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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于传统的文化 ：以蜡染为例 

邱 泽 奇 

内容提要 在今天的文化认同中，蜡染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象征。但在历史上，蜡染 

是中国大多数地区普遍存在的服饰传统之一。 什么一个曾经为多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广泛使 

用的服饰传统在今天却变成了部分少数民族竞相展现的民族文化?本文认为，在现代生活方式广 

泛扩散的过程中，一个社会的主体民族放弃了自己的一些传统，通过接受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完 

成了现代转型。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则通过对传统的保留与改造将部分普遍的传统转化成了一个 

民族在现代性渗透过程中的识别符号。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类似于霍布斯鲍姆和兰格听说的被 

“发明的传统”。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识别符号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民族缺乏其他 

的识别符号，而是因为被转化的识别符号具有商业化的价值。换句话说，在文化的生产中，商业化 

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是像吉尔茨所说的那样，文化的意义系统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是 

纯粹文化之间的强势与弱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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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省会贵阳市向西南约行100多公 

里，就到了高74米，宽81米的中国第一大瀑 

布——黄果树瀑布。北盘江支流的白水河自 

悬崖绝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中，如千人击鼓、 

万马奔腾，白练落潭，彩虹冲天，千百年来， 

“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 

梭织天生成”。 

与黄果树瀑布一起经历这片土地历史变 

迁的不是在中国人口中占主体的汉族，而是 

布依族和苗族。在中国境内接近 13亿人口 

中，布依族的总人口不到300万，苗族的总人 

口不到900万。在黄果树一带，亚热带的山 

水植被与布依族和苗族的生活习俗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自然、历史与民族和谐的文化 
一 102 一 

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布依族和苗族引以为 

豪的不仅有他们的山水和植被，更有他们作 

为民族文化认同标志的蜡染。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z)认 

为，文化的意义系统是代代相传的，而所谓经 

验模式都不过是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倾向，一 

种文化的强调；被他们制服的对立面，在人类 

生存的普遍状态中也同样有根基，也同样有 

他们的自己的文化表达 。如果是这样，那 

么西南少数民族把蜡染作为他们的文化认同 

标志一定有重要的历史线索，作为文化象征 

的蜡染在那些自称拥有蜡染文化的少数民族 

中，其运用一定不止于日常生活，而应该有更 

加象征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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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于目前拥有的资料我们知道无 

论是蜡染织品还是蜡染技术的使用，并不仅 

仅限于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文 

化中，“衣食住行”被概括为人类生活的基本 

需求。在工业化尚未渗透的年代里，蜡染织 

物的确是布依族和苗族日常生活的重要部 

分，甚至是他们“衣”用的全部，从身上穿的 

衣服到家庭装饰，主要是用蜡染织物做成的。 

不过，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在中国大部分汉族地区也是如此。 

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除 

了在偏远的地区还能发现蜡染织品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以外，即使在黄果树这个被称为蜡 

染发源地的地方，蜡染也逐渐离开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而变成了布依族和苗族的文化产 

品。作为文化产品和艺术品的蜡染既出现在 

层次不同的旅游品市场，也出现在众多的艺 

术品殿堂。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其父辈或 

祖辈曾经广泛采用蜡染织物的人群中，蜡染 

也变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识别的标志。 

与此同时，居住在西南甚至海南的少数民族， 

则争相宣称蜡染是他们民族文化的象征。这 

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什么一个曾经在 

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广泛采用的技术和产品， 

在其离开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以后就被标 

记为某个或某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英国社会学家霍布 

斯鲍姆(Erie J．Hobsbawm)的“发明的传 

统”(2j。霍布斯鲍姆提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 

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 

相当晚近的，有时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在 

研究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发明中，英国社会学 

家特雷弗一罗珀(Hugh Trevor—Roper)指出， 

在当今被认为是古老苏格兰传统的短褶裙， 

实际上是在相当晚近即 17—18世纪的“发 

明”④。在这个发明中，政治推动、文化骗术 

和商业活动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那么，被多个少数民族竞相争夺的文化 

产品或标识是不是也是晚近的一种发明呢? 

