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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卜鉴民 杨韫 陈鑫

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的价值

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是19世纪到

20世纪末期，苏州丝绸产业在技术研发、

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对外交流过程中直

接形成的、由纸质文图和丝绸样本实物组

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该档案

由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保管，共计29592卷，主要包括生产管

理档案、技术科研档案、营销贸易档案和

产品实物档案等。

这批丝绸档案体现了当时中国乃至

世界丝绸产品的最高工艺水平，也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近现代中国各阶段的丝绸文化

与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生活之间的密切关

系。其所蕴含的经济、文化、美学、历史、

应用等方面的价值难以估量。

经济价值：以丝为笔墨，勾勒繁

荣景象

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丝绸

经历了数次起伏，既有“日出万绸，衣被天

下”的兴旺繁荣，亦有在改革浪潮下的急

流勇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

发展丝绸产业，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丝绸工业体系，不断创造外汇支援国家

建设。此后，丝绸产业成为民营经济创业

发展的重要领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提供了巨大动力。

在中心馆藏中有部分外销丝绸品种的

样本、订货单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档案。

这些丝绸档案展示了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

末中国专为外贸设计、生产并输出到世界

各地的丝织品，从中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各

企业丝绸生产、销售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单以人们所熟知的塔夫绸而言，它在1950

年第一次于东欧七国展出时，轰动了东欧

市场。此后，苏州东吴丝织厂生产的塔夫

绸被称为“塔王”，畅销美国、英国、苏联、

西德、瑞士、澳大利亚以及亚洲许多国家

和地区，深受各国家和地区客商的欢迎，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据馆藏资料记载，仅

苏州东吴丝织厂一厂在1981年1—7月份就

生产了11.7万米的塔夫绸，并被客户争购

一空。当时媒体报道中提到：“为了扩大生

产，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苏州东吴丝织

厂今年将增加20台织机，年产量预计可以

达到六十多万米。”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一斑。

国际价值：以丝为使者，行走于

中西方

经济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反映。丝绸

并非只是一块小小的布料，透过丝绸我

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之间经济、文化的碰

撞与交流。

1981年7月，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世纪婚礼。而早前中

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就寄给

苏州市外贸公司一张订货单，要求订购水

榭牌深青莲色素塔夫绸14匹，共计420码，

这批塔夫绸正是供查尔斯王子举行婚礼所

用。塔夫绸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为中国苏州

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其实，丝绸作为国礼佳品漂洋过海，

已延续多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华人民共

解密漳缎祖本后的漳缎织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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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成立以来，苏州丝绸织绣品就有30多

次作为“国礼”走出国门。自苏州推进“丝

绸档案+”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后，为

充分发挥馆藏丝绸档案资源优势，助推丝

绸企业对传统丝绸品种进行保护、传承、

创新和发展，中心先后在各地丝绸企业中

建设了14家“苏州传统丝绸样本档案传承

与恢复基地”，实施跨界融合，将馆藏样

本、祖本加以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使档案

走出深闺，使中国丝绸在国际上再次焕发

生机。2014年APEC会议晚宴上，各经济体

领导人和代表穿着特色中式服装拍摄“全

家福”。其中，用以制作服装的宋锦面料上

所织就的海水江崖纹，赋予了与会21个经

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寓意，正应和了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

题。而在2015年11月中国—中东欧“16+1”

峰会上，一系列制作精美、惟妙惟肖的领

导人肖像真丝画作为国礼被赠予多国领导

人。这些国礼佳品表达了苏州人民对外国

友邦的热情，也是丝绸人响应“丝绸之路

经济带”这一号召的积极行动。

2016年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选会

议上，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展现在世

人面前，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的丝绸。评审

会专家、塔吉克斯坦代表、国际咨询委员

会委员阿拉女士说道：“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组档案，收集了各种丝绸品种，这是拥有

国际性价值的遗产。”

