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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探源 

——关于黄道婆研究的一份背景资料 

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学檬 

讨论海上丝路与海南棉织业问题，是一个揭示不同地区、民族跨文化传播过

程和内容的研究，其意义很大。鉴于学术界已就印度棉花（棉织）东传和黄道婆

的棉织事迹做过大量研究，所以我选择另一个视角来论述南传“棉路”与海南棉

织文明，其中涉及印度经缅甸到东南亚的几条“棉路”；“棉路”传播的诸因素概

括；黄道婆时代海南岛和浙、闽、粤的海上交通、黄道婆其人、马、朝霞布、槟

榔等几个海上棉路文明载体及其文化意义的蠡测。所有这些侧击主题的论述，意

在为黄道婆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一份背景资料。只是时间匆促，未尽其意而已，故

极望诸公斧正，以成篇章也。 

一、南传“棉路”的概说 

国外学者罗宾·马克斯韦尔认为：“整个亚洲纺织品是最有感染力和魅力的

艺术形式，在东南亚特别如此。其精神和仪规重要性表现在纺织品在国家和在大

型神秘、壮丽的宗教礼仪的展示上。”1东南亚的棉织业来自印度，中国的棉花、

棉布早先也来自印度，但中国的棉织业则基于自身历史悠久的丝织业。戴尔

（Stephen F.dale）先生认为：在公元世纪之初，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早已暗渡陈仓

卖棉布给中国。到了 13 世纪后期、14 世纪早期，中国的棉布生产和棉花文明开

花结果了。他还认为：当棉布首先在南亚织造时，而印度继续生产若干品种的棉

布，其市场是在中国。2瑞德则引用中国史籍说：“7 世纪左右，棉花可能从越南

传入中国”。3他所说的中国史籍大概指《隋书·南蛮传》，该传的林邑国王“衣

朝霞布”。隋朝曾派兵击败林邑王梵志，林邑于是朝贡不绝，朝霞布就可能成为

贡品传入中国。4 

陈光良教授把上海黄道婆历史文化讨论会论文集收录的印度学者帕特米

居·芭拉姆的《棉花从印度到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一文传来，该文概述棉花传入

中国过程，认为 12 世纪棉花已传入海南岛。 

丝绸、棉花文明转移的线路既有北方“丝路”（指从印度经中亚进入吐鲁番、

长安的丝路）和棉路，又有是从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到云南西部的南方“丝

路”和棉路，后一路在汉王朝时期也可能发生的。5 

其实，南方“丝路”和“棉路”又有多条分支，除戴尔指认的南方丝路和棉

路（印度经缅甸、云南进入中国内地）之外，我们还可认定云南经恩梅开江、迈

立开江、伊洛瓦底江，南下至室利差坦罗，由海路到印度科罗曼得尔（印度德干

半岛孟加拉湾海岸的一部分）水陆通道；云南澜滄江——湄公河经老挝、入泰国，

到泰国湾水陆通道；云南元江——红河至河内水陆通道等。唐樊绰的《蛮书》对

这两通道都有记载。这四条通道的特点是水陆联运、出海口要津、多国商人的贩

运贸易三者兼具。 
                                                             
1 Robyn Maxwell，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Tradition，Trade and transformation，p9，published by periplus 
Editions (UK) Ltd Printed Singapore. 
2 Stephen F.Dale，“Silk Road,Cotton Road”,from Edited by Richard M. Eaton etc,Expanding Frontiers in South 
Asian and Wor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72. 
3 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第 105 页，北京：商

务印书馆 2010 年。 
4 《北史》、《旧唐书》、《唐会要》、《通典》、《文献通考》、《新唐书》等均有林邑、陀洹的朝霞布记载。 
5 Expanding Frontiers in South Asian and Word History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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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进入云南的棉路情况，C.帕特荪·吉尔斯西

