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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

中國絲綢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說到絲綢，馬上就會聯想到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

明蠶桑絲織的國家。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國人已成功馴化野生

的桑蠶，使其成為家蠶，並利用蠶吐出的蠶絲作為原料，織造

絲綢織物。此後約三千年，中國絲綢開始通過又稱絲綢之路的

海陸貿易通道向外傳播，先東傳至朝鮮、日本，後西傳至中

亞、西亞，直至歐洲。

絲綢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漆、玉、絲、稻都是

中國早期物質文明的代表，當中絲就佔有重要一席；在後期

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絲、茶、瓷中，絲的出口也佔極大比

重；直至20世紀，絲綢仍是中國建立對外貿易和創造外匯的主

要商品。

此外，絲綢還與中國的禮儀制度、文化藝術、科技等範

疇有極大聯繫。因此，中國是蠶桑絲綢的故鄉，蠶桑絲綢是中

國文明的特徵之一，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衣食住行這四大日常生活基本需要中，「衣」排行第

一；中國古代的衣就是絲綢，所以絲綢的地位很高。男耕女織

中的「織」也是指生產絲綢。但中國的絲綢起源於何時？中國

為什麼要發明絲綢？絲綢又是如何發明的？

一、絲綢的起源

關於絲綢起源的傳說，可分成官方和民間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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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帝和嫘祖

官方傳說中，最著名的說法是黃帝元妃嫘祖發明了養蠶

和產絲，就是所謂「嫘祖始蠶」之說。筆者的導師蔣猷龍先生

專門考證過這些傳說，說它初見於宋代學者羅泌的《路史》：

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蠶，故祀先蠶。」到了

元代，張履祥《通鑒綱目前編•外紀》也出現了類似的說法：

「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

服，而天下無皴瘃（漢語拼音：cun zhu）之患，後世祀為先

蠶。」（見圖1）。黃帝娶「西陵氏」之女為妻的事迹，在各類史

書上都有記載，其中最重要的載於《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居

軒轅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這

些記載說明，黃帝元妃發明了養蠶，而她原來是西陵人。1 

圖 1　王禎《農書》中的先蠶圖 
（周穎：〈絲之源—湖州錢山漾〉，《絲綢》，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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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陵究竟在哪裏，目前還存有很多爭論。一種說法

是在今四川一帶；長江三峽中有西陵峽，西陵人就是西陵峽

人；四川綿陽市的鹽亭縣便自認是嫘祖的故里，那裏有西陵

山、西陵埡、西陵岩、西陵村等地名，當地政府還特地為此新

建了嫘祖宮和嫘祖陵。嫘祖宮建於鹽亭縣一座燈杆山上，據傳

嫘祖發明栽桑養蠶時，因在野外而常遭鼠害，就用松脂照明，

後來又在山上立杆掛了燈火驅鼠，漸漸成為了民俗。每年農曆

二月初十，當地人都會在新建的嫘祖陵舉辦嫘祖文化節。

另一更為正統的說法是嫘祖出生的地方是西陵國，而不

是西陵峽，位於今日河南省西平縣。理由是當時黃帝住的地方

叫軒轅之丘，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新鄭市，而西陵是個小國，當

時來說就是部落。黃帝軒轅氏當時為部落聯盟的首領，下面統

領着上萬個部落，西陵應當是他所統轄的部落之一，估計位於

以當時黃帝所住地為中心方圓100–200公里內。今日的西平縣

距離新鄭市120公里，在西漢時稱為西陵，後來被稱為西平，

直到今天。這個地方建有很多嫘祖祠、嫘祖廟，一直便盛傳是

嫘祖的出生地，這說法似乎較四川的鹽亭來得可信。2

事實上，在嫘祖之前，黃帝可能被視為養蠶的發明人。北

齊的時候，皇宮外面建有蠶坊，蠶坊內有蠶宮，蠶宮內又有蠶

室；馬路西面有皇后蠶壇，東面有先蠶壇。每歲季春穀雨後，

人們便選定吉日，祀先蠶黃帝軒轅氏。但到北周，人們就開始

把嫘祖西陵氏當作先蠶，祭祀先蠶西陵氏神，3 「養蠶發明人」

的稱號從此被放到女性名下。這樣看來，「嫘祖始蠶」，可能並

非自上古以來一直傳承的民間傳說，而是統治階級把文化的創

造歸功於帝王皇妃的正統思想產物。從歷史上看，供奉嫘祖的

先蠶壇，就是歷代皇朝舉行皇后親桑這宮廷儀式的場所，而遍

佈各地的先蠶廟，則是各級地方官府舉行祭典的地方，一般蠶

農只能敬而遠之，把一些民間的蠶神當作祭祀的對象。



中心講座系列	 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 4 –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2.		 蠶馬傳說

