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六月 / 第五卷

第三期

明代袍服研究
文/赵

波
明代袍服深受唐、
宋、
元时期袍服的影响，在款式、面料、装饰等方面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盘领袍是

经过金元时期的发展，
到明代达到极盛，
尤其是在官袍中出现了大量的盘领袍。盘领袍和交领袍共同取代
了元代圆领袍的重要地位。通过对相关博物馆馆藏、
《明史·舆服志》等文献、传世画像等资料进行比对，对
明代袍服的演变进行总结。研究认为：
明代袍服种类繁多，多继承唐宋之制并有自己的创新。盘领袍的流
行，深刻地受到明代社会背景的影响。此外，分析明代的社会背景，还原出大量明代袍服的命名，并分析出
其命名的原因和分类依据，
进而基本还原袍服在明代的信息。
演变分析
明代袍服；
袍服分类；

明代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由中原农耕文

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穿一领布短褐袍,勒

明大一统的朝代，其服饰制度远袭唐代，近承

一条杂色短须绦,穿一只蹬山透士靴,担一条

宋代，又受到了元代的影响。明代袍服是数百

过头木拐榛,挑著个纸招儿,上写著‘讲命谈

年来民族融合的产物，对这一时期袍服的研究

[3]
天,卦金一两’
。”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首先将明代袍服按照

（3）顺褶是明代袍服中很特别的袍，袍身

形制、材料、色彩、装饰进行分类研究，然后再

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折裥。制如贴里，折裥如

从而客
对明代袍服的演变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裙，
袍的前胸及后背处可以缀以补子。顺褶之

观地反映明代袍服演变的基本情况。

制始于明代，
多为宦官近侍所穿服。

1 明代袍服的分类
1.1 基于形制视角的明代袍服分类
以款式为依据可以将明代的袍服可以归
对襟袍、
衬褶袍、贴里、
纳为大袍、
短褐袍、顺褶、
盘领右衽袍 10 种。
直身、道袍、
盘领窄袖袍、

（4）对襟袍是一种左右衣襟居中而合的长
袍，
是后世马褂的前身。清代福格《听雨丛谈》
卷一：
“按明季庶人非骑马，不准穿对襟袍，以
[4]
其便于乘骑云云。”

（5）衬褶袍又称 子，
如女裙之制。明代刘

（1）大袍是宽敞的袍服。明代叶子奇《草木

若愚在《酌中志》卷十九记载：
“顺褶，
如贴里之

隋制
子》卷三：
“蝉冠朱衣，汉制也。幞头大袍，

俗谓‘马牙褶’
，
如外庭
制。而褶之上不穿细纹，

[1]
也。”

如女
之 褶也。间有缀本等补。世人所穿 子，

（2）短褐袍为粗布制作而成的袍，多为道
士、算命之人所穿服。《金瓶梅词话》卷六十二

裙之制者，
神庙亦间尚之，
曰衬褶袍。像即古人
[5]
下裳之义也。”

回：
“那潘道士：头戴云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

（6）贴里是一种明代宦官所穿的袍服。用

[2]
“李逵戗几根蓬
褐袍。”
《水浒传》第六十一回：

纱、罗、纻丝作为面料，其形制为大襟窄袖，袍

赵波，硕士，中国服装博物馆馆长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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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膝。袍身膝下处施加一横襕。贴里使用之

