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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宋代纺织史研究综述
宫紫娟 1，韩 敏 2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凌 712100）
摘 要：[研究意义]中国纺织业历史悠久，特别是宋代纺织业的发展实现了一大飞跃，深受学界重视，近十年来宋代纺织
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方法和内容]文章从综合性与专题性两大角度，系统爬梳自 2009 年至今学术界对
宋代纺织的研究状况，从纺织品的生产原料、技术、管理模式、丝织工艺、装饰纹样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并从经济史、社
会史、文化史、考古学等多学科领域对宋代纺织史展开分析探讨，归纳概括宋代纺织史研究的学术收获与存在问题，以
期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近十年宋代纺织史研究学术脉络。
关键词：
宋代；纺织文化；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2095-4131-（2020）06-0033-07

A Review of Textile History in Song Dynasty in the Past Decade
GONG Zijuan1，HAN Min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has a long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Dynasty's textile industry has
achieved a great leap, which has been deeply valu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of Song
Dynasty's textile industry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eral history and special topics,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on Song dynasty textile in the academic world since 2009.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raw materials, technology, management mode, silk weaving technology, decorative patterns, etc.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ers analyze and discuss about the the history of textile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summariz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extile history in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figure out a
comparatively clear and complete academic context of textile history research in Song Dynasty in the past decade.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extile culture; academic history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衣装的历史十

学技术史》是第一部全面网罗古代典籍中的纺织史

分悠久，其材料布帛的出现时间更早。纺织作为一

料并加以系统地整理归纳而形成的纺织科学技术

种在‘衣食住行’中位居民生第一要素——
‘衣’的

史专著。此后纺织史专题研究的人数逐年增多，形

[1]

生产和经济活动，一直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 受海

成了以陈维稷、周启澄、朱新予、高汉玉、赵承泽、赵

外历史学术变化的影响，纺织史的研究在这一有利

丰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队伍，纺织史的研究取得了

的形势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国内对纺织史的

一些显著成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其研

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3 年李仁溥先生创

究以期刊论文类成果为主，专著相对较少。笔者试

作的《中国古代纺织史稿》是中国古代纺织史的开

对这些成果做一概述，以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宋代

山之作，陈维稷先生于 1984 年出版的《中国纺织科

纺织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1 宋代纺织史的综合性论著
宋代纺织史的研究常见于通史著作的某一章

收稿日期：2020-07-03；
修回日期：2020-11-09。
作者简介：宫紫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

节内，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
社，2010 年）第六章对南宋纺织业生产经营管理的

生。通信作者：韩敏，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

两种方式——官营纺织工厂和民间纺织业的发展

学院教师。

进行了相关探讨，着重介绍了蚕桑户、纺织机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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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买商，分析其性质和作用。他的另一本著作《南
宋全史（六）：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卷下》
（上海古籍

纺织业发展的研究”
（《丝绸》，2009 年第 11 期）将宋

元时期福建丝绸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归因于适宜的

出版社，2012 年）编录了许多南宋时期纺织业的相

自然条件、政府的大力支持、良好的商贸环境、政府

关史料，指出四川和两浙地区是南宋时期丝织业生

税收的需要和贵族奢侈生活的需求。李雅琳的“山

产的两大基地，所产丝绸颇负盛名。棉织业从岭南

东丝绸——宋代以前中朝日交流的纽带”
（《齐鲁师

向福建、两浙地区推进，南方各地麻纺业持续发展，

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全面论述了从先秦到

此外书中还论述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官营纺织业的
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民营纺织业的崛起等。而徐
东升的《宋代手工业组织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2
年）这本著作别出心裁，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

“组织”为研究视角，依据经营权将宋代手工业各个

唐宋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和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
突出了山东丝绸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
用。朱世新的硕士论文“北宋四川地区丝织品的生
产与流通”
（辽宁大学，2013 年）以北宋四川地区丝