文化价值：以丝为纽带，连接古今

文明

丝绸是传播丝绸文化的一种语言，博

大精深而独树一帜的丝绸文化是中国古老

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支。近现代中国苏州丝

绸档案作为丝绸文化的载体，以其深厚的

传统文化底蕴、精湛的工艺水平，诠释了中

国历朝历代不同的精神风貌及主要内涵，

翔实地记录了人们在传承和发扬丝绸文化

道路上的奋斗足迹，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象

征，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种类繁多、

地域特征明显，不仅造型、结构、色彩具

有形式美，而且纹样内涵丰富，如喜庆、富

贵、吉祥、平安等寓意，就通过特定的图案

表达出来。这些档案上所凝聚的精美纹

样，充分展现了丝绸的文化价值。以最为

典型的吉祥纹样为例，用蝙蝠表现“福”、

桃子表示“寿”、牡丹寓意“富贵”的纹样

在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中屡见不鲜，

它们所体现出的纳吉祈福的传统文化思想

耐人寻味。另外，在外销丝绸产品中，其品

种、花样等往往是根据不同出口国家的需

要而特殊设计制作的，融入了大量的国际

元素，如深受儿童喜爱的米奇、小矮人、超

人等卡通图案以及日本的和服纹样等，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文化百余年

的发展变迁。

此外，基于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

本身所衍生而出的文化价值也值得一提。

围绕馆藏丝绸档案，中心编辑出版了《丝

绸艺术赏析》《花间晚照：丝绸图案设计

的实践与思考》等相关书籍，在加深人们

对丝绸档案理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丝绸

文化得以更好传承。同时，中心与《档案

与建设》杂志合作，在2015—2016年开设

了“档案中的丝绸文化”和“苏州丝绸样

本档案”两个年度专栏，并在专业期刊发

表丝绸档案研究论文30余篇，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让中国苏州丰富的丝绸档案资源和

灿烂的丝绸文化展现在世人眼前，以期让

更多人加入到丝绸文化和档案文化的传承

中来。

美学价值：以丝为窗口，传递情

感艺术

美的创造、传达和欣赏与物体材质密

不可分，由天然纤维织就的丝绸，其美学

价值可以说是公认的。丝绸之美，一在纹

样，二在肌理。

纹样作为丝绸面料的装饰花纹，是最

直观、易辨认的元素。以古香缎为例，它是

锦缎的一种，而“锦”就是以彩色丝线织成

各种花纹的精美丝织物。其中，风景古香

缎在图案设计上，无论是题材内容、排列

方法、色彩组合，还是绘制技巧，和其他丝

绸品种相比较，都有着较大难度，从内容

到形式均充斥着其独有的审美情趣和美学

情感。既要掌握适度原则，又要突出风景

古香缎的特色，使纹样与肌理配合得体、

色彩协调精致。不难想象，设计者要如何

煞费苦心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肌理是指物体表面的组织纹理结构。

在丝织品设计中，肌理虽为纹样所服务，

但又不仅仅只是被动、机械地依附于纹

样，肌理本身更具有美的能动性。起源于

战国时期的四经绞罗，是吴罗中织造难度

极高的一种，它以四根经丝为一绞组，与

左右邻组相绞，四根经丝间互相循环，最

终显露出链状绞孔，使丝织物表面呈现出

若隐若现的浮雕效果，增加了丝绸的韵律

感和美感。又如手绘真丝方巾，将流行风

格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在纺织品上直接

绘染出各种装饰花纹，具有较浓的手工韵

味，呈现了独特、丰富的色彩效果，题材广

泛、肌理自然。由此可见，肌理存在的形式

是多样化的，由其产生的审美趣味也是多

样化的。无论是刺绣图案的凹凸有致，还

是漳缎织物的缎地起绒，这些肌理都使丝

绸散发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提升了丝绸的美学品味。

历史价值：以丝为印记，追忆峥

嵘岁月

历史是当下的追忆。在历史发展演变

中逐渐积累下来的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

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浓缩了近

现代中国丝绸的文化和技艺，还见证了苏

州丝绸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研究近现代丝

绸产业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中心保存有大量关于丝绸行业的珍

贵纸质档案和历史资料，如道光、咸丰、

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苏州丝织行业契

约档案以及民国年间的苏州丝绸企业会

计凭证类档案等，对研究苏州丝织业的

起源和民国时期丝绸企业发展史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据旧志记载，元至正年间

始建苏州织造局，此后明清时期，为满足

宫廷需求，朝廷都于苏州设有织造机构。

“清朝苏州织造局由总织局和织染局共

同组成……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总织

局的基础上成立织造衙门（亦称苏州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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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织造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苏州织造局停织。至此，以上贡为主要职

