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 

李中庆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经衰微，手工纺纱因无利可图被生产者 

所弃，同时部分手工织布因技术有所改进而得以继续存在。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 

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但 

是，四川原有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其中棉纱短缺尤为严重，国民政府希 

望通过提倡手工棉纺织业满足战时所需的同时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在政府政策措施的 

刺激下，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起死回生且部分技术较之战前还有所改进，在战时棉纺织 

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战时机器棉纺织特别是机纱生产能力不 

足情况下的暂时繁荣，其技术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 

更未如战前中东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形成半工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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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往往以抗战爆发为下限，以半工业化概括其发展模式①，认为战争 

中断了手工业的发展。② 抗战时期手工业的变迁较少为人关注，有学者在论述抗战时期大后方棉 

纺织业时只关注机器棉纺织业，而忽视手工棉纺织业在这一特殊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③，学界即使 

对之有所论及也大多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手工业较之战前有所发展。④ 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四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14ZDB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承蒙吴敏超、王广超 

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一并谢忱。 

① 所谓半工业化是“中国近代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乡村手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 

间的动态现象，是大机器工业产生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自身存在的一种积极应对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特 

征是传统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参见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2页。 

② 彭南生：《评民初至抗战前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 85__9O页；彭南生：《中间 

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林刚：《传统、变革与国情——对鸦片战争后 

至抗战前中国手工业的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7—36页；彭南生：《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 乡村手工业发 

展进程的中断——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一丝织业为讨论中心》，《江汉论~}2007年第9期，第98一lO7页。 

⑧ 金志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59—167页。 

④ 徐凯希：《抗战时期鄂西地区手工业的兴衰》，《江汉论坛》20O6年第 1O期，第76_78页；林刚、纪辛：《穆藕初、农本局与 

手工纺织业——略论农户经济与本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 1期，第 125一l33页；黄正林：《延续与革新：近代甘 

肃手工业问题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1—125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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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较之战前先进①，也有学者通过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手工业的考察， 

认为“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②，还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些市镇与农村呈现出‘半工业 

化’现象”。③ 笔者以为，若从抗战时期四川( 手工棉纺织业看，技术、规模、产量较战前有所提升是 

不争的事实，但是否能因此而认为“后方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是出现了半工业现象尚有 

待商榷。本文以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为样本，论述抗战时期大后方手工业的变迁，以求教于方家。 

一

、 抗战爆发后四川棉纺织业的供需矛盾 

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使四川这一内陆省份一时由边缘跃居中心。大量人口涌 

人四川，以重庆为例，“抗 日战争前夕，重庆城市人口已有 30余万人。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国民 

政府西迁重庆，大批党政军机构、科技文教单位、工矿企业和沦陷区的流亡人口随之迁渝，重庆人口 

迅速增加。在辖区有所扩大的同时，1938年全市人 口为 528393人，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共 

约60万人；1941年突破 70万人，1943年超过 90万人，1945年达 1255071人”。⑤ 就四JlI全省而 

言，1938年全省人口44349257人，1940年达到 46701847人，增加了230余万人。⑥ 在外来商品减 

少的情况下，除要满足原有人口的消费需求外，四川还需肩负起保障外来人口生活、支援抗战建国 

的重担。以棉纺织业为例，不仅要面对人口激增所致的消费需求增加，更重要的是满足军队需要 

(军被服、救护绷带、纱布等)。 

由于机器纺纱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纺织分离现象在甲午战后就已出现，棉纺织生产者放弃纺纱 

而专事织布，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与沿海地区存在一定的 

时间差，在民国初年以前四JiI受工业化波及较小，手工棉纺织业仍能维持原有地位，民国初年以后 

机纱入川，首先打破了农家手工纺纱制度，此后农家手工纺纱逐渐衰落。⑦ 抗战爆发前，四川所产 

棉纺织品不敷本地之用，每年棉纱布三项输入，价值达 3000--5000万元之巨。⑧ 四JiI与西康两省 

机纱消费量约在 30—50万担之间，本地生产能力有限，基本都由外地输入，1935--1937年机纱年 

平均输入量近43万担。四JiI棉布原能自给，但由于日本机器棉纺织业在华迅速发展，大力向四川 

倾销，使得本地自产棉布不足以与之竞争，而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甚至被迫停业。1919--1924年 

平均每年入川棉布约为50—70万匹，1925年增至近 8O万匹，1926年增至 100万匹以上。此后虽 

略有跌涨，但均未低于 100万匹，至抗战前已达200万匹。⑨ 

抗战爆发打破了四JlI棉纺织品原有的生产供给模式，使之失去了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输入机纱、 

棉布的机会，需求激增的同时，棉纺织品特别是机纱供给却大为减少，使得供需矛盾异常突出。抗 

① 彭南生、张杰：《衣荒与应对：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的兴衰》，《湖北大学学报12016年第5期，第46_52页。 

② 徐凯希：《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研究——以湖北、湖南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2007年第1期，第73—81页。 

⑧ 黄正林：《内生与转型：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变化》，《河北学刊12015年第3期，第49_53页。 

④ 抗战时期，四川省所辖地域有所变动，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成立，原来的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二省，1939年5月5 El 

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直辖市。重庆市行政上虽与四川省脱离关系，但经济上仍与四川省连为一体，无论是机器还是手工棉纺织业 

在西康省都少有分布，因而本文所指四川包括重庆市但不包括西康省。 

⑤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第 1卷，“总述 -大事记 ·人 口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74—_775页。 

⑥ 民政厅统计室：《四川人口静态之分析》，《四川统计月刊》1948年第2期，第1页。 

⑦ 师曾：《四川之棉纺织工业》，《新新新闻每旬增刊1，1939年2月1日，第16页。 

⑧ 胡竞良：《战时四川棉业问题》，《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 12期，第316页。 

