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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始蚕、马头蚕娘等神话故事广为流传，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汉代铜器“鎏金铜蚕”
更跨越千年，为我们讲述了蚕桑的历史和故
事。“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骄绿水洲”，缫丝
织绸这一富含古人智慧和辛劳的古老工艺在今
天又有怎样的新面貌？

“鎏金铜蚕”的故乡——安康市，不仅正为
国家南水北调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在古丝绸之
路上也大放异彩，其灿烂的桑蚕文化也将续写
新的耀眼篇章。

自然禀赋

地理位置。安康市地处祖国内陆腹地，北
依秦岭，南靠巴山，正好处于中国南北地理、南
北气候的分界线上，具有南北衔接、东西过渡的
区位优势。境内多山地，少丘陵川道。

气候特点。安康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湿润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2-17摄氏度。垂直地域
性气候明显，气温的地理分布差异大。

降雨适中。安康市年平均降水量750-1100
毫米，雨量充沛，河流密布，汉江干流自西向东
横贯全境。汉江安康段常年流量257亿立方米，
占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入库总水量的66％以
上。安康汉江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Ⅱ类标
准。因其水量大，水质好，被确定为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地。

土壤性质。北起秦岭，南到巴山，是黄红壤
与棕壤之间过渡土壤类型，既具有黄壤与红壤
富铝化作用的特点，又具有棕壤粘化作用的特
点，呈弱酸性反应，保水性较强，自然肥力比较
高，非常适宜桑树的生长。安康境内的桑树枝
条繁茂粗壮，叶片宽大肥厚。

人力资源。安康古代是移民之乡。史料记
载自元朝末期，特别是明、清时期，有大量移民
流入安康，这些大多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山
西、江西、江苏、安徽、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不
仅充实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兴桑养蚕、缫丝织
绸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地湿宜桑，所暖宜蚕。正是由于历史上的
天时、地利、人和，才使得安康的蚕桑丝绸产业
自西汉以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美名远扬。

历史渊源

安康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历史悠久，影响
深远，所形成的蚕桑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

传说。嫘祖始蚕、马头蚕娘等历史神话故
事在安康大地广泛流传，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文物。鎏金铜蚕，汉代铜器，国家一级文
物，于 1984年在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出土。是
西汉时期朝廷功课农桑的最高奖励，印证了安
康市植桑养蚕的悠久历史。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讲：“古丝绸之路打
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
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
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

‘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从此，“鎏金铜
蚕”成为安康享誉中外的名片。

2018年5月19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鎏金
铜蚕”特种邮票。

1986年，紫阳县白马石春秋后期的巴蜀墓
出土了用丝绢包裹的战戈。

1986年，汉滨区出土的“东晋画像砖”，就有
迁徙者荷担穿过桑林的画面。

文献。《唐六典》金州（安康古称）贡绢记
载。唐朝时，安康丝绸产业发达，绢帛充盈，故
《唐六典》（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上就有金
州贡绢的记录。

唐朝诗人孟浩然出游金州，对安康丝绸十
分赞赏，在《登安阳城楼》一诗中写到：“楼台晚
映青山郭，罗绮晴骄绿水洲。”

清朝嘉庆年间，兴安府（安康市古称）知府
叶世倬提倡树桑养蚕，将自己编写的《蚕桑须
知》和《树桑百益》列为兴安府属各县学、书院教
科书，课读生童，从小学习树桑、饲蚕、蒸茧、缫
丝、织绸知识。

清朝光绪年间，兴安府知府童兆蓉编写了

《蚕桑简要章程》，并与陕西关中
张贤集撰文、郝子雅绘图的《蚕桑
图说》一并列入功课蚕书，流传广
泛，影响极大。

遗址。史料记载，明清时
期，汉江沿岸建有十余处嫘祖蚕
祖庙，就是先民们对泽被万世的
蚕神表示尊崇与祭拜的地方。
汉滨区坝河镇至今保留着皇帝
嫘祖庙和西陵桑场遗址。

子午道，也称子午栈道，是
中国古代，特别是汉、唐两个朝
代，自京城长安通往汉中、巴蜀、
安康、湖北等地的一条重要通
道，曾一度成为国家驿道。历史
上，安康生产的丝绸等特产就是
由人工经子午道运到长安，再经
古丝绸之路运往西亚和欧洲等
地。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丝路
起点在长安、丝绸源点在金州”
之说。

