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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说文解字》中的常用纺织用植物纤维
[1]

中提到的张揖（东汉，古汉语训诂学者）对《上林赋》

已作整理 ，关于非常用的植物纤维，由于古代的纺

注解：
“并榈，椶也，皮可以为索”[2]，可知椶有做雨衣

用技术的落后，使其不具有经济效应，多被后世甚

及制绳之用。南朝成书的《玉篇》有：
“椶榈一名蒲

至今人忽略。自从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奖以

葵”[3]，按《南方草木状》的记载：
“蒲葵如栟榈而柔

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技术信息愈发引起科技

薄，可为葵笠。
”[4]可知蒲葵与栟榈不是同一物，蒲葵

界、科技史界的重视。对《说文解字》中的非常用植

像棕榈，但比其更加柔软、单薄。段玉裁对其注解：

物纤维材料的整理，也可对现代纺纱技术有所启

“谢安之蒲葵扇，今江苏所谓芭蕉扇也，椶叶缕析，

发。
《 说文解字》中非常用植物纤维材料有棕榈纤

不似蒲葵叶成片可为笠与扇。
”从中便可知，东晋时

维、菅草纤维、蒯草纤维以及藨草纤维。这些纤维

期的蒲葵扇即是清代江苏地区所说的芭蕉扇，由棕

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一定的纺用，但因其各种原

榈叶经过处理后编织而成，不似蒲葵扇由整片叶子

因，并没能够成为我国的主流纺织用纤维。

所制。而蒲葵与栟榈同属棕榈科，长相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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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纤维

笔者猜测在古代蒲葵与棕榈的功用大致相同，多用

《说文解字》中关于棕榈纤维的记载有：
“椶，栟

来制作雨具、
扇及绳索。

榈也。可作萆。
”
“椶”是栟榈树，即棕榈（图 1）。根

据《说文》艸部：
“萆，雨衣，一名衰衣”，以及《段注》

棕榈叶扇的制作方法分两种。第一种是从棕
榈树上割下一片棕叶，随后沿着叶子边缘，裁剪成
圆形，去除刺角，再在边缘处，用软篾片包住，用针
线进行缝合。这样能防止扇子破边，使扇子牢固且
结 实 。 最 后 再 把 棕 榈 叶 的 叶 柄 打 削 光 滑 ，留 存
10cm 左右的叶柄将其做成扇把（图 2）。第二种是

经过特殊处理的制作更为精致的编织扇子。制作
前首先要备料，新鲜的棕叶要先经过煮、漂、烫、晒
后，才能变成白色的棕扇叶料，保证编织时的柔韧
图 1 棕榈
Fig.1 Palm

性。随后需要解剖棕叶，
剔除棕叶的叶骨，
并把每一

收稿日期：2021-03-18；
修回日期：2021-06-01。
基 金 项 目 ：湖 北 省 教 育 厅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一 般 项 目
（20Y075）。
作者简介：余晓芸，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通
信作者：李强，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副编审，武汉
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生导师。钟蔚，武汉纺织大学服装
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图 2 制扇方法一
Fig.2 Method 1 of fa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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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善矣”[9]，
则表明菅可以
用来制作绳索，
且沤渍后
的质量更佳。菅草纤维
还用作丧服所着的鞋， 图 5 宋《新定三礼图》菅屦
《仪礼》
有“菅屦者”[10]，
《新 Fig.5 Straw sandals made of
Themeda
villosa
in
定三礼图》中也有对菅
The Three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屦 的 图 文（图 5）记 载 ：
[11]
“菅屦谓以菅草为屦。
”
当前服装产业虽已几乎不再利用菅草纤维制作
服装，但菅草仍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菅草含有大量
半纤维素、
木质素及纤维素，
有的研究人员对菅草的
综合利用进行研究,以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价值
为目的，
探索一条利用菅草资源的新途径[12]。