织品为依托，对丝织品的内销与外贸进行细致的分

领域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类，对宋代织染绣和裁缝

析，初步厘清丝织品流通过程，系统总结出北宋时

组织展开研究，考察具体而细微，深入而全面。周

期四川地区丝织品种类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布地

启澄、赵丰、包铭新主编的《中国纺织通史》
（东华大

区，并进一步探究丝织品种与技术在北宋境内及北

学出版社，2018 年）史料翔实、图文并茂，书中第四
编对宋代手工业的机器纺织技术趋于成熟、缫丝工

艺的发展、束综提花织机的发明、印染工艺的完善

宋以外的世界各地的流通。米玲的“宋元时期定州
丝织业研究探窥”
（《宋史研究论丛》，2016 年）从军

事特质和历史继承性两个角度入手，得出宋元时期

作了系统论述，分门别类的介绍了各种织品，研究

河北定州丝织业不仅从业人员多、产量大，还通过

视野还拓展到宋代服饰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这两

商品的形式流传到许多地方；论文还指出宋元时期

个领域。

定州丝织业最为称道的是缂丝，不仅继续供奉朝廷

2 宋代纺织生产及工艺研究
2.1 纺织品生产原料的研究

而且闻名于世。学界对丝织品生产的地域性研究

在宋代纺织业生产中，首屈一指的当是丝织业
生产。张蓓蓓的“论宋代纺织技术与丝绸服饰质料”

极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丝织品生产盛地的诸多信
息和细节。
“在宋代，丝织业和麻织业的消费对象仍然泾

（《丝绸》，2010 年第 2 期）阐述了高超的印染彩绘技

渭分明，丝织品为统治阶级及富裕阶层所消费，广

术，认为宋代发达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丝绸服饰质料

大的‘布衣’只能消费麻织品。麻织业的存在解决

品种的多样化趋势。陈艳的“宋朝丝绸品种及丝绸

了宋代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阶层的穿衣问题，其功

生产技术”
（
《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
2013 年第 4 期）

不可没。
”[2] 白延荣的硕士论文“宋代麻织业初探”

点。康冀楠在“北宋丝织业：穿针引线织锦绣”
（
《开

麻织业发展的直接诱因就是麻布产品的需求增

封日报》，2016 年 8 月 10 日第 004 版）一文中首先对

加。论文还创造性的述及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义

北宋时期纺织业的兴盛，先进的丝织技术水平进行

利观的变革，妇女在麻织业生产中发挥了更为重要

阐述，
继而分析丝织品的作用，
提出绢帛在国家税收

的作用。

一文指出宋代丝织品具有种类多样，
纹样趋向写实、 （河北大学，2009 年）探讨了麻织业的分布情况、技
术发展情况、消费需求情况和生产情况，提出宋代
色彩自然淡雅、生产工艺完善，生产工具先进等特

中扮演着“流通货币”的角色，还是重要的战略物

据《续墨客挥犀》中记载北宋时“闽岭已南多木

资。文章还严密论证了宋代民间丝织业发展的根本

棉，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
”[3] 可见自

推动力是大量的政府需求。蒋猷龙的“两宋（辽、
金）

北宋始，植棉向北开始扩展到福建等地。曹秋玲、

时期的蚕业”
（
《蚕桑通报》，
2019 年第 3 期）列举北宋

刘辉、王博的“元代以前西域的棉纺织”
（《丝绸》，

明蚕桑业生产的分工萌芽趋势使得民营丝织业兴

以前，对出土遗物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与史料记载

政府鼓励种桑的政策、
各地区上贡的丝织品情况，
阐

2016 年第 9 期）将研究视角划定在很少涉猎的元代

起，还借用文献、著作、图像史料等来讲述从桑树品

相印证结合，探讨元代以前西域地区棉纺织原料、

种的选取到栽桑技术再到养蚕技术的全过程。

棉纺和织造技术。而赵红艳，胡荒静琳，郭可潍，叶

宋代丝织业产区主要集中在负有盛名的蜀地，
北方有着良好丝织业传统的河北地区以及新兴蚕
桑丝织重地两浙地区。余明泾“宋元时期福建丝绸

洪光，刘安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南路棉
花传播研究”
（《丝绸》，2019 年第 8 期）以海上丝绸
之路和中国南路棉花传播二者关系为主线，提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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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路棉花的传播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是至为
关键的纽带，得出棉种海上传播阶段是南北朝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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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工艺的影响”
（苏州大学，2009 年）也强调绘画

