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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社会史中的“蝴蝶效应”补隅
王 燕 1，赖文蕾 2，韩方静 2，梁文倩 1，杨小明 1
（1.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2.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对 2011 年发表的“纺织技术社会史中的‘蝴蝶效应’举隅”一文中的例子进行补隅。[研究方法和
结论]通过文献研究，
认为：
①楚吴桑女之争、
百工暴动说明纺织可引发战争。②罗马帝国的军队因为帕提亚军队的丝绸军
旗迎风飘扬而被打败，
说明丝绸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③管仲的
“丝绸之战”
导致鲁国来服，
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丝绸贸易
有着密切的关系，
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死灰复燃，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纺织可改变国运民生。
关键词：
纺织社会史；蝴蝶效应；纺织故事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21）05-0005-04

A Re-study of Butterfly Effect in Social History of Textil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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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lements some examples to the article " A Study of Butterfly Effect in Social History of Textile Tech⁃
nology" published in 2011.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extile can lead to the wars according to two stories
(The Quarrel of the Girl Picking the Mulberry Leaves and The Riots of Craftmen),The army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defeated
because the silk flag of the Patthian army flew in the wind, indicating that the silk decided the outcome of a war.Kuan Chung's
"Silk War" led to the obeisance of Lu Stat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lk trade. The cot⁃
ton gin invented by Whitney revived the sin of American slavery.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textile could play crucial roles in
changing the national fat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of textile technology; butterfly effect; textile stories

纺织社会史研究的是纺织与社会的双向关系，
即纺织如何影响社会和社会如何反作于纺织。当
然“纺织社会史”中的“纺织”是指一个涉及纺织的
范畴，包括纺织技术、纺织行业、纺织文化等；同时
这里的“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的行为
范畴，它的域明显大于纺织的域。纺织如何影响社
会，这是从小域看大域，容易出现将纺织的影响因
素扩大化；社会如何反作于纺织，这是从大域看小

1 纺织引起战争、决定战争胜败
1.1 桑女之争

赖文蕾、韩方静，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

桑女之争（图 1）的最早史料
源于战国成书《吕氏春秋·先识
览·察微》其文载：
“楚之边邑曰
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
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
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
图 1 “桑女之争”动画
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
（微信扫一扫，看
动画）
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
Fig.1 Cartoon about
‘ 吴 人 焉 敢 攻 吾 邑？’举 兵 反 攻
The Quarrel of
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
two Girls Pick⁃
ing the Mulber⁃
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
ry Leaves
[2]
夷 而 后 去 之 。” 其 后 司 马 迁 的
《史记》中有两则相关记载。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
世家第一》载：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
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
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
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3]《史记·卷四十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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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第十》载：
“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之边邑钟离

域，可能会胡乱建立一些不存在联系，这是需要研
究注意的。笔者曾经研究过纺织技术社会史中的
“蝴蝶效应”[1]，经过十年积累发现还有一些例子和
认识需要重新补充和升华，故作文以补遗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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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

导致的死亡，显然他的死与纺织服饰有关。第三次

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

百工暴动发生在公元前 470 年，卫出公并没有吸取

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
[3]1676

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

虽然这三则文本关于卑梁归属有相悖的地方，
但大致记述了公元前 518 年楚、吴边境上（今安徽

凤阳附近）两国采桑女因为桑叶采摘过程中争桑

其父卫庄公的教训，继续奴役三工，导致起义，将其

赶出卫国。足见卫国手工业的发达，侧面也反映春
秋晚期包括纺织工匠在内的手工业者是有实力的[4]。

1.3

丝绸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公元前 53 年，罗马共和国三

（虽然《吕氏春秋》没有说争吵的原因，但《史记》明

巨头之一的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

确说明是争桑叶），引发两个家庭之争，继而上升为
两邑之争，最终酿成两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偶然事