在眾多蠶桑起源的民間傳說中，最為有名的應該是馬頭

娘傳說（見圖2），不少學者稱之為「蠶馬故事」，最早見於晉

代干寶的《搜神記》：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

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

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

馬既承此言，乃絕繮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

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

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

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

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

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

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

以鄰女于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

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

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

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

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

（繭）綸理厚大，異于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

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

之，今世所養是也。」 4 

中國的蠶馬故事，經歷了漫長的變化發展過程，直到今

天還在四川、江南等蠶桑地區流傳。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內容

大致相同，其中關於馬、女、蠶三個基本要素更沒有變化。事

實上，馬、女、蠶三者之間的關係相信早已形成，戰國時期的

思想家荀況（約公元前313–前238年），在《蠶賦》一文中如此描

寫蠶的形象：「有物於此，蠡蠡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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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馬頭娘的形象 
（李露露：《中國民間傳統節日》。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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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

而頭馬首者與？」他最後寫蠶的形象是「女身而馬首」，「馬

首」指蠶的頭有時要昂起，很像馬頭；「女身」則指蠶的身體

十分柔軟，像女性的身體。蠶、女、馬之間的聯繫，可能是因

為它們的相似之處，而蠶馬故事，也可能源自於此。

干寶寫《搜神記》的年代雖然很早，但這個傳說卻一直

流傳至今。浙江杭嘉湖平原是著名的蠶鄉，當地人唱的蠶歌都

是關於蠶馬神話的，但已變得很像故事，可說是遠古蠶馬神話

的新版。在這些新版本中，馬頭娘被稱為馬鳴王菩薩；關於這

個馬鳴王菩薩，海鹽縣鄉間便流傳着一首同名的長篇敍事民歌

《馬鳴王菩薩》，另一首長達226行的民歌《蠶花書》，5 則更具

體地敍述了馬鳴王菩薩的由來。民歌的大意是這樣的：神爹鄭

百萬，當年西番作亂，鄭百萬投軍保駕，被圍在西番國內。鄭

有三個女兒，鄭妻施氏向天地禱告，誰救得夫君，就將三女兒

許配給他。家中白馬來到西番，將番兵盡行踏殺，救回鄭百

萬。回家後，白馬要求與三小姐成婚，鄭百萬不允，持銅棍打

死白馬。馬皮掛在院中，三小姐出廳觀看，突然刮起狂風，馬

皮囊住三小姐，飛到南莊，死在桑園，從此變成「花蠶」，觀

者將此事奏知玉皇，玉皇封三小姐為「馬鳴蠶寶」，又稱「蠶

皇老太」，並說從「天聖內二年」至今，「杭嘉湖二十三縣」都

靠着這位蠶神的庇護。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唱的：

西番返複又興兵，點將開兵奪中原。

破之婺州府，搶進東陽縣，

四處蠻兵來回往，搖旗吶喊鬧翻天。

陳公回到婺州地，魚到網內一般然。

院君聞知吃一驚，夫陷東陽心也酸。

拈香拜，告蒼天，口內說連連：  

誰人救得親夫轉，願將三姐結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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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聞知得，跳出馬棚間，

三聲吼嘶登程去，隨雲知路一般然。

馬到軍中蹄作法，踢死番兵萬萬千。

不管兵多共將官，救出家主轉家園。

夫回轉，妻也歡，禱告謝神天。

古說光陰如箭快，三姐長大在房前。

正遇清明節，三姐出房門， 

打從馬棚來行過，馬兒開口吐人言：

「當初許我成親事，因何還未結良緣。」

陳公聽說怒沖天，喝罵孽畜太大膽。 

人與馬，不相連，怎好配良緣。

陳公罵，勿相干，帶出馬棚間，

就將白馬來斬殺，馬皮掛在屋簷前。

馬皮能作法，空中打秋千，

三姐出廳來觀看，見了馬皮心也呆。

一陣狂風來吹起，飛來裹住女嬋娟。

歌詞最後唱到女嬋娟變成了一條蠶，是繭子裏的一條吐

絲的蠶，很是可憐，但也沒有辦法，她把絲吐盡變成了蛹，還

是被那白色的馬皮包裹着。

二、早期絲綢的考古學證明

無論是官方記錄還是民間傳說，都說明歷史悠久的中國

絲綢與中國文化有密切關係。至於絲綢確切的起源時間和地

點，還是要由近代考古學的成果證明。

1926年，中國第一代田野考古學家們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

掘到一個仰紹文化遺址（約公元前3500年），其中出土了半顆蠶

繭；這個繭殼長約1.36厘米，闊約1.04厘米，但其中一端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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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切去了部分，所以大家稱它為半顆蠶繭（見圖3）。當時這半

