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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袍服研究
文/赵 波
整体形制较前代有所改
民国时期袍服主要分为两大类：
男士长袍和女士祺袍。男女袍服都是立领，
变。男子所穿长袍整体身形，
从清代自腋下至下摆的上窄下宽变为民国时期的上下趋同。女子袍服更是发
生了颠覆式的改变，
受西方文化影响，
袍身一改历代袍服宽大蔽体之特征，而是依照身体曲线呈现修身状，
但是其立领、
长身、
衣襟及裁剪镶绲工艺都是与历代袍服一脉相承的。其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因素：
政
治上，象征民主的民国取代了君主专制的清王朝；经济技术上，近代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机械
化生产、化纤面料产生及化工染色技术的发展；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即民国时期从思想到审
美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基于文献资料、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中国服装博物馆馆藏等实物进行
分析总结，
对民国时期袍服的演变及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
民国时期袍服种类繁多，
继承清
代袍服形制并有创新，
其袍服的经典形象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主要在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深刻地影
响着袍服的演变。
民国时期；
长袍；
祺袍

袍是一种衣长过膝的中式服装，先秦时

向历史的低谷。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

期主要作为内衣和帝王常服，东汉正式成为

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从政治、经

国家规定的礼服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

济到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袍、中山

国时期长袍是国家正式规定的次礼服，常与

装、祺袍都成为这一时期特定的符号。

马褂搭配，长袍多素身净面，一般只有暗纹、

1 民国时期袍服的基本情况

单绲边作为装饰，没有箭袖。祺袍作为民国时

民国时期的袍服按照穿着者的性别可以

期最富特色的服装形态在此时应运而生，在

分为长袍和祺袍两种。民国时期袍服的发展达

民国初年虽已有服用者，但还极不普遍。自民

到鼎盛，
由于国家以正式的法律文件形式将袍

国十年（1921 年），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到

服定为礼服加之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时装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前后才逐渐盛行起来，以

国内大为流行，尤其女士袍服的发展变化巨

后就渐为一种普遍的服饰。 民国服装在整体

大，
从而迎来了袍服的鼎盛时期。本文所研究

以上可以分为中式传统、西式摩登与中西合

民国时期袍服以民国时期当代的资料书籍为

璧三条线索。 男士长袍和女士祺袍就分别属

主与此同时结合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

于中式传统和中西合璧。袍服发展到民国迎

藏的民国时期的长袍和祺袍、中国服装博物馆

来了袍的鼎盛时期，并随着民国的覆灭而走

所收藏的长袍、
祺袍等传世实物进行核对综合

[1]

[2]

2016-01-17；

2016-04-03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15AG00252）
赵波，硕士，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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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
表 1：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民国时期长袍的数量、
地区（数量）

山东（3）

山西（3）

苏北（5）

江南（4）

中原（7）

皖南（9）

闽南（1）

云南（2）

领型

立领

立领

立领或
高立领

立领

立领

立领

立领

立领

门襟形式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袖结构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收腰情况

