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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本体语义视角下的葛麻服饰研究
廖江波 1a,2，杨小明 1b
渊1.东华大学 a.纺织学院袁b.人文学院袁上海 201620曰
2.江西服装学院 服饰文化陈列馆袁南昌 330201冤
布衣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富的词汇，其始于葛麻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粗糙服饰。文章从古代文
献中布衣本体语义出发，
阐释其从本体葛麻服饰到喻体平民，再到品质、未仕士人、布衣精神等多种文化内
涵的表述以及葛麻布衣服饰主体地位的变化和麻时尚的前景，从中一窥麻纺织的千年轮回。研究表明布衣
喻体的形成与变化，
到麻类服饰布衣的勃兴，实质是布衣本体的变化和基于物质上麻类纤维纺织的进展和
文化上自然朴素观念的回归。
本体；
礼制
葛麻服饰；
布衣；

词汇作为一种体系，属于历史范畴每个词

。根据史前的传
帛……治麻为布，以作衣裳”

所具有的属性，都隶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期。[1]在

说，
先民将服饰起源的功劳归结于神农氏。同

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时代，服饰文化渗入生活

在《礼记·礼运》中记载：
“昔者先王，
未有麻丝，

的方方面面。一些词汇语义的延伸可以从服饰

衣其羽皮。后圣有作，
治其麻丝，
以为布帛。”
古

文化的角度追溯其本源，进而管窥其时代的脉

之先民将蚕丝、葛麻、树叶、貂裘、羽毛以及棕

搏和社会的风尚。服饰通过款式、面料、
色彩的

榈等作为服饰原料，
其后在纺织纤维取舍与鉴

形式语言在某种观念形态下的组合，传递形式

别过程中，
构成以蚕丝与葛麻为大宗的服饰面

的外延。 布衣，
本是一种葛麻类植物韧皮纤维

料。
《淮南子·精神训》记载：
“而尧布衣掩形，
鹿

它
制成的廉价服饰，相对于丝绸的精良、柔软，

不掩形
裘御寒。”
并云：
“言贫人冬则羊裘短褐，

外表粗犷、生硬，在等级森严、财富不均的社会

也。”鹿裘、
羊裘为次等的粗制大衣；
褐，
粗布衣

条件下，成为平（庶）民百姓的主要服饰来源。

服。尧为人简朴，穿麻布衣，
注重礼节，德高望

布衣不仅体现在其质料属性上的廉价，更是受

“晏子布
重为万人敬仰。又见《晏子春秋》卷六：

到严格的社会礼法制度制约，成为平民衣着的

衣栈车而朝。”卷七：
“晏子相景公，
布衣鹿裘以

一个视觉符号。在纺织科技进展与社会风尚流

乃齐
朝。”晏子，
又名晏婴，
一直勤恳廉洁从政，

借
变的推动下，布衣又引申出新的文化内涵，

《大戴
国一代名相，
穿布衣是朴实勤俭的表现。

此可从中一窥麻纺织演变的千年历史。

礼记·曾子制》记载：
“布衣不完，蔬食不饱，蓬

1 布衣的溯源

户穴牖，
日孜孜上仁!”
穴牖，
凿洞为窗。布衣蔬

[2]

布衣本指以葛麻纤维制成的粗糙服饰。
《路史·后记》中记载：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
2016-12-20；

而君子
“贫贱不
食，
其与贫寒朴素联系在一起，
能移”
。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
“古者庶人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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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后衣丝，
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麻、
紵、
葛曰布。”
事实上葛麻植物种类繁多，
平民百姓在七八十岁的年纪以后，才有穿着丝