对缂丝工艺的影响，它使缂丝工艺由实用物转向艺
术品。杨烨的“宋代缂丝工艺的艺术风格”
（《中华

元时期的结论。

2.2 纺织品生产管理模式的研究
康冀楠认为“宋代纺织生产的组织形式既有对

文化论坛》，2010 年第 4 期）紧扣宋代缂丝工艺和宋

代绘画的内在联系，就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共同

前代的传承，更有创新发展。
” 魏天安的专著《宋代

点、宋代绘画的发展给缂丝工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

官营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2011 年）全面又细致的

响作分析探讨。夏岛“浅论南宋缂丝的绘画性”
（西

[4]

介绍各部门的分工，彰显了宋代官营纺织业完备的
产业链体系。
宋代的民间丝织业亦彰显出蓬勃发展的气势。
张蓓蓓的“论宋代纺织服装手工业的生产分工”
（
《苏
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依

托宋人的笔记小说，对由服饰衍生出来的手工业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凸显了纺织服装手工业的专业
化。她还在“论宋代纺织服装手工业的生产形态”
（《大众文艺》，2011 年第 2 期）一文中重点阐述了以

家庭手工业为主、官僚地主和寺院以及官府纺织服

安美术学院，2016 年）以南宋缂丝的绘画性为重点，
从构图色彩和题材内容以及表现风格等方面论证
南宋缂丝与宋代院体画的绘画性联系，论述北宋院
体画对南宋缂丝艺术发展的影响。宋代缂丝技艺
的高超涌现出朱克柔与沈子蕃等名匠，学界对此亦
有研究。李斌、李强的“宋代缂丝大师朱克柔与沈
子蕃作品的比较研究”
（《服饰导刊》，2015 年第 4

期）紧紧围绕着二人的作品从构图、着色、缂织技法
和织印四个方面进行严密的比较，从而分别总结出
二人别出心裁的特征。他在另一篇论文“宋代朱克

装手工业三种生产形态。蔡欣的“宋代民间丝织业

柔缂丝作品风格及其成因”
（
《服装学报》，2018 年第

的发展”
（《丝绸》，2015 年第 8 期）以文献记载为蓝

因，认为朱克柔所处时代的绘画风格、女性的社会

本，
将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相结合，
对宋代民间
丝织业的分布地区、
分工安排进行论述，
重点阐述了

政府对丝织品的大宗需求，总结出政府的采购需求
是宋代民间丝织业飞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使民间
丝织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2.3 宋代丝织工艺的研究

3 期）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探讨其作品风格成
地位以及缂织技法发展水平、自身的绘画和缂丝水
平都是影响因素。此外，马玥婷的“评述宋代缂丝
的制作技术和艺术价值”
《今日南国》
(
，2010 年第 2
期)，刘安定的“
《鸡肋编》中的缂丝文献整理”
（2018
年第 4 期）等都是对宋代缂丝技术的相关研究。

