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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戥学
术研究
文 / 李 强，李 斌，
夏克尔·赛塔尔
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常规阶段，
总有学术固化的现象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古代纺织技术
快速发展已近 40 年，似乎前人已经做完了“创世纪”的许多伟大工作，留给当下学
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做的事并不多。事实上并非如此。戥学术研究为感觉“无事可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究的学人
们提供一个继续前进的思路，
也体现出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学术的尊重和责任心。通过戥学术研究的复
盘研究，可以得出新认识甚至创造新知识。文章通过介绍作者近 8 年来还不是很成熟的戥学术研究成果，
向学界展示这种研究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古代；
纺织技术史；
戥学术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究已形成完整的

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

体系，有纺织院校的课程支持、有专业学术期

爱真理”
相契合。如果我们总是在传承师学、神

刊的平台支持（譬如《丝绸》、
《服饰导刊》、
《服

话师学而固步自封，
玩自己的圈子，
那所谓“圣

装学报》等）、
有全国技术史论坛这样的学术共

人”
、
“大家”之学问殆矣，因为迟早有一个“儿

同体的交流支持……其研究呈现良性发展的

童”
会拆穿“皇帝”
的新装的。笔者认为学问之

势头。发展至今，离不开众多先行者的辛勤劳

法门不外二步，
首先当然是学习、传承；
其次是

动，譬如朱新予先生、高汉玉先生、周启澄先

反诘和质疑，
这又与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

生、赵承泽先生、赵丰先生、赵翰生先生等。任

科学精神气质中“怀疑精神”和英国科学哲学

何一门学科形成体系后总会产生固化的现象，

家卡尔·波普的
“证伪主义”
相契合。笔者认为

特别是名师的高徒们总试图把他们老师们的

戥学术是解决学术固化，特别是小众学科（譬

体系丰富完善，或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老师们

如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固化的一把利器。
“戥

的学术观点或思想，体现出尊师重道的风范。

学术”一词是笔者（当时笔者在东华大学纺织

尊师固然重要，但不能为老师的错误观点、思

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杨

想、学术而讳如莫深，这样就有背重道的原则。

小明教授） 在 2008 年早秋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笔者认为，学人们因为对终极学问孜孜不倦的

组织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从中国科学院自

追求，才有尊师一说，应该是重道而尊师，这正

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先生处所知。戥，乃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5YJCZH08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Q104）
李强，
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常务副主编、责任编辑，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研究
成员，
湖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
江西服装学院服饰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李斌，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湖北省非物质
博士，新疆大学纺织与服装学院教师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研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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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铜点做刻度标记的微型秤，最大单位是两。

史为分类标准进行分类。虽然这种划分标准细

它主要用来称贵重物品，譬如金、银、药品。戥

化了分类，
但割裂了文化的系统性。笔者认为

学术则是把学术思想、观点当作贵重物品一

任何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染织类非物

样，用最精密的检验方法去重新推理、验证，
看

质文化遗产）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分类研究

其是否正确。这一研究路径使笔者十分着迷，

时应避免脱离文化去研究具体的非物质文化

一直陪伴着完成博士论文和到武汉纺织大学

遗产，因此基于文化维度的分类标准，笔者将

任职以来的 8 个年头。此中艰辛恐怕只有自己

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整个非物质文化

知道，
甚至多次想放弃这种研究路径。本文对

遗产分类体系中的第二级，将《保护非物质文

笔者的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戥学术的研究做

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级分类内

一个回顾和展望，以期更多的学人们敢于采用

容即文化维度的分类标准位移到分类体系中

这一种研究方法，去体会发现认识、将认识证

的第三级。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笔者工作后对

明为知识的乐趣。

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譬如笔者对湖

1 回顾

北红安大布和织带、
阳新布贴的研究都是利用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究的戥学术之关
键在于检验和评价相关文本观点的强弱，
而不

这一分类体系，
基于文化维度去研究它们的工
艺和发展对策。[2-4]