3

蒯草纤维
《说文解字》：
“蒯，艸（草）

也。”[6]82 蒯 即 是 蒯 草（图 6）。

图 3 制扇方法二
Fig.3 Method 2 of fan making

《左传》引《诗经》有“虽有丝
麻，无弃菅蒯”[13]，可知在《诗

把扇料叶撕一半为纬，留一半作经。然后是进行编

经》收录的春秋中叶菅、蒯仍

织，
需要根据棕芯的长短编织成不同尺寸的圆扇，
编

在服用，并且没有因为丝麻的

织时需要注意紧密度，保证扇面纹路清晰。随后将

使用而被弃用。这是什么原

做好的毛扇进行收边、修剪。最后将竹签的头部削

因呢？笔者认为菅蒯的纤维

得扁而尖，并将其插入扇子正面中心部位的纬叶的

获取比丝麻要容易、制作工艺

2/3 处，这样能增加扇子的硬度，使扇出的风力较

比丝麻要简单，因此其服用性

图 6 蒯草
Fig.6 Wool grass

大。最后留出 10cm 左右的竹签作为扇柄，
在其周围

比丝麻差。丝的制作工艺比

编织成交叉形花纹状的棕叶，
至扇子下缘，
并将叶尖

较复杂，历朝历代都是奢侈品的代表，在春秋时期

与扇子串联镶嵌牢固，这样才算做好了一把棕叶扇

麻的纺织生产效率也不高，相对来说并不是所有老

（图 3）。

2

百姓可以随便服用。因此，给菅、蒯这种纤维服用

菅草纤维

提供了消费空间。

《说文解字》有:“菅，

但是到了西汉时期，

茅也”及“茅，菅也。
”[5]《诗

随着麻生产和纺织

经》中除记载大麻与苎麻

技术的提高，麻越来

外，也有对菅草（图 4）的

越普及，将菅蒯纤维

记载“东门之池，可以沤

挤出了服用纤维。所

菅”[6]。
《尔雅·释草》有：

以在《史记》中有“蒯缑”
“言其剑无物可装，但以蒯
绳缠之，故云蒯缑也”[14]，即是用蒯绳缠结剑柄，蒯

“白华野菅。
”[7]《毛传》对

草纤维已由服用纤维转变为

其进行补充：
“白华，野菅
[5]73

也，已沤为菅。” 便可
看出，这里的“菅”是指沤

图 7 蒯缑
Fig.7 Kuaigou

图 4 菅草
Fig.4 Themeda villosa

过的白茅。陆玑（三国吴学者）评价菅：
“菅，似茅而
[8]
滑泽” ，并且根据《段注》：
“按统言则茅、菅是一，析
言则茅与菅殊。
”许慎这里将“菅”
“茅”统一训释，表
明二者为一类。而菅与茅长相相似，但不是同一种
植物，笔者认为能够用来纺用的应是菅，因其相对
文献记载更多。
《尔雅注疏》还有“柔韧宜为索，沤乃

普通常用纤维（图 7）。当前，
蒯草纤维多用于长江流域的

草制工艺品的开发与利用[15]。

4

藨草纤维
《 说 文 解 字 》：
“ 苞 ，艸

也。南阳以为粗履。
”[5]84 苞即
是藨草（图 8），南阳一带用来
编 织 草 鞋 。 根 据《曲 礼》的

图 8 藨草
Fig.8 Scirpus triqu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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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绳履制作流程及穿法
Fig.9 Processes to make straw sandals and wearing method

“苞屦，扱衽，厌冠，不入公门”[16]，
《礼记》注解：
“苞，
藨也，齐衰藨蒯之菲也。
”[17] 可知苞屦是凶服的一
种，
比绳履低一等，
是夫为妻、
母为长子、
男子为伯叔
父母、已嫁女子为父母等服丧时所穿着的鞋子 [18]。
《后汉书》记载：
“虞虽为上公，
天性节约，
敝衣绳履”[19]
绳履即是草鞋，是用两股以上的棉麻纤维或棕草等
拧成的条状物制成的鞋子（图 9）。此外，藨草具有
一定的药用价值，全草可入药。而当前，藨草已不

再是服用纤维，
现主要用于观赏、
饲用及药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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