先生有过概述：“已发现至少早在公元前 3 世纪的时候，云南和缅甸在物资、理

念、技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交流。19 世纪以前，不管怎样，体量大的货物

如粗棉，已开始大量进入云南。应对云南移民社团需求的增加，中国商人进口粗

棉、吉贝（kapok）和棉纺织品的数量惊人。他们在缅甸阿瓦宗主领地大市场购

买棉花。八莫或兴威和开拓有关新线路，在暹罗的宗主领土寻找棉花新市场。这

时，清政府寻求控制或压缩去缅甸的商人和货物流通，最重要的例子是战后时期

1770 之后的强加于缅甸的贸易禁令。”1C.帕特荪·吉尔斯西肯定这条棉路公元前

就已开始，这一点很重要。 

从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云南这一路，另有支路从经恩梅开江、迈立开

江、伊洛瓦底江，2南下至室利差坦罗，由海路到印度罗曼得尔水水陆通道。室

利差坦罗即缅甸故都 Thare Khettara，今伊洛瓦底江畔的骠蔑（prome）附近。3这

条通道可接海路，东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西通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应是印

度棉花西来的海上通道。 

另一路从云南经萨尔温江南下至顿逊4。“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

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

未曾得迳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

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5该路出海口要津是顿逊，接海上丝路。

有意思的是顿逊为印度、中亚和东南亚各地的贸易，中国则因“涨海无崖岸，船

舶未曾得迳过也。”也就是在南朝梁代，还没有中国船到此贸易；反之，大秦“其

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6其次，在顿逊有“酒树，似安石榴，采

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酒树是那种植物？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严树，

产于琼州，捣皮叶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叶酿酝数日即成酒。曰严树酒。”7

“严”、“椰”音近，严树就是椰子树，严树酒就是椰子酒，来自顿逊等地。顿逊

“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8说明顿逊

流行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那么，信奉三教的印度移民（如蒙达人）、缅甸

南部的孟人、流落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大食移民都可能将椰子传到海南岛，也

有可能把棉花的传入海南岛。 

第三条云南澜滄江——湄公河经老挝、入泰国，到泰国湾水陆通道，《蛮书》

记载说：“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

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

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

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9大银孔，费琅认为似在今暹罗湾中。

                                                             
1 Editors Eric Tagliacozzo and Wen—Chin Chang，Chinese Circulations——Capital、commodities，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p48、49. 
2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记载：“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

淤泥河不通，或议可通，但绝险耳。”见该书第 122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这段文字说明：云南确

有通缅甸伊洛瓦底江通道，但不常通，路途险绝。此路去西天的（东）天竺不远。 
3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下（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第 804 页注（一）①。 
4 今缅甸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带，或以为在今泰国那空是贪玛玏附近。一说泛指马来半岛北部，其主要

港口在今董理。 
5 《梁书》卷 54《海南诸国》。 
6 《梁书》卷 54《海南诸国》。 
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4《食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8 《太平御览》卷 788。 
9 （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 6《云南城镇第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161-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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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暹罗湾某处就是一个出海口要津和贸易点。 