顆蠶繭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因為中國古老的養蠶歷史在黃帝

的故鄉得以證實，但關於它的性質就存在着較大的分歧。負責

這次發掘的考古學家李濟，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考古學家，被

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他在報告中寫道：

「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似絲的半

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腐蝕了一半，但是

仍然發光。那割的部份是極平直的。清華大學生物

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

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必不是蠶繭的

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比較，比那最小的

還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並不在坑的底下，它不

像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

圖 3　山西夏縣西陰村出土半顆蠶繭 
（〈國之重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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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也不會是野蠶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

割裂……」。 6 

西陰村的仰紹文化遺址是第一個由中國考古學家主持發

掘的項目，所以大家對考古的過程和結果都比較謹慎。李濟

把挖到的半個蠶繭送給中國昆蟲學的創始人之一—劉崇樂

（1901–1969）進行初步研究，結果劉先生把它定為桑蠶繭。劉

崇樂早年在清華大學學習，後來到美國留學，1926年於康奈爾

大學取得昆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

主任。劉崇樂是個極為嚴謹的人，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但

也沒有找出相反的證據，並初步斷定其為桑蠶繭，切割面是由

銳利的刀刃所為。1928年，李濟重訪美國時，又特意把這半個

蠶繭的標本帶去，向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求助，那裏的專家證

實了劉崇樂的判斷，鑒定這半個蠶繭是屬於家蠶的老祖先的繭

殼。

然而，這項發現在學術界卻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一般

來說，仰紹文化年代距今約5000年左右，而這顆繭子應該屬於

該時期。但持否定態度的人則懷疑當時發掘的科學性，認為這

顆繭子有機會是後來混入的。同時，學者對繭子的屬性也沒有

一致的看法，日本學者布目順郎對西陰村的這個蠶繭作了復原

研究，測得原繭長1.52厘米，繭幅闊0.71厘米，繭殼被割去部

分約佔全繭的17%，推斷是桑蟥繭。7 另一位日本學者池田憲司

卻在多次考察後認為，這是一種家蠶繭，只是當時的家蠶仍未

完全進化，繭形還較小。8 還有繭子的用途也備受爭議。由於

這半顆繭子是被利刃一割為二的，這樣的切割究竟為了什麼，

不少研究傾向是作食用用途。這些疑問使得這半顆繭子在考證

絲綢起源中無法起到直接的作用。雖然如此，這半顆繭子一直

被作為國寶藏於台北的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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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浙江的考古工作人員在湖州錢山漾遺址中發現一

個竹筐，筐內有一些紡織品及線帶之類的實物。經當時的浙江

紡織科學研究所及浙江紡織專科學校（今稱浙江絲綢工學院）鑒

定，其中部分纖維為麻，部分為絲，有些纖維的橫切面則呈典

型的鈍三角形狀，從而可以證實其中有絹片（見圖4）、絲線和

絲帶。9 這一發現使大家倍感振奮，因為根據碳14測年法，錢

山漾遺址的年代距今應有4750年，也就是當時所知最早的絲織

物，極為珍貴，令蠶桑絲綢界的學者們紛紛對其進行研究。徐

輝、區秋明等人通過實驗，再次確認了纖維的性質，並在《對

錢山漾出土絲織品的驗證》中寫道：綢片是由繭絲借助於絲膠

粘合成生絲作經絲和緯絲交織而成的平紋織物。絲帶是用撚絲

再拼撚成絲線辮結而成、貫串在平紋組織中間的細長帶子。10  

從此之後，紡織界和考古界都基本上承認錢山漾絹片的可靠

性，並把南方中國的絲綢起源時間推至近5000年前。不過，浙

江省的考古學者近年又對錢山漾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得出了

兩個意料之外的發現。第一，他們發現了一些織物和帶子，經

圖 4　浙江湖州錢山漾出土絹片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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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測試，卻未找到真正的絲纖維。二是錢山漾這一遺址的年

