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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娘惹服饰研究
文 / 张娅雯，崔荣荣
“峇峇娘惹”
是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族群,人口的迁徙将中华文化带出国门，与当地文化相交融形成了
独特的“娘惹文化”
，
尤其是娘惹服饰的衍生。通过对娘惹服饰的形制和特点进行研究，将其与中国传统服
饰作比较并分析其异同点，
挖掘娘惹服饰所包含的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的美感精髓。结合对当时特定时期
的历史状况、
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分析了产生这种文化碰撞的原因。
娘惹；服饰；
文化交融

（马来语：
“峇峇娘惹”或称“帕拉纳坎”
Peranakans），指 15 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剌伽
（今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和室利佛逝国（今印
尼和新加坡）一带的自郑和下西洋后遗留下来
的中国明朝后裔，男性被称为峇峇 （马来语：
Baba），女性被称为娘惹（马来语：Nonya），[1] 我
们称这种有 600 年历史以南洋华人女性文化
为主的华人文化为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传承着
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又融入了马来文化。在语
言、饮食、瓷器、建筑和服饰等方面，娘惹文化
的主动融入当地马来文化与当地马来文化的

图 1：新加坡航空制服中的娘惹服饰元素

1 娘惹服饰的特点
娘惹服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娘惹服饰造

坦然接纳，造就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娘

型和娘惹配饰上。

惹文化曾经繁荣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

1.1 娘惹服装造型

也和许多小群体文化一样面临着的消逝的悲

最原始的娘惹装上衣是长衣 （Baju Pan-

哀，正因此，作为文化研究范本的“峇峇娘惹”

其包括鸡心
jang），它是一套长至脚踝的衣裙，

才显得特别珍贵。娘惹服饰更是娘惹文化的典

领、
宽松的对襟长袖上衣，扣牌代替纽扣，
下身

型代表之一，
甚至娘惹服饰还被一些设计大师

配纱笼。长衣的穿法：里面另穿一件“小衣”

作为灵感来源进行再设计，如新加坡航空的空

（Baju Kecil），有领、有袖，因为长衣有长袖，

姐制服，
就是典型的娘惹女装的 baju kebaya，

当娘惹要做事时，为了方便就脱下长衣，待工

鞋子也穿着娘惹的珠绣鞋 Kasut Manek，更显

作完成后再穿回（图 2 右边为娘惹长衣，里面

娘惹服饰和娘惹文化的文化底蕴。

见下页）。在 19 世纪
的白色短衫为娘惹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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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长衣的布料是苏门

个别针作为上衣的纽扣，到后来人们为方便及

答腊的纺织棉布，手感

早期的女
省时，
大多改用纽扣为衣扣。材质上，

较粗，并且是以树皮染

衫是棉质的，
到了 20 世纪开始使用丝绸面料，

色，主要的颜色是褐色

色彩艳丽，
刺绣技法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手绣法

及灰色两大类，因为是

和镂空法，绣有花卉图案，

传统的纺织工艺，织法

体现了传统的中国味道。

较简易，所以布料上主

娘惹服装的下装基本
沿袭的马来服装“纱笼”

要是方格式的角型图

（Sarong），纱笼是一种类

案。当英国人来到娘惹
地区后，一方面带来了
他们的布料，称为 Rubi-

图 2：
右边为原始娘惹装长
衣，左边为后期发展而成的
娘惹可巴雅

似筒裙的服装，由一块长
方形的布系于腰间，因其

a，它是一种类似薄纱的

宽大，穿著方便舒适凉爽，

布（图 3），能隐约展现娘惹的身材美，同时在

适合热 带地区居民 采用

图 4：
纱笼

Rubia 上面适合刺绣且不会出现布匹走样，因

（图 4 为娘惹装所搭配的纱笼）。纱笼的制法、

此 Rubia 逐渐成为娘惹服装的主要布料。另一

印染，及其所具有的花纹、色彩都极富马来情

方面也引进了印染的技术，使娘惹服装开始有

调，
成为马来人的形象艺术之一。娘惹装搭配

了色彩。

时依据上衣绣花的颜色挑选纱笼，而不是上衣
的颜色，
图案基本都是花草叶图。[3]
1.2 娘惹服装的配饰
娘惹服装配饰方
面，珠绣鞋（图 5）是其
的文化产物，出席正式
场合时，娘惹们必须穿
着珠绣鞋。珠绣鞋是用
极小 的 彩色 珠 子 在鞋
面绣成图案制作而成，