如果我们认为今天把蜡染当作某个或某几个 

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一种“发明”的话，是什 

么样的因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了这样的发明 

呢?曾经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广泛存在的生活 

传统又怎样在这样的发明过程中衍生成为了 

民族文化的呢? 

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传统的艺术化是传 

统向文化衍化的基本过程，构成这个过程的 

条件在于，现代生活方式首先向一个社会的 

主体民族扩散，使他们主动或被迫放弃自己 

的传统，而这个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所 

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空间位置的原因而处于 

被扩散的后一个阶梯，使得他们在一定的时 

期内拥有了原本共享的生活传统的“遗迹”， 

并在政治和商业化力量的推动下对其进行艺 

术化，进而形成了在现代性扩散中的文化衍 

牛。 

一

、作为日常生活传统的蜡染 

说到蜡染，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不止一个 

国家或者地区找到案例，甚至找到传统，如印 

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英国、非洲等，但本文并 

不打算把讨论扩大到如此大的空间范围，而 

仅仅限于讨论中国境内的蜡染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传统。 

根据现有文献，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运用 

纺织方法把纤维制成日常生活用物品的记载 

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 。《禹贡》有“厥 

篚织贝”，“厥篚织文”。据《吴氏杨州注》释 

道：“染其丝五色织之日织贝，不染五色织之 

成文者日织文。”如果吴氏所注不错，就说明 

至晚在2200多年以前，中国在织染技术上已 

经形成了两种方法：先染后织，或先织后染。 

值得一提的是《禹贡》所记载的主要是现在 

中国北方地区的情形。 

形成织物的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名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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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织物名称却不详，目前所知的常见 

名称是“斑布”。但“斑布”到底是先染后织 

的还是先织后染的，学术界却有争论。一种 

观点认为，历史文献中的“斑布”就是蜡染 

布，即先织后采用蜂蜡防染所制成织染布；另 
一 种观点认为，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斑布”有 

时代之分，宋代以前的“斑布”是先染后织的 

色织布，宋代以后的“斑布”可能既指色织 

布，也指先织后染的织染布 。不过，对本文 

的主题而言，这些争论的意义仅在于提醒我 

们，中国历史上制作织物有不同的方法，需要 

区别对待；而不在于说明织染布的历史迟至 

宋代才开始。因为，《禹贡》中的记载已经说 

明，最迟在战国时代，织染布就已经在中国的 

北方地区存在了。 

不过，《禹贡》的记载并没有说明蜡染的 

历史可以被追溯到两千两百多年以前。尽管 

宋及以后的文献说明织染布的生产有三种最 

基本的方法，即蜡缬、绞缬和夹缬，且都与用 

蜡防染有关，但这并不能证明早在战国时期 

的织染布就是蜡染布。倒是四川峡江风箱峡 

崖墓中发现的蜡染残片 说明，至晚到战国 

至秦汉时期，中国已经有了蜡染织物，蜡染技 

术已经得到应用。 

如果结合其他考古资料，可以认为从战 

国秦汉以降至隋唐，蜡染技术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1959年，新疆博物 

馆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东汉时期的蓝 

地白花蜡染棉布，花纹图案有人物佛像，飞 

鸟、龙、小方块和粗线条直线划框④。1965 

年，甘肃省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甘肃敦煌莫高 

窟122窟内前两侧及130窟内分别发现属于 

盛唐时期的蜡缬织品共6件 。这些考古资 

料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有 

了关于蜡染的明确记载，且工艺有所改革。 

根据王华等人的研究，最早在纺织品上用蜡 

的方法是用笔或金属刀进行手绘，东汉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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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已经出土的西凉 

时期的蓝色蜡缬绢和北朝时期的蓝色印花毛 

织品都用此法。大约在宋代，这种方法被传 

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被称为“点蜡 

法”。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蜡染工艺已经 

演变为夹缬印蜡 。宋代朱辅《溪蛮丛笑》、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都有对夹缬的记载： 

