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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研究
刘安定 1，
欧冰颖 2，
南美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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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和文物考古研究方法对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荷
包的结构和形状两方面入手合理地探讨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根据晚清时期荷包的制作工艺和佩戴部位
可将其划分为佩挂式、
肩负式、
腰带式三大类，并着重对佩挂式荷包进行二次分类。同时，根据晚清时期荷
包的形状将其划分为腰圆形、
鸡心形、葫芦形、钟形、方形、异形六大类，并对其起源做了必要的分析，从而
厘清了对晚清时期荷包形制的一些误解。
纹样；
造型
荷包；形制；

荷包的历史渊源流长，它虽不如金玉珠宝

葫芦形、
钟形、
方形等等。然而，
简单地根据荷

昂贵，却集实用功能与形式美、吉祥寓意于一

包的形状所做的分类只是从表象上的分类，综

身，发展到晚清时期（1840~1911 年）已经成为

合荷包的内部结构和佩戴方式进行的分类似

中国社会审美情趣与生活理念的一种反映。到

乎更加接近荷包分类的本质。按照此种分类方

了民国时期（1911~1949 年），随着西方服饰在

式，
笔者认为，
可将晚清时期荷包分为佩挂式、

中国社会的普及，
荷包逐渐衰败。因此，
晚清时

肩负式、
腰带式三大类。

期的荷包体现了中国荷包发展的最高成就。荷

1.1 佩挂式荷包

包在辞典中的解释是“随身佩带的小囊，用以

佩挂式荷包主要是指佩挂在衣襟、腰间的

装钱或其它零星物品之用。”[1]所谓形制是指结

荷包。这种荷包中的物件一般是小物什，
否则

构和形状，因此讨论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就是

会造成佩挂不便。佩挂式荷包因佩戴者性别和

要分析其结构和形状。目前，学界同仁大多将

年龄的差异，
佩挂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妇女儿

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误解为其形状，如此理解

童多挂于大襟嘴上或衣袍领襟之间，男子多挂

就容易造成了对晚清时期中国荷包形状的简

于腰带的两侧，老人则多戴在腋下。 [2]笔者认

在
单罗列，不能揭示其形制的本质。笔者认为，

为，
按荷包口的束口方式佩挂式荷包又可分为

探讨晚清时期荷包形制时，首先要按其内部结

抽绳式、
封口式、
敝开式三种。

构和佩戴方式进行系统的分类，然后再详细地
论述其形状，
这样才能揭示其形制的本原。

1 晚清时期荷包的分类
晚清时期荷包的款式繁多，学界一般按荷
包的形状进行简单的分类，如腰圆形、鸡心形、
2017-03-03；

（1）抽绳式荷包
抽绳式荷包主要是由于绦绳（系子）束口，
并且两面都有整齐笔直的褶子，尤其是扇形的
褶子，能使丝绸的面料，从不同角度显现出不
同的光泽来，
格外的吸引人。抽线式荷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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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抽绳、囊口、囊面、挂绳组成（图 1）。上端抽褶

要剪相同的两个，
然后把剪好的两块布相互背

和囊面组成，抽褶是由一对绦绳（系子）束住，

对缝合，缝合到最后一个小口，通过小口把正

这一对绦可以直接用抽口的绦绳相互打结，
作

面翻出来，在里面放上香料，最后将小口全部

为提系的挂绳来使用，而另外佩挂结饰在荷包

缝合，
进行简单的修饰，
隐藏针脚痕迹。[4]

