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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鈴古道絲綢路

嫘祖養蠶繅絲的傳說

絲綢以其美輪美奐的色彩和風情萬種的姿韻，被稱為「東方絢麗的朝

霞」，是飄揚在世界大地的「金絲帶」。

桑蠶絲綢是中國文化的一項最偉大發明，是中華文明的特徵之一。中

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和繅絲製絹的國家，長期以來曾經是從事這種手

工業的唯一的國家。或許可以認為，絲綢是中國對於世界物質文化最大的

一項貢獻。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夏鼐曾說：「我們只有充分了解我國古代

絲綢生產所達到的技術水平，才能認識當時我國絲綢在世界的影響，也才

能認識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1

中國人養蠶、繅絲和織綢，可能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傳說

中黃帝的后妃嫘祖發現桑樹上蠶吐的絲柔軟細長，可以用來編成織物遮體

禦寒。於是，她教導人民把蠶養起來，繅絲織綢，以製衣裳。這個傳說的

本質意義在於把絲綢的起源追溯到和中國文明起源的諸要素一樣遙遠而古

老，是中華文化發生期所創造的文化成果之一。或者說，絲綢的起源實際

上是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同步的，絲綢的發明是中華文化形成期的一項重要

1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1972年第 2期。

內容，具有與青銅器、玉器同等重要的意義。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

中指出，銅器、陶器、絲織（衣）和木器（車）四項，「為中國古代工藝

亦即美術上最重要的四項」，也許我們不妨稱為「遠古的四大發明」。錢

穆在指出蠶桑與絲織是「在中國工業上發明最早的」技術的同時，還申述

了它的文化意義，他說：據古史傳說，在很早的古代，中國人衣服上已有

刺繡，分繪日、月、星、山、龍等物體，藉以為政治上貴賤等級之分辨。

此亦中國工藝美術，一切都自然歸附到人生實用並寓有倫理教化方面的意

味之一證。1

據現代考古發掘的結果，一般認為絲織物開始出現於中國東南地區的

良渚文化時期，這時的中國先民已經成功地馴化了野生桑蠶，使其成為可

以飼養的家蠶，並利用蠶所吐的絲作為原料，織造絲綢之物。

1977 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遺址考古發掘證明，距今 7000 年前，河

姆渡先民對生產蠶絲已有認識；4700 年前，浙江吳興錢山漾一帶，已能生

產絲絹。到商代，中國絲織物便已達到很高的水平。當時除了平織的絹以

外，已經有了經線顯花的單色綺和多彩的刺繡。夏鼐在《我國古代蠶桑、

絲、綢的歷史》一文中說，我國古代發明蠶絲生產技術的確切年代，目前

雖然還無法確定，但至遲在殷商時代，我國勞動人民已充分利用蠶絲的優

點，並且改進了織機，發明了提花裝置，能夠用蠶絲織成精美的絲綢。

《詩經》中有不少桑事織衣的詩篇，這是中國中原地區絲織發達、分佈之

廣的一個記錄。

由於生產機具的改進和生產技術的提高，提升了生產效率，漢代絲織

1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店 1988年版，第 6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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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了相當大的發展，生產規模很大，花色品種繁多，產品數量也很大。

漢朝在長安設少府，其下有東西織室，設織室令，管理絲織生產；在地方

也設有專門管理織造的機構。《漢書．禹貢傳》說僅齊地就有「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巨萬」。民間從事絲織生產的人也相當多。絲綢生產是人

