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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
与文化研究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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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人类

从而，公正地看待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

学家格尔兹呼应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阐释

文化，在辉格史观和反辉格史观之间保持必要

人类学研究方法，它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反

的张力，试图摆脱旧有的研究模式，引入多学

对知识的“全球化逻辑”
，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

科（如文献学、科学史、经济学、人类学等）进行

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各国对于自身的

论证，找到比较合理展现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

文化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基于地方性知识

技术与文化的理论方法。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

视角下某项传统工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下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一方

长三角地区蕴含大量的传统染织技艺，中国纺

面，对长三角地区传统纺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织史学界和民间工艺界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

有着保护和借鉴作用，有可能形成全新的传统

织技艺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越来越多。然而，他

染织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通过中西方传

们多是从长三角地区某项染织技艺的角度进

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比较，强调中西方传统染

行研究，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从染织技术的

织科学的对话，
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内核角度（内核主要是指纺织技术，包括技术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起源、纺织器具、工序和工艺、产品纹样等方面

１．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展开；二是从染织技术的外延角度（外延

国外研究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

主要是指神话、传说、祭祀、礼仪等方面内容）

与文化的文本并不多见，只有德国学者库恩在

展开。这两种研究趋势有着明显的缺憾，一方

中国 《农业历史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上发表的

面，缺乏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的

《关于黄道婆（１３ 世纪）的传说——
—从纺织专家

系统性和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视角和

到种艺英雄》一文是对长三角地区古代棉纺织

模式的单一性，即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标准对长

技术的直接研究。但我们可以从国外有关中国

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进行评价，辉格

或世界染织史的著作中找到该地区染织技术

史观明显。笔者认为，
在地方性知识的视域下，

研究的相关内容。如库恩主编的《李约瑟中国

尊重染织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与相对独立性，

科学技术史·纺纱卷》
（英文版）最具有代表性，

还原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生

其中关于长三角地区纺纱技术方面的介绍较

成的具体情境，挖掘其背后深厚的区域文化。

为细致。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对保存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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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本奈良正仓院的中国古代染织物进行过具体

学、科学史、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

的研究，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属于长三角地区染

交叉，采用多维度的方式来表征传统染织技术

织技术所为。然而，
从整体上看，
国外的研究还

与文化。同时，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

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这些研究要么从全中

化的研究目前差不多已经完成各项传统染织

国的宏观角度，要么从某一件染织文物的微观

技术的研究，需要在区域文化的角度进行系统

角度进行探讨，缺乏中观角度（区域染织技术、

的研究，
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区域文化）的研究环节；其次，国外学者的研究

２ 研究内容

注重染织文化的内核的研究；最后，国外学者

笔者认为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长三角

一般是在西方文明中心的理论上研究非西方

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

的染织文化，缺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
，

括以下 ３ 个方面：

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嫌疑。

（１）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深入到知识

国内研究的特点有三：①国内研究多以长

生产者之中”的方法，以知识生产者群体内部

三角地区某项传统染织技术为对象，对其工艺

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的发展脉

流程、染织技术以及织物纹样特点等有详细的

络进行系统研究。即深入到长三角地区传统染

介绍。但对深层次的问题，
如工艺思想史、
工艺

织技艺传承人的群体中去，以他们的角度来看

变迁、工艺传播的论述较少。②针对整个长三

待各项染织技艺，避免“旁观者清”
—带有
——

角地区的传统染织文化缺乏系统的研究，虽然

“西方科技中心论”倾向性的研究。首先，将该

有陈维稷、朱新予、黄能馥、周启澄、赵承泽、赵

地区的传统染织技术按棉、丝两大类文献资料

丰、钱小萍等学者编写过中国古代染织技术史

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记录各项技艺传承人

等相关的专著文本，其专著有大量关于长三角

的口述内容，并结合染织器具作为考察尺度，

地区的染织技术的内容，但大多是从宏观上解

分类厘清其起源发展的脉络。

读中国染织史，重视中国染织科学技术的内史

笔者认为，深入到长三角地区各项染织技

研究。③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内容涉及内

艺传承人之中，考察各项染织技艺所使用的织

核和外延两方面，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必然与

造工具，倾听他们对各自技艺起源和发展的解

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
国内学

释，并结合染织工具与历史文献的分析，才能

者似乎并未将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术和文化与

合理地解读各项织染技艺的本原。如考察上海

地域文化的形成联系起来，讨论三者之间的互

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起源与发展的问题，首

动关系，
从而还原长三角地区区域文化的本原。

先，要考察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与海南黎锦

１．２ 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织造技艺所用的织造工具，找到它们之间的联

国内外以西方科技文明为标准的文化研

系和渊源。同时，还要倾听这两项技艺传承人

究路径已经被证明越来越没有活力，很多都被

对黄道婆其人其事的描述，结合黄道婆的史籍

学界所抛弃，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知

记载，追寻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真正本

识体系，它们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西

原。又如，
苏州宋锦、
南京云锦与四川蜀锦某些

方文化也不例外。如果将西方科学法则作为神

织物品种均采用小花楼织机织造，如果不深入

圣的信条，人类无疑会失去精神家园，找不到

到传承人中去，倾听他们对织造工具和技艺起

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因此，非西方国家传统染

源、发展的口述史，仅凭史籍记载和纺织品文

织文化的研究必须在地方性知识的视域下，以

物的分析，是无法公平、公正地对待这些织造

传统染织文化的内核和外延为基础，与人类

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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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任何一种知
识产生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则，对长三角

