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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树下四屏风”臈缬视角下中原蜡缬嬗变研究
黄雅萌 a，严雅琪 a，林芷淇 a，刘安定 a,b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
b.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方法]针对古代中原地区蜡缬工艺嬗变的研究，将日本正仓院保存的树下四屏风蜡缬作为风格与工艺分析
的对象，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与文物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蜡缬技艺在唐代已经在中原地区达到发展的最高峰的结
论。[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一方面，丝织蜡缬工艺是由魏晋时期迁徒到西域的汉族工匠所创造，并在隋唐时期回
传至中原，继而通过日本留学生以及游学僧传播到日本，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宋代染缬禁令的颁布，蜡
缬逐渐在中原乃至汉族地区消亡。究其本原，蜡原料的短缺是蜡缬在中原地区消亡的根本原因，灰缬的发明创造则促
使蜡缬在中原地区彻底消亡。
关键词：
蜡缬；丝织物；正仓院；中原；嬗变
中图分类号：TS94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131-（2021）04-0004-06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Wax Dy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Screens Under Trees" in Japan
HUANG Yamenga,YAN Yaqia, LIN Zhiqia,LIU Andinga,b

（1a.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1b.Wuhan Textile and Apparel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wax dyeing technology in the ancient central plains, this paper takes the
four screens under the tree wax dyeing preserved in Shosoin of Japan as the object of style and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us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lics two-dimensional verification to obtain the conclusion that wax dyeing
technology reached the peak of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Tang Dynasty.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silk wax dyeing process was created by the Han nationality craftsmen who migrat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return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n spread to Japan through Japanese students
and study tour monks, which was well preserve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n on dyeing valerian in the
Song Dynasty, wax dyeing grad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even in the Han nationality areas.In essence, the
shortage of wax raw materials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wax dye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in⁃
vention and creation of Huixie promoted the complete disappearance of wax dye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Wax dyeing; Silk fabric; Shosoin; the Central plains; Evolution

臈缬即蜡缬，唐代中日两国对蜡缬的旧称。它

尤形丽巧 [1]。由此可知，臈缬就是采用蜜蜡防染的

是中国中原地区三大染缬(夹缬、绞缬、蜡缬)技艺之

一种蜡缬。然而，在中国中原地区蜡缬工艺早已消

一，隋唐时期曾在中原地区大放光彩，创造出辉煌

亡，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窥见，让人产生蜡

的染缬文化，并远播至日本。日本正仓院至今还将

缬是西南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染缬技艺的假象。事

臈缬“树下四屏风”作为国宝珍藏着。所谓“臈缬”，

实上，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曾将蜡缬艺术推到了发展

系以蜜蜡于布上描成文样，浸染料中，及蜡脱落，留

的顶峰，创造出众多的蜡缬织物，并将其作为贵重

其文样，再蒸而精制之乃成。更有施二三重染者，

礼物赠送给日本，使得古代日本的蜡缬技艺得到飞
速发展。其中以日本正仓院保存的臈缬“树下四屏
风”最具有代表性，从它们的风格与工艺分析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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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受到中原蜡缬艺术的辉煌。继而，促进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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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与根本原因。

1 日本正仓院树下四屏风的解析
日本正仓院的树下四屏风是日本圣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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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756 年，724-749 在位)生前喜爱的屏风，它们

分别是象木臈缬屏风、羊木臈缬屏风、熊鹰臈缬屏
风、鹦乌武臈缬屏风，四扇屏风都以树下动物为主
题，树木花草版相同，
所以属于同时制作的屏风。

1.1 树下四屏风的风格分析

象木臈缬屏风(图 1)描绘的是树下一头憨态可

鞠的大象正在悠闲地散步，树上白猿攀枝，树下点
缀着点点瑞草，总体给人一种祥和的气氛。而大象

的四足有加长绘补的痕迹，是在屏风完成后再加长
补绘的，恐怕是没见过象的画师根据传闻作画，故
后来补绘修正。羊木臈缬屏风(图 2)的下方有“天平
胜宝（奈良时代孝谦天皇之年号）三年十月”的调絁

