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缬隋代起源说考略

梅 蓉1,卫艺林2

(1.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2.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服饰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241000)

摘 要:通过史料考证的方法对夹缬隋代起源说进行考证,从政治、经济、社会、地域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其

存在的缺陷,分析其原因,认为夹缬隋代起源说具备相当可能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夹缬隋代起源说;夹缬工艺;夹缬起源;夹缬文物;染缬起源

中图分类号:TS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03-0052-03

收稿日期:2018-01-26
基金项目:“安徽服饰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开放基金资助项目(2016skjd04);安徽工程大学青年基金
资助项目(2015yq36)

作者简介:梅 蓉(1993-),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纺织科技史与服饰设
计,E-mail:18225530961@126.com。

  学术界关于夹缬工艺的起源时间,存在着隋代说

和唐代说两种说法。但两种观点均存在一定问题:唐
代说的优势在于唐代夹缬实物证据、史料证据极多,且
可以相互验证;劣势在于其史料记载与古代工艺的发

展规律相悖,且作者赵璘与所记载的夹缬发明者赵柳

氏之间存在明确的血缘关系,其记载的客观性和真实

性颇为可疑[1]。隋代说的优势在于更符合工艺发展的

客观规律;劣势在于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实,而且

史料记载是孤证,除了《中华古今注》,几乎没有其他史

料记载。那么隋代夹缬为何会出现史料记载、实物证

据均极为少见的情况? 学界对这个问题少有涉及。本

文通过史料分析的方法,对隋代没有出土夹缬实物的

原因进行研究,力图给出合理的解释。

1 隋代说的主要依据及其缺陷

隋代起源说的主要依据是唐太宗时期宰相魏征所

主编的《隋书.食货志》以及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书
中明确记载:“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

宫人及百僚母妻。”[2]除此之外,夹缬隋代起源说并无

其他任何史料及文物证据。在史料的可靠性上,《隋
书》显然颇有说服力,表现在:(1)修史的正式性和严肃

性极强。《隋书》作为唐王朝的官方史书,在二十五史

中也被公认为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由唐高祖

下令编纂,从武德五年开始,历时35年修订而成,而隋

代历史一共只有38年而已,可见其严谨;(2)作者学术

水平极高。《隋书》主编为魏征,其他作者如长孙无忌、

孔颖达、许敬宗等也都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

士”,在学术上的成就较高;(3)修史年代距离隋代极

近,条件得天独厚。《隋书》开始编纂的武德五年(622
年)距离隋亡(618年)仅有四年,隋代大量史料都保存

完好,且隋代遗老很多仍健在。另外,唐高祖李渊、唐
代大臣如裴矩、虞世南等人本身就是隋代贵族,亲历隋

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所以,《隋书》与其他史书相比,
更为可靠;(4)《隋书》较少隐晦,秉笔直书。主编魏征

是史上著名的谏臣,在编写过程中对历史曲解较少。
如虞世南是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提及其

兄长虞世基时,毫无避忌,尽书其恶,裴矩、何稠等人在

隋唐均为重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所作所为,也秉笔直

书。因此,与唐代起源说所依据的《因话录》等史籍相

比,隋代起源说所依据的《隋书》更为可靠是毋庸置疑

的。而且《隋书.食货志》记载食货,并不涉政治,立场

更为中立客观,其记载是可信的。而五代马缟《中华古

今注》作为一本工具书,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较为严

肃,其可信度也颇高。
学术界之所以支持唐代说为主流观点,主要在于

隋代说存在较大的缺陷:首先,隋代起源说只有史料记

载,没有发现隋代夹缬实物。不过据一些学者所言,隋
代夹缬实物是已经存在的,如苏州大学刘咏清教授

2005年在《丝绸》杂志上曾发表论文表示,新疆吐鲁番

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一件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的夹

缬:“天蓝色绢地上遍布白色小团花,犹如夜空群星闪

烁。”但是文献没有配图,不知所指为哪件出土实物,尚
需查找验证。文中所言这件织物的确切年代,具体是

否是夹缬,可能还处于争议之中,不足为据[3]。其次,
隋代起源说的史料依据较少。《隋书.食货志》对夹缬

的记载历年来被颇多文章引用,但笔者并未从中找到

这句记载。如果《隋书.食货志》没有记载,那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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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注》的记载就是孤证,会更加凸显隋代起源说在史

料依据上的单薄。

2 隋代缺乏夹缬实物出土的可能原因

纺织品较之其他文物,因其质地脆弱,较难保存,
出土本就相对较少。我国较早的纺织品实物主要有墓

葬出土及西北地区丝绸之路出土等几种途径,而这些

来源条件在隋代都是极为不利的。

2.1 隋代时间跨度较短

从史料考证的角度,隋代仅有38年,是一个极短

暂的历史时期。在考古发现中,某件重要文物的发现

将某种工艺的历史提前数百上千年的情况极为普遍。
如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

千多年,而2017年在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完

整的蒸馏酒器,也将我国蒸馏酒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
相对于甲骨及蒸馏酒器,纺织品对保存条件要求