接当做外衣穿服之外还可作为衬袍使用，是明

色亦有定制，
根据不同职司而区分。明朝初期

代中后期男子便服之中最常见的袍服。其基本

规定，御前近侍穿红色，起胸背处缀有补子；
其

形制是直领、
大襟右衽，
小襟处用系带一对、大

余宦官服青色，青色贴里之袍不缀补子。明代

襟处用系带两对用以固定，袖型为大袖，袖口

万历年间，
自宦官魏忠贤掌权开始就对服装制

处回收，
袍身左右开衩，前襟（大、
小襟）两侧各

度加以改制，其中对贴里的改制尤为突出，其

接出一幅内摆，
之后还要打褶再在后襟内侧缝

在贴里的襕下部位再加一襕，并织绣图文以饰

制。道袍内摆的主用途是用来遮蔽开衩的位

之，然后将其遍赏于亲信近人。青贴里一改不

置，
避免使穿在内的衣、
裤在走动之时外露，而

缀补子之制，亦加缀补子，而且所用颜色全凭

且还保证了服饰的端整、严肃。在道袍的摆上

其所好，其制日趋繁杂。直至魏氏被诛杀以后，

作褶还会形成特定的扩展部分，
有了这道褶就

此种贴里才逐渐消失，只在礼节性场合穿服。

避免了穿着者在行动时受影响。《酌中志》记

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
“贴里：其制如外

载：
“道袍，
如外廷道袍之制，
惟加子领耳。”在

庭之 褶。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乾清宫管

明代帝陵定陵就出土了 8 件明神宗的道袍，随

事牌子、各执事近侍，都许穿红贴里缀本等补，

之而出的墨书标签还有记载，题作“大袖衬道

以便侍从御前。凡二十四衙门、
山陵等处官长，

袍”
。

随内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贴里。逆贤于蟒贴里

（9）盘领窄袖袍，
《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

膝襕之下，又加一襕，名曰三襕贴里，最贵近者

十二·舆服二》：
“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乌纱

方蒙饮钦赏服之。……祖宗以来，青贴里原不

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琥珀、

缀补，
惟红贴里有补。逆贤偶欲贵异其亲信者，

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冠为乌纱冒之，折角向

遂自印公起，
请小轿止，俱以青贴里缀补。”

盘领，
窄袖，
前后及两
上，
其后命翼善冠。袍黄，

（7）直身又称直领，是一种和道袍类似的
袍服，其款式为直领、大襟、右衽，袍身的系结

[6]
肩各织金盘龙一。”

（10）盘领右衽袍，
《明史·卷六十七·志第

方式是系带。直身的袖型为大袖，袖口处收小，

四十三·舆服三》：
“文武官公服……其制，盘领

袍身左右两侧开衩，袍的大、小襟及后襟两侧

袖宽三尺。”
右衽袍，
用紵丝或纱罗娟，

还要再分别接一片摆在外（共四片），除此之外

1.2 基于材料视角的明代袍服分类

另有一种于双摆里再各添两片衬摆。这种双摆
结构是区分道袍和直身的主要标志。定陵出土
之龙袍中有 34 件为交领，均为直身式，唯有有

按照材料可以将明代袍服归纳为纱袍、纻
布袍、
棉袍 6 种。
丝袍、
罗袍、
绢袍、
（1）纱袍是纱制成的袍。
《明史·卷六十六·

衬摆和无衬摆两类，袍身以云肩通袖膝襕纹、

志第四十二·舆服二》：
“ 皇太子冠服……朔望

二团龙补、四团龙补、八团龙补等纹样为装饰。

朝、降诏、降香、进表、外国朝贡、朝观，则服皮

此出土袍服之纹样与文献记载常服、吉服的纹

弁。绛纱袍，
本色领褾襈裾。绛纱袍就是纱袍中

样相同。我们从明代的部分画像中可以发现，

的一种。”

带有补子的直身其主要是作为常服所穿着的，

（2）纻丝袍是用纻丝制成的袍。《明史·卷

除此之外在一些政治活动、外出或部分比较正

“ 教坊司冠服
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式的礼仪祭祀亦可穿服。《酌中志》 记载：
“直

……色长，
鼓吹冠，红青罗紵丝彩画百花袍，红

身，制与道袍相同，惟有摆在外，缀本等补。圣

肩褡。”
紵同纻同苎，
是麻布的意思。

上有大红直身袍。”
（8）道袍又被称为称褶子、海青等，
除了直

《明史·舆服》记载
（3）罗袍是罗制成的袍。
盘领窄袖袍、盘领右衽袍、红罗销金大袖罩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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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罗制的袍服。红色罗制成的袍服为红罗