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凡宜蠶之地，每家每戶均樹桑養蠶，並以絹作為

賦稅。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素紗禪衣，長 3 尺 7 寸，重量不到 1

兩，其工藝之精巧，轟動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更被

譽為「世界絲綢寶庫」。

到了唐代，絲織業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無論官營或私營的絲織業

都很發達，產品種類也非常多。少府監所屬織染署所領織紝十作，內有八

作：絹、絁、紗、綾、羅、錦、綺、繝。唐代的絲織品品種繁多，質地優

良，產地遍佈全國，尤以關東、巴蜀及吳越地區為盛。

功滿王將蠶種帶到日本

精美絕倫的各色絲綢，為人們提供了舒適的衣料和優美的裝飾物，

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國絲綢傳播到任何地方，都受到熱烈的

歡迎，特別是成為海外各國上層社會的奢侈品，風靡一時。絲綢是中國最

早大宗出口的一種貨物，而且直到明清時代，一直是向海外輸出量最大的

並且是最受歡迎的中華物產之一。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在經銷的數量之

大、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久和影響之深遠方面，世界上的任何一種產

品沒有能與中國絲綢相比。

中國的絲綢及養蠶製絲技術在中朝交通之初就已經傳到了朝鮮。箕

子到朝鮮時，可能就帶去了養蠶製絲技術。比較可以確信的是，絲綢傳入

朝鮮的時間約在西周至戰國之際，絲綢生產技術也幾乎同時傳入。到漢朝

時，在朝鮮北方設郡置縣，大量中原移民到朝鮮，促進了朝鮮半島的開發

與發展，養蠶製絲業作為重要的經濟門類也會有很大發展。而且，還傳播

到半島南方的三韓地區。《後漢書．東夷傳》說辰韓「土地肥美，宜五穀，

知蠶桑，作縑布」，「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但朝鮮的養蠶製絲和絲綢織造業的發展，則是在 8 世紀新羅統一之

後。新羅設有官營的朝霞房（專織朝霞綢）、染宮、紅典、蘇芳典、攢

（紮）染典、漂典、錦典、綺（縞）典、機概典等絲綢生產專業工場，其

生產的品種有朝霞綢、魚牙綢、野草羅、乘天羅、小文綾、二色綾、紗、

絁等。裝飾手法有染纈、刺繡、金銀泥、金銀絲、孔雀羽等，染色色彩亦

十分豐富，其中如紅花染、紮染和夾纈、錦綾織、金銀泥等均來自中國。1

在早期的中日交往中，就有絲綢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傳入到日本。以

後歷代不斷有大量中國絲綢輸入日本。特別是唐代，中日交通頻繁，通過

遣唐使以及留學生、學問僧等人員攜帶回去的，以及唐日之間的民間貿易

中，都有大量絲綢製品傳入日本。當時流傳到日本的唐錦非常多，正倉院

和法隆寺等一些地方至今還珍藏着大量唐代絲綢產品。據說日本奈良正倉

院珍藏的染織珍寶，超過了 10 萬件，如果再加上法隆寺收藏的絲織物，

可以囊括古代的各類絲綢。

日本的養蠶製絲業和絲綢製造業是在中國移民的直接參與下發展起

來的。早先徐福東渡攜帶「百工」，其中必然有養蠶製絲和織造絲綢的工

1	 	趙豐：《古代中朝絲綢文化的交流》，《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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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所以，中國的養蠶製絲技術早在徐福東渡時就應該傳入了日本。