第四条红河至河内水陆通道的情况《蛮书》和《新唐书·地理志》都有记载，

本人做过比较研究。2 

以上是经缅甸分别至马来半岛、泰国、越南出海的通道，历史学界一般很少

提到，故予扼要叙述。海上丝路的著作一般多注意波斯湾（红海）经印度西南海

岸、锡兰、马六甲海峡、泰国湾、越南中部（或北部龙编）、西沙群岛北缘、海

南岛东部到达广州的物资、人员流动情况，而较少注意上述几条通道。如《马尔

瓦兹对中国、突厥与印度之记述》一书记载：“从海上去中国，第一个海港叫做

龙编（Lung Pien、LūqīR、Lūfīn），然后是广州，该城大于龙编。”3《阿拉伯海上

航行》一书明确指出：“十六世纪欧洲人扩张以前，从波斯湾到广东，人们使用

的距离最长的、定期的海上航线。它的值得关注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

期，波斯湾和中国出现的海上贸易，在航线终点的大帝国会可能同时发生与存在

的。整个穆斯林世界，从西班牙到中国都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之下（公元

660-749），以及长达一个多世纪（公元 750-870），在阿拔斯王朝（西班牙和北非

除外）统治之下。在中国，唐王朝统治下的联合王国（注：应指唐王朝和番属如

吐藩）直到结束，其南方在两个半世纪里，保持着完整的平静。”4《中国印度见

闻录》5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尸罗夫经印度西南沿岸奎隆、锡兰、马来半岛至广州

的海路。 

以上“棉路”也是“丝路”或“瓷器之路”、“香料之路”。就“棉路”而言，

“自始至终，亚洲纺织业的历史基本上是随贸易历史而出现的。”6“棉路”是贸

易之路，也是棉花、棉织文明的传播之路。 

二、南传“棉路”传播诸因素 

海上丝路的贸易传播记载比较多。其中中国史籍的有关记载研究者比较孰悉。

远的不说，唐代岭南、海南的棉织业已有所发展。如唐代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诗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

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

莫起望乡台。”7反映了广州的龙脑、象牙交易和白氎（棉布）、红蕉生产，其背

景是海上贸易的发展。康州（今广东省高要）悦城县妇女 “织布”为业，8从王

建的诗所记推测，也可能是纺织棉布。唐时崖州已有纺织业，如崖州刺史（太守）

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大半，有织花缣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

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 9“织花缣”的缣

是双丝细绢，是普通的丝织品，不是棉织品。故唐时海南有否棉织业，还有待新

材料。 

宋代，“至迟北宋中期，棉花种植已经越过琼州海峡，登陆广南。”10方勺《泊

                                                             
1 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2 页。 
2 《点涛斋史论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508—511 页。 
3 SHARAF AL-ZAMÃN TÃ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D.1120)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MINORSKY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P21. 
4 George F.Hourani,Arab Seafaring （revised and expanded by John Carswell）,P62 ,Princeton Academic 
Press1995. 
5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6 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Tradition，Trade and transformation，P21， 
7 《全唐诗》卷 299。 
8 《岭表录异》卷上，沈阳：沈阳书社：《唐人笔记小说》（二）1990 年，第 331 页。 
9 《太平广记》卷 2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葛金芳《中国经济史》第五册，第 325 页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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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编》（三卷本最晚为宣和七年（1125），十卷本最晚为绍兴十二年（1142），也

就是北宋末、南宋初，问世的著作）记载：“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

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深秋即开，露白绵茸然。人摘去壳，以铁杖扞尽黑子，

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

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1以上记述“木绵”即草棉，“树高七八尺”