无

无

无

无或有

无

无或有

无

无

开衩形式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下摆造型

圆摆

圆摆

圆摆

圆摆

圆摆

圆或直摆

直摆

圆摆

形制

表 2：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民国时期祺袍的数量、形制
地区（数量）

山东（6）

山西（12）

江南（9）

陕西（1）

皖南（5）

闽南（1）

云南（10）

领型

小立领
或立领

立领

立领

立领

立领

小立领

立领

门襟形式

右衽

右衽或
双襟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右衽

袖结构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找袖

收腰情况

无收腰

无收腰
或收腰

收腰

收腰

无收腰
或收腰

收腰

收腰

开衩形式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两侧开衩

下摆造型

圆摆

圆摆

圆摆

直摆

直摆

直摆

圆摆

形制

分析。表 1 是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的

变化逐渐随之产生了极大地变化。首先长袍变

民国时期长袍的数量、形制，表 2 是江南大学

为长衣的统称，满清时期关于袍的各种繁复规

民间服饰传习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祺袍的数

定和丰富差异，在民国时期被极大的简化了。

量、
形制。

长袍袍身的长短和袖的长度宽窄，
衣裾两侧开

民国时期的长袍一般作为男士的常礼服

衩之高低均没有太大变化及差异。民国时期袍

使用。从表 1 中可以发现，长袍的基本款式是

但差
服与晚清时期袍服时间上虽然相差不多，

立领、宽身直袖、右衽、下摆大多呈略圆状且有

别极大，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①晚清时期袍

六到九个不等的盘扣。[3]中国对长袍的解释一

服常用的五彩的织绣面料在民国时期基本消

般有二种：①清代的礼服；②衣身下长过膝的

失了，被素雅的暗花或全素的面料所取代；②

袍服。长袍在民国时期被当作男子的礼服穿

晚清时期袍服常见的圆领形制在民国时期基

着，其基本形制是立领右衽，直身窄袖，袍长至

本被立领所取代；③晚清时期袍服礼服中的箭

踝，袍裾两侧各开一衩，面料以丝、毛、麻、棉为

袖及袪部的各种装饰之法在民国时期基本不

主，襟上施纽扣六至九对。欧阳武在《江西光复

再使用。虽然民国时期长袍的形制、色彩装饰

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 中记载：
“民国初期，

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结构的剪裁方式

大多 年轻人 都 是穿 着 绸缎 制 成的 小 袖口 长

还是一脉相承的，长袍是这种华服结构在其最

袍。”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后长袍的制式逐渐

后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4]

衰落。

祺袍（现代很多书籍，将“祺袍”与“旗袍”

民国初期中国标志性的传统男士长袍，
款

混用。笔者认为民国时期所谓“旗袍”称之为

式形态稳定，变化极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祺袍”
为妥）是专指女士所穿的一种长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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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本指旗人所穿之袍，包括清代官吏的朝袍、

“（袍）齐领，前襟
乙二式，甲式就是袍，据规定：

服袍、蟒袍。民国开始逐渐成为专指妇女所穿

右掩，
长在膝与踝之中点，
与裤下端齐。袖长在

之袍。旗袍的名称最早见于清代。祺袍在民国

手脉之中点，
用丝、麻、棉、
毛织品。色蓝，纽扣

初年所穿着还不多，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六。”
民国政府此次关于服装条例的规定实乃

时，逐渐流行起来，以后渐为一种普遍服饰；
到

参照当时社会的一般习俗而制定，归类于因俗

20 世纪 30、40 年代，已不论老小都改穿这种祺

制礼，所以极易于民间通行；民国二十年（1931

袍，
逐渐取代上衣下裙的穿着形式。[5]

年）前后，
因为社会发展相对之前安定繁荣，所

民国时期由于祺袍流行所以其演变过程

以服装服饰也开始日趋华靡开来。与此同时民

的资料非常详实，例如良友画报就曾经在民国

国政府推行了新生活运动，结合当时的国民经

时期专门就旗袍的旋律为题进行过专页报道，

济建设运动，
一同倡导国民朴素之风。所以一

有各个时期的真实图片 （图 1） 还特意加如简

时间各方景从，
风气大转。此时的祺袍身长稍

介，这一简介可对表 2 中相关祺袍进行时问

短，袖子的长度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长短不

题：在民国十三、四年（1924 年、1925 年）期间，

一，但是这时祺袍的腰身依然较为宽松，与北

袍服忽然渐渐流行，此时社会动乱，世俗不明

伐时期祺袍基本相同。祺袍袖口的宽度大约有

古礼所以仍然统称女袍为旗袍，很多百姓都以

市尺四五寸，袖子大大缩短，但是最短的袖子

为是清代旗人妇女所穿之袍的再次兴起；到了

依旧在肩下十公分以上。此时开始盛行阴丹士

民国十六、七年（1927 年、1928 年），国民革命

林牌的不退色细蓝布，这种面料用在祺袍之上

军北伐渡江，此时女士袍服开始盛行，不论单、

不论老幼贵贫，几乎每人家里都备有几件。女

夹、棉、丝、裘统称为祺袍，基本款式为袍长在

校的教师及学生也多将此做为制服。民国时期

膝于跗之间，袖的长度在手腕之上，之后国民

的上海历来以繁华时尚冠于远东，
民国二十年

政府在民国十八年（1929 年）八月十六日颁布

（1931 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抗日战争

了服制条例，条例中明文规定女士礼服有甲、

胜利时期，上海的祺袍袍身日益趋长，直至足

图 1：旗袍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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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如若不穿着高跟鞋那祺袍的下摆就能拽地