图 5：娘惹珠绣鞋

工艺复杂且费时。通常
图 3：
娘惹服装的主要布料 Rubia

娘惹准新娘会准备几双珠绣鞋，
在婚礼当天作

后来娘惹可巴雅(Nyonya Kebaya)取代了

为礼物送给公婆和新郎，
婆家也可因此炫耀新

长衣成为娘惹服装的上衣（图 2 左边为娘惹可

娘的巧手和贤惠，
婚礼过后珠绣鞋就成为已婚

巴雅）。娘惹可巴雅来源于传统的马来女上衣

娘惹的日常穿着鞋。娘惹早期的鞋子都是平底

可巴雅（Kebaya），可巴雅前后等度，对襟，通常

鞋，后来有了娘惹可巴雅和纱笼后，才有高跟

没有装饰，颜色多使用红色、黑色或其它深色，

而高跟鞋就
的鞋。这是属于比较摩登的设计，

但娘惹可巴雅前长后短，前面多为绣花纹样，

只能配可巴雅和纱笼穿，不能搭配长衣。这就

颜色也以浅色淡色等素雅颜色为主。娘惹可巴

是娘惹们的穿鞋
“法则”
。

雅从长至膝盖的衣脚变成短至腰部，剪裁也更

除了独具特色的珠绣鞋，从珠宝首饰设计及

传统
加合体，充分显出女性美好的线条,隆重、

制作的多元性上也反映出丰富多彩的娘惹文化。

和典雅。

珠宝首饰被当做娘惹家族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衡

初期的娘惹上衣是对襟、鸡心领，使用三

量标准。每到重要节日、
婚礼、
生日等隆重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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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惹们就会穿着鲜艳的薄纱可巴雅、纱笼和珠绣

花，并且花可绣到

鞋，
并佩戴华丽的首饰盛装出席。娘惹们都会有

很高，可能高至胸

量身定做的珠宝首饰和饰品，
因此许多首饰在形

膛的地方。马六甲

制或功能上的设计都自成一体，
风格独特。首饰

的娘惹服装较注重

不仅有装饰功能，
对于他们而言，
更具象征意义，

面料上的单色及花

比如胸针（Kerosang）是娘惹身上最重要的首饰，

纹，刺绣也只是沿

Kerosang 是峇峇马来语，
意思是胸针或三枚成套

着布的边沿，只有

的胸针，可用来扣紧上衣的前襟，也可显示家族

小小的绣花，但依

或者可以作为小孩的护身符
的社会地位与财富，

然优雅大方。娘惹

家境殷实的娘惹至少拥有一
使用。20 世纪早期，

衫制作也特别精

通常用黄金制作并且镶有钻石。
套胸针配饰，

致，仅那些绣花，

2 娘惹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的比较
娘惹服饰遗留了中国的传统，十分讲究，

就让人眼花缭乱

从图 6 和图 7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娘惹服饰与

花草草中，我们能

中国传统服饰的相似之处，除了袖口与袖笼的

看到华夏文明的踪

明显差异外，款式和花边装饰位置都大致相

迹。娘惹装的颜色

同。在一些隆重的仪式场合，娘惹们也会沿袭

使用中国传统的大

传统，佩戴和穿着中国服饰，如图 8 和图 9 都

红、粉红色和马来

为连缀式四合如意形云肩，且都使用了大红、

人的吉祥色——
—土

粉红、
绿色等作为主要颜色。

耳其绿相互搭 配，

(图 10)。从那些花

图 10：新加坡土生文化馆的娘惹服
装局部刺绣图案

图 11：
江南大学传习馆收藏的家用
纺织品刺绣

图 12：新加坡土生文化馆的娘惹装

点缀的图案大多是
中国传统的龙凤呈祥和花草鱼虫（图 11）。从图
11 和图 12 可以看出娘惹装与中国传统服装的
刺绣图案极为相似。
珠绣鞋的设计也表现出融合特色，珠绣鞋
面图案大多为花鸟虫鱼，还有八仙、十二生肖
图 6：新加坡土生文化馆收藏
的娘惹装