袍的款式。在明初还有一种绯袍是乐生和武舞

袍，紫色罗制成的袍服为紫罗袍。明初郊社宗

生在郊社宗庙等活动时所穿服。
《明史·卷六十

庙活动协律郎服紫罗袍，舞士服红罗袍。《明

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协律郎、乐舞生冠

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协律郎、

服。明初，
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

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头

袍，
荔枝带；
乐生绯袍，展角幞头；舞士幞头，红

舞
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袍，展角幞头；

罗袍，荔枝带，早 鞾；文武 生红袍，武舞 生绯

士幞头，红罗袍。”

袍。”

（4）绢袍是一种绢制做而成的袍服。《明

（2）青袍是青色袍服，
明代为官袍。
《明史·

“文武官
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文武官公服
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

……五品至七品，
青袍。”

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

（3）蓝罗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

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

三·舆服三》：
“ 状元及诸进士冠服。状元冠二

宽三尺。”

梁，绯罗圆领，白绢中单……进士巾如乌纱帽

（5）布袍是一种布做的袍子，常见的有三

……深蓝罗袍，
缘以青罗，
袖广而不杀。”

种解释。第一种是布制长袍，主要被贫穷者穿

（4）绿袍是绿色袍服，
明代为官袍。
《明史·

服。第二种是特指布衣之意，被平民或隐士所

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 文武官公

穿服。明代李昌祺 《剪灯余话·洞天花烛记》：

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

“偶出游，至半道，忽有二使，布袍革履，
联袂而

谢恩、
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
每日公服座服

[7]
来。”
第三种是居丧之时所穿服之袍。明代谈

之。其制，
盘领右衽袍，
用紵丝或纱罗绢，袖宽

迁 《枣林杂俎·智集》：
“（丧仪） 仁圣皇太后之

五品至七品，
青袍；
八
三尺。一品至四品，
绯袍；

丧，大宗伯范濂衣白入朝，至阕门，忽传各官衣

品九品，绿袍；
未入流杂职官，
袍、笏、
带与八品

青布袍，
急出易衣以进。”

以下同。”

[8]

（6）棉袍是外表面料以棉织做或袍内纳有

（5）绛纱袍是深红色的纱制袍服。《明史·

棉的袍子，以纳有棉絮的袍最为常见。它是冬

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舆服二》：
“皇帝冕服。

季御寒之服。明代中后期棉花产量增大、棉纺

‘此礼
洪武元年，
学士陶安请制五冕。太祖曰：

织技术发展，所以棉被民间普遍使用，棉袍随

服通天
太繁。祭天地、
宗庙，
服袞冕。社稷等祀，

之普及。

冠，
绛纱袍。馀不用’
。”
又《明史·卷六十六·志

1.3 基于色彩视角的明代袍服分类

郊庙、省牲，
第四十二·舆服二》：
“洪武元年定，

按照色彩可以将明代的袍服归纳为绯袍、

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戎，则服通天冠、绛纱袍。

青袍、蓝罗袍、绿袍、绛纱袍、红罗销金大袖罩

皂领褾襈裾。绛纱
绛纱袍，
深衣制。白纱内单，

袍、红生绢大袖袍、黑绿罗大袖襕袍、红袍 9

赤舄。其革带、
蔽膝，
白假带，
方心曲领。白韈，

种。

佩绶，
与袞服同。”
《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十

（1）绯袍是红色或深红色袍服，明代为官
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二·舆服二》：
“皇太子冠服……朔望朝、降诏、
降香、进表、外国朝贡、朝观，则服皮弁。绛纱

“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

袍，
本色领褾襈裾。”也就是说在明初之时，皇

每
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

帝社稷等祭祀都穿绛纱袍。皇太子和诸王行加

日公服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一品至

冠礼、
婚礼、
醮戎等仪式要服绛纱袍。绛纱袍是

四品，绯袍。”
但是这里的绯袍仅限于盘领右衽

古时深衣的制式，以白色纱为内单，
黑色领、袖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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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绲边、缘饰及下摆。深红色纱制蔽膝，白色假

