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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Zuo Ren’Chinese Micro-lecture(1)
HOU Dong-yu1
ZUO Jin-huan1, WU Meng-na2，ZHAO Bo3，

(1.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2.Central School, Liuqiying Town, Yongq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Langfang 065600 China;
3.Beijing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pecial Fund for Clothing Culture, Langfang 065600 China)

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发起了“右衽中国
微讲堂”
项目。该项目由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
饰文化专项基金承办，邀请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园林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中国服装博物馆、
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
清华大学艺术博
物馆等多家有织绣类展品的综合博物馆和服装
主题博物馆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该项目还邀
请了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
江南大学、武汉纺
扫一扫，可以申请加入“右衽中国微讲堂”

织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河南科技
大学、江西服装学院、中原工学院、济南大学、山

中国各个博物馆闭
2020 年初新冠病毒肆虐，

东工艺美术学院、大连艺术学院等高校的众多纺

馆、
高校延迟开学、
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停工，
中国

织服饰类的专家、
教授。除此之外，
该项目还邀请

服装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北京文物

了多位中国纺织服饰类的非遗传承人和服装文

保护基金会为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

化类网络主播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人员。右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增强国

衽中国微讲堂项目旨在疫情期间更好地研讨和

家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文脉，增强中华传统文

传播中国服装文化，
同时为今后进行多方交流搭
建平台。公益讲座及研讨会的主要交流形式是以
“右衽中国微讲堂”微信群为依托，
以语音、图片、
小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讲座及研讨，每周邀请

2020-04-13；

2020-04-20

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一般项
目（20Y0001）
左金欢，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硕士研究
生；吴孟娜，河北省永清县刘其营乡中心校教师；赵波，北京
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常务副主任。通信作者：
侯东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

一位群内专家、学者进行一次学术讲座并主持研
讨。
“右衽中国微讲堂”开讲以来，邀请了 3 位学

者进行了 8 场公益讲座，
包括中国服装博物馆馆

长赵波主讲的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褂赏析》
《中国服装博物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袍赏析》

10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零年

四月 / 第九卷

第二期

馆馆藏女袍赏析》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女装衣

料，古语称“纵有家财

《中国
裳赏析》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童装赏析》

万贯，不如漳绒漳缎”；

服装博物馆馆藏服饰赏析》；北京服装学院校外

“银鼠皮”银鼠皮属于

研究生导师李雨来主讲的《云龙纹的时代特征》；

貂类，俗称叫“白貂”或

武
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常务副主编、

“雪貂”
，原产地在外东

汉纺织大学纺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江西服装

北地区，这种动物一年
之内只有 20 天左右的

学院中华服饰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李强主讲的《中

时间皮毛会完全变白，

国古代纺织起源再考》。每一场服装公益讲座都
和主题研讨会相结合，
三位老师对自己所研究领
域的学术成果做了汇报，并与群内其他专家学

图 3 竹衣
Fig.3

Bamboo coat

在这个时间捕 捉然后
处 理它 的皮 毛是 最 好

者、
非遗传承人以及媒体工作者进行了热烈的讨

的，所以银鼠皮也是清代帝王喜欢选用的皮毛之

论与交流。

一；
“罗”是一种丝织品，而“罗”和“纱”都是比较

1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褂赏析 （主讲人：

轻薄透亮的，所以古语有云“方孔为纱椒孔为

赵波，
时间：
2020 年 2 月 23 日）

罗”
，
以此来对
“罗”
和“纱”进行区分；很多人可能

此次讲座赵波在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褂

会把“羔羊皮”和“一斗珠”相混淆，其实真正的

中挑选了几件代表性的文物进行分析，
从褂的发

“一斗珠”是要比“羔羊皮”更名贵一些的，
“一斗

展史、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及面料和配饰上进行

珠”和羔羊皮皮毛里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斗

了讲解。

珠”是由还没有出生的小羊胎的皮毛来制作的，

首先，赵波讲到了

所以羊毛像珍珠一样粒粒清晰可见，几乎不见羊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

绒，非常的漂亮；
“牛皮纸绳褂”其实是用牛皮纸

褂的面料特点，馆藏男

一点点捻成牛皮纸绳，然后再用纸绳进行编织，

褂的面料包 括了 缂丝 、

其实是用直径只有
从而制作成褂；
竹衣的
“竹子”

