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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
———国货毛衣赛美大会背后的新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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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与小农经济结合的传统女红，毛线编织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毛绒线产业和消费市场发展密不可分。本

文从 1934 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

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在不挑战妇女家庭定

位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国货毛线进行家庭手工编织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体现时代风尚、有助于家庭经济与支持民族国

家经济发展的摩登时代妇女生活和消费方式被大力推广，成为摩登时代的新闺范。传统女红规范借助现代技术得以延续，演

变成为糅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新闺范”。作为一种女性工作，从私领域来看，毛线编织继承了传统女红的“女性工作”中的情感

和伦理内涵，逐渐替代刺绣、纺织成为女性情感和家庭责任的标准化表达; 在公领域层面，毛线编织以其与现代技术和本土毛纺

产业发展的关联而具有了体现女国民世界意识和国家意识、有补于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与此同时，随着价格

低廉的国货毛线的普及，手工毛线织物的消费市场日渐发展，毛线编织开始出现从女性工作向妇女劳作的转向，妇女亦由此得以

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文章最后进一步对以毛线编织为代表的女红传统发展之于妇女解放的可能与局限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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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wool textile industry in China since the 1930s，wool weaving was added on to women’s work ( Nügong) ．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omen’s weaving as a part of small-scale peasant industry，wool weaving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wool industry and the related consumer market． This paper uses the National Contest of Sweaters Made by

Domestic Knitting Yarns during“Women’s Domestic Product Year”organized by the Oriental Wool Manufacturers LTD，in Tientsin in 1934

as an example，to illustrate the creation by the joint efforts of textile industries，women’s magazines，women’s groups and schools of

working women’s tradition in correspond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s，politic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waves in modern

times． Without challenging women’s family role and the existing gender order，the promotion of women’s weaving at home with domestic

yarn was an attempt for women to adapt to a new mode of production，embrace a fashion taste and be a support to family economy and

national economy as a new model of feminine virtues in modern times． At the personal level，wool weaving continued traditional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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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ing work，when in time it replaced embroidery as an expression of women’s emotions and standards of women’s family responsibility．

Publicly，wool weaving together with its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wool textile industry helped women gain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an ethical position in support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rising discourse of mas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ool textiles led to rising choices of goods and jobs，women’s alienation from work that was based on

emotions and devotion increased． In all，the article identifie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modern wool texti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一、问题的提出

1930 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正

式成立。1931 年，“抵羊牌”毛线作为中国第一个国

产毛线品牌正式推出，与前几十年已登陆中国的英

国蜜蜂牌、杜鹃牌等外洋品牌展开竞争。1934 年 1
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一则启事，号召华北地区的

妇女皆来参加东亚公司主办的“抵羊牌”毛衣编织

比赛，称其为“毛衣赛美大运动”: “最近，天津东亚

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发起抵羊牌毛衣赛美大运动，征

求用抵羊牌毛线织成的各种衣、帽、袜、裤等物品，陈

列一处，作一次编织物的大比赛。有特奖三个，各奖

现金三百元、二百元、一百元，其余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亦各有毛线作为赠品，使各界仕女有表现毛

线编织技能的机会，同时又有得数百元奖金的希

望。”［1］该文对“开国货毛线曙光”的“抵羊牌”毛线

和东亚公司予以嘉许，称其“提倡国货的热诚和方

法，不可不谓空前”; 勉励妇女应当竭力赞助、支持国

货，能参加则参加，不能参加也前往参观和研究，以

挽回外溢的利权，不负毛衣赛美大会的真义［1］。这

一比赛得到了热烈响应，各地女性寄来的作品精巧

夺目，五花八门。东亚公司在自己主办的杂志《方

舟》上公布了特奖前三甲的名单和图片，还附上了第

一特奖编织者罗兰女士身着其手织毛衣的倩影。
“这件毛衣穿在摩登小姐们的身上，的确是很漂亮

的。”主办者不无欣慰地指出，此举使华北区妇女编

织的技术“最低限度是没有被埋没，同时引起妇女们

对毛衣的浓厚兴趣”［2］(PP61－63)。
如果把历史事件看作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的因

缘际会，这场被尘封在历史报章角落中的“毛衣赛美

大会”处处都有待解释。为激发妇女织毛衣的兴趣

而大动干戈，乃至到《大公报》上发公告，举办这个

“毛衣赛美大会”的缘由对于今天早已习惯穿毛衣、
家中所有女性长辈皆会织毛衣的我们而言就有点古

怪。它为何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 为何出现在

天津? 其中是否包含着某些必然? 当年这一值得登

上《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与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不