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红罗胸背小袖袍、红青

带，方曲领。白袜，红鞋。其革带、佩绶与袞服相

罗紵丝彩画百花袍、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

同。皇太子在朔望朝、
降诏、降香、
进表、
外国朝

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
绿绢彩画胸背方花

贡、朝观之时则带皮弁，穿本色领、袖端绲边、

小袖单袍、
麟袍、
织金麒麟袍、
蟒袍共 9 种袍。

缘饰、
下摆的绛纱袍。
（6）红罗销金大袖罩袍，由红罗制成的销
有金饰的大袖罩袍，武舞者穿着。《明史·卷六
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武舞，曰平定天
下之舞。舞士……红罗销金大袖罩袍。”
（7）红生绢大袖袍，明代永乐年间奏天命

（1）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王府乐
工所服。在朝贺用大乐宴礼时，七奏乐乐工所
穿红色绢制作的在胸背部绘有方花纹的单袍。
“王府
《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賀用大乐宴礼，
七奏乐乐工，
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

有德之舞时的两位舞者之服。《明史·卷六十

（2）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王府乐

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永乐间，定殿内侑

工所服，
普通乐工所服绿色绢制作的在胸背部

食乐……奏天命有德之舞，引舞二人，青幪纱

绘有方花纹的单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

各色
如意冠，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

十三·舆服三》：
“其馀，
樂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

绢采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綵云头早鞾，白布

花小袖单袍。”

韈。”明代永乐年间，奏天命有德之舞时，有两

（3）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教坊司歌工之

内
位引舞，这两位舞者头戴青幪纱的如意冠，

服，红色罗制成的胸背部有织金纹的大袖袍

穿红生绢制作的锦领中单，外穿红生绢制作的

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大袖袍服，各种色彩的绢带为装饰，脚上穿蓝
色绢制成的彩色云头黑靴子，白色布袜子。
（8）黑绿罗大袖襕袍，是教坊司官员至御

“歌工，弁冠，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
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绵脚绔，早皮琴鞵，白
棉布夹韈。”

前供奉之时所穿的由黑绿色罗制成的大袖的

（4）黑素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是嘉

膝盖处施加一道横襕的袍服。《明史·卷六十

靖年间定乐女生冠服，由黑色素罗制成，胸背

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至御前供奉，执粉

《明史·卷六十
部有销金葵花纹样的大袖女袍。

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襕袍，黑角偏

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嘉靖九年祀先蚕，

带，早鞾。”

黑丝缨，
黑素
定乐女生冠服。黑绉纱描金蝉冠，

（9）红袍是大红色的袍服，明初郊社宗庙
活动时文武生所穿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
四十三·舆服三》：
“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

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黑生绢衬衫，锦领，
黑鞵。”
涂金束带，
白韈，
（5）红罗胸背小袖袍，洪武三年定的教坊

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

司冠服，
御前供奉俳伶之首所穿的红色罗制成

带；乐生绯袍，展角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
荔

的小袖袍服。
《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

武舞生绯袍。”此处红
枝带，
早鞾；
文武生红袍，

鼓吹冠，
红罗胸背小袖
服三》：
“御前供奉俳长，

袍应与状元所穿之袍区分，状元所穿应称绯

袍，
红肩褡。”

袍，绯色罗制成，圆领。另皇帝武弁服衣裳鞋袜

（6）红青罗紵丝彩画百花袍，教坊司色长

皆赤色，因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此制与袍

之服，
红色青罗苎丝制成的绘有彩色百花纹的

殊，不做同举。

袍。《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1.4 基于装饰视角的明代袍服分类
按照装饰明代袍服可以归纳为黑素罗销

红青罗紵丝彩
“教坊司冠服……色长，鼓吹冠，
画百花袍，
红肩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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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麟袍，赏赐给外国君臣的冠服，永乐年

进行分析研究。

间琉球中山王就是穿得麟袍，等同于当朝二
品。《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外国君臣冠服……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
弁，
玉圭，
麟袍，犀带，视二品轶。”

从表 1 可知山东孔府藏明代袍服均为官
服，
此 5 件袍服之中有 4 件是以罗为面料制作
的，共同特征为盘领、右衽、
无收腰、
两侧开衩。
袍服中有 4 件是圆摆，
1 件是直摆。明代初期，

（8）织金麒麟袍，是织金的麒麟纹袍服。
“衍圣
《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太祖有诏：
衣冠形制悉如唐代。明洪武十五年
定，
于朝贺大乐之时，
乐工服小袖单袍。永乐三
年（1405 年）定：翼善冠，盘领窄袖袍，玉带，图