势所趋，
效果平平，
之后便不了了之了。

了。起初祺袍两侧的开衩大多在腿弯以下，
后

2 民国时期袍服的分类

来部分时髦大胆的女士，尤其影星、舞星、歌星

2.1 基于形制视角的民国时期袍服的分类

都喜欢高开衩，常在腿弯以上，祺袍的立领也
随之越来越高，并用硬式，穿着则身感舒服。民

民国祺袍形制主要体现在领、
襟、袖、袍长
及工艺五个方面。

国二十二、
三年（1933 年、
1934 年）后，
祺袍开始

（1）祺袍的领形多样，有高领、低领或无

盛行领袖下摆处绲边，绲式或单或双，各依所

领，
且出现了不同的领形设计，
譬如元宝领、水

好。此风从上海开始，
随后各地亦仿之，
成为一

滴领、
企鹅领、
竹叶领、马蹄领等。高领的领边

时风气，但是一般朴素人家及边城小镇则还是

触及耳垂，视觉上仿若拉长了脖子，突显出女

较为保守，
其变化演变自然较为慢之。中日战争

性上身的挺拔与高雅；低领则在颈项中下位

期间和抗战胜利之后祺袍也是有所不同的，战

置，
搭配盘扣锁住左右两半衣领，自然、舒适尽

争期间后方妇女受战争影响生活艰苦，有新生

显落落大方之态；无领从视觉上更为自然随

活运动的简朴之风，沦陷区妇女也着衣朴素，
只

意，
穿着更为方便。从领型的变化，
领长与领形

有沦陷区特殊职业妇女，或因职业需求，
祺袍华

的设计方可看出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的或典

丽异常，袍袖日趋缩短，直到出肩露腋，
但是袍

雅或自然的社会心理因素。

的腰身仍然较为宽舒；
抗战胜利之后，
后方朴素

（2）祺袍的襟指的是除去袖子，前面的那

之风及都市时尚之风相互影响，此时的祺袍下

一片。不同的襟型所呈现出的审美效果也不尽

摆向上回收到踝膝之间，
立领也随之降低。

相同。民国祺袍常见的襟形有如意襟、
圆襟、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祺袍受到当时

襟、琵琶襟、斜襟、双襟、方襟、左襟、对襟、大

逐渐走
政治、经济、文化尤其西方时装的影响，

襟。如意襟就是通过镶滚的工艺把“如意”纹

向衰落。1961 年的香港特意为祺袍发起过端正

装饰在祺袍肩头或顺着衣襟装饰，也可以将

服装运动。同年，台湾的新生报还特意以祺袍

如意云头镶滚在袍摆开衩位置；圆襟是祺袍

风波在香港为题目进行了报道，如图 2。但是大

较为常见的一种开襟方式，线条圆顺流畅；直
襟的特色之处即一排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的盘
扣，使着装者身材显得修长；方襟方中带圆，
含蓄内敛，富于变化；琵琶襟（缺襟）大襟只掩
至胸前，
衣襟中间多，上下少，呈琵琶状；斜襟
是中国传统服装常用的一种样式设计，打破
了服装轮廓几何样式予以变化，给人以柔和、
典雅的审美感受。斜襟处常以净色、象征吉祥
福瑞的花卉图案或是代表文人气质的纹样点
缀，使用盘扣连接衣领，使得衣装于人富有艺
术气息；双襟则体现出均衡、对称的美感，端
庄稳重大方。
（3）祺袍的袖型随着时尚的变化而改变，
时而流行将祺袍的袖子长过手腕，譬如图 3
（见下页）；时而流行将祺袍的袖子短至露肘

图 2：
台湾新生报中关于祺袍的文章（1961 年 8 月 17 日）

的短袖。常见的有从腋下至袖口成一条直线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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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妃红缎绣蝶恋花纹夹袍，中国服
装博物馆藏

图 4：妃红色绸地绣冠上加冠纹夹
袍，中国服装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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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妃红缎绣双燕闹春纹夹
袍，中国服装博物馆藏

