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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丝绸时尚文化与中国形象的构建
廖江波
南昌 330038)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摘

要院在一定认知和情感框架之下的国家形象能够产生积极正面的效应，
它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之

一。国家形象需要具体的
“事”
与
“物”
来传播，
选择合适的媒介来传递一个真实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值得
探讨的。中国丝绸悠久的文化、
卓越的品质，构成了丝绸时尚文化的基因，
体现了国家软实力。
“丝绸之
路”
丝绸贸易见证了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繁荣，锦绣华丽的丝绸、心灵手巧的蚕丝织造技艺以及博
大精深的丝绸文化，
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作用是无容置疑的。
关键字院丝绸之路；
丝绸；
时尚文化；
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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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of silk fashion
culture on the“Silk Road”
LIAO Jiang-bo
(College of Fine Arts,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Under a certai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framework, national image can produce positive effects,

which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national soft power. National image needs to be boosted by concrete

‘things’and ‘objects’
, and it is worth exploring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edia to transmit a true and

good image of China. The long culture and outstanding quality of Chinese silk constitute the gene of the
silk fashion culture and embody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Silk trade along the “Silk Road”has witnessed

the prosperity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magnificent

silk, ingenious silk weaving skills and great silk culture have undoubted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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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指遗留在人的脑海中的具体形态和

[1]
感和审美”
。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代表形象的

印象，国家形象是对某个国家的印象、态度以

正面，如美国国家形象，
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

“国家形象是
及看法。西方的科特勒等人认为：

依照国家实力可以用“强大”“发达”来概括，

个人对某一个国家的亲身经历、领悟、观点、
回

但“强大”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上也有“霸权”的

忆和印象的总和，它包括个人对这一国家的情

行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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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体现，
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西方学者甚至

有，
其代表着手工机械时代纺织技术的最高成

把国家形象上升到国家品牌的高度，认为其

就。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出土的丝织物来看，当

在商业竞争与舆论导向中的地位不可小觑[2]。

时就有缯、
素、帛、绢、锦、
绮、绫等 10 余种丝织

国家形象建立在社会公众的认知基础上，塑

物，
表明到汉代丝织物的结构与品种已经发展

造与传播正面的国家形象，也是中华民族伟

到比较完备。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纱罗织物，

大复兴的现实策略。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标

绣有龙凤纹样的纱、罗、锦面单衣上纹样繁复、

志之一，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是连接中外商

色彩清晰，展示了当时丝绸织染绣的精湛工

贸与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在一定历史时期

艺。汉代长沙马王堆出土有菱纹锦、
对鸟纹锦、

所建构的人文风尚，形成了令人迷恋神往的

朱罗，以及仅有四十余克重的素纱禅衣，这些

丝绸时尚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的

丝织物的织造技术直到今天也让人叹为观止。

信息载体与传播媒介。无疑丝绸时尚文化对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
丝绸文化渗

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起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透到社会人文中的方方面面。甲骨刻辞文字中

追溯中国古代丝绸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与桑、
蚕、
丝、
绸四字形态相似的字计约 42 个，