代，應推遲至距今約3500–4000年前，被定為屬良渚文化後的

馬橋文化。11

由於傳說中絲綢的發明人是黃帝元妃嫘祖，理論上，絲

綢應該首先出現在黃河流域，而錢山漾出土的絹片則出自長江

流域，令學者頗感意外。但是，1980年代鄭州市文物工作隊在

滎陽市青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其中

從第七層及其相關地層中就出土了距今約5500年的絲麻織物殘

片，化解了這一疑團。據考古學的帶隊人張松林和中國紡織史

研究權威專家高漢玉的觀察，在W164和W486兩個甕棺內發現

的絲織物殘片，絲纖維上的單繭絲面積為36–38平方微米，切

面呈三角形，絲線無撚度，是典型的桑蠶絲。從織物結構來

看，青台村織物有平紋織製的紗和以兩根經絲組成的絞紗織

物，張松林等稱之為「羅織物」。而且，出土的羅織物還帶有

一種淺絳色，他們認為它是先經練染再染色的，所用的染料可

能是赭鐵礦一類。12

上述發現可將絲綢的起源時間定於距今5000年之前，同時

說明西陰村的半顆繭子基本上可信。

除了前面談及的三個絲綢或蠶繭的實例，在新石器時期

還有不少刻畫或雕刻表現蠶或蛹的形象，這些實物對研究中國

絲綢的起源均有很大幫助。其中最早的要數浙江余姚河姆渡遺

址出土的一件牙雕（見圖5），牙雕上刻有四對蟲形形象，有不

少學者將其認作蠶紋，說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蠶形刻畫，結合

同一遺址出土的蛾形器（或稱蝶形器）來看，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距今約7000年前，河姆渡人對蠶生態的關注。13 此外，

在距今約5000年的南北各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類似的發現更加

頻繁。如1921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遼寧省砂

鍋屯的仰韶文物遺址中，發掘到長數厘米的大理石製作的蠶形



中心講座系列	 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 12 –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飾。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

晚期的遺址中，發現了陶製蠶蛹形裝飾。與此同時，河北正定

縣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也出土了陶質蠶蛹。1963年，江蘇梅堰

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黑陶上也刻有蠶紋。安徽蚌埠市郊吳郢

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一件陶器，底部形象也被認為是蠶在

營繭。遠在甘肅的臨洮馮家坪齊家文化遺址（距今約4200年）

中，也發現了一件刻畫有很多蠶形昆蟲的雙聯陶罐，這些或許

是邊疆地區早期蠶桑活動的見證。

圖 5　浙江河姆渡出土蠶紋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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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蠶的一生

養蠶織綢業在中國得以漸漸興起，有賴於具備多種基本

條件。首先是充足的資源，由於中國大陸廣泛地區都有野生桑

樹和野蠶，因而能結出各種野生的蠶繭，給人們提供馴化的

對象。其次要有發達的古文化及有文化的人，在距今10000年

至5000年之前，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各地先民在衣、食、住、

行、生產、宗教、藝術、戰爭等方面都已形成了較完整的文

化，這為絲綢的產生提供了土壤。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機會。現

代人推測，先民或許為了吃蠶蛹才把繭層扯開，從而發現了蠶

絲的纖維性能，又或是野生的繭子在風吹雨打之中自動解體，

露出了纖維，從而被先民發現。但從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

的大量資料來看，養蠶織綢業在中國的起源實在是基於中國獨

特的文化背景。14 從先民對桑、蠶、繭、絲等各個步驟、各種

形態和各個中間產物的認識，可反映出蠶桑在中國文化的重要

地位。

桑蠶（也稱家蠶）是自然界最神奇的一種生物，自古至今

都讓人感到驚歎不已。自然界的昆蟲可分為無變態、不完全變

態和完全變態三大類，其中蝶、蛾、蚊、蠅等昆蟲具有卵、

幼蟲、蛹、成蟲等四個不同生長時期（見圖6），因此稱為完全

變態昆蟲。完全變態昆蟲中，只有蛾類在變蛹時會吐絲結繭來

保護自己，因此，這類昆蟲可以稱為吐絲昆蟲。蠶蛾科與天蠶

蛾科昆蟲均有吐絲結繭的特性，因此都可被稱為蠶，但其中只

有家蠶已為人工馴化，可以家養，雖然其他蠶繭都有作紡織原

料，但牠們均在野外養殖，因此只能稱為野蠶。

絲綢所用的主要蠶種是家蠶。它是以桑葉為食料、吐

絲結繭的經濟昆蟲，又稱桑蠶。屬鱗翅目，蠶蛾科，學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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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yx mori L .。家蠶是完全變態昆蟲，一生經過卵、幼蟲、

