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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
笔者撰写的百万言并配 ５００ 余幅

过了 ８ 个年头。

图的学术专著《人类服饰文化学》出版。这部书

２０１３ 年，笔者已完成全书 ８５％的成果申报

是笔者从事服饰史论教学与研究十余年后，依

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题为“人类服

据教学体验和深入学习社会科学，即不再局限

饰文化学拓展研究”
。成功获批后，
这部书的定

于工艺美术和服装艺术之后的一部自成体系

稿就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跟上时代的飞

的学术著作。

速发展，笔者又在原 ８ 个部分之后加上了 ２ 个

作为第一批在美术院校给服装设计专业

部分：
服饰传播学和服饰生态学。

讲授服装史论的教师，笔者提出了“人类服饰

而今，这部书又是以百万言的《人类服饰

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即以人类服饰史、服饰社

文化学拓展研究》
（图 １）即将出版，时隔 ２３ 年

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
俗学和服饰艺术学组构而成的。该体系
既不同于泛泛的服饰文化研究，又区别
于就服饰论服饰，显然已脱出了美术或
说艺术的范畴，向跨学科研究迈出了有
价值的一步。
２００５ 年，笔者在此立意上进行拓展
性研究，又拟定了 ８ 个部分的目录，即
服饰政治学、服饰经济学、服饰文艺学、
服饰科技学、服饰教育学、服饰军事学、
服饰考古学、
服饰民族学。从那时开始，
说是研究，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学习的
过程。颠颠簸簸，
反反复复，
在艰难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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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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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部人类服饰文化学学术著作，体现了笔者

“新”
体现了健旺的生命力。只有
文书。事实证明，

的教学实践和社科研究过程。同时，也使笔者

创新，
才可能使学术研究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在学术研究如何创新方面，有了许多心得体

２ 学术研究要从板块理论向交融理论推进

会。如以下三点：

１ 学术研究要敢于更新知识体系

一般而言，板块理论是由于历史积淀而形
成固有研究模式的，在一个基本稳定的领域或

无论人们如何评论当今与以往，时代都仍

范畴之中，有无数人或几代人在数十、数百年

然在前进，人类历史总会不间断地打开新的一

间探寻着，及至成熟期获得一致的认可。这在

页。因而，
学术研究，
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当代往往被称为学科，
如美学、
社会学等等。