漳绒、银鼠皮、罗、羔羊

几毫米的小竹节精心串起来的，做工精美，一般

皮、一斗珠（图 1）、牛皮

为官员所穿，在夏日可以起到清凉隔汗的作用，

纸绳（图 2）、竹子（图 3）

民国时期的京剧名家为了保护珍贵的戏曲服装

等。其中“缂丝”是明清

两代皇家御 用的 面料 ，
它的特点是“通经回

图1
Fig.1

也会穿着此衣。
一斗珠

Unborn sheep’
s fur

纬”
，也叫“通经断纬”
，被称为“织中之圣”
，是世
界上最昂贵的丝织品，
它也代表了织绣类最高的
工艺水平；
“漳绒”在清代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面

一统帽”
。
“披领”
又叫
“领衣”
，
有
“牛舌头”
（图 4）

（图 5）两种类型，这其实是清代礼服的
和“菱角”

重要组成部分，起初是穿在衣服里面，后来发生
演变，一般是穿在袍的外面，或者是袍外面穿褂

牛皮纸绳衣

图 4 “牛舌头”式领衣

图 5 “菱角”式领衣

upper outer garment made of kraft rope

Fig.4 ‘Bull tongue’collar

Fig.5 ‘Water chestnut’collar

图2
Fig.2

赵波还讲到了男褂配饰中的
“披领”和“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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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一统帽

Fig.6 ‘Liu-He- Yi-Tong’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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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褂外面再穿领衣。

圆领为主的。接着

接着赵波讲“六合一统

赵波讲到这件吉服

帽”
（图 6），
很多人对这

袍 下 摆 的 地 方 ，在

个帽子存在一定的误

前后左右有四个开

解，他们认为瓜皮帽是

裾，也叫四个开衩，

满人的帽子，其实它的

这在《大清会典》里

起源要追溯到明洪武

面 有 明 文 记 载 ，只

年间，当时明太祖朱元

图 9 常服袍

有皇帝及宗室也就

璋想要统一六合，所以

Fig.9 ‘Chang Fu’robe

是皇帝的直系亲属

特意推广这种象征
“六合一统”的帽子，
这其实就

才能穿这种前后左右四开衩的袍，普通的官员只

是六合一统帽的前身，
清朝的时候满人想让汉族

能穿两开衩的袍，骑马的时候着前后开衩，上朝

的民众戴他们的帽子的，而且当时绝大部分汉

的时候着左右开衩，
没有身份地位的老百姓只能

人也已经剃发留了辫子，换了发型，但是江南地

是平时穿的，相
穿不开衩的裹身袍。而
“便服袍”

区的人们却开始怀念明朝，所以就带了这种六

对来说是比较随意的服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

合一统帽，并且将其改装成了适合清代发型的

便服袍是圆领，第二它没有马蹄袖，第三就是它

帽子，所以其实这种六合一统帽是正宗的汉族

也是根据不同身份下摆有不同开衩的袍，也就是

传统首服。

说穿这种服装的人的身份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最

2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袍赏析 （主讲人：

后就是常服袍，它是是日常穿着的正式袍服，隆

赵波，时间：2020 年 2 月 29 日）

重程度低于朝服袍和吉服袍，
高于便服袍。
赵波继续讲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袍的面

赵波在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袍中挑选了
几件有代表性的文物，从袍服史、袍的分类、袍