民俗。千百年来，安康蚕区
形成了诸多蚕桑民俗活动，如：
关蚕门、开蚕门、祭蚕神、轧蚕
花、赶庙会等，至今还在延续。

谚语。安康蚕民在长期植
桑、饲蚕、缫丝、织绸的生产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
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
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的蚕桑谚
语，如：栽桑养蚕，子孙有钱；桑是摇钱树，蚕是
农家宝；吃饭靠种田，用钱靠养蚕；户种一亩桑，
柴米油盐不用慌；勤喂猪细养蚕，二十八天见现
钱；好蚕生好茧，好丝产好缎；要得丝绸好，蚕桑
是关键。

非遗。2009年9月30日，“中国蚕桑丝织技
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遗产的内容包括种
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
技艺，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和织机，

也包括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
等丝绸产品和这一过程中衍生
的相应民俗活动。这一传统生
产手工技艺和民俗活动，包含陕
西安康蚕桑丝绸产业的清晰烙
印和信息符号。

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
“一五”规划的大力推进，安康的
蚕桑丝绸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扩大桑园面积、新建深加工厂站、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拓展交易市
场、树立先进典型等多措并举，蚕
桑产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到
2007年，桑园面积达 65万亩，年
发蚕种 60万张，年产茧 1.9750万
吨，年产白厂丝 2300吨。建有烘
蚕站405个，缫丝厂10家，织绸印
染企业 1家，蚕研机构 1家，蚕种
厂 1 家，形成了种、养、加工、科
研、销售等完整的生产链条，年总
产值达 30亿元，蚕桑丝绸产业成
了当时支撑安康社会经济发展的

“半壁江山”，成为秦巴山区农民
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著名养蚕能手、全国劳动模
范、汉滨区蚕农刘家贤，1959年
10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周年观礼，受到了周恩来总理
的亲切接见。

1972 年，安康生产的“梅花
牌”白厂丝被国家批准为“出口免

检产品”，评为“陕西省名牌产品”，远销五大洲
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1年至 2015年，安康蚕种厂生产的蚕种
销售到汉中、宝鸡、商洛等市和四川、广西等省
（区），并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
亚国家。

蚕乡愿景

站在新的百年征程起点上，《安康市“十四
五”蚕桑产业发展规划》已发布，蚕桑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蓝图已绘就。其主要目标是：纳入乡
村振兴统筹发展，到 2025年全市建设全国家蚕
良种繁育基地 1个，蚕桑产业示范园区 100个、
高效桑园20万亩、丝绸产品商贸中心1个，实现
种桑养蚕规模化、丝绸生产智能化、综合开发一
体化、产旅融合特色化的全方位立体格局，蚕桑
产业年综合产值超过 50亿元，由蚕桑产业大市
转变为蚕桑产业强市。

安康市石泉县是鎏金铜蚕的故乡，是西北
蚕桑产业第一大县。2018年被中国蚕学会授予

“中国蚕桑之乡”称号。如今，该县的蚕桑丝绸
产业更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已
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蚕桑旅游观光园区、蚕
桑丝绸文化园区、蚕桑副产品开发园区、织绸印
染工业园区，形成了种桑、养蚕、织绸、副加产品
开发、产品交易、旅游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
集约化发展新路径，古老的蚕桑产业赋予了新
的丰富内涵和无限活力，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
安康蚕桑丝绸产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丝路美名

蚕的生长共分为四个周期，分别是卵、幼
虫、蛹、成虫四个周期。在这四个周期里，只有
幼虫期才吃食物，其他三个时期都是不吃东西
的。在成虫时期，蚕虽然有翅膀，但是只能振动
翅膀，并不会飞。为了加深对蚕的生长过程的
了解，我们来共同欣赏小学语文课文《蚕姑娘》：

春天天气暖洋洋，蚕卵里钻出蚕姑娘。
又黑又小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就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脱下黑衣裳。醒了，醒了，
变成了黄姑娘。

又黄又瘦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不吃也不动，脱下黄衣裳。醒了，醒了，

变成了白姑娘。
又白又嫩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脱下白衣裳，换上新衣裳。醒了，醒了，
从此一天一天发胖。

又白又胖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又睡在
蚕床上，脱下旧衣裳，换上新衣裳。醒了，醒了，
从此一天一天发亮。

睡了四次的蚕姑娘，吃了几天桑叶，就爬到
蚕山上，吐出白丝，盖间新房。成了，成了，茧子
真漂亮。

茧子里头的蚕姑娘，一声也不响，过了好几
天，茧子开了窗。变了，变了。变成了蛾姑娘。

安康蚕姑娘，丝路美名扬。怀揣复兴梦，笑
迎客八方。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安
康儿女，满怀蚕桑产业的丰收喜悦，盛情邀请京
津冀豫四省（市）受水地人民以及祖国和世界各
地的朋友到安康做客，观赏金蚕之乡的秀丽风
光，品味蚕桑文化的博大精深。

