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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中的纺织考辨
李

斌 １，李

强２

（武汉纺织大学，1. 服装学院；2. 《服饰导刊》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
《三字经》中有“子不学，断机杼”
“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两句与纺织相关，但此两句中的
相关信息值得考证。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考源分析，认为：
“子不学，断机杼”源于《韩诗外传》，其意从裂织
流变成毁机，与古代儒学教育的变迁有密切联系的；而蚕丝制琴弦这一工艺在中国古代是存在的，后世之
流失与文人制琴之传统消失、
工匠制琴兴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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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乃南宋大儒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
年）所著，此书为中国古代文化启蒙类书籍中

版本让人迷惑，虽为版本的问题，实则学界不
严谨所致。

流行最广、
内容最为典型的一种。一经问世，
经

如若按王相的训诂，孟母应该是一个很暴

久不衰，
７００ 年间为不同时代儒士增补。 《三

力的母亲，孩子不学习，居然把自己的工作设

字经》研究多集中于幼儿教育理念、编译本规

备——
—织机给毁坏了。而现今版本的《三字经》

范、版本流转等方面，对于《三字经》中的中国

又没有完全采纳王相的观点，皆是对此一典故

古代科学技术史，包括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

的一知半解所致，
导致读者无所适从。

［１］

文化史相关的研究几乎没有，
实属可惜。
《三字
经》中仅有三句与纺织技术史有关，即“子不

关于孟母断杼的典故最早出现在西汉前
其表述为：
期成书的《韩诗外传》，

学，断机杼”“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 孟子辍然中止，

音”
“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但真正

乃复进。 其母知其諠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

有研究价值的仅前面二句，
此二句看似简单，
故

止？ ’对曰：‘有所失复得。 ’其母引刀裂其织，以

学界很多研究者认为没有什么价值，未有人涉

此诫之。 自是之后，孟子不复諠矣。 ”[7]

认为此二句值得玩味。
足。但笔者不以为然，

《列女传》有更详细的表达：

１ “子不学，断机杼”
的考辨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

关于“机杼”之解释，后世有些《三字经》版

‘学何所至矣？ ’孟子曰：‘自若也。 ’孟母以刀断

本据清代学者王相训诂中的解释“杼者，织机

其织。 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

之梭。孟母平居，
以织纺为事。孟子稍长，
出从

吾断斯织也。 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

外傅，
偶倦而返，
孟母引刀自断其机……” ，认

居则安宁，动则远害。 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

为杼为梭子或织机，但在其解释整句时又将其

而无以离于祸患也。 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

解释为布匹， 让人莫明不已。也有版本干脆

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 女则

未对“机杼”
进行解释，
只解释整句的意思。［６］各

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

［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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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

孟子的听话、孝顺，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理念的

下之名儒。 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 ”[8]

体现——
—严孝，严格的要求和孝顺密切相关，

从这两则材料的表达中并没有看见孟母

“曾母投杼”
放入祠堂中可见
这从汉画像石中将

断机杼一说，
《韩诗外传》 中“其母引刀裂其

一斑。而到王应麟时程朱理学盛行，
对于孝的理

织”
，
《列女传》中也是“孟母以刀断其织”
，可见

解却是异常单向的，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

并不是《三字经》中所言“断机杼”
。那为何从

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
的理念更是体现
“严孝忠”

《韩诗外传》，传至《列女传》，终于《三字经》，其

的三位一体，孟母越严苛越能体现孟圣人的

表达会有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儒家

“孝”
“忠”
，
故才有《三字经》中孟母的严苛——
—

的说教有关，其理由有三：①前面成书的《韩诗
外传》相对后面成书的《列女传》而言，其中关

不听话就毁织机。［１０］
其实关于这则故事还有很多别的版本，像

《韩诗外传》 《后汉书·列女传》中的“乐羊子妻”有类似记
于孟母责备孟子的原因有所不同，
是因为孟子诵读不认真而引刀裂其织，可见孟

载：

母之严苛。因为小孩子诵读不认真在现代看

“一年归来，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

来，这是孩子的天性，好好鼓励即可，这种引刀

思，无它异也。 ’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

毁布的做法，过于暴力，甚至不尽情礼。《列女

自蚕茧，成于机杼。 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

传》对这一情节进行了修改，改为孟子在外求

不已，遂成丈匹。 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

学却私自回家，这样事情就严重多了，其母才

稽废 时日。 夫 子 积 学 ，当 日 知 其 所 亡 ，以 就 懿

《列女传》中的孟母更加合乎一个
以刀断其织，

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 ’羊子感其言，

讲道理的慈母的形象，这也更加符合儒家所宣

复还终业，遂七年不返。 ”

