩，蚕桑在此不盛是必然。⑤

见，原产于齐地的鲁桑不远千里在春秋时期已

笔者认为杨屾所倡导关中地区大力发展蚕桑

于关中地区人工种植。直到西晋时期的《嘉裕

在当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关中地区的消费需

关七号墓室壁画一妇提笼采桑图》才确定中国

没有太大消费
求决定其丝织品只是小众需求，

西北甘肃地区已种植鲁桑。[5]明显鲁桑传播的

量，而当时南方丝织业区位优势已相当明显，

路径是自东向西的，这也间接可证明蚕桑的自

无论其气候还是技术关中地区都无法与南方

东向西传播。

相抗衡。即使如杨屾所愿，关中地区丝织业再

（3）关中地区蚕桑活动并不是风宜——
—气

度复兴，从根本上并不能使关中地区富裕，因

候所致，应该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和中西方交通

为其市场占有额不可能很大。

受阻，导致当地和外国奢侈品消费减少所致，

2 《豳风广义》中的丝织文化表述献疑

这也是杨屾没有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当

2.1 关于蚕桑起源的疑问

时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地区不再从事

《豳风广义》中关于蚕桑起源表述非常明

蚕桑的原因所在。①关中地区自春秋至现代

确：
“自伏羲氏采峄山之茧，抽丝为弦，以定音

2000 多年来真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气候

律，
而天下化。黄帝元妃西陵氏始为室养蚕，煮

变化巨大，已不适合蚕桑。诚然，沙漠中的绿洲

别尊卑，
垂衣
茧绎丝，
制袞冕，
绣九章，定仪度，

生态环境异常脆弱，气候在千年乃至百年内都

裳，
而天下治”
，由此可见《豳风广义》认为伏羲

会出现巨大变化，古楼兰突然被废弃即是明

氏利用野蚕丝制琴弦，否则不会采峄山之茧，

证。但关中地区并非绿洲而是盆地，自组织环

而黄帝元妃西陵氏则利用蚕室养蚕、煮茧抽

境很优越，不可能在千年时间出现气候的巨大

丝，
改变短制式的皮服而采用长制式的丝织衣

变化。从杨屾在关中地区实验蚕桑成功，
足以

裳，潜台词是丝织衣裳是最早的纺织品服装。

证明关中地区直到清代还是适宜蚕桑的。②关

对此，
笔者认为还是有待商榷的：

中地区自西周及秦到汉至唐断断续续一直是

（1）伏羲氏利用野蚕丝纺弦制琴，这是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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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可信：①伏羲氏以蚕丝为弦，可见丝纺技

“黄帝元妃西陵
帝时期成书的野史 《淮南子》，

术已经非常高明，这种技术基础应该在丝纺织

氏始蚕，即为先蚕”
，而同时期成书的正史《史

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而《豳风广义》

记》 中关于嫘祖的史料并没有其为先蚕一说，

中认为先有伏羲氏制琴弦后有黄帝元妃西陵

仅有短短 58 个字，
只记载嫘祖为黄帝之元妃，

氏发明丝纺织，这明显在技术变迁上是无法自

生玄嚣和昌意之事，
其他只字未提。[9]这足以证

圆其说的。②伏羲氏是神话人物，以其研究原

明一开始嫘祖为先蚕说也只是
“野谈”罢了，所

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有一定意义，[6-7]但其夸大

谓其他传说皆为“溢典”
，只不过是“五十步笑

成分太多，不能尽信。从伏羲氏与女娲氏的兄

百步”
，
其后才多见于正史罢了，
并不能证明其

妹关系来看，他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母系社会

“血统”
的纯正。②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祭祀先蚕

和父系社会之交，当时应该已经兴起农耕经济

或蚕神有两条路径，一是官方，
另一是民间，并

而非还是渔猎经济状态（伏羲氏发明网，说明

非《豳风广义》所说的一条路径。一般来说，官

是渔猎时代）。

方将比较重大的发明冠以上古的帝后，以显其

（2）
《豳风广义》中描述黄帝元妃西陵氏利

典范作用，
劝民耕桑，
如黄帝和嫘祖。而民间逐

用蚕室养蚕、煮茧抽丝，改变短制式的皮服而

渐将其先蚕或蚕神本土化，
以表达出百姓之神

采用长制式的丝织衣裳，这个表述有两层意

的愿望，如蚕马的故事在湖州被本土化为《蚕

义，一是最初的丝织衣裳是由家蚕吐的丝织

花公主》和《白马化蚕》等等。[10-11]