两边，也可以不再装饰。荷包下部即囊面散开

（3）敝开式荷包

为扇形，这里是装饰的区域，可以刺绣或者缂

敝开式荷包其实并不盛装什么小物什，而

丝出图案。这种抽绳式荷包即属于“官品”
，
一

是起隐藏小物什保护衣物的作用，相当于给小

般普通百姓人家里极少出现也不制作，
因此民

物什穿上衣物。目前，
笔者只发现晚清时期的

抽
间抽绳式荷包的存世数量很少。[3]由此可知，

钟形荷包属于这一类荷包，它的功能将在本文

绳式荷包可谓荷包中的精品，代表着晚清时期

钟形荷包中详解。笔者认为，敝开式荷包极可

荷包制作的最高技艺。

能曾在球形薰香式香囊中曾经运用过，球形薰
香式香囊出现在唐代（618~907 年）。如果将此
香囊佩挂于身上，由于采用金属球形造型，内
有点燃的香料，必然会产生热量，可能需要敝
开式的荷包套于其上阻止灼伤衣物或身体。当
然，
这些只是笔者的一种大胆猜测。总之，
晚清
时期的钟型荷包归于敝开式荷包是有确切实
物证明的。
1.2 肩负式荷包
肩负式荷包俗称搭裢，是一种大型的搭在
肩上的长条形行囊，两端为口袋，中间开口并
用宽布相连。山西省平遥县西南六公里桥头村
双林寺内一对夫妻的塑像（图 2），据塑像的衣
着左 衽可 知 ，人 物形 象 极可 能 为元 明 时期
（1271~1644 年）。其中男子肩负褡裢。妇女怀抱
婴孩。由图 2 可知，
肩负式褡裢应为当时北方

图 1：抽线式荷包结构图

元代男子常带之物，一直到晚清民间都极为流

（2）封口式荷包
封口式荷包是指荷包内的小物什并不需
要经常取用，因而可将其囊口用针线缝合。香
荷包中有一种就属于此种荷包，盛夏之际，中
国近代各地妇女会将紫金锭（中成药名，具有
消炎、防虫咬的功用）放入荷包中，并将囊口缝
合，随身携带这种香包，即可达到避暑防瘟，
防
蚊驱虫的效果。目前，中国各地传统香包染织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均有此类封口式香荷
即先
包。如陕西耀州软香包的传统制作工艺，
将事先准备好的纸样子压在布上照着剪下来，

图 2：
肩负褡裢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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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图 3 为晚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年）的褡

造型独特，
有期望子孙繁多之意。又如富贵耋

裢，不难看出，晚清时期北方的褡裢与元明时

耄纹刺绣腰包（图 5）呈弓形，明黄色底纹上刺

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在晚清时期南方

绣着在牡丹花下猫戏蝶的主题纹样，其中猫

福建的惠安女却将搭裢作为她们的日常的物

儿、
蝴蝶生动可爱，又以
“蝶猫”
谐音“耋耄”
，牡

件，搭裢被她们称为“插么”
，一般 2 尺来长，7~

丹象征富贵。

8 寸宽。用蓝、黑二色布缝制，袋口加滚边，
袋底
四角缀绒线花须，
中间开口，
两头装东西。[5]由
此可知，南北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搭裢使用人群
的不同。

图 5：
富贵耋耄纹刺绣腰包

2 晚清时期荷包的形状
形状是研究形制的重要因素，
根据现存的
晚清时期荷包的形状，可将其大致分为腰圆
形、
鸡心形、
葫芦形、
钟形、
方形、
异形六大类。
2.1 腰圆形荷包
图 3：晚清光绪年间褡裢

1.3 腰带式荷包

腰圆形荷包大多为圆形，晚清时期此类荷
包一般为抽绳式，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大

