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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的如意纹样研究
文 / 钭逸航，
崔荣荣，牛 犁，
李非非
对于追求吉祥的中国人来说，
如意纹样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它是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
断积累与变化的智慧结晶，是艺术文化与现实生活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的吉祥符号，具有悠久的历史
与广泛的感情认同。通过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的 237 件带有如意纹样服饰品进行分析与汇总，
解读如意纹样在服饰品各个部位上的表现形式，归纳分析得出如意纹样内部所蕴含富贵、吉祥文化与宗教
信仰的象征。
民间；
象征
如意纹样；
服饰；

如意纹样是中国的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广

达官贵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

受国人喜爱，
大到亭台楼阁，小到荷包首饰，
到

目前如意纹样的兴起有着多种的说法。一

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中国传统女性利用手

说是从云纹发展而来：
人们一般把装饰于商周

中的针线将如意纹样运用到服装的方方面面，

青铜器的云雷纹视为云纹的早期形态。[1]在其

从领口到衣襟，从衣裾到裙摆，借由服饰传达

后的近千年间，经历了卷云纹，云气纹与流云

给后人那时女性婉约文雅的内在气质以及对

纹之后，
云纹在隋唐时期与灵芝纹相结合形生

生活的美好期待。

了如意云纹，
因其寓意吉祥，
广泛应用于建筑、

1 如意纹样概述

服饰之中，
流传至今。如意纹的另一说则是从

1.1 如意的起源与发展

卷草和云纹结合而来：中国的卷草纹发源于忍

如意，本是佛教法器中的一种，梵语称之

冬纹，在东汉时期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

为“阿娜律”
，是僧人记录经文，以备遗忘的用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影响下演化成为种类繁

具。
《音义指归》云：
“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

多，
富贵华丽的唐草纹。

角竹木削做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背有

1.2 如意纹样在服装上的表现形式

如人之意”。随着佛教
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

如意纹样在服装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

在中原的盛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意的

种，
分别是具象表现和抽象表现。具象表现是

形制虽然还是以手型为主，但功用已经发生了

将如意的柄首与柄身完整的展示出来，相对细

极大的改变，材质也多以玉骨、硬木等高贵的

节处的纹饰装饰，更着重于对如意整体轮廓造

材料制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帝王贵胄、

型的表达，
因此单柄或双柄的具象如意通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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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刺绣纹样或底纹装饰在服装上。具象的如意

传统服装中，
上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

很少单独出现，往往与纹样上的其他图案相交

遮羞、
保暖、
防护的基本实用功能外，它还具有

织结合，通过一系列的联想比喻，表达出制作

展现着装者的身份地位与审美品位的作用。因

者对穿着者的祝愿。抽象表现则是取如意顶端

此，在清末民初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之下，国

如意头部分回转蜿蜒的轮廓造型，在此基础上

人在上衣上倾其所能，
辅以各种华丽繁复的装

发展出一定的变化形式，利用块镶和刺绣等工

饰，
在那些
“三滚三镶”
、
“七滚七镶”甚至“十八

艺装饰在服装上。纵观现有的实物，抽象的如

镶滚”
的华丽装饰中，如意纹以其吉祥的寓意，

意头纹饰主要有心形如意纹，灵芝形如意纹和

成为人们最为常用的装饰之一。表 2 为江南大

祥云形如意纹三种形式（图 1）。

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上衣中如意纹样分析。
表 2：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上衣中如意纹样分析
部位

图 1：心形如意纹(左)，
灵芝形如意纹（中），祥云形如意纹（右）

衣领

件数 如意纹样

18

材料
丝绸、
棉布、

如意云头

机织花边

颜色

块镶，镶
白，
黑、
蓝 边、滚边、
刺绣

2 民间服饰中的如意纹造型
如意因其称谓吉祥，不仅被贵族阶级所青

衣襟

21

如意云头， 丝绸、
棉布、 白、
黑、
白云纹

机织花边

紫、
绿、
棕

睐，
也被广大平民阶级所向往。追求美好生活，
渴望幸福人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借助“如

衣摆，摆衩 19

意”的吉祥寓意，妇女们将如意纹样或镶或绣，
装饰在服装的各个部位，期盼一切都能够“如

底纹

5

人心意”
“
，尽如人意”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
传承发
馆本着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其他部位