罗 绮 晴 骄 绿 水 洲罗 绮 晴 骄 绿 水 洲
————安康蚕桑文化透视安康蚕桑文化透视

□□林俊礼林俊礼

“鎏金铜蚕”特种邮票。 “嫘祖始蚕”特种邮票。

在古人眼里，蚕是向死而生的
伟大生灵，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吐
丝成茧后破茧成蝶，神奇的过程如
同修仙的精灵。

蚕，也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秉
持的勇敢、执著、奉献、勤劳、善良、
热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童谣里也唱“一鸡二犬，三猪四羊，
五牛六马，七人八蚕……”

人们重视衣食住行，也是感恩
大自然的馈赠。民间习俗中，农历
正月初一至初八，分别是鸡、犬、猪、
羊、牛、马、人、蚕过年。鸡、犬、猪、
羊、牛、马跟人类的食、住、行有关；
而蚕，则与衣有关，而且与锦衣华服
有关。

所谓“君子至止，锦衣狐裘”，蚕
所吐之丝，乃霓裳羽衣的原料来
源。而霓裳羽衣不仅轻盈漂亮，更
是神仙之服。《楚辞·九歌》便载：“青

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元代袁桷《甓社湖》中“灵妃夜度霓
裳冷，轻折菱花玩月明”，也是描写
神仙的。所以蚕在中国古代有着至
高地位。

逢春节，古代人们会到蚕神庙、
蚕神殿、嫘祖庙等地烧香点蜡、挂红
放炮、祭奠蚕神，以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六畜兴旺、人丁平安、蚕事顺遂。

是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
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而歌舞，既展示的是心情，
是身姿，更展示的是霓霞般轻盈美
丽的衣服。关于歌舞的起源，说法
甚多，其中一种便来自嫘祖倡导的
栽桑养蚕。

《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妻
雷祖，生昌意”；《路史·后纪五》载：

“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

蚕，故又祀先蚕。”所谓先蚕，即为最
先教人们栽桑养蚕织丝的神，又称
先蚕神，后来又称祭蚕的仪式为先
蚕。《通鉴外记》载：“西陵氏之女嫘
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
后世祀为先蚕”；《汉日仪》载：“春蚕
生而皇后亲桑于菀中。祭蚕神曰菀
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北齐始
祀黄帝元妃嫘祖为先蚕神，以与妇
女相合。嗣后道教；民间皆以其为
蚕神，奉祀至今。”

栽桑养蚕是中华民族先祖的智
慧创造，它涵养及书写着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文明，也集中
地呈现出中华大地农事的华彩。唱
着山歌出门采桑，摇曳身姿如风摆
柳。勤劳善良，心灵手巧，采桑姑娘
使绚烂的历史更加柔美。

蛾眉曼睩，樱唇轻启；桃红轻
漾，粉面含羞；柔荑轻捻，花影拂

拂……
舞姿写意，温婉似风；流光随

形，华美如绸；夭桃灼灼，空灵绰
约……

柔软润滑的青春在节日里曼
妙，传统沿着时光之河流淌。青云
紫雾彩霓裳，众芳飘扬春荡漾。以
劳作的姿势舞蹈的女子们，哪只是
罗敷的叠影，更是中华文化多姿的
灿烂。

采桑女子不只生活在古代，也
一直生活在绵延的农事里。采桑，
也成了节日里农事的代表。期冀流
连，美好轮转。采桑女子由少变老，
又由老变少，一代代更迭，延续着甜
美丰润的幸福。

我国最先走向世界的特色产品
是丝绸。“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
则知荣辱”，中国丝绸影响着世界。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

国》一书中说：“从公元前114年至公
元 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
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并把这条
西域交通要道命名为‘丝绸之路’。”

春风沉醉，涟漪风淡，潜荟葱
茏，竹阴松影。

仙逸白鹭，亭亭独立，莺歌燕
语，芳菲尽发。

野花吹尽竹娟娟，
尚有黄鹂最可怜。
娅姹不知缘底事，
背人飞过北山前。

养眼的绿意，洗肺的空气，静心
的宁谧，恬志的浮云……这并非远
离红尘的异度风景，是与文明同行，
与自然同行。

沿着叠印了前人无数脚印的中
国农历行走，上演人间烟火的世界，
山水如画，紫气氤氲，云水汤汤，钟
灵浩荡。

采 桑 佳 话采 桑 佳 话
□陈新

画作《中国神话之嫘祖始蚕》。 陈菲菲

“蚕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