料有缂丝、
漳绒、
云锦、
麻、狐

的文化内涵及面料等几方面进行了讲解。中国

狸皮。其中缂丝和漳绒在上

服装博物馆馆藏男袍包括了吉服袍（图 7）、
便服

一讲中已经提到，这一讲主

袍（图8）、
常服袍（图 9）等几种类型的袍。吉服袍

要讲云锦、麻、狐狸皮。云锦

的形制最大的特征是“马蹄袖”
，马蹄袖也叫做

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是在

“箭袖”
，在清代袍的礼服上才会使用，这种形制

继承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

满族人在入
是非常典型的游牧民族服装的特点，

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中国丝

关之前马蹄袖是有实用功能的，
但是入关之后因

织工艺的高峰，有“寸锦寸

为满族逐渐成为了统治阶级，
所以马蹄袖的实用

金”
之称；中国服装博物馆的

功能在逐渐减弱，
主要突出的是一个符号性的作
用。这种吉服袍还有一个形制特征就是
“圆领”
，
在清代的官服里面无论是袍还是褂其实都是以

“麻”是一种精纺麻（图 10），
其实中国最早使用的面料有

兽皮、
麻、葛，
之后才有的丝，
中国人用麻的

图 10 精仿麻袍

Fig.10 Worsted linen
gown

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所以麻也被称
为“中国草”
。中国古代贵族主要穿
的服装 就是以 丝和 精纺 的麻 为 原
料，精纺的麻无论从外观还是手触
的质感 上都是 非常 的接 近于 蚕 丝
的；讲到“狐狸皮”有一句成语叫做
图 7 吉服袍
Fig.7 ‘Ji Fu’robe

图8

便服袍

Fig.8 ‘Bian Fu’robe

“积腋成裘”
，
清代的传世实物或者民
国的传世实物其实非常喜欢用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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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下的 毛来 制作 ，因

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很多没有太多吉祥意义的几

为腋下的毛是非常柔

何纹样的服装。

软的，所以才有了这

4 云龙纹的时代特征（主讲：李雨来，时间：

句“积腋成裘”的成

2020 年 3 月 14 日）

语，人们一般要积攒

北京服装学院校

很多狐狸腋下的皮毛

外研究生导师李雨来

才能制作成一件长

在其课程中讲到“龙

袍，基本上一件长袍

纹”是人为虚构的，高

要用近百张野生的狐

于现实社会的一个物

狸皮才能制作完成
（图 11）。

图 11 狐狸皮
Fig.11

Fox fur

“物
种（图 12），
而这个

图 12 龙纹
Fig.12

种”其实是统治阶级

Dragon-pattern

3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女袍赏析 （主讲：赵

为了让百姓信仰和崇拜，
并且适用于所有的封建

波，
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神圣。
社会，
用以表征皇权的威严、

中国传统的服装从形制上分为两种，一种是

李雨来讲 到明清时期的 龙纹 只是 在细 微

；另一种
上衣下裳两截式的服装，称为“衣裳制”

处不断发生着变化，由于龙纹的变化过程是一

是上衣下裳缝起来，连在一起的称为“袍服制”
。

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解释龙纹变化的具体时段

中国汉族传统服装历朝历代一直深受上一个朝

仅仅是近似值，并不是绝对年代，但在织绣工

代的影响的，
如隋唐圆领袍受到北朝游牧民族服

艺上变化的顺序是没有疑问的。李雨来分析了

装文化影响；宋代袍服受到唐代袍服影响；明代

从明代到清代晚期，甚至到现代，龙纹的这种

服装受到宋元服装影响；清代服装受到明代服装

不进步反而倒退的现象，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影响；
民国时期出现了改良旗袍是汉族人发明的

的因素很多，但主要还是清代宫廷服饰和官用

并以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为中心

服饰在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供给方式的缘故。

逐渐传向全国的，主要穿着人群是汉族人，主要

简单来说，宫廷服饰是由专人去监督织造，而

流行区域是汉族聚集区，流行时间长达百年。改

官员的官服除了官方供给外，还来源于地方民

良旗袍像唐代圆领袍受到前代游牧民族服装文

间生产，这是市场行为，此外清代快速发展的

化和西方波斯文化影响一样，它也深受两个文化

刺绣产业形成了构图、配线、刺绣的流水线工

的影响：
一个是受满族游牧民族的服装也就是清

作形式，没有必要对艺术有较深的探讨，久而

代旗人所穿的袍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受西方服装

久之就导致了这种不进则退的现象。

文化的影响。

李 雨来 还讲 到

民国时期最初的改良旗袍受西方文化的影

在明清时期的纺织

响主要体现在收腰上面，从以遮蔽身材为美逐渐

品中，
云纹始终是作

转变到以凸显身材为美，这是一个审美的转变。

为 陪 衬 存 在 的 ，龙

从清代到民国旗袍上的刺绣纹样的面积是逐渐

人物
纹、禽兽、
花卉、

下摆也在变短，这也
减少的，
袖口也在逐渐收窄，

等纹样都有自己的

是中国近代女装尤其是袍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

图样。而在云纹的使

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画报叫《良友

用过程中，
无论云朵

画报》，
就
“旗袍的旋律”为题进行过专业的报道，

大小、
纹样怎样变化 Fig.13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的最上面有一条线，这条线