墨书铭文，据此可判定，这两扇屏风是日本的仿制
品。此屏风的构图和题材，属于波斯和唐朝风格，
日本仿制的工艺水平也不低，褐色絁地，绿色树叶，
树上点缀白猿，
倍增情趣[2]。
图 3 熊鹰臈缬屏风
Fig.3 Bear Eagle Wax Dyeing
Screen

图 4 鹦乌武臈缬屏风
Fig.4 Parrot Wax Dyeing
Screen

唱的鸟儿，左侧草丛中是回首顾盼的小鹿。屏风的
最下边是起伏的山峦和正在狩猎的骑士。狩猎骑
士纹具有典型的西亚艺术风格。

1.2 树下四屏风的制作工艺分析
众所周知，蜡缬防染工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使织物在绷挺状态下浸染，它能使画面平整干净；
另一种是处于松驰状态下浸染。在松驰状态染色，
因织物处于绉折条件下，容易导致蜡膜龟裂，渗入
微量染色液，形成无规律的“冰纹”蜡染产品，成为
蜡染色的独特工艺技术 [3]。因此，这两种方式各有
特点，绷挺状态染色有量产化的可能，而松驰状态
图 1 象木臈缬屏风
图 2 羊木臈缬屏风
Fig.1 Elephant and Trees Wax Dye⁃ Fig.2 Goat and Trees Wax
ing Screen
Dyeing Screen

染色艺术性更为强烈。毫无疑问，树下四屏风的制

熊鹰臈缬屏风(图 3)，纵 163cm，横 56cm。它的

上半部是枝叶茂盛的树木，树下生有端草，树的左

蜡绘、凸纹版、镂空版三种方法。手工蜡绘的方法

右两边各有飞奔的麒麟与野猪；而屏风的下半部则

是把熔融的蜡液，通过蜡壶、漏嘴、蜡刀、蜡笔、竹签

描述了一只回首远望的雄鹰，它伫立在岩石上，威

等工具，按设计图案，在平整光洁的织物上描绘花

武而肃穆。画面动静结合，树下麒麟与野猪奔跑的

样，然后使蜡液冷却固化。凸纹版点蜡是用凸纹版

动态之美与岩石上雄鹰的静态之姿完美地融合。

作点蜡工具，于凸纹处蘸上蜡液点在织物上，凸纹

鹦乌武臈缬屏风(图 4)，纵 163cm，横 56cm。图案同

形状一般都作圆点，被雕刻成一排圆点或是一圈圆

样分为上下两部分，屏风的上半部分是群鸟掠过的

点，也有刻成一朵由圆点组成的小花。最简单的只

大树，大树的右侧是正在吹奏乐器的伎乐人，左侧

有一个圆点，就可随意构成上蜡图案。点蜡后待其

则是闻声起舞的凤凰，树的四周布满鲜花瑞草。屏

冷却固化。镂空花版印蜡法是用镂有细花的两块

风的下半部分中央位置是站立在岩石上的鹦鹉，鹦

对称镂空木版夹住织物，将熔融的蜡液灌注在镂空

鹉口衔花枝，岩石右侧有一株缩版的树木和两只鸣

处，蜡液固化后，去掉镂空版。镂空版仅起到使蜡

作工艺属于绷挺状态下染色。
事实上，在织物上上蜡也有三种方式，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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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在织物上定位形成花纹的作用[4]。

