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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说文解字》中的常用与非常用的纺织
用植物纤维已做整理

[1-2]

，而除植物纤维以外，中国

古代最具特色的纤维材料则是蚕丝纤维。由蚕丝
织造而成的纺织品被称为丝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
养蚕、缫丝和织造丝绸的国家，目前出土最早的丝
织物是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
今约有 5 600 多年历史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表明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缫丝织绸了。中
国丝绸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丝绸之路”，这也表
明了丝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说文
解字》中糸部有很多关于蚕丝纤维的信息，而学术
界对这方面的系统整理很少，本文主要对蚕丝纤维
及其材料特性相关文字进行整理。

1 蚕茧
《说文解字》中有：
“蚕，任丝虫也”，
《段注》有：
“言惟此物能任此事，美之也”，表示只有蚕能吐
[3]

丝。
“茧，蚕衣也” ，是蚕所依托的丝壳。
《段注》有：
“衣者，依也。蚕所依曰蚕衣。蚕不自有其衣，而以
其衣衣天下，此圣人之所取法也”，意为蚕用其丝帮
助天下之人有衣可穿，这是古代先人取蚕衣之意的
方法。事实上真正为天下百姓所服用的纺织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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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葛、麻、棉。葛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用于纺织的
纤维，麻纤维在宋时需求量极大，随着宋元之后棉
花的普及从而导致麻纤维地位逐渐下降。丝织物
由于其产量不高，因此只有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
人才能穿用，这与段玉裁所说的“衣天下”相悖，因
此笔者认为此注是有误的。关于蚕的信息，最早可
追溯到 6 000 多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蚕形
纹 饰 蛊 形 骨 器（图 1），
表明了先民对蚕的图腾
崇拜 [4]。而后蚕崇拜逐
渐转化为丝崇拜，直到
在河南荥阳青台村仰
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
距 今 5 600 多年的碳化
图 1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
了的桑蚕丝丝麻织物
土的盅形骨器
才表明，古代先人已用 Fig.1 A cup shaped vessel un⁃
earthed from Hemudu Cul⁃
蚕茧进行丝织生产了。

2 蚕丝纤维

tural Site in Yuyao, Zheji⁃
ang Province

蚕丝是被人类利用最早的动物纤维之一，是由
蚕分泌的丝液凝固而成的连续长纤维，主要由两根
单纤维和丝胶组成（图 2）[5]。
《说文解字》中关于蚕丝
纤维的记载有“丝，
蚕所吐也”
“纯，
丝也”。
《段注》引
用《论语》：
“麻冕，
礼也，
今也纯，
俭。
”
且注有：
“此纯之本
义也，
故其字从丝”
表示“纯”原 义 乃
蚕丝之意[6]。当前
很 多《论 语》注 释
图 2 已脱胶的蚕丝纤维表面电镜图
本 对 此 段 话 的 解 Fig.2 Electron micrograph of degummed
释为“用麻做礼帽
silk fib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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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礼节的，如今用丝料作礼帽是省工的”，但是
每 2 根单丝外面包被着丝胶蛋白从而构成 1 根茧
麻线比丝线粗，何来费工一说？麻冕乃是周代重要
丝。熟丝主要由丝素蛋白组成 [14]。
《说文》记载：
的祭祀礼帽，孔安国注有：
“绩麻三十升布以为冕”， “绡，生丝也”，段玉裁对该字的注解是：
“生丝，未湅
这里的“升”是古代对织物精密程度的表征。郑玄
之丝也。已湅之缯曰练，未湅之丝曰绡，以生丝之
注《仪礼》：
“布八十缕为升”[7]，因此只需比较 30 升
缯为衣，则曰绡衣。
”这里的
麻布与 30 升丝织物的费时程度即可。李强以汉幅 “湅”在《说 文》水 部 有 所 记
50.6cm 为例，计算出要达到 30 升的织物就要求每

载：
“湅， 也”，即是像淘米

说比丝线要难得多[8]。

湅过的丝则叫作“绡”，由生

根纱线的直径为 0.21mm，这种规格对制成麻缕来
而如何在蚕茧中抽出茧丝，则需要先找出丝
的头绪。
《 王祯农书》中记载了南缫车图(图 3），图

中描绘了一人烧柴，一人缫丝的场景。缫丝盘中
悬挂着数个蚕茧，缫丝之人正做着找丝之头绪的
操作 [9]。
《说文解字》有：
“绪，丝耑也”
“纪，别丝也”