公秩正二品，
服织金麒麟袍、玉带。”
（9）蟒袍，周身以莽为装饰或补子为莽的

2、
图 3 为明代皇帝像。依照唐太宗初服翼冠之

袍服被称为蟒袍。莽与龙近似，唯龙五爪而莽

制，
明成祖复制之。综合孔府的传世袍服、
明代

四爪也。譬如图 1。

传世绘画中袍服及明代文献关于袍的记载这
三个证据可以证明袍服是承唐制的。从传世绘
画《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可知画中皇帝穿为
柘黄袍，袍身腰部缩小长及膝，如同元代辫线
袄子式样。此图所绘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
代蒙古族的袍服款式还是对明代汉族袍服款
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依照明代袍服承袭唐制
之说，明代的袍服是同唐代一样，融合了胡服
之特征的。

图 1：明代蟒袍

2 明代袍服的演变及严格的等级制度
2.1 明代袍服的演变
明代袍服远承唐制，近袭宋制，又受元代
袍服影响。它是文化传承与发展、游牧民族与
农耕民族进一步融合的产物，除初盘领、交领、
小袖袍服的流行外，袍在胸背部的图案花纹演
变成方形禽、兽补子更是其一大特征。
图 2：明成祖像

由于丝织品的特性，所以明代除了出土的

图 3：
明宣宗像

民间袍服有圆领右衽袍、交领大襟袍等。

袍服之外还有相对较多的袍服为传世之袍。笔
者对明代袍服的研究以《明史·舆服志》等史料

如图 4 至图 7（见下页）。从形制上看明代袍服

文献、博物馆馆藏出土袍服和传世袍服为基础

最显著的特征是领型以盘领或交领为主，衣襟

形制表
表 1：山东孔府藏明代袍服测量数据表、
名称

领型

门襟形式

斗牛补青罗袍

盘领

右衽

赫红凤补女袍

盘领

右衽

云鹤补红罗袍

盘领

右衽

素面绿罗袍

盘领

素面赤罗袍

盘领

袖长

单位：厘米

收腰情况

开叉形式

下摆造型

身长

腰宽

袖展

袖宽

无

两侧开衩

圆摆

137

55

243

38

75

无

两侧开衩

直摆

147

41

41

93

无

两侧开衩

圆摆

132

60

63

右衽

无

两侧开衩

圆摆

133

58

230

46

右衽

无

两侧开衩

圆摆

135

65

24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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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明代浅驼色暗花缎夹袍

