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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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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元之际, 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 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

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 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

及维护 女织 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

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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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黄道婆研究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对相关问题仍众说纷纭,以黄道婆之名由来为例,学界

和民间传说所作的各种猜测、考辨及解释,至今仍莫衷一是。如流行于上海地区的民间传说: 南宋末, 乌

泥泾一农妇于黄泥滩道旁捡到一幼女, 留作童养媳,并以捡拾地点取名黄道囡
[ 1]
。年老时,乡人称之为道

婆。也有人认为,黄道婆的 道 字可能源于道教, 是老年女道士之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黄为道婆的父

姓。海南崖州水南村民间传说认为,黄道婆系当地一黄姓之女, 父母双亡, 为人收养, 后与来自大陆的张

亚相恋,并随夫回到乌泥泾
[ 2] 62
。其实,无论是学者研究, 还是民间传说, 对黄道婆姓名的说法,均无任何

确凿史料依据,都是主观推测而已。笔者以为, 黄道婆在年老之际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了江南百

姓,百姓感其传 道 之功,尊称其为黄道婆。在没有新史料发掘之前, 任何对黄道婆的研究似乎都有画蛇

添足之嫌疑。不过,如果能跳出原来的框架,从更广的历史视野来思考黄道婆研究,也许会更加接近于历

史真相。

一、黄道婆往返琼沪间的玄机

黄道婆在正史中并没有被记载,人们只能在笔记、地方志、碑铭和民间传说中散见相关记录, 内容也

多是辗转抄袭,十分雷同,具体细节上又有不少抵牾之处。

最早关于黄道婆的文献记述, 目前所知为元末明初的王逢和陶宗仪。王逢在 梧溪集 卷 3 黄道婆

祠 中记载:黄道婆为松江乌泥泾人, 少沦落崖州, 元贞 ( 1295 1296年 )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绵花,

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 被更乌泾名天下, 仰食者千余家。及卒, 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

菴,后兵废。至正壬寅 ( 1362年 ), 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 俾复祀享。王逢为此赋诗云:

道婆异流辈, 不肯崖州老。 道婆遗爱在桑梓, 道婆有志覆赤子。 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

绝祀。
[ 3]

陶宗仪在 辍耕录 卷 24 黄道婆 中记载:乌泥泾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 因谋种棉以资生业。 有一

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人既受教,竞相作为, 转货他郡, 家既就殷。未

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 岁时享之。越 30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 无

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 4]

这两篇文献问世后,成为历代人们了解黄道婆的最重要资料,也是后世关于黄道婆种种争论的源头。

王、陶两人对黄道婆著述的风格完全不一致。王著以记祠庙形式直接进入主题; 陶著以记传记形式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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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黄道婆。而共同点则是对黄道婆生卒年一无所知。

陶、王二人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人,但对黄道婆的记载都是转述他人的言说。陶早在至正八年 ( 1348