传的理想化的慈母形象。故《三字经》中王相训

无非是时代由战国换成东汉，人物由孟

诂关于孟母责备孟子的原因也是采纳了《列女

子、孟母换成乐羊子和其妻，内容还是劝学，却

传》的内容。②《韩诗外传》中孟母没有解释原

少了孝的内容。其语言和动作都是一样的。古

因，让人感觉孟母似乎并没有像后世《列女传》

代女人劝学似乎只有织机了，
《列女传》也有一

所描述的那样文言化，或许只是用行为告诫孟

篇鲁敬姜说织，以织机喻治国。这些话语到底

子，你不好好读书，我就不想活了，以死相逼。

是不是这些女人所说尚且有疑问，但《三字经》

而《列女传》中孟母的话就多了不少。一个战国

中的一句“子不学，断机杼”从裂织到毁机动作

时期的妇人竟说出如此有道理的话，让人感觉

的变化却是与古代儒学教育的变迁有密切联

此孟母的言语更像《列女传》作者所说的。③

系的。

《韩诗外传》和《列女传》在动作上又略有不同，

２“匏土革，
木石金，
丝与竹，
乃八音”
中的丝考

《韩诗外传》是“其母方织”而后“引刀裂其织”
，

对于“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中

说明孟母是即兴的，动作是连贯，这符合孟母

“丝”的解释，王相训诂：
“此言八音之器也……

，
当时的情况。而《列女传》中却是“孟母方绩”

七曰丝，弦索也，用为琴瑟。”［２］１７ 传说神农氏

即孟母当时正在纺纱，而其后却是“孟母引刀

“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１１］可见传说“丝

断其织”
，于是就有了纺纱时怎么去断其织的

桐合为琴”
。中国古代制丝琴可能是一种雅境、

疑问。［９］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从儒家观点来

一种崇拜——
—丝的崇拜，非文人墨客自制琴不

看，这说明孟母教育孟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能久远。
“几百年来，
古琴家所用琴弦（笔者注：

其教育方式和语言都是事先想好了的。而另一

丝弦）都是杭州的手工业特产品，古琴家自制

方面孟子以后的成功说明这种教育的成功和

琴弦的习惯从宋代起就很少见”［１２］，可见自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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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人墨客让度制琴于工匠，琴弦制作集中

《三字经》中仅有“子不学，断机杼”“匏土

于杭州的一些手工作坊中，由于丝弦的一些弱

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两句与纺织密切

点，
逐渐被作坊中的工匠淘汰。加之，
现今琴弦

相关，但此两句中的相关信息值得考证。通过

多用金属、羊肠或长丝塑料纤维制成，故蚕丝

对相关文献进行考源分析，本文认为：
“ 子不

作为琴弦多让今人生疑。但笔者认为切不可采

学，断机杼”源于《韩诗外 传》，成熟 于《列女

用“以今观古”
之法揣度古昔。

传》，流变于《三字经》，其意从裂织流变成毁

从历代文献可证明中国古代确以蚕丝为

机，这与古代儒学教育的变迁有密切联系的；

弦。最早记录以蚕丝为弦的文献是汉代桓谭的

而蚕丝制琴弦这一工艺在中国古代是存在的，

《新论·琴道》，上文中传说神农氏“于是始削桐

后世之流失，与文人制琴之传统消失、工匠制

为琴，绳丝为弦”即为《新论·琴道》之语。倘若

琴兴盛相关。工匠精神的弘扬在某种程度上弱

《新论·琴道》关于以丝为弦（不论发明者为神

化了文人的制器能力和一些中国上古的工艺，

农氏）的传说是不可信的话，那宋代的《琴书》

这些工艺可能有些缺陷，但它里面蕴含着一种

和《太古遗音》，以及明代的《琴苑要录》、
《风宣

文人情怀，
这值得学界再研究。

《丝桐篇·内篇》、
《琴书大全》、
《太古正
玄品》、
音琴经》、
《青莲舫琴雅》和清代的《琴苑心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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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制造工艺来看，历代琴书记录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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