领 7 个军团的 4 万人进攻东方的

件，两国边境丝织业从业人员乃至两国政府都是积

区）。克拉苏远离后方，
越过幼发

怨已久，正所谓“女争桑，而王争国”。虽然争桑引

拉底河，追击实际上是佯装逃跑

发两国战争具有偶然性，但争桑是必然的，因为楚

的帕提亚军队。帕提亚人在将

吴两国丝织业在春秋时期竞争激烈，同时也说明丝

罗马军队诱入沙漠深处后便包

织品在春秋时期地位就已不可小觑，这可从下文中

围了他们。双方在卡尔莱展开了

的百工暴动中可见一斑。

鏖战（图 2）。

1.2

百工暴动
春秋后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百工暴动”，这些

称为“百工”的手工业者中包括纺织行业的生产者
和管理者。
第一次在是公元前 520 年发生在周王室，
《左

传·昭公·昭公二十二年》中记载“丁巳，葬景王。王

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
……单子欲告急于晋……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
盟百工于平宫……八月辛酉，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
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单氏之宫，败焉。庚午，反
伐之。辛未，伐东圉。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
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
申，单子、刘蚡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
社。
”说的是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率领旧官和“百工”
中丢掉官职的人及灵王、景王的族人发动叛乱，执

帕提亚帝国（位于今天的伊朗地
图 2 卡尔莱之战的动
画（微信扫一扫，
看动画）
Fig.2 Cartoon about
the Battle of
Carley

就在罗马军队强大的攻势已打乱了帕提亚军
队的阵脚之际，帕提亚人亮出了一幅幅巨大的军
旗，霎时间，一大片颜色鲜艳夺目的军旗轮番挥舞，
沙沙作响，刺得罗马人睁不开眼睛。罗马人以为这
是天神下凡帮助帕提亚人，顿时斗志丧失，慌乱中
闭着眼睛成了帕提亚人的刀下鬼或阶下囚，2 万余
名罗马将士阵亡，
１万余人被俘。
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刺目的军旗，就
是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这就是罗马人历史上失败
得最惨的一次战役，他们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从
未见过的艳丽丝绸战旗吓败的。这大概是罗马人
首次见到的中国丝绸织物[5]。

2 纺织改变国运民生
2.1 管仲的
“丝绸之战”
与鲁国来服

国的支持下最终将“百工”的起义镇压下去。虽然

管仲是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宰
相。其专著《管子》中记载着他利用丝绸贸易，不战
而让鲁国来服的故事。
《管子·轻重戊》中有：
桓公曰：
“鲁梁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

第一次“百工暴动”失败，但证明“百工”作为一支政

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
”管子对曰：
“鲁

治力量出现。

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

政大臣单子派王子处守卫王城，和“百工”在平宫结
盟。不久“百工叛”，进攻单氏的住宅，结果被打
败。过了几天，单氏进攻“百工”的据点东圉，在晋

第二次、第三次都发生在卫国。第二次百工暴

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

动发生在公元前 478 年，百工暴动间接导致卫庄公

农事而作绨矣。
”桓公曰：
“诺。
”即为服于泰山之阳，

被杀。缘由是卫庄公早前去戎州视察时，对少数民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
“子为我致绨

族控制戎州表达了不满，看到少数民族首领妻子的

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则是鲁梁

头发好看，将其头发剃掉给自己的妻子做假发，引

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

发少数民族首领的仇恨。当百工将其赶出王宫后，

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

无处可走，只好去戎州避难，正好给少数民族首领

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

机会将其杀死。可见，卫庄公是由百工和一个假发

伍而行。管子曰：
“鲁梁可下矣。
”公曰：
“奈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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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曰：
“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
使。
”公曰：
“诺。
”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
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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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年罗马人三次拿下帕提亚的首都泰西封。在内

忧外患中帕提亚波斯在公元 3 世纪被萨珊波斯取
代，尽管萨珊波斯创建者出身祭祀家族，但他们对

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

丝绸贸易也是极其重视，建立政权后他们放着帕提

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

亚王室(5 世纪才灭亡)不管，集中兵力东征贵霜帝

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6]。

国。贵霜帝国是大月氏人建立的帝国，也是丝绸之

文中记载鲁国的纺织业发达，织出的缟又薄又

路上最重要的中间商之一，已经分裂的贵霜帝国被

细，天下闻名。管仲就让齐桓公穿缟做的衣服，并

萨珊波斯拿下了中亚和阿富汗的大片土地，只能在

且鼓励齐国人都穿缟制作的衣服，还让商人尽量多

次大陆西北奄奄一息。萨珊波斯在丝绸贸易中话

的大量进口鲁国的缟，这样，鲁

语权大大增加，对罗马帝国更是接连涨价。罗马人

国人看利润着实可观，纷纷利用

也勃然大怒，和萨珊波斯展开连年大战。交战结果

田地来大量养蚕种桑，于是农业

是互有胜负，公元 258 年罗马皇

就荒废了。机会来了，管仲让齐

帝瓦勒良也当了波斯人的战俘，

桓公突然下令禁止国人穿鲁缟，
商人也禁止进口鲁缟。鲁国怎 图 3
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经济顿
时一团乱，出口拉动经济一落千
丈，粮食的价格又飞涨，终于，鲁