一样练丝的意思。这里没有
丝织成的缯帛制成的衣服叫
作绡衣。绡衣为祭服，
《仪
礼》有：
“主妇

笄宵衣”[15]，

“宵”同“绡”，注有：
“宵衣染
之以黑，其缯本名曰宵，
《诗》

“统，纪也”，即是丝的两端不同的头绪的意思。
《天

有素衣朱绡，
《 记 》有 玄 绡

工开物》记载：
“凡茧滚沸时，以竹签拨动水面，丝

衣 。 凡 妇 人 助 祭 者 ，同 服

绪自见”[10]，则描述了在缫丝工艺中找丝的头绪的

也。”[16] 可见，绡也有缯名之

这一工序。
《段注》中记载：
“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引

意，并且早在西周时期就有

申之，凡事皆有绪可缵”，只有先找出头绪才能进行

用绡制成的衣服了（图 4）[17]。

下一步操作，因此绪也由丝头引申为头绪、开端等
意。关于“统”
“纪”，
《段注》有：
“别丝者，一丝必有

图 4 宋《新定三礼图》宵衣
Fig.4 Night clothes in The
Three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3 线缕

线缕是由两根或两根以上的丝线合并而成的

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

股线。关于线缕，
《说文解字》有：
“线，缕也”
“缕，

纪义互相足也。
”这里许慎没有将“统”与“纪”进行

线也”
“ ，缕一枚也”
“ ，线也”，即是用丝麻织成

差异辨析，
“统”与“纪”意思相近，单条丝线首尾清

的细长物。线在《周礼》
“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

楚即是“纪”，众丝皆首尾条理即是“统”[11]。除此以
外，
《淮南子》中也有记载：
“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
[12]

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
”《礼记》
有：
“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13]，则表示在缫丝工
艺中抽丝绪的工序的重要性。

中原是布缕之意，引申下来丝也称线缕。除此以
外，
“ ”还特指缝衣线，
《诗经》有：
“贝胄朱 ”[18]，即
用朱红线把贝壳缝缀在头盔上。
《礼记》有：
“禫而
纤”，
“纤”同“ ”，注有：
“既祭乃服禫服朝服、
冠”，郑玄曰：
“黑经白纬曰 。
”[19]这里的 则是丝织
品的含义了。
“线、缕、 、 ”不分生熟，
《说文》中关
于生丝线的记载有：
“ ，生丝缕也”。
《段注》：
“生丝
为缕也。凡蚕者为丝，麻者为缕。丝细缕粗，故纠
合之丝得称缕。
”因此， 即是由两根或两根以上的
没有湅过的丝合并制成的细长物。比丝粗的叫缕，
比缕粗的叫绺。
《说文》有：
“绺，纬十缕为绺”，表示
纬线由十根丝麻组合在一起叫一绺。
《段注》记载：
“此亦兼布帛言之也。许言缕不言丝者，言缕可以
包丝，言丝不可以包缕也”，表示缕比丝粗，缕之意
包含了丝之意。此外，
《说文》还有“ ，一曰缕十纮

图 3《王祯农书》的南缫车图
Fig.3 South reeling cart in Wang Zhen's Nongshu

蚕丝有生丝熟丝之分，缫丝时由多根茧丝抱合
在一起缫制而成的长丝通常称为生丝，生丝经脱胶
处理后则成为熟丝。生丝由多根茧丝构成，每根茧
丝由 2 根单丝构成，每根单丝由 2 根丝素蛋白构成，

也”。关于“纮”，
《段注》有：
“纮者，冠卷，非其义。
疑当作总。总者，谓布缕之数。八十缕为一总，即
禾部之稯，
《礼经》之升也。
”并引《汉律》：
“绮丝数
谓之 ，布谓之总。
”从注解中可知“纮”并非冠卷
之意，应是指织物的精密程度，即织物的幅宽上有
80 根经纱。便可推测“ ”则表示 10 升布的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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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了。
线缕相织能够织成织物，
《说文》中记载了纺织
品中纱缕相关的字。其中，描述经纱与纬纱的有：
“经，织从丝也”
“纬，织衡丝也”
“ ，纬也”。
“经”即
是织物的纵线，
“纬”
“ ”是织物的横线，也就是现
在的经线与纬线。根据《段注》：
“织之从丝谓之经，
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表明了织布的
步骤是先有经而后有纬。经在轴，纬在杼，经纱与
纬纱相互的空间关系共同构建了织物的结构。除
经纬以外，
《说文》中还有统称为机缕的字：
“纴，机
缕也”
“综，机缕也”。虽然许慎对二者的训诂都为
机缕，但其本义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段注》
对“纴”的注解：
“蚕曰丝，麻曰缕。缕者，线也，线
者，缕也，
《丧服》言缕若干升。
《孟子》以麻、缕、丝、
絮并言，皆谓麻也。
”
《丧服》将缕定义为若干升的麻
线，
《孟子》将麻缕丝絮统称为麻，而段玉裁注解：
“然亦有麻、丝并言缕者，机缕是也。机缕，今之机
头。
”许慎所言的机缕则是麻与丝的统称，机缕在清
朝指织布机上布帛开头的纱缕。此外，
“纴”也有缯
帛之意，可见于《礼记》：
“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
”，注有：
“纴，缯帛之属”[13]334。
“综”在许慎的解释
中是“机缕也”，结合“纴”不难让人认为是纱缕之
意。但是在《段注》中有：
“玄应书引《说文》：
‘ 机缕
也，谓机缕持丝交者也’，又引《三苍》‘
：综，理经也，
谓机缕持丝交者也，屈绳制经令得开合也’
”，这里
《三苍》的解释更为具体，意为织布机上持带着经线
并使之交错开合而穿梭的部件，即是综线。而《列
女传》有：
“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
”[20]那么要做到
推与引，综线上一定有竿，因此《列女传》中的综应
是综线和综竿，也借此比喻纺织操作像指挥城军队
一样。因此这里许慎仅将“综”解释为“机缕也”应
是不严谨的。织物有机头，就有机尾，
《说文》记载：
“缋，织余也。一曰画也。
”
“缋”有二意，其中一意织
余是指机尾。根据《段注》：
“织余，今亦称为机头，
可用系物及饰物”，表明“缋”在清朝已是纺织品的
头尾之意。

