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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金絲
FROM THE
SOU L OF
THE SEA
地中海一個小角落傳承着一種

一雙素手在紡織機上延展的絲線間輕柔又耐心

有數百年歷史的傳統編織工

地舞動着，彷彿在看美妙的舞步。這是一種編

藝，用的是來自大海的絲線。

織技巧，在聖安蒂奧科島（ Sant ’Antioco ）的薩丁

這種來自稀有軟體動物身上的
細絲被稱為海絲，有耀目的
光澤，紡織海絲需要溫柔如
美人魚的手藝。

（如針）編織法，
尼亞傳統中被稱為「a punt’e agu」
織者以指甲代替針，把經紗提起讓緯紗穿過，
創造出美麗的裝飾圖案。把織物放在陽光下觀

帕斯姊妹工作坊內的一
枚大江珧蛤古董貝殼
（左）。三束足絲（上，
從右至左）顯示海絲的
自然色彩，經過檸檬汁
處理後的金色海絲，以
及經過不同處理後呈古
銅色的海絲。

看，海絲的金色光芒足以使人目眩，這是足絲
織繡所得的效果。
海絲（sea silk），又名足絲（byssus），其魅力
在於閃爍的色彩、悠久的歷史和製作工藝。它
是大江珧蛤（Pinna nobilis）的細絲簇（觸鬚），大
江珧蛤是雙殼類軟體動物，曾經因為其美麗的
貝殼而被捕捉。大江珧蛤殼內的腺體分泌出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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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形成觸鬚，以求將身體錨定在海床上。當分泌
物與水接觸時會硬化成纖維，最長可達將近二十
厘米；採集的海絲經過複雜的清潔過程後，會變
得柔滑而有光澤，並帶金色以至青銅色調。
大江珧蛤僅生活於地中海大片波西多尼亞
海草（Posidonia oceanica）之間，波西多尼亞海草
是該處獨有的海草品種，能生長至一點二米
長。因此，海絲的製作只有在這個地區發展起
來。雖然沒有人知道海絲製作的起源，卻可以
追溯到古代。研究員兼首席專家費莉西塔斯．
梅德（Felicitas Maeder）說：「我們對當時海絲的用
途一無所知。」梅德是巴塞爾自然歷史博物館
的「海絲項目」負責人。她的目標是重構歷史，
把這種地中海文化遺產僅存的資料整理入檔。
「古代使用海絲最早、亦是唯一的證據是一塊
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紀的織物零片。該零片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在 阿 昆 庫 姆（ 現 時 的 布 達 佩 斯 ）
一個女士的墳墓中被發現。不幸的是，這塊碎
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亂中丟失了。現存最
古老的海絲製品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一頂織
帽，它在巴黎聖但尼（Saint-Denis）小教堂附近被
發現。」
很難確定人們最早何時開始利用海絲來紡
吉斯皮娜（左）和阿蘇
蒂娜兩姐妹正在為
依格萊西亞斯教堂
（Iglesias Basilica）製作
祭壇布（上）。
在這幅掛毯中（對頁），
她們使用了傳統工藝、
亞麻線和真海絲，並以
著名的薩丁尼亞島風格
來設計布上的人物圖
案。人們偶爾會在大江
珧蛤殼內發現微小的珊
瑚紅或黑色珍珠（右），
這種軟體動物現已成為
了瀕危物種。因此，帕
斯姐妹只能使用古董的
足絲編織。

（足絲）一字
織。在古希臘羅馬時期，「 byssus 」
泛指絲綢、棉花和亞麻布等各種織物。例如，
希臘文的「byssos」或拉丁文的「byssus」是指一種
用來包裹埃及木乃伊的精美亞麻布。「儘管當
時的人知道海絲可用來紡織，它卻從未被稱為

byssus 。」梅德說。「這個字在地中海地區的不
同語言中有不同的寫法。」到了十六世紀，由
（海
大江珧蛤長出的細絲簇才被稱為「sea byssus」
足絲），這是自然學家紀堯姆．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 ）創造出的詞彙，因為這種細絲的質量
能媲美亞麻線。
最大的海絲織物製造中心在意大利南部，
尤其是薩丁尼亞島（ Sardinia）和普利亞（Apulia）
地區，但大江珧蛤因為海底拖網捕魚及其自然
棲息地受到污染而短缺，產量從二十世紀中葉
開始減少。該物種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一直受到
歐盟保護，立例全面禁止採集作食用或取其纖
維。這種紡織工藝因此變得珍罕。不過在聖
安蒂奧科島上，全賴阿蘇蒂娜．帕斯（ Assuntina

Pes ）和吉斯皮娜．帕斯（ Giuseppina Pes ）等紡織
者的熱誠，這種藝術才得以世代傳承。過去

3
36PATEK
百 達 翡PHILIPPE
麗

PATEK百
PHILIPPE
4
達 翡 麗 37

「埃菲西亞．穆羅尼伊
將她從戴阿納那裡學
到的一切都傳授給我
們。現在輪到我們把
這些知識傳給年輕
一代。」

足絲，那是穆羅尼伊以及戴阿納的女兒愛瑪

左，由最上起：阿里安
娜．萍特斯使用另一種叫
a mostrÕe agu 的如針編
織指法技巧，用指甲在
框架上編織出設計圖
案；木紡錘上是已處理
好備用的海絲；經過清
洗和被檸檬汁浸過後的
金色足絲纖維。