⑨ 毕相辉：《川康棉纺织业发展史简述》，《农本11941年第58、59期合-／=1，第26哪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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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全国纱厂的棉纱产销量约为493．4万担①，但迁入后方的纱厂寥寥无几②，且生产能力有限。 

据经济部统计，截至 1940年底内迁的民营纺织工厂共 97家，其中大部分(52家)迁至湖南。虽然 

同期内迁入四川的企业共 254家，占内迁后方总企业数448家的56．70％，但纺织业企业迁入四川 

的只有25家，占比仅有25．77％。这些内迁的工厂“因机器搬迁损耗，工人技术不精，复受空袭威 

胁，工作效能大减”。③ 四川原有加上迁入的机器棉纺织工厂的生产能力，仍远不能满足战时所需。 

到 1941年 7月，四川境内机器纺织厂已开锭数总计 105760枚，即使到 1945年已开锭数虽然增至 

165800锭④，但仍与实际需求量相差甚远。 

表 1 1942年 7月四川机器棉纺织厂概况调查表 

已开锭数 每 日生产 厂名 工人总数 备注 

(枚) 20支纱件数 

大华纺织公司广元分厂 100O0 18 800 还有旧锭5000枚到9月投入使用。 

军政部第一纺织厂 5688 9 614 

军政部第二纺织厂 10000 16 674 

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 25000 36 2200 

豫丰和记纱厂合川支厂 150O0 17 10o0 

还有旧锭 10000枚，尚无投人使用的确切 汉
口裕华纺织公司渝厂 23000 34 1706 时间

。 

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渝厂一工场 6000 11 810 

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渝厂二工场 40O0 5 810 

还有旧锭 6400枚，明年春夏间可投入使 

沙市纺织公司渝厂 6400 12 700 用；又有旧锭 9600枚 ，尚无投入使用的确 

切时间。 

维昌 336 0．5 80 

理治纺织厂 168 0．2 41 

赈济第三工厂 168 0．2 39 

新民纺织厂 印度机 2套336锭，在装排开工中。 

总计 105760 158．9 9474 因空袭停电等原因实际产量只有80％。 

资料来 源：《制造新农 式纺 纱机、兴 办新农 小型纺 织厂》(1942年)，重庆 市档案馆 藏，金城 银行 重庆分 行档案 

03040001003400001 196000。 

纵览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棉纺织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一直存在，其中棉纱缺乏尤为严重，供需 

矛盾突出。抗战爆发后，四川棉纺织品消费量较战前激增，以致供需相差悬殊，纱布严重缺乏，造成 

社会恐慌⑤，1939年 4月西南诸省棉纱布价格，均较战前上涨 3倍以上。⑥ 由于当时的形势，难以 

①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第271页。 

② 陈敬先：《农本局福生庄营运花纱布匹业务概况》，《经济汇报》1941年第 11、12期合刊，第71页。 

③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7页。 

④ 《我国大后方棉纺生产量统计》，《陕行汇刊》1945年第1期，第99页。 

⑤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7页。 

⑥ 胡竟良：《战时四川棉业问题》，《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 12期，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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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发展机器棉纺织业，而为了支持抗战，为了一般大众的需要，国民政府“不能 

不从现实的环境中，建设与抗战情势相配合的工业，尤其为手工业”①，因而手工棉纺织业受到国民 

政府格外重视。② 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在迫不得已的环境下恢复起来”③，国民政府将手工棉纺织 

的复兴视为补救棉纺织品供需矛盾最重要的工作。④ 这是因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通过推行手工 

纺纱来救一时之急，所产土纱的品质虽然稍微差些，但比没有要好得多。⑤ 

二、国民政府对四川手工业棉纺织业的提倡与管控 

抗战爆发后，四川等大后方棉纱极感缺乏，以致出现纱荒现象，纱价高涨，衣服原料供应极度困 

难。⑥ 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都认为应“竭力提倡农村手工业”⑦，“积极提倡手纺土纱、织造土 

布”⑧，试图通过提倡手工业缓解棉纺织品供应紧张的局面，支撑“抗战建国”的同时维持社会与市 

场稳定。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四川等大后方竭力提倡手工棉纺织业，一方面逐步加强对手工棉纺织 

业的控制，刺激生产的同时控制供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手工棉纺织业政策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38年 7月到 1943年 3月， 

主要由经济部农本局福生庄负责执行，在提倡、推广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的同时试图控制棉纺织品的 

供给；第二阶段从 1943年4月到抗战胜利，由于供需矛盾更加紧张，1943年3月后国民政府将农本 

局改组为隶属于财政部的花纱布管制局，对包括手工在内的棉纺织业的生产、销售等方面进行更为 

严格的统制。 

(一)农本局福生庄等机构对手工棉纺织业的提倡与初步管控 

1938年 3月29日开幕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其中第 19条 

提出“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⑨ 为贯彻这一方针，国民政府制定了促进手工 

业生产的五条措施：“第一，从技术上积极加以改良，以增加生产，适应抗战期间农村需要。第二， 

在各县城镇设立小型铁木厂，以供应各项生产工具。第三，关于农村手工业，着由农本局尽量施 

放贷款，以利发展。第四，扶导组织农村手工业合作社，调剂产销。第五，农村手工业生产简易， 

决[定]动员广大农村农妇一致参加生产，以加强抗战建国之经济基础”⑩，将手工业置于重要 

位置。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设立农产调整委员会负责农产运销， 

该会委托中国棉业公司及通成公司合组棉业办事处，专司棉纺织品运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中 

国棉业公司和通成公司鉴于局势不利，解除了代理棉业办事处收购棉花的合约。为缓解四川等大 

① 余精一：《土布运动与纺织．x-,_lk-L建设》，《建设研究》1939年第2期，第48—53页。 

② 关兴三：《抗战期中手工业建设之管窥》，《现代读物》1939年第3期，第25_28页；关兴三：《战时农村工业化之理论与实 

际》，《国是公论》1939年第25期，第l5—18页。 

③ 陈洪进：《手工纺织业的推进在全国经济建设上的意义》，《农本》1942年第6O期，第 13—17页。 

④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7页。 

⑤ 穆家修等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4页。 

⑥ 《农产促进委员会办理四川遂宁手纺织训练所工作的有关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案，二三／ 