“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 

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 

中，而后乃释板取布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 

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灿然可观， 

故夫染斑之法，莫瑶人若也。”这里的瑶人说 

的就是今天的瑶族，分布在广西、广东、湖南、 

贵州、云南、江西等省区。不仅如此，根据北 

宋张齐贤的《洛阳绅缙旧闻》，“洛阳贤相坊， 

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 

说明在中原地区也广泛采用了木板镂花的蜡 

染工艺，手工描绘似乎为木板镂花所替代。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另一项证据就是用这种方 

法做成的蜡染布在四川和贵州等地的崖墓和 

崖洞墓中都有发现 。在蜂蜡不容易获得的 

地区，人们开始用其他物质替代蜂蜡。宋代 

《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记载：“药斑布，出嘉定 

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创为之。以布抹灰 

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 

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说的是用 

淀粉加石灰来替代蜂蜡作为防染剂；这里的 

嘉定指的是中国东部的上海地区。 

蜂蜡替代物的出现使得基于蜂蜡以外的 

防染技术在宋代以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 

明清时期，人们开始用皮纸代替木板的单面 

镂空板，以面粉代替药灰 。《吴邑志》云： 

“药斑布，其法以皮纸积褙如板，以布幅阔狭 

为度，錾镞花样于其上；每印时以板覆布，用 

豆面等药如糊刷之，候干方可入蓝缸浸染成 

色。出缸再曝，才干拂去原药，而斑斓布碧花 

白，有如描画。”这里描绘的是中国东部苏南 

地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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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战国、秦汉到明清，从手绘 

蜂蜡开始的蜡染技术和工艺不仅传播到了生 

产布匹的中原及以南地区，而且各地在实际 

应用中还根据工期压力和资源状况对技术和 

工艺进行了改革，对防染方法进行了创新，甚 

至对用于防染的蜂蜡也进行了替代，使得蜡 

染变成了某类防染技术和工艺的代名词。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广 

泛运用土布来加工Ft常生活用品和衣物的农 

村地区，采用类似于以蜡染为原理的防染技 

术仍然是手工作坊生产原料布匹的主要方 

式。在我比较熟悉的中国中部地区如湖北 

省、湖南省、江西省等地区，我不仅亲眼观察 

过挑着简单工具箱的手艺人走村串户地为那 

些有需要的人们染整被套、床单、蚊帐、布匹、 

衣服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这种 

技术和工艺染整的织物甚至就是我日常生活 

中“衣”用的主要来源。20世纪的90年代初 

期，我们在川、鄂、湘、黔交界的地区进行实地 

调查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 

采用的还不是工业化生产的织物，而是用手 

工防染技术生产的土布织物。一些在福建、 

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农村拍摄的电影作品甚 

至大量运用了这样的生活场景：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主要的色调是染在土布上的蓝色 

和没有染色的白色。 

二、市场化转型和蜡染织品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退出 

在今天的全球范围内，谈起纺织品，人们 

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中国纺织品对世 

界市场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以至于人们在 

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超级市场上都能够看到 

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无论花色、品种、款式如 

何，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生产的纺织 

品几乎影响到全球每个人的生活。 

但形成目前格局的历史基础，却并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仅在二十多年前的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 

久，那时尚没有确立向市场化转型的战略，不 

仅不能大量出口纺织品，甚至不能满足国内 

工业和人们日常生活对纺织品的日常需求， 

为此国家不得不通过票证制度来进行需求管 

制。农村地区每个成年人每年获得的布票在 

2米左右，仅够做一件衬衫或者裤子，而不是 
一 套衣服。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中国广 