（ Emma ）親手交給她們的。她們採用了與戴阿納
學校相同的手法和古老技巧。首先，她們會在
海中輕輕沖洗未經處理的足絲（利用流動的海水
自然清洗足絲），去除沙子和貝殼等雜質。觸鬚
清潔乾淨，她們會用淡水清洗並將它鋪在布上在
新鮮空氣中晾乾。足絲晾乾後，再用幼齒梳或鑷
子除去殘留雜質。下一步是使用有非常精細鋼齒
的小梳子梳理細絲。然後，再將纖維逐一分開，
繼而使用小型木紡錘將海絲紡成線。如此，海絲
便準備就緒可編織。為了製造出美麗的金色，她
們會將捲好的海絲再用檸檬汁浸數小時，然後清
洗、晾乾及再次梳理。

三十五年來，這對姐妹一直用當地一種如針編

在下一代紡織者當中，三十四歲的阿里

織法以人手編出令人驚嘆的真絲、亞麻、羊

安娜．萍特斯（ A r i a n n a Pi n t u s ）來 自 卡 波 尼 亞

毛、棉布和其它天然織品。她們對海絲編織

（Carbonia），在聖安蒂奧科島附近的特拉塔利亞

工藝有豐富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來自埃菲西

斯（ Tratalias ）中世紀村莊內有自己的工作坊，

亞．穆羅尼伊（Eﬁsia Murroni，一九一三年至二零一三

並將之名為亞麻布之家。她在工作坊內講述自

年）。她是伊塔羅．戴阿納（ Italo Diana，一八九零

己年少時如何對紡織品世界着迷。現在她延

年至一九六七年）的最後一名學生。戴阿納這位紡

續了編織海絲的傳統，使用的是牛角江珧蛤

織巨匠在一九二零年代於聖安蒂奧科島設立了

（Atrina pectinata）的纖維，那是一種在印度洋和太

一所學校，並在旁開設工作坊，不過兩者在第

平洋海域繁殖的軟體動物。她安排將細絲運送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都被關閉了。戴阿納除了

到薩丁尼亞島。「我開始對編織世界感興趣，

用紡織機編織羊毛、亞麻布和棉布外，還復興

藉以尋根並重新發現薩丁尼亞島的古老文化和

並傳授編織海絲的傳統工藝。他向在聖安蒂奧

知識。這就是我被足絲迷住的原因。我的祖先

科島附近水域採集大江珧蛤的漁民採購足絲，

來自聖安蒂奧科島，所以這也是我自己文化的

當機採集這種珧蛤仍然是合法；他會取下觸鬚

一部分。」阿里安娜說。「廣泛研究之後，我

後將剩餘的部分還給漁民出售或食用。

發現牛角江珧蛤的足絲一般被扔棄，讓我想到

「我們成長的的環境有很多蓬勃發展的傳

利用它來編織，儘管它的潛力不如大江珧蛤，

統工藝。」阿蘇蒂娜．帕斯回憶說。「起初，我

因其纖維較短和幼細，並更難處理，需要時

只是對編織感到好奇，但自從大約十歲起，我

間和細緻的處理。」從清洗到定色（使用檸檬

便愛上編織。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都會經

汁）的製造過程都與大江珧蛤相似。「這是在

過一個在織機前紡織的婦人，我總會停下來觀

不違法的情況下使傳統工藝承傳下來的方法。

看。在八十年代初，我有機會學習編織，當機

不然我得被迫放棄，無法將這種工藝知識傳

的薩丁尼亞島工藝研究組織（ ISOLA， 推廣當地

下去。」

工藝的組織）正在進行試點項目。該項目由薩丁

看着萍特斯用如針編織法在織機上紡繡實

尼亞島地區政府推動，以保護和發展當地手工

在令人着迷。她會用自己紡織的亞麻布來製作

藝和貿易。一九八四年，我和其他年輕的紡織

牆帷和其他獨特和原創的物品。她的設計靈感

者一起創立了一個合作社，我妹妹吉斯皮娜也

來自古代薩丁尼亞島文化（包括生命之樹、女性

在稍後加入。我們遇到埃菲西亞．穆羅尼伊機，

人物、動物等）和她對大自然的感受。她說：

她教會我們如何編織海絲，將她從伊塔羅．戴阿

「紡織終究是一種內在思想的方式。」每當她在

納學到的一切都傳授給我們。現在輪到我們把

紡織機前俯身工作，她彷彿進入了另一維度，

這些知識傳給年輕一代。」

在那裡，各種絲線成為主角。亞麻布（大地）和

帕斯姊妹使用擁有百年歷史的大江珧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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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頁，最上：萍特斯的
工作室中以充滿光澤的
足絲編織出代表生命之
樹的刺繡圖案。萍特斯
熱心倡導傳統工藝，使
用自己種植的亞麻樹製
成亞麻布，並以此作為
創作的「畫布」。這幅掛

毯是使用牛角江珧蛤的
足絲製成，那是一種來
自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
的非瀕危軟體動物。
最下：將牛角江珧蛤穩
住在其海床的「鬍子」。
萍特斯會在分離纖維前
仔細梳理它們。

海絲（海洋）共舞出代表着生命的夢幻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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