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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服右衽特征的服饰设计应用研究
文 /马舒舒
基于汉服一脉相承的造型样式，
突出汉服右衽特色，为汉服转化成现代的生活服饰创造更多渠道。
通过对历史实物的资料收集，
把握数据、
结构、成型样式、
总结设计规律。自制的样衣用数值对比的方法，
试
验领型设计的合理性。并结合现代服饰设计实例加以分析，从相同的右衽设计中，找出平面交领结构、面
料、装饰等不同的设计手法，
将传统右衽领型由较单一的表现形态在现代设计创造中变得多彩多姿。实践
证明汉服领型的特征设计有着充分的开发潜力，交领右衽不仅是整体服饰设计的重点之一，在促进现代领
应大力保护和传承。
型运用多元化的同时，
更是寄予厚重的民族情结，
特征应用
汉服；
右衽；

有
从现今汉服研究已有的相关资料来看，

的西汉和东汉王朝的服饰。二是纵观整个中国

对汉服运动的思考，传统汉服服饰的现代应

古代历史的发展，
以汉民族统治时期的汉族服

用，汉服作为影视服饰、中式婚礼服的用途，
汉

饰为主线，
从三皇五帝时期追溯到明代。本文

服数字化信息研究等，再到建立专业的主题论

对汉服的理解倾向以上第二种解释。平面结构

坛、网站以及网络销售汉服服饰等等，这一切

的交领服饰遍及东亚各民族，左衽衣襟与右衽

都显示着汉服的发展已渐渐渗透到我们的点

衣襟相混杂，而汉服拥有明确的交领右衽制

滴生活中。但对于汉服服饰主要特征的把握还

度。[2]汉服的右衽相传于三皇时代，
并保持着交

没有形成规范。笔者认为右衽为汉服服饰的标

领右衽、
宽袍大袖、
博衣大带的特点。服饰制度

志性特征，相关研究者、设计者应加以新的诠

于周代趋于完备，至汉唐时期确立，随着封建

释。将传统汉服服饰的右衽特征运用到现代服

地区
王朝的统治历代延续而影响着周边国家、

饰设计中作为论题，是基于笔者已有的汉服服

的服饰发展。汉人崇尚衣襟向右掩，
而少数民

饰平面结构为现代设计应用研究的基础上，作

族的衣襟多向左掩。孔子曾感叹：
“微管仲，吾

个人的延伸思考，以期为汉服服饰的保护和传

其披发左衽”
，
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那么今天

承作出微薄之力。

我就要披着头发，把衣襟向左掩当夷狄去了。

1 汉服的交领右衽

汉服右衽衣襟同时体现着阴阳生死的说法，融

“衽”指衣襟，
“右衽”即衣襟从左向右掩

合着儒家、
道家的人生哲学。衣襟向右掩视为

汉
盖，
领型交叠系绳带穿着。根据古书的记载，

阳，
表示生的人。反之，
衣襟向左视为阴，
表示

服并非服饰的专有名词。[1］现今对汉服解释主

故去的人。寿衣至今沿用着左衽的穿着方法，

要有两种，一是汉代的服饰，历经周代的服饰

在《礼记·丧服大记》有记载：
“ 小敛大敛，祭服

规范制式，在公元前后各经历了二百多年历史

。在古代中国方位崇
不倒，
皆左衽，结绞不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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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也是右衽衣襟的穿着依据。当一个人坐北朝