图 4：
明代《歌舞图》

图 5：明代《词云弄雨》

图 7：明代琵琶袖盘领袍

图 8：明代盘领袍服款式图（根据山东孔府旧藏明代盘领袍服绘制）

图 9：
明代交领袍服款式图（根据山东孔府旧藏明代交领袍服绘制）

为大襟右衽，袍身以上下通裁为主、宽身、系结

服，由于明代袍服制度承袭唐代，所以圆领袍

方式为系带罕有系扣，袍服两侧开衩、下摆为

服在明代依然存在，但明代官袍是以盘领为主

直摆或圆摆。明代官袍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官服

的。合领是宋代主要流行的款式，左右两领襟

之袍以盘领为主，士人便服之袍以交领为主，

居中而合，故谓之合领，这一款型在明代尤其

其它领型还有圆领、斜领、直领、合领、立领等，

女性袍服当中得以较好的传承。盘领作为明代

譬如图 8、图 9。交领又被称为交衽，主要在先

官袍所用之领型在明代冠服中所用甚广，它是

秦时期流行，所穿之人不分尊卑，多被男女当

在圆领的基础上加以硬衬，
其制相较一般圆领

做常服穿着，后逐渐减少，明代得以短暂复兴，

要略高一些，盘领的领口之处有纽襻，主要为

但随着明代的覆灭而迅速减少，后主要在部分

男子穿服，
流行于金、元、明三代。立领最初是

少数民族地区及农村的儿童服装之中传承。交

作为衬在圆领之内的领子出现的，之后直接连

领依据两襟交汇之处的不同可以分为斜领和

于袍之上，
此种领型立挺、高坚于颈而得名，自

直领两种，
交汇之处较上的称斜领，多被僧侣、

明代开始出现。明代袍服以大襟为主，此种款

隐士所穿服，较下的称直领，多被士庶百姓所

式是汉族男女的主要袍服衣襟形制，
明代袍服

服。圆领是合围于脖颈下端贴身的圆形领子，

衣襟的最大特点就是自领至腋下为一道向上

汉魏以前主要被胡人所穿着，自六朝以后大量

的弧线或直线，两点各系一带以固定，明代袍

传入中原，无论男女均可穿服，隋唐后用于官

服大襟处多镶缘，
尤其儒士、
生员、监生等以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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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缘为主，但崇祯时有监生服不镶缘的袍。

按不同的服色和纹饰来区分品级的。袍服缀在

左襟是与大襟相反衣襟形制，在明代主要是部

胸背部的补子就是区别品级的主要标志。明代

分少数民族穿服。明代袍服的袖型多种多样，

官员的袍服开始出现补服，
譬如图 11。

主要款式有广袖、鱼肚袖、大袖、宽袖、窄袖等。

明代的官袍以素身为主，
其最突出的特征

袍服袖子之款式主要是根据袍服本身的用途

就是在袍服的胸前位置添缀一个补子，
补子以

其
决定的。明代袖型以窄袖为主，即使是宽袖，

方补为主，多为精致彩绣，除了绣制的补子之

弧度也比较小。明代有种鱼肚袖就因整个袖身

外还有织做的补子。明代袍服的装饰多以素雅

的造型呈鱼肚状，故而得名。明代袍服下摆以

为主，即便装饰也是用暗纹居多，但是官服则

圆摆为主，其它还有直摆、燕摆、后长摆等。直

不同，
在胸背部有着鲜明的装饰纹样。明代袍

摆以交领袍为例，男女并用，裾平直，底部方

服分为文官补饰和武官补饰，纹为飞禽，示以

正。下摆形如燕尾，称燕摆，明代有乐工穿服。

文明，
武为走兽，
示以威武。从历史上看不同社

明代袍服罕有系扣，以系带为主，主要有两种

会地位之人所穿袍服的色彩有些发生着变化，

系带方式，一是盘领袍服，为第一处系带在右

有些则延续良久，很少变化。其中青袍自唐代

肩近颈处右耳下，第二纽在右腋前侧。二是交

至明代所穿者身份越来越高，
绿袍自隋代至明

领袍服，为系在右腋下前侧或系在右腋下前侧

代所穿者地位越来越低，而黄袍和白袍所穿人

及右胯骨带前侧。由此可见，系带的位置随着

群则相对稳定。黄袍从隋代开始直至清朝覆灭

领型的改变而改变着。

的 1，
300 多年间，始终为最尊贵的象征。白袍
则相反，
只有少部分士子等有身份地位之人穿

明代官员的公服是盘领袍服，按照袍服的

过，其余大部分时期均被视为普通百姓之象

譬
色彩和绣花种类大小及玉带等来辨别品级，

征。明代袍服之色彩和前代相比得到了新的发

如图 10。从明代全公思诚像中可知，其为洪武

展。明代袍服以色彩命名的主要种类有绿袍、

十六年文华殿大学士，穿盘领宽袖紫袍，袍的

绯袍、青袍、蓝袍等，其中蓝袍最为特别，在这

胸背部缀有补子，袖型为大袖。现陈列于苏州

一时期大量出现，自明代开始蓝色袍服相对大

博物馆的王锡爵墓出土的一件男袍就是交领，

量地出现，直至现代社会，蓝色袍服都是袍服

直缀。袍的领缘、袖口、底边之处有较宽的镶

当中最主要的色彩之一。总之明代袍服的色彩

边，腰间有系带，综合以上史料记载、传世绘画

制度及习俗都是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

及出土实物三个例子可以分析出当时男袍的

化的深刻影响的。

实际情形，其形制均依宋代袍服样式。所以在
明代袍服的制式是既承唐制又袭宋制的。根据

明代初
明代袍服材料发生着巨大的演变，

《明史》等文献的记载，明代文武官员的官服是

以纳有丝绵的袍御
期贵族袍服以丝织品为主，
寒。百姓贫者则只能以粗麻为衣料，纳乱麻等
为絮来御寒。但是随着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及在
全国的推广流行，
袍的面料及添加之絮发生着
极大的变化，这变化是受技术革新深刻影响
的。此时棉布逐渐成为民间袍服制作的主要原
料，
以木棉织成的布作为面料的袍大量出现与
此同时木棉也逐渐取代乱麻作为民间袍服的