系传闻，但其采摘、加工、纺织之描述比较如实。 

至南宋，岭南棉织业已相当发达，《岭外代答》记载：吉贝“雷、化、廉州

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

慢吉贝；狭幅粗疎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海南则有黎单。 

总之，南宋时闽广已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琼州、广南东西路的棉花种植和棉

纺织业已较发达，与东南亚比肩而行了。这就是黄道婆从事棉纺织业的大背景。 

接下来要说南传“棉路”传播诸因素考察。 

首先是宗教传播的推动。印度经缅甸的这四条通道，也是印度的婆罗门教、

印度教、佛教向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岭南沿海传播的通道。 

佛教在东南亚初始流行时间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差不多。缅甸于 4 世纪或 5

世纪接受佛教；2缅甸是上座部佛教的圣地之一。缅甸接受佛教时，还有其他宗

教流行，如阿利耶教（密教的一个派别）。至唐时，佛法已盛：“民七岁祝发止寺，

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3因信佛而

“以蚕帛伤生不敢衣”这句话，过去被忽视，正是这一习俗，促使僧人以棉布为

衣。婆罗门教有杀生祭祀的传统，而改革后的印度教则强化了因果论，强调了杀

生的最恶性。耆那教的“道德法则是敬爱一切众生，”4不论它如何低贱。所以，

原则上婆罗门教、印度教对杀不杀生问题也是有忌讳的。随着耆那教、婆罗门教、

印度教、佛教的东渐，衣用棉布应是源于印度的各个宗教徒的风俗。其“道德法

则”对棉花种植、棉布生产向东传播的作用值得注意。 

棉花的梵语发音也佐证了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东渐于棉花东传的密切关

系。这方便的解释，有关注家已有很详细的注文。《诸蕃志·交趾国》注⑩木绵，

梵语作 Karpasa；⑾吉贝，梵语作 Karpasa，又作 Tūla Kapas 。《诸蕃志·占城国》

注⑦白氎簟：夏德、柔克义英译本注云：“白氎乃突厥语 Pakhta 之对音。” 《诸

蕃志·吉贝》注①吉贝，为马来语 Kapas 之对音。5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 12、13 世纪前，即东南亚的印度化时代，梵文可能是

主要的，棉花的梵语（Karpasa）发音——吉贝，传入并流行岭南地区，最有可

能。而“贸易时代”（15—17世纪），“在东南亚全境，马来语也因此成为主要的

贸易语言”。6是否马来语源于梵语，应由专家来审定。这样梵语的传播就成为婆

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东渐于棉花东传的密切关系的可信佐证。 

苏门答腊先流行婆罗门教，后盛行佛教。5 世纪初，法显归国，他在耶婆提

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某地）所见“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7 5世纪婆

罗门教也在苏门答腊占优势，而到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底，义净到室利佛逝

                                                             
1 方勺《泊宅编》卷 3，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 
2 宋立道《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第 72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2 年；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

书馆）据考古资料确定为公元 500 年左右，见该书 181 页。 
3 《新唐书》卷 222 下《骠国传》。 
4 [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第 216 页。 
5 《诸蕃志》（杨博文校释）第 7、12、192 页。 
6《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第 12 页。 
7 《大藏经》51 册·《高僧法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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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苏门答腊巨港），所见已是“僧众千余”1，是佛教的天下了 。 

公元前五世纪婆罗门教就传入扶南（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等地）。

婆罗门教的传入也把种性制度带到扶南国，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等

级，壁垒森严。一些王室贵族也变成了刹帝利。《隋书》卷 28《南蛮传·真腊》

云：真腊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的记载可证。“刹利氏”即为刹帝利，

是王族、贵族阶级。今天的柬埔寨吴哥古迹、印尼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即是婆罗门

遗存。印度教源于婆罗门教，所以信奉婆罗门教和信奉印度教很难分别清楚。大

约三、四世纪后，印度教已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广泛流行了。 

在今越南中南部即当时的占婆，在五世纪前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国王拨陀

罗摩一世（349—380 年）在首都因陀罗补罗（今越南中部）的万山建造了湿婆

神庙，当时碑铭也记载宫廷中有婆罗门。但六世纪后，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2 

印度的耆那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的传播带来缅甸、苏门答腊、马来

半岛、扶南国辖境（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等地）、占婆等地文化物质生

活的重大变化，其一就是“棉路”文明的兴起。 

罗宾·马克斯韦尔指出：“在同一世纪，中国和印度航行于东南亚水域。虽

然，他们在该地区各自的影响的强度和直接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变化的。印度的

影响，尤其在印度紡织业的模式方面。”3他的意思是说，东南亚棉紡织业受印度

的影响最深，因为棉花传自印度。 

其次是移民。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有印度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了。《本

生经》里提到有印度僧人乘船 来到“苏瓦纳布米”（意为“黄金地”）。许多学者

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东南亚。在稍后一个时期的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宗教或建国传