假思索就接受的物质消费和生活习惯之间有何关

联? 当年这一地域性的商业促销活动，对于形成当

下覆盖全国和全民的惯习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今天的研究文

献中，对于民国时期毛线的生产销售多半只是在介

绍近代国货运动时一笔带过; 除了工艺美术的研究

者之外，有关织毛衣的话题更是没有国内的社会科

学学者问津。尽管毛线生产、编织的传统在中国出

现不 足 百 年，但 正 如 费 尔 南·布 罗 代 尔 ( Fernand
Braudel) 所说，“这种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

中被纳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像腑脏在人体内一

样; 对人来说，过去的经验和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

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任何人对此都不加重

视”［3］(Piv)。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依附于毛线生产这

一现代技术的毛线编织传统置于更长时段的物质文

化变迁史和女性日常生活史框架中，通过考察中国

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物质文化、家庭经济结构以

及国家的性别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潮，重建这一摩登

时代的女红传统形成过程，并进一步对以编织为代

表的女红传统的发展与性别规范和性别劳动分工之

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按照研究框架的要求，本文的文献材料主要由

以下四部分构成。
第一，经济史材料。具体又分为三个方面: ( 1 )

有关中国近代毛纺织业发展状况的资料与评述材

料; ( 2) 有关国货运动尤其是“妇女国货年”的资料

与研究; ( 3 ) 反映女性日常生活中广义的编织传统

的口述史材料。第二，妇女史材料，集中关注“女

红”传统所包含的生产方式、时尚文化、性别体制以

及女 红 文 化 的 内 部 分 化。第 三，彼 时 城 市 新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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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是面向妇女的生活类报刊杂志上有关毛

线编织的世界时尚消费文化的宣传、对毛衣编织技

术和明星教授的推介，以及刊载其上的各团体和女

子学校对于毛衣编织的认识。第四，当下国内外对

于以毛衣编织为主的女红传统的材料，特别是与女

性职业发展和性别规范相关的报道与研究。
二、新技艺与旧传统

( 一) 毛纺织业在中国的兴起

相比大家耳熟能详的丝织、丝纺和棉纺织业，毛

衣编织所依赖的毛纺织业在中国的发展是较为晚近

的事。毛纺织业是从欧洲起源、发展并在 20 世纪初

逐渐传入中国的一个舶来产业。根据上海总商会的

调查，直至 1927 年，全国还并未开设任何一家毛绒

线生产厂，仅在京津沪等几个城市有寥寥几家国立

毛纺厂生产地毯线及毛呢制品［4］。与此同时，外洋

输入的毛纺织产品却日益得到国人推崇。尤其在中

国北方，毛纺织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时

有英国经济考察团报告称: “中国北地严寒，即中部

冬季亦甚寒冷，故毛织品之于中国为一个有希望之

市场。”［5］一位署名子明的作者在《纺织时报》上发文

指出，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中国海关每年输入

毛纺织物数量极巨，而同时每年输出之毛类为数亦

属不少。毛纺织物已日渐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必需物

品，而中国今日毛纺织业之情形“幼稚已极”。文末

呼吁发展中国毛纺织工业刻不容缓，以“堵塞漏厄，

挽回利权，为国家经济发展计，为救济劳工失业计，

应筹设毛纺织厂”［6］。正因为此前中国毛纺织工业

极不发达，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抵羊

牌”毛线 1931 年一经推出，就以质量上乘、价格亲民

而得到国人爱戴，到 1934 年，其在国内毛绒线总销

量的占比已由原来的 0． 76% 提高到 11． 21%［7］(P109) ，

仅“抵羊牌”毛线全国年销量就超过了一百万磅［8］，

达到民国元年全国毛线进口总量的五倍以上［5］。

至于为何第一家生产编织毛线的民族企业会出

现在天津，主要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

有关。根据方显廷 1924 年的《天津地毯工业》调查，

天津时为“羊毛出口之中心点，且为蒙古、青海、甘

肃、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北、山东等地

所产羊毛之最大市场。各类羊毛，或以铁路，或以舟

车，运至天津，多为输出外国之用”。因为原料充足，

天津毛纺织业成立很早，最初仅为手工纺毛线供给

织地毯之用，其后有倪克、海京、达绅等洋商成立机

器纺毛厂，主要为地毯织造提供机器纺织的毛线。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天津一直是中国地毯出口第一

