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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李

强，
李

斌

中国纺织技术史学界多采用纯文本研究

服饰博物馆提供文本、美术作品中的图像信

方法，它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文本可信度

息、考古发现材料的支持，使其用有限的资金

的疑问，即文本本身存在漏记、误记、错记（纺

尽可能地展现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其

织技术的实践者是工匠，而记录者是文人）；二

次，
当前很多优秀的博物馆都致力于数字化中

是文本内容解读可信度的疑问，即文本研究过

但表征的形式和
国古代纺织技术史表征工作，

程中不可避免会经常出现歪曲实际内容，
甚至

内容比较简略，
皆因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

后世学人又有未经检验而引用这些歪曲文本

究不深入所致。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

的现象，原始文本由于种种原因而遗失或湮没

究可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数字化表征研究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堆中，可能导致歪曲的文本

提供比较详实、可靠的图像信息，同时为数字

成为经典。而目前国内采用“文本 + 美术作品

化模拟古代纺织机械的运动提供操作分析，甚

中的图像信息 + 考古发现”的多维研究方法，

进行
至可申请相关古代纺织机械模型的专利，

还不是很符合学术规范和缺少深入研究，
文本

纺织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可实现可观的经

本身就需要证明，却用以证明美术作品中的图

济效应。鉴于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

像信息或考古发现，并没有真正做到三者的互

值，本文将对其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研究

检和互证，很多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的文本、

内容、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研究思路提出

美术作品中的图像信息、考古发现都经不起认

笔者自己的看法，以供从事中国古代纺织技术

真检验，这使得很多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

史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并不能客观表征本原。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

1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本再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对中国古代纺织技

1.1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术史文本进行再研究，试图在大量文本研究基

国外比较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

础上，最终摆脱纯文体研究的范式，引入多学

文本很少，多以引用国内研究的某一方向为

科（譬如考古、美术、机械复原等非文本性的操

主，尤以德国科技史学家库恩所编写的《李约

作）的佐证，找到可以比较客观表征中国古代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纱卷》
（英文版）
（笔者曾

纺织技术史本原的编史学理论方法。此外，
中

在导师杨小明教授指导下对该书相关部分进

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究有着很大的实

行翻译和校对）最为细致。该书总结了 20 世纪

际应用价值。首先，深入研究可以为各级纺织

90 年代以前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纺纱技术、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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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文化比较有影响力的文本，成为后学研究的

知识面的广博和精深。因此，纺织技术史文本

信息源。但其缺乏对文本的鉴别，多引用为主，

研究必须与纺织考古、美术史、机械学史等多

虽然信息量大，但信息的真伪性还有待鉴别。

学科交叉，
采用多维度的方式表征中国古代纺

—缺少纺纱机具
此外，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

织技术。同时，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的文本研

的原理分析、
复原研究、工艺操作研究。

究虽然为历史文献研究范畴，但必须引入数理

国内研究的特点有三：①国内研究多以中

分析方法和复原实验，
只有这样再能将文献研

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中的文化、经济、社会

究检验完全让渡给读者，实现科学研究的一个

等外史研究为主，对工艺操作、工艺思想史、工

重要原则——
—可检验性，有利于纺织技术史文

艺变迁、工艺位移（指纺织手工业的某些工艺

本研究的科学化。

向非纺织类手工业扩散）的论述较少。②国内

2 研究内容

虽然有众多学者编撰的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
相关的专著文本，但其专著文本所使用的材料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
究的内容可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有一些是不可信的，譬如关于纺织技术的起源

（1）对涉及纺织人物和纺织故事的文本进

采用 10 万年前的山西许家窑出土的近千个石

行系统的整理，
将纺织传说人物和纺织历史人

球的考古报告作为佐证、小花楼提花织机的出

物作严格的区分，
概括出两者的异同以及彼此

现采用东汉王逸《机妇赋》中的记录、多综多蹑

的联系，
试图厘清现阶段纺织传说人物和纺织

织机出现的时间断代采用有疑问的 《西京杂

历史人物并行表征纺织技术历史本原的不合

记》作为证据等等，这些都存在一些偏差和拔

理现状，
同时将纺织历史人物和纺织传说人物

高。③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研究很少紧密

分别划入纺织技术史内史研究范畴和纺织类

地与考古学、机械学史、美术史等结合起来进

并详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传说研究范畴，

行复原研究，导致其复原的相关机械猜想成分

细说明划分的依据，
使纺织技术史文本和文学

过多，甚至有的出现辉格史观。譬如踏板斜织

文本得到有效的区分。

机的复原有夏鼐说、屠恒贤说、宋伯胤说等各

（2）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分时期区

种假说，他们假设中很多中间环节是缺失的，

别对待。①对先秦时期的纺织技术史文本，应

这一推论本身是值得再推敲的。再如水转纺车

尽量持怀疑态度。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言：

的复原研究甚至出现锭子竖放和锭翼加捻的

“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

辉格解释。④很多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一直停留

《诗经》其首也。”
题，
其真金美玉，
字字可信者，

在“拿来主义”的思维惯性下，即对中国古代纺

据此笔者认为以《诗经》中的纺织技术信息为

凡
织技术史文本缺少必要的甄别和深入研究，

依据，
对先秦时期的纺织技术工艺进行粗略断

是涉及纺织技术的文本信息不管真伪全盘接

代和操作研究，
作为先秦时期纺织技术史研究

受，甚至无视历史语境对历史本原进行拔高性

的基石。以此基石来研究其他先秦时期纺织技

解读，这使得很多纺织技术史文本仅仅只是文

术史文本，
对于高于《诗经》中所描述的纺织技

本，并没有真实地表征纺织技术史的本原。

建立献疑库，
以期后续
术的孤证文本，
可存疑、

1.2 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仪礼》等
研究。②对两汉时期编撰的《礼记》、

国内外关于纯文本研究方式的纺织技术

描述商周时期的纺织技术史文本，
笔者认为应

很多
史研究路径已经被证明越来越没有活力，

持保守态度，因为它们很难读懂，多借助汉代

都被证伪，因为文本所描述的内容甚至文本本

以后大儒们的注解来解读，
大儒们的解读是否

身的真伪就有待于深入的考证，这需要研究者

带有“以今观古”的观点，这值得研究者认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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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以比较可信的《周礼·