明了植桑活动已经出现在西域境内。然而，植桑有

通过仔细观察，笔者认为，树下四屏风应该是

可能是为求桑椹，并不一定为养蚕。西域最可信丝

将蜡绘、凸纹版、镂空版的上蜡方法有机地融合在

织史料来自唐代玄奘(602-664 年)法师，据《大唐西

一起。首先，在大型景物主体上采用镂空版上蜡的

域记》对瞿萨旦那国的记载：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

方法。可以从树干与动物防染效果清晰可见，它们

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

防染充分、轮廓分明，只有采用镂空版双面防染浸

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

色才能达到如此效果；其次，在小件重复出现的景

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

物上采用凸纹版上蜡的方法。从树下四屏风树木

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

下的瑞草的形态也能看出，瑞草的形态在同一画面

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

中重复出现，只是将其方位做出相应的调整就可以

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

产生不同的效果。当然，瑞草的形态应该有两种以

索，惟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
”[7]由此可

上的凸纹版表现出这种同中求异的效果。此外，鹦

知，至迟在初唐时期，养蚕织绸技术就已经从中原

乌武臈缬屏风其中凤凰、伎乐人和狩猎图案的部分

地区传播至西域地区。

颜色略浅，说明防染并不充分，反映了凤凰、伎乐

笔者认为，中原地区丝织技术应该在汉代至魏

人、狩猎图案可能是采用凸纹版的方式上蜡；最后，

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就已经传播至西域地区，而魏晋

在图案较为细腻地方采用蜡绘的手法。如象木臈

南北朝时期丝织蜡染技艺在西域产生的可能性最

缬屏风大象的四足有加长绘补的痕迹，是在屏风完

大。首先，
从纺织考古文物的角度看，
蜡缬早在东汉

成后再加长补绘的，恐怕是没见过象的画师根据传

时期(25-220 年)就已经在中国西部边陲传播，新疆

闻作画，故后来补绘修正。综上所述，镂空版上蜡

尼雅遗址(属于精绝国)和山普拉墓地(属于于阗国)都

可以标准化量产主题图案，凸纹版通过调整位置灵

曾出土过蜡染棉制品，
棉花本不属于西域所特有，
主

活地使用同一种纹版，蜡绘则更倾向于艺术化，使

要由西亚或印度传入中国，
充分说明了蜡缬最初极有

屏风具有艺术作品的性质。因此，正仓院北仓的树

可能是一种泊来品。同时，
从尼雅出土东汉“蜡染花

下四屏风在统一之中求得变化，变化寓于统一之

布”可知，
东汉时期西域蜡缬工艺就已经非常成熟[8]。

中，成为蜡缬艺术中的典范[5]。

直到魏晋时期(220-420 年)，蜡缬才开始出现在丝织

2 蜡缬在中国与日本的传播

物上，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属于高昌国)和都兰热水

中国的蜡缬技艺传播至日本经历了汉代棉织
蜡缬由西亚或印度传播至西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

(属于吐谷浑)曾出土过一些以点蜡作纹的丝织物。
至少说明了魏晋时期丝织蜡染工艺已经在西域地区

期由西域高昌国汉人工匠融合丝纺织技术创造出

得到发展与完善；
其次，
从瞿萨旦那国疆域与周边国

丝织蜡缬，并传播至中原地区，最后到了隋唐时期，

家的情况来看，瞿萨旦那国疆域大致在现今的和田

再由日本遣唐使传播至日本，
并在日本生根发芽。

地区(古称于阗)，它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2.1 中原地区的蜡缬技艺术源自西域

东边紧挨精绝国，自西向东还有且未、若羌、楼兰等

中原地区的蜡缬主要是丝织蜡缬，棉花虽然早

西域古国[9]。由此可以推断，
《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

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在新疆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

的“东国”为精绝国的可能性很大。首先，如果中原

现。然而，由于棉花最初生长条件的限制，直到宋

王朝有哪位公主出嫁到周边的小国，必然会在史籍

末元初，植棉、纺棉、织布才逐渐在中原地区广泛传

中有相关的记载。然而，中原的史籍中并没有任何

播。因此，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蜡缬主要在丝织物

公主下嫁瞿萨旦那国王子的信息，充分说明了“东

上进行。在古代世界，丝绸曾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国”并不是中原汉族政权；其次，中原地区的男子着