大的农村地区，不仅没有成衣市场，甚至布匹 

市场也不丰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能勉强维持 

庞大农村人口对“衣”用和日常生活所用织 

物的需求，主要依靠了明清以来农村家庭纺 

织业的普及，从东南农业发达的江苏和浙江 

到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有棉花 

种植和桑蚕养殖的地区，基本上都有家庭用 

的织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费孝通在《江 

村经济》中所分析的江苏农村 。家庭纺织 

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民所需的布匹大多可以通 

过自己生产或者在集市上通过以物易物的方 

式来获得满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 

得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蜡染技术和工艺 

仍然保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自给自足 

的家庭生计模式给了蜡染技术与工艺日常生 

活化的和大众化的基础。 

1983年12月，中国决定取消布匹凭证 

供应制度，原因是当年的布匹生产量已经达 

到了148．8亿米，当时中国的总人口大约为 

l0亿，人均生产量大约为l5米。1995年布 

匹产量达到了260亿米。与此同时发展的是 

中国非植物纤维纺织业。中国从 1957年开 

始生产化纤织物，三十年后才使产量达到 

100万吨，2003年的总产量已超过了1200万 

吨。如果加上植物纤维和蚕丝，全国的纤维 

总产量超过2000万吨 。不仅如此，在过去 

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印染工业也获得了飞速 

发展。1952年中国印染布的产量为19．2亿 
一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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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1978年是65亿米，2003年达到251．32 

亿米，染整地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山 

东和福建，其他地 区生产的比例 不到 

15％⑩ 

布匹生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印染行业的迅 

速发展加速了成衣市场的发展。1978年全 

国的服装产量只有6．7亿件，平均每个中国 

人只能买到半件，这其中还包括了提供给军 

队和警察部队使用的制服和各种类型国有工 

厂工人使用的工作服，真正能够卖到农村去 

的成衣数量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在广大农 

村供销社里往往只有布匹柜台，而没有成衣 

柜台。到2000年，中国服装产量达到了117 

亿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自1995年 

起，中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纯 

纺织产品和成衣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分别 

从 1995年的22．5％和 16％上升至2002年 

的30％和22％⑩。 

尽管纺织业、印染业和成衣业的发展并 

不意味着每个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人 

就可以自然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衣物和用于 

日常生活的织物，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 

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的确有了相当程 

度的改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农村 

青年如果能够获得一件城市工人的工装，就 

值得他兴奋好几天，工装甚至被用来当作新 

年的服装，而不是平时劳动时的穿着。但仅 

仅在几年之后的80年代后期，“奇装异服” 

不仅大量出现在城镇，也出现在了农村；甚至 

西装也在农村地区开始流行。在这个年代， 

工装成为了真正的工装，而市场上服装款式 

和面料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 个重要象征。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1949年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1978年这个数 

字仅仅增加到了134元，2003年达到了2622 

元 。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支出98元。 

比1978年增长5．6倍；人均购买各种布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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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减少64．1％；人均购买成衣比1983 

年增长了1．2倍；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一户 

3口之家全年衣橱增加20件新衣，而20世 

纪50年代最多只有2件新衣。 

尽管在20世纪初年“洋布”和成衣就已 

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但直到20世纪70 

年代，在中国农村的广大地区，“洋布”仍然 

不是人们衣用的主体原料。织布、整染、裁缝 

仍然是农村地区被人羡慕的手艺，具有这些 

手艺的人也是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仅仅经 

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初 

期，不仅工业化生产的“洋布”在绝大多数农 

村地区把“土布”挤出了农村居民的日常生 

活，使得家庭纺织与手工染整变成了无人过 

问的技艺，甚至那些颇有名望的裁缝也被成 

衣市场挤压得仅仅剩下了老年顾客。 

城镇居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衣着的成 

衣化，使得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原本是一项必 

备技能的织布、裁剪、穿针引线，完全退出了 

他们的生活世界，布匹的家庭生产和整染的 

手工作业显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事实 

上，只有在那些非常偏远地区，才部分地保留 

了由蜡染技术和工艺所携带的衣着传统。 

三、蜡染的艺术化与少数 

民族的文化认同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广大农 

村地区使得由蜡染技术和工艺所影响的手工 

纺织和织染技术与产品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却并没有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消失。在经 

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原本与大多数汉族地区 

分享的蜡染传统在那里变成了现代性扩散中 

所剩下的“遗迹”，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主 

要是少数民族地区。那么，这种状况与少数 

民族自称蜡染是她们民族的文化究竟是一种 

巧合，还是如吉尔茨所说，蜡染原本就是少数 

民族的文化，只是在共同的传统下始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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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并因为蜡染从共同传统的退出而显现 

出“强势”?抑或类似于霍布斯鲍姆所指称 

的是一种文化发明呢? 