腰带式荷包类似于现在的腰包，与现代腰

量此类宫廷荷包（图 1）。由于制作繁复，
民间极

包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腰包作为一个整体缠

为少见，
笔者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拍摄到清末

绕在腰间，而腰带式荷包则是在荷包的上端加

这一
民间腰圆形荷包照片（图 6），
由图 6 可知，

一个布套，使腰带穿过并让荷包固定在腰间。

荷包与清宫旧藏的腰圆形荷极为相似，
只是将

如现藏于北京博宝宝珍商城的清绣花童子虎

抽绳与挂绳的功能合二为一，属于非常罕见的

主题纹样图案
狮纹腰包（图 4），造型呈长弧形，

腰圆形荷包应该来
民间抽绳式荷包。追本溯源，

是一名童子站于莲花之上，左右两边分别是虎

源于西域，
据敦煌壁画中唐（766~835 年）第 158

狮的纹样，
主题纹样外围绣有凤凰、奇花瑞草、
回形纹等。不难看出此件绣品手工精细，
图案

图 4：清绣花童子虎狮纹腰包

图 6：
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腰圆形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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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中，
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
便能清楚地看
到有两个少数民族人物的腰上挂有此种荷包，
第一排中间单膝跪地的人物，其左腰下佩挂一
腰圆形荷包。第二排中坦胸双手插胸人物的左
腰间也佩挂一腰圆形荷包，并且可以清晰看
出，
其荷包为白底蓝色边。[6]同时，在唐代的图
像信息中佩挂腰圆形荷包的人物或是胡人，
或
是身穿胡服，腰束革带，西域打扮的汉族人物。

图 8：清末绣富贵牡丹鸡心荷包

由此可知，晚清腰圆形荷包源于西域胡人。

图 9：克孜尔石窟第 189 窟供养人图像

2.3 葫芦形荷包
葫芦形荷包造型上小下大，中有收腰，形
似葫芦。其实，
最初葫芦形荷包却是下大上小，
呈倒葫芦状。如敦煌五代（907~960 年）第 409
窟东壁《回鹘王礼佛图》
（图 10）中，回鹘王腰间

图 7：敦煌壁画中第 158 窟壁画

2.2 鸡心形荷包
顾名思义，鸡心形荷包的造型类似于“鸡
心”
的形状。晚清时期鸡心形荷包（图 8）因多用
于盛装香料之类的药品，又被称为“香包”
或
“香
囊”
。同时，
鸡心形荷包常常用作男女定情的信
物，
表示心心相印之意。由此可知，鸡心形荷包
通过其造型、用途综合的运用表达了中国古人
的爱情观。最早的鸡心形荷包的图像信息同样
出自西域，新疆克孜尔石窟第 189 窟壁画中有
一幅描绘公元 6～7 世纪的龟兹贵族供养人图
像（图 9，现藏于德国柏林），左侧人物其腰间束
带，
束带左侧挂有短刀，
右侧则佩带鸡心形荷囊。

图 10：回鹘王礼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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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钟形荷包

荷包却非常醒目。此外，
在榆林窟第 39 窟甬道

钟形荷包以中国传统的铜钟为原形，上窄

里壁画中的回鹘贵族礼佛图中也可见相同造

下宽,底边为弧形，
貌似一个倒挂的铜钟。制做

型的荷包，说明了五代时期，在回鹘贵族中非

方法与葫芦荷包一样，
不同的是因钟形荷包主

常流行佩戴葫芦形荷包。

要用于拴挂钥匙，
所以上下都是开口的。[8]华夏

然而，到了晚清时期葫芦形荷包才呈现出

收藏网 2014 年拍卖的晚清苏绣松鼠葡萄钟形

上小下大直立的葫芦状。图 11 所示为收藏于

荷包（图 12），
我们用手翻看可见底部完全开口

中国丝绸博物馆中的直立葫芦形荷包，荷包在

（图 13），上端只留一根细带宽的一小口，用一

红色底纹上，刺绣着几片荷叶和鲜艳欲滴的荷

根细带穿过上端小口，一头拴钥匙，另一头拴

花。荷包在中间以蓝色并饰有中国结的系绳收

在腰间。笔者认为，这种荷包类似于现在的钥

腰，图案和造型异常精美。关于葫芦形荷包的

匙扣，
但更加精细和人性化。首先，
旧时的钥匙

用途，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 年）李静山（？

较长较尖锐，
使用它可减少钥匙与衣物的摩擦，

~？年）在其《增补都门杂咏》诗中云:
“为盛烟叶

起到保护衣物的实用功能。其次，
使用它行走时

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
家依样画葫芦。”[7]说明当时葫芦形荷包主要用
于盛烟叶，同时也反映了吸烟的行为在晚清时
期非常流行。笔者认为，葫芦形荷包由五代时
期的倒立葫芦状向晚清时期直立葫芦状转变
有着其深的原因。首先，五代时期，
回鹘贵族的
如
葫芦形荷包贮放是一些零碎、常用的物什，
果不从葫芦底开口的话，很难放入和取出这些
随着烟草从美洲传入中
物什。其次，
明清时期，
国，并逐渐流行开来，直立葫芦形荷包非常适
合盛放烟草。葫芦口窄小正好取出适量烟叶放
入烟锅中，而葫芦身又大可贮放更多的烟草。
从这一变化中，我们不难得出，荷包用途的改

