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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文化,即黄道婆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层面。具体来说, 它是海南黎族棉纺织技艺与上海乌泥泾

棉纺织技艺有机结构的物质文化, 以及她勇敢好学、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文化的总和。黄道婆文化具有

民族性、地域性、行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

谭晓静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为了实现利益需求,上海和海南分别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背书”、大众媒体宣传以及民间大众自觉接

受的多方参与的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学者和大众媒体侧重于功能性利益的追求, 民间大众更多的是追求

情感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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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籍贯之争,只因陶

宗仪称“有一妪名黄道婆者, 自崖州来”
[ 1]
和王逢称

“黄道婆者, 上海松之乌泥泾人”
[ 2]
, 给后人留下了无

限想象的空间和争论的契机。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 有学术争鸣,也有政府行为。黄道婆籍贯之争实

际是文化资本的竞争。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已

经作为一种资源发挥作用, 因而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中

新的、独物的分化根源。他认为,文化资本是被有能力

大量积累它的少数人垄断, 以物以稀为贵的方式获得

利润和效力
[ 3]
。据此,上海和海南都通过政府、学者以

及大众媒介的宣传等方式来争取黄道婆文化资本的

绝对拥有权。在竞争过程中,各方参与群体表现为强

烈的利益认同,并极力维护区域利益。这种利益认同

分割了黄道婆文化 的整体性, 不利于黄道婆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

一、黄道婆籍贯之争的渊源

记载黄道婆的典范文献仅两则, 一是元代文学

家、史学家陶宗仪徙居松江时撰《辍耕录》, 其中有许

多与元代社会相关的历史、文学、科学资料。其卷二十

四载: “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 自崖州来。乃教以

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全文不超过300字,主要记

叙了从崖州来到松江的黄道婆传授棉纺织技术及革

新纺织工具,促进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的

发展, 侧重于她的贡献。该文献是学界普遍认为最早

记录和宣传黄道婆生平和功绩的文本。另一则是元代

诗人王逢《梧溪集》(卷三)载有诗《黄道婆祠并序》:

“黄道婆, 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 始遇海

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全文也不过300

字,该诗是在张守中把黄母祠迁建到自己祖坟的南面

时,邀请王逢为祠作序。

需要说明的是,两则文献都是在黄道婆去世后所

记录,两作者都是元代徙居松江之人。尔后,出现的史

志文献,诸如《松江府志》、《上海县志》等都是从陶和

王两文中进行了选择和取舍。

1.黄道婆记忆在上海。黄道婆的历史记忆在上海

一直是连续的,各个时期都有文献记载,其祠堂、塑

像、墓地历次修复。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力提倡历

史文物保护, 1986年12月8日,上海被国务院批准为

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其历

史文物古迹的依托下,黄道婆墓亦是保护对象之一。

1987年11月17日, 黄道婆墓被上海市批准为文物保

护单位。

为了凸显黄道婆在上海历史名城中的“名人效

应”,由政府部门组织了三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1989

年 9月, 由上海市文管会组织了第一次黄道婆学术研

讨会,其主题就黄道婆身世、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意

义等展开了深层次讨论。1991年12月,由上海市文化

局主办,在徐汇区龙华乡举行了第二次黄道婆学术研



讨会。此次会后,上海市文化局将前两次研讨会论文

进行了整理,出版了《黄道婆研究》一书。2006年11月

16日,由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东华大学主办了“黄道婆

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80

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黄道婆

革新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进

行研讨。会后又出版了论文集《被更乌泥泾名天下》。

三次研讨会的召开,使黄道婆在上海学术界由一

个历史人物转变成为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引起政府的

高度重视。2003年3月21日,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徐梅

路700弄的黄道婆纪念馆建成开馆。世纪之交,世界

吹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号角, 这也为黄道婆文

化进一步被挖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市徐汇区组

建了以区文化局和华泾镇领导为工作小组组长、有关

专家、教授加盟的工作班子, 着手开展申报黄道婆及

其棉纺织技术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工作,对黄道婆及其棉纺织技术进行全面保护

措施。2006年, 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被国务院批准

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 2007年

由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编《黄道婆——被更

乌泥泾名天下》, 是徐汇区中小的课外阅读教材,向新

生代传授黄道婆相关知识, 以期薪火相传, 世代弘扬

黄道婆精神。并在徐汇区的紫阳中学和园南中学,每

周开展一次实践课,课程内容主要是熟谙纺织技艺的

中年女性教授学生纺纱织布,通过学校教育,建构了

集体记忆。2007年11月, 吴春荣和陈琚珩著《黄道

婆》的问世, 及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编

《遗产中国——黄道婆手工棉纺技艺》的即将出版,表

明上海学术界对黄道婆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笔者

还了解到,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将拍摄

黄道婆的纪录片, 以更好的宣扬黄道婆精神。

2. 黄道婆记忆在海南。历史文献中除了陶宗仪的

《辍耕录》记有“国初,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

还有清代的钱大昕在《咏木棉诗》中写道: “崖州老母

年七十,卓椎双髻头鬈辈。传来上世种植法,至今立祠

香茅庵。”
[ 4]
清末李维清所著《上海乡土志》第五十四

条载有:“黄道婆者,元时崖州人”。[ 5]虽然钱大昕和李

维清均以陶宗仪的记载为蓝本,但也为海南人在争论

中增添了几份自信。

沉寂了多年的海南,终于有人站出来指出:“黄道

婆崖州人也”。已故的原崖县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副局

长、广东民族研究会理事周振东先生, 先后撰写了论

文《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探讨——兼与杨嘉佑同志

等商榷》[ 6]、《黄道婆籍贯考辩》[ 7] , 文中对陶宗仪《辍

耕录》和王逢《梧溪集》两文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文

本体例以及两位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等四个

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诠释, 认为陶宗仪的记录更可信,

即黄道婆是崖州人而非松之乌泥泾人。在周先生的启

示下,有学者到海南三亚崖城搜集整理了黄道婆的民

间传说。乐东黎族自治县福报文化站的陈斯林整理了

《黄道婆在水南村的传说》,传说黄道婆是崖州(今三

亚市崖城镇)水南村的黄家汉族女儿。乐东黎族自治

县抱由镇保定管区王开资整理了《黄道婆在保定村的

传说》,传说黄道婆是崖州南水村黎族女儿。继“传说

整理”之后, 2005年《崖州民歌》中, 苏传盛编写的“崖

州织女——黄道婆”[ 8] , 称黄道婆为崖州黎族妇女。此

民歌唱出了黄道婆学习、生活、传艺不平凡的一生。

2006年由海南大学的周伟明等人负责主编再版的系

列史志中,如《正德琼台志》(明)、《康熙崖州志》、《乾

隆崖州志》、《乾隆琼州府志》、《万历琼州府志》等分别

转载陶宗仪的原文, 使黄道婆真正走进了海南史志。

2007年5月31日,崖城镇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由林葆玉编写的《崖州历史文化展览图文集》在

介绍黄道婆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依据陶宗仪的“自

崖州来”, 称崖州山水孕育了黄道婆,她将家乡崖州的

棉纺织技术带到松江一带进行传播,侧重强调她的贡

献。同时,修复了“崖州学宫”,宫内有诸如黄道婆、冼

夫人、鉴真和尚等文官武士的雕像, 给海南人建构了

另一种集体记忆。

2009年7月26日, 由三亚市政协主办的“黄道婆

在三亚”的学术研讨会使“争论”明晰化了。此次研讨

会的论题是“黄道婆是三亚黎族织女”, 参会的专家学

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论证了该命题。召开该会的

目的是挖掘、整理黄道婆文化为三亚发展旅游业、提

高城市品位服务,借此让三亚实现由旅游文化向文化

旅游的转变,希望黄道婆这一国际著名历史人物能打

开三亚旅游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2010年4月30日,

三亚市政协又主办了创建“中国衣食父母主题公园专

题研讨会”,会上50多名国内学者专家主要围绕如何

创建主题公园进行研究和探讨, 该会实际上属于项目

论证报告会。但它却向世人宣告:三亚将要建造黄道

婆纪念馆, 黄道婆文化在三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黄道婆籍贯之争中的利益认同

我们所知道的典范文本是被社会中部分人或人

群所选择、强化、宣布的历史记忆。在生存资源的角逐

中,这些记忆便成为各社会群体以及各次群体间的一

种争论与政治经济谋略的运用
[ 9]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知识分子王逢与处于优势群体的王守中“合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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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黄道婆祠并序》开始,在上海人、海南人乃至全国

人民,都被迫接受了黄道婆就是上海松江人的记忆。

在尔后上海的各种史志文献篡修乃至教科书的编写

中都以此为典范, 不断地强化了这种历史记忆。笔者

在上海和海南调查中发现, 只要是读过书的人都知

道, 黄道婆是上海人,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都说历史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如果国家不提倡历史文物的保