都必须勇敢并不懈怠地更新社会意识与观察

学术创新的初衷，包括了从板块理论向交

视角。以 ２１ 世纪为例，
微电子学、
光电子学、
计

融理论的推进，因为随着研究向广向深拓展，

算机科学等，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都使人们

常常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彼此融合

快速进入了信息与智能时代。自然科学已经从

与相互作用。多少年来，人们认为服饰隶属于

分子水平、基因角度和复杂系统去着手研究

艺术，进入现当代以后，又总爱将服装设计归

了，在这种大形势下的社会科学还延续过去模

服饰品是物质，
可以说艺
为艺术设计。实际上，

式去研究能行吗？这里不是说研究的对象与内

术创作的成份多一些，但还绝对涉及经济，很

容，
史实当然不能变，
传统的精华更需要格外珍

多时候也为政治所左右。如当服饰品被穿戴在

惜，
变的应该是当今社科工作者的研究理念。

着装者身上，与人构成一个完整的服饰形象再

笔者在《人类服饰文化学》中，提出了人类

进入社会生活时，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产物和艺

服饰史的概念，试图打破国家与民族的界线，

术品了。因为人创造了服饰，服饰的材质、色

从全人类共同经历的童年、少年至成年来诠释

彩、纹样以及款式的形式与采用都不是偶然

或说分析服饰的发展与演变。这就等于从概念

的，既直接反映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又真切

上打破了惯用的单元思维模式，全方位地反映

地反映了人类的审美心理和艺术天赋，尤其反

了人类所走过的服饰之路。为什么要这样分？

映了时代的不同和社会规制的差异。总之，服

一是地球村、世界人的时代已不能满足于原有

饰的制作乃至穿着过程是人类文化行为的综

的本国看本国或一国看他国的单纯视角，全人

合结果。如此说来，怎么能就服饰本身来论述

类的文化行为与艺术规律需要我们以整合的

服饰呢？服饰本身既不是轻飘地悬浮在社会之

高度去加以审视。二是社会科学在新技术革新

上的，也不是一个由物质到物质的过程，而是

浪潮的冲击下，正在由常规层向宏观、宇观层

由精神至物质然后返回为精神的过程。服饰之

拓展，向微观层深化。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原有

精髓恰恰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相互交融与高度

的理念与方法，
没有理由再墨守陈规。

集中。

当代新学科研究权威金哲先生说，从静态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是

型科研转为动态型科研，从常规型科研变为创

赤条条的，给婴儿穿上小袄或围上包被是人被

造型科研，从封闭型科研转向开拓型科研，由

服饰文化包裹的最初样式。服饰品是艺术的，

一般意义上的借鉴移植转向内在联系上的交

至于包上什么以遮体，这要因时代、地区、民族

叉渗透，把经验总结、历史反思与追踪求索、超

或微至村落所决定，显然涉及了民俗与历史文

前意识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务之急。就这一个研

化，
包括民俗传承，
也包括地理与气象学。小兜

究理念，支撑着笔者撰写了 ５０ 部著作，包括学

兜要盖上肚脐，以免着凉，这是关于生理的，涉

术著作，
也包括相关教材，
还包括随笔和其他图

及早期医学的初探。长辈要以手工或礼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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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对新生儿的祝福，这是心理的，更是人类

专业化日益加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表现为

学的。中国《诗经》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

单值对应关系。而至现代乃至当代，社科工作

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

者们试图突破原有的格局，力求在学科专门化

衣之裼，载弄之瓦”
，也就是说男孩生下来要放

基础上再探索综合化和整体化。特别是 ２１ 世

在床上，给他穿上象征礼服的衣裳，并给他玉

纪以来，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

器（寓意礼器）把玩，而女孩子生下来要围上被

渗透，
成为人们新的议题。

子，放在地上给她陶制纺轮玩……这显然是以

基于此，笔者在《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

社会思想为依据的，
带着深深的儒家思想印迹，

究》中，设立了 １０ 章，每一章内容都是经过精

不同于简单的民俗与艺术。服饰文化学为了解

心思考，
反复琢磨的。如服饰政治学，
这一部分

决这一类事象的正确运用，
故而在此基础上，
顺

的研究宗旨，是服饰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

“结构性跨学科”
。
应新思维，
即考虑到

不是服饰与政治的简单平行。谁都不能否认，

３ 学术研究要允许多维型思维的动态发展

服饰在国家统治和国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

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高度综合

的地位，例如各国政要的服饰，在任何场合均

与高度分化的态势，纵向深入与横向切入，渐

是政治语言，
而不是艺术，
更不是工艺。它不代

变与突变乃至反弹，巩固传统阵地与开拓新领

表某一种构思的新颖，实际上细至微处都是政

域彼此交替，
共存或齐头并进。

治宣言。如奥尔布莱特的胸针外交为世人所

与自然科学同处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必
须解放思想，确立新的认识系统和知识理论。
因为只有新是不够的，新颖性要伴随着科学

知，在出席什么仪式，表明什么政治态度，大家
都可以从她的胸针上看出来。
中国正史中有 １０ 部史书专设 《舆服志》，

性，同时要具有确定性和逻辑性，盲目追求新

它们详细记录了一个朝代的服饰仪仗制度，古

还不能达到学术创新的水平与目的。巴普洛夫

人称为车旗服御，隶属于政治制度之中。总之

说：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前进

人类社会需要维护统治秩序，解决政治问题。

的。研究方法前进一步，
我们就更提高一步，
随

由于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人又离不开衣装，因

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

而形成了服饰学与政治学在某些界缘上必然

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具备多维型思维是学

产生融合。

术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正因为多维，也正因

服饰经济学更应该成立。服饰肯定与经济

为新，使如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已明显地出现

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从服饰的最初材质，乃至

“科学文化”
色彩。

成型、染色，以及生产、销售，均与经济密切相

新学科研究者认为，新学科与传统学科相

联。经济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服饰，服饰学中也

比，有几个特征，如富有生命力，展现新的逻辑

不能脱离经济，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乃至互融是

起点，使用新的术语概念，构成新的理论体系

必然产生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社会到

等等。当然，正因为新，也在成长中显示出不

来以后，服饰产业集群就有意识地关注服饰材

足。金哲先生在《新学科探索印迹》中将其归纳

质的来源，关注服饰产业链的构建，进而有计

为几点，如新学科含义的非一致性；新学科研

划、有目的地提升服饰品牌的竞争力，以各种

究领域的不确定性；新学科研究方法的非同一

经济手段促成服饰商品的最佳价值构成。这时

性。

候，服饰商品的成本核算迫使有关人士必须以
笔者在多年研究服饰文化学的过程中体

会到，确实是近代各学科划分趋势越来越细，

经济学的视角去思考和运作。这时候的服饰，
不再限于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物，而确确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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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经济作物”
和“经济商品”
。无论是成