2152。 

⑦ 《政府奖励农村手工业》，《银行周报》1938年第25期，第26页。 

③ 《关于积极提倡手纺土纱土布给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的训令》(194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四川省 

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550005000240000108000。 

⑨ 《抗战建国纲领》，《湖北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358期，第33页。 

⑩ 《政府促进农村手工业：订定五大方针》，《银行周报》1939年第2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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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棉纺织品的供需矛盾，棉业办事处业务科科长吴味经建议另行成立机构，继续经营花纱布运销 

业务以满足四川等大后方的需求。1938年2月，农本局奉令接收农产调整委员会并将其改组为农 

业调整处，于同年 6月结束棉业办事处，7月由农本局农业调整处拨款成立福生庄。 福生庄成立 

之初，除经营花纱棉布运销业务外，还兼营粮食收购，1940年9月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收购粮食 
一 项移至该局办理，福生庄遂成一专营花纱棉布之机构。② 

福生庄是国民政府在四川等大后方推广手工棉纺织业的主要机构，农本局在福生庄业务科内 

设立手纺股，统筹各推广区的一切工作，并罗致业务推广及技术人员，分司其职，每一推广区内分别 

设立福生分庄、支庄或办事处，办理各该区域内一切推广业务、技术等事宜。根据需要在区内若干 

场镇设立办事处为推广之基层机构，直接与生产者发生交易关系。在福生庄力量暂时不能达到之 

地区，得斟酌情形委托当地之合作社代理收集纱布，称之为代理店。另外，为建立手纺自身组织起 

见，视环境需要，由各区指导人员辅导组织手纺团。③ 如 1939年秋，福生庄在重庆附近各县及主要 

场镇设立分、支庄及办事处，选派大批指导人员，深入农村推广手工棉纺织技术，使得这些地方早已 

衰落的手工棉纺织业，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④ 到 1941年，福生庄在四川设立了 11个分庄，5个支 

庄，42个办事处。⑤ 

由于抗战前四川棉纺织业中棉纱的生产能力最弱，因而福生庄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广并控制手 

工纺纱。而要取代商人获得棉纱市场的支配权殊非易事，为此福生庄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地设立分 

庄前，都会先对该地手工纺织业状况进行调查，尔后由分庄在各场镇设立办事处、代理店、弹花场、 

推广据点等机构。⑥ 试图通过各分支机构实际控制该区域棉纺织品的收购与出售等各环节，将收 

购的长绒棉供应给机器纱布厂，而短绒则供给手工纺织之用。其推广手工纺织业主要是通过“成 

千成万的农夫与农妇的手，来增加纱布的产量”⑦，在成立伊始就计划发动50万农村妇女参与手工 

纺织。⑧抗战前四川手工纺纱业早已衰落、消亡，为使农民重新掌握手工纺纱这一技能，福生庄在 

各地开办手纺人员训练班，招收青年男女，每班学员人数不等，一般训练周期为1个月，一期结束后 

接着进行下一期的训练⑨，为了吸引青年进入手纺训练所进行培训，一般会在膳食上给予补助，地 

方政府也积极予以支持。⑩ 经过训练的青年被分配到福生各庄处，深入农村，推广宣传手工纺织技 

术。⑩ 福生庄为使外界明了战时手工棉纺织的重要性，于1941年l2月1 El在重庆举行了首次手 

纺织展览会，广泛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以期更好地在四川推广手工棉纺织业。⑩ 四川省建设厅除督 

促农本局加紧推广手纺业务，并要求福生庄各驻外专员向各用纱户及民众劝告提倡外，还请四川省 

① 福生总庄：《本局福生庄业务概况》，《农本》1940年第34期，第2O页。 

② 陈敬先：《农本局福生庄营运花纱布匹业务概况》，《经济汇报》1941年第 11、12期合刊，第71页。 

⑧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10页。 

④ 《陪都附近手工纺织业的跃进》，《农本》1941年第58、59期合刊，第46页。 

⑤ 吴味经：《四川手纺现状及期望》，《农本》1941年第52期，第4页。 

⑥ 《本局福生南庄推广手工纺织计划大纲》，《农本》1941年第48、49期舍刊，第3l一32页。 

( 邹明：《手工纺织推广之检讨与动向》，《农本》1941年第52期，第1O页。 

⑧ 《农本局福生蓉庄推广手工业纺织生产并训练人员以及江苏医学院实施职业学校教育的文件》(1940年)，四川省档案馆 

藏，四川省教育厅档案，民107／01／0997。 

⑨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ll页。 

⑩ 《关于按月拨售南岸手纺训练所食米的训令、函》(1947年)，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粮政局档案，0070000100150000030。 

⑩ 《农本局福生蓉庄推广手工业纺织生产并训练人员以及江苏医学院实施职业学校教育的文件》(1940年)，四川省档案馆 

藏，四川省教育厅档案，民107／01／0997。 

@ 《关于派张今吾前往调查战时衣荒情形并推广手纺织致北碚管理局澄江乡公所的函》(194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 

管理局档案，0081O0100028200003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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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令各县积极提倡03，l~)Jl省政府对此欣然应允，命各县遵照办理。② 国民政府认为福生庄的 

“生产事业应以盈利为目的，应力求简单经济，应力求商业化”，只有获得盈利，才能长久支撑 

下去。③ 

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紧张，福生庄难以独自掌控四川等大后方手工棉纺织业的推广等相关事 

