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产业：
产业历史

23

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及其原因分析
曹康乐 1，
赵誉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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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210036）
2.江苏开放大学，

摘

要院从行业规模、
生产加工方式和经营管理理念三个方面阐述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发展特

点，
同时从西方文明的影响、悠久的手工业传统以及商业文化的延承三个方面分析其发展原因，文章
结合史实资料和产业数据对于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回顾了该地
区服装产业“萌芽”阶段的发展历程，以期对于现代服装产业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承接服装产业梯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纺织服装行
度转移方面提供参考借鉴。藉此，
中国服装行业要抓住历史发展机遇，
业部门更应该不断更新发展思路，抓住机遇，更加注重区域之间要素的流通与互动，
进而促进本地区
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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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Modern Garment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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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lothing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ree aspects—industry scale, production and process methods, an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 it also analyzed its formation and formation reasons from influenc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ndicraft tradition and industry culture, and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mbryonic
stage of clothing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dern clot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undertaking gradient transfer of clothing industry.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 should seiz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thos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departments of less developed areas should update their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ircul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interregional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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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

1941~1950 年 266 家[2]。同时，时装业在 20 世

化早期的重要支柱型产业，因其劳动密集型的

纪 20、
30 年代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到 1946

行业特点和投资兴业的门槛较低等优势，在发

年上海的时装公司已达 228 家，时装业总资本

展地区经济和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均起到先

额达 182 亿 2，
450 万元（法币）[3]；衬衫业主要

导性的积极作用。我国服装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品种除了衬衣以外，还有针织汗衫、工装和童

起步于 20 世纪初的民国时期而完成于改革开

装等，
且均已采用机器缝制与批量生产。

放后期[1]。本文回顾了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行业

1.3 中装产业的延续

的形成发展历程，
试图对于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裁制中装的

“萌芽”
阶段的行业特点及形成原因进行阐释和

大概有 2，
裁缝 40，
“苏广成衣铺”
000 余家，
000

分析，以期对于现代的服装产业发展特别是中

余人，
多数为前店后场式经营，
亦工亦商。另外

西部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面提供参考。

浙江地区也流传有“与剪尺作伴不抬头，飞针

1 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发展概况

走线舞指头；数不清新衣件件出走，自家箱里

“变服”
1.1 近代中国的

空悠悠”的谚语和“吃过中秋酒，夜工不离手”

辛亥革命后，
国内掀起“剪辫易服风潮”
，
废
止了冠服等级制度，促使服饰衣冠发生了重大
变化，
男子穿着除沿袭清代的长袍马褂以外，
渐
渐流行西服、
大衣、
中山装、
学生装。20 世纪 30~
40 年代的长三角地区，由于工业文明的影响，
服装的设计制作逐步从平面型向立体型结构转
变，服装款式的发展趋势也由纯粹
的中式逐渐向中西兼容的方向演
变，且开始采用工业化的机器批量
生产。
1.2“西装”
产业的萌芽
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服装
产业初具规模，并且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产业链体系，同时刺激了相关
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时装业、
西服业、衬衫业、内衣业、鞋帽业和
机缝业等。其中“西装业”
指的是广
义上这一时期产生发展的西式服
装业，据《上海市商业西服同业公
会会员登记表》记载，仅以宁波红
帮裁缝为例，在上海开设的西服类
服装店 的 数量 ，1910 年前 后 有 2
家、
1911~1920 年 5 家、1921~1931
年 3l 家 、1931 ~1940 年 80 家 、

Tab.1

的民谣[4]，充分反映了我国早期长三角地区传
统裁缝匠的劳动生活状况和缝纫业季节性强
的特点。
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发展的城市主要
包括今天的上海、
苏州、
宁波、
无锡、
常州、
绍兴和
杭州等地，
其中尤其上海和宁波的服装从业人员
更多，
且上海地区服装流行更为时尚（表 1）。

表 1 近代上海、
宁波两市服装产业发展概况[5]
The modern garm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hanghai and ningbo

时间

上海

宁波

随着西服、缝纫机的出现，
新式服装 开埠后，洋布倾销，宁波产生了新
19 世纪中叶 店随之崛起
兴的棉布店，制作西服的红帮裁
缝初步形成
光绪 22 年，浙江奉化县人江良海，缝纫机随着西式服装流行而传入
19 世纪 80、
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首设和昌 宁波，
出现加工衬衫、制服等西式
90 年代
西服店
服装的缝纫、制服铺
金鸿翔、
金仪翔在静安寺路（今南京 民国时期，宁波境内各县城和较
西路）创设鸿翔西服公司女子部，此 大的集镇普遍出现较多的手工成
20 世纪初期
后服装业就有本帮 （中式） 和红帮 衣店 （铺），用缝纫机制衣的店
（西式）之分
（铺）逐渐增多
西服业、
女子时装业、衬衫业发展迅 1927 年，宁波有服装店 27 家（含
20 世纪 20
速。
著名代表企业有鸿翔时装、
新光 各县），以城区三民公司较著名
年代
标准衬衫等
各地来沪托庇租界人数增加，服装
20 世纪 30 经营颇为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
年代前期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服装行业一
度衰落