称。曲裾素纱襌衣衣领相交，有三角形衣襟由

南的时候，东方在左边，东边被赋予“阳”的概

左向右掩。衣袍外罩襌衣也可当内衣穿着。湖

念。以天顶为分界线，太阳从东边上升，
是阳气

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马山一号墓出土素纱绵袍

上升的过程。然而西方则是相反，太阳从西边

（图 2），
衣身长 148 厘米、
袖展 216 厘米。交领右

落下，是阴气聚集的过程。依据东西方位的说

衽、
后领下凹，
肩袖斜向，
袖子从腋下向袖口直

法，东边是阳而西边是阴。右衽衣襟的研究不

线收小，
袖口宽为 21 厘米、
袖口相对较小。领

断上升意识形态（右衽自左向右，体现人的生

缘与袖缘均采用斜裁拼接，
使领口及袖口有较

命轨迹），至诞生后不论战乱还是改朝换代都

好的弹性。值得一提的是领面、
袖面、
缘边刺绣

没改变过，纵然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衣襟

纹样，不仅有锦上添花的视觉效果，还起着掩

依旧是向右掩盖穿着。 民国建立后，街边能见

盖缝合线与弥补面料幅宽不足的作用。领缘宽

到长袍、马褂的服饰，
衣襟仍旧向右搭扣。

度为 4.5 厘米，
与同墓出土的其他类型服装相

[3］

汉服服饰平面结构的基本形制分为上衣
下裙相缝合和上衣下裳分开穿着两类。
上下相连的服饰是将上衣和下裳分开裁

比，各部位尺寸相对小一些，专家普遍认定为
内穿的袍服。[5］
上衣下裳分开穿着的服饰以唐代的襦裙，

剪后再进行缝合而形成的长衣样式，上衣下裳

明代的马面裙为例。襦裙交领上衣较短，下裙

分开裁剪是将上衣和下裳分开穿着无需再缝

蔽体，长度及地。在唐代襦裙的领型变化较为

合的服饰，
穿着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贵

丰富，如交领右衽衣襟、对襟、圆领，女子圆领

贱。 曲裾深衣为上下连属制的代表服饰，
根据

不止于圆弧领，还包括心形领等样式。男子圆

衣裾是否绕襟可分为直裾和曲裾。曲裾出现，

领与女子圆领结构略微不同，
穿着男子圆领袍

与汉族衣冠最初没有连裆的罩裤有关，曲裾下

服领型向右搭扣后再呈现圆形领。发展至明代

摆环绕几重可以更加保护下体，环绕的圈数有

交领右衽样式单一，领型变化少，衣长相较唐

单圈或是多圈，最后在腰部位置附加腰带加

代更长。[6]

固。男子曲裾的下摆比较宽大便于行走，女子

2 沿袭交领右衽的造型特征设计

[4]

稍显紧窄。从出土的战国、汉代壁画和俑人来

对于现代汉服的服饰设计应用，
更应该坚

看，女子曲裾下摆呈现出“喇叭花”的样式。直

持继承民族服装的优良传统，取其精华，彰显

裾右衽服饰，衣领向右掩盖，附绳带系扎，
绳带

进而不断的推陈出
特征，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

系扎的位置依据服饰的内外穿着用途而定，
且

新，既符合现代服饰的设计风格，又保持古典

不做绕襟处理。1972 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西

的韵味，运用现代的裁剪结构、布料和纹饰图

汉早期曲裾素纱襌衣（图 1），衣长为 160 厘米，

案进行符合现代设计审美思维的服饰设计活

通袖长 195 厘米，袖口宽 27 厘米，肩袖直向纱

动。[7］汉服右衽的设计需要遵循三个点为设计

向，衣重 48 克，有着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美

再以面料、图
重点。把握平面结构为设计主线，
案作为后续设计的重要步骤，
进而完成整件汉
服的制作。沿袭交领右衽特有的衣领形态，遵
循方向从左向右搭系，
右衽衣领在保持方向不
变的前提下再进行结构、
面料、
装饰的变化。
笔者自制汉服右衽样式特征的样衣，款式

图 1：素纱襌衣
（湖南省博物馆藏品）

图 2：素纱绵袍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品）

参照素纱绵袍（图 2）的领型特征，
做短衣设计。
依据领缘的弧度曲线、
领高、
领面的宽与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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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长与短设计领型的外观形状，并结合肩袖

