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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的海外殖民与服装制造业的革新
谭赛花
渊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袁湖南 长沙 410081冤
近代早期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使成衣需求大增。因为无论是参与殖民扩张的海军士兵和水手，还
是移民到殖民地的投机者、
没落绅士、白奴、黑奴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等，都需要大量简单实用的成衣。
但是，
城市行会裁缝讲究精工细作，
越来越无法满足如此大的服装需求。巨大的市场推动商人资本在乡村
建立缝制成衣的手工工场，
使行会裁缝量体裁衣的制衣方式走向没落。虽然此时无生产技术的显著革新，
但手工工场使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渗透到广大乡村，还产生了细致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其组织和分工管理模
式是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大生产的雏形。因此，近代早期海外殖民活动带来的巨大服装需求，推动了英国服
装制造业由行会裁缝个人精细缝制向乡村手工工场分工协作制造的转变，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
组织与分工的基础。
成衣；
手工工场
英国；海外殖民；

早在 15 世纪末期，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

海外殖民活动带来海军制服和水手服的巨大

业已兴起，至 17 世纪初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

需求，其次考察殖民活动开拓的殖民地服装市

民地，随后在西非海岸疯狂掠夺劳动力、象牙

场，
最后探究前两项需求如何引起英国服装制

及黄金等。到 18 世纪中叶获取印度、加拿大，

作方式的变革，
并揭示服装制造领域如何孕育

英国成为头号殖民帝国。在长达几世纪的殖民

英国工业革命的种子。

征服中，海军士兵和水手的服装需求如何得到

1 海军制服的订购

如贝
满足？这一问题曾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英国海军在近代
为适应殖民扩张的需要，

弗利·勒米尔在其专著 《服装、文化及商业：

早期得到大大扩充，新型海军逐渐建立起来。

1660~1800 年英国工厂时代之前的服装贸易》

1588 年，
英国皇家海军只保有 32 艘战舰，
1688

第一章中专门论述了殖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

到 1698 年军舰数量猛增至 323
年增至 173 艘，

对服装的巨大需求以及后方如何满足这一需

艘。[3]海军战舰的增加，
使海军从业人员倍增。

求。[1]史密斯在论文《18 世纪的军队服装承包

1688 年海军人数为 1.2 万，到 1695 年高达

商与服装制造业》中，详细阐明了服装商如何

4.8 万。[4]从购置武器装备，
到为水手和士兵们

与皇家海军官员建立联系、签订合约、确保海

提供服装、
食物等，
都需要政府合理调度物资。

军制服的如期制作等问题。[2]但是，对于殖民成

就服装而言，
海军将领的制服为厚呢绒白

功后移民到殖民地的英国人、大量被贩运的非

白色长筒袜、深蓝色镶
色马裤、
白色紧身衬衫、

洲黑奴以及土著居民的服装需求，鲜有学者论

金边外套、
黑色镶金边帽子（图 1，
见下页）。普

及。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论述近代早期英国的

通士兵的制服与将领相似，差别在于无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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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的着装（1781 年）

图 2：
画作《归来的水手》
（1786 年）中的水手着装

外套为红色。而战舰上水手的装扮类似于农

他们的友谊，而礼物为合作添加了润滑剂，最

民，一般穿白色衬衫加蓝色短夹克、宽松的卡

终贝克福特顺利接到海军制服的订单。

其色裤子、红色围巾、黑色帽子以及白色袜子

英法七年战争之际，英国海军扩大至 8 万

（图 2）。[5]正因为海军士兵的服装款式固定，
水

多人，
所需服装成倍增长。1760 年 9 月至1762

手们的穿着比较简朴，服装商只需要按一定规

年 9 月间，大商人查尔斯·詹姆斯为海军局提

格、号型标准批量生产成品衣服，即可满足政

供了 269，
600 件衬衫。虽然查尔斯并非海军局

府的需要。相对于行会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和平

唯一的服装供应商，但他是获得订单最多的承

民自己缝制衣服，成衣更符合批量生产的经济

包商。自 1760~1770 年间，
查尔斯提供给海军局

原则。产品规模系列化、质量标准化，
故简单实

的服装数量及价值统计参见表 1。同一时期，
承

用而平价。在 16、17 世纪的英国，成衣的质地

包商约翰·弗拉格尔和斯蒂芬·托德为海军局提

一般为毛呢、皮革或亚麻布，到 17、18 世纪之

供军大衣、
衬衫、
背包、
外套、
夹克、
背心、
短裤等，

交，有大量棉布成衣缝制出来。

共计 71，
000 件，
总价值 14，
500 英镑。[7]