作的教育，这在工业社会之前是必不可少的家

批量生产，还是有意手工制作，都不可避免地

庭服饰教育，也包括通过师生或师徒等专业学

会涉及价格。价格已经说明，服饰不是仅指长

校和企业内部的形式来完成的教育。这里不能

辈为儿女或是家庭内自供的生活必需品了，已

说没有情感，但主要是社会性的，反映的是一

发展为一种可以参与商业运作并可为经营者

种社会需求、社会现象和社会教育特征。最突

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了。

出的是规范式和技术性。

在这次研究中，第 ３ 章以“服饰科技学”的

服饰军事学与军事学始终是相互交融的，

文字形式出现，遇到很多困难。主要因为学术

因为军事与其所涉及的服饰，必然是同步推进

界只认为有科技史，而在是否有“科技学”一说

或说提升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冷兵器时代

上存在分歧。现代服饰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

与热兵器时代对军事服饰有着不同的需求，军

展，尤其是在服饰功能上，这是有目共睹的，但

事服饰要想适应战争需求，一定要进行质的改

是如何使服饰学与科技学交叉并加以论述，显

将不予存在。到了信息化作战时代，
变。否则，

然不是很容易。

战服已经成为人与人交换信息的工具，如在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十余年的探
讨，包括遍览有关著作和采访请教科技界人

服及其随件上就可以进行视觉接收、听觉接
收，
并进行动作发送和语言发送。

士。后来笔者发现，
追根求源，
因为“科学”
“技

服饰文艺学更应该成立，因为服饰学与文

术”“科技学”“科技史”“科技史学”以及有

艺学的交叉交融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服饰与文

关于科学技术的“论”“学”等，都是来源于西

艺几乎是孪生姐妹，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联袂而

欧，因而在以汉语去正确翻译英语的过程中，

来。可以说，
服饰中部分直接来源于文艺，
而文

产生了一些歧义。本来就是舶来的词汇，在与

艺又始终离不开服饰。不但服饰与文艺是相辅

中国语句进行交接时很难无缝对接。这也就无

相成、共同发展，服饰学与文艺学也是互通的，

关紧要了，毕竟我们是在研究服饰与科技的相

有许多一致之处。能否这样认为，文艺隶属于

互作用，或说科技对于服饰发展的直接影响，

艺术，服饰也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艺术，二者

因而也就没必要去强行分辨再去组合了。本来

本来就撕扯不开。

服饰文化学就是创新，所以内含的服饰科技学

服饰民族学需要说明一下，民族学有一套

也就把重点放在二者的交融与交叉上，这就可

自己的研究规程与方法，服饰民族学不等于是

以达到我们研究的目的了。

服饰套用民族学。服饰民族学是新学科，隶属

事实已经证明，科学技术使服饰发展的思

于人类服饰文化学的研究体系。服饰民族学的

维、理念以及具体操作、实施等诸方面，都发生

确立，基于服饰文化所产生的民族基础。这里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能回避，也不能忽

不是仅仅叙述民族服饰，而是探讨民族服饰生

视科技对于服饰的影响。

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进而

关于服饰教育学的提出，笔者想学术界不

从所生成地域的物质文化去剖析民族服饰的

会有什么异议。服饰是自然的人进入社会所不

区域特色。然后，从精神文化层面去研究各民

可或缺的精神与物质结合性的包装，因而有关

族人民在服饰文化中所倾注的灵魂之光。其中

着装的教育肯定也是随之而来的。在这里，教

既有早期信仰遗留下来的印迹，又有传统习俗

育主要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关于人如何着装的

形成服饰惯制而传承下来的精华。如此说来，

修养教育，这是每一个人自童年开始接受的教

服饰民族学所强调的是民族精神在服饰上的

育。再一块既包括来自长辈的有关服饰工艺制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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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考古学应该说现在就有化石意义，因

即逝，
如果能够跟上就不错了，
但是很不易。即

为它的确立就是从服饰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

使我们现在使用的资料是最新的，待到有些读

交融中进一步为服饰文化学研究提供更多更

者读到的时候，
肯定就不够新了。

可靠或说更为系统的资料。服饰考古不仅指田

服饰生态学这部分和服饰传播学都是新

野考古中所挖掘出来的服饰文物，还有古洞

想法的衍生物。服饰生态学的提出，显然是在

窟、古岩画、古墓壁画以及古墓中出土的文字

低碳环保生态等人类新理念的诞生基础上萌

书籍和绢质、
纸质绘画。在这里，
我们还牵涉一

发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有些地方是与服饰

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即考古工作中的修复。因

科技学相对的，服饰科技手段是想改变自然，

为对于服饰品来说，尤其是纺织类面料，首要

而服饰生态理念却想留住自然。

的就是使其保存完好、保持原貌，否则将完全

总之，
《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就是

失去了考古的意义。对于服饰考古学来说，这

在新形势下的新思考，说不上成熟，但绝对是

一技术层面还需要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进

有益的探索与尝试。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还

行新的探索。

将付出更大的努力，也将获得更有新意的研究

至于服饰传播学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

成果！

始，我们尚嫌稚嫩，传播方式已经在 ２１ 世纪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今天，也是转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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