蛹、成蟲等四個完全不同的發育階段。卵是胚胎，經過孵化成

為幼蟲。幼蟲是蠶攝取食物營養的生長階段，一般稱為蠶兒或

蠶蟲。幼蟲階段一般需經過四次蛻皮，蛻皮時不進食，所以稱

為「眠」。四眠是家蠶的標準眠性，它將幼蟲階段分為五齡，

一眠之前為一齡，由於此時其體色黑，體形如蟻，故又稱蟻

蠶，一眠二眠之間為二齡，二眠三眠之間為三齡，如此類推，

至五齡時，此時蠶體長約10厘米，變得成熟，通身透明，停止

進食，開始吐絲作繭。吐絲後在繭內蛻皮轉變為蛹，漸漸變

圖 6　家蠶一生變化的四種形態圖

成蟲（蛾）

卵

一齡蠶

二齡蠶

三齡蠶

四齡蠶

五齡蠶

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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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變成深褐色。整個過程大約一個月左右。蛹在七天之後變

為成蟲，成蟲就是蛾，是交配產卵繁殖後代的生殖階段。蛹在

化蛾時分泌一種酶，用以溶解繭層絲膠，化蛾之後立即萎縮。

羽化後的雌、雄蛾相互交配，一隻母蛾一般可以產卵500粒左

右。成蟲在交配產卵後馬上死去，而所產的卵則可以根據蠶的

化性，在本年的下一季或來年春天再進行孵化。

蠶的一生從卵、幼蟲、蛹、蛾四種狀態的變化，這種靜

與動之間的轉化（包括眠與起），使人們聯想到「天地生死」這

當時最為重大的問題。卵就是生命的源頭，孵化成幼蟲就如

生命的誕生，幾眠幾起猶如人生的幾個階段。蛹可看成是原

生命的死，或軀殼的死，而蛹的化蛾飛翔就是死後靈魂的去

向。張華《博物志》上說：「蛹，一名魂」，正是此意，蛹就

是靈魂，是精神，是不死的。從「蛹」字我們還可以聯想到

「俑」，中國古文字中有一右文學說，指形聲字中，同聲不同

形的字通常有着不同的形態，但有相關的意義。也就是說，

「蛹」和「俑」之間形態雖有不同，一為蟲，一是人，但其意

義相通。「俑」是隨葬時埋下去的木俑、泥俑之類，其原意或

許與蛹有關，都是死後的肉體。在黃河流域的仰紹文化墓葬

中，約有一半左右採用甕棺葬，埋於房基附近；甕棺葬中有很

大部分在甕上留孔，估計是讓其靈魂自由升天之意。這種想法

或許來自蛹經七日之後化蛾破繭而出的聯想，由於甕棺葬多用

於兒童夭折，故需預先鑿孔。直到後來，人們得道升仙的途徑

之一稱為「羽化」，也是源於蠶蛹化蛾的聯想。

四、桑林和扶桑

蠶的變化尚且被看得如此神奇及重要，蠶賴以生存的桑

比蠶的變化就更顯得神聖。從古史傳說來看，桑林不但是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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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地，而且與民俗活動有密切關係。古人所有行為和活動其

實不外乎兩類，一求本人生存，就是本人要活下來，要吃要

穿，要糧食豐收；二求本民族的生存，必須要子孫繁衍。所

以，桑林中的活動也只有兩類，一是在桑林中進行男女幽會，

祭高媒神，高媒神是求子的神，有點像後來的觀音菩薩，以求

子求孫；二是在桑林進行祭天求雨活動，以求糧食豐收。上古

時期人類最重要的兩項活動都在桑林進行，說明了桑對先民的

重要性。

不少史料可證明，桑林是上古時期男女幽會的地方，其

中以《詩經》中的記載最為豐富。如《小雅•隰桑》云：「隰桑

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魏風•十畝之間》

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兮，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還」

就是把喜歡的女孩子帶回家去，這很像一些民族地區的三月

三，或是漢人也有的上巳節。最明顯的記載應該是《鄘風•桑

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這種

風俗在當時一些藝術作品中也有反映，大量戰國青銅器上都有

採桑宴樂的圖像，上面刻畫的就是桑林中男女相會並祭高媒的

情景（見圖7）。這些故事似乎說明了一種情況：在桑林中，神

特別容易與人溝通，故周代男女相會桑林時，通常還要祭祀高

媒之神（即生育之神）。

至於以桑林作為求雨場所，最為著名的例子是「成湯桑

林禱雨」。許多文獻中對此都有記載，如《呂氏春秋•順民》

中說：「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于桑林。」曾經有人認為，「以身禱于桑林」是為了求得蠶桑