是一味引用别人的观点，甚至根据相关文本的

笔者其后在对中国古代纺织品文物复制

论据、论证、论点进行复盘，这样才能真正发现

相关文献的阅读中，
发现很多研究存在着很严

问题。

重的辉格解释，甚至完全将复制等同于仿制，

笔者的第一篇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研究

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疑问。譬如，
1988 年至

的戥学术论文是刊登于期刊 《丝绸》2008 年第

1994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以

12 期的“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

云锦传统工艺复制了商绢、战国塔形纹锦、战

征”
一文，[1]这篇论文是笔者读博期间王华老师

国舞人动物纹锦、西汉红地鹿纹锦、东汉延年

《世界纺织史》课程上指导的一篇课程论文。现

益寿大宜子孙锦以及都兰热水吐番墓出土的

在看来这篇论文有些稚嫩并不符合相应的学

唐代簇四小窠镜花锦、簇四联珠对凤锦、宝花

术论文范式，但却大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

团窠对鸟锦、
花瓣团窠瑞鸟衔绶 9 件丝绸文物

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物

战国、
西汉、东
珍品。用云锦工艺去复制商代、

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界定提出疑问，
因为

汉、
唐代的织物，
试问这是复制吗？云锦工艺在

笔者认为其划分具有明显的缺陷，其一级分类

元代萌芽，
至明清才盛行。这明显是用先进的

与二级分类的标准是不同的。一级分类是以文

这又与用现代纺
技术去仿制更为古老的织物，

化的维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 5 类：①口头

织技术去仿制古代织物有何异呢？只不过是以

礼
传统和表现形式；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

笔者认为，
我们在古
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

仪、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

代纺织品复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辉格解

实践；⑤传统手工艺。二级分类的标准更是不

释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当代人，我们用当代纺

同：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以文学分类标准进行

织品表征技术去表征它，做到检验复制的效

细分，表演艺术以艺术分类标准进行细分，
社

果。但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
文献中了解到古

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以民俗学分类标准进

代纺织品所处时期的农业、经济、社会、
科技思

行细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的分

想史、社会心理等方面去了解古人，真正做到

类标准是以哲学为基础，传统手工艺则以技术

复制古代纺织品文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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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笔者在阅读赵丰老师《中国古代丝

始纺织体系中三大链条从最初的分流到最后

绸艺术》一书中论及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与造纸

合流；
③原始纺织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必

感叹只有观
工艺、
印刷工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

然产物，
也是促进人类进化的因素之一。[8]2013

点没有论证过程，[6]因此想试着验证这些观点。

年笔者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人类进化视角的

在这一“戥学术”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新问

再阐述，
以期让学界认识到纺织技术和人类进

题：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雕版工艺的发展促

化密不可分，
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应该与纺织技

进了型版印花 (包括凸纹印花和凹纹印花)和

术没有发展起来有直接关系。[9]同时，
也让纺织

镂空版印花技术水平的提高。笔者通过对纺织

史学界认识到当今技术哲学的一个新观点：技

技术中的印玺、凸纹印花、凹纹印花、镂空版印

术是人类存在的方式，
技术并不是人类所特有

花和印刷工艺中的拓碑、雕版印书、活字印书

的，
人类只是技术应用最好的生物而已。技术

进行工艺特点分类和时间界定，发现并不是雕

其本身就是客观实在。

版印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型版印花和镂空版

2011 年笔者在总结 2010 年发表的 《中国

印花技术的提高，而是型版印花工艺中的凸纹

古代造纸印刷工艺中的纺织考》、
《中国原始纺

印花技术促进了雕版印书的产生。

织技术起源新考》两文的基础上，再对黄道婆

[7]

2010 年笔者完成了另一篇戥学术论文《中

与上海女性的高社会地位的形成、
英国纺织技

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新考》。该文是笔者在思

术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语“China”一词

考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时，采用文献溯源考

的丝织起源等进行探讨，发表《纺织技术社会

察分析，并对相关观点进行“复盘推演”
，发现

史中的
“蝴蝶效应”
举隅》一文。该文认为：
纺织

很多文献采用《投石索狩猎图》用以解释中国

技术的应用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

原始纺织技术是有些问题的。笔者首先认为其

它也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之一。从人类的纺织技

图解释 10 万年前山西阳高许家窑史前人类文

术诞生之始，
“蝴蝶效应”就一直存在于纺织技

化遗址出土的 1，000 多枚石球用于狩猎是没

没有原始纺织
术与社会的互动之中。一方面，

有问题的，但在如何利用其他材料和石球形成

技术 （兽皮的应用就是原始纺织技术的萌芽）

组合狩猎工具则存在拔高性的假设。原因有

的发明和应用，就不会有人类的进化，从某种

三：①考古证据显示人类 10 万年前不可能使

程度上来说，
纺织技术的应用早于现代人的直

用植物纤维；②中国大规模出现植物纤维绳索

接祖先——
——
—智人的出现；
没有中国古代纺织

的间接证据是旧石器晚期，网状物的间接证据

技术的辉煌和独特性，
就不会有中国古代造纸

是在新石器时代发现；③虽然神话不是历史，

术和印刷术的产生，就不会有中华文明的灿烂

但神话中蕴含着历史的成份。中国神话传说中

与辉煌，甚至世界文明的进展也会大大推迟；

发明绳索的人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伏

没有元代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改革，
就不会

羲氏，
与 10 万年前相距甚远。鉴于以上三个原

有今天上海地区女性地位高的局面；没有英国

因笔者提出与许家窑文化遗址中的石球组合

纺织技术革命，
就不会有世界近代史上影响至

的材料应该是动物肠子、皮带或原始皮绳，并

深至远的工业革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近

提出在用投石索狩猎过程原始人类发现了纺

代世界。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对于纺织技术的

纱加捻的原理。其次，笔者由“破”
到“立”
，
得出

发展何尝不起着
“蝴蝶效应”
。没有中国古人的

该文的主旨：①原始纺织技术遵循纺织技术体

桑信仰、
“蚕（龙）”
信仰、
丝信仰和先进的麻纺、

系的发展，由皮服（非纺织）→纺纱→织造→纺

丝纺技术的存在，决不会有中国的丝纺织，世

织品服装，但服装先于纺织品服装出现；②原

界上也不会有丝绸这一纺织品种的存在；没有

服饰与文化：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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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阶级社会、阶级观念的存在，由此导