1932 年，宁波城厢的商店中，有
鞋帽店 85 家、成衣店 23 家、西服
店 7 家。后因战事，服装产业发展
一度停滞，后逐渐有所恢复

1946 年，女式时装店达 230 家，中
式成衣铺发展到 5，000 余户，从业
20 世纪 40
人员 1.5 万余人。1948 年，上海有
年代中后期
西服、时装、童装店 993 家，其中开
设在南京路上的有 54 家

以缝制布服装为主的机缝行业，
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到 1946
年，城区机制服装商业同业公会
有会员 7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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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及其表现

展的转折点，
对近代的服装生产观念、制度、管

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形成发展体

理、
销售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设备的更新和

现了我国服装产业由传统官营织造、家庭女红

技术的改进亦对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

向现代机械化生产的时代转型，其形成标志主

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为中国服装产业的初步

要体现在行业规模、生产加工方式和经营管理

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

理念等三个方面，折射了我国近代服装产业以

重要组成内容。

及其地区早期经济的发展历程。
2.1 行业规模

（1）服装定制。早期长三角地区服装行业
（包括西服业、
中服业即成衣业）是传统的自然

（1）时装业。民国时期我国长三角地区服

行业，经营方式主要由一家一户个体手工业者

装行业初具规模，开始有了“前店后场”式的高

承接门零来料加工、量体裁衣的生产经营方

级时装定制和早期的成衣批量生产，其中鸿翔

—即对每位顾客进行量体定制。有的西服
式——

时装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工艺仍是

店还将常客的纸样、尺寸、穿着习惯等资料载

手工作坊式的，但可以说此时已形成了女子时

入档案，
供下次再来定制服装时参考。这样的

装生产与销售的初级形式。

做法不仅迎合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消费需要，

（2）西服业。这时不少外商与华侨在中国

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服装企业不断模

开设服装成衣公司、服装定制公司、印染厂与

仿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经营理念，
促进了近

纺织厂等，其所推出的服装与面料款式时尚、

代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

质地优良，在满足租界需要的同时，也受到中

（2）机器缝制。民国前的服装加工方式均

国其他地区消费者的追捧。于是民族服装业由

是手工缝制为主，极少会涉及到机械加工，鸦

模仿而蓬勃兴起，包括时装业、西装业、成衣业

片战争以后，
以英国为主较早形成动力机器纺

（衬衫业、童装业、内衣业、针织业等）、面料辅

织的西方机制品（洋纱、
洋布）如洪水般大量涌

业（呢绒业、棉布业等）、加工设备业（缝纫机业

入，
同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也影响

等）、洗染业等若干前所未有的新型工业或手

和促进着近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及至

工业部门。如南京（1904 年）、无锡（1911 年）、

民国初，
在一些服装店中已经使用了当时称为

镇江（1911 年）、扬州（1914 年）等地相继开设

“铁车”
的脚踏缝纫机。特别是美国胜家缝纫机

多家西服店，至抗日战争前，苏州已有西服店

公司凭借其自身优势、雄厚实力及灵活多样的

17 家，
南京有西服店 120 家，无锡有西服店 33

推销方式，基本垄断了中国市场，1910 年其分

家，
扬州也有 30 多家[6]。至 1945 年上海市西服

支店遍及全国各省市县[8]。1919 年国产缝纫机

业发展达到全盛时期，共计店面 458 家，每月

问世，
我国的服装生产也开始由手工缝制逐步

可销售 4 万套以上。

转向机械加工制作，不少中式成衣铺为适应新

是
（2）中式成衣铺。近代的中式传统服装，

式服装和提高生产效率，亦纷纷添置缝纫机，

沿袭古老的手工缝制方式产生的，上海当时共

改制西式服装。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定

有 6，600 余家作坊、店铺、摊贩遍布街旁巷口，

制西服店使用缝制机的总数已逾 200 余台。

从业人员近 4 万人[7]。这种中式成衣铺大多是

“现成服装”
，
既区
（3）成衣。成衣当时称为

家庭式小作坊，主要是为顾客缝制长袍、
短袄、

别于高级定制的女子时装业，又区别于机器缝

马褂、
马甲、衬裤等中式服装。

制服装业。如 20 世纪初，
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

2.2 生产加工方式

成衣店铺总共达 57 家，
主要集中在新大沽路、

近代服装生产方式的转型是服装产业发

武定路、
黄河路、
北京西路、
福建北路等地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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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缝纫机使用的进一