年 )已在乌泥泾附近客居;王在至正十七年 ( 1357年 )至吴淞江上游青龙镇,因其长子王掖在乌泥泾执教,

才在 1362年应张守中之邀为黄道婆祠作序
[ 2] 196- 199

。张守中,松江人, 明洪武年间曾任教谕。他与王逢的

谈话极可能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

王文开篇就定道婆为今上海人, 少沦落崖州 。古代女性虚岁 15进入 及笄 , 即成人阶段。 少

则说明她还未成年,但考虑到沪琼如此远距离的空间移动, 估计 10岁以上较合适。元贞为元成宗年号,

只有 2年时间,又说道婆 不肯崖州老 ,估计 50岁左右离开海南回江南, 未几 就去世, 估计死时 60岁

左右。因此,道婆生卒年约为 1251 1310年间,即南宋咸淳元年到海南,元大德四年 ( 1300年 )回到江南。

至于道婆是如何流落到海南岛的, 王和陶都没有明示。这里暗藏的玄机成为后世争论黄道婆籍贯最

大的焦点。据上海民间传说, 道婆因家里太穷,十二三岁就被卖到人家做童养媳, 婆家经常打骂她。她就

偷逃到停靠在黄浦江的一只船上, 随船到了崖州,从此和黎人生活在一起,以纺织为生。

那么,江南到海南的海上航行在古代社会究竟如何? 笔者无法找到有关宋元两地航行史料。姑且以

清代为例,据乾隆 澄海县志 卷 19记载,清代潮州商人每年春季从广东装载蔗糖,从海道运往苏州等地,

秋季又从江南贩运棉花回雷州、海南售卖,一直维持着 春至冬返 的季节性贸易。应该说,宋代的海南与

江南贸易也遵循着这一路数。如此则黄道婆应是在秋季登上海船,历经至少一个月以上,大约在冬季到

达海南。

古代海上航行一般都忌讳女性,除非道婆女扮男装。实际上,宋代江南与岭南的人口买卖相当猖獗。

宋史 卷 300载:北宋真宗时, 周湛提点广南东路刑狱, 着力打击人口买卖, 初, 江湖民掠良人, 鬻岭外为

奴婢。湛至,设方略搜捕,又听其自陈, 得男女 2 600人,给饮食还其家 。南宋时,海南已成为人口买卖最

活跃之地, 宋史 高宗纪 载:绍兴三十年 ( 1160年 )十二月, 朝廷下诏 禁掠卖生口入嵠峒 。但直到绍

熙四年 ( 1193年 ), 朝廷仍下诏, 禁邕州左右两江贩鬻生口 。笔者认为, 黄道婆可能就是在南宋兵荒马

乱中被人从江南拐贩到海南, 正是有被拐卖的嫌疑,人贩子才可能为牟利, 将她安全护送到海南, 然后卖

给黎族人家,即所谓的 嵠峒 。

黄道婆大约在 50岁时,由海南到达江南。王文记述 遇海舶以归 ,陶文模糊称 自崖州来 。一归一

来,成为学界讨论其祖籍的重要依据。道婆完全有可能是海南人,只是在年老时才从海南到江南传艺, 但

仍不能排除其被拐卖的嫌疑, 正德 琼台志 卷 42载:明初海南人口被掠拐到大陆较为常见, 文昌有男妇

数十人,拾蠔海港, 俱为恶少舟掳以去。闻将出港,多贮被掠者于笼, 防有搜截, 即沉之。 苦极惨切,

官司无可奈何。应该说,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贩卖人口活动,延续了宋代两地买卖人口路线。

黄道婆被拐卖到江南,既与她掌握黎族纺织技术有关, 也与江南需要棉纺织业能手有关。从常理来

看,她在海南已为人妻、为人母,应恪守妇道, 相夫教子,不可能在晚年自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投

奔到江南陌生的环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被拐卖的结果。

二、上海绅民对黄道婆的神化

黄道婆死后被上海绅民神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标志性事件背后,又隐含着丰富的故事。

第一阶段为元末明初,以张守中、王逢为发轫者, 此时人们对道婆的态度多停留在感恩层面。

王逢的 道婆遗爱在乡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 只是较为平实的叙述而已,明初对道婆的热情就陷入相

对沉寂期。

王文说,道婆死后,乡长赵如珪为之立祠, 后毁于兵, 1362年由张守中重建。陶文则说, 道婆死后, 乡

人共葬之,且为之立祠。 30年后祠毁,又有赵愚轩重建。这里的赵如珪、赵愚轩是否为一人? 史料没有提

及。黄道婆祠究竟经过几次重修? 王和陶均记载为 2次。不过, 王有幸目睹张守中建立的祠且应邀为之

作序,陶写作时祠已毁, 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 。虽然次数相同, 但记载细节有出入。

若将王、陶二文综合考量,再辅之以相关文献,不难发现, 道婆 1310年去世不久,乡人即为她立祠, 主

持者可能是赵如珪。弘治 上海志 记载:道婆卒, 里人赵如珪立祠奉之,元季毁于兵燹 。过了 30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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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 1340年以后,赵愚轩主持重修了毁坏的黄道婆祠。1362年张守中再次修建黄道婆祠,并请王逢作序。