它不仅是一种珍贵的奢侈品，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

冠，
女子盘髻，
东国公主“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反映

战略物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53 年古罗马“前三

公主有戴帽的习惯，同时，帽还是夹絮型的，显然不

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约前 115-前 53 年)因丝绸贸易

符合中原女子的着装。事实上，西域女子有着帽的

的问题而与西亚的安息帝国发生战争，最终死在了

习俗。最后，
从《大唐西域记》中对“东国”的描述，
瞿

安息人的手上。栽桑、养蚕、缫丝、纺纱、织造技术

萨旦那国与“东国”接壤，现实中东边紧接瞿萨旦那

传入西域的时间成为确定丝织物蜡染的创造民族

国为“精绝国”，那么“东国”为“精绝国”的可能性就

的关键。据范晔(398-445 年)《后汉书·西域传》中所

比较大。因此，中原地区蜡缬技艺源自西域至少在

言：
“伊吾(今哈密)地宜五谷、桑麻、葡萄” ，充分说

丝织原料上没有任何障碍。

[6]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2.2 中国丝织蜡缬为西域汉族移民所创造

07

3 宋代中原地区蜡缬消亡的原因分析

从纺织考古文物的角度看，中国最早的丝织蜡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新工艺的产生除了与其相

缬出现在魏晋时期西域的高昌。然而，高昌国是与

关的技术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其相关的经济、政

中原政权关系密切的地方政权，其境内汉族人口占

治、文化等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南通蓝印花

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北史》记载：
“高昌者，车师前

布的产生也是如此，甚至外部因素的影响起到的作

王之故地，汉之前王部地也。……昔汉武帝遣兵西

用要远远大于内部因素。

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

3.1 宋代染缬禁令是中原地区蜡缬消亡的表

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汉时高昌垒。……彼之

面原因

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

宋代染缬禁令的颁布使得中原地区蜡缬的发

国，世积已久。
”[10] 由此可知，高昌国是中原汉族迁

展遇到巨大的阻力，使得蜡缬开始迅速退出百姓的

徙到西域建立的地方性政权。事实上，高昌国经历

生活。据《宋史》记载，早在宋真宗(968-1022 年，

了阚氏高昌(460-488 年)、张氏高昌(488-496 年)、马

997-1022 年在位)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大中祥符

氏高昌(496-501 年)、麴氏高昌(501-640 年)，其国王

八年(1015 年)就颁布过禁止夹缬衣的诏书。到了宋

丝纺织技术带到高昌，同时，汉族工匠对丝绸的深

徽宗(1082-1135 年，1100-1126 年在位)政和二年

刻认识，也会率先将棉织蜡缬技艺运用到丝织物，

(1112 年)发布诏令，严厉禁止民间打造夹缬服装，甚

至缬版都不许贩卖 [14]。颁布染缬禁令的根本原因

形成独特的丝织蜡缬艺术。因此，丝织蜡缬为西域

是染缬的衣物为皇宫仪卫和仪仗舆辇人员的制服，

汉族移民创造的可能性极大。

便禁止民间使用。笔者认为，在长达近百年的禁令

2.3 蜡缬从中国到日本的传播路径分析

下，宋代民间夹缬、蜡缬的衰败是毫无疑问的。虽

都具有汉人血统[11]。毫无疑问，汉族移民必然会将

蜡缬从中国传播至日本从理论上看，主要有两

然是染缬禁止初衷是禁止夹缬衣物在民间使用，但

条路径，一条是从中国通过陆路传播至渤海国与新

花版的禁止必然会影响到蜡染，因为中原地区的蜡

罗，
再经由渤海国或新罗经海路传播至日本列岛；
另

缬织物主要采用凸纹版与镂空版的方式印染，其实

一条则是从中国直接经海路传播至日本。笔者认

影响也是可想而知。南宋学者周去非(1135-1189

为，西域地区汉族所创造的丝织蜡缬工艺在隋唐时

年)在《岭外代答》(成书于 1178 年)中将瑶人的蜡缬

期传播至中原地区，再经由海路直接传播至日本。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理由：
①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日
本很早就开始接受东亚大陆文化的影响，最先接受
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文化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渤
海国文化。然而，在这两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
区与国家，其古文献中却难觅有关蜡缬的记载。反
倒日本的相关记载则很多，说明了其传播路径并没
有经过渤海国与新罗进行间接传播；②从蜡缬在日
本出现的时间角度看，
直到公元八世纪，
日本才生产
蜡防印花装饰过的织物，而且其中大多数受中国影
响。在奈良时期，
日本用印章、
涂绘和型版以及蜡防
技术来装饰织物 。③从蜡缬文物发现的角度看，
[12]