據日本史料記載，仲哀天皇八年（199），有一位名叫功滿王的中國

人，把蠶種從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到日本。到 3 世紀的時候，有許多中原漢

族人移民到日本，其中有一族稱為「秦人」。養蠶和製絲業是秦人主要從

事的職業之一。秦人抵日本後，分住畿內各地，從事養蠶製絲業。從此，

中國的養蠶和製絲技術在日本得到廣為傳播，使日本的絲織業有了較快的

發展。

雄略天皇七年（463），日本派人到百濟招募漢人工匠（「新漢人」）。

這次來日本的漢人中有專門從事絲織的「錦部」。雄略天皇十二年（468），

日本派人去南朝劉宋王朝請求支援技工，劉宋朝廷派遣了漢織、吳織、兄

媛、弟媛等工匠赴日本。中國織、縫工匠的到來，促進了日本衣縫工藝的

發展，日後飛鳥衣縫部、伊勢衣縫部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阪府池田

市的「染殿井」和西宮市的「染殿池」，都是漢織、吳織來日本傳授絲織

技術的傳說地。池田市還建有漢織姬、吳織姬的伊居太神社和吳服神社，

秦山上還有一棵「曬絹松」。

由於歷代不斷有中國移民和工匠的加入，日本絲織業自 3 世紀後半

期開始不斷發展。到了 8 世紀以後的飛鳥、奈良時代達到繁榮，緋襟、薄

物、阿波絹、常陸綢、博多織、兜羅絨等優良特產陸續出現。現藏於正倉

院中一些三重經平組織鳥獸聯珠紋錦，是日本國因循中國傳統織法製成的

西域風的紋錦。日本學者松本包夫《日本的美術 —正倉院的染織》中，

編入近百幅正倉院染織圖，融合了中國的圖紋精華，唯有色彩上相當日本

化，色彩以赤地、紫地、縹地、綠地等色為主。《延喜式》中載有各種織

物用料、染色配方，均可說明中國的絲綢技術對其啟蒙的影響。

到室町時代，日本還在引進先進的中國織錦技術，並在臨近京都的

一座寺院裏設立緙絲織機生產，應用在和服腰帶的織造上。其後在桃山時

代，有中國織工到日本傳入片金的織金錦技術，織品設計更為大膽豐富，

仿刺繡效果的織錦大為風行。

中國文化對日本人的服飾和紡織技術的發展有着重大影響。在中日交

通之初，日本人的服裝還是很粗陋的，不知裁縫技藝。由於大量中國移民

進入日本，如前文提到的秦人、漢人，以及漢織、吳織、兄媛、弟媛等，

日本的養蠶、絲綢業很快地發展起來，生產出豐富多彩的中國南方式樣的

美麗紡織品，日本人的服裝大為改進。同時，由於中國文化的刺激，大和

朝廷也想要在日本實現漢人所說的「衣冠之邦」，以至於雄略天皇在遺詔

中把「朝野衣冠，未得鮮麗」作為未竟之理想而表示遺憾。

「絲綢之路」名稱的由來

絲綢的大量外銷，不僅具有經濟貿易交流的意義，而且具有很重要的

文化意義。在許多情況下，正是由於絲綢貿易，促進了中外交通的開闢，

促進了中華文化向海外的傳播。如果沒有絲綢和絲綢貿易，恐怕就很難說

有那條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華文化的西傳，

恐怕要向後推遲許多世紀。

早在商代就有絲織物成批地外銷。到周代，穆王西征時，帶有精美

的絲織物作為禮品送與西王母。這是中國絲綢西傳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事

項。歷史學家方豪指出：「在公元前 5 世紀時，中國之繒或已越帕米爾，

而至印度、波斯。及亞歷山大大王東征以後，乃又經敍利亞人手，輸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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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1 這一判斷不斷為考古發現的資料所證實。在西域的廣大區域內，包

括現在新疆地區和帕米爾以西的區域內，陸續出土了大量的從春秋戰國一

直到漢晉時代的絲綢製品。

漢代以降，絲綢之路開闢，為中國絲綢的大量西傳創造了交通的便利

條件，中原王朝與西域諸國交聘不斷，往來頻繁，各民族商旅不絕於途，

把中國精美的絲綢製品源源不斷地運往西域，並由那裏再轉運到以西更遠

的地方。

在漢代，中國絲綢的西傳，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即中國朝廷作為禮品

向西域各民族的贈賜、中國朝廷與西域各民族的以物易物貿易，以及奔走在

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的活動。漢代運絲的商隊通常由政府官辦，稱為使節，實

際上是官辦的貿易隊伍。漢朝每年都派出成批使團隨帶大量繒帛前去貿易。

中國商隊最遠曾到達地中海東部地區。波斯和敍利亞的商隊也由此東行，進

入葱嶺，至新疆境內交換貨物，尤其是成批轉運從內地西運的絲綢。

中國絲綢最早是什麼時候傳到西方的呢？有一則消息說，1993 年，

奧地利考古學家和科學家對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前 1070 —前 945）法老

傭人墓中的一具女性木乃伊身上的織物進行研究之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

1000 年已開始使用絲綢。那時埃及使用的絲綢無疑來自中國。

另據美國《全國地理》雜誌 1980 年 3 月號報道，德國考古學家在德

國南部斯圖加特的霍杜夫村，發掘出一個公元前 500 多年的古墓，發現墓

中人體骨骼上有中國絲綢衣服的殘片。2 這一信息說明，中國絲綢在那個時

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48頁。
2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29頁。