第二阶段为明万历、天启年间,张之象、张所望不仅重建道婆祠, 而且为之填充了更多的文化元素, 而

不是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的感恩情结。

明成化年间,上海知县刘琬也修建过道婆祠,但因资料阙如, 无法评判。此后, 对道婆的神化趋于沉

寂。万历时,广东人张萱在 疑耀 卷 6 木棉 中记载说: 余尝以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为何树,吉贝

为何布,岂道婆者卒,其织造之法莫传, 故土人不复种艺此树耶? 不过, 就在这一时期,上海绅民复兴道婆

祠也在展开之中,张之象在听莺桥畔 舍地两亩 ,与里中若干人共图兴复, 经始方旬, 而焕然改饰, 像设

具备,神有栖凭 。他在 听莺桥重立黄道婆祠记 中说: 吾松之民,仰机利以食,此实道婆发之。苟被其

恩泽,无忘追本之思 。这里虽仍强调的是感恩, 但实际上已把道婆作为 先棉 神主看待了。

天启年间,上海士绅张所望主持重修宁国寺,将黄道婆祠移建于宁国寺西偏殿,祠庙内道婆 像设庄

严,轮奂辉奕 ,供人祭拜,并有寺僧管理维护。张所望的做法,加强了对道婆神化的进程。他在 移建黄

道婆祠记 中首次将道婆尊称为 黄母 ,强调是她带给人们 衣食之源 ,号召人们要 以母道事之 。他

进而认为,是道婆之功,上海棉织品才能行销天下, 衣被寰宇,明德远矣。 颂扬道婆不仅造福了上海, 也

造福了天下。道婆理应成为受人膜拜的偶像。

第三阶段为清代,对黄道婆的神化达到顶峰,代表人物为陶澍、包世臣。

清前期,上海不少地方均出现了黄道婆祠, 预示对其信仰圈的扩大。乾隆、嘉庆时, 上海女性每年都

举办集体祭拜活动, 邑之女红,岁时群往拜礼, 呼之曰黄娘娘。
[ 5]
这反映了明末对道婆的神化被清代继

承发扬,而且将道婆由民间祭祀的地方神灵推上了国家神灵信仰系统。这种转变由道光年间任江苏巡抚

的陶澍及其幕僚包世臣两个非沪籍人完成, 然而幕后的推动者却仍是上海士绅。

据上海诸生毛岳生 上海县黄婆祠记 记载: 道光五年 ( 1825年 ) ,上海籍进士李林松等人以黄道婆庙

在乡间不便祭祀为由, 向官府提出在城厢建黄道婆专祠, 岁祀于官 , 但未获批准。恰巧第二年 ( 1826

年 ), 上海官府雇用一批沙船运送漕粮赴天津,不到两个月就安全完成任务,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上海士绅抓住这一机遇,认为是 黄婆降诞 的庇佑, 是道婆 化行若神, 法流松太 的结果, 再次向官方申

请建道婆专祠,获得批准。上海知县许乃大派专人负责此事,道光六年 ( 1826年 )十月,专祠在乡绅李筠嘉

的别业吾园内破土动工,七年 ( 1827年 )三月落成,占地 4亩许, 凡 15楹, 大殿前建有戏台, 每岁四月, 值

道婆诞辰,酬神演剧,妇女云集。 这一年,许乃大和当地 14名士绅联名向朝廷递交官祀黄道婆的申请。

道光十年 ( 1830年 )六月二十一日,朝廷下达的 春秋崇祀 批文抵达上海
[ 6 ]
。

至此,黄道婆由民间祭祀跃升为国家层面的神灵信仰,上海绅民终于完成了对道婆神化的政治过程。

同治 上海县志 即将道婆祠列入官方 秩祀 ,以区别于民间 私祀 。

三、神化黄道婆缘由何在

黄道婆被神化的过程,是以松江为中心展开的,体现了乡绅在经济与文化互动中的特殊角色。黄道

婆对上海的贡献是传入海南棉纺织技术,促进了江南棉花种植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明清上海经济繁荣与

棉纺织业密切相关,带来了明后期的 棉花革命
[ 7]
。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黄道婆就没有上海的经济繁盛。