的商埠［9］(PP251－261)。自国产毛线巨擘东亚公司成立之

后，天津不但是中国羊毛出口之总汇处，而且为中国

毛纺织业之中心［10］。

然而，因为机器织造编物的技术尚不成熟，且大

部分国人没有消费毛线编织品的习惯和编织毛线的

技艺，在毛线生产的同时还需要构建毛衣消费的时

尚文化，培养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相应的技艺。作为

最老牌的国货编织毛线生产企业，东亚公司同时也

是一家以科学管理著称的知名企业，其创办人宋棐

卿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曾亲自留学美国学习企业

管理［11］，深谙宣传对于销售的重要性。东亚公司专

门出版了宣传毛线编结文化的刊物《方舟》月刊，着

重教给人们编织的方法和介绍毛织品的新花色新品

种，也在全国各大城市、铁路沿线及各种报纸登广

告、树路牌、设霓虹灯和模型等［9］(P88)。本文开头提到

的天津“毛衣赛美大会”之前，在全国时尚风向标城

市上海，1933 年先施百货公司就与东亚公司合作，

专门举行了“国货”“抵羊牌”毛织物展览会［12］。此

后，“毛衣赛美大会”的思路也被其他国货品牌如安

乐纺织厂的英雄牌绒线套用，“英雄牌绒线编结品评

奖会”也一度轰动沪上，参加评奖作品达数百件，参

观人群川流不息［13］(P96)。

毛线并非买来即可使用的产品，对它的使用还需

要一定的编织技艺作为基础。如果说消费者买毛线、
穿毛衣的习惯还可以通过市场宣传和广告营销来培

养，那么织毛衣的技艺的确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以长

时段的眼光来看，毛线和毛衣消费进入中国是世界范

围内毛纺织业生产技术发展、在全球寻求市场的必然

结果; 而毛线消费的最终完成，需要有手工劳动技能、
有兴趣意愿又有时间可以投入的编织者，中国父权制

下的女红传统恰为其落地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 二) 何为女红

女红，汉语中又称“女工”或“女功”，是班昭倡

导的妇人传统“四德”的最后一种。它可以指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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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劳动的女性，但更多地用于指称女性的手工工

作，包括纺织、刺绣、缝纫、养蚕、缫丝等传统内容。
女红作为中国传统农业家庭男耕女织理想形态中的

“织”，作为农家经济结构的要素，既是提供农家日

常用品的生产方式，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被统

治者赋予了道德上的崇高意涵。据艺术史研究者对

汉代帛画中纺织图像的考证，有时贵族妇女的墓葬

帛画中所表现的纺织并非直接对劳动场景的描摹，

而是以蚕茧和丝束象征性地表彰妇功［14］。女红对应

的德行是勤劳、节俭和顺从父权［15］(P198)。
海外妇女史学家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对中