豐收，如果五年不收，大家更缺的是糧食，先要求的也是糧

食，不會只去求絲綢。桑林只是一個禱的場所，不是一個目

的。所以高誘在《淮南子》注釋：「桑林者，桑山之林，能興

雲作雨也。」因為桑林能夠通天，能夠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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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桑林十分重要，人們進而從桑樹中想像出一種神

樹，稱為「扶桑」—太陽棲息的地方。「扶桑」又作「搏桑」、

「空桑」，不少學者釋為大桑之意。《山海經•海外東經》云：

「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神樹扶桑的概念最遲在商王朝

盤庚至武丁時期就已形成，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遺址中出土的

銅樹中就有兩枝被確定為扶桑樹。銅樹下為喇叭狀樹座，樹幹

筆直，上出九枝，枝上及樹頂各棲一鳥，並有銅龍、鈴、花、

葉等掛飾。後來，扶桑的形象常見於戰國秦漢藝術品中。湖北

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見圖8），上面也有扶桑圖像，這

棵扶桑是一巨木，枝葉對生，四枝末梢各有一個太陽，主幹正

圖 7　戰國青銅器上的採桑圖 
（布目順郎：《養蠶の起源と古代絹》。雄山閣出版，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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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上也是一個太陽，但其中有一個太陽被樹下的後羿射中而化

成了大鳥，圖上一共十個太陽。後羿射日形象的出現，更證明

了這是當時人們想像中的扶桑形象。15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漢

畫石上亦有扶桑樹的形象，如山東武梁祠畫像石、江蘇沛縣古

泗水畫像石、山東安邱畫像石上均有馬車、鳥（即太陽）、後羿

及扶桑的形象，扶桑樹上甚至還掛有一個採桑籃，樹下還有採

桑婦的形象。

五、事鬼神而用之

由此可見，我們的祖先不但從蠶的變化中對蠶感到驚

奇，而且還產生了對桑樹的崇拜，認為桑林是一片容易與上天

圖 8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的扶桑樹 
（舒之梅、張緒球：《楚文化：奇譎浪漫的南方大國》。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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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神聖之地，以致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動均在桑林進行，

從而又產生了扶桑樹的概念，扶桑樹上下亦看作是天地間溝通

的途徑之一。16 而由此得到的絲綢也不會是普通的織物，穿着

絲綢必然會利於人與上天的溝通。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說的

「作繭自縛」並不一定是壞事，在當時應該是靈魂升天的必經

之路。人們在死後直接用絲織物或絲綿包裹屍體，等於用絲質

的材料做成一個人為的繭子，有助於死者的靈魂升天。

所以，絲綢最初的用途是屍服，即人死後穿的衣服。但

這種衣服並無凶意，反而有吉意，它是讓靈魂升天的必須工

具，就像是今天登月升空的神舟。目前所知，最早的絲織品實

物出自河南滎陽青台村仰紹文化遺址的甕棺葬之中，為包裹兒

童屍體之用。此後有關的葬俗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禮記•

記運》載：「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治麻以得布，布以養生，治絲以得帛，

帛以送死。這裏已把布與帛的功用區分，布用於生前服飾，而

帛主要用於屍服。《禮記•喪大記》也指出，斂屍之制，先以

衾覆，「君錦衾，大夫縞衾，土緇衾」，這裏的錦、縞、緇是三

種不同等級的絲織物。衾覆之中，是為「冒」。冒是裹屍的兩

個袋囊，上稱為「質」，下稱為「殺」。冒的三邊縫死，一邊

不縫而用帶繫，一則可能是為了套屍的方便，另一方面亦可能

帶有留出空隙、任其靈魂飛出的含義。冒韜之中就是一般的袍

或衣，「非列彩不入，絺綌不入。」絺綌是苧麻或葛類纖維製

成的紡織品，不能用於喪葬，也就是說一定要用絲綢來製屍

衣。這與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葬俗的情況基本一致。隨着

絲綢生產的發展，養老亦逐漸多用絲衣。《孟子•梁惠王》的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說的可能是一

