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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研究意义]针对杭罗起源的问题，目前纺织史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研究方法]运用历史文

献与纺织品考古文物相印证以及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得到杭罗组织式的罗织物实
物至迟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其工艺可追溯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结论。研究表明：
一方面，
从织物组织结构上看，
杭罗式的罗织物属于固定绞组罗的一种重要形式，
相对于流行数千年的链式罗
而言，
它明显是一种技术上的退化；
另一方面，
从杭罗产生的原因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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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unified view on the origin of Hangzhou leno in the textile history field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extile archaeological relic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eno fabric of Hangzhou Leno weave had appeared in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at the latest, and its technolog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seeing from fabric structure, Hangzhou leno
belongs to a kind of important form of fixed group warp leno, which is obviously a technical degradation

compared with the chain leno which has been popula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se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Hangzhou leno,it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weaving technology,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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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罗织物的研究，纺织史学界

拆开织物组织时，经纱间相互绞链无法分散

已有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如陈维稷[1]、
黄能

才有此名。无固定绞组罗最基本的组织为两

馥[2]、赵丰[3]、袁宣萍[4]等。这些学者均将研究重

经绞罗组织（图 1），由它的结构不难看出，绞

点放在业已失传的链式罗结构、织造过程及其

经不仅与它自身对应的地经相绞，而且还与

织物复原等方面，关于杭罗的起源问题却鲜有

相邻的地经相绞，形成第一纬绞经与自身对

问津。目前，对于杭罗起源问题，只有郝鸿江、

应地经相绞，第二纬绞经与相邻地经左右相

于伟东直接进行过相关的探讨，他们主要从杭

绞，第三纬绞经再与自身对应的地经相绞，如

罗织物组织结构的出现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此反复直至织物织完为止。任何复杂的链式

以确定杭罗产生的时间。然而，他们却没有指

罗都 是在 两 经绞 罗 组织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变

出在明代（1368~1644 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化，其中四经绞罗（图 2）较为典型。从织物结

杭罗取代链式罗。因此，
笔者认为，
还有对杭罗

构上看，
地经和绞经的比例为 1：
1，
地经和绞经

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以填补杭罗起

相间排列，但一根绞经可以和相邻的两根地经

源因素的研究空白。为了能系统地探讨杭罗的

起绞，即一根地经可以由相邻的两根绞经纠

起源，笔者首先从罗织物相关概念的界定入

绞，
绞组之间交错打乱。从织物织造过程上看，

手，进而对考古发现的罗织物进行分析，对其

四经绞罗织造时需要附加一套绞经装置。操作

进行分期处理，以确定杭罗的产生年代，最后

过程如下：先将经线分为偶数组和奇数组，第

站在反辉格史观的角度深入分析杭罗起源和

拉到奇数经线
一步用绞综将偶数经线的绞经，

发展的内外史原因。

的左侧上提，形成绞经的织口，过梭后再提织

1 罗织物相关概念的界定

地经的两片上口综之一；第二步，第二根纬线

经丝
众所周知，罗是质地轻薄，丝缕纤细，

过梭后，原绞综不动，再用另一绞综将奇数经

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在春秋战国 （前

线拉至偶数经线左侧后，
再向上提，
过纬后，又

770~前 221 年）之前已经有了。按照罗织物的织

提起另一地经上口综。这种绞经和地经依次左

物组织形式，可将其分为无固定绞组罗和固定

右绞转而相互绞缠，便形成了大孔眼的四经绞

绞组罗两大类。杭罗则是固定绞组罗中最重要

罗组织[1]298。不难看出，
“链式罗”
的织造工艺是

厘
的一支，
为了能更好地考证杭罗的起源问题，

非常复杂的。它的绞经可以同时穿入两片不同

清罗织物及其种类的相关概念显得特别重要。

方向的软综内，轮流向地经左右两侧绞转，亦

1.1 无固定绞组罗织物

可分别穿入两片不同的软综加后综而依次提

无固定绞组罗又称为“链式罗”，由于在

取[5]。

图 2 四经绞链式罗结构图

图 1 两经绞链式罗结构图
Fig.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double meridians chainlike leno

Fig.2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four meridians chainlike l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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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后则是以无固定绞组罗织物为主。根据