国女红传统的研究发现，女红这个语汇其实具有“女

性工作”( womanly work) 和“妇女劳作”( women’s
work) 两个面相，侧重于不同的活动。前者指的是道

德学家和官员眼中的女子工作，它被理解为一种与

性别认同相联系的道德活动，以纺织为其具体形式。
正如葛希芝( Hill Gates) 的“纳贡式生产方式”所指

出的那样，女子的角色与丈夫一样是国家的活跃主

体［16］(PP129－130) ，即所谓“一夫不耕则民饥，一女不织则

民寒”。这也是盛清时期康熙、雍正制作《御制耕织

图》颁行全国，劝谕妇女按照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进

行劳作的原因。女子工作产出的布匹具有重要的象

征性意义，维护着父权制下的性别社会秩序［16］(P129)。

之所以道德家要如此强调女红的象征意义，是因为

宋代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私人家庭经济层

面出现了很多可能是妇女从事但也经常由男性担任

的生产商品的活动，比如手织土布、草编席子、草帽、
油纸伞等。这些所谓的“妇女劳作”并非官员想要鼓

励和推广的“女性工作”，而主要是在葛希芝所说的

“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女

性也未必在其中充任主角，例如明代依赖雇佣劳动力

的丝织作坊中便主要以男性织工为主［16］(PP109－129)。
( 三) 以女红的视角认识中国的毛线编织

其实毛线编织作为一项技艺，人们如何运用它

和看待它本来是一个开放的议题。在研究毛线编织

与社会性别建构的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阿兰·米泽列

夫( Allan Myzelev) 看来，对毛线编织的具体认识关

涉三个维度: ( 1) 技术性维度，着重考察编织是创新

性的还是重复的; ( 2 ) 与空间的关系，即公共性维

度，关注其在公共空间还是在私密空间进行; ( 3 ) 性

别维度，考察其指向异性恋还是同性恋［17］(PP148－163)。

我们可以将此讨论框架稍加改造，从技术性、空间关

联、性别固化( 是否专属于女性) 三个角度，在中国

的女红传统下来看毛线编织。

首先，就技术性维度而言，当毛线编织技艺在中

国兴起时，女性在前述所谓“妇女劳作”领域中的核

心地位在商品经济中有逐渐为男性织工取代之势，

机器织造工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使男女两性手工劳

作者陷入“去技术化”的危险之中，因而无论是希望

发展毛纺织业、培育消费习惯的政府和企业，还是希

望女性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勤俭持家的传统女德的

捍卫者，抑或是希望女性发展职业技能、由分利者转

为生利者的女界人士，均有让女性在这个女红的新

领域内重新技术化的倾向。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报纸、杂志、广播等各类媒体对毛线编织技术的讲授

和推广中，我们可以看到让女性获得新女红技能的

努力，尤其是在一些编织能手、名师的讲述中，更可

以看到创造性劳动赋予她们个人的价值感和成就

感。其次，就编织的空间而言，除了在编织传习班或

者女子学校中集体学习和工作之外，妇女的毛线编

织大多仍是在私密的家宅之中进行的，这维持了传

统的女性工作的隔离功能，因而也为再生产出女性

的贞洁、顺服提供了条件。再次，尽管当时的媒体在

介绍欧洲的毛线编织文化时也曾将男童、老翁甚至

中青年男子织毛衣的照片与妇女织毛衣的照片并

置［18］(P16) ，但毛线编织在进入中国以后通过女子学

校、妇女杂志乃至“妇女国货年”的推广，还是很自

然地与长久以来的女红传统相连接，成为专属于妇

女的劳作，也是一项生产象征意义的女性工作，完美

地符合前述的“女红”的两种定义。出自女性之手

的毛线编织作品，和传统的女红作品一样被视为具

有性别化的、象征性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如 1928 年

的《南大周刊》中记载，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的足球

篮球赛便以南开女生手织毛线操帽为奖品［19］。

综上所述，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毛

线编织既体现了随中国毛纺织业发展而广为传播的

新技艺，也启用了包含着空间隔离、性别分工等性别

意识形态的女红的旧传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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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过去和多多少少遥远的过去合在一起构成

了现在的多重性的历史。新近的历史以高速度向我

们冲来，更早一些的历史则以较为缓慢的速度，较为

隐秘的方式伴随着我们”［20］(P17)。那么，在毛线编织成

为兼具时代特色和传统女德的摩登时代新女红的过

程中，是何种力量和结构通过何种机制参与了它的塑

造? 当这种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被制造出来以后，又

呈现出何种发展趋向? 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三、摩登时代的新闺范

在舶来的毛纺织品消费和毛线编织习惯与中国

女红传统相遇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女德制

度对女子勤勉、节俭和顺从的伦理要求; 另一方面，

女红传统在吸收这一西方物质技术与文化时，作为

一种民族国家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也融入了对女国

民的世界意识、国家意识和进取心的期待。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女性杂志和生活杂志在介绍毛线