4 蚕丝纤维材料特性

11

粗细的字：
“糸，细丝也。象束丝之
形”
“缅，微丝也”。二者皆为细丝
之意，糸取自其象形字（图 5），是像

一束丝的样子。
《 段注》有：
“丝者，
蚕 所 吐 也 。 细 者 ，微 也 。 细 丝 曰
糸。”
《穀梁传》有：
“改葬之礼缌。
举下，缅也”[21]，这里的缅则引申为

图 5 《说 文 解 字》
中“糸”的象形
有不直接描述丝之细的字：
“细，微
字
Fig.5 Hieroglyphs
也”
“纤，细也”
“ ，氂丝也”。
《尚
of "Si" in
[22]34
书》有：
“厥篚玄纤缟” ，意思为用
Shuowen
jiezi
竹篚装的纤细黑缯和白缯，郑注：

绵邈之意。此外《说文解字》中还

“纤，细也”[23]25。
“氂”同“牦”，
“ ”即牦牛尾的细毛，
根据《段注》：
“氂丝者，犛牛尾之丝至细者也，故次
于纤细二篆后。
”由于牦牛毛像丝之纤细，因此该字
在《说文》中的位置在“纤”
“细”两字后，从其引申之
意看出描述其像丝一样微、细。
《周书》有：
“惟

有

[24]46

稽。
”
《贾谊新书》有：
“旄如濯丝” ，且《段注》有：
“旄同

，言细如濯丝也”，表示旄牛毛细的像光亮

的丝。关于粗丝的记载有：
“ ，
大丝也”。
《说文》中描述丝之杂乱的字有：
“ ，参

也”

“缩，乱也”
“紊，乱也”
“缔，结不解也”
“ ，丝劳
也”
“ ，绎理也。从工口，从又寸。工口，乱也”
“累，缀得理也”。以上七字皆表示丝的杂乱或有条
理之意。关于“ ”，
《段注》有：
“
《集韵》、
《类篇》皆
引《说文》参

也，
‘ 谓丝乱貌’。
”
《韵会》也引《说

文》：
“参差，丝乱貌”，现在人们也通过用丝杂乱的
样子来形容事物的杂乱。
“缩”一字多义，
《段注》引
《通俗文》：
“物不申曰缩”，注：
“不申则乱，故曰乱
也。
”
《礼记》有：
“古者冠缩缝”[13]69，
《孟子》记载：
“自
[25]26
反而缩” ，这里的缩则是直之意。关于“紊”，
《商
书》有：
“有条而不紊。
”[22]57“缔”根据《段注》有：
“下
文曰：
‘ 纽，结而可解也’，故结而不可解者曰缔”，表
示丝结在一起杂乱的样子。
“累”根据《段注》谓：
“缀
者，合箸也。合箸得其理，则有条不紊，是曰累。
”则
描述了丝之相连而有条理的样子，与乱相反。
描述丝之不均匀的字有：
“ ，不均也”，但无具

笔者在整理文字时发现大量描述蚕丝纤维特

体描述是丝的粗细不均还是长短、品质等不均。描

性与状态的形容词、名词，这些属性的字被运用于

述缠丝松紧的字有：
“紧，缠丝急也”，表示缠丝紧急

现代各类语言词汇中，绝大多数已脱离其原本含

的状态。松与紧相对，描述丝宽缓的字有：
“繛，缓

义。其中，表述丝纤维等级的有：
“级，丝次弟也”，

也”
“ ，缓也”
“ ，缓也”
“纵，缓也”
“纾，缓也”