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 （前 202~8 年，

明代的《天工开物·乃服篇·分名》中对罗织物

23 ~220 年）织物中就有链式花罗（图 3），织物

描述可知，当时的罗织物指的是横罗，说明了

的地纹由四经绞罗组织构成，花纹则由二经绞

现代意义上的杭罗已非常流行。按照织物组织

罗组成（图 4）。由此可知，早在汉代，织匠们就

结构，可将杭罗分为横罗（图 5）、直罗（图 6）、

能将单一的罗组织进行变化产生花地效果，
形

花罗（图 7）三类品种，

成花罗织物。

正如赵丰所言：
“ 清代
（1632~1912 年） 的横
罗大多可称为杭罗，
是杭州的一种地方性
特产，其绞纱横路之
间的平纹一般可达十
多纬甚至几十纬。”[7]；
直罗则是在经向上形

图 5 横罗局部
Fig.5

The horizontal leno

成空路的罗织物，也就是有些经线一直相绞，
图 3 马王堆出土链式花罗结构图
Fig.3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chained patterned leno unearthed
from Mawangdui tomb

这样形成经向空路。而杭罗中的花罗是在横罗
的基础上，
在大面积的平纹地上进行斜纹提花
的一种罗织物。

图 6 直罗局部
图 4 二经绞链式罗结构图
Fig.4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double meridians chainlike leno

1.2 固定绞组罗织物
固定绞组罗是罗织物中较为简单的一种

Fig.6

The vertical leno

图 7 花罗局部
Fig.7

The patterned leno

2 无固定绞组与固定绞组罗的考古实物分析
有关无固定绞组罗和固定绞组出现的时
间，
纺织史学界众说不一，
并且相当模糊。如夏

类型，其组织结构中的绞经和地经之间有着明

正兴认为有绞组纱罗周代（前 1046~前 256 年）

确的对应关系，并且能够在带筘的织机上织

中国发
已有，
无绞组纱罗汉代以前已有。然而，

造。在织造过程中，一组纱线固定为直线方向

现最早的罗组织结构织物却是固定绞组罗织

排列，而另一组纱线中相邻之间的纱线相互交

物。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

换位置形成经线相绞的结构[6]。固定绞组罗相

三块葛织品（图 8，见下页）就是典型的罗组织

当于今天的纱罗织物，杭罗就属于固定绞组

结构。这三块罗织物虽已炭化，但还能清晰看

罗。从织物组织结构上看，杭罗属于宋代（960~

出残片的一头有山形和菱形花纹，花绞处的纬

1279 年）之后杭州生产的一种二经相绞的罗织

纱曲折变化罗纹部纬纱是上下绞结。经纱为双

物。笔者认为，杭州罗的发展应以明代为分界

股，
S 捻，经密 10 根 /cm，纬密罗纹部约 26~28

线，明代之前的罗织物主要以链式罗为主，
而

根 /cm[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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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却是相反，链式罗从汉代到元代 （1271~

1368 年）一直流行，
明代以后才逐渐消失。而固

定绞组罗虽然产生时间较早，
但直至唐宋以后
才得到进一步发展[10]。笔者大胆推测可能有如
下几点原因：
①包括罗在内的丝织物作为远古
中国最为珍贵的高级织物，
一般用于祭祀重器
的包裹物或统治阶级夏季的服用之物，
根本不
会考虑织造的复杂程度，反而越复杂越受欢
图8

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罗纹葛织物

迎。毫无疑问，链式罗受到重视的程度要远远

Rib Ko -hemp Cloth unearthed from Cao Xie Mountain in

高于固定绞组罗；②无固定绞组罗在织造时有

然而，中国最早的无固定绞组罗织物实物

低。在没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链式

则是在商代妇好墓中发现的。妇好墓出土的罗

罗织物就是一种典型的奢侈品，起到显示穿戴

织物共有两例，它们发现于器物的表面，用于

者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作用，
缺少向织造相对较

包裹器物，一件发现于妇好连体甗的口下，
另

为简单的固定绞组罗转变的驱动力；③到了明

一件保存在铜小方彝盖上 。它们应该是属于

代世俗社会逐渐崛起，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

链式罗之类的织物 。其实，固定绞组罗结构早

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民间也

在 7,000 年前就已被我们的先祖所掌握。1952

出现了追逐世俗享受的风气。罗织物开始作为

年，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半坡出土的距今大

一般富裕家庭夏季常用面料，同时，处于这种

约 7,000 年的上百件陶器的器底和把手上，
发

消费层次的群体重视罗织物的价格。因此，固

现有当时编织物的印痕，其中就有双经绞罗织

定绞组罗织物越来越受到青睐从而得到飞速

物的编织方法（图 9）。然而，中国发现的最早固

发展，
逐渐取代链式罗织物。

Fig.8

Wuxian, Jiangsu Province

[8]