编织时，往往会突出两种理想女性形象: 对于中上阶

层的女性，尤其是在“妇女国货年”的宣传中，各种

妇女杂志、生活杂志主推的是“爱国摩登女”的“时

代闺秀”形象;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妇女，毛线编织则

是一项实用的职业技能，如若勤加练习，假以时日，

她们也能像开班授课、编写教材的编织名师一样，由

分利者转为自食其力的生利者。
( 一) 爱国摩登女

毛线 编 织 进 入 中 国 的 时 代，恰 是 汤 尼·白 露

( Tani Barlow) 、曼素恩( Susan Mann) 等人所说的携

带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信息的“摩登女子”形象风

行全球的时代［21］［22］。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登陆中国城

市，各色各样现代的日用消费品进入女性的日常生

活，在各种杂志的时髦图片和百货公司的新货陈列

中，西式“摩登”的概念得以呈现，被解放的娜拉们似

乎在这里找到了独立、文明的新式生活［23］［24］。毛衣自

西洋舶来，穿毛衣自带时髦属性。《方舟》月刊上一篇

题为《给摩登小姐太太们》的文章直呼:“摩登小姐太

太们，毛衣既是一种很欧化的东西，何不起来提倡一

下?”［25］身着毛衣、笑容动人、体态大方的中西美人频

频见于纸端［26］［27］。有时候声名赫赫的电影明星，诸如

胡蝶、周旋也会为毛衣编织名师充当毛衣模特［28］。
在穿毛衣之外，织毛衣也成为一种优雅的城市情

境下的生活和休闲方式，与闲情逸致和西洋趣味联系

在一起，作为一种令人渴求的物质文化形式在城市中

传播开来。在女性生活杂志、时装杂志中，原来传统

仕女图中常见的匍匐绣架、金针飞度的“闺范”则被替

换成手持毛衣针的摩登女子在西式装潢的家里织毛

衣了［2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摩登时代的女红在物

质形式上已经赶上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其作

为“女性工作”所特有的封闭的环境、贞顺勤勉的道

德意涵却与传统女红操作并无二致，因而妇女杂志

才会有某新妇新婚翌日即在新房中编织毛衣的新闻

报道［30］。换言之，织毛衣虽然摩登，却是一种不挑战

妇女家庭定位和女红职责的“安全”的摩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主义的消费文化下，诸

多妇女杂志中全身穿戴洋货的妖冶的“摩登狗儿”
以“时 髦 的 叛 国 者”形 象 出 现，成 为 被 批 判 的 对

象［31］(P289)。与之相对的“正确的消费”则是既了解时

尚又重视家庭经济，懂得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亦

懂得不挑战性别秩序。进一步地，在有助于家庭经

济之外，还应懂得支持国货，以合格的民族主义消费

者的形象完成自己国民责任，达成“爱国摩登女”的

身份扮演。在 1934 年“妇女国货年”上，就有这样一

则官方标语:“欲享受男女平等权利，必先表现平等

力量。妇 女 既 不 宜 效 力 疆 场，自 应 全 力 提 倡 国

货。”［31］(P276)“妇女国货年”的一位参与者则自陈心

曲:“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 相

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

下贱，也是无比难堪的事情。”［31］［32］具体到毛线消费

上，国货毛线的出现不仅让毛线价格下降，降低了消

费门槛，还以国货的标签为舶来的消费形式增添了

一重合法性。在妇女国货年前后的宣传活动中，以

“抵羊牌”毛线为代表的各个国货毛线品牌借毛线

展览会、毛衣赛美大会、明星毛衣展示、编织名师现

场示范等方式大大增加了可见度，传播了国货毛线

的概念。安乐纺织厂也相机而动，跑遍了上海的女

子学校，要求把写有“请用国货英雄牌绒线”字样的

装饰精美的绒线标板悬挂于学生必经通行之处。他

们重点攻克了中西、圣玛利亚、清心、晏摩氏、务本、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著名教会女校和女青年会，“收

到了极佳的广告效果”［1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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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国货年”的宣传风潮中，在论者所谓