的，二是丝织衣裳是最早的纺织品服装，这也

此外，
中国古代关于什么时间设坛祭祀先

是不可信的：
①最早的丝织品出土在距今 5500

蚕嫘祖，
笔者也认为《豳风广义》引《农政全书》

多年的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其蚕

中
“汉礼仪志：皇后祀先蚕，礼以中牢。魏黄初

丝为野的桑蚕丝，并非是家蚕丝。②中国最早

高一
中，
置坛于北郊，
依周典也。晋置先蚕坛，

的织物是距今 6200 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

丈，
方二丈，
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兆四十步，面

器文化遗址第十层出土的葛罗织物，而非是丝

皇后至先蚕
开一门，
皇后升坛祭毕而桑。后周：

只有先发明茎皮
织物。[8]再者，从工艺上来看，

坛亲飨……”
言是有问题的。[2]、[12]因为缪启愉、

纤维纺织才可能有丝纺织技术的发明，
因为丝

缪桂龙两位先生在译注《东鲁王祯农书》时，勘

纺织是需要一定技术基础的，它不能凭空产

校
“祭祀西陵氏女嫘祖为先蚕，不始于北周时，

生，茎皮纤维纺织比丝纺织要简单，正好可成

自南朝宋元嘉以来，历代王朝设先蚕坛，祀嫘

为其技术基础。

祖为先蚕”
。[13]

2.2 《豳风广义》中关于丝织祭祀的疑问

3 《豳风广义》中丝纺织技术解读与问疑

《豳风广义》中对于丝织祭祀明确认为应

《豳风广义》中关于丝纺织技术基本上与

—嫘祖，可从《豳风广义·祭先蚕
该祭祀先蚕——

《王祯农书》、
《农政全书》相同，只是工艺名称

汉祀
图说》中可见一斑，
“历代所祭不同，即如：

和相关工具的结构不同而已，有些地方容易引

宛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三

起读的误解，
这需要进行比较解读。另外，
《豳

娘为蚕神者；又南方祀蚕花五圣者；此后世之

风广义》 中关于脚踏纺车已有被误读的地方，

溢典也”。这里所谓“溢典”即是指虚造的典故。

这需要重新审视原文。

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还是有些疑问的：①虽然

3.1 茧蛹处理技术和缫丝工艺

《豳风广义》 中祭祀活动的描写大多都是取自

《豳风广义》中关于茧蛹处理技术，杨屾已

官方的史料，但也不能保证官方史料的正确

做过实验，认为蒸茧法最好。并引用《王祯农

性。最早关于先蚕指嫘祖的描写来源于西汉武

书》、
《农政全书》 相关表述，
“频于茧上以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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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续添一扇在
试之。如手不禁热，
即扯去底扇，

3.2 相关著作中关于《豳风广义》脚踏纺车形

上”、
“不要蒸得过了，过则软了丝头，亦不可不

制的误判

及，不及则蛾仍生”。但《豳风广义》将《王祯农

有关纺织技术史专著认为《豳风广义》中

书》、
《农政全书》语焉不详地方作了补充，关于

的脚踏丝 车图（图 ２）是一种更 为久远的脚

怎么判断蒸得刚好合适，
《王祯农书》、
《农政全

踏纺车形制，这种脚踏纺车没有利用曲柄，

书》只是说“如手不禁热，恰得合宜”，而《豳风

踏板一端是被直

广义》则明确说“如手背不禁热，方是蒸得合

接安放在绳轮上

宜”，另外还补充“将蒸下茧子，尽摊于通风凉

的一个轮辐孔中

用
房内箔上，用铁刀拨动，厚三、四寸，候冷定，

来回抽伸。踏杆另

细柳稍微覆之”
。此外，关于笼内铺茧的厚度，

一端则架放在车

不同于 《王祯农书》、
《农政全书》 的“厚三指

后的一个托架或

许”，
而是根据自己的生产实践总结出“厚四指

凸钉上。并以此再

许”
。[12-13]由此可见《豳风广义》真不愧是一部以

反推东汉画像石

生产实践得出经验的蚕桑著作。

上的纺车形制信

关于缫丝工艺，笔者认为《豳风广义》中出

息。[14] 笔者认为这

图 2：
《豳风广义》中的脚踏丝车图

现中国迄今最早的一张关于“连冷盆”的缫丝

是一种误判。原因有三：①中国古代大多数

工艺图（图 1）。虽然“连冷盆”工艺早在《农政全

纺织技术的图像信息很多都不清晰，有很多

书》中提到，却没有插图出现（书中说有插图，

必须要用猜想才能得出从图到实物的结构。

但未见），但《豳风广义》中的《缫水丝图》即是

此外，中国古代机械的构图方法与现代的焦

“连冷盆”
工艺。所谓“连冷盆”简言之就是茧经

点透视法不同，不能基于现代的构图方法来

热釜缫后迅速放入冷釜（温水）中再缫，
经此一

审视 中国古代 图像信 息中的 机 械 结 构。 [15]

