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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麻葛织物的追溯
廖江波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a.美术学院；b.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南昌 330200）
摘 要：[研究意义]麻葛类织物在中国纺织服饰文明史上的语焉不详，容易让人产生对中国古代纺织文明“丝麻并举”的
怀疑。[研究方法]文章基于纺织服饰的考古，兼从其纺织技术特征出发，追溯麻葛纺织利用的源头。[研究结论]推断麻
的纺织利用应早于丝。从麻葛织物的特征及其服饰形制来看，其粗糙、不饰文采，受服饰礼制的约束下，为庶民大宗服
饰质料，后随明代棉织物的崛起而边缘化。还原传统麻织物夏布的纯正古朴，核心在于挖掘夏布织造技艺中沤麻、绩麻
的纺纱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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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a-ge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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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llege of Fine Arts；b.Jiangx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Base,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e vagueness of hemp fabric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xtile and clothing civilization makes people doubt that "silk
and hemp are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in ancient Chinese textile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archaeology of textile cloth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ile technology,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source of hemp textile util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extile utilization of hemp should be earlier than that of sil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mp fabric and its
clothing form, its rough and unsophisticated style,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dress etiquette system, it was a large amount of cloth⁃
ing material for common people, and then it was marginalized with the rise of cotton fabric in Ming Dynasty. The core of restor⁃
ing the purity and simplicity of traditional hemp fabric is to excavate the spinning technology of retting and twiddling hemp in
the weaving technology of grass cloth.
Key words: hemp; traditional clothing; evolution; cloth gown

中国古代纺织服饰文明有丝麻并举之说。赵

代服装史》
（1981）基于文物与图像的视角研究服

丰等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卷）》
（2014）中，

饰，其是服饰文化研究的重要范式。缺乏麻葛实体

记载了丰富多彩的丝织物，让人叹为观止，而麻葛

文物的支撑，图像无法确凿地传递服饰质料的属

织物的记载几可忽略。麻指大麻、苎麻、黄麻、苘

性，难以对中国传统麻葛服饰进行历史定位。从纺

麻、亚麻等草本类植物，葛指葛麻藤本类植物，麻与

织服饰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麻葛类植物韧皮纤维

葛常联合在一起成，即麻葛，泛指韧皮类纤维植

的搓接编织是现代纺织文明的序幕，麻葛布曾是先

物。由于中国境内出土麻葛织物的稀缺以及文献

民最大宗的服饰面料，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揆诸

记载的不详，导致传统麻葛织物在中国纺织物质文

中国传统麻葛纺织服饰的源流，其在中国纺织服饰

化史与服饰史中的语焉不详，继而产生麻葛织物在

史上的历史地位应不容小觑。本文基于有限的文

中国纺织服饰史上地位的怀疑。沈从文著《中国古

物和文献，及纺织技术的视角，追溯中国传统麻葛
纺织服饰的源流。

1 中国麻葛服饰的起源
从世界纺织文明的历程与纺织技术的萌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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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丝麻织物出现应晚于树皮、树叶、兽皮等天然
“织物”，
而传统麻葛织物的利用应早于丝绸。

1.1

基于人类服饰原料起源的视角
服饰原料的演进应由原始的天然材料，到服饰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纤维材料纺织利用的过程。旧石器时期，人类祖先

“蚕”相关的文字。事

类人猿应该无服饰的概念，在自然界中处于一种赤

实上从文字发明之

身裸体的状态。考虑到类人猿自身的体毛能自适

前，中华服饰文明的

应外界的气候变化，且能抵御外界对身体的伤害。

序幕就已经拉开。

原始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最早

1972 年，江苏省草鞋

用来包裹身体的，应该有就地取材之便。将树叶、
树皮乃至一块兽皮捆绑在身体上，而扯下一根藤蔓
或剥下一段茎皮，从而诞生了原始的纺织材料。从
功能层面讲，在先民利用树皮、树叶遮挡烈日，获取
兽皮保暖御寒、护体，乃至绑扎在身体上藤蔓可取
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在