的小袖 和从腋 下 至衣 袂 处 成一 条 直 线自 近

方式而达到修身效果的处理方式也逐渐流行

袖口出呈弧形的小飞鱼袖，小袖的袖口大多

开来，
并由于其工艺简单，
便于批量生产，所以

有开衩，多用 两 对子母扣 固定；有袖 口 略大

逐渐取代了归拔工艺的位置。镶边即在袍服的

于小袖的窄袖，窄袖又根据腋下至袖口形状

领口、
袍襟、
袖口、
下摆、开衩等部位的边缘，拼

的不 同分为小 鱼肚袖、直 袖等几 种；有袖 口

接缝合彩色的布料且布料多带有各色的绣花。

宽度近似晚清旗袍袖口的宽袖；有袖长过肘

满族妇女穿的旗袍，
领口，
袖头，
衣襟都镶有几

而远不及腕的七分袖，譬如图 4；还有袖子过

道花纹或彩牙儿，俗称“画道儿”或“狗牙儿”
。

肩而不及肘的短袖和至肩处边没了袖的无袖，
譬

北京等地曾盛行
“十八镶”的做法，
即层层镶十

如图 5。

八道衣边为美。亦有一种女式旗袍叫“大挽

（4）传统的袍为一种衣长过膝的服饰，
大多

袖”
，把花纹绣在袖裏，
“挽”出来更显得美观。

长至脚踝，但是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方文化

清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
“ 帘子里面出来一

的影响，祺袍出现了过膝或至小腿中部或至脚

个姑娘，
约有十六七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

踝等多种长度。随着祺袍腰身的收拢，
两边的开

个髻，
戴了一副银耳环，
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

衩也随之或大或小。祺袍的袍摆更是出现了宽

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此种旗袍在

鱼尾摆等多种形式。
摆、
直摆、
圆摆、
礼服摆、

民国初年尚能见到，
后来便逐渐消失了。”[6]滚

（5）祺袍工艺繁复细致且富有特色，除剪

边即用与祺袍底色或祺袍上图案颜色相近的

裁、归拔、收省等特色工艺，镶边、滚边、嵌条、

领口、
袖口、底边等开
布料来包裹祺袍的开衩、

荡条、
盘扣、刺绣等工艺环环相配，使祺袍整体

口部位，
常与镶边工艺相配合使用。嵌条即在

上更加精致美观。为了使平面裁剪的祺袍能够

两块衣片的边缝之间缝制一条约一厘米宽的

达到立体裁剪的效果，从而恰到好处地凸显出

布条，用以增强祺袍的立体感，保证其侧缝曲

女性的曲线美，早期祺袍制作多用归拔工艺来

线的稳定性。荡条工艺则是将一种与祺袍面料

处理细节。
“归”
是用熨斗把祺袍上等待归拢的

不同的装饰缝在祺袍领口、袖口、腰身、
底部等

地方向内侧反复缓慢的推进熨烫，从而将需要

又称
“盘纽”
。其制作工
部位的条状装饰。盘扣，

归拢地方的边长缩短，归拢之处形成隆起的形

艺及款式造型是祺袍制作的又一经典部分，成

状。
“拔”
是用熨斗把祺袍需要拔开地方向外侧

为中国传统服装的标志之一。盘扣缝制于祺袍

反复拉开，令祺袍拔烫地方的边长增加，以便

的领口、衣襟、开衩等部位，既实用又美观，造

适应曲线变化大的地方。与此同时使用收省的

型繁多，动物造型的有丹凤朝阳扣、双燕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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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蝶恋花扣等，植物造型的有梅花扣、菊花扣

腻平滑的绒毛，垂感较好；纱是一种轻薄透亮

等，还有中国结造型的吉祥结扣、如意结扣等。

的丝织物，乔其纱就是民国时期较的一种纱，

除一些布扣以外还有金、银、铜、翡翠、琉璃、
碧

质地柔软且轻薄透明，富有弹性，表面绉缩成

玺扣等，讲究的盘扣要用 45毅斜丝的面料裁成

不规则花纹。《现代家庭·衣服的材料》：
“妇女

条，
然后上浆，在长条中部添加棉线或铜丝，
再

的旗袍，着漏空玄色累丝纱，夏季很风凉，但

折反复叠缝好成条，再以此为基础盘制而成。

太浪费，乔其纱质料太轻薄，不是时常穿着的

祺袍早期的装饰以刺绣为主，满工居多，后刺

衣料。”