国古代织物纹样和中国古代织机的对应表，为

考工记》、
《说文解字》 中的纺织信息为下限依

将来纺织考古中织物纹样研究提供一份详细

据，以甲骨文、
《诗经》中的纺织技术信息为上

—纹样时间表”
。
的
“织机——

限依据，可判断和鉴别《礼记》、
《仪礼》中纺织

3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技术史文本之真伪。③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1：重点是对

期的纺织技术史文本，笔者认为《三国志》中关

真假杂糅的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内容进行真

于马钧十二蹑控制六十综的多综少蹑织机的

伪辨别；
难点是如何将隐藏在古代文本中的纺

记载是可信的，可力争将其复原出来（周启澄

织技术信息全部完整地找到。拟以比较可信的

先生已经提供复原思路），以此来奠定中国古

甲骨文、
《诗经》、
《齐民要术》、相关《农书》、
《农

代多综少蹑织机的研究范式。关于《西京杂记》

政全书》、
《天工开物》、
《蚕桑萃编》等文本中的

中一百二十蹑控制一百二十综的高级绫机的

纺织技术信息为准可信文本，粗略完成文本纺

记载，其真伪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复原研究。④

织技术史的断代，
以此断代对其他文本材料进

关于隋唐以后的纺织技术史文本，多数是可信

行证实、证伪、存疑，一步步地扩大、加深文本

的，可采用“文本多证 + 考古发现 + 复原研究”

纺织技术史的再研究，
同时以新的研究成果来

来检验其真伪，力争做到去伪存真。

多维证实或证伪准可信文本中的纺织技术信

（3）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
纺织技术图像信息，作为文本研究的有力佐证。

息，
使其更加可信。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2：重点是考

因为图像信息中涉及纺织技术的图像信息十分

古方面的纺织技术信息；难点是考古发掘报告

丰富，它们反映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对明确时间年代的
中纺织专题的甄别。首先，

从技术史角度看，
一部图像信息史就是一部包括

纺织文物拟采用现代纺织技术的表征方法对

纺织技术史在内的古代技术史。现有的纺织史专

其进行科学数理化的表达，
初步确立一个考古

进行证史和
著都是以纺织技术图像信息为基础，

纺织技术史简史；其次，以此考古纺织技术史

断代分期的（当然，
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

简史、
可信的纺织技术史文本对不能确定时间

没有纺织技术图像信息的纺织技术史文本专著

年代遗址中的纺织文物进行断代和研究。

是不完整的、
不足以让人信服的文本。
（4）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史，对各种涉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3：重点是中
国古代纺织技术图像信息的获取和客观解读；

及纺织机械的构件的断代进行深入研究，为中

难点是涉及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图像信息的美

国古代纺织机械的复原研究提供可信的支撑。

术作品很多遗失在国外，其获取的完整性存在

毕竟，复原研究中或多或少含有一些假设成

问题。如何看懂中国古代图像信息中的纺织技

分，如何使假设成分能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语

术这也是个难题。中国古代美术技巧和工程制

境，这非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史中的纺织机械构

各个时期的手法
图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

件的特点、
运动原理、时间断代不可。

如何，
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如果用现代西方

（5）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织物纹样的变迁，

的绘画、工程制图方法、技巧来评价中国古代

从织物纹样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织机的变迁，
以

的纺织技术图像信息，
会导致以今观古的辉格

此可以根据相关文本中关于织物纹样的记载

解释，
这对纺织技术史研究是极其有害的。通

中判断出当时织机的类型。因为织机的结构决

过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美术技巧和美学思想，可

定了织物的纹样，织物的纹样反过来又表征着

初步处理这些图像信息。

织机的结构。笔者认为可通过研究试图列出中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

18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六月 / 第五卷

第三期

究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在进行中国古代
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文
本、考古、美术作品、机械史、复原研究有机地
结合起来。

4 研究思路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
究思路见图 1：首先，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
文本、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信息、
考古中的纺织技术信息进行整理，
分别得出文
本纺织技术简史、纺织技术史图史、考古纺织
技术史。通过三者交叉研究和判断，
分别得出
可信的纺织技术史简史和存疑库；然后，基于
以上两者，来解构其他纺织技术史文本的观
点、分析过程，研究这些观点与分析过程之间
是否真的存在必然联系。最后，
基于大量的文
本、考古、美术作品、存疑库中的纺织技术信
息，进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的假设，再
通过多维路径证实或证伪，
完成中国古代纺织
技术史的全新解释，
完善可信的纺织技术史文
本的知识量。正是通过这种对文本不断的循环
证实、证伪，使文本更真实和更充实地表征纺
织技术史本原。
图 1：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文本再研究的思路

（收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