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步普及，推动了服装工业的发展，百货商场如

同时，由于服装行业规模的扩大，为了维

“永安”“大新”等设置专柜进行的服装成衣销

护整个行业的共同利益，
各地西服业纷纷建立

售。成衣生产主要特点是效率高、
质量好，
且均

西服业同业公会，如 1925 年无锡市成立的服

为标准化生产，从而大大了服装的生产效率，

装手工业同业公会（即西服业），
1928 年成立的

而这正是现代服装产业“商品化”
的前提。

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这些西服业同业公会

2.3 经营管理理念

从人员构成、管理机制、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已

（1）对外广告宣传。随着成衣业的发展以

不同于旧式的封建行会、公所，具有显著的现

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服装行业也逐渐开始运用

代性[12]。这些均体现出我国近代长三角地区服

广告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其中包括电影海

装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已趋于较高水平。

报、明星照片以及时装表演会，这一点在上海

3 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原因

表现得尤为明显。1917 年，金鸿翔在上海静安

3.1 西方文明的影响

寺路创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为招牌的店名“鸿

有学者将工业化的起步分为“早发内生

翔女子时装店”。随着规模扩大以后，金鸿翔十

以及将中国“后
型”
和
“后发外生型”
两种模式，

分注重广告宣传效果，为此，他除了在《申报》

发外生型”的工业化的启动诠释为“冲击—回

《新闻报》及沪宁、沪杭车站做广告以外，还结

应”
过程[13]。即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外国

合时装特点，定期举办别开生面的时装表演

商品与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学习、引进西方先

会。在
“鸿翔”
艰辛的创业过程中，
秉持“注重传

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的基础上，
创办了自己

统，兼容并蓄”的经营方针，逐渐成为沪上颇具

的民族工业，
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

影响的以经营女式服装为特色的知名商店 。

程。作为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区与

此时的时装表演也是展示流行的重要途径，
也

中转站，
长三角地区商埠城市的开放、兴起、发

如
有通过报刊、电影等媒体来传播时尚信息，

展以及地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与外来影响有

《永安月刊》
《新新画报》 等刊物均通过明星剧

着密切的联系。近代上海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商

照和时装画来介绍国内外的服装流行信息。

业贸易的重要平台，是舶来品的集散地，对于

[11]

（2）对内行业管理。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

长三角地区乃至更为广阔的内陆地区的辐射

产业在经营方式上，有成衣销售，也有顾客根

作用明显。自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西方

据橱窗陈列的样式定制服装以及百货公司销

列强纷纷在华投资设厂，
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

多是裁
售。经营中式服装制作的“苏式成衣铺”

江浙地区最为集中和明显，客观上促进了近代

缝艺人以小型作坊形式专门代客加工各种衣

长三角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

料，缝制中式服装；定制服装指服装店购进各

3.2 手工业的悠久历史

种面料供顾客挑选购买，然后根据样式加工制
作；百货公司销售则是指百货商场如“永安”

早在 2，
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江苏就有
了手工丝织业，甚至在江苏吴兴钱三漾新石器

“大新”等设置专柜进行的服装成衣销售。另外

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即发现家蚕丝纺织品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宁波的红帮裁缝凭借非凡

的残片[13]，
这充分说明了江苏手工丝织业有着

的胆识和毅力一改手工小作坊的服装制作方

悠久的历史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近

式，他们改进工艺、提高管理、重视教育，推动

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实际包含两大部分，

了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长三角地区服装业的发

一是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

展，在中国服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

纺织业，
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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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棉纺织业[14]。明清以来，江浙的手工制造

创业精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近代服装产

业进一步发展，如清顺治十一年（1654 年）设于

业的发展。

南京的“织造衙署”
（后更名为“江宁织造”
），
有

4 结论

厂房 152 间，
至乾嘉年间发展到拥有织机 3 万

近代服装业是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起步

余张，织工约 20 万人。江苏的手工产品以土

与
“萌芽”
时期，在行业总体上达到了相当的规

布、丝绸为大宗，农户在农闲之时纺纱织布，除

模，
在生产加工方式方面形成了一些“标杆式”