图 10：明代命官公服

图 11：明代斗牛补青罗袍

主要添加物，大大提高了百姓生活的物质水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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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龙一。

发展演变。缂丝、云锦在贵族袍服中的大量运

（5）皇太子冠服。朔望朝、降诏、降香、进

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纺织中心南

表、
外国朝贡、
朝觐，
则服皮弁。永乐三年定，皮

移，经过唐宋时期至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

弁，冒以乌纱，前后各九缝，每缝缀五采玉九，

南地区已经成了中国的纺织中心，明代官府在

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
皆饰以金。金簪朱缨。

此设立官办织造局，皇室贵族及官僚所选用的

本色领褾襈裾。红
玉圭，
如冕服内制。绛纱袍，

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等袍料主要来自

裳，
如冕服内裳制，
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

江南三织造，高档丝织品中又以缂丝和云锦最

之，
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
领织黻文十一。蔽

为名贵。

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

2.2 明代袍服严格的等级制度

二，
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

明代是由中原农耕文明建立的大一统王
朝。服饰制度自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至明代历

以副之。大带、
大绶、
袜舄赤色，
皆如冕服内制。
（6）皇太子冠服。其常服，洪武元年定，乌

经数千年，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服装服饰制

纱折上巾。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

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穿的服装有着严格的

（亦名翼善冠，
亲王、
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

等级制度。

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玉带、
靴，
以皮为之。

（1）皇帝冕服。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五
冕。太祖曰：
“此礼太繁。祭天地、
宗庙，服袞冕。

（1）群臣冠服。散官与见任之职不同，
故服

社稷等祀，
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
洪武三

色不能无异，
乞定其制。乃诏省部臣定议。礼部

先
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袞冕，祭社稷、

散官职
复言：
“唐制，
服色皆以散官为准。元制，

农、册拜，
亦如之。

事各从其高者，
服色因之。国初服色依散官，与

（2）皇帝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

不计见职，于是所
唐制同。”
乃定服色准散官，

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

礼部言：
“历代异尚。夏
赐袍带亦并如之。三年，

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
首施珠翠，黑介帻，

黑，
商白，
周赤，
秦黑，汉赤，唐服饰黄，
旗帜赤。

皂领
组缨，
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

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

赤
褾襈裾。绛纱蔽膝，
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

尚，
于赤为宜。”
从之。

舄。其革带、
佩綬，与衮服同。

（2）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
每日早

进
（3）皇帝皮弁服。朔望视朝、降诏、降香、

晚朝奏事及侍班、
谢恩、
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

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皆服之。嘉

官，
每日公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紵丝

靖以后，祭太山岁川诸神，亦服之。永乐三年

绯袍；
五品
或纱罗绢，
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

皆
定，皮弁如旧制，惟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

至七品，
青袍；
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

饰以金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绛

袍、
笏、
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
一品，
大独

纱袍，
本色领褾襈裾。红裳，但不织章数。中单，

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

红领褾襈裾。馀俱如冕服内制。

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

（4）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
乌纱折角向上

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

透犀。永乐
巾，盘领窄袖袍，
束带间用金、琥珀、

八品以下无纹。幞头：
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

三年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其后名翼

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复令展角，不用垂

善冠。袍黄，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

带，
与入流官同。笏依朝服为之。腰带：
一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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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