[9]

一个苛刻的条件是织机不能带筘，
织造效率极

定绞组罗实物却出现于杭州雷锋塔地宫（五代
十国时期）的一批越罗当中，该地宫中的罗织
物除了链式罗外，还有二经绞固定绞组罗织
物。由此可知，杭罗的工艺源于越罗中的一个
品种，而越罗在唐代（618~907 年）就已经非常
出名，因此，笔者倾向于杭罗起源于唐代越罗
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固定绞组罗结构的出现时间远
远早于无固定绞组罗结构是技术发展的必然，
理由如下：一方面，从纺织品实物考古的角度
上看，已经能从实物方面充分证明固定绞组罗
的出现时间的要远远早于链式罗；另一方面，
从罗组织的结构上看，固定绞组罗的结构远比
链式罗的结构简单得多，且更容易实现。既然
应
固定绞组罗的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链式罗，
该是固定绞组罗的流行要先于链式罗。然而，

图 9 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罗纹痕迹
Fig.9

Rib traces on the pottery unearthed from the Banpo Ruins
of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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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经绞花罗可能是采用原始的挑花

杭罗作为固定绞组罗的延续，其技术基础

技术来显现花纹，而泛扇椿子则是起绞装置。

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然而，经过数千年

然而，如何起绞《梓人遗制》中却没有详细的解

的沉寂后，
随着唐宋时期开发江南地区的深入

释。

而迎来发展的新时期，并且在明代逐渐发展成

那么，固定绞组的杭罗是如何起绞的呢？

为罗织物的主要组织形式，完全取代了链式

笔者通过对杭罗织机的考察可知，
杭罗织机的

罗。从纺织技术史内史的角度看，杭罗的产生

综框（图 11）可分为素综和绞综两大类。素综是

是一种技术上的退化，即简单的织造技术取代

可以织造平纹织物的普通综框，可分为奇数经

复杂织造技术；从纺织技术史外史的角度看，

线综框和偶数经线两片不同综框。绞综类综框

一方面，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杭罗的发

又可分为绞边综和绞综。绞边综是对罗织物纬

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杭州城市
的发展最终使杭罗完成技术上的集中，使其成
为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一种丝织物。
3.1 织造技术的发展为杭罗的产生奠定了技
术基础
织造技术的发展为杭罗的产生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提花织机上增加单综（半页线
综），即可生产比较基础的罗织物。早在汉代中
国就已经有了多综多蹑提花织机，据《三国志》

图 11 综框
Fig.11

Heald frame

记载，马钧将五十综五十蹑、六十综六十蹑的

向左右两边绞经的综框，形似别针，里面放置

绫机改十二蹑

。甚至在东晋（317~420 年）的

二对四根综丝。绞综是罗织物主体绞经的重要

《西京杂记》中指出西汉时期（前 202~8 年），巨

装置，共有二片绞综，每片绞综各由一片基综

[11]

鹿陈宝光家妻使用一百二蹑的织机

。正如宋

和一片半综组成，基综采用金属丝，而半综采

代薛景石（生卒不详）
《梓人遗制》中对罗织机

用真丝。其扭绞原理如图 12 所示，
地经穿入素

的描述（图 10） ，它的结构与普遍的提花织机

还须穿入半综内。因
综内，
绞经除穿入素综外，

并无太大区别，比较特别的是斫刀、文杆和泛

此，
梭口的形成可分成两种情况：
一是由地综 4

扇椿子三个部件。斫刀其实是打纬的工具，
由

提升形成梭口；
二是由后综 3 和半综 1 的运动

于当时正在流行链式罗，所以无法用筘来代

当地
而将绞经提升所形成的梭口[1]225。织造时，

说明
替。文杆则是挑花刀，主要用于挑织花纹，

综 4 提升时，形成普通梭口，此时织入纬线后

图 10 《梓人遗制》中的罗机子

图 12 扭绞原理示意图

[12]

[13]