表 1 为中国古代葛麻类纤维种类及其织品，并

绸的机会，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则穿着大麻布

注明其在古代文献中出处。需说明的是，葛藤

衣。宋代庄绰编著的《鸡肋编》卷下记载：
“贫家

也被归类为麻类纺织作物，纺织性能优良的亚

终身布衣，惟娶妇服绢三日，谓为郎衣。”无疑，

麻到近代才被引入中国，
苘麻在古代一般用来

葛麻纤维制成布衣，其粗糙、廉价，一度是平民

制作绳子、
草履之类，
较少服用。

主要服饰面料。

2.2 布衣作为服饰礼制的文化载体

2 布衣的本体

在中国等级社会体系下，服饰起到别高

布衣以葛麻质地为物质前提、服制为礼制

下、
立等威的作用。质料与色彩上刻意追求，在

载体，体现了其作为服饰面料和礼乐精神的二

中国服饰文化的起源中初露端倪，
形制观念上

元文化内涵。[3]布衣服饰不仅承载着保暖护体

严格限定，从而使中国服饰成为了政治伦理观

的生理功效，在上下尊卑的等级礼制下，更是

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具象表征。[4]
服饰质料贵贱与服饰礼制尊卑相得益彰，

身份的隐喻。

布衣穿着者与阶级地位有直接关系。考古发现

2.1 布衣作为葛麻纤维的物理载体
麻纺的布衣在中国有“国纺源头，万年衣

显示，先秦时期纺织品质料的使用等级是明显

祖”之称。《淮南子·论训》：
“伯余之初作衣也，

的，丝织品多出现于贵族墓葬中，但最高级的

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

锦绣织品则只出土于诸侯国君或大奴隶主阶

胜复，以便其用。”伯余“緂麻索缕”
，手工绩麻

级的墓葬中。[5]统治阶级占有贵重的丝织品，在

织布，开启了中国纺织文明史的篇章。中国上

“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下希望在死后继续享

古无棉，布是织品的总称。《小尔雅·广服》云：

有。蚕丝织成的锦缎丝绸，相对于葛麻质料的

表 1：中国古代葛麻类纤维种类及其织品
主要种类 织品名称 在古代文献出处

大麻

苎麻

黄麻

蕉麻

葛藤

备注

《诗经》：
“ 丘中有
麻。”
《说 文》： 古代麻为大麻；枲，
麻布、枲
“ 褐 ，或 曰 枲 衣 大麻的雄株，纺织性
衣
也 ， 一 曰 粗 布 能优于其雌株
“苴”
衣。”
郑玄注 《周礼》：
苎，同苧、纻、紵。苎
“白而细疏曰
麻韧皮纤维素纤维
纻。”
《桂海虞衡
白苎、苧
含量高，脱胶后色泽
志》：
“ 綀 子出 两
布、
綀子、
洁白，在麻类纤维纺
江州峒，大略似
夏布
织中最为优良。传统
苧布，有花纹者
苎麻布名称繁多，近
谓之花綀，土人
代统称为夏布
亦自贵重。”

布衣，显得光滑柔顺、悬垂性好、手感滑腻。另
外，葛麻可以在盐碱沙滩等贫瘠的土壤上种
需养蚕索
植，
来源广泛，
而丝织物原料的蚕丝，
绪且产量小，
就更显得弥足珍贵。服饰质料等
级制度的指征与质料本身的物理性质及工艺
的复杂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其客观属性及工艺
成本奠定了等级制度中的贵贱序列。[6]《后汉
布衣冠帻。”佐史，
书·礼仪志下》：
“佐史以下，
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员。地位低下的官员也只有
是一身布衣。
《后汉书·舆服志》规定：
“公主、贵
绮、
罗、
縠、
缯。”
人、
妃以上，
嫁娶得服锦、
贵族

赀布

赀 布 与 丝 布、 苎 麻
《新唐书》云：
“滁
布、大麻布并列，推
州 土 贡赀 布 、丝
测为黄麻布，但有待
綀、
麻。”
布、纻、
考证

穿各类丝绸织品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更是

蕉丝

白居易词：
“ 蕉叶 蕉麻纤维，主要从芭
题诗咏，蕉丝著 蕉 与 苷 蕉 茎 叶 中 提
服轻。”
取

人不得衣丝乘车”
。在汉代华美的丝织品以明

《韩非子·五蠹》：
“冬日麑裘，夏日
葛衣、絺、
絺为细葛布；絺为粗
葛衣。”
《诗经·葛
绤
葛布
覃》：
“ 为絺为绤，
服之无斁。”

礼仪的要求。《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令“贾
文规定其服用者的身份，穿着丝绸需具备一定
的社会地位。商人虽具备穿着丝绸的经济实
力，
但属“五蠹”
之一，在礼法的制约下，服饰质
料的选择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藩篱。明代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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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工开物》曰：
“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百体，

弛出现的态势。[7]其后，
历朝历代虽有服饰等级

赅而存焉。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

制度的约束，
但服饰僭越的现象很难杜绝。从

贱者裋褐枲裳，冬以蔽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

服饰质料的等级来界定某种社会阶层，
开始变

禽兽。”
服饰起源于实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得有所牵强。布衣变成一种简朴生活的价值取

