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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织图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一种配有诗文说明的农业生产系列图谱，它兼有传播农业技术以及传播农业文
化的功能。耕织图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其载体呈现多样化的现象，年画是其重要的民俗化与民间化的形式之一。耕织
图体现的是一种生活审美观和技术审美观，传输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理念，维系着传统的社会—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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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t was used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s well. There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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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
它总要融入到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在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与地方性情
境中复杂的文化结构相融合。它不但能够被用
来解决具体的“问题”，同时，也在传达着意
义，展现着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
本文以耕织图为例对我国古代特定文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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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农业技术与农业文化传播进行了考察。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农业传播方式。
它对于塑造和传播传统技术审美观、维护传统
的社会—技术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充
分反映了传统社会文化语境中技术传播的文化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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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织图简介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配有诗文说
明的农业生产系列图谱，它从农耕和蚕织两个
方面集中地反映了古代农桑并举、男耕女织的
生产内容。由于它“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
其情”，形象生动、真挚写实地描绘了农业生产
过程和农民的劳动状况，因而成为古代一种重
要的“劝农”方式 [1]。
我国历史上绘制的系统成套的耕织图最早
见于宋代，其中又以南宋楼璹绘制的 《耕织图》
较为著名。此 《耕织图》 为南宋绍兴初年于潜
县令楼璹任内所绘，全图共 45 幅，分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为耕，设图 21 幅；第二部分为织，
设图 24 幅。每幅配五言诗一首，“图绘以尽其
状，诗歌以尽其情，一时朝野传诵几遍” [2]。
此后，各朝都很重视 《耕织图》 的绘制与
宣传，出现多种 《耕织图》。以清朝为例，康熙
南巡时获得楼璹所绘 《耕织图》，便于康熙三十
五年二月，命焦秉贞仿楼璹图绘成 《御制耕织
图》，并亲自写序，印发各地，劝谕农桑。此
后，清朝各皇帝也予效法，组织绘制各种 《耕
织图》，以示重视农桑；各级官员也积极组织绘
制或使用耕织图，推广农桑。

2 耕织图的作用
耕织图有两大功能，一是传播重农理念与
农耕文化；二是推广具体的农业技术。这两类
耕织图的风格不同，功能也不同。
2.1 传播重农理念与农耕文化的耕织图
传播重农理念和农耕文化耕织图的功能，
首先是劝皇帝及各级官员，要重视农桑，重视
本业；其次，也具有向全国人们，尤其是农民
百姓传输一种农耕文化的价值理念取向的功能。
康熙年间，重绘后的耕织图，做了一定的
调整，耕图、织图各 23 幅，每图保留五言诗，
同时，为了体现对耕织图的重视，康熙帝于每
幅图亲题七言诗，并且亲自为焦秉贞所绘耕织
图写序文，因而此图又有 《御制耕织图》 之称。
康熙为焦秉贞所绘耕织图所写的“序”云：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民生之本，以衣食为
天。……西汉诏令，最为近古，其言曰：农事
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衣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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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
此，至深且切也。爰临耕织图各 23 幅，朕每幅
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
事迄经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
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
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且欲
令寰宇之内皆敦祟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
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 [3]。
“民生之本，以衣食为天”且“农事伤则饥
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这点出了耕织生
产的重要意义，因此制作耕织图，以描绘农民
的辛苦，以告诫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
衣匪易”，以达到“寰宇之内皆敦祟本业”。可
以看出，康熙要求重绘耕织图的主要目的，是
宣传重农理念，劝诫各级官员及百姓不忘本业，
而不是推广具体的农业技术。康熙将 《耕织图》
作为传达重农理念的有效工具，同时，也向社
会传输着农耕文化，传达着一种生活理念与文
化取向，展示着“最为合理的”生产方式与生
活方式，倡导农民积极模仿，引导农民的生产
与生活实践。
雍正期间，雍正命人绘制 《耕织图》，图分
耕、织各 23 幅，共 46 幅，画面与画目和康熙
焦秉贞图基本相同，顺序排列则稍有改动。惟
南宋楼璹的五言诗未收入，而每图冠有雍正亲
题五言诗一首。基上反映了清代盛世的重农思
想 [4]。
这类耕织图沿用楼图摹绘，并不贴近具体
的农业生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耕织图作
为一种文化符号，更加关注的是其文化意蕴的
传播，更加看重耕织图在传输文化理念中的独
特作用，并不着意于明确地反映特定的值得推
广的具体技术。这类耕织图的重要目的是宣传
重农的思想，塑造一种重农的意识形态，倡导
一种文化取向，传输一种技术审美观。
2.2 推广具体技术的耕织图
耕织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直观的
形式向农民传授、推广具体的耕织技术，其技
术推广的目的非常明确。这部分耕织图所描绘
的技术，是地方官员着意推广的技术。这部分
耕织图更注重现实的反映，与当时的农业生产
实践比较贴近。兹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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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观承之 《棉花图》
清乾隆三十年 (1765 年)，直隶总督方观承
主持绘制 《棉花图》，共 16 幅，包括从植棉、
纺织直到织染成布整个棉花生产和加工过程。
这一耕织图是当时先进生产经验的总结，具有
推广生产技术的明确目的。李鸿章曾对方观承
主持绘制 《棉花图》 做过高度评价：“国朝畿
辅总制，历年最久，善政最多者，首推桐城方
恪敏公绘棉花图以惠閭閰，厚民生也。” [5]
（2） 卫杰之 《蚕桑图说》
为辅助直隶总督李鸿章推广蚕桑技术，卫
杰编 《蚕桑图说》 及 《蚕桑浅说》，“将桑政蚕
政织纺事宜各著为编，绘图立说分给乡民，并
著蚕桑浅说。” [6]
《蚕桑图说》 有种桑图说 8 幅，养蚕图说 12
幅，缫丝纺织图说 8 幅。李鸿章给予高度评价：
“事有本末，语无枝叶，稚童老妪尤能解晓。”[5]
耕织图以其独特的风格，通俗易懂，形象
生动，从而在我国农业技术传播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3 耕织图的作用方式
从现有文献来看，耕织图发挥其效用的方
式，主要是两种。
其一，绘耕织图于守令之门，以发挥其影
响。
“昔时守令之门皆书耕织之事，岂独劝其人
民哉，亦使为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郡县
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7]
“中国古代常于守令之门，绘耕织图以劝民，使
为吏者知其本。” [8]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利用
《耕织图》 影响地方官员及百姓的有效方式之
一。
其二，印制耕织图，分给诸屯读书之士，
转相传阅。
村中读书之人，应是各类耕织图在民间的
重要传播者。我们暂且将这类农户称为“知识
型农民”。他们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接受过较好
的教育，关心农业的经营与技术问题，甚至还
热心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探索。实际上，我国古
代有多种农书，都是由这种具有“隐士”色彩
的富裕农民依据自己经营家庭农场的经验而写