但黄道婆从海南带来的纺织技术是否先进? 宋元之际, 海南棉纺织水平究竟如何? 德国学者戴埃

特 库恩否认黄道婆是多轮轴脚踏纺车发明者,认为她不是王祯 农书 上所画的先进纺织器具的最初发

明者
[ 2] 15- 19

。 农书 大约在 1295年至 1300年间出版,写作年代也许更早
[ 8]
。而道婆回乌泥泾在 1300年

左右。 农书 记载的纺织工具比道婆回江南要早。

海南岛种棉纺织历史确实悠久。宋元之际, 富有海南民族特色的纺织品就受到朝野偏爱。南宋方勺

泊宅编 载: 海南蛮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 尤工巧。赵汝适 诸蕃志 和周去非 岭外代答 都记载

了海南纺织特色。但这并不代表其工艺技术的高超,只是更多地展示了海南纺织的地方与民族特色而已。

宋元明时期,松江地区妇女逐渐向专门化的棉纺织手工业者转变, 男子也参与其中。元代对江南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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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需求量大增, 元史 世祖纪 记载:元朝廷曾下令在浙东、江西、福建、湖广诸地置木棉提举司。 元

典章 卷 24记载:元贞二年 ( 1296年 )九月, 政府下令江浙行省的夏税征收, 依亡宋例纳木绵、布、绢、丝

等。 明史 食货志 记载:明初依然继承这一传统, 规定 民田 5亩至 10亩者, 栽桑、苎、木棉各半亩, 10

亩以上倍之。

宋元之际,海南棉纺织技术在总体上不会比松江地区高超。黄道婆是在明清江南棉花经济繁荣的背

景下被当地乡绅推上神坛的。她被神化应得益于元代以来上海地区 士 的地位提升。元至治元年 ( 1321

年 ), 赵如珪儿子赵庭芝中了进士, 成为元代江南首位登进士第的南人 。元代南人考中进士极为困难, 说

明当时上海文化水平已很高。元末陶宗仪、王逢等人先后来到乌泥泾, 明清上海籍举人、进士不计其数,

乡绅阶层逐渐形成。而这一阶层正是神化黄道婆的骨干力量。

从元末张守中刻意渲染黄道婆,到明末神化的逐渐加速,均是上海地方精英为强化 男耕女织 生产

模式所作的一种努力。他们对黄道婆的大肆宣扬, 实际上是呼唤女性专心从事棉纺织, 以满足市场对棉

布的需求。事实证明,此举颇有成效,明代以后, 江南妇女参与手工劳动的时间已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 9]
。

明中期以后,上海士绅在利益驱使下也开始涉足棉纺织生产和流通,时官至内阁首辅的徐阶就是例

证,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如华亭相在位, 多蓄织妇, 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当

朝宰辅尚且如此,普通乡绅自然不会落后。江南士绅已与棉纺织业的兴衰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关联, 他们

将黄道婆一抬再抬,直至神化为偶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上海士绅的鼓噪下,地方官员也积极附和、参与了造神运动。道光六年 ( 1826年 ), 包世臣在 上海

县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 中将黄道婆与棉布之利、海漕运输联在一起,正是由于上海棉布行销天下, 各地

商人纷纷到上海贩布,而船成为最重要的运输工具, 沙船之集上海, 实缘布市。海濡产布, 厥本黄婆。包

世臣甚至认为是上天派遣道婆到上海来造福民众, 天怜沪民,乃遣黄婆, 昔苦饥寒,今乐腹果, 租赋

早完,昔苦逋负,今乐盈止,以安子妇, 我衣我食, 五百年所, 远矣明德。
[ 10]
在包世臣看来,黄道婆就是上

海人的救世主, 天怜沪民,乃遣黄婆 , 正是她的到来才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发展。

四、对黄道婆籍贯的再讨论

一般来说,地方精英对家乡文化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希望创造出属于本土且颇具影响力

的特色文化。可以说,黄道婆就是上海地方精英们成功挖掘的一个文化资源。这在确定黄道婆属籍归属

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362年, 张守中等乡绅在其祖坟附近修建黄道婆祠,并请王逢作序,借助王逢的笔,第一次将黄道婆