日本正仓院、东大寺收藏大量飞鸟时代与奈良时代
的蜡缬织物。如深蓝地蜡缬平纹织物、茶色地蜡缬
平纹织物、
绿地小花纹蜡缬平纹织物、
绿地菱形鸟纹
蜡缬平纹织物，
等等。根据史料记载，
唐代(618-907
年)装饰用品“屏风”非常著名。当时曾输送国外，
作
为珍贵的友谊礼品 。综合中日文化传播、蜡缬在
[13]

日本出现的时间以及日本蜡缬文物的考察，笔者相

技艺作为稀罕之事记录下来[15]，足见中原地区蜡缬
技艺已经很少见。

3.2 蜡的短缺是蜡缬在中原地区消亡的根本
原因
任何一种技艺的消亡都有其内在的根本原因，
蜡缬的消亡本质上是蜡原料的重要性与短缺导致
宋代染缬禁令的颁布。法律上禁止又促进新型的
灰缬工艺在南宋时期产生与迅速发展，并最终使蜡
缬工艺在中原地区逐步消亡。
3.2.1 蜡作为重要物资导致中原地区蜡缬原料的短缺
唐宋时期，蜡不仅是价值昂贵的奢侈品。蜡的
价格即使在宋代，也是非常昂贵的。据张彦晓分
析，一条蜡烛在北宋时期价值 150 文钱，即使不考
虑物价上涨的因素，燃蜡烛一晚也需要 450～750

文钱 [16] 那么，150 文钱能在北宋买到多少粮食呢？
根据《宋史》
《宋会要》
《续资政通鉴长编》等相关史

籍，在公元 979 到 1028 这一时期，粮食每斗的价格
约在七八文至十文上下[17]。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蜡

信，中原地区蜡缬在隋唐时期，通过遣隋使、遣唐吏

的价格定然不斐，非平常百姓所能承受。又据《宋

以及游学僧直接经海路传播至日本。

史·寇准传》中描述：
“(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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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
所在，必然炬烛。
”由此不难理解史官们将名臣寇准

(1003-1048 年，1032-1048 年)建立西夏国，宋朝与

西域的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彻底切断，西域特产

(961-1023 年)茅厕燃烛视为奢侈行为。

石蜡输入中原的通道被西夏所掌控，石蜡的输入必

事实上，蜡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一方

然会相当困难。虽然宋朝困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

面，蜡作为车辆、船只的润滑、防渗材料，战略价值

断，继而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然而，在以采集天然蜂

重大。众所周知，宋代的军队人数中国历史上最

蜡为主的东南亚和养蜂业并不发达的阿拉伯国家，

多的，其总数达到百万以上。据《文献通考》所载

海外蜡产品的输入也是杯水车薪。

神 宗 即 位 之 初 ，总 兵 力 人 数 116.2 万 ，其 中 禁 军

3.3 灰缬的发明促使蜡缬在中原地区最终消亡

66.3 万 如此庞大的兵力，其粮草辎重的运输必然
[18]

毫无疑问，在宋代，客观上蜡缬由于蜡原料的

会使用大量的车辆与船只。而车辆的车轴与船只

价格因素而使其在中原地区无法良性发展；主观上

的隔舱壁 [19] 需要大量蜡进行渗透处理。宋代又是

染缬的禁止使夹缬、蜡缬在民间开始消亡。自唐代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海舶节枇，一