图 3 为其中一块，
经上

海纺织科学研究分析

图 3 草鞋山罗纹葛织物
Fig.3 Caoxieshan Mountain rib
Pueraria fabric

为葛织物，
推测距今有 5 400～6 000 年的历史。1988
土的蚕丝残留物，距今约有 5 300～5 600 年 的 历

发现了山顶洞人距今 1.8 万

史。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距今

年的骨针（图 1），现藏于北

6 000 多年的象牙杖首饰，首饰上刻有蚕纹，蚕图腾

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该

1mm 孔眼，推测在先民在 2

石器时代 3 块织物，

多年的麻织物。1984 年河南省荥阳仰韶文化遗址出

北京周口店旧石器遗址中

端 尖 锐 ，另 一 端 有 直 径 为

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新

年湖南省澧县彭头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 000

得携带工具的功能，其都与

骨针长约 8.2cm 的骨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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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被认为是古人利用蚕丝的间接物证。早期葛、
图 1 山顶洞人的骨针
Fig. 1 Bone needle of Up⁃
per Cave Man

万年以前就掌握了兽皮的捆扎与缝制技术。在距
今 10 000～5 000 年以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先

麻、丝织物出土距今的年代相差不多，推测以农耕
为特色的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纺织原材料的来
源应是丝麻并举。

1.3

基于世界麻纺织文明源头的考古
将天然纺织原材料利用的历史放到世界范围

民开始了播种农作物、发展畜牧业、营造房屋的定

来看，麻织物的历史要比丝织物的历史更悠久。以

居生活，改变了过去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当人
类懂得利用植物的韧皮、动物的毛羽进行捻搓，对

色列赫摩尔山洞中发掘的麻织物残片，经 C14 检测

软弱的细长条进行编织时，现代意义上的纺织才真

距今约有 9 160～8 150 年的历史[1]。天然纤维织物

的难以保存，其容易受温湿度的变化、阳光与紫外

正拉开了序幕。由此，先民因地制宜，养蚕缫丝、植

线的照射、霉菌的侵袭而

麻织布，开始穿衣戴冠，懂得羞耻与服饰礼仪，继而

损伤，甚至炭化分解，即使

拉开了人类服饰文明的序幕。因而，真正服饰的概

在极端理想的条件，其寿

念应追溯至新石器丝麻毛纺织纤维材料的利用。

命又很难超过 1 万年。

1.2 基于中国丝麻纺织文明源头的考古
丝和麻是中国古代纺织原料的重要来源，但从
中国现有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物难以直接断定丝与
麻纺织利用的先后顺序。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发
现的甲骨文，距今约有 3 600 年的历史，其通过象

形、指事、会意等方式，形成系统、可辨认的汉字。
图 2 为甲骨文桑蚕丝帛，可见当时养蚕缫丝为平常

之事。但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可明确考证的“麻”字，
而晚于甲骨文的金文有“麻”为

。甲骨文为用于

祭祀、占卜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卜辞，而金文为
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
文，其内容比甲骨文
更宽泛。对蚕神的崇
拜与祭祀，殷商时期
会举行隆重的典礼，
这也是甲骨文多有与

图 2 甲骨文字
Fig.2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这也导致难以在博物馆
见到距今有 1 万年历史

的织物。在埃及距开罗
约 48 km 的 一 处 古 墓 中 ，
出土了一件破损的 V 型
亚麻服饰（图 4），据推测
图 4 埃及亚麻服饰
为 埃 及 第 一 王 朝 时 期 的 Fig.4 Egyptian linen cloth⁃
ing
服 饰 丘 尼 卡（Tunic），年
代距今约 5 482～5 103 年。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
明，受气候与物产的影响，当地人多选择棕榈、亚麻
等植物纤维为服饰衣料来源。中东以色列、埃及被
认为麻纺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则是丝绸文明的发祥
地 [2]。由于尼罗河畔文明足迹早于黄河、长江流域
文明，
推测麻葛服饰文明早于丝绸文明。

1.4

基于麻葛纺织技术的视角
按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遵循由简到繁，对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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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利用应是由天然易得再到工具加工的过程。

加麻纱的强度，而且可提高麻纺的生产效率。在中

《礼记·礼运》：
“昔者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

国民间流传麻纺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的说法，

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在古代物

其实也不无道理。

质极度匮乏的时期，兽皮的获得也不应是一件容易

2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的流变

的事。植物韧皮同兽皮一样具有包裹性，不排除受

新石器至宋元以来麻葛织物一直为庶民的大

“衣其羽皮”的启发，而剥下麻葛类植物的韧皮制

宗服饰面料，至明清传统麻葛织物作为大宗服饰面

衣。
《后汉书·舆服志》：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

料的地位被棉布所取代，其以地方特产或以夏物

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 “夏布”的形式而存在。
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
”[3]
2.1 廉价的服饰
人类从自然中吸收灵感和智慧，遂作五彩五色与锦
绣华服，
继而演变生成服饰的纹章制度。
从对天然纺织材料取舍利用的纺织技术进程
来看，绩接麻葛比取茧缫丝更直观。麻葛类韧皮、
葛藤具有天然“纱”的形态。
《墨子·礼运》：
“古之民
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
”茭，长茎的干草，可用于
编织。野外的葛藤就