宜，仍需与地方政府和商人等进行合作，如在四川遂宁、潼南、简阳、南部、奉节等收花处，由福生庄 

及四川省合作指导委员会与迁入四川的豫丰、庆新、裕华三纱厂合作收花。“前两者担任人力，后 

三者担任财力”。从农民手中收购的土纱，除供应政府所控制的手工织布工厂生产，在重庆平价出 

售一部分外，更在手工纺织著名之合川、璧山、綦江等地委托农本局合作金库代销，其对象则为当地 

从事纺织的农民及织户。为了维持市场稳定，抑制市场价格上涨，福生庄所销售产品，往往比市价 

低一二成，以避免一部分商人利用低价大批囤积居奇，还规定购纱每户以五小包为限，购布以两匹 

为限，每户每日限购一次，且织户在购买纱布之前须先向本庄登记，经审查后始得购买。④ 福生庄 

虽已渗人流通及部分生产环节，但并未完全掌控四川等大后方的棉纺织生产与供给，市场流通仍被 

允许继续存在。 

福生庄在四川等大后方对手工棉纺织业进行融资时，也需政府和民间机构的配合。抗战时期 

资金不足对四川等大后方手工业的限制长期存在，为此国民政府在金融上予以支持。⑤ 福生庄贷 

放纱布的手续简单，普通织户，只需登记取保，即可贷纱回家织布。一般技术比较精熟的，用两天 

或两天半的时间，就可织成 1匹布，赶场送到福生庄，就可得工资16元。如果与商贩4元 1匹的 

工资或以布换纱的办法比较，“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乡村织户都乐于和福生庄交易，织户 日 

增。⑥ 福生庄对手工棉纺织业低利贷款需各银行配合，各银行纷纷制定详细的章程对手工业进行 

贷款。以成都市为例，1944年 5月 15日到 1945年 5月 14日的手工业贷款由中央信托局成都分 

局与成都市银行共同承担，400万元由两个银行各分担 200万元，贷款(质押放款)利息为 2分 8 

厘⑦，贷款分质押和信用放款两种，信用放款利率在质押放款利率的基础上加 4厘，但仍较工业贷 

款低2厘⑧，以示对手工业的支持。申请贷款者除其产品供给军用或日常需要外，需依法登记加入 

同业公会。⑨ 

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组织难民进行手工业生产，难民赈济工厂遍布四川各地。大量难民陆 

续涌人四川，这既使四川经济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是社会秩序不 

① 《关于积极提倡手纺土纱土布给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的训令》(194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 

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550005000240000108000。 

② 《关于提倡以手工纱织造土布的呈、令》(194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档案，00810004015350000003000。 

③ 《农产促进委员会关于推广棉纺织等棉业机械与赈委会等联系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案，二 

三 ／2104。 

④ 福生总庄：《本局福生庄业务概况》，《农本》1940年第34期，第2O页。 

⑤ 赵国壮：《抗战时期四川手工行业融资问题研究》，重庆出版社 2015年版，第338页。 

⑥ 《陪都附近手工纺织业的跃进》，《农本》1941年第58、59期合刊，第46页。 

⑦ 《关于检送成都市银行请国家金融机关参加贷放手工业贷款情形的代电、函(附合约)》(1945年)，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央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档案，02850001005900000012000。 

⑧ 《关于规定手工业与X-,_lk放款利率致和成银行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档案， 

0300000101760000093000。 

⑨ 《中央信托局成都分局、成都市银行联合贷放手工业贷款章程》(1944年)，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档案，O285Oool0o59000oool2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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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因素之一。难民失业不能谋生，国民政府迁都伊始虽尽了很大努力，却未见成效①，之后则 

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缓解了这一矛盾。除组织难民进行垦务外，最好的办法是将难民组织起来 

进行手工业生产 ，既能补充战时生产能力的不足 ，又能解决难民的就业问题 ，可谓一举两得。在 

江津城东门的赈济难民工厂共有男女工人 250余人 ，职员 5O余人 ，合计 300余人。工人中，40 

多人是本地人，其余都是难民。相较而言本地人工作特别努力，且技术相对娴熟，每 日能织布 1 

匹，比难民要快一倍，遇到警报也不跑 ，而难民但凡有风吹草动，便纷纷逃到山中避险。工厂的 

产品除在江津城内设营业部推销外，军政部被服厂是最大的主顾。② 但难民数量过于庞大，单靠 

这一处赈济工厂不足以安置，四川省政府遂将江津训练娴熟的工人送往四川各地指导难民进行 

生产。③ 

宋美龄领导成立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为适应“抗建时代的迫切需要”，在北碚实 

验区“创设工厂，招收当地出征军人家属，从事纺织事业，具体的试用 ‘以生产的形式，换取慰劳的 

结果”’。④ 1941年 8月到 1945年 12月，中国妇女慰劳 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共生产并捐赠棉衣 

200000件、棉裤75201件、衬衣 67653件，其他如皮大衣、毛军毯、棉被、蚊帐若干；1942年 8月到 

1945年 12月生产并捐赠衬衣裤57100套、毛巾426000条、手帕 16580条、救护包 1824只。⑤ 抗战 

时期国民政府倡导成立的类似规模的手工织布工厂，遍布于四川各地。这些工厂大多设在县城附 

近或水陆交通便利之重要地点⑥，以利于产品运输 ，所生产的棉布“大半均供给军政部被服厂”，其 

余在重庆及四川各地投入市场供给民用。⑦ 

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在配合福生庄提倡手工棉纺织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农业促进委 

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认为四川等大后方棉纺织品若要实现自给，只有依靠手工纺 

织，故积极推广手工棉纺织，并对手工纺纱技术进行改良，如其主导改良的七七纺棉机，在四川等大 

后方大量推广。⑧ 为更好地推广手工棉纺织业，穆藕初与黄任之、江问渔、贾佛如及四川建设厅厅 

长何北衡，组织建立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由建设厅委派棉业专家魏文元主持棉纺织推广事 