候已經到達了歐洲的腹地。此外，在盧森堡的公元前 6—前 5 世紀的墓葬

中，人們也發現了幾塊絲綢的碎片。

在古希臘時代，地中海邊上的希臘城邦與東方的中國，相距十分遙

遠，很難通達信息。所以，在那個時代，希臘人很少有可能獲知遠方中國

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說明中國絲綢已經運抵希臘各城邦。

但是，我們在古希臘女神的雕像中，在繪畫和其他雕塑藝術作品中，

卻若隱若現地看到中國絲綢飄忽的影子。許多考古資料已經證明，早在公

元前 5 世紀中國絲綢已經越過阿爾泰山，來到了中亞地區，那麼，也有可

能沿着那時已經開闢的草原之路，由希臘人稱之為斯基泰人的商隊將中國

絲綢運抵希臘，成為素以愛美著稱的希臘人所喜愛的一種珍貴的衣料。

有文獻記載的羅馬人第一次接觸到絲綢是在公元前 53 年。當時羅

馬「三頭政治」之一的執政官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前

115—前 53），在就任敍利亞行省總督不久就匆忙率軍遠征帕提亞（即安

息）。在卡萊爾，羅馬軍團與安息人發生大戰。日當正午，交戰正酣，安

息人突然展開鮮豔奪目、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人旗。由於這些軍旗耀眼刺

目，再加上羅馬人本來就疲憊不堪，所以他們很快就全線崩潰，安息人大

獲全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卡萊爾戰役。那些在關鍵時刻擾亂羅馬軍心

的彩色軍旗，就是用中國絲綢製作的。可見絲綢在那時已為安息人廣為應

用。這是有記載的羅馬人第一次見到中國絲綢。

此後不久，絲綢很快就為羅馬人所熟悉。據說著名的羅馬統治者、與

克拉蘇同為「三頭政治」之一的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 100—前 44）

曾穿着綢袍出現在劇場，引起轟動，甚至被認為奢侈至極。據說愷撒還曾

用過絲質的遮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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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以後，中西交通大開，絲綢西運數量大增，其遠達古羅馬帝國。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絲

綢之路」的概念，就是為了強調這條路的開闢主要是為着運輸中國絲綢

到羅馬帝國去。羅馬城中的多斯克斯區（Vicusscus）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

場。中國絲綢風行於羅馬宮廷和上層社會。幾百年中，元老院的議員一向

以能穿中國絲袍為榮。

絲綢最初輸入羅馬時，「幾乎是一種無價之寶」，1 還只是少數貴族享

用的奢侈品，但過了不久，就在全帝國風行開來。在意大利南部的巴布利

遺址曾出土過羅馬時代絲綢。在 2 世紀時，絲綢在羅馬帝國極西的港口倫

敦，風行程度甚至「也不下於中國的洛陽」。5 世紀以後，羅馬境內出土

的利用中國絲在敍利亞和埃及織造的絲織物就更多了。

到東羅馬帝國時期，這種奢靡之風有增無減。「拜占庭—羅馬時代需

要絲綢，既是為了顯示它對色彩的強烈和日新月異的熱愛，也是為了服務

於成為其社會形式的特點的那種神聖的和繁文縟節的盛大輝煌。隨着時間

的推移，絲綢的使用越來越普及到社會下層。」2 這時的地中海沿岸居民對

遠東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遠甚於羅馬時代流行的風尚。

基督教在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以後，經濟勢力逐漸強大。教會盛行以絲

綢裝飾教堂、製作教士法衣，以絲綢裹屍體下葬，成為絲綢、香料等東方

奢侈品的重要消費者。

1	 	[ 法 ] 布爾努瓦著，耿昇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8頁。
2	 	[ 英 ]G．F．赫德遜著，王遵仲等譯，何兆武校：《歐洲與中國》，中華書局 1995年
版，第 86、87頁。

