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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袍结构研究在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中的史学
价值
文／刘瑞璞，
陈

果，
王丽琄

在研究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中发现，藏族服饰结构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藏、蒙、汉及其他少
数民族服饰结构比较和考物研究，
阐释中华传统服饰一统多元的文化特征囿于“中华服饰十字型平面结构
谱系”
的理论。藏袍“三开身”
结构的研究成果在中华民族传统服饰谱系中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共同基因，藏
袍“深隐式插角的十字型平面结构”
的重要发现，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服装理论都具有史学价值。
中华服饰；
藏袍结构；
十字型平面结构；
三开身；
深隐式插角结构

谱系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系统，家族有家

“十字型
但客观上它们始终没有脱离中华服饰

族结构的谱系，文字有文字结构的谱系，当然

平面结构”的共同基因：谱系从先秦两汉深衣

服装也有服装结构的谱系。 然而对一个国家

的直裾曲裾交领[2]、唐宋的大袖襦裳[3]、
元朝蒙

和民族服饰结构谱系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

汉的左右衽共制[4]、
明朝的归宗宽衣博带，
到清

欧美、日本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

代“纹章准绳”规制的集大成，都是在“十字型

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民族服装史的研

平面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它的稳定性和源

究成果来看，西方和日本服装史的研究是伴随

远流长的传承规律很像中华汉字结构的发展

着服饰结构谱系和科技史研究进行的，它的主

机制，
象形会意的基因保持始终。[5]值得研究的

流服装史就是一部结构史，服饰结构谱系也就

是，
少数民族服饰在整个中华服饰结构谱系中

建立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研究中国传统

系统的多元形态，
亦表现出
“十字型平面结构”

服饰结构谱系中发现，藏族袍服结构在中华传

在民族的独特性上，西南少数民族的贯首衣如

统服饰结构谱系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一

果说是“十字型平面结构”原生态的话，藏袍的

统多元文化特质的典范。

三开身结构（身片、
袖片和侧片）则是中华服饰

[1]

定型后的高原形态（图 1，见
1 藏袍结构在中华服饰“十字形平面结构” “十字型平面结构”

中的独特性
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是在《中华服饰结

下页）。经过
“中华服饰结构研究”课题组 5 年
多的标本研究有了重大发现：
四川阿坝白马藏

构图考》
（刘瑞璞等编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这是清末
袍
“深隐式插角的十字型平面结构”

2013 年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中初步建立

古典藏袍典型而独一无二的结构。它的发现不

的，它虽然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系统构成，

仅填补了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的空白，甚至

国家特殊需求－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XKJY02150201/003）
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果，北京服装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丽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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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服装结构史的系统建构具有指标性的
意义（世界服装结构史迄今未发现“深隐式插
角结构”
）。

2 藏袍“三开身”
结构的文化特质
藏族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重要而
个性鲜明的一支，作为高原服饰的代表，其宽
大厚重的风格、
对比强烈的色彩和硕大隆重的
配饰成为它极具标志性的象征。这个广泛分布
在世界屋脊的民族如同盛开的格桑花耀眼绚
也是当今各民族传
丽的开放在中华民族之中，

藏式

仍然大范围族
统服饰文化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群保持本民族固有服饰特征的典型民族，
这是
难能可贵的，
也是我们最值得保护的中华文化
遗产。从对藏族典型服饰结构进行的系统整理
研究，使我们看到藏族服饰在具有自己鲜明
“三开身”
结构特色的同时，也囿于大中华共同

汉式
图 1：藏、汉“十字型平面结构”
的比较

的结构系统之中，这就是“十字型平面结构”
（表 1）。

表 1：藏、
汉典型袍服十字型平面结构图谱（标本为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

标本

款式图

分解结构图

特征

北京，清末立
典型汉族服

领大襟袍服，

装的基本结

典型汉服传

构

统十字型平
面结构

青海，清代交
藏族黄提花
绸长袖袍服

领大襟长袍，
典型藏袍十
字型平面结
构

青海，清代立
藏族蓝色几

领大襟长袍，

何纹提花绸

典型藏袍十

藏袍

字型平面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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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四川，交领长
藏族豹皮金
丝缎男藏袍

袍，
具有藏族
“外整内碎”
特色的十字
型平面结构

西藏，清 代，
交领长袍，典
藏族黄锻喇

型藏族“拼 接

嘛长袍

缝缀”特 色 的
十字型平面
结构

西藏，清 代，
交领无袖长
藏族紫红长

袍，典 型藏 族

袍坎肩

“拼接缝缀”
特色的十字
型平面结构

青海，藏族对
藏族礼佛大
袖长袍

大袖长袍，独
特宗教特色
拼接的十字
形平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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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清 代交
领长袍，具有
天华锦藏族