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形成了象征性与强制

向，
一种身份的自谦，
或是未仕士人总称，或是

性的服饰法度。服饰质料尊贵与社会等级秩序

布衣精神。

相互呼应，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稀缺资源来体现

3.1 布衣与平民

自己的地位，平民穿着来源广泛的葛麻布衣，

布衣由作为服饰质料的本义，在新的人文

尊卑贵贱，望而知之，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儒

语境下，
其词义开始衍变。一个词具有多义性，

家礼乐和谐、
等级森严的服饰文化体制。

这往往是词义发生变化使然，
而词义之所以发

在封建礼制下，服饰色彩极具象征意义，

生变化，
在多数情况下缘起于隐喻的作用。[8]在

位卑之士不可僭越。《礼记·玉藻》：
“ 士不衣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
布衣始为粗糙服饰的视

织。”孔颖达曰：
“织者，
前染丝后织者。此服功

觉符号，更多时候指代平民百姓这样一个群

多色重，故士贱不得衣之也。”古时服饰质料染

体。《荀子·大略》：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
贫为

色以植物染料为主，丝织物的蛋白纤维较葛麻

匹夫。”
平民百姓干粗活，
经济拮据，
穿布衣是

类纤维对植物色素的亲和力强、染色效果好。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表现。汉代司马迁的《史

故而穿丝绸衣着华丽多富贵，穿葛麻纤维纺织

记》中“布衣”
多指平民身份。《史记·鲁仲连邹

成的布衣以本色与素色为主多“白丁”
。图 1 与

阳列传》：
“ 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

图 2 为孔府旧藏明代本色葛麻服饰。

贱。”
布衣与贫贱成对应关系。《史记·孔子世
学者宗之。”
布衣是
家》：
“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
一种和贵族相区别的身份阶级。在宋代也有这
“庆
一释义延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技艺》：
布是平民百姓
历中，有布衣毕升，
又为活板。”
服用的面料，与平民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平
民称
“布衣”
其词义内涵与外延相统一。
3.2 布衣的多元文化内涵

图 1：明代本色葛纱道袍

布衣是优秀品格的代名词，内涵着勤俭、
质朴、坚韧、
智慧的正能量。《尹文子·大道上》
记载：
“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
帛，
食不异肉。无几时，
人皆大布之衣。”晋文公
着布衣，
乃至全
文治武功卓绝，
完成春秋霸业，
国上下效仿，
一时成为美谈。布衣蕴含朴实、勤
俭的作风，
以正义的能量存在。《史记·高祖本

图 2：
明代苎麻夏布单衫

3 布衣本体的延伸
布衣指代平民，体现了葛麻纤维本身与服
制的双重作用。服饰制度所反映的等级森严的
礼制，发展到春秋战国日渐俗化，等级服饰松

汉高祖本是
纪》：
“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
一地方小吏，战胜了有贵族血统的项羽，布衣
的力量不可小觑。布衣不向权贵低头，
白手起
家、
坚韧不拔。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的陈述道：
“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感慨先帝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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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之恩，肩负兴复汉室的历史重任，虽位居蜀