“纥，丝下也”。
“级”本义指丝的等级，后引申为等

“ ，繛也”
“ ，偏缓也”。这里笔者认为这些字除

次、等级，
《段注》有：
“本谓丝之次第，故其字从糸。
”

描述丝之松缓的状态外，大多还运用于纺织操作

关于“纥”有：
“谓丝之下者也。
”即表示下等的丝。

中，例如缠丝、络丝等。关于“ ”，
《段注》记载：
“缓

除此以外，
《说文解字》中含有大量描述丝纤维

当作绶。
《玉篇》 下曰：
‘ ，绶也。’
”这里段玉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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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为绶带一类，表示“ ”有两义。关于丝的
平直度，
《说文》有：
“

描述古代纺织业的一小部分，将丝之每一部分、状

，直也”，即表示丝直的样

态、特性都用文字进行记录。以描写丝之粗细的字

子。此外，
《说文解字》记载有关于丝之劳损破败的

为例，只纤细之字就有 5 个，而不同作用的线缕都

字：
“绐，丝劳即绐”
“ ，丝劳也”，
《段注》有：
“丝劳

用的规格与标准以及成熟的工艺。透过对蚕丝纤

敝则为绐。
”
在缫丝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丝中存在着残渣、
死结，在《说文》中描述该物质的字有：
“
也”
“ ，茧滓

有其专属“编号”，因此反映出古人已发展了许多实

，丝滓

头也”
“ ，丝节也”
“结，缔也”、

“ ，结也”
“㬎，或以为茧。茧者，絮中往往有小茧
也”
“ ，觕 也”。以上七字皆有丝的结头、结巴之

维材料特性部分的整理，可以发现古人对丝织业的
重视，也反映了古时已逐渐具备了比较全面的质量
观念。足以看出古人当时丝织技艺的高超与严谨，
也从另一角度窥探出东汉时丝织业的发达，以及影
响范围之广。

意，去除死结、丝滓的操作则是属于络丝工艺。关
于“ ”，
《段注》有：
“滓者，淀也，因以为凡物渣滓之
称”。关于“ ”有：
“谓缫时茧丝成结，有所 碍，工
女蚕功毕后，别理之为用也。
”关于“ ”
《段注》有：
“节者，竹约也，引申为凡约结之称。丝之约结不解
者曰

。
”
《淮南子·汜论训》有：
“明月之珠不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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纇”

，可知“ ”还引申为瑕疵之意。
《说文》日部

的“㬎”有：
“或以为茧。茧者，絮中往往有小茧也。
”
《段注》对其注解：
“必释之者，此茧不同糸部训蚕衣
之茧也，亦蚕衣之义之引申也。
”这里“茧”不是蚕茧
之意，应是指丝绵中的小丝结。
“ ”根据《段注》：
“觕训角长，引申为凡粗长之称。丝节粗长谓之
”，意为粗长的丝节。
关于丝的离散度，
《说文》有：
“ ，㪔丝也”，意
为分散、松散的丝。关于丝的湿度字有：
“纳，丝溼
纳纳也”，
《段注》有：
“纳纳，湿意。
”
《九叹》有：
“衣纳
纳而掩露。
”王逸注：
“纳纳，濡湿貌也”[26]371-372。可知
纳即表示丝湿润润的样子，笔者推测该字多用于缫
丝以及练丝这类会接触水的操作工艺中。关于描
述丝之色彩的字有：
“ ，丝色也”，
《段注》记载：
“谓
丝之色光采灼然也。
”即表示丝色彩鲜明的样子。
关于丝之绵长状态的字有：
“联，连也。从丝，丝连
不绝也”
“䜌，一曰不绝也”
“ ，丝曼延也”
“緜，联
微也”。
“联”从丝，表示丝缕连绵不绝的样子，
“䜌”
从丝会意，有连续不断之意。
“ ”根据《段注》：
“曼
延叠韵字。曼，引也。延，行也。 之言网也。
”描
述了丝逐渐曼延开来的样子。
“緜”根据《段注》：
“联
者，连也。微者，眇也。其相连者甚微眇，是曰緜。
引申为凡联属之称。
”以上四字皆表示丝缕不绝、连
续不断之意，也从侧面表示丝的长度很长。从这些
字也看出了丝具有缠绵连结的特点，所以丝的意象
也被用来表述人们之间的情感，例如“缫丝忆君头
绪多”等。

5 结语
关于蚕丝纤维部分只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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