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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女性的毛皮时尚——
—卧兔儿
王芙蓉
（湖北理工学院 艺术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3）
摘 要院通过对明清时期女性的时尚毛皮装饰品——
—卧兔儿来历和形制造型的分析，
结合明清小说和
传世绘画作品的描述，
揭示了卧兔儿在民族服饰融合的背景下因其本身的保暖性、
装饰性和象征性的
共同影响下带来的时尚潮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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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Tu er
Fur Fashion of Wo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Fu-rong
（School of Art，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3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novels and paint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shape modeling of women's fashion fur adornment ‘Wo Tu er’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fashion trend brought by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warmth, adornment and symbolic of the Wo Tu er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dress fus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 Tu er, adornment, display, national

在明清
明清是一个流行毛皮服饰的时期，
的文学作品和传世绘画中有很多关于毛皮装
饰品——
—卧兔儿的描写和描绘，例如明代小说
《金瓶梅词话》七十六回中：
“掀开帘子，
王婆进
去。见妇人家常戴着卧免儿，穿着一身锦段衣
[1]
“小秦淮妓馆
裳。”
清代笔记集《扬州画舫录》：

常买棹湖上，妆掠与堂客船异……冬多貂覆
额、
苏州勒子之属。”[2]而清代画家的《清宫珍宝
皕美图》册页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组工

Fig.1

图 1 清代《胤禛妃行乐图》中的卧兔儿
Wo Tu er in Yin Zhen Princess's Funeral Picture of Qing
Dynasty

笔重彩画《胤禛妃行乐图》
（图 1）中，卧兔儿刻
画的非常细致逼真，毛锋清晰可辨。卧兔儿这

物质属性，也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文化的内

一时尚配饰贯穿整个明清时期，除了其本身的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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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卧兔儿的来历
卧兔儿的出现和发展源于抹额的发展，抹

17

[6]
又说：
“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戴。”
这段文字的

描写就是宝玉要将芳官头周围剃了断发的地

额即将布帛等物折叠成条状围勒于额，男女都

方戴上卧兔儿，而头顶有头发的地方梳起来，

可以配戴，最早出现在商代。例如河南安阳殷

如果是有顶的帽子的话头顶就露不出来了。

墟妇好墓出土的石人雕像上的抹额，后来发展

卧兔儿的造型根据传世绘画作品和文字

“明
到有金银、网巾、珍珠和裘皮等各种材质。

记载来看，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中间宽

清时期是抹额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

阔，
两端比较狭窄一点（图 3）；
第二种是中间狭

不论尊卑都喜欢在额头上系上这种装饰物，
也

窄，
而两端比中间宽（图 1），
有时候还兼具护耳

称为勒子或者绊头带子。”[3]而卧兔儿就是这个

的功能；
第三种是

时期裘皮材质为主的抹额。

两边和中间一样

卧兔儿因为有御寒的作用也叫做暖额，
常

宽的长条形，
比前

用水獭、狐狸和貂鼠等兽皮做成。女性多在冬

也别称
两种更长，

季戴，卧兔儿的造型因为毛锋朝外，毛茸茸的

，
是一
为
“昭君套”

像一只兔子蹲伏，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卧兔儿

种无顶的皮帽，
也

（图 2），
“ 而兔子的可爱与女子的形象连在一

称为包帽、
齐眉和

起，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原因之一。”[4]

额子（图 4）。传说
昭君出塞时戴此
罩儿故名。明代张
岱 《陶庵梦忆·牛
“……
头山打猎》：
姬侍服大红锦狐

图3

清代《清宫珍宝皕美图》中的卧

Fig.3

兔儿 2
Wo Tu er in

Qing Palace

Treasure and Beautiful Picture
of Qing Dynasty（2）

嵌箭衣、
昭君套。”
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
“按：以貂皮暖额，即昭
·齐眉、包帽、昭君套》：
“冬月闺中
君套抹额。”
樊斌《燕都杂咏诗》注：