文化的研究中，还需要从古代长三角地区的政
治、
经济、
地理、
文化等方面介入。

地区各项传统染织技术的传说、神话和相关礼

笔者认为，中国长三角地区各地域由于政

仪进行深入合理的研究，即抛弃神话、传说以

治、经济、地理、文化环境的不同，造成各地域

及相关礼仪中所体现的迷信和专制方面内容，

所能承载染织技术的种类有所不同，形成各具

找到它们背后所要表达的技术观、世界观、人

地方特色的染织技艺。各种染织技艺能产生巨

生观、价值观，并找出技艺——
—神话传说——
—

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将其染织文化深深地烙印

礼仪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区域文化中。区域文化又通过反作用促进染

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艺、神

织技术的发展。如上海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

话传说、礼仪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该

主要是由于乌泥泾地区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不

地区的传统染织技术产生后，对人们的思维方

适合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但非常适宜棉花

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一些反映染织工匠的

这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当黄道婆将海南黎族的

技术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神话传说，

棉纺织技术传播至此，迅速引爆当地的“棉花

进而促进相关礼仪的产生和发展。反之，神话

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产生崇拜

传说、礼仪对技术又可能反向产生促进的作

黄道婆的区域文化。黄道婆崇拜文化又导致当

用。如在织造宋锦、云锦、缂丝等高级织物前，

地对棉纺织技术的崇拜，人们在祭祀黄道婆的

纺织工匠要净手以敬神是织造这些高级织物

同时举行“赛神”
—纺织技术的比赛，
——
反向极

前所需要的技术要求。而在织造过程中则在敬

大促进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提高。当然，长三

神的借口下，禁止喧哗，则是织造过程相当复

角地区各项染织技术均有类似的情况，因此，

杂，
需要保持心思缜密状态的要求。由此可知，

在地方性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区域文化之间

技术规范可能是借助于神话传说、礼仪得以加

形成良性互动式的促进作用。

强。因此，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文化正是在染

３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织技术这一内核的基础，派生出神话传说、礼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１：重点是在

仪，并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具有

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

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染织文化。

术史进行梳理；难点是如何对各项染织技艺传

（３）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地方性的知

承人的口述技术史进行甄别。①对地方性知识

识能形成与当地相适宜的文化”的观点。一方

这种新视域下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采用口述

面，对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染织文化→地

科技史与历史文献、语言、法律、禁忌等文本来

域文化”
的发展、
形成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另一

相互映证的方式甄别各项技艺传承人的口述

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染织文化→

史；②拟在长三角地区传统纺织技艺中选取极

染织技术”
的影响、
促进作用进行反向分析。从

具代表性的传统染织技艺 （乌泥泾棉纺织、蓝

正反两个方向分析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与染

印花布、苏州缂丝、宋锦、南京云锦、杭州杭罗

织文化、区域文化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运行机

六项传统染织技艺）进行实地调研，每项染织

制相互促进。当然，地方性知识理论主要是运

技艺选取 ２ 名以上的传承人进行访谈，抓住长

用在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在人类考古学上看，

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史发展的重点。

这些原始部落属于较低等级的文化阶段，远没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２：重点是在

有达到文明的程度。因此，对于长三角地区高

地方性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文

度发达的文明，在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和区域

化的合理性进行解读；难点是长三角地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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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发达的传统染织技术为何没
有触发“中国式的工业革命”
的思考；拟在地方性知识理
论指导下，系统对中西方传
统染织技术、染织文化进行
比较研究，并融入政治、经
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强调中西方染织技术与
文化之间的对话，站在地方
性知识角度和反辉格史观的
高度来看待中西方两种不同
的地方性染织技术与文化。
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
和难点 ３：重点是在地方性
知识视域下对长三角 地区
从“染织技术→染织文化→
地域文化”形成过程的考
察；难点是在从地方性染织
技术促进地域文化形成，以
及地域文化反向促进地方

图 １：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思路

“技术”“技
性染织技术的提高和发展过程中，

术和文化。当然，
在表征染织文化时，
运用地方

术文化”“地域文化”三者之间的机制是什么？

性知识理论中“任何一种知识产生都具有一定

拟从地方性的“染织行会”“祭祀礼仪”的运行

合理性”的原则，抛弃西方科技文化的评判标

机制来解读在“染织技术”“染织文化”以及

准。第三阶段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文

“地域文化”
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机制。

４ 研究思路
笔者认为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长三角

化以及地域文化三者关系的综合分析阶段，运
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地方性的知识能形成与
当地相适宜的文化”的观点，对该地区染织技

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研究思路如图 １ 所

术、染织文化、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相互促进、

示，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资料搜集阶

相互影响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判断是否有新

段，一方面，围绕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

发现，进而形成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

文化以及该地区地域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搜集

化的新见解，如果未有新发现，则提出该课题

文本信息。另一方面，采用地方性知识理论中

某方面的假设，重新回到资料收集阶段，进行

“深入到知识生产者中”的方法搜集长三角地

新一轮的论证。正是在这种具有合理性和可操

区口述染织技术和口述染织文化方面的资料；

作性的论证——
—判断——
—假设的循环论证中

第二阶段为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染织文

完成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化以及地

化、地域文化的分析表征阶段，在染织技术和

域文化的全新解读，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

文化方面采用文本信息与口述信息互证的方

依据和实践可能。

式，抛弃伪信息，从而系统、科学地表征染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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