改变，布衣的隐喻义随之相应的弱化。到现代

国丞相肩权重一时，但仍保持淳朴的平民本

随纺织技术的进展与消费观念的变化，麻纺重

色。布衣是贤人的谦称。

现曙光，
麻布衣又成为一种时尚。

布衣内蕴一种正能量，也因此发展成为具
有独特文人价值的布衣文化。《老子·道德经》

4.1 布衣服饰主体地位变化
棉与麻皆为植物纤维素纤维，其织品皆称

曰：
“圣人被褐怀玉。”那些出身贫寒、
身穿粗布

为
“布”
。宋元以后棉花大面积的种植与棉纺织

衣而有真实才学的人，怀才于内，不显露，
但其

技术的推广，
麻纺的主体地位被棉纺所渐渐取

志向却不曾磨灭。《汉书·艺文志》曰：
“春秋之

代。布衣的本体发生变化，用布衣来寓意身份

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

则不合时宜。元代王祯《农书·木棉叙》中记载：

士逸在布衣。”春秋之后，
“礼坏乐崩”的时代，

棉布“其幅匹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抵

国家之间少了使者的互相访问，有学问的人流

缯帛；又为毳服毯段，
足代本物……言其通用，

落民间，成为新的布衣阶层，平民布衣成为文

则北方多寒，
或茧纩不足，
而裘褐之费，
此最省

化的传承人，在民间践行诗歌礼仪，并肩负起

便”
。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
皆有棉布做成的

维护文化和社会道义的责任。贵族世袭政治的

服饰。明清时期麻纺地位虽不及丝、
棉生产，但

松动，
上层阶级开始吸纳一些布衣士人。白居

在中原、
东南、
西南等地仍有麻布、
夏布、
葛布、

易《读邓鲂诗》：
“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擢

蕉布的生产，出现了一些地方名产。[10]图 3 为

第禄不及，新婚妻未归。”在科举制度的推动

江西新余夏布绣博物馆收藏一件清代民间女

下，一些平民书生希望通过科举来获得成功，

上衣，
江西夏布颇有盛名。麻的韧皮纤维中可

进而发奋图强，积极向上，形成有别于纨绔子

纺纤维素纤维含量低，脱胶方式简单，多生产

弟世袭爵位的士人群体。求取功名是平民书生

低支、粗糙、厚

光宗耀祖的通达之道，但不是人人都能达到

重 的 面 料 ，这

的，其中的艰辛让落第的读书人倍感痛楚。布

样的面料存在

“东山
衣，指未仕的士人。高适《送蔡山人》诗：

着 刺 痒 感 、生

布衣明古今，自言独未逢知音。识者阅见一生

硬及悬垂效果

事，到处豁然千里心。”布衣虽为平民书生，但

差。同时麻纤

却踌躇满志。布衣是士人情怀的人格精神。贫

维对染料的亲

穷不能磨灭君子的浩然之志，读书人秉承“修

和力差，染色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传统理念，循道践义，

困难，又没有

安贫守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正

先进的后整理

始》中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天下兴盛

技术，导致麻纺织的布衣在明代退出平民主要

与灭亡的大事面前，每一个布衣也应该有所担

服饰面料的位置，
成为地方名产或夏季专有面

当。布衣演变成一种文化精神，成为左右文人

料也是情有可原的。

的一种潜在道德标准，即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4.2 科技与时尚下的麻纺服饰

情怀，安贫乐道的士人气节，平交王侯的布衣

图 3：
靛蓝染色苎麻夏布女上装

现代麻纺技术的进步，布衣词义有回归的

立场。

时尚就是轮回，
经典
趋势。时尚界有一句名言：

4 布衣本体的轮回

无可替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对天

[9]

宋元以后棉布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布

然纤维的需求总量每年以 8%的速度增长，
麻纤

衣家庭。布衣质料的贵贱与象征的地位已发生

维织物的需求总量更是以每年 20%左右的速度

服饰与艺术：
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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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纺织原材料来源之一。葛麻纺织的面料

高增长。[11]
现代纺织科技下麻纤维的布衣迎合了“科

粗糙、
廉价，
被称为“布”
，而丝绸纺织的面料精

技、健康、
自然、
环保”的消费理念。纺织技术的

致、昂贵，被称为“帛”
。在财富分配不等情况

进步，可以发挥麻纤维的优良性能，同时也尽

下，
形成平民穿布衣、富人着丝帛的社会现象，

可能地克服其缺陷。麻纤维有优质天然的特

这一现象又在统治阶级历代舆服制度的规定

色，是一种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友好的生态资

下得到强化。布衣既是一种服饰质料的视觉符

源，麻作物生长速度快，可再生、可降解；麻纤

号，又是平民身份的指代词，构成服饰质料的

维空隙大，透气性好，吸湿传热快；麻纤维内含

等级与身份等级具有一致性。布衣本体作为平

有抑菌的“植物杀菌素”，能起到抗菌防臭的功

民的服饰，葛麻纤维面料的醇厚，内蕴朴素的

效；另外，麻纤维还具有防污抗静电、抗起球、

品质、文人的风骨、
布衣精神等，其喻体具有多

抗紫外线辐射等优异性能。改进麻纤维的脱胶

元的文化内涵。布衣词义的演变，
背后是波澜

工艺和纺纱技术，能纺出高支轻薄的布衣，
减

壮阔的麻纺史。悠久历史赋予布衣深邃文化内

少面料的刺痒感；先进的染色技术，能染出美

涵和外延，重视科技创新，挖掘古老葛麻纺织

轮美奂的色彩效果；后整理手段的多样化，
也

的文化基因，诠释布衣文化内涵，
21 世纪时尚

让麻布衣少了一份生硬，多了一份精致。以麻

生活，
麻世纪来临值得期待。

面料制作布衣服饰，在国内外市场上再次悄然
热起，一方面是纺织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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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麻作物种植广泛、种类繁多，是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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