挖掘“丝绸之路”历史背景下丝绸时尚文化， 《诗经》中与采蚕、养蚕、丝织、织物等相关的名
置入“一带一路”这种战略文化背景下，重提

词有 67 个[4]。关于养蚕缫丝的起源，
古代文献

丝绸时尚文化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着深厚的

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流传甚广的故事有两

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风俗通》，以及
种。一种为《蜀图经》
《搜神记》

1 丝绸时尚文化的历史基础

《太平广记》记载有蜀女化蚕为马头娘娘的故事；

中国是最早掌握养蚕缫丝的国家，丝绸是

嫘
另一种为黄帝之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的传说，

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考古中可以发现丝织

祖也被祭祀为
“先蚕”
。马头娘娘、
嫘祖的神话传

在中国起源的信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距

说，
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感恩

今 6，000 多年前一件带蚕纹的盅形象牙杖首

之心，但凡蚕事，必先祭祀。河南三门峡虢仲

紫外
饰（图 1）。纺织品的寿命受温湿度、空气、

墓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龙蚕形玉雕（图 2），蚕可

线等外部环境影响，在极端条件下其寿命也难

化蝶重生，古巫术认为蚕有通天之功效。早期

以超过 1 万年。最早的丝织物发现于河南荥阳

的玉器中，也有雕刻有蚕蛹身子、人头的形

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有 5，
630 年的历

象，表明了蚕与中华民族图腾的关系。中国属

史。在对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
出土了一件

于陆地农业文明，形成以家庭为单元的“男耕

木刀、一件似卷布轴的残木以及大量的纺轮[3]。

女织”社会，养蚕缫丝是普通人日常生活涉足

据此很多学者推测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了养

的基本领域。

蚕缫丝，且能用原始腰机织造
平纹丝织物。2009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批准“中国蚕桑丝织
技艺”项目列入世界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
由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
罗织造技艺、山西潞绸织造技
艺四部分组成。蚕桑丝织技艺
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国所独

图 1 蚕纹象牙杖首饰
Fig.1

Silkworm tattoo Ivory jewelry

图 2 龙蚕形玉雕
Fig.2

Dragon silkworm jade ca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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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丝绸之路”
上的丝绸及其技艺外传

秀吉阁下平定、征服这个王国以来，人们比过

“丝绸之路”首先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去任何时代都更加追求华丽，以至现在已然形

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成从中国、
马尼拉贩来的全部生丝亦不能满足

提出，其将“从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

他们需求的现状”[6]。
“丝绸之路”
上除了正常的

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

商旅往来外，还有政治家、僧人、旅行家、探险

①
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中

家等各色人物的推动。在中国有张骞“凿空西

国人认为的“丝绸之路”指张骞“凿空西域”之

域”
、
班超出使西域、
法显西行、
鉴真东渡、
郑和

路，一条由敦煌出，过阳关，经西达大月氏、安

下西洋等，国外有意大利的旅行家杜环、
马可·

息，到罗马帝国的南道；另一条为由敦煌出，
过

波罗，
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这一系

玉门关，经大宛、康居，再转向西南道汇合。一

列人员往来的活动，促进了各国经济商贸的交

般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由独立的商队经敦

往与文化信息的交流，
也为丝绸成为世界性的

煌到古罗马所走过的路，而是指丝绸经敦煌交

产品提供了条件。

易到古罗马的贸易之路。
“丝绸之路”上丝绸外传的记录，不乏文献

丝绸的外传除了商贸往来后，还有一部分
是来自中国与国外进行朝贡制度的赏赐。中国

与文物的考证。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 6 世纪至

古代国力强盛，汉唐时期就有万邦来朝之说。

公元前 5 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文献则

外邦的使臣向中国进贡一些地方特产，表示臣

显示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国丝绸就已出口到

服或是交往的诉求，中国统治阶级会将丝、瓷、

印度 。古希腊共和国首都雅典卫城帕特农神

茶等物品赏赐给使臣。多数情况下中国赏赐甚

柔
庙的雅典娜女神雕像，所穿的长袍服轻盈、

至超过进贡物品的价值，
以致外邦来华朝贡乐

软，悬垂性极佳，被认为是丝织面料。“丝绸之

在唐
此不疲。中国正式的朝贡制度起源汉代，

路”需经波斯②到罗马，波斯一度垄断丝绸由中

代初具规模，
到明代达到顶峰。《明史》卷三二

国通往西方的贸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五记载：
“满剌加(马六甲)国王受郑和邀请，率

率大军征服波斯时，惊讶波斯宫廷的丝绸时

五百四十多人与大明进行友好朝贡，明政府回

尚，其得胜回朝后，所带的战利品以丝绸为最。

赐各种丝绸达一千三百多匹，瓷器一万九千

古罗马凯撒大帝推崇丝绸，一次穿丝绸袍服进

件。”
朝贡制度反应了儒家和谐共融的外交思

入剧场看戏，其精美的丝绸服饰成为全场焦

想，对缔结、维持和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的

点。在凯撒大帝的带动，西方上流社会也趋之

友好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5]