图 7：江南大学传习馆收藏的
中国传统对襟红袄

等华人特有的民俗图案。娘惹们平日穿着的鞋
子少有中国文化的图案如龙或凤，
龙或凤这类
神话动物，在华人的信仰中是很大福气的象
征，不能随便穿在脚上，所以珠子鞋的设计也
新房内会准备男女
多不用。但是在新婚之时，
图案都是用金线
新人各一双的平底鞋珠绣鞋，

图 8：新加坡土生文化馆展出
娘惹服装

图 9：
江南大学传习馆收藏汉族
民间云肩

2.1 服饰色彩与图案的异同

及等级其它银线绣出的。男方鞋子是有龙图，
而女方，除了凤凰图案外，也可以是一对白鹤
图案。珠绣鞋的重要设计原则，
是以颜色为主，

从娘惹装的装饰图案中，我们能看到华夏

图案为辅。由于讲求衣服和鞋子的搭配，
每一

文明的踪迹。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娘惹服装也有

名娘惹都有好几双不同的珠绣鞋，包括从图

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槟城比较靠近棉兰，
新加

案、
颜色来搭配上衣或着下装的颜色。有些娘

坡则靠近苏门答腊，这一南一北的娘惹装多绣

惹要求比较高，
珠绣鞋的设计甚至要和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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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一样，并且还要做一个珠绣包，整体搭