缫，连杨屾都赞其“精明光彩，坚韧有色，丝中

②若清季初期出现这种机械，这产生一种技

上品，
锦绣纱罗之所出也”。杨屾的缫水丝法极

术进化的倒退反演现象，不符合技术发展规

易被人误解为冷盆缫丝法，因为《豳风广义》中

律，有待再审，且这种纺车不具实用性，[16] 极

一句而没有任何关于
仅有
“乃冷盆所缫之丝也”

可能是相关观点持有者以图进行的猜想，因

《豳风广义》中也有
“连冷盆”
的相关信息。此外，

为没有任何民俗证据指向这一猜想。③关于

热釜缫丝法，
无非杨屾给名为“缫火丝法”
。

原文中个别词的理解，成为判断其脚踏纺车
的关键。笔者认为“又在前面地平木上复安
一横桄，桄中间安一铁橛，大如小指，长六七
分，以承脚踏板。板一头中间安一铁搅杖，撺
“孔
于轮板近轴处孔内，脚踏纺 之”中“撺 ”、
内”成 为解读这一脚踏纺车形制 的关键。
“撺”并不是指“抛掷”，而是指轮板近轴处挖
了一个孔，脚踏板一头前端的铁搅杖正好装
置在这个孔内，并没有通过卯榫结构联结，
所以用“撺”，这一结构在上海黄道婆纪念馆
的三锭纺车（图 3，见下页）中可见。假设“孔

图 1：
《豳风广义》中的“连冷盆”工艺

内”是 指轮辐孔 ，那为什 么在脚踏 板 一头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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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装置一个尖尖的铁搅杖？轮辐孔如此之

懂得整经工序，也未必看得懂这一古代工序如

大，不必装置这一铁搅杖即可完成操作。当

何完成，[18]这使得这些古代纺织技术史的文献

然这一操作会使纺轮转动极不稳定，这很难

受到极大的质疑。但《豳风广义·经丝图说》中

用于丝纺。由此可见，这一所谓更为久远的

不仅将图 ４ 描述得非常清楚，还将其后将如

脚踏纺车形制在《豳风广义》中并没有出现。

何操作上机也说得很清楚，
“经毕，在交橔外右
边空处剪断，将交用丝绳贯在两边拴紧，将两
头俱挽一结，
再用绳拴紧。然后用缠籰一个，将
有交一头，以壮绳拴系钉上，一人执定（锭）缠
旋卸旋缠，缠讫再上紖
籰，
缓缓将经牙上丝绺，
牀”
。在《豳风广义·紖牀图说》中又有承上启下
的描述，
“ ……将缠籰上收下经缕，无交的一
头，
拴系天籰钉上。一人搬转天籰，
一人两手执
住缠籰，
旋放旋缠……”
。这些文字描写可使读

图 ３：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中的三锭纺车（李强摄）

3.3 经纱上机工序的充实与详解
《豳风广义》中的经
关于经纱上机的工序，
丝图（图 ４）、紖丝图（图 ５）及相关文字说明

者一读便懂，
这是其优于《王祯农书》、
《农政全
书》之处，笔者认为在丝织方面《豳风广义》的
相关描述是中国古代最全面和详细的，
这一直
以来被学界所忽视。

是中国古代对这一工序最完整和通俗的表达
《农
方式。比《豳风广义》影响大的《王祯农书》、
政全书》都仅用经架图和寥寥几句，两者关于
经架的文字部分是一样的，具体操作也说之不
详，且《农政全书》中的经架图（图 ６）似乎有些
，而图 ６
问题，因为原文中有“先排丝籰于下”
中却是轴，
与《王祯农书》中的经架图（图 7，见
下页）不同，显然《农政全书》的经架插图是有
问题的。此外，
《天工开物·乃服·经具》中对于
图 5：
《豳风广义》中的紖丝图

如何经纱上
机仅用“或不
过糊，就此卷
于的杠，穿综
就织”
，[17] 读
后并不知经
纱如何上机，
因为前后工
序操作描述
不连贯。即使
学过现代纺
织技术的人

图 4：
《豳风广义》中的经丝图

图 6：
《农政全书》中的经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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