19

如意云头、 丝绸、
棉布、
白云纹

机织花边

如意云纹

丝绸

单柄如意、
如意云头

丝线、
棉线

工艺形式

块镶、镶
边、滚边、
刺绣

白、
黑、 块镶、镶
绿、
紫、 边、滚边、
红、棕

刺绣

白、
棕、 暗织、提
黑、黄

花

蓝、
红、 刺绣、块
黄、
粉、
黑 镶、
滚边

研究、
教学”
于一体，
展”
的宗旨，
融“收藏、
展示、
致力于中国汉族民间服饰文化遗产的抢救、
保

衣领常常是最
在中国的传统民间服饰中，

护和创新，目前馆藏有中国 15 省 35 市收集的

费工艺、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衣领部位是

近现代汉族民间服饰品 2100 余件（套），是目

并且领与襟
一件衣服上最靠近人脸部的部位，

前中国最为健全与专业的民间服饰博物馆。馆

相连，襟与摆相

内丰富的馆藏资源为研究近现代汉族民间服

连，复杂的缘饰

饰中的如意纹样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表 1）。

常常顺延至襟和

表 1：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带如意纹样服饰统计

摆，从而形成整
件衣服的风格
线。[2]以江南大学

图 2：立领对襟刺绣白色镶边女褂

馆藏服装为例，
共 有 53 件 上 衣
带有如意云头纹
2.1 上衣中的如意纹样
在以“上衣下裳”为基本服饰形制的中国

样，其中 18 件上
在衣领部分布有

图 3：
女褂衣领部位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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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云头纹样。图 2、图 3 所示编号为 JN-G011

衣襟终止
榴、
宝瓶等吉祥纹样。在斜襟的末端，

的江南对襟女褂，大身材质为宝石蓝色毛呢

部位的黑色镶边裁剪为如意云头的形状，曲折

料，如意云头部分为白色缎底平针刺绣人物花

回转的曲线缓解了直线终止的失落感，使得服

卉，整体轮廓沿线为三色细香镶。这件女褂肩

装的视觉效果更为柔和。

部的如意云头装饰结合了云肩的四合八方如
意结构，前后左右部分分别镶有四个大如意云

服装的摆叉是服装中较为靠下的部位，在

头，胸前的如意云头沿衣襟走势对开。因为中

摆叉部位加上如意纹样，
不仅可以平衡视觉效

国传统女性肩部较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如

果，以免给人头重脚轻之感，还可以增加服装

意云头的规格，从而造成两两大如意云头之间

的垂坠感，
使服装更加贴合人体。在江南大学

带有较大的空隙。因此，在相邻的两个大如意

民间服饰传习馆目前馆藏的 53 件带如意云头

云头空隙插入小如意云头，不仅使得装饰效果

纹样上衣中，有 19 件在衣摆的左右开衩部位

更为丰满，
也使领部的装饰更具有层次感。

这种两侧高至
镶有如意云头纹样。在清早期，
腋下的开据，并饰以大如意云头的女装，同时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衣襟的形式可谓多种

也是髦衣区别于衬衣的最主要特征。[3]如图 6、

多样，
如对襟，斜襟，一字襟，琵琶襟等。在一些

褂身
图 7 所示的编号为 JN-G013 的对襟女褂，

对襟的服装上，有时会将一个如意云头分别对

材 质为 黛 紫 色 丝

称地分布在对襟的两边，在穿着时就会呈现出

质布料、圆领、大

一个完整的如意云头，因此带有如意云头纹样

袖，
袖口拼接有福

的对襟也称为“如意襟”
。除了对襟，另一种极

禄寿 主 题 纹 样 的

为常见的上装衣襟形式为斜襟，又称大襟，衣

白色绣片，领口、

片从领口斜开至腋下固定，通常会衣襟末端的

衣襟、
衣摆处以浅

镶边终止处饰有半个如意云头纹样，以这种形

色绣 片、织 带装

式出现的如意云头纹样也被称为“白云纹”
。在

饰，二滚四镶，饰

江南大学馆藏服装中，共有 20 件在衣襟上分

边宽度约为 15 厘

布有如意云头，其中 6 件为对襟，其余 14 件为

米。该女褂的左右

大襟。图 4、
图5所

开衩部 位饰有几

示为编号 SD-A028

何变形的如意 云

的斜襟女袄，袄身

头，
原本圆滑顺畅的曲线被硬朗的直线折角所

为植物纹样蔚蓝

代替，
为原本作为传统吉祥符号的如意云头纹

色暗花绸缎，袖口

样输入了时尚的气息。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

部位有蓝紫色拼

图 4：立领大襟刺绣黑色镶边女袄

图 6:圆领对襟几何如意镶边女褂

图 7：女褂如意摆衩部位放大图

动荡的社会背景下，
不只服装的形制发生了改

接，领口、衣襟、衣

变，
传统装饰纹样在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

摆部位为黑色 镶

审美的影响。

边，黑色的底布上

2.2 下装中的如意纹样

以红色和蓝色等
绣线绣有蝴蝶、石

相对于上装繁复的分类，
中国传统女性下
图 5:女袄大襟部位放大图

装的分类则简单的多，大体上和现代相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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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括分为两类：裙装和裤装。为了遮掩女性