护, 不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不宣扬历史名人文化

提升地域品位;如果世界不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产业发展不需要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等等,那么海

南人也不会去翻“旧帐”,找到陶宗仪的《辍耕录》,告

之世人:“黄道婆自崖州来”。这就是王明珂强调的,历

史记忆使各社会群体为满足利益需要而引发资源竞

争成为可能,在资源竞争中导致利益认同的发生。在

黄道婆籍贯之争过程中,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利益认

同。争论双方为了获得黄道婆文化资源的绝对拥有

权, 而各自为阵, 自寻发展契机。换句话说, 这种争论

割裂了黄道婆文化的整体性,不利于该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通常情况下, 利益认同是指人的物质、精神利益

需求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 10]
。人们在进行利益追

求时总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功能性利益的追求;二

是情感性利益的追求。同时,利益认同的实现又必须

遵循两个条件:一是思想共鸣; 二是行为互动。换言

之, 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出人们的理性选择, 而精

神需求的满足则透视着人们的非理性选择。为了实现

利益需求,上海和海南分别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背

书”、大众媒体宣传,以及民间大众自觉接受的多方参

与的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 政府、学者和大众媒体

侧重于功能性利益的追求, 比如上海为凸现历史文化

名城的悠远历史和深厚文化, 需要“黄道婆名人效应”

的点缀。海南为了国际旅游岛的建设,需要黄道婆的

社会注意力来吸引国内外旅游人关注三亚, 以实现经

济利益。基于民间大众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情感

性利益,只因黄道婆为地方名人而骄傲和自豪。在争

论的过程中, 各方群体产生了共享利益的高度认同,

并有极力维护该利益的强烈愿望。

在与上海争论期间,海南学术界首先提出“黄道

婆是海南崖州人”, 一改“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的历

史记忆。同时一些学者在三亚市崖城水南村、南山村

做调查时,把自己编好揉进自己倾向性的传说故事讲

给当地民众听,以唤醒他们的记忆。随着黄道婆研究

的热情日渐高涨, 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一次又一次地去

访谈, 便强化了当地村民对黄道婆的记忆。特别是三

亚政府举办的“黄道婆为崖州黎族织女”研讨会后,通

过大众媒介的宣传,使得更多的人知道并逐渐改变着

原来的历史记忆。由于陶宗仪只说黄道婆自崖州来,

而并没有指明具体的那个村, 后来学者都是依据“崖

州”(今崖城)的地理位置进行推测,就有了不同的传

说故事,重构了不同的历史记忆。南山村的村民告诉

笔者, 黄道婆是南山村的黎族女儿, 水南村的村民称

黄道婆为汉族姑娘。这是因为南山村是黎村,而水南

村的居民全为汉族。总之,不论是水南村还是南山村,

黄道婆只要是崖州人, 他们就为此而自豪和骄傲。在

对非崖州的黎族访谈中,没读过书的 60- 70岁的老

人根本不知道黄道婆是谁, 读过书的 30- 60岁的人

对黄道婆的记忆来自书本,其中除一些先觉者,比如

槟榔村的乡村文化旅游公司的LHD总经理, 他对黎

族文化有一些研究, 参加了政协举办的两次会议, 他

就力争黄道婆为崖州黎族女性。而20- 30岁的年青

人正逐渐改变着自己的历史记忆。由于记忆意味着对

过去的延续、想象和重构, 故当人们把历史当作一种

被附加意义的历史,当作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产物

时,就意味着人们并不总是想关注过去的历史发生了

什么事
[ 11]
。他们关心的是历史对于现在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历史记忆成为社会事实后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影响[ 12]。从这种意义上讲,在所有被调查者中,