Fig.2

图 2 清代《清宫珍宝皕美图》中的卧兔儿 1
Wo Tu er in Qing Palace Treasure and Beautiful Picture of

以貂皮覆额，
名
‘昭君套’
。”[7]

Qing Dynasty（1）

2 卧兔儿的形制造型
卧兔儿的主要材质为水獭、狐狸和貂鼠等
兽皮，但以貂、狐之皮最为时尚。且在裘皮里
面，
“即贵貂鼠，次则水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
[5]
恶，无皮不用”
。

卧兔儿的形制和帽子的最大区别就是没
有顶的条状装饰，不管长度和造型怎么变化，
顶部是中空的，条状的两头也是不缝合的。例
挽
如《红楼梦》六十三回：
“因又见芳官梳了头，
起纂来，戴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
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

图4
Fig.4

清代九思斋绘《三希堂画宝》中的卧兔儿

Wo Tu er in Sanxi Hall Painting Treasure by Jiu Si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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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的佩戴方式根据推测是围裹在头

“ 拣选了六个肥
个富室之女冬天外出打猎时，

上的。在《坚瓠集》中有描写明代吴中地区女子

胖家人媳妇，四个雄壮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

妆饰的诗句“满面胭脂粉黛奇，飘飘两鬓拂纱

老婆，
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
天蓝布夹坐马，

衣，
裙镶五采遮红袴，
绰板脚跟著象棋。貂鼠围

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革翁）鞋，鞓带腰

头镶锦裪，妙常巾带下垂尻，寒回犹著新皮袄，

刀，
左盛右插。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
戎妆齐

只欠一双野雉毛。”[8]其中“貂鼠围头”应该是用

所以是
整”
。这二十余个女性因为要外去打猎，

带子将条状貂鼠系扎在头发里面或脑后，将其

从头到脚的穿戴暖和整齐，
装备利落的出发。[9]

固定在发髻上。如在《清国京城市景风俗图》中

3.2 装饰性强

女性戴昭君套的形象（图 5）。例如其他的抹额

中国人自古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包头有这种固定方式：
“今世所称包头，
意即古

敢毁伤，
孝之始也”
。头发要梳理整齐，
哪怕是

之缠头 也。古

额前的短小的碎发也要用各种装饰物使其美

或以锦为之。

观整洁，卧兔儿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不仅让

前朝冬用乌绫，

发髻服帖，也能让发髻丰富饱满，因为明清时

每幅
夏用乌纱，

期的女性发髻较高，有的还装饰假髻。沈从文

约阔二寸，
长倍

先生描写明代的女子发髻：
“把鬏髻垫的高高

之……崇祯中，

的，梳得密拢拢的，把水鬓描的长长的。”“云

式 始 尚 狭 ……

[10]
实际上
其中“鬏髻”
鬓堆耸，
犹如轻烟密雾。”

今裁幅愈小，
褶

是一种明代妇女常用的假发髻，先用铁丝先做

图 5 清.代水彩绘本《清国京城市景风
俗图》中的卧兔儿
Fig.5 Wo Tu er in Watercolor Picture
Book of Qing Dynasty

的假髻。因为假髻中间是空的，使用的时候直

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

接把它罩在真发髻上，用簪子或者钗子固定就

其意而已。”

“扬州鬏勒异于他
可以了。《扬州画舫录》 云：

3 卧兔儿流行的原因

折项、罗汉鬏、懒梳头、
处，
有蝴蝶、
望月、
花蓝、

3.1 材质上的轻柔保暖

双飞燕、到枕鬆、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

愈薄 ，体 亦 愈
短，仅施面前，
[5]176

卧兔儿的主要材质为水獭、狐狸和貂鼠等

成框架，然后在上面编上假发，形成一个高大

“余为
渔婆勒子诸式[2]130。又如《三冈识略》云：

兽皮，这些毛皮和其他服饰材质相比最主要的

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号为“新样”。

特点是更加轻柔，保暖性好。所以在汉代的时

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

候男子就开始用貂皮装饰在冠上用以保暖。

’
，
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又仕宦家或

《续汉书·舆服志》：
“北方寒凉，以貂皮暖额，
附

辫发螺髻，珠宝错落，乌靴秃秃，貂皮抹额，闺

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此即抹额之滥觞。”
尤

阁风流不堪遇目，
而彼自以为逢时之制也。”[3]