在 1545~1832 年间，英国海军局控制了海
军物资的购置权。一般说来，只有充满智慧且
财力雄厚的商人才有机会接下政府订单。在日
记中，海军大臣佩皮斯记录了他与服装承包商

表 1：
查尔斯·詹姆斯出售给海军的衣物统计表（1760~1770 年）[8]
服饰种类

数量

价值

年代

衬衫

435,100

￡66899 09s．05d．

1760~1770

长裤

44,600

￡5888

06s．08d．

1760~1770

军大衣

40,300

￡5653

15s．00d．

1760~1770

内裤

35,550

￡2263

05s．07d．

1760~1762

托马斯·贝克福特的交往。1665 年 12 月，
受贝
克福特邀请，佩皮斯与他共进晚餐。1668 年 2
月，佩皮斯提到贝克福特要赠送一些黄金给
他。佩皮斯一再拒绝，但最终在对方的强烈请

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镇压殖民地的起

求下，收下了礼物。后来他们谈到了服装生意，

义，
英国海军扩充至 10 万，
大大超越了以往任

谈妥之后贝克福特才离开。[6]显然，饭桌增进了

何一次殖民战争的参战人数。[9]为满足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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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服装承包商召集更多成衣工从事服

包括宗教犯、
政治
即契约奴。契约奴又称白奴，

装制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在 1780-1782 年

犯、死罪抵刑犯、轻罪减刑犯、流浪汉及乞丐

间，最大承包商詹姆斯·瓦德汉姆的生产能力

等。英国议会在 1717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大规

达到 612，
914 件衬衣、长袍和裤子，是查尔斯

模移囚的法令，规定白奴服役期为 3 至 7 年，

1760~1762 年间供货的 2 倍，这些服装价值

最多 14 年。[12]独立战争前，除了印第安土著，

79,000 英镑。[10]

美洲总人口中每 4 人即有 3 人曾经当过契约

长期的殖民扩张不但使英国海军日益强

奴。[13]移囚大多在种植园充当奴工，或从事筑

大，而且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成衣市场。为满足

路、
开矿等艰苦劳作。其日常着装需求在美洲

海军士兵和水手的着装需要，政府必须进行军

本土无法自给，需要英国商船大批量运送接

事订货。在殖民战争刚开始的一两年，政府一

济。

般不会支付服装费。这就要求承包商具备雄厚

不仅抵达殖民地的英国人需要大量成衣，

的经济基础，预先垫付布料成本和缝纫工资。

大西洋贸易网中的非洲奴隶也需要西式服装。

不过，大量的军事订货保障了服装的销路，
而

16、
17 世纪期间，
随着奴隶贸易的展开，
大量黑

且制服的布料成本和缝纫工的工资都比较低，

奴被运送到美洲。英国在 1680~1780 年间，向

一些服装承包商因此暴富。

美洲输送的黑奴多达 230 万人，
再加上猎捕和

2 殖民地的成衣需求

贩运中死亡的黑奴，
高于此数目好几倍。[14]在新

殖民者在到达目的地后，也需要服装商提

大陆还是一片荒芜之际，黑奴的服装同样依赖

供大量成衣。自 1600 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建

于从英国进口（图 3）。[15]在美洲殖民地服装市

立以来，要求职员在印度待 5 年以上，免费提

场上，
欧洲尚无其他城市可与伦敦平分秋色。

供床和床上用品之外，还有 3 件衬衣、2 件夹

殖民者在北美建
1670 年经查理二世特许，

克、2 双长筒袜、1 条裤子和 1 双鞋。[11]1607 年，

立起垄断哈得孙湾地区所有贸易的哈得孙湾

第一批英国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建立了第一

殖民地的服装
公司。该公司的贸易记录表明，

块殖民地“弗吉尼亚”。在这批拓荒者中，除了

市场无可限量。皮革贸易是哈得孙湾公司的主

投机者、没落绅士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要利润来源，它从殖民地进口动物皮毛，在英

（1798 年）中的黑奴着装
图 3：画作《正在劳作的黑奴》

服饰与产业：
产业历史

国加工成帽子和服装再出口至殖民地。 [16]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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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商人提出警告，
要求他们马上离开。