明及祖先忌日，他们都会对祖先进行祭拜。此

配（如图 12 为搭配和谐的成套娘惹装）。

外，
他们十分重视孝道，讲究长幼有序，
节日里

2.2 中国传统工艺的运用

敬茶及祝安。在婚俗
幼辈需向长辈跪拜、
磕头、

娘惹服装的制作工艺十分繁杂细致，既保

上，
峇峇和娘惹也严格地承袭华人的祭祖与婚

留古老的韵味，又能体现现代的奢华，特别是

礼形式，在他们一生的礼仪中，最讲究的是婚

婚礼服极尽繁缛，需要手工特别精巧的裁缝来

仪式非常复杂。举
礼。传统婚礼要十二天完成，

制作，以人工的耗费来显示其精致，这明显受

行婚礼时，依然沿用清朝的三跪九叩式古礼，

到中国明清两代艺术风格的影响，因此可以看

用花轿迎娶新娘，
锣鼓喧天，
喜庆热烈。习俗的

出，娘惹装以精致为美，以织与绣的完美结合

沿袭也必定导致了服装的继承，新郎身穿清代

为最佳艺术品位。娘惹服饰运用刺绣的中国传

的长袍马褂，头带瓜皮帽，新娘及女伴童的穿

统工艺，特别在服饰花边修饰中得以体现。20

着则形同戏装，新娘身穿裙褂、霞披，头戴凤

世纪年轻的娘惹开始用色彩鲜艳的丝绸缝制

冠，身上有众多点缀

服装，并绣有花朵图案，工艺上运用了中国传

的饰物，确切地说是

统的手绣和镂空法，各种中国传统图案的使用

结合了中国传统服

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踪迹。据记载，公元 1910 年

装，唐宋明式的凤冠

至 1920 年间，娘惹衫发生变化，不仅运用了中

霞帔 和 清 式 的 马 面

国传统刺绣工艺，而且从西印度群岛引来荷兰

[4]
裙，
珠宝大都集中

的蕾丝花边。中华的织绣加上荷兰的蕾丝花

在新娘身上，主要用

边，构成了娘惹装的新魅力。

于装饰 头 部或 胸 部

珠绣是一项独特的娘惹传统手工艺，也是

图 13：峇峇娘惹婚礼照片

（图 13）。

娘惹服饰的经典配饰，对这个群体具有特殊意

就像古代中国的大
娘惹少女或已婚少妇，

义。珠绣鞋是用极小如米粒的彩色珠子和细如

家闺秀一样，秉承了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

发丝的针线缝在布上，形成鞋面图案制作而

传统，平日大多待在家中，以刺绣或手工制作

成，手工复杂细腻，构图讲究，每一颗珠子都有

“女红”
是女
消磨时间。与中国传统相似的是，

一定的倾斜角度，可以增加鞋面的立体感，让

子的一项重要技能，一名女子必须掌握一手好

珠绣鞋看来闪闪发亮，富贵奢华。一双珠绣鞋

的珠绣技艺才能嫁的好，珠绣也作为评价一个

的制作，要使用上千粒珠子，耗时三两个月的

更是她们必备的嫁
女子贤慧乖巧的重要标准，

工夫才能完成。马六甲的珠绣鞋把珠饰推向了

妆之一，
正是因为对手工艺的重视与传承才孕

极至，不得不赞叹于娘惹们的精工巧作。娘惹

育出如此之多集聚着女性智慧与情感的华美

女孩从小学习刺绣、串珠等手工艺，平日利用

服装。

空闲时间制作枕套、床罩等用品，结婚时使用

3.2 外来文化与本土优秀文化的碰撞与创新

自己缝制的成品作新房的装饰，因此女子们的

中国服饰的美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几千年

刺绣手艺也是极为精湛的，这也与中国传统的

博大精深的文化之中，
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丰

女红技艺如出一辙。

厚，服饰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演变，形成了独

3“娘惹”服饰的形成因素

特的文化，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3.1 文化习俗的传承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式民族服装，更充实了服

峇峇和娘惹的许多习俗都沿袭了中国的

饰艺术的宝库，这是中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

传统，他们非常重视华人的礼节。每逢春节、
清

产，特别是古老纯朴，绚烂精致的传统服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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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数千年来展示着

又有西
不同。娘惹服饰既有华服的款式特征，

博大而灿烂的艺术文化，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

服的蕾丝花边，
一种文化交融体现在服装的材

传承文
值。中国传统图案也是丰富绚烂的瑰宝，

料和做工上，实际也就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进

脉，
延续历史，
寓意丰富。马来西亚具有多民族、

而引申到阶层地位。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殷实的

多文化、
多宗教的文化影响力，[5]在人们的服饰

经济实力使得峇峇娘惹族们能够不断提高生

上得到充分展现。马来人的服饰文化也同样源

活质量和文化层次的追求，为他们独特的文化

远流长，
而且通过选择性地借鉴吸收不断进入

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

的外来文化，逐步形成了马来独特的服饰文

4 结语

化。娘惹服装既是对于原有主体文化的坚持，

通过对娘惹服饰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包含

也是基于现实当地服饰特点的调整和传承。正

的艺术价值融合几种文化而形成，
造型与色彩

是因为两者同属优秀文化，有大量值得汲取的

的巧妙结合，手工艺的登峰造极，又带有强烈

精华，
因此才能在碰撞时产生创新与火花。

中华民族文化意韵美。峇峇娘惹族群作为部分

3.3 族群认同感对服饰的继承和延续

特殊的华人群体,由于宗教信仰、
文化价值、传

族群认同感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

统习俗、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使中华民族

知和情感依附，是族群的身份确认。[6]文化是一

在马来西亚当地得以延伸和发展，
并建起华人

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族群成

和其他国家间沟通的桥梁。对于服饰文化研究

员共同认同的精神图腾,一个族群的文化需要

者来说，娘惹服饰中文化的融合、成因和文化

由一些相同的文化要素构成,如服饰、语言、
习

保存值得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俗等，峇峇和娘惹族群的文化是顺应时代和机
缘的产物。华人在大规模移民到马来西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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