满足自身的需求外，还将产品拿到市场出售。

的做法，
在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

江苏的布市主要集中在苏南的松江、苏州、常

验，
标志着我国近代服装产业的完全形成。其

常熟的
熟、
太仓、
无锡、南京等地。据史料记载，

为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地区

土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

经济的起步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开放

之境者常十六，彼氓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

以后的服装产业现代化的完成积聚了力量。藉

浙江的宁波、嘉兴等地历来也是繁华富庶之

此，我国服装行业要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特别

地，在某些丝织专业乡镇中，甚至出现了“以田

是欠发达地区纺织服装行业部门更应该不断

为机，以梭为耒”的副业逐渐变为主业的趋势，

更新发展思路，抓住机遇，更加注重区域之间

成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现象。

要素的流通与互动，
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及其对机制棉纱的

展。

大量需求，为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兴起创造了
条件，为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兴起与发
展奠定了基础。
3.3 商业文化的延承
对于宋、明时期的苏、杭商业文化的延承
是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发展的又一因素，
悠久发达的工商文化使得长三角地区人民具
有浓厚的商业素质和经营思想，且表现出思想
开放、精明灵活、有文化涵养等特色。19 世纪中
叶，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外部商业贸易推动了
城市市场的形成，并且加强了区域城市间的密
切联系，尤其以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浙
沿海地区城市联系最为显著。加之吴越文化中
所倡导的开拓的进取、敢于探索的精神与由来
已久的工商文化是江浙地区商业文明进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滋
生了早期商品经济萌芽，从而为产业的发展提
供良好的商业文化氛围。其中，来自宁波的红
帮裁缝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宁波红帮裁缝积
极为自身的生存谋求新发展，一方面积极学习
西式服装制作工艺与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又大
胆创新，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其敢为天下先的

参考文献：
[1]张 竞 琼 ,徐 俭 .中 国 服 装 产 业 的 现 代 化 进 程 [J].丝 绸 .
2000(12)：46-48.

ZHANG Jing -qiong, XU Jian.Modernization Advance原
ment for China 's Garment Industry[J].Journal of Silk,
2000(12):46-48.

[2]钱 茂 伟.宁 波 服 装 [M].北 京 ：中 国纺 织 出 版 社，1999：
20.

QIAN Mao-wei.Ningbo Clothing[M].Beijin:China Tex原
tile & Apparel Press,1999:20.

[3]上海市 档案 馆 .上 海 市 时 装商 业 同 业 公 会会 员 清 册
[B].全宗号 S243-1,卷宗号 9-10,1946.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Shanghai Fashion Busi原

ness Association Member Inventory[B].Fonds No. S2431, File No. 9-10,1946.

[4]浙江省 轻纺 工 业志 编 辑 委员 会 .浙 江 省 纺织 工 业 志
[M].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423.

Editorial Committee of Zhejiang's Textile Industrial
Record.Zhejiang's Textile Industrial Record [M].Bei原
jing：China Local Records Press,1999:423.

[5]根据上海纺织工业志 、冯 盈之《宁波 服饰 文化》相 关
数据绘制.

28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四月 / 第八卷

第二期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Shanghai Textile

mercial Trade Councils[B].File S246.

Industrial Record and Feng Ying-zhi“Culture Ningbo

[11]袁 蓉. 缝 纫 机 与 近 代上 海 社 会变 迁 (1858-1949)[D]

[6]江 苏 省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江 苏 省 志 .纺 织 工 业 志

YUAN Rong.Sewing Machine and Modern Shanghai

Costume”.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08.

Jiangsu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The

Textile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M].Jiangsu
Ancient Books Press，1997：208.

[7]上海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纺织工业志[M].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221.

复旦大学，2009：113.
Social Change
2009：113.

(1858 -1949) [D].Fudan University，

[12]刘云华 .红 帮裁缝 研究 [M].杭 州 ：浙 江 大 学 出版 社 ，
2000：137.

LiuYun -hua.Research on Red -bang Tailor [M].Zhe原
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0:137.

Shanghai Textile Indust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13]孙宅巍等.江苏近代民族工业[M].南京：南京师范大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8：221.

SUN Zhai-wei etc. Jiangsu Modern National Industry

Textile Industry Records in Shanghai [M].Shanghai：
[8]雷 杰 .中 国 缝 纫 机 发 展 史 [M]中 国 缝 制 机 械 协 会 ，
2003.5.

LEI -Jie.History of Sewing Machine in China [M].
China Association of Sewing Machinery, 2003：5.

[9]上 海 档 案 馆 藏 .上 海 市 衣 商 业 同 业 公 会 [B].卷 宗 号
S246.

Shanghai Archives Collection.Shanghai Garment Com原

学出版社，1999：4、7.

[M].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99:4、7.

[14]吴景平.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2:27.

WU Jing-ping.Economy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2:
27.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