然，哈得孙湾公司的服装贸易不仅限于皮革制

不但外来商人在城市备受排挤，
那些迁移

品，它还有更大的野心，即改变土著居民的着

到城市谋求生计的业余女裁缝也成为行会驱

装习惯，往殖民地输送大量英国的羊毛背心、

逐的对象。依据 1563 年学徒法令，
加入行会的

亚麻布衬衫、
长筒袜以及粗绒布外套。到 17 世

正规学徒必须跟随师傅接受 7 年的学徒训练。

纪末 18 世纪初，这些外来服装在北美已经打

然而，
自 17 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出现了大批未

开了市场。在 1684 年的贸易记录中，
还出现了

经正规学徒阶段训练的业余女裁缝。因为这一

棉布服装。 事实上，
在 17、
18 世纪之交，
印度

时期英国人口比例失调，女性多于男性，许多

穿上棉布
棉布已经风行欧洲。棉布易洗易着色，

出身贫寒的女孩依靠从小习得的缝纫技术，进

服装能给人以洁净、
鲜亮的印象。因此，
棉布服

入城市谋生。[19]业余女裁缝大量缝制和出售服

装深受土著居民喜爱，
在北美市场畅通无阻。

装，扰乱了行会长久以来确立的市场秩序，因

[17]

殖民者、奴隶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等，

而遭到行会的压制。行会学徒期满的裁缝一般

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上对成衣的需求。在哈得孙

会将他们的缝纫工作与业余女裁缝严格区分

湾公司的相关记录中，仍然可以看到服装承包

开来，强调女裁缝的工作不够专业，技术不够

商的身影。哈得孙湾公司成立之初，
弗朗西斯·

熟练。到 1700 年左右，
裁缝行会对业余女裁缝

莫斯利是一位重要供应商。他按照固定的版型，

的抱怨和攻击达到了顶峰。

缝制几种不同尺码的外套和帽子，然后以协商

外来服装商很
在城市行会的顽强抵制下，

好的价格交给手工工场照此大批量生产。 在

难在城市站稳脚跟。即使技术相当熟练的女裁

服装制作领域，虽然不像西密德兰的采矿业和

缝，
也很难生活得体面。恰逢此时，
政府大批量

（Black Country）的冶金业那般有一个
“黑乡”

的订货以及广阔的殖民地市场对成衣的需求，

代表性的区域，也看不到如同伯明翰和曼彻斯

为在城市步履维艰的外来服装商与业余女裁

特那样明显的机器革新，但是有些变化已经悄

缝打开了另一扇门。军事订货需要的是短时间

然发生了。

实用及实惠，
而行会
大量制作衣物，
讲究高效、

3 服装制作方式的转变

的服装制作讲究量体裁衣、耗时较长、价格较

[18]

自中世纪裁缝行会建立以来，贵族、地主、

在一些村
高，
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

商人等富人的服装主要由行会裁缝量身定制。

庄陆续出现了由服装承包商支配的分散的手

每张订单一般只有一件衣服，依据顾客的体

工工场。

型、尺码以及特殊的颜色、款式、衣料等要求缝

依据合同预订的成衣数量以及预订方的急

制。为了保证成品质量，由裁缝师傅独力完成

需程度，服装承包商将布料分发给数量不等的

所有工序。富人家里的管家、仆人、车夫的服

这
业余女裁缝进行缝制。当订单比较大的时候，

装，则按主人的喜好设计，也由行会裁缝量体

些乡村缝纫工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发

缝制。普通农民的着装相对简单粗糙，
要么是

放人”
。约翰·福布斯和他的妻子在伦敦开了一

凑齐一些布料自己缝制衣物，要么是接收来自

间服装店，主要从事的是成衣的外贸业务。

行
富裕人家的旧衣物。在中世纪服装市场中，

1764 年，
福布斯雇佣了莎拉·萨克菲尔德作
“发

会无疑占据垄断地位。到近代早期，随着伦敦

但并不亲手
放人”
。莎拉表示自己会缝制成衣，

服装批发能力的增强，大量伦敦商人将市场扩

制作，
而是将福布斯分派给她的任务进一步发

大到周边城市，但周边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

放给村里其他女缝纫工，然后按成品的多少代

的侵入。1701 年，索尔兹伯里裁缝行会多次向

（putting-out
为发放计件工资。 [20]“发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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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既使业余女裁缝可以离土不离乡，又