如果是如吉尔茨所说的，那么，我们应该 

能够在少数民族的传统中找到相应的证据。 

的确，在少数民族中确有关于蜡染起源的传 

说。海南的文化研究者认为，蜡染在海南历 

史悠久，并引用民间传说：一位苗族姑娘为了 

感激母亲不畏艰辛进山采药为其治病，就按 

照树叶和高山峻岭的形状画成图案，蜡染在 

自己的衣服上 。 

可是，这样的传说并不仅仅限于海南苗 

族。居住于贵州黄平县、凯里县一带的一个 

民族支系则认为蜡染是他们民族妇女的日常 

劳动，女孩从小就开始学习点蜡，十多岁就能 

点绘简单的图案，到了出嫁年龄的姑娘，大都 

是点蜡的能手。蜡染不仅是他们民族的日常 

生活，也是他们民族聪明和才智的象征。为 

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明确指出，1964年安顺 

丝织厂(即1973年的安顺蜡染总厂)的蜡染 

技师就是来自他们民族的五位姑娘，而不是 

来自苗族 。 

贵州的苗族则认为，蜡染自古就是苗族 

的文化。他们争辩道：“苗族蜡染最早是巫 

术礼仪：蝴蝶妈妈生下 12个蛋，其中一个孵 

化成苗族祖先——姜央，智慧勤劳的姜央为 

祭祀缅怀先祖，预示繁衍后代，而用树脂模仿 

蝴蝶于女人的背和腹。”并认为这就是蜡染 

的雏形 。 

为了说明蜡染源自苗族，他们还有另一 

个传说：在苗族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流行有 

《蜡染歌》(古歌)，代代传唱叙述着蜡染起源 

的故事：有一位苗族姑娘不满足于衣服的均 
一 色彩，总希望能在裙子上染出各种各样的 

花卉图案，可是一件件的手工绘制很麻烦。 
一 天，她昏昏入睡，朦胧中有一花仙子把她带 

到百花园，园里奇花异草，百鸟争鸣、蝶舞蜂 

忙，她看得入了迷，连蜜蜂爬满了她的衣裙也 

浑然不知。醒来一看，花丛中的蜜蜂真在她 

衣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蜜汁和蜂蜡。她只 

好把衣裙拿到存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 

新把衣裙染一次来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 

又拿到沸水中去漂清浮色。当从沸水中取出 

衣裙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深蓝色的衣裙上被 

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姑娘心 

头一动，立即找来蜂蜡，加热融化后用树枝在 

白布上画出了蜡花图案，然后放到靛蓝染液 

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 

出了各种各样的白花，染缸中居然染出了花 

布。人们纷纷来观看她染的花裙、学习她描 

花绘图的技艺，照此方法，也都染出了花样繁 

多的花布 。 

事实上，布依族、仡佬族、水族、东巴族等 

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关于蜡染的传说与故 

事 ，只要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走一趟，就 

会昕到有关蜡染起源的各种地方版本。但这 

些传说并不能证明蜡染就是某个少数民族所 

特有的文化，而只能证明蜡染是许多民族所 

共享的传统，就像他们每天都要下地耕种一 

样，蜡染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 

男耕女织生活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前面 

提到的历史文献已经说明蜡染技术是由北向 

南扩撒的。那些曾经居住在北方或中部的少 

数民族在向南(或东南或西南或正南)迁徙 

中，把原本存在于北方或中原大传统中的蜡 

染技术带到了他们的新居住地。在快速工业 

化过程中，作为大传统主体的一些民族包括 

汉族来不及展现自己的关于蜡染的故事，蜡 

染就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传统中消逝了。 

换句话说，吉尔茨所谓的传承的文化并 

不能解释蜡染之作为民族文化这种现象。那 

么，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是否可以解 

释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蜡染的艺术化过程 

和民族特征赋予过程以后再作判断。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 

民间蜡染制品的全国工艺展览，但那时，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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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还是在广大的汉族 