宜。⑨ 1939年2月“四川省政府为应战时急需”，经国民政府各有关机关同意，设立四川省棉纺织 

推广委员会，主要目的在于“(一)提倡手纺织业，补充战时衣服原料需要。(二)战时大规模机器工 

厂容易被轰炸，手工纺织业规模既小，且分散乡村，损失当然减少。(三)倡导乡村妇女生产工作”。 

该会主任委员由何北衡兼任，魏文元、范英士为专任委员，并由魏文元兼代主任委员及总干事，委员 

还有农产促进委员会的穆藕初、农本局的徐仲迪、经济部的张文潜、中国银行的张心一、中华职教社 

的黄炎培、四川省合作委员会的杜时阉及四川省合作金库代表。委员会下设总务、技术、合作三组 

及重庆、三台两推广区。所设之技工训练班到 1940年已训练纺纱技工 5000人，返回各乡村推广改 

① 《关于在卫戍区各县城附近及水陆交通便利之重要地点设立小手工业工厂收容被炸与失业难民的提案》(时间不详)，重 

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档案，00810004003600000318000。 

② 瞿诛莪：《参观简易手工纺织厂之后》，《农本》1939年第31期，第41__42页。 

⑧ 《关于告知各地纺织工厂如需工人时，向江津县四川简易手工业赈济工厂征求的训令》(194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四川 

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550003003360000064000。 

④ 程亚兰：《抗属工厂的成长》，《慰劳专刊》1941年，第49页。 

⑤ 李宁选辑：《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八年工作总报告》，《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41__49页。 

⑥ 《关于在卫戍区各县城附近及水陆交通便利之重要地点设立小手工业工厂收容被炸与失业难民的提案》(时间不详)，重 

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档案，O0810004003600000318000 

⑦ 福生总庄：《本局福生庄业务概况》，《农本》1940年第34期，第2O页。 

⑧ 胡竞良：《战时四川棉业问题》，《新经济(半月-?lJ)》1939年第l2期，第316页。 

穆藕初：《内地土纱状况》，《纺织染工程》1940年第4期，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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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及指导亲友使用改良后的纺纱机。①不同于福生庄试图控制市场，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是 
一 个相对纯粹的手工棉纺织业推广机构。该会采取的主要推广措施有，派遣熟练技工，到各地为群 

众制造纺机，并规定工价，以减少群众远地购买及运输上之费用；设立特约训练所，以减少群众远道 

学习之费用；设立公共弹花处，以减少群众弹花之困难与费用；贷放纺机，以救济农村无力购买纺机 

之妇女；设立供运代办处，以供给群众应用之机械及原料。目的首先“在求大量生产，次为改进品 

质”，而凡从事棉纺织业生产者，都应该予以指导。由于四川原有的织布机尚有相当基础，“纺织机 

则感缺乏”，因此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对手工纺纱机的推广特别重视，经其努力1940年度使群 

众获得织布收益90万元，纺纱收益达 2722万余元。② 

(二)花纱布管制局对棉纺织业的全面管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强了对大后方的物资封锁，使得四川等大后方棉纺织品的供需矛盾 

更加紧张。为应对这一局面，国民政府一方面继续推广手工棉纺织业，一方面加强对棉纺织业的统 

制，以保证军需供应。“1942年初，经济部成立物资局加强物资直接管理，并将农本局、平价购销处 

及燃料管理处三处改隶该局。物资局成立后，对棉纱供应之调整及棉市管制列为首要工作”③，为 

使管制与业务更加联系密切，物资局先后制颁各种有关管制法令，并次第实施，对棉纺织业实施管 

制，特别是加强对棉花的控制。④为了增强管制效果，1943年物资局奉命裁撤，财政部于同年4月 

将原属经济部的农本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⑤ 花纱布管制局以增加生产、 

限制消费、调剂供需、平衡价格为宗旨，采取统购棉花、以花易纱、以纱易布、以布控价办法，在优先 

保证军用的前提下供给民用。⑥ 

到1943年由于四川等大后方棉纺织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当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 

次大会认为应从速提倡四川等大后方的旧式手工纺织、缝纫等业，以增加物资供应。⑦ 与前期相 

比，花纱布管制局除延续福生庄时期推动手工棉纺织生产的措施外 ，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以 

保证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1943年底花纱布管制局公布实施《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管理棉 

花、布匹、土纱买卖办法》，共计20条，对土纱的储存、买卖进行了非常严格详细的规定，如“凡经 

营棉花、布匹、土纱买卖之工商工厂，不论批发、零售、贩运、自营、成代客居间等，均须申请财政部 

花纱布管制局或其分支机关或其委托指定之机关核发执照”；“棉花、布匹或土纱之批发交易，应 

集中于核定之市场公开买卖”；各棉花、布匹、土纱商号、工厂，应随时将买卖数量、价格等项依照 

规定填具清单，并在交易当日送花纱布管制局或其委托指定之机关存储，并应按期向花纱布管制 

局或其委托指定之机关呈报买卖及存储货物之数量；“棉花或布匹、土纱运出仓栈，应按照规定手 

续，报请管制局或其分支机关或其委托指定之机关核准，方得提取”。⑧ 花纱布交易必须以花纱布 

管制局所定价格为准，且价格涨落皆由其控制。⑨ 同时，花纱布管制局通过增设办事处的方式，以 

① 《川省手纺织之推广》，《农业推广通讯》1940年第1期，第18一l9页。 

② 魏文元：《一年来之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建设周刊))1941年特刊，第 l57—176页。 

③ 刘昌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第38—39页。 

④ 陈锡嘏：《我国战时之花纱布管制》，《中农月"N)1944年第3期，第10一l5页；守真：《战时花纱布管制概述》，《纺织周刊》 

1948年第6期，第85—87页。 

⑤ 《花纱布管制局组织规程》，《中国纺织学会会刊》1943年第 1期，第112—114页。 

⑥ 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59页。 

⑦ 《推行农业、手工业生产及整理投资事业》(194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水利局档案，民162／02／2768。 