更高,同种工艺的特定纺织品两次出土之间相隔30多

年乃至上百年,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状况。以纺织品印

花工艺为例,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凸版印花实物应

该是汉代的马王堆印花敷彩纱。从这些印花纱来看,
汉代印花技术颇为高超,已能使用三套色版套色印花。
但是这种技术在马王堆汉墓昙花一现之后,经历了两

汉四百多年和漫长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才再

次出现记载和实物证据,中间断层长达上千年,因为无

实物出土和文献记载,此时期的织物凸版印花技术发

展无法考证[4]。相对于凸版印花工艺及其他类型文物

动辄长达千年的断层,夹缬文物在隋代出现38年的断

层是不足为奇的。

2.2 隋代政治环境动荡

隋代仅持续了38年,期间政治动荡,战争极为频

繁。仅灭国规模的战争就有隋灭陈、隋灭吐谷浑、三征

高句丽、征突厥、以及隋末规模巨大的叛乱战争等。连

续不断的内外战争致使隋朝的政治环境极为动荡。这

对夹缬这种当时织物装饰工艺中最尖端技术的发展和

传播,影响是极为负面的。

2.3 隋代经济繁荣短暂

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政治波动,带来商业凋敝,
经济下降。文帝时期处于经济恢复期,经历了短暂的

经济繁荣。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兵役徭役,“致民死

于役而伤于财”,国势急转直下,农民起义斗争风起云

涌,经济逐渐衰落,削弱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夹缬工艺的

传播。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十四年关中,大

旱,人饥,上辛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见口赈给,
不以官位为限。”《五行志》记载:“开皇十四年五月,京
师地震。是岁关中饥,帝命百姓就食于关东。”[5]从这

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虽然大运河的修建以及其他经

济改革给隋朝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与发展,但也消

耗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再加之频繁的战乱与政治斗争

的剧烈波动,致使隋朝的经济颇为脆弱。一遇到天灾,
百姓的生活就会无法得到保障,甚至需要靠国家赈给,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对于夹缬工艺的传播也是极为

不利的。
经济环境的衰落和动荡对于夹缬的生产和传播影

响极大。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经济衰落时期政府

对奢侈华丽的织物装饰工艺施行禁令的情况极为普

遍,其原因在于华丽的织物装饰工艺,制作过程对社会

财富的消耗往往是极为惊人的。如在盛唐时期高宗和

武则天曾下令禁止织锦,宋代也曾下令禁止制作夹缬,
类似的禁令层出不穷。这些禁令一方面是基于对封建

礼制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奢侈的织物

装饰工艺大量耗费国家财力。盛唐和以富裕闻名的宋

代尚且如此,动荡的隋代经济环境对夹缬的传播和生

产而言是极为负面的。

2.4 隋代墓葬较为节俭

我国工艺复杂的纺织文物,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

皇帝、贵族墓葬。如万历定陵出土的大红长安竹潞绸,
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东端北侧,既有腰封又有墨书题

记,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最有代表性的潞绸实

物[6]。另外如福建黄昇墓出土的印花纺织品,填补了

马王堆印花敷彩纱之后模板印花技术发展的空白[7]。
这两位墓主均为当时较高级别的贵族。限于财力以及

严厉的封建等级制度,只有在古代贵族墓葬中才有可

能出土夹缬、织锦等较为高端和复杂的织物装饰工艺

品。而考虑到隋代的特殊情况,这个途径出土夹缬实

物的可能性也是较低的。
隋代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前期隋文帝时期,为

政提倡节俭,其墓葬以薄葬著名,上行而下效,普通贵

族墓葬的情况也不乐观。后期隋炀帝以奢侈著名,但
统治时间较短,且隋因政变和叛乱而亡,炀帝墓葬颇为

潦草。隋炀帝墓于2013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被发

现,出土墓葬南北长4.98m,东西长5.88m,经过考古

勘探与挖掘,没有发现神道、兆沟等陵园迹象,也没有

发现相关的陪葬墓。随葬品也仅有180余件,包括陶

器、铜器、漆器、玉器等,其中较有价值的陪葬品仅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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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蹀躞金玉带等寥寥几件,除了几件金器外没有纺

织品发现,可以说连一般古代有钱人的墓制规格都达

不到,以皇帝的规格来看可称寒酸[8]。文帝、炀帝的墓

葬尚且如此,可见期望通过从隋代贵族墓葬中出土夹

缬织物的可能性较之其他朝代更低。

2.5 隋代对西域的影响力丧失

迄今为止,我国纺织品出土实物大多分布在古西

域地区,因为西域独特的干旱气候条件有利于纺织品

的保存,且丝绸之路的因素决定了西北地区高档丝织

品流通量较大。而隋代在炀帝大业五年大破吐谷浑之

前,因突厥和吐谷浑的阻隔,与西域交流困难,中原商

品绝少出现在丝路。如文帝和炀帝时期的重臣裴矩曾

明确指出:“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
朝贡不通”[9]。而大业十年之后,对西域的交流虽然打

通,但是国内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大业十四年隋亡。
因此,隋代与西域能够大规模交流的时间不过是大业