聚居区，人们并没有在蜡染与文化之间建立 

紧密的关联，更没有在蜡染与民族文化之间 

建立联系，1973年贵州省安顺地区在收集民 

间蜡染技术的基础上建立安顺蜡染总厂时， 

也没有让它承担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而只 

是像建立任何一家普通的印染厂那样，让蜡 

染工厂生产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蜡染 

布，产品的色调没有突破传统的蓝白两色。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79年之前这家工厂的 

产品甚至没有一个注册商标。 

2O世纪8O年代中期，一些具有创意的 

艺术家看到了蜡染中的艺术价值。起初他们 

组织苗族妇女杨金秀到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 

两次蜡染表演，由此使得蜡染与文化之间建 

立了联系，并开始突出蜡染的民族文化特征。 

1985年，粗布蜡染旗袍在巴黎国际女装博览 

会上的获奖，更加赋予蜡染以民族文化特征。 

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特雷弗一罗珀所描述的 

情形： 

经过了一代穿裤子的人之后，纯朴 

的高地农民觉得没有理由再穿束腰披风 

或格子呢，尽管他们曾经认为这种衣服 

是如此便宜和耐穿。他们甚至不穿“简 

便易得”的新式褶裙。另一方面，那些 

先前鄙视“仆人”装束的中上层阶级，现 

在却满怀热情地捡起了这种服装，而这 

种装束的传统穿着者却抛弃了它。@ 

所不同的是，穿格子呢曾经是苏格兰高 

地的生活传统，后来对这种传统的发明只是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切换，把曾经视 

为某个阶层社会标志的格子呢变成了整个苏 

格兰高地的民族传统。而蜡染则曾经是大多 

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原本不是哪一个少数 

民族的传统，对蜡染的艺术化也不涉及社会 

阶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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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看到，蜡染的艺术化与民族特 

征赋予首先是一种日常生活传统的文化发 

现。蜡染作为一种形式和载体，曾是中国广 

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所谓哪个 

民族、也无所谓文化与艺术，是那些远离这种 

生活传统的人在现代性日益渗透到世界每一 

个角落、蜡染远离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条件 

下，“发现”了这种载体所携带的、被湮没在 

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性和文化特征，并将其凸 

现出来。对于这种代代相传的生活传统，置 

身其中的人们常常只用“好”的程度来区分 

各自的产品(而不是“作品”)，而不会意识 

到、更不会说出其中的文化内涵、艺术内涵； 

反倒是那些远离这些生活传统的人，文化人 

或艺术家，通过把这种日常生活传统放到一 

个更加广阔的比较环境中，才看到了其中的 

区别、发现了其中的可被欣赏点，看到了正在 

消逝的蜡染中的“美丽”与魅力。 

以蜡染图案为例，在人们还没有走出自 

己生活传统的时候，蜡染图案是不成其为文 

化认同标识的，也不成其为文化的载体。在 

主要从事农耕的地区，蜡染织物上画一些大 

家熟悉的植物图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如谷粒纹、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即使在 

蜡染图案中有一些原始图腾的图案，对于运 

用这些原始图腾的人们而言，仍然是他们生 

活的一部分。但在那些远离这种生活传统的 

人们看来，正是这些蜡染图案本身展现了每 
一 个地区蜡染的艺术性和文化特征。当他们 

把不同地区的蜡染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才 

发现了原来各地的蜡染所具有的地域性特 

征，才看到了不同民族把自己的图腾与禁忌 

表现在蜡染上所展现的文化内涵。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蜡染中的冰纹。 

蜡画因褶皱产生裂纹而导致染料不均匀渗 

透，这就是冰纹。根据实地调查，对学蜡染的 

人而言，冰纹原本是一种缺陷，是学艺不精的 

表现，因为它破坏了蜡绘的完整和清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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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外在于蜡染生活传统的文化人和艺术家 