⑧ 《财政部花纱布管{}i6局管理棉花、布匹、土纱买卖办法》，《四川省政府公报)1943年第215期，第2_3页。 

⑨ 《花纱布管制局提增纱布价格》，《中国纺织学会会刊》1943年第 1期 ，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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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棉花生产，全面管制纱布市场”。① 即便是实行严格统制 ，花纱布管制局也未完全掌控棉 

纱市场。以璧山县为例，“纱的来源 ，一部分是黑市中购得”，另一部分是花纱布管制局及军需署 

璧山纺织工场平价发放到市场上的。② 1944年 1月12日，花纱布管制局公布实施《棉纱及布匹 

登记办法》，规定各地经营土布及布业厂商、合作社须将存货数目上报同业公会，造册报花纱布 

管理局在当地的分支机关或委托之政府机关查核登记。运进或运出土布 3匹以上、土纱 3O斤 

以上，须申请登记。③ 国民政府试图全面控制棉纺织产销，对违反规定者“均以破坏管政论罪，交 

由军法机关从严重办”，各工厂领花还纱、领纱还布，都必须按规定切实执行，不得借口请求 

例外。④ 

供给军需被置于重中之重，农户生产的土布除少量投放市场外，大多由花纱布管制局及军需署 

收买⑤，绝大部分棉纺织品被用于供应军需。⑥ 以1943年为例，四川等大后方全年棉花供应军需 

127239担，占供应总额的20％，而其余交纱厂及手纺织户纺纱织布之棉花(占供应总额 79％)， 

所织成之纱布 60％仍要拨供军用 ，棉布供应军需计 2221777匹，占总供应额 77％，民用不过 

23％。由于机纱仍供应不足，花纱布管制局规定“土纱土布亦仍继续以前贷纱贷织及交换业务 ， 

积极办理”。1943年下半年开始 ，花纱布管制局改订办法 ，统购土布，力求补充机布产量之 

不足。⑦ 

1944年 1月12日，行政院核准公布实行《管理棉花、布匹、土纱交易规则》，对土纱之批发交易 

作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违反该规则者，就是触犯《妨碍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送由审判机关 

依法判处。⑧严苛的措施，一方面使国民政府较之前更好地掌控了四川等大后方棉纺织生产与供 

应以保证军需，另一方面也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收购价格不敷生产成本而不愿生产，弊端颇 

多。⑨ 国民政府对棉纺品实行统制的目的在于增加生产保障军需供应，但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对生 

产起了抑制作用。由于政府实行军需优先的政策，致使市场旺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为腐败创造了 

温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花纱布管制局云南办事处处长陈复光、副处长王恕与商人严 

协成勾结垄断了昆明的纱布交易，事情最后虽不了了之，但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⑩ 因花纱布 

管制局存在物资巨大霉损、分配不当以及滥用人员等情形，1944年 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对花纱 

布管制局局长尹任先提出弹劾⑩，不仅将其免职且被停用 10年。⑥ 

国民政府的抗战时期棉纺织业政策弊病层出不穷⑩，遭人诟病⑩，1946年 3月 15日花纱布管 

① 《花纱布管制局设南北办事处》，《贵州企业季刊》1943年第4期，第96页。 

② 唐席清：《璧山的手工纺织业》，《四川经济通讯》1944年创刊号，第3页。 

③ 《棉纱及布匹登记办法》，《中农月刊》1944 年第3期，第95页。 

④ 《花纱布加强管制》，《陆军经理杂志》1943年第6期，第 125页。 

( 唐席清：《璧山的手工纺织业》，《四川经济通讯》1944年创刊号，第3页。 

⑥ 守真：《战时花纱布管制概述》，《纺织周刊》1948年第6期。第87页。 

⑦ 陈锡嘏：《我国战时之花纱布管制》，《中农月刊》1944 年第3期，第 1O一15页。 

⑧ 《管理棉花、布匹、土纱交易规则》，《中农月刊》1944年第3期，第93__94页。 

⑨ 唐席清：《璧山的手工纺织业》，《四川经济通~,)1944年创刊号，第3页。 

⑩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中国民主建国会云南省委员会、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云南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云南人民出 

版社 1988年版，第 134—136页。 

⑩ 《中茶公司、花纱布管制局渎职舞弊案受弹劾》，《计人月刊》1945年第2期，第12页。 

⑩ 《国内新闻》，《甘行周讯》1945年第 121期，第 12页。 

⑩ 《经济部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会议议程(第一、三至七次)》(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34738。 

⑩ 苏汰余、章剑慧、潘仰山、萧伦豫：《对穆藕初先生答复之答复》(194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档案， 

03000001001320000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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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局在重庆正式结束①，但此时政府管理的纱锭已达16．5万枚，且因其提倡手工棉纺织，使得手工 

棉纺织业在抗战经济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② 不过，这是抗战时期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一 

旦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繁荣的手工棉纺织业就会迅速衰败。抗战胜利后，四川 200余家军布业， 

1300余家土布业，1001家花布业，相继停闭者达半数以上。③ 

三、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繁荣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较战前繁荣，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发展趋势的延续，而是战时 

特殊经济环境下的异变。就生产模式而言，战前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土纱的消亡，铁轮机的应用 

使土布生产技术大幅改进，从而形成了机纱土布的生产模式。抗战时期四川手工业的繁荣则与 

之不同，由于棉纺尤为缺乏，形成的是土纱土布和土纱机布的生产模式 ，一旦战争结束 ，机纱就会 

卷土重来，手工纺纱生产又会迅速衰落，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所呈现的繁荣状态不具有可 

持续性。 

(一)手工纺纱的“复兴” 