樣的意思。家宅附近多種些桑樹，養蠶所得的蠶絲就可以做成

老人的衣服，這不僅是對老人表示尊敬，而且也是因為年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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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需要多與上天溝通，慢慢習慣走上升天之路，意思類似蠶

老作繭自縛。

除用作屍服外，早期絲綢的第二個主要用途是用作祭

服。《禮記•月令》：「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

服。」說明躬桑親蠶所得之絲主要供郊廟祭祀之服。《禮記•

祭義》中更詳細記載了養蠶獻繭的儀式，以及作為衣服的目

的：「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矣。』遂副偉而受之，因少牢以禮

之。古之獻繭者，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

子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用絲作服的

目的就是為了在祀先王先公時穿用。《禮記•祭統》云：「王

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

人，莫非蠶也。身致以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

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禮記》這裏說的共有兩層道

理，第一層是事神明必須用蠶絲之服，第二層是為了表示敬之

盡或敬之至，必須用親蠶、親繅所得之絲製成祭服。

絲綢的第三個用途是作祭祀時用的物品；這裏包括兩

類，一類是帛書或帛畫，一類是與青銅、玉等禮器同等地位的

絲織禮器。其用意應是把絲綢當為一種載體，把書畫於絲綢上

的內容或是其中包裹的物品傳達到另一世界。最有名的帛書是

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中央書寫着文字，四周畫有神奇

的圖像。另外如兩湖地區出土的龍鳳婦女帛畫、禦龍人物帛

畫，以及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兩幅帛畫等，都是用

於引導死者靈魂升天的，也用於事鬼神。帛書也用於書寫兩國

之間的盟書；《左傳•哀公七年》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中國成語又云：「化干戈為玉帛」；這裏的玉和帛

均是書寫國書的材料，寫後或埋在地下或是以火焚燒，表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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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達於天。再看殷商時期的青銅禮器，經常可以發現青銅禮

器由絲織品包裹後入葬的痕跡，這恐怕不是因為青銅器需要絲

織物的保護，而是因為絲綢可以作為青銅器的載體，傳輸到上

天。

因此，早期絲綢並非用作日常服飾，而主要是事鬼神而

用之，有着特殊含義。在這種情況下，育桑養蠶也是懷着一顆

虔誠的心進行。因為蠶是一種非常嬌弱的生物，極易受到自然

界惡劣環境的傷害，為了保證天地之路暢通，為了使人們所敬

重的蠶蛾能生生不息，迴圈輪回，先民們開始建立蠶室，以精

心飼養牠們。因此，筆者認為，養蠶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

保護牠們。為避免牠們受酷暑、陰雨和飛鳥之類傷害的最佳

保護，莫過於建立專門的蠶室。《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公桑即為桑林，蠶室就是養蠶之處。它似乎不同於

一般的蠶室，它又稱為宮；宮高仞有三尺，外周有圍牆閉之。

《夏小正》曰：「親子始蠶，執養宮事」，此宮即為蠶室，宮事

亦為蠶事。

蠶桑絲綢在早期有「事鬼神而用之」的意思，在殷周時

期仍普遍存在。但隨着春秋戰國時期絲綢生產力提高、思想解

放以及等級觀念鬆懈，絲綢的使用變得逐漸普及，進入了新的

階段。

六、絲綢使用的三個階段

上文提到，絲綢最早是為人死後所用。這一方面是因為

原始思維和原始宗教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因為早期絲綢的匱

乏。到商周後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當時人思想活

躍，百家爭鳴，早期的觀念有了很大改變；另一方面，絲綢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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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豐富，人們開始把錦繡之類特別高級的絲綢作為互相饋贈的

禮品。絲綢漸漸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不僅是在死後能穿，而

且在生前也能穿着。特別是當禮制在中國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

要的時候，這種穿着就成為了禮儀制度的一部分。絲織品本身

就是高貴與身份的標誌，而棉麻織品則是普通人的服飾。絲綢

服飾由於色彩和圖案豐富，更可以作為標誌等級的符號。這是

絲綢用途的第二階段，主要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各個時期。

最高等級是皇帝的服飾。《尚書•益稷》中已見對早期冕

服十二章的記載：「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色彰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見圖9）據後代解釋，這十二章（即12