答只了解小部分人，因为他的工人来自许多不

能让承包商圆满而迅速地完成订单任务。商人

同的村庄。[22]集中手工工场中虽看不到机器大

资本通过这种“发放制”向乡村渗透，不需要

生产的影子，但产生了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其

固定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投资，也免去了管理

组织和分工管理模式是机器大生产的雏形。

上的许多困难，把商人雇主对生产所负的责

成衣市场不但推动了集中手工工场的建

任减少到最低。[21]但对于商人来说，如何通过

立，
而且加速了行会内部的瓦解。在殖民地广

重组生产过程以创造更大的利润，是他们的

受欢迎的成衣，
和平时期在英国本土服装市场

下一个目标。

也具备强大的竞争力。本土平民在选购价廉物

随着成衣市场日渐拓宽，商人资本家的生

美的二手服装之余，也乐意购买一些实用平价

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了提高效率，成衣商对

的新成衣用于日常劳作时穿着（图 4）。[23]从图

生产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服

4 中制作干草者的着装看，
新而整洁，
男性的上

装的创作设计，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等的选

衣款式和颜色相同，裤子颜色有别但款式一

择；一部分人负责结构设计，确定每个部位的

致。有些裁缝无视行会的种种严格限制，开始

具体规格尺寸；一部分人专门裁剪布料；一部

私自出售成衣。1669 年，
有 9 名学徒被行会控

分人缝制成品。为了使各部分密切协作，
商人

告违反学徒法令，学徒期未满 7 年即买卖服

一般选择在剩余劳动力较密集的村庄建立集

装。[24]这类行会成员放弃了行会精心剪裁的制

中的手工工场。至此，有些女缝纫工不得不离

作服装方式，
直接从事成衣的销售活动。还有

开家乡和土地，成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女成

些学徒期满的行会裁缝，
甚至退出行会成为手

衣工。她们凭借特有的速度、能力以及忍耐力，

工工场的工资劳动者。服装制造业的面貌自此

以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度日。18 世纪

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行会裁缝的量体裁衣与平

末的一名服装商表示，他每周需要雇佣 1，
000

民的家内缝制转变为手工工场的成衣工分工

至 1，
200 名工人，其中有裁剪工、缝纫工、搬运

城市行会
协作缝制成衣。从面向的市场来看，

工等。当被问及他是否了解这些工人时，他回

而手工工
缝制的服装只是面向地方上的消费，

（1794 年）中的着装
图 4：
画作《制作干草的人们》

服饰与产业：
产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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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生产的成衣既面向广阔的殖民地市场，又可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09

作为平民日常劳作时穿着的工作服。因此，
手

-110.

工工场所涉及的地区要广、人口要多得多，生

[5] [23]John Styles.The Dress of People:everyday

产的产品数量也要大得多。手工工场集中后形

fashion

成的新兴工商业城镇，与周围的乡村工业区，
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策源地。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47、10.
[6]Samuel Pepys,Robert Latham (ed.).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a new and complete transcription

4 结语

Vol.9 [M].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

近代早期的海外殖民活动为英国打开了

nia Press,2000：81-82.

一个巨大的成衣市场。无论是参与殖民扩张的

[9]L.D.Schwarz.London in the Age of Industria

海军士兵和水手，还是移民到殖民地的投机

lisation: entrepreneurs, labour force, and living

者、没落绅士、白奴、黑奴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居

conditions,1700-1850[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

民等，都需要大量简单实用的成衣。与此同时，

-sity Press,1992：
98.

在城市行会的压制和排挤下，业余女裁缝纷纷

[11]Beverly

返乡，一部分服装商将资本转移至乡村。如此

cotton trade and the consumer in Britain, 1660

一来，乡村既提供了离土不离乡的廉价劳动
力，又吸引了大量商人资本。巨大的成衣市场
而
不但推动了商人资本建立集中的手工工场，
且加速了行会内部的瓦解。从此，服装制作方

Lemire.Fashion's

Favourite:the

-1800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4-185.
[12]许章润：近代英国两次海外移囚及其文化启示[J].
比较法研究，1995(2)：180-194.
[13]刘宏 宜.美 国移 民的 发展 演变及其 对经 济社 会 发

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行会裁缝的个人精细制衣

展的影响[A].编者.美国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方式因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走向没落，而雇佣

社，1986：118.

大量成衣工分工协作的手工工场得到空前发

[14]包奕诚.从贸易到征服——
—论 1813 年以前英国东

展。手工工场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到英国

印度公司的殖民活动[J].南亚研究，1989（3）：52-61.

其
的广大乡村，还产生了分工基础上的协作，

[15]Shane

组织和分工管理模式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

clothing and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了基础。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J].Past &

White

and

Graham

White.Slave

Present,1995（148）：157.
[16]参见 David Corner,“The Tyranny o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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