现代生活已不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主流。

做连肩袖的裁剪。两款右衽上衣，左边款式为

3 交领右衽的实例应用

交领右衽并系带于右侧腋下，内领从右向左系

遵循汉服右衽结构设计为

扎于左腋下，
领缘宽度窄，后领呈圆弧形状。右

创新重点的服饰在公众人物身

边款式为右衽交领，胸前系带，领长长度比左

上屡屡出现。①2013 年 6 月 3

图短，交领重叠部分窄于两个胸乳点的距离

日，
彭丽媛身穿交领右衽的青色

(图 3)。右边款式的领缘宽较宽，领高搭在颈部

连身裙（图 4），与国家主席习近

下围线，领子紧挨着肩线与衣身片。因此，
在设

平一同出访哥斯达黎加的圣何

计领型时需要考虑领子与肩线、衣身片相互影

塞。整套服饰极具汉服服饰特

响的关系，完成整件衣服的平面结构设计，再

色，
交领右衽的领型搭配绳带系

着手进行面料的选择与搭配。左边为真丝面

扎，
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服饰历

料，附着淡色的圆点，右边为净色真丝面料，内

史文化。在服饰色彩的选择上以

加里衬，两款衣领与衣身的面料相同。在面料

五行五色中象征东方的青色为

的选择中，不再有过去的等级、辈分等穿着限

首选，
白色的珍珠胸花为右衽领

制，右衽衣领和衣身的用料更多随着穿着的用

型的点亮搭配，尽现第一夫人端庄的品味、沉

途、场合与设计的风格而选择面料的材质。领

稳的优雅气质。服饰整体造型呈现修身设计样

面装饰设计也是领型设计的重点之一，图案依

式，
不再是汉服服饰的洒脱飘逸、宽袍大袖，追

据领面的宽窄、长短进行考虑，放置合适的具

求衣服与身体的天然距离，融入了现代服饰流

象或是抽象的图案。予以领型冠以独立自由的

行的贴身设计，类似于西式礼服的再设计，将

形象，单独对领型进行造型设计的，以领面带

女式西服套装样式与汉服服饰特征相结合，突

动服饰整体，
可谓是领型的完整延伸设计。

出紧身收腰，
衬托女性的
“三围”
曲线美。领面、

图 4：彭丽媛身着
交领右衽的青色
连身裙

领高的设计接近于一般西服的宽度与高度，特
别之处是将右领与前胸衣身片一齐做延长设
计，展现出交领右衽的穿着款式。袖边做弧形
开口裁剪，
并附有五粒扣。整套服饰简洁大方，
不仅适合正式场合，并且很好的展现了大国的
图 3：汉服交领右衽设计样式（正、背面）
（笔者设计）

民族服饰特色。②右衽领型的结构设计样式在
2014 年的第 22 届北京 APEC 会议的女装当中

将传统的汉服服饰冠以现代的字样，不仅

也得以体现，
领导人及其夫人的服饰受到来自

服
是时间的变迁，更是现代的审美、生活方式、

世界的广泛关注。此次会议的服装设计师源于

饰设计思维的融入。将传统服饰融入现代，除

中国最强的 11 支服装设计团队。对于一名服

了用于特殊的表演或是拍摄需要，原原本本的

装设计师而言，为 APEC 会议领导人及夫人设

还原古代服饰用于现代人的生活，实用价值值

计服装是一件很难让人拒绝的荣耀，但同时，

得我们思考，并且也需要考虑，在仿制结构的

又是一项很具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从节能环

工艺过程中是否做到百分百的真实再现。传统

保的基本理念出发，展示中国人的新形象，其

汉服服饰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并且美

，其形为“新”
，合此三
根为“中”
，其魂为“礼”

以及
的无人反驳，但由于缝制复杂，穿着烦琐，

者，
谓之
“新中装”
（图 5，
见下页）。女士华服为

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完全的仿古服饰用于

内外两件，外套是明式对襟款式，内穿清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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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样式。衣领环绕着
脖子并交叉搭于胸前，
在领缘的曲线变化里，
一般后领缘线高于前
领缘线，正面看呈三角
形 。在后 身 片 的 裁剪
中，如后背中缝线有裁
剪，依据后颈椎点为车
缝中心点，领面做断开
图 5：APEC 会议女装