它自发产生在互不关
种结构单纯的几何形式，

致的奢侈纺织品消费，就不可能有世界纺织技

联的文明中。而将这种纹样最早应用于丝织物

术的提高和纺织品种的绚丽多彩；没有近代特

的，应该是波斯的萨珊王朝 （公元 224~ 公元

别是 20 世纪世界人口的剧增和世界经济的市

642 年）。在中国古代丝织物上联珠纹不能自源

场化，决不会有化学纤维纺织品的出现和繁

且到隋唐时期才从西方引进，有其深刻的文化

荣，也不会随后出现众多的污染现象，也就不

和工艺根源：儒学自周初周公确“礼”后，即成

会有现在对纺织技术生产的种种设定。[10]

萌芽之势，重礼而顺天命成为其核心思想，而

2011 年笔者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 诗经

天命又与统治者相互感应，故有汉初董仲舒

> 中的纺织考辨》。笔者认为《诗经》中的纺织考

“天人感应”一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

证历来是研究春秋时期纺织技术史强有力的

《国语》 中有云：
“经纬天地曰文”
、
“天六地五，

工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同时疑问也很

数之常也。经之以天，
纬之以地。”
足见周代生

多，这就需要运用戥学术的视角进行探讨。譬

产、生活中已充分体现“顺天命”的正统思想，

如有些研究者对葛植物的利用没有区别对待。

丝织物上的经线成为联系天的介质，而纬线则

有的研究者认为凡是《诗经》中葛的描写就是

周时期有丝、
是联系地包括人在内的介质。商、

用于纺织，
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葛的用途在

丝织物的崇拜，人们寻求顺天命、求永生之宗

先秦时期有三：用途之一，葛藤蔓可供编织筐

教信仰，所以经线成为织物之根本，织物经线

篮箱箧等用。用途之二，葛藤蔓用水煮泡后所

道学早在黄帝时代
显花成为文化信仰。此外，

剥取之茎皮纤维可与麻媲美，供纺织及鞋用。

就产生，
其
“无为”崇尚节俭。纬线显花工艺较

用途之三，食用。葛根可以提取淀粉称为葛粉，

之经线显花工艺耗费更多的原料和工时，在生

是上好食品；葛的嫩叶还可作蔬菜食用。这些

产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被采用。战国时

关于葛的用途在《诗经》中都有相关描述。研究

期纬线显花织物的出现，
体现了社会信仰的混

者不能不细读相关内容而随便判断葛的用途。

、
“窃国者侯”
、
乱，
因为这一时期是“礼崩乐坏”

又如有些学者从《王风·葛藟》中推知葛藟是一

私欲横行、
价值观百家争鸣的时代，商、
周时期

种用于纺织用的纤维植物，且在春秋时期已经

成形的丝、
丝织物崇拜遭到破坏。而到汉初黄

《诗经》中的
进行了人工栽培。笔者从果树学、

老之术和儒学并用，
周礼复兴，
节俭之风再盛，

相关例子、春秋时期的经济情况分析，认为葛

这样纬线显花工艺不可能有生存的空间。南北

藟并没有人工栽培，更不是一种纺织用的纤维

朝时期“五胡乱华”
，
儒、
道两学再次势弱，
加之

理解为把丝纺织
植物。再如有的研究者将“绩”

带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的北朝、隋唐统治者采

成丝织品的过程，这显然是错误的。从汉字学

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生产力不断提高，人

角度，可以分析出“绩”为把麻类纤维劈开接续

们热衷奇巧之物，
联珠纹织物和工艺的出现是

起来搓成线。此类关于《诗经》中的纺织研究的

这一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12]

误解还很多，
在此不一一表述，可参考拙作。[11]

2011 年笔者发表的第四篇戥学术论文是

2011 年笔者发表的第三篇戥学术论文是

《中英水力纺纱机形制的比较研究》。笔者认

《联珠纹与中国古代织造技术》，这篇论文对存

为，
通过对水转大纺车和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

在于纺织服饰史界关于联珠纹的一些流弊进

形制的比较和研究，
不难理解水转大纺车是用

行梳理和分析。笔者对联珠纹和联珠纹在织物

来纺麻或丝的一种水力纺纱机，由于没有类似

上的应用作了区分。笔者认为在东西方艺术

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的罗拉式

中，联珠纹纹饰很早就各自独立产生，作为一

棉条握挟的装置，无法对棉纤维进行牵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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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法进行棉纺。而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纺