其是貂毛具有“风吹皮毛毛更暖，雪落皮毛雪

这些描述都可以看出明清女性发髻比较高，还

自消，雨落皮毛毛不湿”的特点，不仅防风还能

要装饰珠宝，如果戴有顶的帽子会破坏发型，

防水，在冬天寒冷的雨雪天气里保暖性更佳。

所以局部装饰的卧兔儿可以同时满足保暖和

这是其他任何材质都不能相比的。最难得的是

装饰的要求。

这些裘皮还无比轻柔，轻得其装饰品不会增加

另外，卧兔儿是整体的修饰发型，在满足

头上的负重感，稳定性很好，柔软得触感让人

装饰头部的同时也能衬托脸型和肤色，成为画

忍俊不禁的产生触摸行为，从触觉到心理上产

龙点睛的服饰品之一。例如在《金瓶梅词话》第

生温暖的感觉。例如在《醒世姻缘传》中描写一

二十一回描写的吴月娘便是这样，
“灯前看见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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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她家常穿着大红潞绸对襟袄儿，软黄裙子，

绒毛没有长全的貂鼠皮，最为贵重。而王熙凤

上戴着貂鼠卧兔儿，金满池娇分心，越显出她

可以把秋板貂鼠昭君套当做家常服饰品穿戴，

粉妆玉琢银盆脸，蝉髻鸦鬟楚岫云。”[1]1207

可见地位之高贵。

3.3 显著的标志性和象征性

另外，
《金瓶梅词话》里也有多处写到卧兔

卧兔儿在明清时期被达官贵人追捧，可以

儿，例如吴月娘是清河县左卫吴千户的女儿，

昭明身份，象征和炫耀地位、阶级、身份和财富

作为一家之主在一群
西门庆续娶的正房妻子，

等。一般的普通女性就想戴也不易得，
因为其

妻妾之中，
“唯吴月娘是大红缎子袄，
青素绫披

价格非常高昂。以清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袄，
沙绿绸裙，
头上戴着鬏髻、
貂鼠卧兔儿”
。一

第一回的记载为例：
“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

个“唯”字充分体现了吴月娘正房主人的身份

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

和地位不同于西门庆其他的妾室。而《金瓶梅

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9]20 根

词话》七十七回对西门庆最喜欢的歌妓郑爱月

据一两白银在当时的购买力进行换算，
“清代

也有戴卧兔儿的描写：
“然后爱月儿才出来，头

顺康年间的粮价基本上是保持在明代中后期

挽一窝丝杭州缵，翠梅花钮儿，金趿钗梳，海獭

即米麦每石 5~8 钱之间。” 1 两
的水平线上，

粉妆玉琢。”[1]1225 郑
卧兔儿。打扮的雾霭云鬟，

银子等于 10 钱，五至八钱即 0.5~0.8 两银子。

爱月虽然只是社会地位很低的歌妓，
但是深得

清初时期 1 石等于 100 升，1 升米现在重 1.25

西门庆的宠爱，
所以西门庆对郑爱月真是要什

斤，一石米差不多等于 125 斤左右，换算下来

有貂鼠买个
么给什么。郑爱月道：
“我要问爹，

一两银子在清初最少可以买 156 斤大米，按照

儿与我，
我要做了围脖儿戴。”西门庆道：
“不打

我们现在大米的大致价格每斤为 2.5 元人民

紧，
昨日韩伙计打辽东来，送了我几个好貂鼠。

币来计算，156 斤大米需要人民币 390 元。36

你娘们都没围脖儿，到明日一总做了，送两个

两银子等于现在的 14,040 元人民币。14，
040

一家一个。”[1]1225 这里郑爱月的卧兔儿以及貂

元买一把貂皮做一个卧兔儿，即使从现代的消

更是虚荣心和争宠
鼠围脖不仅是财富的象征，

费水平来看绝对是价格高昂，属于奢饰品的范

胜利的标志。

畴，而奢饰品被定义为：
“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

3.4 民族服饰融合的影响

[11]