麻葛织物主要为平民服饰衣料来源，而丝绸多
为贵族所享用。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传统麻葛织
物极少，而丝绸织物则品类丰富。麻葛以平纹织物
为主，附以少量的罗纹织物，丝绸织物则包括丝、
绢、缣、绮、罗、缎、锦等。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物
为 例 ，丝 织 物 多 达 上
百 件 ，麻 葛 织 物 寥

有天然的绳子形态，结
绳 用 以 记 事 、绑 扎 ，实

寥。图 7 为绛紫“长寿

用功能显而易见。图 5

造 方 式 、组 织 图 案 令

绣”丝锦袍局部，其织

葛藤长可达 8 米，将其

人 叹 为 观 止 ，代 表 汉

劈 开 ，剥 取 韧 皮 层 ，撕

图 5 葛藤
Fig.5 Pueraria

片卷曲加捻，即为纺纱
的最初形态，图 6 为葛

采 ，对 比 美 轮 美 奂 的

雅 》：
“ 麻 、紵 、葛 ，曰

丝绸则显得有些寒

布 。”麻 ，大 麻 ；紵 ，通

碜 ，出 土 麻 织 物 主 要

苎，苎麻；葛，葛麻。麻
的纺织利用同葛类似，
后剥下麻皮，再将麻皮
撕成缕，通过绩接方式

图 8 为平纹麻织物，其

经 纬 线 稀 疏 、不 饰 文

缕、葛纱及葛布。
《小尔

将麻杆从根部折断，然

图 7“长寿绣”丝锦袍局部
Part of silk brocade robe with
"longevity embroidery"

代 纺 织 技 术 的 高 峰 。Fig.7

图 6 葛缕、
葛纱及葛布
Fig.6 Pueraria thread, Pueraria
yarn and Pueraria cloth

成长纱。推测天然纺织纤维的利用，葛织物早于麻
织物。但葛布比麻布更粗硬，纺织精干的葛纱需要
用水煮练，其比纺麻纱更困难。蚕丝纤维的获取对
比麻、葛类天然韧皮纤维的获取，则现“抽象”。因
蚕丝被丝胶粘结成一团形成蚕茧，蚕茧需经热盆汤
中浸泡，膨胀，继而丝胶脱落后，方可从蚕茧上取出

用作垫尸或用以包裹
棺椁。
《礼记·礼运》：
“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以 养 生 送 死 ，以 事 鬼

图 8 平纹麻织物
Fig.8 Plain hemp fabric

神，上帝皆从其朔。
”在古代“事死如事生”的思维导
向下，贵族希望死后将贵重的物品带到阴间继续享
用，选择精美的丝绸也顺理成章。
从出土的传统麻葛服饰来看，其粗糙、不饰文
采，因其平淡无奇而极易被遗弃。图 9 为河南省三

门峡市西周虢国君虢仲墓出土的西周晚期合裆麻

绪头缫丝得到蚕丝纤维。
从纺器利用的角度来推测，华夏先民在迈入新
石器时代之初就已经掌握对天然麻葛类韧皮纤维
的利用。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里岗、
河南舞阳贾湖三处文化遗址出土有距今约 8 000～

7 000 年的纺轮 [4]。新石器时代纺轮的材质主要为
石质与陶质，其可长期保存。从纺轮纺纱的工作原
理，其多用于麻葛类韧皮纤维束的加捻，不但可增

图 9 距今 2 800～2 655 年的合裆麻裤
Fig.9 Hemp pants with close crotch from 2800
to 2655 years ago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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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图 10 为中国塔吉克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春秋

的服饰质料。明太祖立国之初就下令：
“凡民田五

时期的麻布上衣。长期保存在地下，图 9 与图 10 的

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

服饰已破烂不堪，其本身的颜色已改变。在近现代

之。麻亩科八两，木棉亩四两。
”[8] 棉花的推广挤压

文物考古中，不排除无意识地忽视了一些破损的麻

了麻葛的生存空间，迫使麻葛织物在一些偏远的地

葛织物。追溯麻葛织物的源流，仅从考古发掘麻葛

方种植，或者说一些不适合种棉花和养蚕的地方种

织物的角度分析，
难免带有局限性。

植，由此麻葛织物慢慢以地方特产的形式存在。而
在杨庭硕看来，秦统一全国以后，将丝、麻作为主要
的税赋纺织纤维产品，葛类植物的产品由于不能满
足国家统一税赋征收的需要，在中原地区葛的社会
身价也随之跌落，进而流变为半野化生长的蛮荒作
物[9]。葛织物的边缘化比麻织物更早。
自明始，以麻葛织物制作夏季服饰，因其清汗