责的官府织造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如

今位于苏州市带城桥下塘的苏州第十中

学，就为清代苏州织造署遗址。而由清代

苏州织造署所使用并流传下来的花本，则

被专家戏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

所有丝绸厂使用的花本“祖宗”。

与织造局无奈成为皇家服装厂所不

同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

织制像锦画工艺技术的提高，怀着对新生

活的美好憧憬、期望以及对领袖人物的崇

敬，苏州与各地有能力的丝织厂纷纷织造

起以毛泽东主席为主的、反映领袖风采的

像锦画。这些花本、像锦画的相关档案都

收录在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中。虽然

产生这批档案的绝大多数企业已在21世纪

初的国企改制中退出市场，然而丝绸产业

在苏州发生、发展的历史状况在遗留下的

这些档案史料中尚能窥见一二，为研究各

个历史阶段丝绸产品的演变轨迹和概貌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应用价值：以丝为旋律，奏出时

代新声

档案的最终价值在于利用。这批丝绸

档案中的产品工艺单，从技术层面清晰地

展示了中国传统丝绸产品的工艺特征、结

构技巧、产品规格、纹样色彩等，这些宝贵

的、不可再生的技术资料，是这批档案中

含金量最高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心加大了

丝绸档案利用开发力度，先后建立了2家丝

绸档案文化研究中心和全国唯一的“中国

丝绸品种传承与保护基地”，同苏州大学

等学校开展丝绸保护技术研究，与各地丝

绸企业共建了14家“苏州传统丝绸样本档

案传承与恢复基地”，提供档案中的丝织

品样本和技术资料，借助丝绸企业的专业

化研发和生产设备，逐步恢复、创新濒危

的传统丝绸工艺。馆藏明清宋锦、罗残片

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漳缎祖本也得以

解密。

中心在第五届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

产业交易博览会上，推出了“非遗”和“国

礼”丝绸专题展，展出档案史料、实物和图

片等近 200 件，吸引了 6000 人次参观，受到

中外参观者的好评，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之一。这是中心积极响应苏州推进“丝绸

档案+”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的体现，

也是“丝绸档案+”开发利用成果的一次精

彩亮相。在观看中国丝绸档案馆“档企合

作”成果时，江苏省档案局局长谢波指出：

“中国丝绸档案馆在丝绸档案资源开发

利用工作上为档案界提供了新鲜经验，打

破了传统档案利用的框框和方式，把档案

资源的开发利用同地方社会发展、经济建

设、城市文化和百姓美好生活相结合，具

有推广价值。”

对苏州丝绸档案进行开发利用，将存

在库房里的丝绸档案由幕后推向台前，一

方面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将档案转化为现

实的社会财富，为丝绸产业的转型升级服

务；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外丝绸品种保护

和系统性研究提供充足的档案资源，更好

地为发展丝绸产业、传承丝绸工业文明和

弘扬丝绸文化服务，从而为中国丝绸业的

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2016年5月19日，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

档案通过第七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MOWCAP）的严

格甄选，被批准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具有影响

意义的文献遗产之一，这也是国内目前唯

一一组由地市级档案馆单独申报并成功

入选的档案文献。2017年10月30日，世界

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正式向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推荐了78项候选项目，近现代

中国苏州丝绸档案赫然在列，这是中心

保护开发丝绸档案的又一重大成果。同

时，为使丝绸档案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利

用，国内首家和唯一一家专业的丝绸档案

馆——  中国丝绸档案馆，已于2013年7月在

苏州启动建设。2015年12月16日，国务院办

公厅正式发文，同意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

中心加挂“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牌子，丝

绸档案馆工程建设和一系列征集工作目前

已经顺利展开。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苏州市工商

档案管理中心充分利用档案部门的资源

优势，通过辛勤梳理和系统整合，围绕近

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展开了一系列探

索与尝试，从中发掘出这批丝绸档案的价

值。这批丝绸档案从散存到整合，从偏居

一隅到惊艳世界，漫漫丝路行，在贯穿千

年的经纬蓝图上，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

案必然会添上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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