始终都是做了填补

就是民国时期旗袍袍长演变的一条线。

空白的角色，把云纹说成是配角也是恰如其分

而从面料上的纹样来讲，
中国传统服装在民
国以前讲究的是图必有意、纹必吉祥，但是到了

图 13

作为龙纹背景陪衬的云纹
Dragon pattern with moire as
a background

的，因为云纹是纯粹填补其它纹样所留下的空白
来做大小、
多少、
长短以及颜色的变化（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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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
藏女装衣裳赏析 （主
讲：赵 波，时 间：2020
年 3 月 21 日）
赵波这堂讲座主要
图 14 “壬”字云

图 15 单尾云

Fig.14 ‘Ren’cloud pattern

图 16 彩云头

Fig.15 Single tail cloud pattern

李雨来讲到早期的云纹是大云头、短云身、
多云尾，
整体肥大、
稀疏，形状大小和排列比较随

Fig.16

Colored clouds pattern

讲的就是上下分开穿着
的这种衣裳制的女装。

“褂”
（图 17），
汉族传统对襟的形式称为
其实很多
人看到对襟的褂首先会想到马褂，然后就会联想

意，排除少数夹杂数字、八宝以外基本没有其他

到它是满族的服装，
这是对汉族传统服装的一个

纹样。在雍正和康熙的晚期用了一种叫“壬字

误解，
其实汉族人也就是中原的农耕民族穿褂的

云”的云纹（图 14），但这种云纹的使用时间比较

短，到了乾隆时期这种云纹就非常少用了。大约
到了乾隆时期，云纹的云头渐小，云身加长，云
尾渐少，只剩下少量的一个云尾，这称为“单尾

云”
（图 15），根据龙纹所剩的空白，云头、云尾的

历史至少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而且赵波讲到这
种至少 1,000 多年的历史还不仅仅指褂的这种上
对襟的形制，这种类似于
衣衣身较短，袖长及肘，
马褂的形制其实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后来
到了宋代、明代一直都有，所以说马褂并不是满

数量延续的方向都无限度的组合，
感觉整体组合

族人发明、
特有的，
它是由明代的大褂、外褂或者

都是比较流畅的。而到乾隆以后，
云尾逐渐消失，

是其它的褂形逐渐演变而来的，
当然在演变的过

显得比较呆板，没有动
云头、
云身排列逐渐整齐，

程中肯定会受到满族的影响。

花卉、暗八仙
感，
并且在云纹的数量上加有蝙蝠、

赵波认为从中国服装类的博物馆藏婚礼服

等吉祥纹样，由于云纹基本上是由螺旋状的云

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女性的中式婚礼服在晚清

头、
每个云头之间相连接的云身和以尖状结束的

以及民国时期绝大多数上衣是用对襟的褂，下装

嘉庆时期，多用彩
云尾组合而成的。大约到道光、
云头、无云尾的云纹，一般早期用半个彩色的形

是用裙，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图 18），但是

式，道光以后用整个云头都用彩云头，习惯把彩

的褂，但是大多数是穿红色的，当然在中国广东

云头设为彩色（图 16）。

很多地方的褂是穿黑色
不同地域其色彩却各异，
潮汕地区也有很多穿红色加上金色的色彩搭配，

李雨来通过对各个年代的云纹认真的排列

所以说汉族的传统服装受地域文化的影响非常

比对，认为把明清时期的云纹分成有尾期和无

大，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汉服有它的共性，也

尾期，有尾期分多尾和单尾两个时段，无尾期分

有它的特性。

彩云头和单色云头两个阶段，把云纹分解成云

汉族传统服装的裙也是中国人穿了几千年

头、云身、云尾对于时代的变化以及确认是很有

的传统服装，而“马面裙”
更是明清及民国三代汉

好处的。

族女性典型的礼服（图 19），马面裙是一种统称，

图 17 褂
Fig.17

Coat

图 18 中式婚礼服
Fig.18

Traditional wedding costume

图 19 马面裙
Fig.19 ‘Ma Mian’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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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服装，基本上里面的服装都是交领右衽