图 12：
晚清民国苏绣松鼠葡萄钟形荷包

变有时也会改变其佩带的方式这一规律。

图 11：葫芦形荷包

图 13：钟形荷包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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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可避免钥匙串中钥匙相撞产生的声响。最后，

包则是在荷包上端加一个布套，腰带从中穿

用它又可起到装饰的功能，
钥匙隐蔽在荷包内。

过，
使荷包服帖地垂在腰下。方形荷包大多是

2.5 方形荷包

用来装钱、
文件或贵重物品的。[9]

顾名思义，方形荷包形状或为方形或为长

2.6 异形荷包

方形，其实褡裢就是最早的一种方形荷包。方

所谓异形荷包是依据荷包的纹样图案制

形荷包分为两类：①肩负式褡裢，可在袋口加

作出来的装折扇、眼镜、票据、火镰、刀筷、铜

一袋盖，里面用较厚的纸板衬里，使荷包挺拔。

镜、怀表等物件的套子，这类荷包均是按照物

②方形的腰包，方形腰包的佩戴方式又可分为

件的形状、
大小而设计其造型。因此，
异形荷包

佩挂式和腰带式。晚清时期方形佩挂式荷包如

有的是因时、因地随身携带，有的则并不是随

图 14 所示，荷包的中部缝制一条套环的带子

身携带，
而是存放在家中。如晚清纳纱绣金寿

吊挂在腰间，
同时在荷包下端中间缝制一小套

纹扇套（图 15）构思极其精妙，
在绣片的下边衬

环穿入一带穗子的长绳，长绳另一端与袋盖相

上一片羊皮金，透过空眼，形成了影影绰绰含

连起到开合荷包的作用。而晚清腰带式方形荷

蓄闪光的效果，
凭添了富贵气息。折扇套只在
盛夏时携挂于腰间，属于应时的异形荷包。又
如晚清
“阖家富贵”
眼镜盒（图 16），
在白色缎地
上一面绣寿山石、
丹顶鹤、松树、
小鸟，
寓意“松
鹤延年”
；一面绣牡丹、雄鸡寓意“阖家富贵”。
此外，
晚清还有专门放置票据、钱钞的荷包，这
种荷包一般放置在包中不做悬挂。图 17 所示
中心满打籽绣
为晚清打籽绣四季花票据荷包，
一朵大牡丹，
周围绣海棠、
菊花、
菊花等。[10]
通过对晚清时期荷包的形制分析，笔者认
为，
可以运用形状名加上分类名来对各类荷包
的形制进行命名，如葫芦形抽线式荷包、钟形
敝开式荷包、
方形肩负式荷包。这样命名的好
也能根据其
处在于即使没有看到荷包的图像，

图 14：
福寿双全纹刺绣荷包

图 15：
晚清扇套

图 16：
晚清眼镜盒

形制名称大致想像出其模样。佩挂式的荷包其

图 17：票据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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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多种多样，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荷包的所

饰，
从而取代了过去的服饰这样一种变化。晚

有形状，而肩负式和腰带式荷包形状则比较单

清的荷包随着近代西方服饰的引入，
逐渐远离

一，集中于方形或方形的变形（长弧形、圆角长

人们生活。传承和保护荷包制作工艺的本质是

方形等）。其实，晚清时期荷包在形制上呈现出

传承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还需

的这一现象与荷包的佩戴方式密切相关。佩挂

要努力将它运用到现代服饰领域，
使其活态地

式的荷包由于悬挂于腰间、胸前等部位，在其

存在而不仅仅陈列在博物馆。

实用性前提下更加强调装饰的效果，因此，
其
形状也就丰富多彩。而肩负式和腰带式荷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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