绣逐渐，
印花逐渐增多。
2.2 基于材料视角的民国袍服分类

（2）棉麻面料中多以阴丹士林布和蓝印花
故名。
布制作祺袍。阴丹士林布以士林蓝染成，

民国时期祺袍注重质感，用料考究，不同

民国徐传文《染色术》：
“阴丹士林染料，是近十

质地蕴含不同的风格与韵味。满族旗袍的面

年来行销最广的染料，专用在染棉，市上所售

料多为厚重织锦或其他提花织物，装饰较为

之士林布，
尤其风行一时，差不多男女老幼，至

繁琐;而清末民初时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

少每人都有一件衣服是用士林布缝的，所以我

响。国内纷纷引进西洋的纺织与印染技术。

国每年进口的士林布和士林蓝染料，
统计不下

《清稗类钞》 记载：
“ 吾邑妇女多借纺织以谋

几千万”
；蓝印花布即以靛蓝为染料通过扎染、

食，自用洋布，而土布无向矣，其余纽扣、线袜

蜡染等方式印染而成的蓝白相间的花布，图案

向之著名专利者，亦冷落无趣，势将坐食，吾粤

朴素大方，
色彩清新明快。

如是，余者可知矣。”
民国祺袍面料的使用更是

（3）化纤制品的面料是典型的舶来品，
以化

不拘一格，大致分为丝织品、棉麻织品、
化纤制

纤为原料技术制作

受其
品、绒皮制品四大类。民国时期常年战乱，

而成，常见的有破

影响袍服的面料使用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花绒、涤纶、蕾丝等

富裕人家多用绸、葛等面料，普通人家多用土

几种，破花绒的面

布或廉价的洋布。[7]中西面料非常丰富也是这

料有丝和化纤之分

一时期袍服用料的特点，
《苏州风俗》 就记载：

譬如图 6，涤纶制品

“老年多穿羊皮，少年多穿骆驼绒；富家着灰

在化纤面料中最为

鼠、银鼠、青猔羊；
普通均穿棉袍或丝绵长袍。”

常见，蕾丝面料主

此处所讲的均是作为袍的里子或夹层所使用。

要作 为辅料使用，

则多
“其衣料，
至夹衣时，
则袍用哔叽。至溽暑，

但也有将其整块装

穿葛布、米通纱、蝉翼纱、芙蓉纱等。秋风起则

饰在外的，更有甚

又由葛而单由单而夹。至于中产以下者，则仅

者用蕾丝当做面

穿羊皮、棉袍、夹袍，衣料多用洋布，用缎葛者，

料，关键部位加以薄衬，时尚妩媚令今日之人

则称为礼服，
非有酬酢不穿。”[8]

都难以想象。

（1）丝织物中绸、锦、缎、绒、纱等较为常

图 6：
雪青色丝绒花卉纹夹袍，中
国服装博物馆藏

（4）绒皮制品中羊绒或羊毛制作的呢子都是

见，绸是一种轻薄但不透亮的丝织物；锦是一

可以当做面料使用的，狐狸皮、豹皮、银鼠皮、

种传 统的以 彩 丝织 出 图纹 的 提花 厚 重丝 织

山猫皮、羊皮（羔羊皮、山羊皮、绵羊皮、滩羊

物,质地紧密,表面光亮细腻；缎是一种厚重

皮）等都主要是当做里子来使用，尤其银鼠皮

的丝织物；绒有丝绒、漳绒等多种类型，是割

和狐狸皮的祺袍最为讲究，多是选其身上最

绒成纹的丝织物，质地顺滑、厚重，表面有细

好的一块方形为料，需数十张皮毛规则的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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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冠上加冠纹，有凤凰和牡丹组成的凤戏牡
丹纹等。
民国中后期祺袍装饰多运用几何纹样，这
一时期少女祺袍多用浅色，以妃红色见多，长
着祺袍多用酱紫色、灰色等低彩度的颜色。民
国时期袍服受到西方印染技术的影响，
大量的
化学印染的面料进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还
有西方流行的几何纹样，这种色彩及装饰在民
国中后期大量用于祺袍制作。祺袍纹样或上缀
串珠亮片，
加以彩绣及锦绣花边，
或朴素简单，
图 7：绛紫色缎暗纹狐狸皮袍，中国服装博物馆藏