Fig.10

The diagram of leno loom in Zi Ren Yi Zhi

Fig.12

Tweak princip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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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形成扭绞情况；当起提起后综 3 和半综 1

（1127 年）秋余自穰下（今河南邓州）由许昌以

时，绞经在地经的左右上方形成开放梭口和绞

趋宋城（今河南商丘），几千里无复鸡犬。”[16]，

转梭口，织入纬线后就发生扭绞。

而江南地区则相对较为平和，统治阶级重兵据

很明显，无论是链式罗还是杭罗均可以在

守，
偏安一隅。仅以南宋（1127—1279 年）临安

各种提花织机上生产，只需要增加起绞的装

（今杭州）为例，
据吴自牧《梦粱录》所言：
“临安

置，即增加绞边综和绞综即可。正如宋应星

城郭广阔，
户口繁夥……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廵

（1587~1666 年）在《天工开物》中提到杭罗时指

铺，
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17]。由此可知，
南宋

出：
“就丝绸机上织时，两梭轻一梭重，空出稀

时期江南地区人口绸密，重兵据守，繁华程度

路，名曰秋罗，此法亦起近代”[14]。从织造的角

已非北方所能及；其次，江南地区的生产力水

度看，杭罗的织造工序相对于链式罗来说要简

平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
而且还在大量北

便和快速得多。显然，杭罗相对于链式罗是一

方人口才迁徙到南方的过程中，城市化程度飞

种技术上的退化，即在保持基本差不多的织物

速提升。如南宋临安的人口一直呈现出快速增

风格的基础上，引进织锦、织绫的工艺，使其适

长的趋势，直至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应织机的时代变革，由此产生了多种风格的杭

年），临安城内外人口已达 120—130 万人，其

罗织物。据明代《天水冰山录》中记载花罗品种

中城内 80—90 万人，城外 40—50 万人 [18]。漆

有五十五个之多[15]，可见到了明代杭罗的品种

侠认为宋代全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

已经非常丰富。同时，明清时期的杭罗已经中

之十二，而赵冈则认为这一比率可能达到百

外驰名，据《中国国际贸易小史》记载：明清的

分之二十[19]。然而，
直到晚清时期的 1893 年，

罗织物还有“七丝（梭）罗、三丝罗、生罗、金银

中国城镇人口仅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20]。

行销国外。
罗、秋罗、状元罗等品种，

不难看出，宋代城市生活的活跃度要远远高

3.2 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为杭罗产生提供良

过晚清时期（1840~1911 年）；再次，江南地区

好的社会氛围

城市充当重要经济据点作用明显。以太湖流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

域的县城为例，据陈国灿研究，以宋代为分界

南移，在浙江一带也逐渐形成一些丝织业中

线，宋代之前太湖流域的县城一般是作为小

心，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丝织物产品。正如杜甫

太湖流域的
规模的政治据点。而宋代及之后，

充分说
《缲丝行》诗中所言“越罗蜀锦金粟尺”，

县城普遍由政治据点向城市形态转变，城市

明唐代江南地区的越罗已经非常著名，可以与

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活跃 [21]。最后，江南地区

蜀锦相媲美。到了宋代，江南地区丝织业进一

水运发达，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廷

步发展，出现了苏州缂丝、宋锦、南京云锦等知

曾在咸平二年（999 年）在杭州和明 州（今宁

名丝绸品种。笔者认为，
唐宋时期，
统治阶级对

波）分别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到

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为丝织业在该地区的大

宋室 南渡之后 ，陆上丝 绸之路 断绝 ，海 上贸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也为杭罗的产生

易的作用更显突出。正如宋高宗所言：
“市舶

准备了物质条件。首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江

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

南地区未曾持久地遭受过大规模的战争侵害。

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

晋代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
、宋代

少宽民力尔。”[22]正是在官府的扶植下，宋代

的“靖康之耻”等均未长时间大范围地波及至

的海上丝绸之路异常繁忙，向东北方输往日

江南地区。如“靖康之耻”之后，北方经济遭受

本、朝 鲜，向南 输往 南洋诸 国及阿 拉伯 大 食

到巨大的损失，正如宋人庄绰所言：
“建炎元年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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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必定诞生在商

