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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著：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基于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与文
化研究》，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 年，224 页，定价
98 元。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是传播和影
响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物质文明是文化的基础，
而在创造物质文明过程中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技术的进步影响着文明乃至文化的进
Fig.1

图 1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书影
The cover of From Traditional Textile technology to the For⁃
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程。中国上古代时代的三皇五帝（部落联盟的首
领）的神话传说表明部落联盟的首领们无一例外都
是因技术而王天下，这是技术重要性的体现。在古
代较陶瓷技艺、金属冶炼技艺等硬物质文明的标志
（阳性文明），染织技术则为软物质文明的标志（阴
性文明），它的表现形式——织物和纺织机械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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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而使描述年代久远的历史文本无法以软物质
文明进行精确的表征，但对于自东晋“衣冠南渡”以
来逐渐形成的长三角传统染织技艺而言还是可以

务副主编、副编审，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生导师，武

表征的，毕竟相关文物和文献还是有一些存世的，

汉纺织大学纺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影响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幸哉，武汉纺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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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服装学院李斌副教授基于他的博士论文和其主

国古代染织技术最发达的区域，其文化的基因中不

持的同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经过

可避免地嵌入了染织相关的因素，形成有别于其他

三年积累和研究，终于完成了学术专著《从传统染

地区的独特文化。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

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一书，并于 2020 年 6 月

形成》的实际应用价值表现在两方面：①可为长三

文化、长于技艺、盛于文化、终于传承，从微至宏的

构的机会，保护其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统

叙事描写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的力作。笔者作为

染织文化在当代纺织品设计、服饰设计中提供创新

李斌博士长期的合作者和一名职业编辑，觉得他的

的要素，甚至可以申请纺织品设计、服饰设计领域

这一研究成果很有必要向学界进行推介。

的相关专利，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利用，实现可观

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一部始于起源

首先，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有
较高的理论价值。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不同，