用色单一。几何纹有较多应用，条格纹样逐渐

制而成一张里子，再续面继而制作而成如图 7，

成为基本纹样之一。各种各样的印花面料种类

此种祺袍、长袍传世较多。

繁多，除少数使用机器化滚筒印花外，大多面

2.3 基于装饰视角的民国袍服分类

料依旧使用手工平网印花的方式，直接印花使

民国初期祺袍的主要装饰以传统动植物

用较多，
而拔染和防染印花极少使用。

纹样为主，祺袍手工制作精细，巧夺天工的刺

3 民国时期袍服的演变及原因分析

绣图案以及五光十色的饰物更成为祺袍重要

3.1 民国时期袍服的演变

的组成部分。其纹样组合形式有植物和动物相

（1）民国时期袍服形制的演变

互组合、动物和文字相互组合等几种不同的组

民国时期袍服的形成除极大的受了西方

合形式，且均为趋吉避凶的吉祥纹样，有程式

文化的影响之外，其根本还是前朝袍服的传

化现象。比如民国长袍的装饰主要是以面料的

承。民国时期男子袍服免去了清代袍服繁复的

暗纹为主，色彩以蓝黑最多。祺袍的装饰起初

命名，概统称为长袍，圆领、盘领均改成了立

是以刺绣为主，饰满周身，动物纹样有象征忠

领，箭袖一概免去，袍身形制亦是从上窄下宽

贞爱情的孔雀（如图 8），
有象征吉祥的双燕等，

变得越发的平直，衣襟的装饰只简单到留下一

植物纹样就更多了，有象征富贵的牡丹，象征

至两条细滚边。民国女子袍服在当时也免去了

有
高洁的竹子等，动植物结合的也较为常见，

清代诸多称呼，
概统称为祺袍。因袍服是清代

蝴蝶和花组成的蝶恋花纹，有公鸡和鸡冠花组

满族女子最主要的服装种类，
而当时的汉族女
子又是将上衣下裳的穿着形式当做主要的礼
服，
因而到了民国乃至当今人们大多误认为祺
袍就是旗人之袍了，熟不知中原农耕民族女子
自先秦便开始穿着袍服，数千年来未曾中断，
民国初时逐渐流行开来的所谓改良祺袍又都
是汉族女性所参与推动的，所以祺袍的产生断
其出现是顺应当
然不只是旗人之袍如此简单，
时潮流的，是深受汉族袍服文化、满族袍服文
化和西方服饰文化综合影响而形成的，更是民

图 8：
妃红色缎地绣孔雀花卉纹绵
袍，中国服装博物馆藏

族融合，
文明交流的典型产物，是时代的代表。
如若用狭隘的民族观去看做旗人之袍，那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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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北朝以来岂不都是早早的就没了服装

纹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服饰文化不可或

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从不是简单的血统的传

缺的要素，
是服饰文化传承的符号。服饰纹样

承，而是思想文化的认同与传承，所以中国才

不仅造型精致美观，巧夺天工，且每一个都寓

会有了盛唐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国文化

意颇深，
具有吉祥美好的象征。从清代到民国

的代表，同理祺袍亦是同盛唐的圆领袍服一

袍服的纹样和色彩也同那个时代一般发生着

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旗女之袍在其发

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长袍的色彩一改清代严

展初期为适应其重骑射的生活方式，
“ 瘦长紧

格的等级制度，
突然的将五颜六色的男子袍服

窄，袖口亦小，装饰简单”。清朝建立以后，
由于

变得单剩下蓝、黑两种颜色，真是应了那句“一

生活安定，旗人女子所穿之袍变得宽大，装饰

片蓝黑济济，
尽显汉官威仪”了，除了色彩应用

日趋繁复。因清初“十从十不从之令”其中“男

的大量减少外装饰纹样的运用也同样大量的

从女不从”一条，所以汉族女子多是继承了明

减少，
原本清代重点装饰的领、
襟、
袖部都变得

朝，着上衣下裳。民国成立以来，祺袍备受汉族

极致的简约，
只在领襟处留了一两条细的单色

妇女青睐，逐渐发展为全国妇女的服饰。祺袍

滚边，清代袍面的缂丝、云锦等昂贵精致的织

的形成吸收了历代袍服的形制特征，有琵琶

花装饰更是没有，就连刺绣也从此在男士的长

襟、如意襟、斜襟、
滚边或镶边等。20 世纪 20 年

袍中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些许暗纹，但这暗纹

代初流行的祺袍与满族旗袍形制上并无太大

还是像清代的团纹一样规规矩矩，一看便知是

差别，旗袍样式宽大、较清代袍服袍形上下更

植物、
中国的传统纹样。满族旗袍纹样有动物、

为平直、下长盖脚，以窄袖为多，滚边不如从前

山水等三大类，图案主要有双燕闹春图、蝶恋

宽阔，装饰大为减少。20 世纪 20 年代后，经改

花图、龙飞凤舞图、冠上加冠图、彩云金龙图、

进，腰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适中，便于行走。

海水江崖纹等。清末时期受西方印染技术等

自改良之后才成为中国妇女较通行的服装。20

影响，纱质、
印花棉布等材质逐渐取代传统锦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旗袍开衩成为一