理假设。[14]虽然，
此假设受到某个研究者质疑，

纱机则主要是以棉作为原料进行纺纱，
虽然还

甚至该研究者到美国相关高校查阅相关专利，

有一些地方不够完善，如珍妮纺纱机的缺点是

力证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有四个罗拉作牵伸，

纺出的纱比较细，而且易断，但阿克莱特水力

但笔者也未看到对方对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

纺纱机纺出的纱坚韧结实，
比较粗。然而，
它们

具体原理进行阐明，所以笔者对二百多年前的

却走上了工厂化的道路。随后，克朗普顿发明

专利文献是否可信也起了怀疑。这些还有待有

的“骡机”则结合了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水

兴趣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力纺纱机的优点，使纺出的纱既细又坚韧结

2011 年笔者发表的第五篇戥学术论文是

实，不易断。水转大纺车与阿克莱特水力纺纱

《黎族原始腰机挑花的织造工艺》。此篇论文的

机在形制上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它们的命运

写作缘由是因为 2009 年初笔者在认真研读陈

却迥然不同。中国的纺棉机械无法产生五锭以

维稷先生所著《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

上的纺棉机，即不能将水转大纺车改进为多锭

分）
》专著时，
对黎族原始腰机挑花部分内容没

的纺棉机。究其原由，在技术上没有产生锭子

有读懂，
心有不甘。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直立、罗拉牵伸喂入棉条的装置固然是一大技

并于 2009 年 6 月初前往海南五指山亲身考

术困境。虽然技术上存在着困境，但绝不是根

察，
最终弄懂这一工艺。笔者采用直观的图例

本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棉纺织业是作为

解释了黎族原始腰机挑花工艺原理，并对《中

一种副业而存在。虽然，这种副业的产生解决

》的黎族原始腰
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了中国古代因人口大极增而带来的生产力过

[15]
机挑花工艺进行再解释，
让其更易懂和更具

剩问题，但却无法催生出棉纺织手工工场。因

传播性。在此，
笔者必须说明下，
当前一些关于

而，水转大纺车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地

黎锦织造工艺的研究，没有在历史语境下去研

球另一端的英国，却利用棉织业大力培植近代

究，把用现代技术设计下改良的织机，特别是

工厂制度，在哈格里夫斯与妻子由于纺棉纱太

用综蹑织机织出的“黎锦”工艺也称为黎锦织

慢而踢翻纺纱机，奇迹般锭子“竖立”起来，阿

造工艺，这显然是有悖历史性的，因为综蹑织

克莱特水力纺纱机更是确立了工厂生产制度，

机在汉族中普遍应用，而在黎族中很少运用。

从而点燃了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导火索，
西方

其实，在现代小样织机下也能完成黎锦织造，

工业文明从此也在世界上竖立了起来。通过对

无非是不能完成完全自动化而已。[16]一种民族

水转大纺车和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形制的比

特色的工艺应该保持原汁原味才有其民族性，

较分析和讨论，正是对“李约瑟问题”
从技术层

打着“传承与发展”的旗号去开发一种没有市

面上的一种阐释。 2014 笔者对此文中两个问

场效率的工艺只会适得其反而加速其消亡。[17]

题进行了重新研究：一是，珍妮纺纱机的历史

我们只有重视原汁原味工艺的传承性，
努力营

真象，通过研究发现珍妮纺纱机并没有罗拉牵

建其有限范围内的生态性（因为现代化生态有

伸和锭翼装置。由此，可见珍妮纺纱机只是纺

一种面上的普适性，传统生态只能在点上的生

纱技术史上一次比较成功的“退化返祖”现象，

存空间且这种空间也被逐渐压缩）才是真正保

这种“怪胎”的出现和迅速消失正好说明了：
技

护和传承。

[13]

术进化过程中具体阶段的“非线性”和总体趋

2011 年笔者发表的第六篇戥学术论文是

势的“线性”的对立统一。二是，对于阿克莱特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
—基于刘仙

水力纺纱机，笔者则认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

洲先生 < 手摇纺车图 > 的考证》。在论述中国

机只有三个罗拉作牵伸，并提出自己的牵伸原

古代手摇纺车史的时候，很多专著、论文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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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史学家刘仙洲