处理。领高的高度以不

袍款式，立领领型，衣襟偏右作斜裁线，搭配精

中衣领通常高于外
影响头部活动为设计基础，

致的盘扣。新中装的理念很好的贴合了汉服服

袍服的领子，并以此为美，如马王堆一号汉墓

饰的未来发展趋势，保留汉服的传统文化底

锦饰内棺的盖板上，覆盖着 T 型的彩绘帛画，

蕴，彰显民族特色，并能够结合现代设计思维

在墓主朝西升天部分，墓主人身穿多重领的样

赋予新的造型款式。汉服作为中华传统服饰被

式颇为醒目。领面的宽窄、
长短直接影响到右

列入服饰的草图提案，定稿后汉服服饰当作国

衽领型的设计风格，
出现交领高领、交领翻领、

礼休息衣向世界展示。男、女装休息服均采用

交领圆领等样式，不同的交领样式决定着服饰

连肩袖的裁剪结构，突出华服的垂坠感。女款

的整体风貌。同时，
右衽衣襟的长度、
宽窄决定

右衽领型领边较窄，前后的宽度相等。男款交

着左衽衣襟的长、
宽，
两者相互配合与制约。传

领右衽领型设计为宽领造型，接近青果领的样

统的衣襟一般从左向右搭系的衣身片面积大

式特征，领面与衣身相连，领面与领里运用不

于里边从右向左搭系的面积，也有节约面料这

同色的真丝面料。NE·TIGER（东北虎）品牌创始

样的说法来解释这样的设计习惯。

人张志峰在接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任务后，
为

还有一些设计师遵循汉服右衽装饰为设

保证各国要员休息质量，品牌特地甄选定织定

计的重点：
①2015 年东北虎的春夏发布会继续

染的 40M 真丝重缎面料制作休息衣，环保亲肤

推出《华服》印花丝质系列，汲取明代上承周

的同时利于人体睡眠。手工苏绣工艺将牡丹、

汉，
下取唐宋服饰特色（图 7）。右衽领面装饰传

花瓶、如意纹飞针走线于丝绸之上，男款与女

统的仙鹤吉祥图案，以飞翔的仙鹤衬托交领的

款分别寓意和平如意和惟有牡丹真国色，绝妙

交叠。单色的右衽丝绸装饰有简易的盘扣，领

展现了中国以纹为贵的深厚文化底蕴。③在楚

型开口呈 V，
衣襟交叠后依然呈现向右搭扣，这

艳的发布会上，右衽衣襟以不同的造型展现

属于两种领型设计在单件服饰上的设计巧思。

(图 6)，衣领或高或低，形状不尽相同，多样的
材质搭配与造型变化展示着现代交领右衽的

图 6：楚艳的设计作品

图 7：2015 年东北虎的春夏发布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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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织绣等传统工艺尽显高级定制女装的奢

交领右衽特征的服饰设计应用作为一种服饰

华，打破单一的交领领型。充分综合现代浓郁

符号，
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学识、地位、智慧，应

华丽的流行导向，以天然丝绸为主用料，在黑、

区别于强调还原或再现的传统汉服服饰，不论

红、蓝、
绿、黄这五大国色的基调上展现了中国

是汉族族群的认同还是国服的倡导，
汉服的现

式的美丽。②华谊青年设计师王紫珊创立的

代应用趋势应以建立国人的普遍认同为服饰

Micarsty 女装品牌，
因花朵、手绘图案、
手缝珠

设计的基础。汉服服饰设计以市场需求为依

子的手工领一炮而红。手工领在领型结构的设

托，现代服装市场的竞争不仅是质量、成本的

计中虽然没有采用汉服的交领样式，但在图案

竞争，
更是服饰文化、
技术创新、设计创新的竞

符合当
的装饰手法上紧密结合现代时尚流行，

争。在当今汉服服饰设计纷繁的背后，仍面临

下的消费倾向。在她的设计理念中，领子不止

着汉服特征设计模糊、不明确、市场消费力低

于服饰的其中一部分，更是作为服饰的配件独

等困境，如何强调和突出汉服服饰的特色，走

立进行设计思考，从而使服饰的整体变得更加

出属于自己的民族风格，
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

完整、
精致。从这一观点出发，
可以证明汉服交

的过程。

领右衽有着充分的市场开发潜力，不止于右衽
的装饰造型，更源于交领的丰厚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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