赋予了冰纹的“抽象性”和艺术性，认为冰纹 

的表现力并不亚于蜡绘图案本身，是一种艺 

术的个性，因此他们甚至把冰纹当作了蜡染 

艺术的灵魂 。 

当然，在传统的蜡染中发现美丽只是蜡 

染艺术化和文化特征赋予的一部分，与此伴 

生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传统的文化创新。一位 

从事蜡染艺术创作的人士就曾经这样说道： 

从民间蜡染到现代艺术的转换，不能只把蜡 

当作防染的掩护物质，而要拓展蜡画的不同 

用蜡手法如蜡裂、蜡封、蜡点，造成画面的力 

度、厚重、丰满，缺少这些特点就失去了蜡染 

的艺术意义④。另一位颇有成就的蜡染艺术 

创作人士也认为，从一种普及实用的民间艺 

术发展成为以观赏为主的现代艺术，并不是 
一 件简单的事情，在主题、形式、色彩、风格上 

都要有创新，譬如我们可以把苗族刺绣、地戏 

脸谱、各地现有的蜡染图案如各种龙的形态， 

人首龙、牛头龙、鱼尾龙、蟹身龙、九翅龙、菊 

花尾龙等，通过创新的方式重新植入蜡染艺 

术作品中④。 

不管这里摘录的两位蜡染创作人的观点 

是否具有代表性，但有一点应该是所有蜡染 

创作人都认同的，那就是作为艺术品和文化 

产品的蜡染，其来源是作为Et常生活传统的 

民间蜡染。换句话说，从传统中发现的文化 

和艺术，通过了文化人和艺术家们的创新才 

获得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就色彩而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蜡 

染作为一种传统退出中国广大农村居民的Et 

常生活之前，尽管各地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 

了自己的技术、工艺和图案，但在色调上却完 

全相同，即蓝白二色。1986年在贵阳举办的 

贵州苗族妇女杨金秀的作品展上，她的绝大 

多数作品也只有蓝、白、红、黄四色，但我们今 

天看到的蜡染，用色彩斑斓来形容并不为过。 

从蓝白两色到色彩斑斓的发展不是来自Et常 

生活的进步，而是艺术家们的创新。是那些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们尝试着把更多色彩加到 

了蜡染技术中，才使我们在各种艺术场所看 

到各种创意独特的蜡染作品。就图案而言，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通常我们所看到的龙 

是马头、蛇身、鸡爪，但在部分苗族地区刺绣 

中的龙却是马头、鱼身，且无爪。当艺术家们 

把这样的图案在蜡染中艺术化的时候，不仅 

构成了蜡染图案的创新，也构成了民族文化 

的发现，即把蜡染彻底民族化了。 

必须注意的是，这样的发现和创新是在 

作为大传统的蜡染在日常生活中消逝以后。 

换句话说，这些发现的基础仅仅是那些仍然 

存留了原有大众Et常生活传统的贫困地区， 

而不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如果是后者，也许我 

们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 

作为文化发现的蜡染的艺术化和文化特 

征，引起了精明的商人的关注，一时间，冠以 

“民族文化”字样的蜡染厂纷纷建立起来。 

蜡染工厂的大量组建现象不仅发生在贵州、 

广西、云南、海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 

族较多的省区，也发生在上海、北京、江苏等 

经济比较发达、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省区。 

显然这些工厂的兴建绝不是因为农村人念 

旧，对蜡染织物有了新的需求；也不是因为他 

们感叹作为一种生活传统的消失，希望继承 

和维护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传统，而是看到 

了艺术化的蜡染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利 

益。这与特雷弗一罗珀所描述的情形也如出 

一 辙： 

1819年，当国王要访问苏格兰时， 

卢克尼 ·麦克弗森得到了一块从挂衣钉 

上取下来的格子呢，对他来说，这块格子 

呢就变成了“麦克弗森”家族的标签。 

可是在过去，这种格子呢被大量地出售 

给一位基德先生，基德先生用来给他在 

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们做衣服，再之前，这 

一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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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于传统的文化：以蜡染为例 