说中，都提到了印度人到当地的情况。例如，泰国《金灯国史》提到菩提讪銮城

的婆罗门化（因他巴坦那空）是和一位印度王子来到有关。4《南齐书》所记的

混溃或混填的“外国人”、从中国随扶南商船去扶南的“天竺道人”等都是印度

移民。5 

此外，真腊、柬埔寨的克美尔人和孟加拉、缅甸南部的孟族和印度的蒙达人

是相近民族；越南南部的占姆人是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同种的航海民族，他们

采用用梵文，国教是婆罗门教和佛教。6所以，著名的吴哥艺术与印度教艺术有

亲缘关系，其物质文化与印度类同，流行棉织文化。 

复次贸易影响，这方面的论著较多，广为人知，从略。 

贸易影响里的中国影响，值的一提。棉花文明由印度东传，但丝绸文化由中

国西传，两种文化在东南亚交会，如纺织技术无论丝纺或棉纺，都受中国纺织品

的影响。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古代国家，顺水陆通道与中国交

往频繁，中国的丝织技术传入自无问题，影响着该地区棉织技术的改正，朝霞布

在缅甸、越南的出现即可说明，详见下面分析。 

科伟可（Kwee Hui Kian）写道：爪哇纺织业生产和贸易是从 9 世纪起始，织

布大约是由铜匠和铁匠传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带着简单的后张力织机。这一发

现是通过对爪哇宫廷 Kakawin 和 sima7的分析得到证实，说明公元第一个世纪的

                                                             
1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 9 页。 
2 贺圣达《早期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特点》，《东南亚研究》1993 年第 2 期。 
3 Robyn Maxwell ，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Tradition，Trade and transformation，Revised edition p21. 
4 何平《东南亚的印度人及其历史变迁》，《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2 期。 
5 《南齐书》卷 58《扶南国传》。  
6 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上册，第 345 页。 
7 为演出梵语罗摩衍那伴奏文学的一种演奏乐器；sima 是一种伴奏的震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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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又了古老的后张力织机。1 

虽然印度纺织品出口到中、东爪哇，而大部分爪哇家庭是乎大部分布料是他

们自给自足产品。到了 11 世纪，也有专业的染布工匠，织工和其他纺织业在爪

哇乡村。不仅特别在棉纱，而且还在其他纺织产品方面，小商贩们都一样活跃。

纺织业的原料需求如棉花，各色染料如蓝靛或印度桑树、红花等等。该时期，来

自宋代（960——1276）的中国资料，也有棉布和棉布匹列入爪哇出口清单之中。  

同时，12 世纪，爪哇蜡染印花法第一次发展起来了。这一时期，着色法或

叫“用图案的色彩装饰法”为人所知。这项技术当地产生的，或从外地传入，还

远不清楚。然而印度尼西亚纺织技师利用当地的神话传说对此十分深信的：因为

它来自外国，并且非常特别，其法不是来自印度就是来自中国。2 

罗宾 马克斯韦尔（Robyn Maxwell）也认为：东南亚纺织艺术反映了多方面

影响，如中国的十二生肖（Zodiac. Menagerie）图案。“当中国文化的影响变的更

为直接是和12世纪早期至 19世纪从中国南部向欧洲殖民地大规模的移民有关。”
3 

总之，宗教传播、移民和贸易是推动印度棉织文明东向传播的最重要因素，

其传播范围涉及整个东南亚及中国的岭南、海南。同时，由于中国丝织文明的影

响，东南亚和中国的岭南、海南的棉织文明西承印度棉织文明，东接中国的丝织

文明，并和海上丝路的出现与畅通在时间上相一致。这就是海南棉织文明传入和

繁荣的大背景。 

三、黄道婆时代的海上丝路与岭南、海南的棉织文明 

唐时崖州已有纺织业，如崖州刺史（太守）韦公干“织花缣”的手工者作坊，

但不是棉织。前已述及的方勺《泊宅编》关于“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

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的记载，可以确认，在南北宋之交时期，海

南棉织业已为人所知。到了南宋，海南的棉纺织业才具规模和特色。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记载：“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

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绵布也。桂林人

悉买以为卧具。”4《岭外代答》在“吉贝”条中记海南有“黎单”、“黎饰”等棉

织品。5 

《诸蕃志》记海南黎族“纯织木棉吉贝为布”，“以沉香、縵布、木棉、麻皮

等，就省地贸易。”6可见黄道婆来崖州前数十年，琼管地区已有丝棉混织、棉织

业，黎族地区的棉织业和海上贸易均有所发展。 

琼管各州和其他地区一样，其棉织业应是南方“棉路”延伸的结果。作为佐

证之一是海南棉花的名称。陈光良教授在《海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已论述，他

引用《真腊风土记》夏鼐注文、《诸蕃志》杨博文注文，认为“吉贝”一名出自

梵语Karpasi和马来语Kapas。7可贵的是他进一步指出黎语棉花的发音也含有“贝”