利用代代口传，其中掺杂着神话、传说等导致

(1890~1975)先生所藏的一幅“汉代”手摇纺车

其籍贯和发明创造的模糊性。黄道婆则因其身

图，作为实物证据来佐证相关的论点。该图看

份的卑贱导致其籍贯和发明创造事迹记载不

上去很像汉代壁画上图像信息的拓片，
让人相

详，
从而导致其模糊性。同时，
她们影响的深远

信其存在的真实性。但笔者在研究图像信息中

性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嫘祖是自上而下的

的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时，对比汉代画像石、
画

路径完成其作为“先蚕”
的崇拜，
即官方祭祀和

像砖、壁画中的相关手摇纺车图，认为该图是

崇拜→民间祭祀和崇拜→丝纺织文化。黄道婆

有问题的。随后从考察该图的出处、图中纺妇

则完全相反，由自下而上的路径完成其作为

的坐姿和发式、中国古代曲柄装置的发展史进

“先棉”
的崇拜，
即民间崇拜和祭祀→官方崇拜

行多维度分析，多重实证了该图是一幅伪图，

和祭祀→棉纺织文化。另一方面，
她们之间的

基于该图所表征的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也是

差异性(技术发明可信度和崇拜区域的巨大差

有问题。随后，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对中国古代

异)是由各自身份的这一特征所决定的。首先，

手摇纺车史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其发展历程

身份的悬殊导致技术创造发明可信度的巨大

为：手拨轮辐传动纺车(战国)→手摇曲柄轮辐

差异，
即黄道婆卑贱的身份是其技术创造发明

传动纺车(北宋)→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元

的可信度远高于身份高贵的嫘祖的主要原因。

代)。

对于该文后半部分——
—中国古代手摇

其次，
身份的差异→文化象征的差异→影响区

纺车的变迁内容遭到相关研究者的质疑（这本

域的差异。即嫘祖崇拜祭祀主要源于政治因

身是好事，但相关处理要谨慎），似有人身攻击

素，
黄道婆最初的崇拜祭祀则主要源于经济因

的嫌疑：
放大问题，
不看主旨。这是非常不可取

素，
文化象征意义的不同导致她们的崇拜区域

的。殊不知论文与人一样没有完美的。笔者的

笔者认为应该将
差异性的根本原因。[20]对此，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分类体系标准与其完全不

纺织传说人物和纺织历史人物作严格区分，概

同，其所质疑本身也值得质疑。所以，2013 年笔

括出两者的异同点以及彼此的联系，厘清现阶

对这手
者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纺纱图像信息时，

段纺织传说人物和纺织历史人物并行表征纺

摇纺车的变迁作出补充：手拨轮辐传动纺车

织技术历史本原的不合理现状，
同时将纺织历

(估计战国已出现，最晚在西汉时出现)→手摇

史人物和纺织传说人物分别划入纺织技术史

曲柄轮辐传动纺车 (北宋)→手摇曲柄轮制传

内史研究范畴和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

动纺车(绳为辋，南宋)→手摇曲柄轮制传动纺

民间传说研究范畴，并详细说明划分的依据，

车(木为辋，元代)。[19]

使纺织技术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得到有效的区

[18]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一篇戥学术论文是

分。[21]

《先蚕与先棉的比较研究》。针对当下关于先蚕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二篇戥学术论文是

和先棉的事迹故事真伪不分的现状，笔者认

《中国古代纺纱和制绳的工艺关系初探》。笔者

为：中国古代“先蚕”和“先棉”的崇拜和祭祀体

一直在关注技术的位移史，
即一项技术如何从

现了纺织行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一个领域运用到另一个领域的研究。对于纺纱

从嫘祖崇拜和黄道婆崇拜的对比研究，发现她

查阅了纺织史和
与制绳的关系一直很有兴趣，

们在共同性中蕴含着差异性，差异性中又蕴含

制绳史的相关文献，发现这一领域是缺失。通

着共同性。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共同性(形象的

过多年的积累，
终于完成此文。笔者认为：
制绳

模糊性和影响的深远性)有着各自的原因。嫘

工艺和纺纱工艺自新石器时代就一直相伴相

祖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记载历史主要是

随，
“制绳和纺纱共源于原始投石索、原始弹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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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的启发”的假说，可以搁置“纺纱源于制

牵伸和加捻的认识，并随着社会需要而最终发

绳”观点与考古发现的矛盾，开辟出制绳工艺

明出来；四是中国古代纺专的变迁，捻杆沿着

和纺纱工艺关系研究的新径。中国古代制绳工

直状到钩状，
纺轮沿着大型的圆饼形、馒头形、

具中的旋椎、纫车、绳车分别深受纺纱工具中

圆台形、
算珠形、
滑轮形、纵断面呈凸字形向小

的纺专、籰子、打线车的影响。另外，纺纱工具

型的圆饼形、圆台形(近似于圆饼)趋势发展；

中的水转大纺车的发明受到制绳工具车的启

五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轮的空间分布特点可

发，完成中国古代纺纱史上的最伟大的发明。

佐证华夏文明两源说。[24]

因此，制绳工艺与纺纱工艺的关系是相辅相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五篇戥学术论文是

成、互相影响，并不止于“纺纱源于制绳”观点

技术研究》。通过
《黄道婆
“错纱配色综线挈花”

的简单和武断。

[22]

对黄道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探讨，笔者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三篇戥学术论文是