耕织图与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技术及农业文化传播

成。
各种耕织图，包括技术推广类耕织图的主
要读者，应该就是这类农民。将耕织图“付诸
石印，分给诸屯读书之士，转相传阅”[6]，这应是
耕织图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他们的
示范作用，普通农户才会接触到各种理念与技
术，他们是技术或农业文化理念传播的关键中
介。
总而言之，当时各种形式的 《耕织图》 成
为十分令人注目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文化
宣传画，对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同时，对农业文化的倡导、对农业技术
审美观的表达与宣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耕织图的民间化与民俗化要要
要以耕织题
材年画为例
耕织图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其载体呈现
多样化的现象，形成耕织图民俗化与民间化的
文化现象，这不仅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
有着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农业文化的
塑造与宣传，建构了一种技术审美霸权。年画
是其中一个重要载体。
4.1 年画中的耕织生活
在年画中，以耕织及农家生活为题材的相
当多，如清代杨柳青年画 《庄家忙》、 《渔樵耕
读》、 《五谷丰登》、 《闲忙图》、 《耕织全图》、
《耕获图》、 《农家忙》、 《渔家乐》、 《同庆丰
年》、 《丰收图》、 《庄农稼穑难》 等等。又如，
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 《勿宰耕牛》，教导人们不
要宰耕牛，要善待耕牛。总之，年画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描绘农耕生活、引导农耕生活、倡
导农耕生活。
以农耕为主题的传统年画，是对农业劳动
及农耕生活的美学化表达。耕织题材年画所反
映的是农耕生活的祥和、团圆、美满、恬静的
生活美感，体现的是对农耕生活的感悟与倡导，
而这与政府的重农政策、鼓励农桑、提倡农耕
生活的理念是合而为一的。由于新年时几乎家
家户户都要张贴年画，年画的消费群体几乎覆
盖了所有人家，尤其是在信息传输不太通畅的
广大农村地区，年画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渠
道，对于社会的规训起着重要作用。耕织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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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对于社会的建构、对于农耕文化的传播、对
于农耕生活的倡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耕织题材的年画是一种平民图像，它所反
映的是人们的审美品味，表达的是普通百姓对
农耕文化的解读与体悟。与各类耕织图相比，
耕织题材年画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是耕
织图的民俗化体现。耕织题材年画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技术和文化传播方式，在民间塑造着一
种技术审美观、一种文化观，同时，也表征着
农耕文化对民间的深度影响。
4.2 耕织题材年画的主要功能
耕织题材年画，更加注重场景性，而不注
重技术的精确性与细节性；注重的是劳动场景
的描绘，并且有村落或农田或富于生活情趣的
生活细节作为背景，从而更具观赏性，生活气
息比较浓。
耕织题材年画对技术的描绘比较模糊，它
仅对生产中的一些劳动场景进行描绘。与对技
术介绍的模糊性相比，耕织题材年画所描绘的
农耕与蚕桑的生活与劳动方式、男女劳动分工
和田间劳动协作方式是非常明确的；所传达的
农耕及蚕桑生活的美感，以及对农耕与蚕桑生
活方式的欣赏与提倡也是非常明确的。耕织题
材年画主要传达的是“标准的”生产方式与生
活方式的美感以及一种农耕文化理念。

重视农业技术、重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维持、
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传播，而耕织图就
是其中一种极为有效的农业技术与农业文化传
播媒介。
耕织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绘图，技
术绘图展示的是某项技术如何展开、如何实施，
技术的各步骤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且不乏对技
术运作细节的描绘。而耕织图，它更加注重场
景性，而不注重精确性与细节性；它缺乏技术
细节的展示，而更像是一种基于常识的比较模
糊的对特定生产方式的艺术化的描绘，意在显
示某种文化取向、技术审美观。尽管有部分耕
织图用于技术传播，但耕织图更为重要的功能
是传播农业文化。耕织图体现的是一种生活审
美观和技术审美观，传输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
理念，维系着传统的社会—技术体系。
正如白馥兰所言，“楼的绘图 （楼璹所绘
耕织图） 之所以流行并不因为它所包含的实践
性讯息，而是在于它所反映的道德准则和社会
秩序”，耕织图“即使它们所表达的技术知识并
不精准，它们却在更深刻的水平上塑造着我们
技术知觉和倾向性”，表明“哪些视觉形式在操
作上可以最有效地巩固这个社会—技术体系和
与之对应的审美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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