的音节，海南方言棉花为 Gabua,“其读音与梵音和马来语接近。”8 

现在，我们把目标集中在马、沪（浙）闽和海南的海上交通、黄道婆正名、

                                                             
1 Chinese Circulations——Capital、commodities，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p284. 
2 以上参阅 Chinese Circulations——Capital、commodities，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p284—285。 
3 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Tradition，Trade and transformation，p21. 
4 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第 42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岭外代答》第 226 页。 
6 《诸蕃志》卷下，第 220 页。 
7 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第 85 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海南经济史》，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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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布和槟榔等海丝文明的具体载体上，通过这几个问题分析，勾勒出印度棉织

文明，经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占城、交趾，传入海南的背景。 

关于马。琼管（海南岛）和占城的直接联系当在南宋以前。南宋占城来吉阳

军买马，也是占城和琼管联系一例。“乾道七年（1171），闽人有泛海官吉阳军者，

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

其王大悦，具舟送之吉阳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次年占城又“遣

人船过海南买马”，因有官府禁越而不许。后又复来，买马不成，占城人“怒回，

辄劫掠人物”。于是广南西路帅臣张拭草书致琼管答复占城，称“中国马自来不

许出外界”，并令还所掠人口。其后琼管司差人取回被掠人口，并带回占城文牒，

内容为乞 “特许本蕃通”。但广南西路安抚司未予充许，其答复琼管司的牒称：

“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守敇条约束。”占城国人买马图利之谋失败。1

其实，南宋、元时，崖州与占城通航已成常态。《正德琼台志·崖州》记载：“毕

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还有番坊港在州南里。2但

这一起占城买马事件，是我们看到的海南和占城的海上直接交通最明确的记载，

所以应视为海南的海上丝路活动的一个重要证据。 

南宋周去非曾两次任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州学教授，时间约在乾道八、九

年（1173 年）左右，3离闽人去吉阳军做官、飘至占城事件（1171 年）仅两年左

右。他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撰《岭外代答》，离闽人去吉阳军做官、飘至占

城事件（1171 年）仅七、八年左右，他对当时的海路情形作了描述，有重要参

考价值。他写道，钦州入海分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如琼、廉

海。4前者沿北部湾北缘西至北仑河口，西南下交趾洋（今越南东部海面）与泰

国湾；后者即过合浦、琼州海峡到海南岛。这个时候海南岛已经有海上贸易：“土

产名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黄蜡、苏木、吉贝之属。四州军征商，以为岁

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民“腰绕吉贝”，可见棉纺织业已较普及。赵汝括《诸

蕃志·海南》也称：海南“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蚁舟其下”，“故俗以贸易为

业”。5 海南从没有对外贸易活动到“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民“腰绕吉贝”，“俗

以贸易为业”。直到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才有黄道婆将棉织技术北

传至上海的记载。 

当然还有些问题不明白，如海南出小马，占城人买去能作战马用吗？战马出

在大理，所以有广西宜州买马的记载。6为什么占城要来海南买马？可能因为交

趾地区诸蛮割据，占城不便从陆路北上去宜州买马，转而从海南岛买马。 

关于沪（浙）闽和海南的海上交通问题。早在北宋，浙江乌程（今湖州市）

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一书记载：“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

盛”，“朝廷尝倂泉州市舶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7但客观上促进闽粤之间的

海上交往。再则，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上海一带海商在南宋、元代很有

势力，如嘉定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 杭州张存，至元丙子后流寓泉州，起

家贩舶。 他们与闽粤的海上贸易也会带来各色人等的流动。 

                                                             
1《宋会要辑稿》第 197 册《蕃夷四》，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岭外代答》卷 2《占城国》条记载有几