左右镶
分别由蓝色与紫色丝质布料制成镶边，

的身体曲线，中国女性的传统上装如衫、袄等

边在膝盖下方位置为如意头纹样，底端的裙摆

服装通常采用直上直下的轮廓，长度至臀膝之

“马面”
中间
处则镂空有祈福求寿的纹样。两片

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一部分下装遮掩在上

的细褶如鱼鳞一般，对比色的加入使得裙装的

装之内。因此，女性下装的腰节部分通常较为

色彩层次更为丰富，或静或动都带给人无限的

简洁，而在裙、裤的下半部分则精心装饰有各

美感。

色图案纹样，形成鲜明对比。在江南大学民间
服饰传习馆馆藏的 12 件带如意云头纹样下装

裤，古代分无裆之套裤和“袴”和有裆之

中，有 8 件的如意头纹样分布在裙摆与裤脚口

[5]
“裈”
，
有单有夹，
适宜不同的季节穿着。同治

以前，
汉族女性多在裙装内加穿高腰阔腿的大

部位（表 3）。
表 3：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下装中如意纹样统计分析
部位

件数

如意纹样

材料

颜色

棉布、丝
裤脚裙摆

12

如意云
裙面

底纹

7

2

工艺形式

下垂没履，加以镶边与
称为“膝裤”
，
施于膝下，

块镶、镶

刺绣，
充分体现出女性崇尚形式美的特征。如

如意云头 绸、
机织 蓝、黑、
紫 边、滚边、
花边
头、单柄
如意
四合如意
云纹

刺绣

丝线、丝

金、
蓝、

绸、

绿、
紫

丝绸

黑
绿、

裆裤，
也有在裤外再套套裤的。比套裤更短的

图 10、
图 11 所示

刺绣、块

编号为 MG-QK001

镶、镶边、

的膝裤，底布为

滚边
暗纹织锦

红底白花棉质布
料，裤脚口部位
为丝绸质地宝蓝

中国传统汉族妇女多以上衣下裙为常服，

色如意头阔镶

图 10：如意纹样镶边膝裤

在普通妇女的燕居之服中, 犹以栏杆裙、马面

边，如意轮廓饰

裙、百褶裙、
鱼鳞裙等最为常见。[4]尽管名称各

有绿色机织织

有不同，但这几款裙装的造型颇为相似，都是

带，在丰富膝裤

上宽下窄 的梯形

色彩层次感的同

结构，只在装饰的

时柔和了蓝色与

部位和 工艺方 面

红色的对比。这

各有区别。如图 8、

件膝裤的如意云

图 9 所示编号为

头部位没有绣花、镂空等繁杂的装饰，只在裤

JN-Q003 的马面百

裤
脚口的镶边处缝有两排盘扣。盘扣扣起时，

褶裙，是马面裙与

图 8：配色马面鱼鳞百褶裙

图 11：膝裤脚口部位放大图

脚口径就会相应减小，不仅保温，还便于行走

鱼鳞 百 褶 裙 相 结

劳作，
使裤子兼具了实用性与装饰性。

合的一款裙装，目

2.3 配饰中的如意纹样
中国传统服饰中的配饰品可分为两大类，

前保存极为完好，
色泽、手感都如刚

一类为实用性配饰，如眉勒、荷包、云肩、鞋袜

制成般温和滑润。

等，
另一类为装饰性配饰，如发簪、
金石配饰等

裙子 的 马 面 边 缘

图 9：女裙马面部位放大图

各种首饰。与服装搭配协调的配饰具有画龙点

美学界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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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的装饰效果，因此传统妇女们不仅倾其工本

过去也是人们随身佩戴的重要配饰之一。如图

在服装上加以繁复的刺绣镶滚，随身携带的配

13 所示为编号 SX-HB008 的红色丝绸底布黑色

饰也无不精巧绝伦。在江南大学馆藏各地区种

机织花边贴边荷包，
荷包的包盖上以平针绣绣

类繁多的配饰中，
到处可见如意纹样的身影。

有单柄如意，
如意左端枝生出两支象征福寿的
佛手与桃，
右端为多子的石榴与莲蓬。在刺绣

云肩，又称披肩、肩披、搭肩，是由披在肩

如意的下方，还有一枚黑线绣成的“卍”字纹

上的或饰物发展而来的服饰配件，也是我国古

样，与荷包包身上的“狮子滚绣球”中的
“狮”相

代妇女尤其是明代以后的重要服饰品和装饰

结合，
谐音为
“万事”
。整个荷包寓意吉祥，
“多福

品。 云肩上最常见的如意纹样表现在它的轮

多寿，
子孙绵绵，
万事如意”
，
表达了中国传统女

廓形状上，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写传习馆馆藏

性对生命、
生活最诚挚的祝愿。

的 200 余件云肩中，有 90 余件为四合如意或

3 服装上的如意纹样所蕴含的象征寓意

[6]