種花紋）的含義是：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光明之意；龍，

能變化而取其神之意；山，取其能雲雨或鎮重之意；華蟲，雉

屬，取其有文章之德；宗彝，謂宗廟之尊，上有虎、蜼之形，

取其勇猛智慧之意；藻，水草有文或取其潔；火，取其明；粉

米，取其養，黼，作金斧形，取其能割斷之意；黻，兩己相背

形，取臣民有背惡向善之意。17 十二章可以根據不同的等級而

使用不同的數量。東漢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定天

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

下用華蟲七章。早期的十二章紋飾並無圖像傳世，現在可以見

到最早的十二章紋是在敦煌壁畫上描繪的皇帝圖像，但並不完

整。現存真正帶有十二章的實物，是於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

緙絲袞服。

龍紋是皇帝服飾的專用圖案。最早出現和最漂亮的龍袍

也許就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較真人還高的青銅人像

身上，其「穿着」的服裝款式與圖案都刻得非常清晰。衣上的

圖案主題是龍，後來黃能馥先生指導北京某公司專門復原「這

件衣服」的式樣，並製成衣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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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根據青銅器上的服裝復原的龍袍，也被一些專家和媒體稱

為「中國第一件龍袍」。18

但是從考古或至今傳世的實物來看，最早的龍袍出現在

遼代，而且已被用於皇帝的服飾。到元代，龍袍更多，龍的形

象也出現了五爪和三爪的區別。五爪大龍專用於皇帝的服飾，

而較小的三爪龍可用於一般場合。明代起，龍的形象漸漸定

型，一般有五爪龍和四爪蟒的分別，龍只限皇帝使用，蟒則大

家都可用，但遠看起來，龍和蟒的區別不大。此外還有與龍十

分相似的飛魚、鬥牛。除五爪龍之外，蟒、飛魚和鬥牛都用於

賜服。19

圖 9　《三才圖會》十二章圖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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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也是分辨等級的重要因素。史載秦時期的祭服章尚

黑，西漢尚黃，東漢則尚赤。但漢代的服色又根據時令而異。

《後漢書•與服志》載，五時色朝服為春青、夏朱、季夏黃、

秋白、冬黑。紫色亦有貴者燕居之服，而綠色則為民所用的常

服。《新唐書》〈車服志〉和《舊唐書》〈興服志〉載，唐代高

祖時天子用赭黃袍衫，遂禁臣民服飾使用赤黃之色，並規定親

王及三品以上者的官服為大科綾羅紫色袍衫；五品以上的官服

為朱色小科綾羅袍；六品以上的則以黃絲布交梭雙紃綾；六品

七品的則用綠。至太宗時命七品官服用綠色，龜甲雙巨十花

綾，九品官服用青絲布雜綾。大抵以紫、緋、綠、青四色定

為官品之高卑，即始於隋唐。《宋史》〈興服志〉中所載，宋代

官服色彩等級與唐相同，但時服（按季節賜發給官臣的衣物）

中亦區分織錦圖案。第一等用天下樂暈錦，第二等用簇四盤雕

細錦，第三等用黃獅子大錦，第四等用翠毛細錦，第五等用紅

錦，其餘將校則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獅子、練

雀、寶照大和寶照中錦七等。

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補子（縫綴在官服前胸和後背上的圖

案）表示品級。《明令典》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規

定常服用的補子品級如下：公侯伯、附馬：麒麟、白澤；文

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

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武官：一品二品

獅子、三品上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

品海馬；雜職練鵲；風憲官：獬豸。20《大清令典》中亦規定

了清代補子有圓、方之分，圓補主要為龍、蟒之類，用王公貴

族；方補用於百官，其中文官：一品鶴、二品三品孔雀、四品

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鵪鶉、九品練鵲；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

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馬（見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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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還大量地用於宗教場合。無論是佛教的寺廟，還是

道教的觀宇，總是佈滿了色彩絢麗的絲綢。《洛陽伽藍記》

載：宋雲、惠生出使西域時見絲綢之路沿途的佛教場院總是

「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這類絲綢幡蓋中有佛像的幢幡，

在當時就稱為「繡像」：「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佈置幢

幡」。這類繡像在藏傳佛教中被稱為「唐卡」，直到今天，大量

的唐卡仍然保存在西藏青海的藏傳佛教寺廟中。

圖 10　穿上補服的明代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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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用途的第三階段是在民間和民俗。隨着絲綢生產的

普及，絲綢已成為了人們的日常服飾，除官服需要用紡織品的

花色來區別等級、制定禮儀之外，農工商、釋道儒亦有自己特

定的服飾。在這些服飾中，禮儀的目的漸漸淡化。而更着重吉

祥如意。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喜好，但總結起來，大概不外乎

是福、祿、壽、喜四個字。所以絲綢上出現了大量吉祥圖案，

絲綢也用於各種吉慶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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