“消费主义的民族主义化”潮流下，我们在媒体图像

的视觉呈现中看到的是积极支持国家毛纺工业、编

织毛衣须臾不停的英国妇女［33］，是国货毛线( “抵羊

牌”) 装点的家居空间［7］，是爱用国货的端丽的家庭

主妇［29］。如前所述，上海安乐纺织厂出产的英雄牌

绒线也采用完全国货①的概念作为自己的营销卖

点。在每周行销两万份的热门报纸《礼拜六》的封

面，一位身着旗袍、脚踩高跟鞋、娴雅地坐在西式家

居环境中的主妇使用该国货绒线编织衣物的形象，

视觉化地呈现了“爱国摩登女”的理想形象。这是

一位以家庭为阵地而又心怀民族国家的令人尊敬的

女士。如同她中西合璧的服装和家居陈设一样，她

使用国货绒线编织毛衣的形象也是既现代又传统的

一种重叠的投射，融合了民族主义意识和父权观念

的商业消费观通过其形象得到宣扬。
( 二) 家庭的生利者

正如传统女红实践之中存在分层一样②，毛线

编织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也有不同的意

义。对于家境普通的妇女来说，学习毛衣编织主要

并非是响应政府号召、集体展演勤俭贞顺的主妇形

象［34］(P1)［35］，购买国货毛线也不是为了表现女国民的

爱国心，而是由于其价格相对低廉。时代赋予她们

的新变化可能并非民族主义的考虑，而是梁启超所

开启的将妇女由分利者变为生利者的期望，以及掌

握职业技能、借此获利的可能。事实上，毛衣编织刚

加入女红传统之际，尤其是当国货毛线和毛衣成衣市

场还未出现时，也曾因为不能有助于家庭生计而遭遇

争议。与本土原料结合不够紧密、产品有脱离家庭日

用之嫌的编织也曾遭到平民女子职业教育举办者的

抵制。20 世纪 20 年代，一位署名为梦梅的作者曾在

《云南实业要闻周刊》上发表《女子宜废去编物手工，

注重裁缝刺绣》一文，指出编物对于家政而言不如缝

纫和刺绣实用，为崇实去华、堵塞漏厄、挽回利权和密

制衣衫鞋袜起见，应停止在学校教授编物。梦梅称，

自己主办的正本女学已经停授编物的课程［36］。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国货毛线的

出现和毛线供应的增加，毛衣消费被视为一种文明

的象征，渐渐成为城市时尚热潮，代织毛衣的市场也

逐渐形成。换言之，毛衣编织不仅是一项满足家人

所需的摩登版女红技能，还成为一项女性的职业技

能，有了通过市场获利的可能。1934 年，《方舟》月

刊上便有一位署名瑞瑾女士的文章建议女同胞们可

以将毛织事业作为发展家庭事业的首选，还提出了

发展职业技能的具体方案:“向来我国家庭经济的负

担统归男子一方，而女子则只做家庭主妇……于家

庭经济上毫无补济。一旦男子患病或赋闲，则家庭

经济来源无着，生计自不免陷于艰难状况矣! 女同

胞们，如欲避免和补救这种艰难，应即从事提倡家庭

工业作为男子的副业，则非只家庭获益，即社会经

济，亦必因而充裕也……人愈文明，衣、食、住愈进

化，故毛织衣物常识，为家庭主妇不可或缺者。如遇

经验丰富，技术精良，并视为家庭工业者，请注意下

列各项: 1． 到附近工厂或学校编织科学习，……以增

正确知识，及广见风，且可助将来家庭编织品之出

售。2． 订阅编织刊物，非但增知识，且可学习各国最

新编织花样，助销路之广。”［37］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不少毛纺企业、社会公益机构和妇女团体都热衷于

举办短期编织工艺传习班，有的甚至免费授课［38］。
站在职业技能培养的角度，女子学校均十分推崇女

子绒线手工，例如务本女子中学校长张杏娟曾撰文，

“绒线手工……可借之以供一己之用，又可为人编

织，取 其 工 资，以 赡 家 计，是 亦 女 界 生 利 之 一 法

也”［39］。都市的毛衣成衣市场也渐渐发展起来，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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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葛凯( 《制造中国: 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4－187 页) 的研

究，在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献中充满了围绕界定“国货”的事例和争论。1928 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制定并颁布了国货的暂

定标准。根据生产企业的资本、原料来源和经营者、工人、技师等人的身份国籍确定了从最纯正到最不纯正的七个国货

等级。英雄绒线“完全国货”之称便是由此而来。
例如，士绅家庭的女孩用于闺阁怡情的刺绣被认为给家庭贡献象征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与农妇编织草席不可同日而

语，属于典型的女性工作而不是妇女劳作( 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南京: 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7 年，第 138 页) 。



年，“打毛绳”已成为华北都市附近的乡村妇女的手

工业之一。“乡下妇女有许多会打毛绳的，而且花样

也特别新鲜。”她们编织好的绒衣可以送到都市的大

毛线店去出售。工价可以按件计算，从一元五角到

二元八角不等; 也可以按磅计算，每磅一元至一元五

角不等。据称工价至少可以维持各自生活［40］。

当时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涌现了一批精研毛线

编织技艺的女士，她们接受毛纺企业或毛冷店邀约

担任编结教授，还通过编写教材、开办广播讲座、写

信函授和直接开班收徒，广为传授编织技法。她们

本人便是以职业技艺为家庭生利的女性偶像。曾经

在先施百货公司的国货会上展示编织技巧的广东籍

日本华侨缪凤华女士便是一位受过日本职业学校训

练的编织技术能手，她编写的《绒线编结》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是中国最早的编结工艺专著。作为一种