若鹜，丝绸被罗马贵族视为顶级奢侈品。古罗

对比丝绸域外流动，
蚕丝织造技艺的外传

“赛里斯（中国）
马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描述：

应该较晚。朝鲜与日本同中国近邻，蚕丝织造

人身高 20 英尺，寿命超过 200 岁。……赛里斯

技艺的传入有先天的优势。《汉书·地理志》记

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妇女们将丝整

载：
“殷道衰，
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礼义、

理，
再织成丝织品，先销于世界各地。赛里斯人

田蚕织作”
。箕子，名胥余，生活在商纣王与周

极为灵巧，大地边缘到此国为至。”东方中国的

武王时期。周灭商后，
箕子率族人逃亡域外建

神秘、丝绸的高贵，古罗马人对其一直充满向

国，
带去了“田蚕织作”技艺。《史记·淮南衡山

往和幻想，使之带有很多主观因素的臆测。从

列传》记载：秦始皇派徐福率“男女三千人，资

汉唐到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长盛

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

不衰。阿拉比·希隆在《日本王国记》中这样描

日本
不来”
。徐福东渡的故事在日本也有传说，

述当时日本人消费丝绸的情形：
“24 年前丰臣

将徐福尊祀为农耕神、
蚕桑神和医药神。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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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3

图4

查士丁尼皇帝和侍从

Emperor Justinianus and his attendants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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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拉皇后和侍从

Queen Theodora and his attendants

织造技艺包括养蚕、缫丝、并丝、织造等多道繁

迎合当下服
泌丝液凝固而成的动物蛋白纤维，

杂的工序，古代中国又禁止蚕种与蚕丝织造技

饰面料绿色环保的趋势。蚕丝具有天然纤维的

艺的外传，故而国外自己生产丝绸的进展较为

优良品质，其吸湿透气、质轻而柔软，导热性

缓慢。较早关于蚕丝织造技艺向西域及欧洲的

差，
蚕丝织物丝绸穿着凉爽，
手感滑爽，
光泽性

外传有两则故事。一则，汉代于阗国国王同汉

好。另外，由于丝绸的轻薄、飘逸及悬垂性极

将
朝和亲，汉室公主将丝织工匠装扮成随从，

佳，
现代女性穿丝绸服饰能够展示女性优美的

蚕种藏于丝绵帽中带入于阗，后于阗成为著名

身体曲线。

的丝织产地。 考古学家夏鼐认为发生在 6

时尚的宠儿从不缺少丝绸的身影，丝绸深

世纪左右或者稍早时期，于阗获得中国蚕丝织

受各大品牌设计师的喜爱。20 世纪 30 年代，加

造技艺[7]。另一则，
《哥特人的战争》记载查士丁

布里埃·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

尼大帝时期，两个印度僧人将蚕种藏于竹杖之

1883~1973 年）将丝绸面料与其它面料搭配，减

中躲过边界的检查，将蚕种带入东罗马。约在

少面料的重量增加服饰的飘逸感，
引领当时高

6 世纪中期,东罗马获取了东方蚕种[8]。现藏于

雅、
简洁、
精美的时尚风潮。20 世纪 50 年代，伊

圣维达尔教堂的两幅拜占廷时期的镶嵌画《查

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1936~2008

士丁尼皇帝和侍从》
（图 3）与《狄奥多拉皇后和

年）设计的黑色毛绸（图 5），
以红色蝴蝶结作装

侍从》
（图 4），画中皇帝、皇后以及侍从衣着锦

饰的露肩及膝时装风靡全球，奠定了其时装设

绣，被认为是丝绸技艺传入罗马的证据之一。

计大师的地位。于贝尔·德·纪梵希（Hubert

当然，蚕种与蚕丝织造技艺的外传应该有多种

de Givenchy,1927~2018 年）在《蒂 凡 尼 的 早

途径，其中中国丝织艺人到国外的传授或外邦

餐》 中为 演 员奥 黛

“拜占庭
来中国的学艺，应该是其主要的途径。

丽 · 赫 本（Audrey

丝绸工业的发展是以东方手艺人披露的工艺

Hepburn,1 929~1993

秘密为基础的，伊斯兰在前罗马和萨珊土地上

年）设计的经典小黑

的崛起导致了陆地贸易路线的衰退” 。对先进

裙，
其变体衬裙（Slip

生产技艺和先进事物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

Dress）采用 100%的

的共性，晚至 16 世纪, 桑蚕生产在英、法等西

丝绸面料，造型 简

欧国家发展起来

约，且极具诱惑，时

[9]

。

[10]