抗战爆发后，四川棉纺织特别是纺纱能力严重不足，四川等大后方的纱锭总数不及 20万枚 

(实际只有 l0万余枚)，远不能满足需求，致使棉纱价格高涨，供需矛盾凸显。因此，国民政府着力 

改良手工纺纱机，希望利用人力资源弥补机器生产能力的不足④，手工纺纱因此而起死回生，在缓 

解市场供给矛盾的同时，也能解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因交通不便，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运机纱人川不太现实，抗战初期 1吨20支纱最便捷之运输，从 

海防不经昆明而经由越南同登运达重庆需越币600元 ，按当时的汇率⑤折合法币 2400元，加上由 

上海至海防之运费、海防之捐税等，从上海运机纱到重庆，“其成本之巨，言之惊人”。同期重庆本 

地所产20支纱价格 1吨最高时仅 1800元⑥，较外来机纱便宜不少，且战火纷飞，运输安全也难以 

保证。外来机纱来源断绝，而本地机纱生产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致使供求关系不平衡 ，市场价格 

高涨。这就促使政府、民间合力推广手工纺纱，增加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稳定四川等大后方市 

场秩序。而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从事手工棉纺织生产，除了政府的引导外，还因为棉纺织品供给不足 

致使“手纺有利可图，人人乐为”⑦，一般青年男女，以前在乡村劳作 1日所赚不到1角，而抗战时纺 

纱能使其获得高于之前数倍的收益，利益的驱使推动了手工纺纱的复兴。但是，抗战时期四川手工 

纺纱早已衰落消亡，一般农民已经不会这项技能了。为此，国民政府通过在各地开办手纺人员训练 

班的方式，使之重新掌握手工纺纱技术。⑧ 

这一时期的土纱生产并非完全沿用传统生产方式，技术有所改进。抗战爆发后，穆藕初从汉口 

① 《嘹望塔 ·重庆》，《纺织周-r,j)1946年第6期，第 132页。 

( 《经济部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会议议程(第一、三至七次)》(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34738。 

③ 《四川工矿业近景》，上海《西南实业通讯》1947年创刊号，第 16页。 

( 穆藕初：《内地土纱状况》，《纺织染工程》1940年第4期，第5、7页。 

⑤ 穆文原文为“需越币六百元，外汇昂贵时，合需国币二千四百元之谱”，即600越 币约合法币2400元，而1941年时2．5越 

币约合法币10元(见《上海商品市况》，《国货与实：1k}1941年第 3期，第87—88页)，二者相当，大致可判断在此期间越 币1元合 

法币4元。 

⑥ 穆藕初：《内地土纱状况》，《纺织染工程》1940年第4期，第7页。 

⑦ 《农产促进委员会关于推广棉纺织等棉业机械与赈委会等联系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案，二 

三／2104。 

⑧ 甘子英：《手工纺织推广工作之回顾》，《农本》1941年第48、49期合刊，第9—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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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购进 10架各式土纺机，其中两架送入四川，改良成由一部清花机及若干部纺纱机及摇纱机配 

合为一组的七七纺纱机，由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等机构负责推广，到 194o年四川这种改良的 

纺纱机已有 1．6万余架①，1941年增至3．6万余架②，1942年已达6万架左右，每架七七纺纱机，大 

约相当于 1．4个动力纺锤，6万架纺纱机就抵得上 8．4万锭的动力纺锤。⑧ 虽然改良的纺纱机生产 

效率仍不如机器纺纱机，但设备费用小且容易推广，最重要的是改良纺织机更适应抗战时期的经济 

环境。除七七式外，另有三一式、梁子期式、业精式等，这些改良的纺纱机不尽一致，大多由各地昔 

日土纺机加以相当之改良，不再是纯木质，而是部分零件用铁制的“半铁机”，所以纺出来的纱质、 

纺纱的效率有所差异。④ 虽然国民政府在农村广为提倡，但“七七纺纱机以及其他新式纱机，大抵 

不是农户购买力所能及”，一般农户很难负担起纺纱机的费用⑤，这一时期四川手工纺纱的工具，大 

部分是改良后的木质机器。⑥ 如四川省政府在三台县订制木质纺纱机 5O台，招考技工 50名，分别 

前往产棉各县服务，推广木机纺纱。木质纺纱机制成后，资中、宜宾、泸县、南充等37县各分发一 

部，并派一名木工护送到县，以资示范，督促指导民间依照式样仿照推行。⑦ 改良后的木机，生产效 

率有了较大提高。 

1939年四川省政府开始筹建简易手工棉纺织工厂，分期在各县推广木机纺织，其中产棉之 37 

县，除已有 13县设置民生工厂外，其余24县，在 1939年3月以前一律设立完成，规定以棉纱为主 

要业务，并由四川省政府拨款 10万元筹办半铁木机纺纱厂，收容难民、以工代赈。⑧ 到 1941年，这 

类手工纺纱厂已遍布四川各地，在一个空旷的院落里，几百名工人一起从事手工纺织是相当普遍的 

现象。⑨1940年四川等大后方机纱产量为7万件，土纱产量30万件⑩，是机纱的4倍多，土纱在抗 

战时期棉纱生产供应中居于主体地位。即便如此，手工纺纱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抗战时期四 

川棉纱生产能力不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 

(二)原棉生产与供应 

抗战爆发前，四川之所以从省外大量运进棉纱，一方面是因为机纱生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由 

于四川所产棉花不敷本省之用。1935年四川棉花产量为 44万担，1936年增至57万担，1937年陡 

降至26万担，以平均年产40万担计，抗战前四川每年棉花不足之数，约70__90万担。⑩抗战爆发 

特别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由于棉纺织品需求激增 ，对棉花的需求更加旺盛，棉花种植技术改进 