宋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制品的一种，素有“锦绣

宋代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在中国刺绣史上具

之冠”的美誉。
“宋锦不仅色泽华贵、织样精美，而且

有划时代的意义。寿佳琦的硕士论文“汴绣的传承

深受姑苏吴地审美文化影响，华而不炫、柔婉淡

与发展”
（郑州大学，2010 年）阐述了汴绣产生的历

史背景、发展水平、人民审美风尚和不同历史时期
的发展状况，简析汴绣的传播脉络及其对明清以后

雅。
”[6]晓婷的“中国丝绸传统技艺：苏州宋锦”
（《中
国纤检》，2013 年第 1 期）以苏州宋锦为主题，将其

渊源追溯到春秋时期，梳理其发展，介绍其技艺特

南方刺绣产生的影响，填补了中国汴绣研究中的空

征、艺术风格和类别。钱小萍的“宋锦的研究与传

白。王素花的“宋代刺绣工艺兴盛探究”
（《剑南文

承”
（《丝绸》，2015 年第 1 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追

学》，2011 年第 5 期）将宋代刺绣的兴盛归因于四

溯宋锦的起源；以概念、类别区分宋锦的差别；以组

点：①浓厚的历史技艺传承，②政府的文化引导和

织结构变化叙述宋锦的演变；以起综和压综工艺、

经济投入，③重文轻武的教育体制支撑，④崇尚艺

双经轴工艺、抛道活色工艺等织造技艺阐述宋锦的

术的社会风尚导向。周萍在“论宋绣与汴绣的盛衰

独具匠心；向我们展现了宋锦深厚的历史价值、高

演变”
（《丝绸》2011 年第 2 期）中以宋绣为主线，详

超的科学技术价值，基于此作者在文末探讨了宋锦

的原因。汴绣在继承宋绣的基础上又吸收河南民

称考”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 年第 4 期）充分运

细梳理了宋绣产生、发展、盛行的状况，分析其衰落
间刺绣工艺，在宋代名扬天下，论文阐述了汴绣的
产生和发展，
着重分析其针法和题材特点。
除刺绣外，宋代缂丝工艺精湛，技艺高超。
“孤
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是宋代缂丝手工业兴旺的
[5]

真实写照 。崔文博的硕士论文“宋代绘画对传统

的传承与创新问题。陈越、吴又进、王晨的“宋锦名
用正史、方志、小说等文献，对“宋锦”名称出现的时
间进行考辨，分析推断出宋锦作为纺织品名称出现
不晚于明隆庆三年。

2.4 宋代染织工艺的研究
李斌的博士论文“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染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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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东华大学，2013 年）采用田

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长三角地区
的棉纺织技艺、丝纺织技艺和染织文化进行了尽可

意蕴和朴素恬淡的精神内涵。

3 宋代纺织专题史研究
3.1 经济史与宋代纺织的研究

能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更加客观地展示长三角地区

宋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纺织业市场的繁荣表

的传统染织技艺和染织文化。赵向圳的“探析唐宋

现为专营纺织品店铺的兴盛。林正秋的“南宋杭州

染织图案中的花卉纹样”
（
《现代装饰理论》，2016 年

第 10 期）以唐宋染织花卉纹样的演变为主线，对比

的彩帛铺”
（《杭州（生活品质版）》，2016 年第 10 期）
以南宋杭州的彩帛铺为蓝本，结合文献史料，对彩

分析唐宋染织花卉纹样的风格特征和构成形成，得

帛铺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产品进行深入细微的研讨。

出唐代花卉纹样造型更加圆润舒展、色彩华丽，宋

纺织品与社会经济、消费主义发生关联。服饰

代的花卉纹样更加端庄雅致、严谨规整的结论。夏

作为纺织品的重要载体，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背

燕靖在“宋代染织绣工艺史料文献读记（上篇）”

景下，其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任欢欢的“宋代女

（《艺术探索》，2019 年第 4 期）和“宋代染织绣工艺
史料文献读记（下篇）”
（《艺术探索》，2019 年第 5

性服装消费”
（《邯郸学院学报》，2014 年第 8 期）开
篇先分门别类的阐述了宋代女性各类服装消费，归

期）中运用从文献中读史的历史研究方法，呈现宋

纳出时尚性消费凸显，炫耀性消费加强，拉动商品

代染织绣工艺发展脉络；从纹样题材、组织形式、构

生产技术和服务的发展。张蓓蓓的“社会经济视野

成方法三方面介绍了纹饰清淡自然、端庄肃穆的时

下的宋代服饰消费文化研究”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代特征。

究》，2015 年第 3 期）认为宋代坊与市的分离、商品

2.5 宋代纺织纹样的研究
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认为：
“纹样是审美用于
情感激发的自身完整的形象，它以节奏、对称、比例
[7]