点不同：1、写其为闽人是以“西班”武官“都监”赴任；2、明言“吉阳军却以无马，乃转至琼管，琼管

不受，遂怒而归”，而不是《会要》所记“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之禁。 
2 唐胄篡《正德琼台志》卷 6《崖州·川类》，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3 《岭外代答》《校注前言》。 
4 《岭外代答》第 35、36 页。 
5 《诸蕃志》卷下《志物》。 
6 《岭外代答》第 189 页：“宜州买马”。 
7 朱彧《萍洲可谈》卷 2，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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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人流动到崖州的证据是琼管乡村流行的东语，“又名客语，似闽音。”1闽

人的移琼，说明黄道婆就可能从上海到泉州转海南，或从上海到广州，再流落海

南。黄道婆南下，应是沪（浙）闽、闽粤之间的海上交往使然。黄道婆生于南宋

理宗淳祐五年（1245），正是赵汝括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兼权泉州市舶的宝庆元

年（1225）之后二十年。当时泉州和海南贸易往来较频繁。 

关于黄道婆正名问题。黄道婆是她的真名还是外号？尚待证实。按理说，道

婆不是真名。道婆或是佛门女性的俗称，或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女性俗称。

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为儒者呼为班诘，为僧者呼为苎姑，为道者呼为

八思惟。八思惟读 phrasiva，专指湿婆（Siva）教派的婆罗门。2无独有偶，北宋

末南宋初的惠洪《冷斋夜话》就记载一个交趾道士，渡海，其船坏于万安军海岸

的石崖中，就在那里待下来。3这是我见到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徒进入崖州的

一例。交趾“道士”极有可能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因为婆罗门教（或印度

教）在占城盛行，邻近的交趾，自有流传之可能。占城人流入崖州也有记载，《正

德琼台志》云：元初唆都右丞征占城，将降番及其家属安置在海口浦，“其外州

者，乃宋元间国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不与土人杂

居。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豬肉”，4显然是阿拉伯穆斯林。所以，黄道婆时代

崖州的外来宗教有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回回）和汉传佛教，她被呼

“道婆”，亦可能有外道因素。正如前面南传“棉路”部分所分析那样，婆罗门

教（印度教）、佛教传播与棉织文明传播交织一起，这就是“黄道婆”俗称出现

的背景。 

关于朝霞布。《北史》记载：林邑“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

玑缨络，足蹑革履。”5《旧唐书》记载：“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

堕和罗接，去交趾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

无蚕桑，以白氎朝霞布为衣。”6《新唐书》记载“武安州武曲郡，下。土贡：金、

朝霞布。”7武安州，今越南海防。此外缅甸、赤土也有朝霞布。 

我认为，朝霞衣在缅甸、赤土、丹丹国（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或马

来半岛南部）越南等古国流行和佛教信仰有关。《大藏经》记载菩萨多穿朝霞裙，

舖“朝霞上叠”（地毯）。8可以肯定朝霞衣流行属于印度棉织文化，也可以说是

佛教棉织文化。所以，佛经的经解著作里，也有相关的注文文。慧琳《一切音经

义》卷一《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一卷《绮饰》云：“用二色彩丝织成文花，次

于锦，厚于绫。”《集训》：“服著华丽也”。9“朝霞布”应是棉布，它的华丽和杂

色，与同类丝织品无异。《一切音经义》的注是讲丝织品彩绮。比较近似林邑等

国国王著的“朝霞布”和佛经上说的“朝霞裙”，是南宋海南黎族紡织品黎幕和

黎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拆

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

木绵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10这类丝棉间织技术明显来自汉族丝织技术。 

                                                             
1 唐胄篡《正德琼台志》卷 7《风俗·语有数种》，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2 段立生《真腊风土记校注》之补注，《世界历史》2000 年 2 期。 
3 惠洪《冷斋夜话》卷八，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 
4 唐胄篡《正德琼台志》卷 7《风俗·番俗》，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5 《北史》卷 95《林邑·陀洹国》。 
6 《旧唐书》卷 197《南蛮·》 
7 《新唐书》卷 43 上《地理志》。 
8 《大藏经》24 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四。 
9 慧琳《一切音经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52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10 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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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 《广东新语·货语·绵布》论及广州西洋布和海南岛黎单、黎幕时