认为，
黄道婆在
“经纬制度”
上通过改进了丝织

《广西壮族竹笼织机再研究》。因为前贤对竹笼

行业的器具，使其达到“错纱配色”的目的；而

织机的研究早有涉猎，对其机构、操作、
织物特

在
“织纴机杼”
上则采用麻织的机具，并结合黎

征等各有侧重，特别在花综环绕问题上众说不

族的挑花技术来实现“综线挈花”
。究其根源，

一，而且在织机开口表达方面语焉不详，造成

主要是由于棉纺织传播至松江乌泥泾后，一直

对竹笼织机的种种不解（笔者在阅读时深有感

就是作为农村副业的形式而存在。中国古代棉

触）。基于 2011 年 6 月实地考察广西壮族自

纺织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任何棉纺织业的手

治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相关文献的研究，

工工场（包括官营和民营），因此，棉纺织业只

笔者试图对竹笼织机的结构、织造特点、工艺

能选择适合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纺织工具，遵循

操作特别是花综的开口操作进行系统的再阐

一种
“器简技高”
的发展路线。由于花楼织机是

述。笔者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在竹笼织机上得

适应手工工场生产的器具，黄道婆的“综线挈

编
到了充分体现，竹笼织机的竹笼、环状综绳、

花”
不会选择也不可能选择任何类似于花楼织

花杆等机构决定了竹笼织机循环利用花综开

机的纺织器具。另外，
随着棉布印染业的发展，

口信息的特点，
成为研究束综提花织机起源的

特别是明代南通蓝印花布的大发展，运用黄道

一个近代民俗学版本。竹笼织机上织平纹的三

婆的“综线挈花”
工艺织造彩色花纹的棉布，逐

步法和显花操作中的五步法，大大简化了原始

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25]2016 年笔者再次系

腰机上的提花操作，不愧为广西壮族纺织技术

统研究黄道婆本人及其技术贡献，笔者认为：

史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术史上的伟大发

①黄道婆的籍贯之争，
从相关文献来看无法考

[23]

明。

要慎重引用，
因
证。至于相关的所谓民间传说，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四篇戥学术论文是

为多为文学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传

《中国古代纺专研究考辨》。通过对中国古代纺

说。②关于黄道婆身份之辨，所谓道姑身份有

专研究的考辨，笔者有以下认识：一是纺轮、
纺

些牵强，
民籍最为可靠。③关于黄道婆到上海

坠作为纺纱工具时应定名为“纺专”为妥；二是

乌泥泾的时间，王逢的元代元贞年间说不可

因为在
轮制工具间的相关性讨论意义并不大，

靠，
至使后世多数文献引用失误。假设黄道婆

世界性范围和区域性范围内的相关性研究结

真的“乃教以做捍、弹、纺、织”之具，据陶宗仪

果各不相同，所以学者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

的“国初时”和元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

论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三是纺专起源于史

王祯《农书》的刊出时间比较，黄道婆到上海的

前人类在投石索和弹弓使用过程中不经意的

时间应该是元统一全国后的一年内，即 1276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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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④如果王逢关于黄道婆到上海乌泥泾的时

对未解读出来
甲骨文中可信的纺织符号信息，

间假设是对的，那么黄道婆不可能改革王祯

的纺织类甲骨文进行分析，解读出它们的意

《农书》所载的那些纺织机械，因为不可能在短

思，
没有必要和现代文字一一对应。[27]

短几年内这些机械传播到安徽，黄道婆可能仅

2014 年笔者发表的第二篇戥学术论文《杭

是一个无偿传播纺织技术和相关机械的制造

罗品种、
特点及其织机的研究》。通过对杭罗品

的推广者，其历史功绩被夸大。⑤黄道婆不可

种、
特征的分析，
不难发现，杭罗是中国古代罗

能在花楼织机上织造复杂织物，其“错纱、配

织物演变的必然结果，即从织物组织结构上

色、
综线、挈花”只可能在原始腰机上进行。

看，罗织物是由通体相绞向通体不相绞，链式

2012 年笔者发表的第六篇戥学术论文是

向非链式转变。从织造技术上看，这种转变是

《中国古代成语中的纺织考》。中国古代成语中

一种技术上的退步，但从系统论的角度上看，

蕴藏着大量纺织信息，里面既包涵着丰富的纺

这种转变却是一种方法上的进步。换言之，在

织工艺信息，也包涵着灿烂的纺织文化信息，

保持罗织物特征和用途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它们很多表征着纺织工艺和纺织文化的来源，

结构复杂的链式罗向结构简单的杭罗转变何

此外还有些信息存在着一些对纺织工艺的误

尝又不是一次方法上进步。另一方面，通过对

解。该文以古代成语中的纺织信息为线索，
一

杭罗织机结构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古代

方面试图考证各种纺织工艺的根源和流变，
对

杭罗织机和当代杭罗织机在机械结构上已经

一些纺织工艺的断代进行再断代；另一方面站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当代杭罗织机是在古代杭

在纺织技术史的维度，对古代成语的相关纺织

罗织机的基础上，吸收和改进了近代西方的纹

信息进行再检审，以期勘误成语中的纺织工艺

版提综和飞梭技术而产生的。[28]

信息表达之失；最后探讨了成语中纺织文化的
表征，
展示了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的灿烂。[26]

2014 年笔者发表的第三篇戥学术论文是
《南京云锦的起源研究》。通过对南京云锦织机

2014 年笔者发表的第一篇戥学术论文是

出现、
云锦特有的织金和妆花技术的产生时间

、
“丧”
甲
《甲骨文中的纺织考辨》。笔者对“桑”