等抽象反映形式所构成。
” 谷莉的硕士论文“宋辽
夏金装饰纹样研究”
（苏州大学，2011 年）从民族文

经济的活跃、民众审美意识的提升使“服饰竞奢”成

为众多宋人的消费心理倾向，这推动着服饰消费市
场的拓展，从而影响各阶层人民的服饰消费观念，
形成了宋代服饰消费的多元格局。
丝织品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朝贡贸

化融合和发展的视角来阐述宋辽夏金时期的装饰

易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陈慧的硕士论文
纹样，分门别类的介绍了宋代装饰纹样，解读宋代、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东疆学刊》，2009 年
辽夏金装饰纹样的艺术特征，总结其历史地位和影
第 3 期）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解读，运用
响。其后，她和戴春宁发表了“论宋辽夏金时期装
饰纹样之发展”
（《大舞台》，2013 年第 10 期）指出宋

表格、统计等方法相对精准的展现朝贡贸易的物
种，直观清晰的看到宋与高丽的朝贡贸易中丝织、

代装饰纹样是主流，认为宋辽夏金装饰纹样在相互

纺织类占极大比重。段金强的硕士论文“北宋和西

交流中吸收融合，别具一格，奠定了中华装饰纹样

夏的朝贡贸易研究”
（兰州大学，2019 年）在第三章

发展的格局。岳兰兰的硕士论文“宋代丝绸纹样艺
术研究”
（郑州大学，2014 年）从美术学的角度，归纳

第三节采取列表格、图表等统计学常用的方法，对

夏宋之间朝贡次数和物种进行相关的统计，进而论

丝绸纹样的题材，认为其表达了陶冶心性的儒雅内

证纺织、丝织品类占很大的比例，揭示了纺织品在

涵、期盼幸福的世俗涵义和追求信仰的宗教含义，

宋夏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由表及里，最后分析得出宋代丝绸纹样具有效仿自

“宋代丝织业的蓬勃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不

然的出世精神、迎合人际的功利精神、追求物用的

但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织业发展的方向，也成

实用精神。孙怡佳的“宋代丝织图案纹样的艺术研

就了海上丝绸之路。
”[4]4 杨蕤的“宋代陆上丝绸之路

究”
（《现代装饰理论》，2016 年第 5 期）指出宋代纹

贸易三论”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物、花卉类型为主流，这种演变同宋代上层阶级士

及官方限制、民间贸易这三个维度来探讨北宋路上

样图案从以动物、几何为主的题材逐渐转变为以植

版）》，2009 年第 5 期）从朝贡贸易的阶段划分、规模

人追求内心自由安静、写生花鸟纹的流行有关。陈

丝绸之路，结合文献史料的佐证将诸蕃与北宋的朝

睿忻的硕士论文“宋代丝绸植物纹样的审美意蕴研

贡贸易分为三个时期，详尽介绍朝贡贸易的规模及

究”
（浙江理工大学，2016 年）从造型、比例关系、组

次数和时间限制。李建华的“两宋时期杭州丝绸对

艺术风格；以其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解读其透过

研究视角定位到两宋时期重要的海外贸易城市之

织形式和色彩这四个角度论述其审美特征，并总结
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所传达出的雅俗共赏的文化

外贸易情况探究”
（《蚕桑通报》，2016 年第 2 期）将

一的杭州，认为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港口运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输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宋廷的政策鼓励是其蓬勃发
展的诱因，丝绸商人的活跃和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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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制度钩考”
（《艺术设计研究》，2019 年第 3 期）使
我们进一步明晰宋代上层宫廷服饰的细节。论文