汉 、蒙 、藏 结

官袍

构结合特色
的十字型平
面结构

四川，立 领偏
襟长袍，具有
白马藏男式

汉 、蒙 、藏 结

偏襟袍服

构结合特色
的十字型平
面结构

四川，交 领偏
白马藏偏襟
氆氇女长袍

襟，汉、蒙、藏
结构结合特
色的十字型
平面结构

四川，交 领，
白马藏深棕
色丝质团花
男藏袍

具有藏族典
型“深 隐式 立
体插角”结 构
的十字型平
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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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四川，交领长
袍，具有藏族

白马藏黑色

典型“深隐式

斜纹布女藏

立体插角”结

袍

构的十字型
平面结构

藏族服饰的整体风格粗犷而多元，通过对

的服饰结构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袍服和上衣中具有代表性服饰 （平民服

然而它的形成并不简单，渗透着藏汉文

饰、贵族服饰、宗教服饰）的结构研究，我们发

化、藏蒙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交流借鉴的复杂

现虽然它们从外观上因形制、面料等原因而千

性，通过以结构为载体的比较学研究，这种密

差万别，但从结构本身来看，不论是做工精致

码才得以破解。在十字型平面结构的基础上，

考究的贵族服饰还是相对粗糙的民间常服以

藏族袍服与早期的蒙古族袍服结构形制同属

及身份特殊的宗教服饰，它们都始终恪守着通

一个类型，即前后衣身中间为一个整幅布料，

袖线（水平）与前后中心线（竖直）为轴线的十

无中破缝，不同的是藏袍结构为右衽，大襟连

字形平面结构，无疑它们具有中国传统民族服

裁，
里襟分裁，而传统蒙古族袍服结构为左衽，

饰一脉相承的文化特质。我们从藏族典型服饰

大襟分裁，
里襟连裁（图 2）。另一种上衣下裳的

结构的研究整理中可以确信，藏族固有的服饰

藏袍几乎采用蒙袍的拿来主义，只是它们都采

结构形态，传承了十字形平面结构的华服传

用了汉式的右衽且出现了中间破缝的结构，显

统，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与大中华不同民族

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明显（图 3，
见下页）。元

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成为中华民族一统多元

代在蒙古族的统治下，蒙袍和汉族服饰有着密

a.藏族右衽拼里襟的十字型平面结构

b.蒙古族左衽拼偏襟的十字型平面结构

图 2 藏、蒙典型袍服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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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联系，出现了蒙汉服饰衽式共制的局面，

肥腰阔摆、厚质保暖、领子高、袖子长、袖口窄

但主体结构趋于汉化。元代后期的汉、蒙服饰

的典型特征。藏袍除了防寒保暖便于劳作的功

的典型结构均为衣身前后中有破缝，左右各是

能，
它还有作为旅行（长途而频繁的拜佛生活）

一个布幅，袖子与衣身连裁，前中拼接大襟，
汉

的行囊和铺盖作用。因此，氆氇在前后身的整

服的右衽形制亦成为包括蒙藏在内各民族的

幅使用就成为藏袍结构的必然形态，即使在后

主流并一直保留到今天（图 4）。而典型藏袍的

续的藏袍发展进程中，汉地面料普遍使用的情

结构则保持着固有的“藏蒙联盟”
：为前后衣身

况下这种形制也没有改变，并成为藏服标志性

连裁，采用一个完整的布幅，前后中无接缝，
前

结构。藏族与蒙古族有很多共通性，但藏族在

，
后两侧均有三角侧片，袖子另接即“三开身”

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故土意识使其保留了更

在领至腋下断缝拼接里襟，亦是基于三开身而

加本真的民族服饰结构特色，
这让我们更加真

确保衣身结构完整所致（图 2）。这种原生态的

实的认识了一个民族文化纯粹性保护的重要。

坚持不仅仅是由古老的氆氇（布幅较窄）选择

其实，
藏族服饰前后整布幅（无中缝）接袖

引发的必然，
结构形态的选择映射出藏族群众

补侧摆的结构形制不仅与早期蒙袍固有的结

对生活方式、经济、文化有固守的愿望，也就是

构属同一类型，并与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原

自然环境“特异性选择”
（达尔文语）的结果。藏

生态服饰和在西域的上古民族服饰的结构也

族普遍生活在高寒地区，气候寒冷、温差很大，

如出一辙，说明现代固有的藏族服饰结构具有

对于藏族先民，游牧是其主要生活方式，即使

中华文化活化石意义的古老信息，表现出自古

大部分最终选择了农耕生活，还是保留了藏袍

以来各民族主流服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性，由

a.蒙古族右衽袍服

b.藏族右衽官袍

图 3：
受汉文化影响的蒙、
藏右衽上衣下裳袍服形制

a.蒙古族典型袍服及结构分解图
图 4：蒙、
汉典型袍服结构趋向同构

b.汉族典型袍服及结构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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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构成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一统多元的文