云：棉布最美者白叠，“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每抛一

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

出於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

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
1屈大钧的记述说明：流行广州的棉织品白叠，其构图有“方胜、葳蕤”（菱形、

花草形）饰物，织时“每抛一梭，则念一佛”，属于佛教棉织文明载体；且有来

自国外，曰西洋布。而接着记述海南黎单、黎幕。亦足以表明海南黎单、黎幕和

织时“每抛一梭，则念一佛”的白叠布之间的联系。这样把“朝霞布”、白叠、

海南黎单、黎幕视作属于热带气候区，也就是印度化了的东南亚印度棉织文明、

即佛教棉织文明的产物，也是符合文明传播的逻辑。因此“朝霞布”、白叠、海

南黎单、黎幕都是“棉路”的棉织文明的直观表达。所不同的是，海南是佛教棉

织文明和中国丝织文明重叠区，海南的中华丝织文明的影响比东南亚更加深刻而

已。 

关于槟榔。唐段公路《北户录》提到槟榔，语焉不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也记载：“槟榔合，南人既喜食槟榔，其法用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则不涩。

士人家至以银锡作小合，如银铤样，中为三室，一贮灰，一贮藤，一贮槟榔。”2

扶留藤即蒟，又叫蒌叶，胡椒科植物。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介绍槟榔则比较详细：“（广南）俗好以蒌叶嚼槟榔，

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大都瘴乡惟

戒食肉、绝房帏，即不食槟榔无害，渠土人食者，惯耳。”3 

范成大、王士性介绍的槟榔吃法、药效比较符合事实。瑞德评论东南亚人嚼

槟榔时指出：“嚼槟榔，或合赠，或单送槟榔果与蒌叶（胡椒属的植物），成为出

生、死亡和治疗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生津提神，为做爱的必备品。

把槟榔果、石灰和其他成分放在一片精心卷起来的蒌叶里，成为女人为男人所做

的一项贴心服务。”4范、王所记的“俗好以蒌叶嚼槟榔”的习俗，表明海南吃槟

榔与东南亚人吃法一致。 

《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庆云散：主丈夫阳气不足，不能施化，施化

无成方。……阳气不少而无子者,去石斛,加槟榔十五枚。”5故槟榔亦疑为强精之

物。由此可证瑞德关于东南亚人把槟榔视“为做爱的必备品”风俗有据。瑞德认

为这种吃法“发源于东南亚”。6黄道婆时代，槟榔“惟海南最多”，“惟槟榔、吉

贝独盛”。7 

槟榔产地亦多在北纬 10—20︒之间，遍布东南亚和海南岛，它是热带植物，

更是热带各民族的精神寄托。槟榔的提神生津效用赋于这一地区人们以生息能力

和信心。槟榔食用有负面观感，有“丑”相，但丑和美本来就难以绝对界定，美

往往蕴含在所谓“丑”中。槟榔的“强精”性质，正是其“丑”中有强“种”之

效和不可名状的精神寄托，成为海上“棉路”又一文明载体。 

                                                             
1 屈大均 《广东新语》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421 页。 
2 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第 42 页。 
3 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361 页。  
4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第 52—53 页。 
5 （唐）孙思邈撰，鲁兆麟等点校《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6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第 51 页。 
7 《诸蕃志》第 186、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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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还是海上贸易商品之一，“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1“征”

指税收，大约槟榔税所入占琼管总税入的 50%。这一记载是否夸大其词，不详。

总之，槟榔、吉贝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南，特别是吉阳军（崖州）和东

南亚海上贸易和风俗交流的蛛丝马迹、投射出海上“棉路”的精神意蕴。 

2017，6，15 改定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寓所（点涛斋） 

 

（原载《黄道婆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 《岭外代答》第 29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