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

元朝的建立者原本就是游牧民族的蒙古

[12]
的消费品。”
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
而消费非

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实行了宽松的服饰政

生活必需品的目的多数就是用来显示消费者

策，即不强行要求汉族人穿蒙古人的服饰，汉

的财富、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这既是一种物质

他们可以根据喜
民族的着装有一定的自由度，

消费，更是一种精神消费，即各种目的的炫耀

好和意愿选择汉族服饰或蒙古人的服饰。到了

与表明。

明代以后尽管明代统治者实行的是禁胡服和

《红楼梦》中王熙凤作为贾琏的妻子和王夫

胡语，
但是作为实用性很强的头部裘皮装饰在

人的侄女，把持着整个贾府的大管家职位，
地

后面的明代流行开来，
这种类似卧兔儿的装饰

位很高。在第六回中“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

在金代女画家宫素然《明妃出塞图》描绘的王

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

昭君出塞时的穿戴和金代张瑀画的《文姬归汉

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

图》中蔡文姬的身上都出现过（图 6、图 7），都

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

是头戴貂冠，身穿云肩，很典型的北方女真族

儿拨手炉内的灰。” 这段描写把王熙凤雍容

人的打扮。而清代画家倪田《昭君出塞图》中

富贵的形象呈现眼前。所谓的秋板貂就是秋季

昭君更是头戴貂帽，身穿貂皮斗篷，极目南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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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金代宫素然 《明妃出塞图》中
的卧兔儿
Fig.6 Wo Tu er in Ming Fei's
Exiting the Plug by Gong suran of Jin Dynasty

第一期

图 7 金代张瑀《文姬归汉图》中的卧兔儿
Fig.7 Wo Tu er in Zhang Xuan's W en Ji Gui Han
Tu of the Jin Dynasty

（图 8）。沈从文先生也认为：
“如明人说的卧兔
儿，及清初《红楼梦》中说的昭君套，大致多受

图 8 清代倪田《昭君出塞图》中的卧兔儿
Fig.愿 Wo Tu er in Ni Tian's Zhao Jun's
Coming Out of the Plug in Qing
Dynasty

4 结语
中国古代女性一直对自己身体中头部和

宋人绘画明代版刻‘昭君出塞’
‘胡笳十八拍’

面部的修饰非常重视和在意，不仅是因为人的

等反映形象影响，或戏文间接影响，而流行一

更是因为头贵而
视觉中心集中在人的上半身，

时。”

而明清又是历史上
足贱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

[10]561

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对明清的女性服饰的

崇尚“错彩镂金”的时代，各种装饰繁复多样，

影响不仅仅是头上卧兔儿和貂覆额，衣服上也

明清时期的卧兔儿经过抹额进一步演变发展

会有裘皮缘边的呼应，因为“把贵重美丽的一

而来，因其材之美、形之巧和意之深而深得女

面藏而不露总是令人不满，为了弥补这种衣锦

性的喜爱，不仅满足女性的保暖需求，精致的

夜行之憾，在领、襟、袖、摆等部位露出部分裘

丰富和衬托了女性
材质和造型也很好地装饰、

皮，称为出锋或出风”[14]“外护袖以锦绣镶之，

的发型和脸型，
并且卧兔儿还满足了物质层面

冬则用貂狐之类”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之外的精神需求，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和“有意

的一件清代后妃冬天穿用的绛紫色绸绣桃花

，女性有以其显示地位和身份，有
味的形式”

团寿镶貂皮夹马褂，领、袖口和下摆都镶上了

以其炫耀财富和宠爱等，她们以拥有和佩戴卧

貂皮（图 9），
显示出女性的雍容富贵之美。

兔儿为荣为傲为美，表达了明清女子很微妙的

[2]231

审美需求及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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