他们并不在意黄道婆到底是崖城那个村的人,而更在

乎她将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传播到松江, 成为著名历史

人物,就是他们的荣耀和骄傲。由是观之,学者的研究

和大众媒介的宣传给民间大众置入了新的记忆, 而使

他们自觉地改变着原有记忆。这里体现出一种思想上

的共鸣,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可, 最终达成利益一致性

的认同。只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黄道婆究竟能给他们

带来何种程度上的好处,故而只能进行情感利益需求

的选择。

上海政府通过举办三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修复

黄道婆墓、修建黄道婆纪念馆; 学者就黄道婆学理研

究成果的大量问世, 以及大众媒介的广泛宣传等手

段,试图固化原有的历史记忆, 加强各方群体的利益

认同。但面对海南提出“黄道婆为崖州黎族织女”的挑

战,却表现出强烈维护本土利益的夙愿。笔者对上海

东华大学某纺织史学家THX 教授进行了访谈, 谈到

黄道婆的籍贯问题时, 他非常坚定地说: “黄道婆就是

上海人。”又问:“那您怎样理解陶宗仪的‘有一妪名黄

道婆者,自崖州来’呢?”他回答:“没有想过,历史记载

黄道婆就是松江乌泥泾人。”这次不再坚决,有些底气

第31 卷　 　　　　　　　　　　　　　　谭晓静: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　　　　　　　　　　　　　　　　　　



不足了。同时,他对海南黄道婆文化的建设表现出不

赞同、无所谓的态度, 又认为是两个范畴的文化。

THX现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的评

审专家,为了申报“黄道婆与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为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们正在筹划拍摄纪录

片。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DH 老师就

“黄道婆文化的争论”如是说:“不只是上海与海南争

黄道婆, 松江区与徐汇区也在争, 关键是看谁走在前

头, 谁举办的活动多、组织学者的力量大、政府支持的

力度强、宣传的面最广, 就最有说服力。”他还告诉笔

者, 松江区没有多少关于黄道婆的“东西”, 只因历史

记载的昔日松江而非今松江,因此对于松江如何挖掘

打造黄道婆文化, 他们并不担心会有超越。但他认为

海南有很多黎族的纺织文化可深挖掘,语气中有几份

担忧。徐汇区华泾镇东湾村50岁的李先生非常自豪

地告诉笔者:“上海人都知道黄道婆, 马上要开世博会

了, 地球人都将知道黄道婆。”可见, 不论是学者、政府

工作人员,还是民间老百姓都在竭力寻求维护原有利

益的方法和手段。

三、小结与反思

黄道婆文化在上海复兴是基于历史文化的保护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 表现为政府带队,学者论

证的套路。而海南则是在该过程中受到启发后的一种

文化自觉诉求,表现为学者先论证,政府行为滞后的

模式。双方曾希望通过合作, 达到共赢, 但结果却没能

找到共同发展的切入点。据笔者调查,海南方有多批

人员来上海调研, 想将黄道婆墓移回海南, 最终没有

如愿。而上海方也有工作人员去海南考察, 希望与海

南方合作,共同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已于2009年10月申报成功,而

“黄道婆与乌泥泾棉纺织”还在努力筹备中。由此观

之,黄道婆籍贯之争的背后实际是文化资本的竞争,

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实现利益最大

化。在“文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的

社会背景下,文化资本因稀缺而显珍贵。因此, 历史名

人文化资本在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激烈竞争

已成为当下中华大地上的一道风景线。如从炎帝、尧

帝、舜帝到老子、姜子牙、董仲舒、诸葛亮、曹雪芹、董

永都成为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个地方竞争的文化资

本。黄道婆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其中。上海为了体现其

历史文化名城的悠远历史及深厚文化, 通过修建黄道

婆纪念馆、先后三次召开黄道婆学术研讨会、拍摄黄

道婆电影、纪录片、出版书籍、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等手段复兴黄道婆文化,固化了上海人对黄道婆的

认同,实际是想完全占有黄道婆文化资本。而海南怀

着依托黄道婆文化品牌提升三亚城市品位和发展文

化旅游的设想, 先后两次召开了黄道婆学术研讨会,

并提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黎族织女”的论题,为修建

黄道婆纪念馆寻求学理上的支撑(黄道婆纪念馆的立

项、选址等前期工作已完成,计划2012年竣工)等方

式重构黄道婆文化, 修改了海南人的集体记忆,其目

的也是拥有黄道婆文化资本带动海南旅游经济发展。

总之,争论因利益需求而起,在争论过程中,导致各方

参与群体的利益认同;争论的结果是分道扬镳,谁也

不可能获得黄道婆文化资源的绝对拥有权。

由此, 笔者建议, 上海和海南应携起手来, 而不

是在宣扬黄道婆文化时只侧重与本土相关的内容,比

如上海强调贡献,而海南侧重黄道婆艰辛学艺精神。

如果双方能树立共生合作双赢理念,将各自拥有的文

化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互补型的文化共生模式,于上

海于海南甚至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将会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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