褶裙、月华裙、阑

的；秦时秦兵马俑有很多穿传统服装的俑，基本

干裙（图 20）都属

上也是交领右衽；
汉时马王堆汉墓里面也出土过

于马面裙，但是

大量的交领右衽的服装实物；之后的历朝历代，

细节方面又有所

唐、宋、
明、
清以及民国时期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传

区别。

世文物，直到现在中国很多的孩子出生后的第三

从衣裳的形

天（又叫“喜三”
）要穿的一种婴儿服也是交领右

制上来讲，清代的

衽的，
而且孩子出生第 100 天的时候也要穿这种

阑干裙

Fig.20 ‘Lan Gan’skirt

鱼 鳞 百 褶 裙 、百

服装款式普遍宽大，以遮蔽身材为美，到了民国

交领右衽的服装，这个风俗到现在还是有的，所

时期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凸显身材为

以说汉族传统通袖、交领、右衽的款式是一脉相

美，
这是人们审美的变化导致服装款式的变化。

承的，
传承了数千年没有中断。

6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童装系列赏析 （主

民国时期早期小孩穿的童装依然以交领右
衽为主，但是它身上的装饰无论是镶滚还是刺绣

讲：
赵波，
时间：
3 月 28 日）
赵波在中国博物馆馆藏童装中挑选了几件
有代表性的文物进行分析，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

都大量的减少（图 22）。到了民国中期，
可以看到

童装基本上是在交领的位置有一个装饰，袖口、

下所产生的服装无论是款式、工艺还是刺绣装饰

下摆的装饰都很少了，
但是交领右衽系带的这个

或色彩其区别都是非常大的，而且都有鲜明的地

基本的款式还是有保留下来了（图 23）。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坎肩在款式上有区别，清

域特色。
首先赵波分享了一件交领右衽的童装

代坎肩从领子到肩膀的部分比较窄，
下摆的地方

（图 21），因为交领右衽这种款式非常重要，它可

比较宽，而且在大部分衣缘的地方都会有镶滚工

一脉相承的国家。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就有这样的

只是成人服装的缩小
成人的服装是非常相似的，

以证明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一一个文化

藏品，出土于“荆州马山一号战国墓”
，这是先秦

图 21 交领右衽童装
Fig.21

Children’s clothing with cross
collar and lapel on the right

图 24
Fig.24

版，
而且有些装饰上会有所减少（图 26）。

图 22 民国早期童装
Fig.22

Childre’
s cloth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图 25

清代坎肩（一）

The vest of Qing Dynasty（1）

艺（图 24、
图 25）。其实清代有很多孩子的服装和

Fig.25

图 23 民国中期童装
Fig.23

Children’s clothing in the middle of
Republic of China

清代坎肩（二）

图 26 清代童装

The vest of Qing Dynasty（2）

Fig.26 Children’s wear of Qing Dynasty

服饰与传播：
讲堂推介

图 27 “四合如意”式云肩
Fig.27 ‘Sihe Ruyi’cloud shoulder

式云肩
图 28 “旋转柳叶”
Fig.28 ‘Rotating Willow Leaf’cloud sh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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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云肩
图 29 “莲花”
Fig.29 ‘Lotus’cloud shoulder

7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饰品文物赏析 （主

代十国时期从南朝开始兴起，到宋代才开始流

讲：赵波，时间：
4 月 4 日）

行，到民国时期就逐渐消失了，在中国流行了近
千年。

赵波在中国博物馆馆藏服饰文物中挑选了

暖耳（图 31），也叫耳套、耳衣、耳炉子、耳护

几件有代表性的常见饰品进行了分析，包括云
是由佛
肩、
弓鞋、
耳衣、
帽子等。云肩起源于北朝，

子、
脑包儿等等，
是戴在耳朵上的，起到保暖防风

教中的人物所穿着的披肩逐渐演变而来的，到明

的作用。最后赵波简单介绍了“帽子”和“眉勒”