新时代的闺范代表人物，她气质娴雅的照片也曾多

次登上女性杂志，俨然成为编织界的明星［12］［41］。她

再次介绍了在妇女节制会家事学校教授毛线编织的

初衷———既然承担家务为女子天职，那么女子学习

编织技巧可以主动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减轻家庭负

担。“虽然算不得什么大量的生产，但较之于只知消

费不事生产者着实有补得多了”［42］。另一位上海的

鲍国芳女士容貌姣好，她身着“抵羊牌”毛线织成的

运动衣的照片还登上了《礼拜六》画报的封面［43］。

这位善于经营的鲍小姐不仅在中国国货公司担任毛

绒线编结教授，在报纸上开设专栏，而且利用最新的

媒体，在中西电台播音教授编织。她曾出版过《毛绒

线手工编结法》，分享编织技艺［44］。此外，沪上编结

名家黄培英、冯秋萍等人更以其开创性的海派编结

艺术被视为编结工艺大师，她们均有多部专著问世，

也都在电台开课播讲编织法。北平最为人推崇的编

织能手是赵剑霜女士，她在《立言画报》上开设“编

织闲话”专栏介绍编织技法、回答读者来函，传播编

织文化。为了向家境普通的职业妇女传授谋生技

能，她在绒线胡同直接开设了半工半读性质的“剑霜

编织工艺传习所”，教授技艺的同时也代为承接毛

活，组织集体生产。燕京大学董鲁安教授为赵剑霜

1940 年出版的《毛织初步》作序，将毛线编织定位为

一种帮补家计的辅助性劳作。他赞扬赵剑霜女士兰

心蕙质，“虽耽翰墨，不废女红”; 而毛线编织作为一

种切于实用的家庭工艺，可以让妇女自具“食力生活

之技能”，为家庭经济提供补充，同时，他认为妇女在

家进行毛衣编结作为非正式的职业选择，又不用与

“其父若夫掠取社会之职位”［45］。可见，这位现代男

性知识分子在希望女性借由赵剑霜的毛织著作获得

职业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同时，亦套用了

传统女红的道德内涵来理解毛线编织———他期望这

种新的女红形式能如同以前一样，维护传统的性别

分工、两性阶序乃至空间区隔。赵剑霜自己也在《编

织大全》序言里袒露心声:“立志必使妇女倚赖自力

谋生，必使男子得脱家室之羁绊，而为社会有所效

劳。”［46］可见，即便其主张女性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

但出发点仍是通过女性辅助性的家庭劳作，支持男性

的社会角色。这种“家庭的生利者”新闺范希望赋予

女性就业技能，同时又将其限定在通过男性间接为社

会做贡献的角色上。这种对女性角色定位的纠结态

度其实遵从的正是 20 世纪 30 年代盛行一时的“超贤

妻良母主义”或“新贤妻良母主义”的逻辑［47］［48］。

就这样，在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随着毛线

编织渐渐被纳入女红传统，与女红作为“女性工作”
和作为“妇女劳作”面相相结合的两种不同以往的

女性新闺范形象也逐渐建立起来: 一是重视国货毛

线编织之于民族国家象征意义的“爱国摩登女”; 二

是随着毛衣编织成衣市场( 以及与之伴生的职业技

能培训市场) 出现而形成的“家庭的生利者”，她们

将毛衣编织视作一种新的劳动技能，作为自力更生

的生利者活跃在广大的城乡土地上。在这里我们隐

约看到，毛线编织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开始从女性劳

动开始向妇女劳作转变，普通妇女也由此得以开辟

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
四、余论: 女红传统与女性解放

我们已经在本文中看到了随着毛纺技术出现的

毛线编织加入女红传统的过程。毛线编织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初作为一种西式的时髦风尚开始传播，在

不挑战妇女家庭定位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国货

毛线进行家庭手工编织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体

现时代风尚、有助于家庭经济和与支持民族国家经

济发展的摩登时代妇女生活和消费方式被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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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并经过一个从中产阶级摩登女性向普通阶层广