3 丝绸时尚文化的潜力
从服饰质料来看，蚕丝是熟蚕结茧时所分

至今天这种直筒裙
它不但
仍大行其道，

图 5 伊夫·圣·洛朗的作品
Fig.5 Yves Saint Laurent’
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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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内穿而且可以外穿。2000 年卡尔·拉格斐
（Karl Lagerfeld,1933~2019 年）在 Chanel 春

牌，
必将有更加辉煌而灿烂的明天。

4 国家形象与丝绸时尚的关系

秋系列时装发布会上，以丝绸为主要面料，
通

建构，是经济
国家形象由具体“事”和“物”

过剪贴、拼接、刺绣的手法，给观众的带来了一

与文化实力的间接体现，
时尚文化也是国家形

场视 觉盛宴。 Alexander McQueen 的 设计 师

象一个方面。对近代中国形象有愚昧落后的印

Sanah Pourton 于巴黎时装周 2016 年春夏系

教育状况、
政治
象，
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习俗、

列发布会中，以伦敦丝绸的发轫为灵感，复古

环境、
国民素质等因素有关。近代历史上中国

繁荣与华美的宫廷之风，大秀了一把丝绸的时

女性的裹脚，男性吸食鸦片的病态与长辫，以

尚文化。

及灰蓝、白色的土布衣，构成国外对中国人先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蚕

入为主的呆板看法。对法国形象有时尚、
浪漫

丝生产国。蚕丝有纤维“皇后”之称，其雍容华

的印象，
显然这与法国延续的宫廷文化与发达

贵的品性与时尚设计相结合，使其在市场中大

的时尚产业有关。时尚从字面上是“时间”与

放异彩。2015 年在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物

“崇尚”
，时尚易变，需要经济作后盾和文化作

—当代中国风格时尚
馆“中国梦：花好月圆——

支撑。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摘

设计大展”
，策展人卞向阳精选当代 10 位最具

掉了“愚昧落后”的帽子。在 2010 年中国 GDP

中国代表性的设计师作品，展出的服饰面料中

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

有传统丝绸织物精品宋锦、云锦、莨绸等，以及

在产值总量上
属于时尚领域的纺织服装产业，

与丝绸相关的草木染、刺绣被设计师创造性的

中国常年雄踞世界第一。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借用，表明了中国设计师对丝绸的态度。图 6

，宣传中国对邻
西方又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

为大展设计师吴海燕的作品，作品中展示嫁接

国的侵略性，这一论调无疑是黑化中国形象，

新中式元素的杭州丝绸服饰。同年在纽约大都

不利于中国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纺

会博物馆展出的“中国：镜花水月”(China:

无视中国时
织服装产业习惯性认为低端落后，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时装展，在向国

尚产业的崛起，
不利于中国设计力量在时尚界

外讲中国的时尚故事时，丝绸也是最主要的传

话语权的获得。

播载体之一。处于民族复兴时期的丝绸产业，

“丝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

讲好丝绸的故事，在工艺定制、体验服务、时尚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
绸之路经济带”

与科技的结合上做功夫，打造国际时尚文化品

作倡议，
即“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
是中
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所提出的重要决策
设想，
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逻辑[11]。
“一
带一路”
包括经济与文化两个层面，
以平等、包
沿线国
容、
合作、
共赢为主旨，促进“一带一路”
家的发展。剖析
“丝绸之路”
历史上的贸易与文
化交流，
将丝绸作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
“丝绸之
媒介，
重提丝绸文化具有现实的意义。
路”的开辟打通了中国形象向外传播的渠道，
丝绸扮演着重要角色。蚕丝织造技艺的精湛繁

图6
Fig.6

吴海燕的作品
Wu Haiyan’s works

复、文绮雅致的东方神韵，造就了锦绣华丽的
丝绸，
引发了各国对丝绸的崇尚与向往。丝绸

服饰与传播：
丝路研究

文化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借助“丝
绸之路”尘封的历史记忆，依靠文化理念来获
得国际影响的能力，可诠释“一带一路”发起国
“丝绸之路”
上一脉相承的丝路精神。

5 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决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
策的提出，谋求中国风格服饰在国际时尚领域
的话语权，打造丝绸时尚文化的大片，传承丝
绸文化，重建丝绸时尚从经济回报与国家形象
的建构上都大有裨益。丝绸时尚文化传播，
通
俗易懂、辐射面广，
“丝绸之路”的丝路精神与
丝绸的视觉符号，能够直接体现“一带一路”
战
略构思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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