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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义上最早的字典（最初叫字书，直到《康
熙字典》出现后，才用字典这个词）是汉代以前成书
的《尔雅》，不过严格上来说《尔雅》只能算是训诂

在 8 个部首内，大部分文字主要集中在糸部及艸
部。本文对常用的植物纤维信息进行整理。

1

棉花纤维

（字典的部分功能）。所谓训是指用通俗的话去解

《说文解字》中有：
“柍，柍梅也。一曰江南橦

释词义，所谓诂是用当时的话去解释古语或用较通

材，其实谓之柍。
”仅凭《说文解字》我们是无法了解

行的话去解释方言。因此训诂泛指解释古书中的

这句话的意思，而西晋文学家左思（约 250～305

字、词、句的意义。关于字书出现过《史籀》
《苍撷》
《爰历》
《博学》
《训纂》
《急就篇》等，直到东汉许慎
（约 58 年～约 147 年，一说约 30 年～约 121 年）编写

年）的《蜀都赋》中有相关信息可考“布有橦华”，所
幸有西晋学者刘逵（？～？）注解“橦华者，树名橦。
其花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今云南西部）。
”因

了《说文解字》，创立了六书理论，让《说文解字》成

此这里的“柍”则是橦树的种子，可推测为棉籽，因

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同

为这注解与考古发现从南方传入的棉花（图 1）是树

[1]

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字书之一 。
《说文解字》不

棉相印证。但刘逵的注解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棉花

仅是对文字符号的梳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

并不是花绩为布，而是

载体。对《说文解字》中与纺织相关的文字进行整

种子纤维绩为布。许

理及研究，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及其文化的发展研

慎关于树棉的形态解

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文献研究法对《说文解

释还是相当正确的，他

字》全书进行语义探析，系统整理与纺织材料相关

把树棉看成梅的一种，

的文字，并进行分类与更深入的研究。考察全书

并认识到是果实开花

540 个部首，整理出与纺织相关的文字，并将其中材

的特征，其实他把棉桃

料部分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统计发现截至东汉时期

开裂认为是开花是误

纺织纤维主要有丝、麻、葛三大类，并且这些字分布

解，但反倒证实了是树
棉。但许慎关于“一曰
江南橦材”这句话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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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迷惑了，这是否是说

图1

棉花的种子纤维
Fig.1 Cotton

在东汉时期树棉已引入到江南地区进行纺织生产
了？显然这又与考古发现不符合，难道是许慎搞错
了。笔者认为，许慎可能没有错，可能在东汉时期

审、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生导师、武汉纺织大学纺织

江南地区已经引入了树棉，只是作为观赏性的植物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钟蔚，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引入，因为从“柍梅”一词可得其引入主旨。之所以

硕士生导师。

树棉在江南地区自引进一直到宋元时期近千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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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被纺用，主要因为汉民族的消费习惯、传统

麻的，但从《礼记·内则》中“女子执麻枲学女事，以

纺织技术的技术惯性、
“华夷之辨”思维等因素的影

共衣服。又大麻有实者名苴，无实者名枲”可知古

[2]

响 。

时称麻特指大麻。古时五谷中有“麻”，五谷中的麻

2

葛纤维

是指大麻的籽，其后大麻茎的纺用被古人利用培

《说 文 解 字》中 有 ：
“葛 ，絺 绤 艸（笔 者 注 ：同

育，培育出只长茎不长果实的品种，故“五谷”中的

“草”）也”
“ ，葛属也”
“蔓，葛属也”。其中“葛，絺

麻被稻取代。根据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

绤艸也”是对葛的定义，
《说文解字》解“绤,粗葛也”
“絺,细葛也”，可见葛被定义为织物的原料，且可织

年）的注释，可知“ ”是大麻的果实之意，因为“葩”
即是“萉”，
“萉本谓麻实，因以为苴麻之名。此句疑

造粗细不同的织物。从“ ，葛属也”
“蔓，葛属也”

尚有夺字，当云
‘治萉枲之总名’，下文云：
‘

可知葛的种类很多。葛（图 2）是中国已知最早用于

治也’
可证，萉枲则合有实无实言之也。
”

，人所

纺织的纤维之一。1972 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
中出土了碳化了的野葛织物残片，该织物残片距今
约有 6000 多年的历史。在《周礼》中可以发现周代
设有“掌葛”的官职，以及《尚书·禹贡》中“青州、厥

贡盐絺”表明葛在当时是作为纳贡的物品，可见当
时葛在周朝的重要性。根据《越绝书》及《吴越春
秋》所描述的内容：越王勾践让越国女子织葛布十
万匹，献给吴王以此麻痹他，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对葛的利用达到一定高峰。秦汉以后，人们对
葛的种植、利用逐渐减少，主要集中在南方，东汉时
还列为贡品。至唐宋，葛生产规模虽已下降，但仍
有地方志记载葛布的生产。到了明、清时期，葛则
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有所
生产[3]。