所穿着的礼服之一。馆藏文物中云肩的形制有

男女都戴，这只能说是眉勒的一个前身，或者说

“眉勒”其实是在额头进行装饰的首服，
清时期就演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种形制的云肩， （图 32），
其实它最早在商周时期出现，而且那个时候无论
是在重大的礼仪场合
它是汉族女性的传统服装，
“四合如意”
式（图 27）、
“柳叶”
式（图 28）、
“莲花”

是在同样的部位进行装饰的一种类似的形式。

而且
式（图 29）等众多款式。云肩有很多种样式，

8 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再考（主讲：李强，
时间：4 月 11 日）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云肩的尺寸、
款式、配色、
配

件等各异，
如河南地区的云肩一般配色以浅色调

《服饰导刊》编辑部李强的这次讲座主要是

为主，
整体形制以大尺寸为主，多披在身上，下面

对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已有的传统观点进行

的流苏超过膝盖；
而山东地区的云肩一般是以四

考辨。他认为：
对于中国原始纺织技术的起源，传

合如意式云肩为主，
配色以红色和绿色等相对鲜

统学界有二种观点，一是中国原 始社会后期

艳的色调为主，较之河南，山东的云肩尺寸要小

（4,600 多年前的黄帝所处时代）出现原始纺织技

一些；
河北和山西地区的云肩配色大部分以深色

术，因为传说黄帝发明纺织技术；二是中国原始

调为主。

纺织技术渊远流长，
可追溯到 10 万年前，
因为断

弓鞋（图 30），因为整个鞋底形状像弓一样，

所以叫做“弓鞋”
，还有一个俗称叫做“一虎口”
，

代为 10 万年前的山西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了 1,000 多个石球，这些石球就是用植物纤维编
成绳索和网具制成的打猎工具。李强认为这两种

就是说大概四五寸的样子，
现在我们经常听说的
毕竟小一
三寸金莲其实在弓鞋里面是比较少的，

他说从现
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对于第一个观点，

二寸也不得了。现在所说的弓鞋和三寸金莲是五

有的纺织考古发现最早的织物是距今 6,000 多年

图 30 弓鞋
Fig.30 Gong shoes

图 31 暖耳
Fig.31

Nuan Er

图 32

眉勒

Fig.32

Me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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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第十层出土的葛

种操作都有利于纤维强度增强，于是纺纱的牵伸

罗织物，就可否定这一观点，更不用说最早的纺

和加捻原理在无意中被认识了。

轮是在 7,000 多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对

而后李强认为：
中国原始纺织技术的起源如

于基于第二种观点衍生而出的《原始人狩猎图》，

果从体系角度来界定，必然是个伪命题，因为纺

对
李强基于骨针的考古发现和编栏的出现时间，

织体系有三大工艺, 三大工艺的时间断代有“长

图的原型和狩猎方式都提出质疑，认为 10 万年

板”和“短板”
,这是无法界定的,而起源问题必须

带、动物肠子的技术，这一传统观点明显有拨高

讨成为一个伪命题。中国原始纺织技术的起源必

嫌疑。李强进一步提出纺纱技术是从利用投石索

须从子命题入手，才有其意义，同时中国原始纺

（皮质） 过程中石球在重力作用下牵伸皮绳发现

织技术的起源与人类的进化有着必然关系, 没有

牵伸引起的纤维同向性增加，同时原始人的腿无

纺织技术是人类进
纺织技术就没有现代的人类，

意中碰到投石索的网兜导致两条皮带加捻，这两

化的一个重要链条（图 33）。

前不可能出现纤维编织技术，只有可能利用皮

谈到机理性的问题, 显然会使体系角度的起源探

图 33 原始纺织起源的机制
Fig.33

Mechanism of origin of primitive textile in China

（责任编辑：
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