管仲的“丝绸之
战”
（微 信 扫 一
扫，
看动画）
Fig.3 Kuan Chung’
s
Silk War

国经济崩溃了，
不战而屈于齐国（图 3）。

2.2

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丝绸贸易有关

被迫给波斯人当民工；公元 298

年罗马人也取得了俘获波斯君
主纳塞赫妻儿的战绩。罗马帝
国的士兵出征只要没有内战和
其他敌人，罗马人就会和波斯人
开打，这已经成了惯例。长年的
用兵，逐渐削弱西罗马帝国的国

图 4 丝绸贸易与西罗
马帝国的灭亡的
动 画（微 信 扫 一
扫，
看动画）
Fig.4 Cartoon about
silk trade and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Ro⁃
man Empire

丝绸传入西方后就得到了狂热的追捧，在埃及

力，在蛮族入侵下，最终灭亡，究

法老的墓室中有它，西欧蛮族日耳曼部落首领的妻

其根本原因还是丝绸贸易引发

子也穿着它下葬，作为地中海世界文明人的罗马人
也不甘于人后，把穿丝绸当成了斗富的手段。中国
的丝绸运到罗马帝国的价格是每磅 12 盎司黄金(公
元 3 世纪的价格，一磅等于 16 盎司)，而罗马帝国的
黄金总量是 180 多吨，也就是 40 多万磅黄金，罗马
人砸锅卖铁也只能换取 50 到 60 万磅左右的丝绸。
罗马人进口丝绸的恶果之一就是金币含金量大幅
度降低，连带银币、铜币都贬值，造成了严重的通货
膨胀。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罗马帝国一直禁止男子穿
丝绸，由于丝绸无法实现服装的社会意义和导致身

的（图 4）。

体裸露这两个方面，使得男子穿用丝绸被视为堕

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而且比手工方法摘得更干净。

落, 这样男子禁穿丝绸在罗马帝国获得成功，男子

惠特尼的轧棉机发明后，美国棉花种植疯狂地

不穿丝绸成为社会现象。但罗马帝国并未禁止女

扩张、蔓延，迅速取代烟草，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

性穿着丝绸，女性消费丝绸的量非常之大，导致罗

农作物”，也成为全美国唯一的大宗出口货物。美

[7]

2.3

轧棉机：
一部机器改变奴隶的命运

轧棉机的发明，对工具而言是技术的进步，但
其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因为它推迟了美国
奴隶制的废除。
1793 年惠特尼设计锯齿式轧棉机，这种轧棉机

是现代轧棉机源头。采用这台机器，一个劳动力一

天分离的棉花比以前几个月都多。用手一天只能
清理 1 磅籽棉，使用水力或蒸汽驱动的轧棉机，每
天可清理 1 000 磅籽棉。这台轧棉机操作简便，只

马帝国丝绸贸易禁令归于失败 。罗马帝国解决丝

国南方很快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棉花王国”。轧

绸贸易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措施是一直尝试

棉机被视作“美国农业上头等重要的一项发明”，成

打通丝绸之路，直接获得丝绸贸易的机会，打击中

为南方经济复苏的关键，也是美国奴隶制死灰复燃

间商的提价，从而降低丝绸商品在罗马帝国的价

的重要原因。在轧棉机出现之前，奴隶制度在美

格，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因此罗马帝国在建立之
始就隐藏由丝绸贸易引发的危机，直至其灭亡。

国，尤其在南方正逐渐走向衰落，早在 1787 年，美

国南方就已经投票废除奴隶进口，因为奴隶制度在

罗马帝国与帕提亚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但一

经济上无法超越自由劳动和机器的结合。而惠特

直没有打通丝绸之路，甚至在公元 116 年、165 年和

尼轧棉机使种植棉花成为一项利润极大的生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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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不仅成为南方占主导

制罪恶死灰复燃，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纺织可改变国

地位的经济制度，而且将“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高地

运民生。

棉变得远比制造业更为有利可图”。专家研究发
现，在南北战争前，美国黑奴的总价值仅次于土地

参考文献：

价值，远远高出制造业和最火热的铁路投资。到

[1]李强，杨小明.纺织技术社会史中的“蝴蝶效应”举隅[J].山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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