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斯黛凡妮 · 古贝罗（Stefania Cubello）
摄影 詹姆士 · 里夫（James Reeve）

FROM
THE
SOUL
OF THE
SEA

海
魂
之
丝

在地中海一隅有一项流传了
数百年之久的传统手艺，它将
海里一种稀有软体动物中取
出的细丝，魔法般地变为有
着海丝之称的闪亮纤维，再
在纺锤上好似经由美人鱼的
巧手一般，被轻柔织就。

眼见灵巧的手指在织布机上伸展的丝线间反复穿
梭，就像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舞蹈。按照撒丁岛
的传统，这种纺织技术在意大利圣安蒂奥科岛被
统称为仿针织法（a punt’e agu），纺织工像使用细
针那样用指甲拨起经纱，让纬纱穿过，以此纺出
编织图案。若将成品对着阳光，织品的金色光芒

佩斯姐妹工作坊内的
一枚古董江珧贝壳（左
图）。三种梭线（上图，
从右到左）分别展现海
丝的天然色泽，经过柠
檬汁处理后的金色，以
及经过不同工序获得的
铜色。

让人目眩神迷，因为它是由足丝编织而成。
足丝（byssus）又名海丝，它的耀眼色泽、悠久
历史和制作工序充满迷人魅力。这种纤维来自江
珧贝（Pinna nobilis）的细丝簇（触须）。江珧贝是
双壳类软体动物，曾因其贝壳而遭到大肆捕捞。
丝状物由壳内腺体分泌物形成，能将这种贻贝固
定在海床上。分泌物与水接触便硬化成纤维，长
度可达近 20 厘米。细丝经过回收以及繁复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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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会变得柔滑而富有光泽，呈现出金色到铜
色之间的色泽。
江珧贝仅生长在地中海的波西多尼亚海草之
间，这种海草是此处的特有品种，能长到 1.2 米
长。正因此，海丝的制作仅出现在这个地区。没
有人知道海丝制作工艺的起源，仅知可追溯至古
代。这方面的研究员兼首席专家费莉西塔斯 · 梅
“我们对海丝在过去
德（Felicitas Maeder）解释说：
的用途一无所知。”她目前在巴塞尔自然历史博
物馆担任“海丝项目”负责人。她的目标是重构历
史，并为这项地中海文化遗产建立文献档案。
“古
代使用海丝最早也是唯一的证据是一块可追溯到
公元 4 世纪的残片，1912 年在阿昆库姆（现为布达
佩斯）一位女性的墓穴中发现。不幸的是，这块残
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不幸遗失。现存最
古老的海丝制品是一顶来自 1 4 世纪的编织帽，发
现于巴黎圣丹尼教堂附近。”
最早生产海丝的准确日期难以确定。在古希腊
罗马时期，
“byssus”一词泛指丝绸、棉花和亚麻等
（希腊文）或“ byssus”
各种织物。例如，
“ byssos”
（拉丁文）是一种用来包裹埃及木乃伊的亚麻细
布。
“人们已经知道海丝是一种纺织品，但它从未
“这个术语在地中海地区
被称为 byssus。”梅德说。
佩斯家两姐妹朱塞皮娜
（左图）和阿苏提娜正在
为伊格莱夏斯教堂制作
祭坛挂毯
（上图）。
这幅挂毯中，她们以传统
编织方法来处理亚麻线
和天然海丝，并以著名
的撒丁岛美学来描绘风
格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
（对页）。人们有时会在
江珧贝壳内发现小小的
珊瑚红珍珠或黑珍珠
（右图），这种软体动物
现已成为濒危物种。
因此，佩斯姐妹只使用
年代久远的古老海丝
编织。

的不同语言中有着不同的意思。”直到 16 世纪，
（海足
江珧贝长出的细丝簇才被称为“sea byssus”
丝），这 是博物学家纪尧姆 · 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首创的词汇，因为这种细丝的品质能与
亚麻纤维媲美。
最大的海丝制造中心位于意大利南部，尤其
是在撒丁岛和阿普利亚地区，但江珧贝因为海底
拖网捕捞以及自然栖息地受污染等原因，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日渐濒危。从 1992 年开始，该物种
受到欧盟保护，全面禁止捕捞食用或用于采集
纤维。海丝纺织工艺因此变得极为罕见，但在圣
安蒂奥科岛仍然存在，这要归功于阿苏提娜· 佩
斯（Assuntina Pes）和 朱 塞 皮 娜 · 佩 斯（Giuseppina
令它得以世代相传。35
Pes）这些纺织工匠的热诚，
年来，她们运用圣安蒂奥科岛上的本地仿针织
法，手工织造出令人惊叹的真丝、亚麻、羊毛、棉
布和其他天然纤维制品。这对姐妹是海丝生产
工艺的知识源泉，而这些知识又都来自伊塔洛 ·
狄阿那（Italo Diana，1890-1967）的关门弟子艾菲西
娅· 穆罗尼（Efisia Murroni，1913-2013）。1920 年代，
纺织巨匠狄阿那在圣安蒂奥科岛创办了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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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图起：阿丽亚娜 · 平
图斯使用 a mostr’e agu
仿针工艺，用指甲在织
架上编织图案；绕着待
用纱线的木纺锤；经过
清洗并用柠檬汁提亮后
的金色海丝纤维。