图 3 大麻
Fig.3 Hemp

关于大麻纤维的利用，
《说文解字》有“绋，乱枲
也”
“缊，绋也”。二者皆为乱麻之意，为大麻的一个
乱的状态，这种状态到底有何用处？
《礼记》是这样
解释的：
“纩为茧，缊为袍。
”注曰：
“纩，新绵也；缊，
今之纩及故絮也。
”
《礼记》的注与《说文解字》中的
解释有矛盾，笔者认为《说文解字》更有道理，因为
《说文解字》衣部中有“以缊曰袍”，段玉裁认为“许
丝絮不分新旧，概谓之纩，以乱麻谓之缊。
”则能解
释古代寒士所穿緼袍的大致情况，寒士以大麻乱絮
作为袍服的填充物，以保暖，谓之缊袍。如果按《礼
记》注的解读，寒士如何负担得起丝絮。大麻纤维
还有引火之用，
《汉书·蒯通传》中有：
“束缊乞火。
”

3

唐代大儒颜师古注曰：
“缊，乱麻。
”段玉裁对乱麻的

图2 葛
Fig.2 Pueraria

评价是：
“可以装衣，可以然火，可以缉之为索。
”则

麻纤维及其利用、度量

表示“绋”
“缊”的乱麻可以用于衣服中保暖的填充

根据《说文解字》的记录，在汉代中国麻纤维的

物、燃烧以及制作绳索。

利用大体有四类：大麻纤维、苎麻纤维、茼麻纤维、
蕉麻纤维。
1）大麻纤维（图 3）。
《说文解字》中有“麻，枲

也。人所治也，在屋下”
“枲，麻也”
“
也。

，葩之总名

之为言微也，微纤为功”关于大麻的描写。

从《说文解字》中是无法知道“麻”
“枲”
“ ”是指大

关于大麻纤维的度量，
《说文解字》中有“絜，麻
一耑也。耑，头也。束之必齐其首。故曰耑”
“缪，
枲之十絜也”
“绸，缪也”。絜即麻一束。从《通俗
文》：
“束缚谓之絜。
”及《广雅》
“絜，束也。
”这里需要
注意，絜是大麻纤维的度量，并不是大麻织物的度
量，故束在此不是指五匹的度量。而“绸”
“缪”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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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纤维十束，
“绸缪”是指紧密联系，由此引申而

最早的记载，
《周礼》也有：
“掌布丝缕纻之麻草之

出缠绵之意。

物。
”这里的草即葛 之属，即檾。
《说文》引《诗》曰：

2）苎麻纤维（图 4）。
《说文解字》中关于苎麻的

“衣锦檾衣。
”意思是在锦衣上面穿着麻纱做的单

记录有“紵，檾属。细者为絟，布白而细曰紵”
“芧：

罩衣。茼麻最早可见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绳索，

艸也。可为绳”
“纑，布缕也”
“ ，未練治纑也”。紵

距今已有 7000 多年历史。而茼麻的服用价值并不

同纻，纻同苎。纻也含有纻布的意思，指由苎麻加
工处理后所织成的粗布。根据彭头山遗址中出土

高，春秋以前多用于制衣，现多用于制绳、造纸[4]。

4）蕉麻纤维（图 6）。
《说文解字》中关于蕉麻的

的粗麻编织物可知苎麻早在 6000 多年前就已开始

记录有“蕉，生枲也”。
《段注》记载：
“枲麻也。生枲

使用。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是《诗经·陈风》中对苎

谓未沤治者。今俗以此为芭蕉字。
”根据段玉裁的

麻的记载，也是最早的文献记载。段玉裁对芧的注

注解，
“蕉”是没有沤渍过的生麻。并且“闽人灰理

解是：
“
《文选·上林赋》亦作苧，苧者，芧之别字。
”可

芭蕉皮令锡滑，缉以为布”可知芭蕉是在闽南等较

知，芧属于苎麻一类，可以用来制作绳索。
《史记》中

为炎热的南方地区有种植，可用灰治法对芭蕉皮进

有“纑，纻属，可以为布”，可知“纑”是指苎麻纤维。

行处理使得它变得光滑，然后绩成蕉布。成书于东

“ ”是指没有未经练治的苎麻缕，这也可从段玉裁
关于“纑”的注中可知。

汉末年的《异物志》中也有相关记载：
“其茎如芋。
取，濩而煮之，则如丝，可纺绩也。
”在清代学者李调
元（1734～1803 年）的《南越笔记》中有：
“蕉类不一，
其可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种。
”则表明了蕉麻是
在山中野生或在田里种植的。

图 4 苎麻
Fig.4 Ramie

3）茼麻纤维（图 5）。
《说文解字》中关于茼麻的

记载有“檾，枲属。类枲而非枲”
“ ，檾属”。檾类
似大麻又不属于大麻一类。而“檾为枲类， 又檾

类也。
”
《广韵》引《字书》云：
“ ，麻一絜也。
”段玉裁
对其进行注解：
“ 即檾字之异者。今之檾麻《本
草》作莔麻”可知，檾麻就是茼麻。
《诗经》中对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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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蕉麻
Fig.6 Manila h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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