倡使杭州成为当时东南地区主要的丝绸集散地。

通过宋史相关文献互证、以金代文献补宋史之阙，

马巍的“宋代丝绸之路新特点”
（《文史杂志》，2016

厘清了宋代皇后袆衣制度的面貌；将传世文献和画

年第 5 期）提到宋代设置榷场使得边境贸易活跃、

本资料相结合，全面而细微的展示宋代皇后礼服袆

设立外事机构使得中外贸易发达、茶马古道使得西

衣的形制式样及发展迭变。在宋代平民服饰方面，

南贸易频繁，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兴

安语昕的硕士论文“宋代平民服饰研究”
（西北大

起。王可佳的“北宋密州市舶司兴起原因考略”

学，2015 年）结合现有文献、图像和考古资料，从材

（《黑龙江史志》，2018 年第 8 期）全面细致的分析了

料、色彩和款式三方面明确宋代平民服饰的构成，

板桥镇市舶司设立的原因，简要介绍其地位和作

其创新之处在于对不同的礼仪场合平民所着服饰

用，反映了北宋海外贸易的兴盛。

进行考究，得出宋代平民服饰在结构上呈现出多样

3.2 社会史与宋代纺织的研究

化特征，平民与贵族服饰上下互通呈现出生活化趋

学者从社会史角度出发多关注到纺织与服饰

势，在常服上并无明显区别，等级差异被打破。学

的关系。
“我国纺织在经历原始社会的漫长发展时

界对各阶层服饰的研究表明各个阶层的人们具有

期后，人们的衣着进化到了用五彩的锦帛做衣裳，

各自的群体特征。

[9]

而且注意到了衣服的文采、样式和质地。
” 可见宋

3.3 考古发掘与宋代纺织的研究

代服饰臻于成熟、别具一格。张蓓蓓的博士论文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

“宋代汉族服饰研究”
（苏州大学，2010 年）采用“大

进展，已发现一大批与宋代纺织有关的文物，出土

历史观”视野下的门类学方法，将宋代服饰分为晚

的实物紧密结合文献记载，使我们对宋代纺织业的

唐宋初、北宋中晚期、南宋三个时间段展开研究，还

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壁画为我们保

敏锐的关注到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特殊时

留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弥足珍贵。崔杰的“河南北

代背景，对不同民族的服饰进行了比较分析。随

宋墓室壁画中的女性形象”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后，她的“浅谈宋代纺织服装业发展的背景”
（
《苏州

（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对田野考古中发现

大学学报（工科版）》，2010 年第 5 期）认为宋代农业

的北宋壁画墓中所绘女性的服饰进行解读，认为褙

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是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基石，丝

子在宋代是极为流行的服饰，襦和衫也是宋代女性

织业重心完成南移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麻布毛棉

较为常见的服饰，裙子样式多，鞋子有尖头履、云头

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其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推动

履、凤头履。山西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具有极其

力。作者和束霞平还发表了“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

重要的历史价值。徐岩红的“宋代壁画中的纺车与

特征探微”
（《丝绸》，2015 年第 9 期）选取了品级朝

织机图像研究——以山西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认

饰并且分析其特征，从而得出男性服饰在重文轻武

年第 6 期）经过严密的分析得出纺车为卧式手摇纺

官、在野隐士、平民为研究对象，介绍他们所穿的服
思想的影响下日趋儒雅的结论。李燕的“论宋代女

定为例”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车，织机属于单综双蹑立式织机，是宋元时期山西

性服饰的艺术表现形式研究”
（
《艺术品鉴》，2014 年

一带较为流行的一种织机。崔玉的硕士论文“高平

改变，从女子服装、搭配饰物、头部饰物、鞋物四个

西壁壁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大型的织

第 12 期）指出时代的变化决定了宋代女子服饰的

开化寺宋代壁画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2013 年）对

领域来详细阐述其艺术表现手法，从风格、色彩、纹

布机竖在地上，妇女裸露上身坐在织机旁边，机械

样、材料来探讨服饰特征，总结出宋代女性服饰具

地抬手动脚，从墙壁上放着的油灯可以看出织妇们

有优雅俭朴的风格。

在晚上也是不会让织机停下来的，是宋代家庭纺织

“服饰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一种尊卑有鉴的等
级符号，而且亦是社会消费文化和主流思潮的物化
[10]