袍，展脚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荔枝带，皂

下乌角。袜用青革，
仍垂挞尾於下。鞾用早。

鞾；
奏《天命有德之舞》，
引舞二人，青幪纱如意

（3）文武官常服。其后，常朝止便服，
惟朔

冠，
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各色绢采

望具公服朝参。凡武官应直守卫者，
别有服色，

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彩云头早鞾，白布袜。

不拘此制。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腰带，
与

舞人、
乐工服色与引舞同。嘉靖九年祀先蚕，
定

则用素。百
一品同。文武官花样，
如无从织造，

黑素罗销
乐女生冠服。黑纱描金蝉冠，
黑丝缨，

官入朝，雨雪许服雨衣。奉天、华盖、武英诸殿

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
黑生绢衬衫，锦领，
涂金

奏事，必蹑履鞵，违者御史纠之。万历五年令常

束带，
白袜，
黑鞵。

不
朝俱衣本等锦绣服色，其朝觐官见辞、谢恩，
论已未入流，
公服行礼。

（4）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
艺，
青卍字顶巾，
系红绿褡。乐妓，
明角冠，
早褙

（4）状元及诸进士冠服。状元冠二梁，
绯罗

子，
不许与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长，
鼓吹冠，红

圆领，白绢中单，锦绶，蔽膝，纱帽，槐木笏，光

罗胸背小袖袍，
红绢褡，
早鞾。色长，
鼓吹冠，
红

银带，药玉佩，朝鞾，毡袜，皆御前颁赐，
上表谢

青罗紵丝彩画百花袍，
红绢褡。歌工，弁冠，红

恩日服之。进士巾如乌纱帽，
顶微平，
展角阔寸

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
黑角带，

馀，
长五寸许，
系以垂带，早纱为之。深蓝罗袍，

红熟绢锦脚袴，
早皮琴鞋，
白棉布夹袜。乐工服

缘以青罗，袖广而不杀。槐木笏，革带、青鞓，
饰

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

传胪
以黑角，垂挞尾于后。廷试后颁于国子监，

同；至御前供奉，执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

日服之。上表谢恩后，谒先师行释菜礼毕，
始易

罗大袖襕袍，
黑角偏带，
早鞾。

常服，其巾袍仍送国子监藏之。

（5）王府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

与文
（5）仪宾朝服、公服、常服：俱视品级，

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俱红绢彩画胸背方

武官同，惟笏皆象牙；常服花样视武官。弘治十

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韝，早鞾，抹额

三年定，郡主仪宾鈒花金带，胸背狮子。县主仪

乐工用绿绢彩
以红罗彩画，
束腰以红绢。其馀，

宾鈒花金带，郡君仪宾光素金带，胸背俱虎豹。

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

县君仪宾鈒花银带，乡君仪宾光素银带，胸背

绢彩画，
束腰以红绢。

于儒学
俱彪。有僭用者，革去冠带，戴平头巾，
读书、习礼三年。

（6）外国君臣冠服：洪武二年，高丽入朝，
请祭服制度，
命制给之。二十七年定蕃国朝贡
仪，
国王来朝，如赏赐朝服者，服之以朝。三十

许假九品服。
（1）庶人冠服。明初，庶人婚，
杂
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

一年赐琉球国王并其臣下冠服。永乐中，赐琉
犀带，
视二品秩。
球中山王皮弁、
玉圭，
麟袍、

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僣用

茶褐常
（7）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

其鞾
金绣、锦绮、紵丝、绫罗，止许紬、绢、素纱，

绿绦浅红
服，
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

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袈裟。教僧，
皂常服，
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

（2）士庶妻冠服。洪武五年令民间妇人礼

惟僧录司官，
袈裟，
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

服惟紫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

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
常服青法服，
朝衣皆赤，

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

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

布。

红道衣，木简，
不用
衣，
金襕，
木简。在外道官，

（3）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
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

木简。
金襕。道士，
青道服，

3 结语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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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中原农耕

是当时中华
袍服是当时服饰文化象征的产物，

文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科技文化达到空前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身无论在形制上还

的发展，
其车服礼仪制度高度完善。尤其在明

是在色彩装饰上都处处透露着中国的传统文

代中后期棉纺织技术成熟，开始在全国流行开

化及哲学思想，
这充分显示了袍服与传统文化

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了拥有数百台织

的相容性。

机的工厂，这也是棉袍在明代流行的主要原
因。明代服饰元素以中原文化为主，但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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