缎、织绣等提花织物市场，被大量应用于祺袍

种时尚的象征，甚至不少新潮女性将袍衩开放

纹样朴
制作。民国初期祺袍纹样多色彩单一，

至臀下。与此同时祺袍的领形也变化无常。时

素简单，多以单枝花朵或簇拥散花为主或有

而高耸及耳，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

条格纹样、
几何纹样等。20 世纪初，
几何纹样、

要配上高领；时而流行低领，乃至最后发展到

条格织物备受青睐，穿插喜上眉梢、花卉等图

无领。三十年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
长度缩短，

案纹样，别致且通透。20 世纪 30、40 年代，旗

忽
几近膝盖，
袖口缩小。袖子的长短变化不定，

袍色彩由朴素淡雅转向艳丽，底色多为明黄、

而流行长袖，长逾手腕；忽而流行短袖，短仅及

水红、水绿等鲜明且张扬，图案纹样多衬以硕

肘。三十年代中旗袍下摆又加长，两边开高衩，

大花朵或含苞待放之花朵亦有条形、几何图

出
突出了妇女体形的曲线美。四十年代缩短，

案。总之，民国时期的长袍装饰变得极少，但

现短袖或无袖旗袍，领子亦多用低式，外为流

团纹等传统元素还是得以很好的流传，色彩

线型。继后，
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

只以庄重的蓝黑为主。祺袍装饰从满工的刺

袍等，图 1 为良友画报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五

绣到织银的锦缎再到印花、裘皮一应俱全，手

日第一五零期 63-64 页内容旗袍的旋律，
该画

法种类反倒比清代还多，从中可见女人对装

报是以民国时尚编辑的身份编辑总结的当代

饰的运用还真是极具天分的。祺袍的色彩更

的祺袍流行变化，
可信度很是很高的。

是五颜六色、
百花齐放。

（2）民国时期袍服装饰纹样和色彩的演变

3.2 民国时期袍服演变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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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响。从政治上说 1911 年 10 月 19 日辛亥革命

民国时期是袍服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

胜利，中国成功地完成社会转型，从君主专制

范围内无论男女老幼、
贫贱富贵均可穿着。这

的帝国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从此等级

一时 期的 袍服 即 受到 国 内各 民 族 融合 的 影

森严的服装制度彻底崩塌。正如华梅教授说

响，又受到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所以民国袍

“社会时局决定服饰趋向”
。人们摆脱了专制的

服尤其女袍的变化是袍服史中变化最为明显

束缚，思想意识日益开放，在服饰上大可不必

的，也正因此女士之祺袍成为了这一时代的

向前清时期那般单调划一、等级森严，而是根

符号，
成为了中华民族女士礼服的经典。今人

据自己的审美观念选择着装。所以政治上的巨

除了简单的承袭民国袍服的形制外更应该传

大变革是民国袍服从根本上发生演变的最主

承其内在的文化，比如其名称的由来、袍服的

要原因。从经济技术上说，此时的中国资本主

简要发展史、祺袍纹样的吉祥寓意等，一件祺

义得到空前的发展，服装工厂开始为民间服

袍写尽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与变革，写尽了文

务，同时大量的新面料、新纹样、新装饰等急速

化的冲突与融合。

涌入中国，这都大力的推动了袍服尤其祺袍

致谢院叶服饰导刊曳自 2014 年第 3 期以来袁

的演变。从思想文化上说，民国时期“西风东

共刊出本人 8 篇关于袍服断代的研究论文袁感

渐”盛行，中国思想文化极大地收到了西方文

谢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李强博士的指导和修改尧

化的冲击，从而服饰的审美尤其女性服饰的

校对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审美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从以遮蔽形体为
美直接变成以突显身材曲线为美，这也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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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袍服演变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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