的一个缩影。
传世画作《蚕织图》现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载体。
” 艾红的硕士论文“宋代文官朝服研究”
（上

张旭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蚕织图》长卷浅

海大学，2010 年）首先梳理了宋代各类文官朝服的

析”
（《文物天地》，2018 年第 9 期）绘制了饲养蚕到

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后基于此总结归纳了宋代文

纺织。朱秀颖的“南宋连环画《蚕织图》赏析”
（《艺

官朝服的美学特征。而张玲的“宋代皇后礼服“袆

术教育》，2016 年第 4 期）追溯了《蚕织图》的来源，

历史演变过程，紧接着诠释了宋代朝服与政治和文

制成织帛品的进程始末，女子负责养蚕，男子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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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蚕织图》达到了知识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是研
究蚕桑丝织技术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①全面系统专门研究宋代纺织的论著至今尚无问

世。中国纺织生产源远流长，首创丝绸，风靡世界，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了大量宋代服饰和丝织

宋代纺织生产的规模、产量、技艺都较之前有了飞

品，学术界对此极为重视，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

跃性的发展。然而，学界至今没有出版一本全面梳

究。和立勇的“
‘福州南宋黄昇墓’服饰的价值重

理宋代纺织的专著，只是在手工业通论中撰写两宋

释”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指出黄

一卷作简要介绍。②研究领域不平衡。纺织品主

昇墓服饰的发现折射出宋代福建丝织业高度发达

要集中于丝织品的研究，纺织技术、纺织品消费与

的水平，填补服饰史上的研究缺漏、映射闽文化在

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少。特别是纺织品贸易

南宋时期的地方性审美意趣。苏佳的“纤身绮罗留

方面，宋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海外贸

余芳——从‘黄昇墓’出土服饰看宋代仕女着装”

易发达，中国高超的纺织技艺和精湛的纺织产品，

（《艺苑》，2014 年第 3 期）指出随葬衣物款式齐全，

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綢之路向欧、亚、非地区传播输

质地轻柔、纹饰精美。从上衣、下裳两大类对比宋

出，加强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文

代贵族女性和普通妇女的着装，认为整体来看宋代

化、艺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其贡献、作用巨大。纺

女子的衣物色彩偏重淡雅，宋代服饰形成了内省、

织品贸易方面研究的匮乏，必然会影响对宋代纺织

严谨、淡雅的风格。之后作者发表了“轻纨叠绮烂

业的整体认识，进而对宋代贸易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生光——记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丝织品”
（
《艺苑》，

产生影响。③过于侧重内史研究，对纺织文化史和

2015 年第 6 期）认为品种的优质繁多、印花与彩绘

纺织社会史等关注不够，研究呈现出单一化的倾

技术发达、刺绣技法的高超、图案设计的别具匠心

向。所以，宋代纺织史研究应更加注重与政治、经

印证了宋代福建高超的丝织工业水平和优良的纺

济、社会、文化的相结合，以期更为全面展现宋代纺

织技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江南地区和东南

织面貌。

沿海繁荣兴旺的情况。除此之外相关的研究成果

陈寅恪先生曾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还有许丽莎的“高淳花山宋墓的服饰文化探讨——

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10]。可见宋代文化的

论丝绸服饰的美感及文化价值”
（
《参花》
（下），2013

辉煌之势。纺织品的精美，是对赵宋文化辉煌的最

——以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文物为例”
（《大众考

避的关键领域。

年第 12 期）。丁清华的“南宋贵族妇女的华衣美服
古》，2014 第 12 期）；林大梓、郑晶的“福州南宋黄昇
墓罗织物的工艺技术体系探析”
（
《厦门理工学院学
报》，2017 年第 6 期）。