大女性扩散、传播的过程，形成了摩登时代的“新闺

范”。作为女红传统在摩登时代的延续，毛线编织兼

具女性工作和妇女劳作两重特点。作为一种女性工

作，从私领域来看，毛线编织继承了传统女红的“女性

工作”中的情感和伦理内涵，逐渐替代刺绣、纺织成为

女性情感和家庭责任的标准化表达; 在公领域层面，

毛线编织则以其与现代技术和本土毛纺产业发展的

关联而具有了体现女国民世界意识和国家意识、有补

于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与此同时，

随着价格低廉的国货毛线的普及，手工毛线织物的消

费市场日渐发展，毛线编织出现了从女性工作向妇女

劳作的转向，妇女亦由此得以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

质文化，形成一个几乎为女性专属的劳动领域。
伴随女性日常生活的女红传统与女性解放之间

的关系在 20 世纪初就进入过女性主义者的视野。
当激进的女权革命者将改造国民体魄、塑造国民之

母的任务加诸女性的时候，对女子身体尤为关注，也

曾对作为女性常见劳作方式的刺绣给女性造成的异

化发起挑战。当时著名的妇女刊物《女子世界》除

了反缠足之外，也发出了反对刺绣的声音。署名“尚

声”的作者写下《论刺绣之害》一文，认为刺绣不但

有损女子目力、毁伤其身体，“伛其胸曲其身，肺且萎

矣”，而且还浪费女子精力和光阴，“家政料理之法，

学问艺术之途，更无法及之矣”［49］。
今天，我们以历史的后视之明看到，虽然女性的

劳作方式越来越多，但女红传统没有远去，它作为一

种反映女性与特定物质文化关联的传统在不断更新

其内容。当毛线编织作为摩登时代的新女红传统慢

慢为各种人群接受之后，它就逐渐在我们身边沉淀

下来，成为一项我们习而不察的物质生活内容。与

此同时，在早期的妇女革命浪潮中质疑女红损害女

性职业发展与身体健康的话语却在逐渐退场。在更

为宏大的为女性谋生计、为民族工商业求发展的议

程之下，对女性在家内外从事毛线编织活动可能给

女性解放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几成绝响。如前所

述，女红具有多个面相。女性为家人织毛衣一般被

看成心甘情愿的情感付出，是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但

很少被视为女性的无酬劳动。农村女性用自己织毛

活的钱支撑家庭经济，一方面是女性在非常有限的劳

动空间中为自己和家庭争取利益的机会，同时却也可

能如同玛丽亚·米斯( Maria Mies) 所研究的印度勾花

边的妇女一样，将村落中的女性的劳动锚定在全球资

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最末端［50］。如果女性默认性别化

的毛线编织是她们自然的甚至是规范性的劳动内容

乃至生活方式，会不会如一百年前的论者所担心的那

样，使女性在眼前经济利益的诱惑或者时代风尚的驱

使之下，付出过多的时间、身体和教育机会的代价，从

而固化劳动性别分工和劳动体制?

当然，就如同女红内部的复杂分层与包罗万象，

离开具体的情境，我们也无法笼统地回答: 毛衣编织

究竟是女性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还是被动的、利他

的、消耗性的付出? 它究竟是一种用于与自我愉悦

相处的消遣，还是女性千百年来也无法摆脱的家务

桎梏，甚至是令自身遭受资本与男权社会剥削的异

化劳动? 认识到毛衣编织传统的多面性和情境性，

也给了我们通过行动反过来重塑这一传统的可能。
实际上，在今天的毛线编织传统之内，我们仍然可以

找到女性解放甚至性别解放的可能。如今风靡欧美

街头的“游击式编织”( guerilla knitting) 或者说街头

毛线轰炸( yarn bombing) 把毛线编织视为一种趣味

性的个人艺术表达，为毛线编织增添了技术性和个

性［51］［52］; 与此同时，毛线编织也不再被限定在特定空

间，“爱毛线小组”( stitch-and-bitch) 将织毛衣转变成

公共空间的轻松社交，使它越来越为年轻人所喜

爱［52］; 最后，毛衣编织也在日益突破性别规范，得到

了男性青睐［52］。甚至有一群智利的男性艺术家专门

成立了一个名为“织毛衣的男人”的团体，走上街头

编织，立志推动改革，“翻转智利社会对于‘男人该

做什么’的既定印象”［53］。与之相比，当前与其让女

红以涵养“女德”的名义复兴，不如欢迎越来越多的

男性像他们一样勇敢，和女性一起走上街头开始编

织，塑造更为宽容、更加性别平等、更面向自由自我

和情感联接的劳动传统和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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