五年到十年间的短短五年,而这五年恰好是隋炀帝以

举国之力三征高句丽的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并非重点。
因此隋代即使有夹缬,流通到西域的也必定非常少,保
存到一千多年后出土的可能性就更是微乎其微。

3 关于夹缬隋代起源说的一些思考

在对夹缬起源的两种观点进行考证的过程中,有
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夹缬在史料中最早的两次

记载均与河东柳氏关系密切。唐《因话录》记载:“玄宗

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打为夹缬。
初,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造。
当时甚秘,后渐出,遍天下。此似始为夹缬之制也。”该
记载明确认为夹缬源于柳氏。而隋代夹缬的记载:“隋
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

妻”。从表面看似乎没有提及柳氏,但考证柳氏家族

史,隋炀帝大业年间柳氏子侄众多,从中央到地方,柳
敏、柳机、柳楷、柳旦等二十多位柳氏子弟均位居显要,
仕宦显赫[10],在当时肯定是得到了夹缬赏赐的。也就

是说柳氏在隋炀帝时期肯定是接触到了夹缬的。柳氏

在隋唐两代仅有的两次夹缬史料记载中均有出现,这
并非偶然现象。隋唐官员俸禄极薄,官员经商极为普

遍,屡禁不止。柳氏在这种环境下从商甚至直接从事

丝绸业、印染业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以商业为经济来

源的柳氏在接触到夹缬这种华丽的织物装饰新工艺之

后,有极大的可能进行研究,并赖以取得丰厚利润。随

后玄宗时期柳氏献上的夹缬,颇有可能与隋代柳氏得

到的夹缬有关。
其次,夹缬在隋代的出现有可能与隋炀帝征伐吐

谷浑的军事行动有关。夹缬在历史文献中一出现就是

工艺复杂的五色夹缬,且直接出现在宫廷中,是否可以

推论夹缬早已出现,只是在民间不为人知,或者有可能

是来自西域的成熟工艺? 如果是来自西域的话,隋炀

帝大业五年动兵30万征伐吐谷浑,史载“获牛羊马匹

工匠无数。”随后《中华古今注》记载“大业中”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出现了夹缬织物。炀帝大业年号一共14年,
所谓的“大业中”虽语焉不详,但应该在大业六、七年,
与吐谷浑的被征服(大业五、六年)几乎是同时。那么

是否有可能隋炀帝对吐谷浑的征伐与夹缬的出现之间

存在着某种联系? 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青海线的关键

节点,与西方各国联系密切,是否有可能先于中国获得

夹缬这种先进的丝绸印花工艺,从而间接传入隋朝?
《隋书.西域传》记载,大业五年征服吐谷浑后,西域各

国竞相贡献方物,一年之间就有康国、米国等二十余国

来朝。这些“方物”,有没有可能就包含了夹缬这样华

美绚丽的新工艺? 隋炀帝以夹缬赏百僚母妻,史料未

记载其赏赐原因,但是从赏赐的时间、规模上来看,是
否有可能与平灭吐谷浑,获得大量西域贡物有关? 这

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4 结语

综上所述,隋代起源说的主要缺陷首先在于只有

史料记载而无实物证据;其次在于史料记载是孤证,只
有一条,且未被其他古籍引用。但是相对于唐代起源

说而言,其优势在于史料的严肃性和可靠性更强,且从

工艺发展的角度而言更加合理,较为可信。通过对各

方面史料进行分析,隋代没有夹缬实物出土的原因在

于:
(1)隋代时间跨度较短,只有38年,从史料的角度

而言38年是一个极短暂的历史片段。
(2)隋代政治环境动荡,38年间没有战争的年份

只有6年,政治的动荡影响了夹缬的传播。
(3)隋代经济繁荣短暂,而夹缬这种高级织物装饰

工艺需要耗费大量社会财富,凋敝的经济环境对其生

产和传播极为不利。
(4)隋代贵族墓葬较为节俭,文帝提倡薄葬,炀帝

时期社会动荡进而亡国,传统的从贵族墓葬中出土高

档纺织品的可能性较之其他朝代更低。
(5)隋代大部分时间与西域隔绝,(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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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lightchemicalengineeringmajorofNantongUniversityimplementedtextiletrainingteachingandreform,thetrain-

ingcontentandtrainingdepthwereexpandedbymakingfulluseofmunicipalpublictrainingplatformandvariouscooperationpro-

jects.Students'learningenthusiasmandinitiativewereimprovedbythetasktypeandtransfertypeteachingmethods.Thestudents

notonlymasteredthebasictestingskillsoftextiles,butalsolearnedthefrontierdetectionmethodsofnewecologicaltextiles,en-

richedtheprofessionalknowledgestructure,andgreatlyimprovedtheirqualityawarenessandsocial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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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4页)
对西域影响力的丧失导致夹缬传播到西域的机会较

少,从西域干旱地区墓葬及丝路出土夹缬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
因此,历史仅有38年又动荡不安的隋代,因以上

各种原因导致无夹缬实物出土实属正常,夹缬隋代起

源说虽然存在没有实物验证的缺陷,但仍具备相当的

可能性和合理性,是较有说服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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