流传下来的染缬技艺必然会衰败下去。因此，时代

望无际。大量的车辆船只必然需要巨量的蜡；另一

呼唤民间印染技术要进行创新，克服主客观上的限

方面，蜡还充当公文、书信的封印保密手段，防止信

制，满足平民百姓在服饰面料上的审美要求，继而

息的泄露。从现存的大量文献来看，蜡书最早出现

蓝印花布的前身“药斑布”就应运而生。据《古今图

于唐代并在军队中广泛使用，至宋代，蜡书的使用

书集成·职方典》中所载：
“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

得到了普及。其功用包括军队的兵力借调、上传下

镇。宋嘉定中(1208-1224 年)有归姓者创为之。以

达的号令，上疏进言、情势公布，甚至可为公示性质

布抹灰药而染色、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

的文件和招募兵士的布令[20]。

物、花鸟，诗词各色，作被面、帐帘之用”[25]。
“药斑

此外，蜡还用于医药、塑像、装裱等领域。事

布”在防染原料上具有易于获取、价格便宜等优势，

实上，在医疗方面，蜂蜡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它可

笔者认为，一种工艺原料的缺乏，必然会促使人们

用于创伤、跌打损伤、骨折、骨碎的治疗 [21]。同时，

去尝试寻找替代品。灰浆防染原料顺理成章地就

蜂蜡还可作为药丸的外衣，起到保护药物功用的

成为蜡的替代品，从蓝印花布的防染浆料上看，常

作用。在文化方面，蜡是中国古代塑像、装裱书画

见的主料是黄豆粉、绿豆粉之类的植物性粉料，辅

的重要配料。油蜡可以使塑像面部呈现柔软、光

以石灰粉调和[26]。因此，灰缬所使用的是民间较为

泽的质感 。装裱书画采用蜡砑光工序可以使书

常见的原料作为防染浆料，
其价格要比蜡便宜很多，

画光洁平整，唐代《历代名画记》中曾经提及汧国

蜡缬在中原地区最终走向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

公家用蜡砑光装裱书画的方法[23]。

4 结语

[22]

3.2.2 宋代疆域缩小严重导致蜡的产能大为不足

日本正仓院珍藏的蜡缬“树下四屏风”不仅是

毫无疑问，宋代疆域的严重缩小，必然会导致

中日染缬技艺交流的成果，同时也代表了蜡缬艺术

蜡产量的不足。一方面，从宋代获取蜡的地域上

的最高峰。事实上，中国的蜡缬工艺起源于西域与

看。纵使在北宋（960-1127 年）最为强盛太祖时期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丝织蜡缬工艺则是由魏晋时

也未能控制过东北三省、燕京与西域地域。到了南

期迁徒到西域的汉族工匠，在棉织蜡缬工艺的基础

宋时期，其疆土仅存长江以南的地区，国土面积几

上所创造出来。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

乎缩小了一半。如此情形必然会导致蜡的产量减

军事等方面的强盛，中原地区在文化上表现出高度

少，蜡的价格上涨。根据宋代《元丰九域志》
《宋会

的自信，促进外域的技术与文化能够在中原地区得

要辑稿》
《宋史》中地方向皇室朝贡蜡制品记载，地

到广泛的传播与吸收，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

方朝贡给皇室的蜡制品几乎没有超过 100 斤，少的

仅有 10 斤 。事实上，土贡是最为贵重的地方特
[24]

容性。蜡缬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在中原地区得
到全面的发展，并随着遣隋使、遣唐以及游学僧直

产，地方官员总是不遗余力办理土贡事宜。蜡制品

接将其传播至日本。同时，蜡缬在日本受到皇室与

的土贡如此之少，从侧面就以反映蜡在南宋的贵重

贵族们的喜爱，促进了本地蜡缬工艺的提高，创造

与短缺。另一方面，宋代疆域的缩小必然会导致陆

出大量优秀的蜡缬物品。到了宋代，随着染缬禁令

上通道的不畅，从而使蜡的外来通道被堵死。早在

的颁布，中原以及汉族聚居区蜡缬跟随着夹缬一起

宋初的景佑三年(1036 年)，西北地区的党项族攻占

走向了消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宋代染缬禁令

肃、瓜、沙等州。直至宝元元年(1038 年)，李元昊

是中原地区蜡缬消亡的表面原因，蜡原料的短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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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que[D]. Shanghai:Donghua University,2005:45.

明促使蜡缬在中原地区彻底消亡。

[13][日]明石染人. 染织史考[M]. 矶部甲阳堂藏版，19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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