种格子呢仅仅是一个编号155。① 

不过，仅有蜡染的商业化并不构成蜡染 

成为少数民族争相赋予其民族文化特征的充 

分条件，其充分条件在于蜡染从大多数农村 

人日常生活中的退出。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 

已经知道，以蜡染技术为基础的纺织物品之 

所以退出了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居民的日常 

生活，就在于与“洋布”和“成衣”相比，除了 

前者所需花费的成本更高以外，还有时尚和 

潮流对前者的冲击。在快速的市场化转型 

中，如果说生活在农村的成年人因为化纤织 

物的耐用性而很快地接受了工业化生产的纺 

织产品，那么同样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则因 

为新潮的花色、品种、款式等潮流因素的影响 

而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无论是耐用性还是 

潮流特征，以蜡染技术为基础的传统纺织物 

品都无法与工业化生产的纺织物品相抗衡。 

正是在现代性冲击下，蜡染才逐步退缩 

到了现代性渗透还不那么突出的、边远的、贫 

穷的、恰好又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 

在那里，艺术家和文化人把蜡染这种曾经在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传统进行了艺 

术化并赋予其文化特征，使濒临消失的生活 

传统变成了文化认同的标识。而在蜡染的艺 

术化和文化特征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不 

仅是艺术家的判断力，还有这种生活传统中 

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安顺蜡染总厂的危机不 

是因为它不能生产蜡染织物，而是因为它生 

产的蜡染织物花色翻新速度太慢、缺乏艺术 

性④。反倒是那些具有艺术创新的个体作坊 

能够不断创造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因此危及 

到了安顺蜡染总厂的生存。 

因此，赋予蜡染织物以明确和相对固定 

化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为蜡染 

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传统被艺术化和商业化的 

要素。换句话说，蜡染中的所谓民族文化特 

征不是世代相传的技艺，而是蜡染商业价值 
一 1 10 一  

创造的一部分。远离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蜡染 

不再是吉尔茨所说的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 

的、携带了文化的意义系统，而变成了艺术家 

和商人们的财富。那些志在保护民族文化并 

试图区分“布依族蜡染构图粗犷明快、简练 

传神；仡佬族蜡染线条整齐对称、色彩淡雅； 

苗族蜡染古朴典雅、想象丰富”之类的探索， 

被看成总是辞不达意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四、结 论 

在一个市场化、现代性快速渗透的社会， 

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传统呢?蜡染 

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其技术与工艺在历史上 

经历了多种变迁，并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风 

格，但蜡染织物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 

的制作技艺，就像做饭、缝衣，也是人们特别 

是女性日常生活技能的一部分。直到20世 

纪80年代，这种生活传统仍然存在于中国南 

方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身处社会变迁中的人 

亲身经历了“洋布”对“土布”的替代过程，看 

到了蜡染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传 

统中的退出 也看到了传统蜡染的艺术化和 

被赋予民族文化特征，体验到了现代性的冲 

击力量。这种从传统到文化的衍化，就像是 

苏格兰褶裙历史的再现，所不同的是苏格兰 

褶裙被创造成了高地人们的传统，进人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而蜡染则被创造成一种艺术、 
一 种文化符号，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 

来并进人了艺术的殿堂。有趣的是，尽管这 

两个创造的结果南辕北辙，但创造的路径却 

又惊人的相似。在褶裙进人高地人生活的过 

程中虽然有政治力量的介人，但根本的力量 

是文化人和商人的努力。在蜡染离开中国农 

村居民的过程中，尽管也可以看到政府的力 

量介入，但根本的力量也是文化人和商人的 

推动。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2000))中所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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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 

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 

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 

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必须把文化 

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④。 

而在这样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我们还需要 

看到的是，文化也变成了一个商业竞技的场 

地，而竞争本身对文化的多元共存无疑是一 

柄双刃剑。 

(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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