在中华服饰敬物尚检的“十字型平面结构”大

化特质（表 2）。藏族服饰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

一统体系中表现出多元文化特质的经典范示。

不对称的拼缀，保持主体结构为一个布幅，
这

3 藏袍“深隐式插角结构”考释

种肥腰阔摆的基本形制就决定了其结构需要通

在对众多传统藏袍标本结构研究中，初步

过拼接来满足这种需求，
它的设计原则是
“外整

确立了藏袍
“三开身”
主流结构的多元形式，在

内碎，
表全里散”
，
同时以直线裁剪为主，这种分

多元形式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四川阿坝白马藏

割拼缀形式又与南方少数民族服饰结构的“碎

袍的
“深隐式插角结构”
。这个发现不仅填补了

拼”
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表 3，见 73 页）：
它们

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的空白，甚至对世界服

都追求服装表面的完整性而简洁，强调面料拼

装结构史学研究产生着重要贡献，
因为在现有

接是为了物尽其用而并非为了装饰，通过对大

世界服装史结构谱系中还未发现
“深隐式插角

量拼接缝缀的样本测试发现它们都位于里襟、

结构”
，即
“十字型平面的深隐式插角结构”[6]。

腋下、里料等隐蔽部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

自古以来，
中国传统服饰将平面结构与技

分片多主要是出于节俭的需求，而且这是藏族

艺结合得天衣无缝，
可谓叹为观止！然而这不

社会历史自上而下不受阶级、贵贱、贫富约束

意味着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没有“立体意识”，

的普世价值。由此可见，藏族服饰结构形制是

而是采用了一种深隐式精妙的立体表达方式。

表 2：藏族、蒙古族、
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民族服饰结构的古老信息
藏族（清代黄提花绸长袖袍服）

蒙古族(元代印金提花绫长袍)

藏族（清代蓝几何纹提花绸藏袍）

西域（战国男子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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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藏族（清代黄缎喇嘛上衣）

南方少数民族——
—西畴花苗（广西女子上衣）

藏族（近代豹皮金丝缎藏袍）

南方少数民族——
—润黎（海南女子上衣）

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平面塑造立体”的点睛

将侧片插角入袖的立体结构在清代藏袍中就

之笔，在先秦两汉时期出现的“小腰”结构与今

已普遍运用，
虽然它是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天的“袖裆”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它早在

而并无文献记载，
但在白马藏袍标本研究中被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出现。[7]今天我们从传统

发现且并非个案（表 1 后四列结构图释）。所谓

藏族袍服结构中发现这种深隐式插角立体结

“深隐式”
，是在“重道轻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

构与其说是受西方服装立体结构的影响，不如

不宜被彰明较著，因此先秦服饰“小腰”的命

说是中华远古服装结构的活化石。因为这种

运，
在后朝各代便无影无踪。对传统藏袍结构

“深隐式立体插角结构”始终没有脱离“十字型

的发掘，让我们对传统华服的“十字型平面结

平面结构”的中华服饰结构系统，它的结构机

构”
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因为藏袍深隐式立体插

理也是在这个系统下实现的，而不是西方的

角结构在功能上与先秦的
“小腰”
一致，它是将

“复杂型立体结构”
环境。现代意义上的袖裆技

侧片与袖衩连接在一起，它是在制作成衣后增

术出现不过百年，然而藏袍“深隐式插角结构”

对于袖围松量
加袖围和腋下松量。更重要的是，

服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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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藏族、
南方少数民族
“碎拼”
的比较
藏族

南方少数民族

黄缎喇嘛上衣

狗瑶贵州女子上衣

豹皮金丝缎男藏袍

安普式苗族贵州女子上衣

紫红坎肩长袍

红瑶广西女子绣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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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袍服通过侧片增加插角入袖，相当于做

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中，强调布幅整用、拼接

了一个腋下
“袖裆”
，
更有利于胳膊的活动。[8]它

的物尽其用，呈现比汉族袍服更加崇尚“敬物

是完全的“立体思维”过程，却是通过平面结构

尚俭”的精神，诠释着藏族服饰文化具有更纯

表现出来。因此造就了“深隐式立体插角的十

粹而朴素的中华天人合一哲学。随着藏族服饰

字型平面结构”在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谱系中独

考物学的深入研究，
或许让我们收获更激动的

一无二的地位，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服饰结构一

文化发现。

统多元的深刻性和藏族先民的大智慧。无疑它
的发现具有人类服装结构研究的史学价值。

4 结语
通过对藏族袍服结构与多民族服饰结构
形态的比较学研究，并囿于中华传统服饰结构
谱系的梳理，
探索中华民族服饰“一统多元”
的
考据学理论，
“藏学考物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
理论意义和史学价值：①在一统多元的中华民
族服饰结构谱系中，藏族服饰结构研究是不可
缺失的。因为基于中华三大佛教（汉传佛教、
南
传佛教）的藏传佛教，它的全民性和服饰的传
承与保存性被学术界誉为中华文化交融的活
无论是“三开身结
化石。②藏袍考物研究表明，
构”还是“深隐式插角结构”表现了极强的民族
性、地域性和承载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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