八方如意形制，层数为一到四层不等，附有流

作为中国传统服装的重要装饰纹样之一，

苏，铃铛等装饰。那时的女性不仅在云肩的轮

如意纹样和团花纹样、卷草纹样一样，在增添

廓上使用如意纹样的形状，还将各种吉祥图案

服装美感的同时，也赋予服装更深层的寓意。

与如意纹样结合绣制在云肩上，借以寄托她们

在线条的千回
如意纹样在漩涡的气韵流动中，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如图 12 所示编号为

百转中，
带给人无限的遐想与共鸣。

SD-YJ036 的双层混搭式云肩，上层为四片绣有

3.1 富贵的象征

蝴蝶花卉纹样的紫红色如意头，顶端接有为亮

如意就成了达官贵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

橙色与粉色的

人手中的把玩之物。到了清代，如意的基本形

垂穗。下层的如

状已不再改变，
匠人们开始转在如意的细节处

意式云肩每幅

加以揣摩，雕刻上各种吉祥富贵的纹样，镶以

六片，每一个绣

各种名贵珠宝，
工艺装饰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片都装饰有贴

步，
还留下了“椒戚都趋珠宝市，
一时如意价连

边或细条滚边，
颜色以白、绿、

城”
的诗句。如意作为珍贵的宝物，
多为富贵人
图 12：双层混搭式流苏缀带大云肩

家购置玩弄，平民人家不敢奢求，但是将如意

红等颜色做为底色，纹样以麒麟送子、蝶戏莲、

纹样装饰在服装上，也不是难事，只要家中有

举案齐眉、
寿字等吉祥图案为主。云肩最外沿

手巧的女眷，
便可像那些富贵的人家一样随时

缀带色彩丰富，佩戴时使云肩的整体效果更为

携带
“如意”
在身。相对富贵人家用昂贵的丝绸

飘逸灵动。

质地布料制作通身服装，贫寒的家庭则只能选
择售价低廉，
材质较为耐用的粗布与土布等作
为服装的材料，
缝缝补补直到无法穿着才舍得

荷包又称荷

丢弃。尽管如此，那些手巧的妇女还是会去寻

囊，是用来盛放

找一些小块的高档丝绸面料加工成精致的如

随身零星细物

意云头镶边，作为点缀装饰在服装的衣缘上，

的，作用等同于

期望借助那小片丝绸润雅的光泽能够为原本

今 天 的 包 袋 ，在

图 13：万事如意纹样刺绣荷包

普通的服装增添一些富贵的味道，也希望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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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简陋的如意镶边能够使家庭如意，能够逐渐

也希望借助佛祖的
佛祖表明自己虔诚的心意，

富裕起来。

。此
力量，
能够使自己未来的生活“万事如意”

3.2 吉祥文化的象征

时的如意纹样已经不仅是刺绣装饰这么简单，

“如意”就是顺从人
就“如意”这个词来说，

是人们
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心中对美好的寄托，

的心意、愿望和梦想，如意纹在服装上的使用

对未来的一种强烈的信仰。

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好希望的一种精神寄托。六

4 结语

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如意纹的发展初期，如意纹

如意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服装纹样的重要

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主要是当时动乱的社会环

组成之一，不仅妆点了国人的服装，也妆点了

境对古代劳动人民的摧残，导致人们对美好安

中国灿烂的服装文化。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宁生活的无限向往以及对神灵的虔诚崇拜。[7]

那些留
传统服装早已从当代人的生活中消失，

因此，
人们希望能够借用“如意”所承载的吉祥

传下来的精美的传世服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寓意，使生活能够少些苦难和挫折，心中大大

而逐渐褪色。但是如意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小小的期望都能够实现。在女子的服装上，如

的象征纹样之一，
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意纹是婚姻幸福，子孙绵绵；在男子的服装上，

中，家纺、布艺装饰与家具器皿等日常生活用

如意纹是金榜题名，加官进爵；在孩童的服装

品中都可以见到各式的如意纹样与其变形形

上，如意纹是聪明伶俐，健康成长；在老人的服

式。在传统与时尚的交织中，如意纹样以其深

装上，如意纹是子贤孙孝，福寿安康。美好的愿

厚的内涵与包容的个性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内

望包含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

在的巨大价值正在等待我们去发掘和实现。

有着不同的企盼，但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期待和
祝福最后都凝聚在这一方小小的如意纹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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