图 10 距今 2 500 年的麻上衣
Fig.10 Hemp jacket 2500 years ago

离体、吸湿快干，故称“夏布”。明代宋应星《天工开
物·夏服》：
“苎麻无土不生，……每岁有两刈者，有

古时麻葛类纤维制作的粗糙服饰称之为布衣，

三刈者，绩为当暑衣裳、帷帐。
”[10]到清至近代时，麻

穿布衣者主要为庶民，布衣是庶民视觉符号的代名

葛织物多出现在方志记载中。
《永春县志·服物》：

词。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
“布衣不完，蔬食不

“黄麻布惟作幔及袋，青麻布视黄麻布稍细。紵布，

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
”穿破衣粗布，吃粗粮淡

永人谓之胡布亦名罗布、花夏布，以西出产所佳。

饭；住蓬草作门，凿洞为窗的房子，仍然勤勉，是为

葛布，湖洋白云葛为上。
”[11]中国古代纺织利用麻类

仁的表现。布衣指代廉价的服饰。汉代桓宽《盐铁

作物主要为大麻、苎麻、及黄麻，纺织性能优良的亚

论·散不足》：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

麻品种在近代才开始由国外引进与推广。因苎麻韧

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5] 庶民穿布衣，只有老年

皮层纤维含杂率低，脱胶后，纺精干麻纱相比黄麻、

以后才有资格穿丝绸，麻枲布衣暗示穿着者身份地

大麻柔软且洁白，故麻类织物慢慢演化为以苎麻为

位，布衣喻指庶民。
《尚书大传》：
“古之帝王必有命

主。采用日晒夜露去色脱胶，及石灰、草木灰、牛粪

民……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
”在

等浸渍沤麻，
辅助精湛的绩麻，
可织造品级优良的苎

古代封建礼制下有爵位者方可衣锦绣乘车马，庶民

麻夏布。另外，
由于大麻中含有致幻成分的胺多酚，

穿衣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布衣作为本体麻葛

可以提炼成毒品，自近代始慢慢在一些地方禁止种

服饰与其喻体庶民身份的二元统一，建立在服饰质

植。今天培育的无毒型汉麻，
即是大麻的变种。

[6]

料本身的贵贱差异和宗法礼制约束的基础之上 。

3

结论

沿袭至宋代麻葛织物仍是平民的大宗服饰质料来

从服饰质料上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整体上存在

源。宋代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昼出耘田夜绩

着以贵族丝绸服饰为中心的倾向，平民麻葛纺织服

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

饰常被无意识的忽视。华夏民族有着灿烂的农耕

学种瓜。
”夏日农忙时，男女耕田绩麻皆不得闲，小

文明，黄河、长江流域优越自然环境奠定了桑麻之

孩不懂耕织也要在桑树荫下学种瓜。

基，种桑植麻为民之衣所寄。麻葛织物同丝绸一

2.2

样，在中国服饰的地位上举足轻重。中国古代纺织

适宜消暑的夏布
宋元以降，随棉花的推广与普及，麻葛织物开

服饰技艺沿袭两条路径，一条新石器以来，丝绸服

始走向边缘化。南宋时期，棉花局限于华南以南地

饰的贵族化发展路径，另一条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到

区，发展缓慢。到元时，棉布开始进入大众的视

宋、元时期，麻葛服饰的平民化发展路径。自明以

野。
《农书·木绵序》：
“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

后，棉衣取代麻葛服饰的平民大宗服饰面料地位，

收之效；比之苎麻，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

麻葛服饰地位弱化后，导致其部分制作技艺失传。

不麻而布，不茧而絮。虽日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

宋、元时期麻葛纺织服饰的巅峰技艺有待挖掘，还

[7]

多寒，或或茧纩不足，而裘褐之费，比最省便。
”明

原绩麻、
沤麻的工艺任道重远。

初，由于木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棉布展现出巨大的
实用与经济价值，明太祖对种植木棉的农户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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