“艾菲西娅 · 穆罗尼将
她从伊塔洛 · 狄阿那身
上学到的一切都传授
给了我们。现在轮到
我们把这些知识传给
年轻的一代了。”

以及一座附属工坊，不过两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纱。海丝到这个阶段已经处理完毕，可供编织。

开始时均遭到关闭。除了用织布机织羊毛、亚麻

为了让海丝呈现美丽的金色，纺纱之后，她们会

和棉布外，狄阿那还复兴并教授编织海丝的传统

将纱线在柠檬汁中浸泡数小时，然后清洗、晾干

工艺。他亲自向渔民采购海丝。当时，在圣安蒂奥

并再次梳理。

科岛附近的水域捕捞江珧贝仍属合法；他取下触
须，然后将剩余部分还给渔民供出售或食用。

今年 34 岁。她的
丽亚娜 ·平图斯（Arianna Pintus），

“我们在本地传统蓬勃发展的环境中长大。”

工作坊“亚麻布之家”位于圣安蒂奥科岛附近的

阿苏提娜 ·佩斯回忆说。
“起初我只是对编织感到

中世纪村庄特拉塔利亚斯，她坐在这里回忆起自

好奇，但大概从我 10 岁起，它成了我的最爱。每天

己年少时期对纺织世界的着迷。现在，她延续着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名在织布机上工

编织海丝的传统，她使用的是一种在印度洋和太

作的妇女，我总会停下来看她。我在 1980 年代初

平洋海域繁殖的牛角江珧贝的纤维。她也负责安

获得了学习编织的机会，当时撒丁岛手工艺推广

排细丝的运送。
“我开始对编织感兴趣，借以寻根

研究组织（ISOLA）举办了一个试点项目，它由撒丁

并重新发现撒丁岛的古老文化和知识。我就这样

岛地区政府推动，目的是保护和发展当地的手工

被海丝迷住了。我的祖先来自圣安蒂奥科岛，因

艺和贸易。1984 年，我和其他年轻的纺织工共同创

此这也是我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阿丽亚娜说。

办了一个合作社，随后我妹妹朱塞皮娜也加入其

“经过广泛的考察后，我发现牛角江珧贝的海丝常

中。我们遇到了艾菲西娅· 穆罗尼，她教会我们编

被人们丢弃，我想，尽管它的潜力不如江珧贝，但

织海丝的方法，将她从伊塔洛 · 狄阿那身上学到的

也可以用它来进行编织。牛角贝的纤维更短更精

一切都传授给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把这些知识传

细，更难处理，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和加倍细心

给年轻的下一代了。”

的工作。”从清洗到（用柠檬汁）着色的制作过程

佩 斯姐 妹 采用一百年前采集的江珧贝海丝

与处理江珧贝相似。
“这就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

进行编织，那是穆罗尼以及狄阿那的女儿爱玛

下留存传统手工艺。否则我们不得不放弃，无法

（Emma）直接交给她们的宝物。她们忠实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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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纺织工匠当中，有来自卡尔博尼亚的阿

将这些知识传承下去。”

狄阿那学校所教的古老指法和技艺。这对姐妹表

观看平图斯用被称为 a mostr’e agu 的另一种仿

示，
“我们向艾菲西娅和爱玛许诺，不会让这门古

针指法在织机上进行刺绣让人着迷。她用自己纺

老艺术消亡。”首先，她们在大海中轻轻漂洗未经

织的亚麻布来制作壁挂和其他独特的原创艺术

处理的海丝（海浪的运动便是自然的清洗过程），

品。她的设计灵感来自古老的撒丁岛文化（如生命

去除沙子和贝壳等杂质。触须基本清洁干净后，

之树、女性形象、动物等）以及她对大自然的感

再用淡水清洗，并将它们铺在布上，在空气中晾

受。她说：
“纺织首先是一种自我反思。”每当在织

干。之后，她们再用细齿梳或镊子小心除去残留

机前俯身，就好似走进另一维度，在那里丝线就

的杂质。接下来用带有极细钢齿的小梳子梳理

是主人公。亚麻线（地球）和海丝（海洋）一并跳

细丝。然 后再 将纤 维 逐一 分 开，用小木 纺锤纺

动着自然元素的幻想之舞，象征生命本身。

对页最上图：在平图斯的
工作室中，光泽饱满的海
丝被编织成代表生命之
树的图案。平图斯是传
统工艺的热心倡导者，她
用自己种植的亚麻制成
的亚麻布作为画布。这幅
挂毯由牛角江珧贝的海

丝制成，那是一种来自
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
非濒危软体动物。
最下图：牛角江珧贝的
“胡子”卷须有助于将其
固定在海床上。平图斯
在分离纤维前要仔细梳
理它们。

PATEK 百达翡丽
PHILIPPE3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