杭州城市地位的转换与杭罗的产生有着

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同样，商品经济高度

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杭州的城市发展经历

发达又使得当地的社会风气更加世俗和追求

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钱塘江主导时

享乐。因此，
作为皇室、
官僚享用的罗织物必然

期（秦至隋代前期），隋代之前，杭州只是一个

会向民间扩散，价格更便宜、结构更加牢固的

江滨小邑，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 年），在凤凰

固定绞组罗唤发出新生，拥有更为广阔的消费

山依山筑城，
“周三十六里九十步”
，这是最早

市场。

的杭州城，县治位于江干的柳浦。第二阶段是

综上所述，从工艺上看，杭罗是脱胎于唐

运河主导时期 （隋后期至元代），隋大业六年

代越罗中的一种新型罗织物，其工艺的本源，

（610）年，
随着沟通中国南北方的京杭大运河开

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然而，
在先

通，
杭州作为运河南方的终点，逐渐发展成为经

秦至元代的漫长历史长河中，链式罗一直都占

济发达的大都市。进入唐代之后，
杭州城市规模

有罗织物主流的地位，杭罗式组织结构的罗织

进一步扩大，人口剧增，经济更加繁荣，丝绸生

物却很难在考古文物中发现。究其根源，
罗织

产也得到发展，
丝织品的品种更加丰富 。在唐

物是一种高级奢侈丝织物，体现着身份和地

代“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不得不

位，
无法为平民百姓所享用。而奢侈品一般是

杭州
“仰给东南”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

不考虑生产成本，因此罗织物一直保持着链式

户口已经增至十万人，上缴税钱达到全国的

罗的主流形式。随着汉晋以来中国经济的逐渐

5%，
成为新兴的经济重镇。五代十国时期（907~

南移，
罗织物的生产基地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

979 年），杭州作为当时吴越国（907~978 年）的

区，同时，江南地区优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为

[23]

国都，丝织业得到飞速发展，据《吴越备史》记

包括罗织物在内的丝织业提供了创新发展的

载吴越国国主钱镠（852~932 年）在杭州设立了

外部条件。到了明代，
罗织物的发展出现转机，

—织室，其生产规模已达
官营丝绸织造工场——

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

到工匠 300 余人，这是杭州设立官营织造机构

在杭州开始萌芽，罗织行业逐渐集中于杭州一

的开端[24]。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杭州作为都城

带。为了适应商品市场对罗织物的需要，
充满

地位的确立，更加促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作

智慧的织罗工匠们将固定绞组重新发扬光大，

为直接为皇室宫廷服务的中央官营织造机构

从而促使流传数千年
并以
“杭罗”
的名字命名，

必然也设置在杭州，其中少府监下属的文思

的链式罗消失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下。

院、内侍省后苑造作所的织罗作等明确生产罗

4 结语

织物

。当然，
此时的罗织物还是以链式罗为

杭罗是中国古代重要罗织物形式之一，属

大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记载，皇帝

于固定绞组罗中的一种类型。它的工艺起源于

生育一个儿女，
“赏赐生育者罗二百匹，绢四千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先秦至五代十国时期杭

六百七十四匹”[25]。由此可知，即使对于皇室而

罗式组织的罗织物一直没有成为罗织物的主

言罗织物也是丝织物中的上品。城市的发展和

流，直至吴越国时期，才在杭州雷锋塔地宫中

人口的集中必然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

才发现杭罗式组织的罗织物，因此，杭罗工艺

时期的杭州城市沿运河轴线，南北向发展，
保

至迟在吴越国时期就已经产生。然而，再经过

持“腰鼓城”之态数百年；第三阶段是西湖主导

数百年的发展，
杭罗最终在明代彻底取代了流

时期（明代之后）。明代杭州是浙江布政使司的

行数千年的链式罗。杭罗的产生、发展给我们

驻地，经济非常繁荣，明末在丝织行业就产生

如下的启示：首先，从罗织物的组织结构角度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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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罗织物的织物组织结构的发展不能简单
地概括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相
反，中国罗织物组织结构的发展，却呈现出简
—复杂——
—简单式的模式；其次，从罗织
单——
物的织机角度看，罗织机的发展确实遵循是由
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即原始腰机——
—多踪
多踪织机——
—花楼织机。最后，杭罗的产生与
发展不仅仅与织造技术相关，而且与当时的政
治、
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在明代
没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到
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诞生于吴越国时期
的杭罗就不可能成为后世中国罗织物的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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