以及南京丝织业发展进程的综合分析，笔者认

骨文提出另解，认为“学”
、
“教”具有同体的纺

为：
首先，
花楼织机最迟于唐末就已经出现，为

（mì ）、
织起源，对“糸”
“丝”在甲骨文中的悖论

云锦的产生作好了织造机械上的准备；
其次，
云

进行思考。同时，笔者认为，甲骨文中关于纺织

锦所特有的织金和妆花技术则早于辽代也已经

信息的符号和文字还有很多没有被解读出来，

产生，为云锦的产生作好了技术上的准备；最

主要原因有二点：①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变

后，
随着南京城市发展的良性化，
丝织业的大发

迁系谱中找不到联系点；②《说文解字》等古代

展促进了云锦最终在南宋时期产生。[29]

字典中无字可供参考。虽然如此，我们必须另

2014 年笔者发表的第四篇戥学术论文是

辟新径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在文字变迁中保留

《东汉王逸 < 机赋 > 中的织机考辨》。通过对王

下来的文字毕竟是少数。如何分析和理解这些

逸《机赋》的重新解读，笔者得出以下结论：①

没有解读出来的原始文字，成为我们下一步研

王逸《机赋》中所指织机可能为单综双蹑水平

究的重点。首先，要重新考辨已被成功解读出

踏板织机；
②以后世构件来考证文学作品中的

来的纺织类甲骨文，对其中的纺织符号信息进

相关描写，
不能过于武断，
仅凭其中一、两句进

行多方考证，要避免孤证的解读，这是成功理

行解读，
而应该从全文的整体大意和是否各句

解还没有被解读出来纺织类甲骨文的基础。其

之间存在矛盾来进行多种选择的解读，进而选

次，基于商代纺织技术、纺织文化和宗教以及

取最优的解读。③对于中国古代小花楼提花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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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出现的时间，凭王逸《机赋》断代为东汉时期
是有疑问的。[30]

这也是一个遗憾。[32]
2015 年笔者发表的第二篇戥学术论文是

2014 年笔者发表的第五篇戥学术论文是

《基于中国古代纺织服饰史研究的孝文化考

《宋锦起源及其出现原因的研究》。宋锦作为中

辨》。基于中国古代纺织服饰史研究的角度，
笔

国最具素雅气息的织锦，以其素朴、文雅而著

者认为：
①中国古代孝文化应该呈交互性的双

称。对于其织造工艺的起源，笔者认为其织造

向结构，这是孝文化永葆青春的源泉，也是中

工艺应源于南宋时期包括蜀锦、缂丝在内的中

国当代孝文化的现代性表达。子必须惟父母之

国古代优秀织造工艺。对于“宋锦”这一名称出

命是从的观点最具功利性、私利性，其忽略了

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清代康熙年间，笔者

孝是一种人际关系，需要双向的互动。②通过

通过考察明代《天水冰山录》中的相关记载，
认

研究丝绸的起源，
可以看到孝和追求灵魂再生

为“宋锦”这一称呼的出现时间应该不晚于明

——
—丝织。
的宗教观成就了中国的伟大发明——

代嘉靖年间，远远早于清代。对于宋锦出现的

③当代人有必要用现代技术语言精密地去表

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宋代织造水平的提高

征中国古代的丧服密度，只有这样才能从礼的

是宋锦产生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宋代宫廷、

角度和现代语境去理解中国古代孝的层级性，

官员、知识分子各阶层对宋锦的需求是宋锦产

即孝是根据血缘关系分层级的。④通过对不同

生的主要诱因。

时期的文献的解读，可以得知中国古代孟母断

[31]

2015 年笔者发表的第一篇戥学术论文是

杼、
曾母投杼的相关文字表达和图像信息是存

《基于曶鼎铭文“匹马束丝”的纺织度量考辨》。

在差异的，
《韩诗外传》的表达比较符合历史本

通过对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的全方位考证

原。⑤董永孝故事应该在东汉初年出现，政府

笔
和对中国古代纺织度量的系统整理和分析，

、
“卖身葬父”
，与纺
宣传的是董永“鹿车载父”

者认为:①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的“束”
乃织

织无关，
到东汉中后期才出现“织女相助”的情

物规格的度量，1 束 =5 匹，非传统历史学界认

节，
这与佛教的兴起和民间宣传有关。[33]

为的捆扎容积单位。②传统观点“匹马束丝”
作

2015 年笔者发表的第三篇戥学术论文是

为中国奴隶社会时奴隶生活悲惨的所谓“铁

《中国原始腰机起源和研究的考辨》。对于原始

证”是错误的，
“匹马束丝换五夫”相反证明丝

织造包括原始腰机起源的解释机理在纺织学

织品的珍贵和劳动力——
——
—甿在当时社会中

界存在缺席的问题，更不用说内在驱动机制的

的重要性和价值。③南唐徐锴的蚕丝度量是有

解答。另外，
对于中国史前原始腰机的复原，
学

问题的，他把认识问题说成了工艺问题，其相

界既有值得肯定的假设又有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论断不可信。④分别对中国古代纺织度量进