4 宋代纺织研究的学术收获及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近十年宋代纺织史的研究成果非常
丰厚，蔚为大观。主要有三点：①研究领域不断延

伸，从不同角度对宋代纺织进行多方位的阐述和论
证。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角度不断得以拓展，注
意到纺织与贸易、消费、服饰的内在关联，加强了宋
代纺织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致力于呈现更为全面
的研究。②研究不断深入、细致，层次不断提高。
全方位的论述宋代纺织的丝织工艺，具体而细微的
探讨宋锦、刺绣、缂丝、印染等工艺，极大地深化了
宋代纺织史的研究。③研究论证严谨，以传世文献
记载为第一手资料，注重与传世实物、考古遗存相
结合，增强论证的科学性，实证性更强。宋代的壁
画、
《蚕织图》等传世画作与古墓出土文物使得宋代
纺织业的发展状况直观性更强，给予相关研究更有
利的佐证。
宋代纺织研究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直观体现，故而宋代纺织史的研究是无法绕开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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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一传孔

偏旁上部经过研究最初是织造之意，有人会问织造

子自作，二传孔子之徒曾子所作，但南宋时已有人

应是女子工作，为什么“教”字左下方却是“子”，难

怀疑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

道教纺织只教男孩吗？其实“子”并非仅指儿子还

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

可指女儿，此外古代孩子未开蒙前都是由妇女照

秦汉之际。绝大多数学者关注该作的伦理学价值，

顾，无论男孩还女孩都要跟随女性长辈学习，这样

鲜有关注其纺织服饰方面的信息解读，特别是基于

就能对“教”字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字源学方面的解读。

《孝经·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
‘……《诗》云：
“自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夫孝，德之本也，

南自北，无思不服。
”’
”，这一句章中的“服”是本意

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中“君子

（甲骨文），
表示臣服。但“服”这个字除了本意外，
还

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

演化为“衣服”
“服装”，
为什么有此变迁？其实在《孝

天下之为人父者也”，这两句章中关于“教”
“孝”的

经·卿大夫章第四》中“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中有解

关系让有的学者望此文生义，认为“教”的反文旁是

释，其意是服从是必须在“衣着”上遵从圣明君主的

一手持棍棒教人以孝，于是乎成为经典。其实不

规定才叫服从，不可僭越和胡乱穿戴。因此，
“非先

然，从“教”的汉字演变来看，至到南宋楷体出现才

王之法服不敢服”是对穿衣表示服从的理论解释，
也

有“孝”边，可见“教”之初并非是教孝。
“教”字左边

是“服”从“服从”引申为“服装”的一个解释。
《孝经·丧亲章第十八》中“丧不过三年，示民有
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
陈其簠簋而哀戚之”的
“衾”在《说文解字》出现前有“尸体上的覆盖物”之

a.甲骨体 b.金文体

c.篆文体

d.隶书体 e.楷书体

图 1 汉字“教”的演变
Fig.1 The change of character“教”

义，
与丧相关，
但也有“被子”之意。笔者认为“衾”早
前就是用于死人身上的丝织覆盖物，因为丝绸在先
秦和汉初都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让灵魂转
世，可从汉初马王堆一号墓中辛追身上的多层丝织

收稿日期：2020-09-30。
基 金 项 目 ：湖 北 省 服 饰 与 艺 术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重 点 项 目
（2018HFG002）。
作者简介：王燕，硕士，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湖北
名师工作室科研助理。

物见其一斑。中国古代贵族是一群敢于与神、
鬼、
祖
先争夺祭品的奢侈者，
酒、
丝绸等开始都是非阳间之
人享用之物。所以“衾”字作大被之意（
《说文解字》
中的解释）后，
才有“布衾”
“裘衾”等词。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