籍贯正式确定为乌泥泾,以后所有上海地方文献皆沿袭王说。

上海籍文化精英从元末张守中到明代张所望,再到清代褚华、张春华、毛祥麟等都认为道婆为乌泥泾

人。明清以来修纂的上海地方志书也纷纷跟进, 如弘治 上海志 卷 4 祠祀志 载: 道婆,本市人 ; 正德

松江府志 卷 15 坛庙 、钦定大清一统志 卷 58 松江府 、嘉庆 松江府志 卷 18 坛庙 等一律载为

道婆,本镇人 。但所有地方志均没有独立的黄道婆传记, 只是在 祠祀 或 坛庙 中出现而已。这说明

人们看重的不是黄道婆本人, 而是祠中供奉的偶像及其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 从而忽略了对人物本身追

根溯源的探求,造成道婆的籍贯、身世、生平成了历史哑谜。

非上海籍士人对黄道婆的籍贯问题,都抱着比较谨慎的态度, 或不下定论, 或直呼为崖州人, 很少断

言其为乌泥泾人。前者以元代陶宗仪为渊薮,明代徐光启、方以智,清代赵翼、包世臣等人在谈到黄道婆

时,大多忠实照录陶文, 模糊称其 自崖州来 。明人张萱、清人俞正燮虽以陶文为基础,但却认定黄道婆

为崖州人。张萱 疑耀 卷 6 木棉 说: 据陶说,道婆崖州人 ; 俞正燮 癸巳类稿 卷 14则说: 元时, 崖

州黄道婆来 。俞正燮系道光元年 ( 1821年 )举人,时人誉其 博古通今,世罕其匹 。他将陶宗仪的 自崖

州来 ,直接解读为黄道婆就是崖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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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南官府纂修的地方志, 也有强调道婆为崖州人。乾隆 琼州府志 卷 10 遗事 明确称: 元初,

有妪名黄道婆者,崖人也。诚然,广东、海南地方志有关黄道婆记载也一律引自 辍耕录 , 且称黄道婆为

崖人只此一例。问题是,陶宗仪 自崖州来 究竟是什么意思? 至今仍见仁见智, 至少陶没有肯定说黄道

婆是乌泥泾人。因此,也不排除黄道婆是崖州人的可能。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死后归葬桑梓的习俗, 但也有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说法。况且一般回柩故

乡,总得需要钱财和人力的护送。而黄道婆一无子嗣, 二无余财,生前也未得到官府青睐,自然难以归葬

海南。况且上海 莫不感恩洒泣 , 遂就地 共葬之 。退一步说,如果道婆真的是纺织能手,她的技术源于

海南,造福的是江南,海南没有必要为之立祠,因此,不能根据有无祠墓来判断人物籍贯。

总之,笔者主张的黄道婆在海南与上海之间流动的 诱拐说 ,尽管尚未有直接的史料证实, 但不能排

除这一可能性,因为在这前后江南与海南间确实存在着活跃的人口买卖。不能因为没有直接史料佐证,

就怀疑这一可能性。其实,学界有关黄道婆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 真正直接记述黄道婆

的史料少之又少。明代以来, 黄道婆不断被神化是上海精英阶层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而挖掘文化资源的结

果。在江南士绅的推动下,官民积极响应造神运动,最终完成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制造过程, 而这一结论

又是缺乏充足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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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tudy on Huang Daopo

LIU Zheng gang, FU W ei
(H istory D epartm en t of J inan Un 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 h ina)

Abstract: During Song and Yuan Dynasty, Huang Daopo safe ly traveled by sea betw een Ha inan and southern

Yangtze delta. The phenom enon resu lted from man trade, w h ich is re la tive ly regarded as a reasonable exp lana

tion. InM ing Dynasty, H uang Daopo was apotheosized on the a ltar in temp le by government and pub lic. It is

complete ly a de liberate outcom e made by the G entry in southern Y ang tze delta w ith the purpose of deve loping

commodity economy and ensuring the image of N zhi ( wom an sp inn ing ) . G radually the historica l image of

Huang Daopo as a Shanghai native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ough, the possib ility o fHuang Daopo as a Ha in

anese cannot be refused.

Key words: Huang Daopo; man trade; scho lar bureaucrat and gentlemen in Jiangnan; apotheo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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