中國絲綢的輸入，給羅馬世界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絲綢在羅馬的

風行，正好適應了當時羅馬帝國席捲全社會的奢靡之風。或者還可以說，

來自遠方的中國絲綢，參與創造了羅馬的浮華、奢侈、追求時髦的社會風

尚。當時羅馬人只知道絲綢來自遙遠的「賽里斯」，但是，「賽里斯」在哪

裏？那裏的人們又是什麼樣？就只有一些荒誕不經或道聽途說的想像和傳

聞。這就更增強了絲綢的神秘性。在人們心中，絲綢享有了一個神奇東方

人所有的內涵。絲綢成了羅馬人對於異邦想像的文化載體。

中國絲綢深得歐洲貴婦們的歡心

在羅馬時代的中國絲綢風行之後，這種熱潮並沒有隨着羅馬帝國的崩

潰而煙消雲散，恰恰相反，在漫長的中西貿易中，直到 19 世紀以前，中

國絲綢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即使是在歐洲已經發展起自己的養蠶製絲

和絲綢織造產業以後，中國的絲綢依然在中西貿易中擔當着不可替代的主

角地位。

16 世紀以後，中國絲綢對於歐洲的出口，由於葡萄牙、西班牙、荷

蘭的商船直航，不再通過陸路和海路上的各種中間商環節，而直接銷售到

歐洲市場。所以，這個時期開始一直持續 3 個世紀的中歐直航貿易，輸入

歐洲的絲綢總量大大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絲貨是

採購的大宗貨物之一。

16 — 18 世紀，絲綢在中西貿易中成為大宗貨品，因而得以推廣，成

為社會的普遍需要。中國絲織品因其明亮的色彩、異國情調的紋樣和相

對低廉的價格，受到歐洲上層社會婦女們的歡迎，成為她們的主要服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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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別是中國絲綢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即行走時衣裙摩擦會發出輕輕的

絲鳴。在當時歐洲的社交場合，這種絲鳴聲是上流社會婦女展示魅力的一

個重要手段。在這個時代，「富人拋棄金銀線挖花的呢絨織物，轉而愛好

絲綢。後者逐漸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並成為某種社會身份的標

誌」。1 這個時代的歐洲對於中國絲綢的需求遠遠超過以前的時代，各種絲

織品，比如服裝、地毯、掛毯、窗簾、牀罩等等一起輸入歐洲。

在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男女服飾都以刺繡、褶襇、蝴蝶結裝

飾，貴婦人的高跟鞋面有些也是以中國絲綢、織錦為面料，上面繡有各種

精美的圖案。倫敦的貴婦人把中國絲綢服裝視為時髦。這些服裝往往繡着

象徵吉祥如意的麒麟、龍鳳等圖案，古典華貴，深得貴婦們的歡心。有些

婦女喜歡穿着中國刺繡的服裝，披着中國刺繡的披肩、圍巾，口袋裏裝着

有中國刺繡的手帕，甚至請中國刺繡工匠繡製絲綢名片。

18 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的絲綢披肩風靡歐洲，色彩以白色和豔色

為主，每年歐洲的進口量高達 8 萬多條，其中法國就佔了四分之一的

份額。

起初流行的是中國的手繪絲織品，到 1673 年，中國花樣漸趨「平民

化」，已經有了印花絲織品，以代替高價的手繪絲織品。鑒於這種繪製或

印花的絲織品的消費越來越廣，法國的一些絲織廠紛紛仿效，專造各款繪

花或印花的絲織品，再加上中國的商標，以滿足人們的嗜好。

1	 	[ 法 ] 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至 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
本主義》第 2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3年版，第 174頁。

「東國公主傳入蠶種」的故事

關於養蠶繅絲技術的西傳，有一則關於蠶種傳入于闐的故事。漢代于

闐（今新疆的和田）瞿薩旦那王欲至東方訪求蠶桑種，東國王不許。

瞿薩旦那王乃向東國公主求婚，並遣使告公主，說于闐「素無絲錦桑

蠶之種」，不能以衣服饋送。公主知國法禁攜桑蠶出境，便私藏桑種於帽

中，帶至于闐，于闐始有蠶絲。《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記

載了這件事。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吐蕃文《于闐國授記》也記載了這一類似的

傳說，別的情節差不多，只多了一段波折：當中國公主把蠶種帶到于闐，

並在當地培養了一些蠶之後，中國大臣想從中破壞，告訴于闐國王，說蠶

會變成毒蛇。國王居然聽信了這一讒言，把蠶室放火燒了，幸虧公主搶出

一些蠶，以後又用此蠶絲製成衣服，穿在身上，並把詳情告訴國王，國王

方大悔。此事還見於正史。《新唐書．西域傳》就有相似的記載。

這個故事還可以通過考古資料得到印證。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 1943）曾在新疆丹丹烏里克遺址剝下並帶走了幾幅壁

畫，其中有一幅就是《東國公主傳入蠶種》。這幅壁畫是約 8 世紀的作品，

上面描繪着中國公主戴着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認

為，這幅畫所畫的就是那位傳播養蠶製絲方法的「絲綢女神」。

關於「東國公主傳入蠶種」的故事，為中原的養蠶製絲技術傳入西域

提供了一個線索。上文說的于闐「東國」，研究者認為可能是鄯善國。鄯

善國在漢代時已有桑的栽培，鄯善王是漢朝的外甥，極有可能先有蠶桑。

東漢明帝時，匈奴大軍兵臨于闐，迫使于闐每年繳納罽絮。絮即敝綿，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