和深入讨论的问题。通过系统和多维研究，认

行正、反证推理，得出 1 两 =1 匹 =2 端 =4 丈 =

为: ①中国传统纺织学界关于织造起源的两

5 寻 =40 尺、1 束 =5 匹、
1 纯 =2 两或 5 两的结

源说(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和原始平铺式纱

论。⑤文学作品中“九张机”
“百张机”
“四张机”

线编织法)和相关图例都是有问题的。②织造

的“张”并非织物规格单位而是操作织机的意

应直接起源于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
这是由

思。⑥对古代织物精密程度单位“升”进行现代

织造操作中纱线软体硬化要求所致，但原始吊

性解读，以期更好地弘扬中国古代纺织文化，

挂式纱线编织法存在着一些操作问题，
从而导

同时“升”也是反映古代纺织品质量的一个重

致原始腰机的出现。③中国原始腰机的复原存

要标志。曶鼎铭文中“匹马束丝”中只有织物数

在着任意拼凑部件、历史辉格解释的缺陷，这

量的度量信息，而缺少精密程度的度量信息，

需要研究者重新审视相关复原假说，以期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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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征历史本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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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戥学术研究者在进行了论文写
作时应该注意语言的分寸和研究的深度：①要

戥学术是一种发现认识（认识也可能是错

做到形式上的尊重。最好不要指名道姓去攻击

误的）乃至创造知识的科学活动，是科学不断

别人，
采用
“有的研究者持……观点，笔者认为

创新的永恒动力。当然它有可能对占统治地位

其有待商榷”等这样的描述为好，将其具体研

所以占统
的观点和认识体系有一定的破坏力，

究者以参考文献形式标注。这样是对别人的尊

治地位的观点和认识体系的支持者们会像中

重，
也是避免了抬高自己、
贬损他人的嫌疑。②

世纪天主教会（自已标榜为“正统”
）反对异教

要做到实质上的尊重。在戥别人观点时，要看

徒一样进行残酷的“绞杀”——
—不支持在重要

对方观点的主旨，不要将对方一些小问题无限

期刊（这些刊物被他们掌握）上刊出，
即使被一

放大，
这样可避免有意搞臭对方的嫌疑。最好

些期刊刊出，甚至组织相关研究者进行学术攻

在文中客观表述清楚。③研究要有深度，既要

击（非学术讨论），乃至人身攻击，将从事戥学

提出问题，还应该相应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做

术研究的研究者名誉搞臭，最终将其逐出相关

到有破有立。解决问题要慎重但也要大胆，可

研究领域。出现这一现象且长期存在的原因在

以提出自己的假设（但要标明是假设）以供后

于一些成名、成家的学者和弟子们包括再传弟

学研究，
即使错了也不用害怕。

子们将相关研究领域看作自己和圈子（他们美

戥学术研究看似对学术的不尊敬，其实是

其名曰“学术共同体”
）的私产，未经许可谁胆

对学术最大的恭敬，但要在谦虚传承的基础上

敢动这一领域的原有认识和观点，一概不看观

深入研究。在一定时期内，
学术只是一种认识，

点和认识的主旨，对其小失误无限放大，进行

它最终是否是知识或真理那需要很长时间的

借以抬高
标以学术讨论实则人身攻击的行为，

正是因
检验。正是因为人类的无知才有无畏，

自己、贬损他人。或许正是因为学术舆论的话

为无畏才有人类认识的飞跃。战国时期秦兴楚

语权不在戥学术研究者这边，很多曾经尝试戥

灭之例发人深省，秦以戎狄行事而不法中原周

学术研究的人最终无法忍受心灵的攻击而放

礼，
灭六国、一统天下，
开创华夏第一朝。楚初

弃深入研究的勇气，甚至成为被驯服的“小狗”

不尊周礼而称王，中原争霸，而后尊周礼而灭

融入到圈子里，于是那些被“正统”修正了的戥

国。周礼乃旧制，
战国时期恐怕没有人见过，而

学术研究者的成果成为正统的又一胜利果实，

据文献行周礼，实则可笑，如果戥一戥必定发

在此不论正统的成果是否正确，这种不重视

现问题。笔者认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尽信
、

“学术食物”
，任意对提供“学术食物”的人贱踏

师则不如无师”
、为何这弟子就不能超过老师

的行为是对
“食物”
的不尊重。动物界的肉食动

呢。真学问乃是怀疑一切，只有怀疑本身不被

物并不是随意去猎杀食植动物的，而只是在饥

怀疑观点的持有者才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真心

饿时才去猎杀，对提供食物的尸体也决不浪

向学的学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戥学术研究

费，
这是对食物的尊重。在学术界也一样，
为研

呢？
！

究者提供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研究观点或
认识，都是“学术食物”，研究者是不能随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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