角地区传统染织文化在内核和外延上提供系统重

的经济价值；②基于地方性知识视域下，以长三角

地区传统染织技术为依托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染织

它强调自身知识的独特性。因此，很多地方性知识

文化，深掘染织文化内涵，为统筹协调该地区塑造

的研究容易走了极端，过于反全球化逻辑，甚至一

整体旅游形象，整合染织文化旅游产品作好准备，

些迷信成为其研究的热点，这是不可取的。笔者认

是该专著成果实际应用的第二个方面。

为，地方性知识有其形成的文化背景，这是需要深

再次，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结

入研究的，但对其进行科学化的表征却是非常有必

构合理、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全书有起源篇、技术

要的，因为只有具有鲜明特色且可以被科学表征的

篇、文化篇、传承篇四部分。这四部分呈现了时间

地方性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知识，正所谓

逻辑，对地方性染织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进

“涓涓细流才能汇集成大江大河”，普同性知识是以

行分析，并在此背景基础上研究染织技术如何与其

地方性知识为源头的，源枯则流断。但也不能扩源

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神话、禁忌等），以及面

枯流，一则不经济，二则有少许反人类进步的嫌

临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时这些地方性传统染织技

疑。只有在保持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保持地

术及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如何去发展等一系列的问

方性知识和世界性知识必要的张力下，对地方性知

题。同时，这四部分又在空间的基础上，对长三角

识进行科学化的表征，批判地吸收其合理部分，使

地区传统染织技术进行空间分布的动态分析，试图

世界性知识更多样化和地方化。
《从传统染织技术

解析长三角地区各大传统染织技术出现和分布的

到地域文化的形成》的学术价值有两点：①该专著

深刻社会原因，这体现了地方性染织文化中地方性

也强调其交流性。如长三角地区棉纺织技术就是

起源篇下分“长三角地区传统棉织染类地方性

上海乌泥泾地区与海南黎族地区技艺交流的结

知识溯源寻根”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纺织类地方性

果。因此，任何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完全封闭性和彻

知识本原分析”两章，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构建，因为

底的地域性都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说，地方性知

它是两种路径的起源分析。中国古代的纺织生产

识只是相对独立，并不是完全独立。如果是完全独

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平民化路径，另一种是贵族化

立，那么其地方性知识如何与相关要素交流形成地

路径。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对纺织生产两种路径

方性文化？此外，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的交流性还

的不同选择是造成东方与西方近代的分野。英国

表现地域的技艺分工，这本身就一种交流所导致

工业革命以棉纺织这一平民化的织物产品为对象，

的。②该专著摆脱旧有的单一学科为主、其他学科

将体量庞大的平民阶层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到资本

辅助的研究方法，采用多学科并进的研究方法，避

主义生产中，量大中追求利润，不可避免地要求技

免了辅助研究为主研究做脚注的情况发生，使一些

术革命，在技术革命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对生产者

主研究和辅助研究相反的观点、材料、方法的忽

的生产要求更高，这样生产者的工资和教育被整个

视。多学科并进的研究方法虽然很繁琐，但可以发

资本体系推动着前进……因此，整个社会朝着近代

现问题。如该专著作者从在日本《延喜式·织部司》

发展。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选择的是丝织业，这

中有关织机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断出中国唐代花楼

种贵族化的生产路径，它不可能带动整个社会的生

织机的存在，
这正是辅助研究起到了证史的作用。

产和消费，不可能让资本和平民阶层共享生产效率

强调长三角地区染织技术与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

其次，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长三角地区自有宋以来成为中

划分。

提高的红利。
技术篇下分“长三角地区传统纱线类地方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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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架构”
“长三角地区传统织染类地方性知识解构”

传承篇下只有“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知识的重

两章，它是按工序来安排结构的，体现了技艺的逻

构”一章，这一章具有现实意义。此章下分四节。

辑性。其中关于黄道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工

第一节是“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体验式保护传承

艺，作者提出这一工艺并非是在花楼织机上完成。

模式”，作者提出以技艺为内核，采用博物馆、景区

作者认为黄道婆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是指织

特色街区、学校教育、民宿+、节庆活动等方式构建

造复杂纹样的织物，它最初是在原始腰机上进行操

的传承模式（图 3），来保护和传承上海乌泥泾棉纺

作。作者还对“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所指做了详

织技艺。第二节是“蓝印花布元素在女装设计中的

细的分析。作者在此的研究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作

运用方式”，作者总结了蓝印花布元素在女装设计

者尊重事实，不作拨高的推理，体现了一名史学研

中的运用原则、运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蓝

究者的严谨，同时在做技艺分析时，采用图例的方

印花布元素在女装设计中的运用路径图（图 4），极

法说明，
突显了科学性。

具指导意义。第三节是“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

文化篇下仅“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类地方性知
识与地域文化的嬗变”一章，此章下分四节。第一
节是“黄道婆文化奠定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基
石”，因为黄道婆文化起源于松江乌泥泾棉纺织技
术，由于这一技艺对松江民生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
作用，并自下而上萌芽出独具特色的黄道婆文化。
同时，在黄道婆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长三角地区
其他习俗文化共同构建出长三角地区的地域文
化。笔者认为黄道婆文化较之政治性较浓的嫘祖
文化更具生命力，也是中国农耕社会平民文化的典
范。第二节是“宋代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与朱克柔
缂丝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方面论述了长三角地区
的文化培植了宋代朱克柔艺术风格的形成，另一方
面阐明了朱克柔自身的主观因素也造就了缂丝的

Fig.3

图 3 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体验式保护传承模式图
Experience mode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hang⁃
hai Wunijing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

Fig.4

图 4 蓝印花布元素在女装设计中的运用路径图
Application path chart of blue calico elements in women's
wear design

风格转向。第三节是“清代长三角地区丝织业行
会与地域文化的构建”，此节论述了清代丝织业行
会的社会功能以及其原因。第四节是“纺织神话
传说与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的完善”。作者认为
纺织类地方性知识、神话传说的类型、主题三者关
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三者之间构成促进、保护、
相互匹配的文化稳定结构（图 2），这也是文化得以
维系的关键。

Fig.2

图 2 纺织类地方性知识与纺织类神话传说的关系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on textile and legends
of 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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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困境分析”，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
其生产工艺的复杂性以及当代人们审美意识的转
型两方面因素造成。然而，从深层上看，是现代生
产的规模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时尚审美所引致。
第四节是“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保护方式、机制和
模式”，作者认为政府主管部门、染织类非遗传承机
构或传承人以及社会机构或个人共同组成染织类
非遗保护的三主体，理顺三主体的关系，才能使染
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发展（图 5）。

总之，
《从传统染织技术到地域文化的形成》一

书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应用价值来看，极具先进
Fig.5

图 5 染织类非遗教育科研协作机制图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eying and weav⁃
ing

性。从结构内容上看，极具逻辑性。它是一本值得
推介的好书。
（责任编辑：
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