变得日益紧迫。近代棉花种植技术改进主要体现在美国棉花(以下简称“美棉”)的引进与培育方 

面，美棉以其成熟期早、产量高、适应风土能力强，抗战爆发前几乎散遍于宜植美棉各省，但四川直 

至 1936年才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美棉推广试验，实验结果表明美棉最高比当地农家所种品种每市亩 

增产32市斤，增产率为26．46％；最低增产9．67市斤，增产率为 13．64％。⑩ 抗战前美棉在四川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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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初步试验阶段，并未大规模推广。1938年四川省派棉作试验场职员钱卓飞在洛阳选购良种 

5000担，在奉节、泸县、西昌三处各设试验场一所①，后又从陕西省补充购得脱字棉种 1万担。② 除 

推广美棉良种外，中央农业实验所、四川省棉作试验场在改进棉农生产技术(如改良栽培方法、取 

缔不合理的间作制度、严禁采青铃拔秸剥晒、推广虫治)方面也有诸多努力。③ 1938年美棉推广面 

积为6万亩，在推广区良种加上科学的种植方法使美棉每亩均产 77斤，中国棉花(以下简称“中 

棉”)只有48斤④，美棉较中棉每亩增产 65．91％。 

通过推广美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四川棉花供应紧张的局面，但仍需从临近的国统 

区收购原棉，移至四川储藏。如沙市、宜昌沦陷前，鄂西所产棉花均可源源运渝销售，所以重庆存棉 

甚多，价格亦廉，但沙市、宜昌沦陷后，鄂西棉产来源断绝⑤，遂只能退而求其次，进VI质量稍差之陕 

西、鄂北之棉，如 1939年由陕西、鄂北购运皮棉 50万担。⑥ 四川等大后方皮棉产量仅 200万担左 

右，而军需民用量最低也要 300万担以上⑦，二者之间仍有相当差距。整体而言，战时四川棉花种 

植虽较战前有一定的改进，但不能对其成效有过高评价⑧，可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棉花供应都处 

于较为紧张的状态。 

(三)土布生产的扩张 

四川手工织布业的衰落是在 1931年左右，至抗战爆发时间尚短，所以到抗战时期其原有的生 

产能力仍能发挥作用，相较于棉花和纺纱而言，织布产能并不十分紧张。尽管抗战前四川棉布(包 

括手工与机器)生产能力相较棉纱高出很多，但抗战爆发后同样不能满足激增的需求。由于外地 

入川棉布断绝，致使棉布价格 日渐高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政策的刺激下，已经大为衰落的 

传统手工织布业乘势复兴。逐渐被“现代经济所淘汰的落后生产，却成为救急应变的生产事业”。⑨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织布业仍主要集中在农村，“在乡村者则为家庭式”，大多为木质织机。而 

城市手工织布业亦有所扩张，“在城市者多为工厂式”，利用庙宇祠堂及会馆等场所，租金既廉，地 

址亦宽，也不需要另建厂房，因而所需资本不过是购置织布机的费用，在营业周转上非常灵活⑩，特 

别适应战时的经济环境。四川省建设厅为了避免城市消费者仍像以前钟情于机器布，缓解机器织 

布业的压力同时为了活跃农村经济起见，制定了“提倡土布办法”四项：“1．由省府通令全川各级 

行政机关，从 1939年春季起，所有学生、教员及公务人员所制新制服，完全采用土布；2．各地所需 

土布以就地购买为原则，若不能买足或买不出时，应立即报告省府，以便设法补充；3．推行土布成 

绩作为抗战期间各级学校与行政长官考绩之一；4．函知动员委员会宣传组，尽量宣传使用 

土布。”⑩ 

抗战时期手工织布业对四川等大后方非常重要，以重庆为例，抗战爆发后，因外来棉布来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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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断绝，使重庆市的土布生产及土布运贩 日趋繁荣。① 1940年，四川等大后方棉布产量估计为 

1000万匹，大部分为手工制品。② 如 1941年经过提倡手工织布业，璧山县境内已有 1．3万台木质 

织布机，天天在不断地工作着，平均每天有二三千斤纱布的生产，而这些土布，大半是为前方将士缝 

制军衣的。手工织布业的繁荣也表现在从业人 口的增加上，永川、江津、合江三县至少有 2．5万名 

妇女从事织布。③ 但原料特别是棉纱供应不足一直制约着手工织布生产，如 1940年“成都方面织 

布工人因缺乏棉纱，停工已两个半月者有六七千人之多”。④ 1942年，国民政府参政会及国民党五 

届十中全会通过《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并由行政院于12月 12日公布施行，对物价进行全面管 

控。⑤ 对物价的管制一方面平抑了物价上涨 ，另一方面抑制了四川等大后方的生产。到抗战胜利 

前夕，土布业衰落，其要因仍然是花纱供应不足，政府的棉花收购价太低，农民因不敷成本而不愿种 

植，而花纱布管制局既不能供应适当的原料，又不准商人自由采购，即使商人获准购得，最后也被花 

纱布管制局用限价收去⑥，过于严苛的统制限制了土布生产的扩张。 

四、结语 

手工棉纺织业在四川等大后方棉纺织业品的供应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国民政府的 

“抗战建国”也有重要贡献，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所谓发展是 

指事物不断变化的过程，有量的积累更需有质的飞跃，显然，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只有量的 

积累，并未形成质的飞跃。战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出现半工业化现象，但战时四川手工棉纺织业 

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并非产业自身的演化，亦非战前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短 

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战前手工棉纺织业的技术改进主要体现在手工织布上，而战时棉纺织业的 

技术改进则主要体现在手工纺纱上，这与战前常态下手工业纺纱衰落消亡、手工织布技术改进的演 

进模式完全不同。虽然相较于战前的机纱土布的生产模式，抗战时期的土纱土布和土纱机布模式 

也能使手工业技术有所改进，而一旦战争结束，机纱便会迅速卷土重来，得到改进的土纱机纱便被 

弃之不用，这就决定了抗战时期产生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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