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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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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造型精美，
题材丰富，不仅是明代物质文化的载体，也是当

时政治、
经济、
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产物，
并与明代传统服装之间存在积极互动。[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调查等方法，对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和结论]
提出明代女性头饰的地域研究以及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关系有待深入，为明代女性头饰和传统
服饰品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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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emale Headwear in
Jiangnan Area of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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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n-Material Culture Heritage Base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 Master Studio, Wuxi Institute of Arts and Technology, Wuxi 214206 China）

Abstract:In the Ming Dynasty, female headwear in Jiangnan area was very exquisite. It wa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mater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fashion. It had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female headwear in Jiangnan are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research on

female headwear in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many other factors needs to be
deepene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implication for the study of Ming
Dynasty women's headwear and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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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女性头饰历来以精美别致著称，

价值。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类别包含冠式、

到明代更呈现繁盛态势，
其材质和题材丰富、
形

发饰和耳饰等，由于其装饰部位以脸部和头部

制多样、
工艺精美，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

为主，
故对发型和化妆审美风尚也有所涉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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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相关研究进

僭越和奢华现象日渐严重，其穿着形式和礼俗

行梳理，提出当前明代女性头饰研究的不足之

约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象也体现

处，
并指出其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了明代女性头饰之中。

1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概述

头部是人体重要的装饰部位，一般而言，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依托明代高超的

在人身上各部分的装饰中，头饰最能引起他人

工艺水平和繁盛的地区经济，品类丰富、造型

的关注[6]。汉代王充 《论衡》云：
“在身之物，
莫

别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明代江南地区

[7]
大于冠。”
可见头饰在众多服饰品中的重要地

女性头饰的研究需厘清相关概念的明确范围，

位。头饰的材料选择和装饰手法也蕴含着众多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分析。

社会文化意义。以头饰文化为代表的服饰品研

1.1 概念界定

究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服饰文化变迁的特征

江南地区历来是中外学者青睐的研究地

和风貌。明代较为盛行的头饰为包头，又称额

域。关于江南地区的范围界定，在江南地区服

帕、
头箍，
材质为乌绫或乌纱。
《云间据目抄》记

饰文化研究领域有两种说法：其一为狭义的江

载“包头不问老少皆用，万历十年内署天犹尚

南，包括江苏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的

[8]
骔头箍”
。明代梁小玉《包头》云：
“轻霞薄雾小

部分地区，尤指今天的“江苏苏州以东的甪直、

香罗，
傍著蝉鬟香更多。最爱春山缥缈上，
横妆

胜浦、唯亭、车坊、张浦、斜塘、垮塘、蒌封、陆

一带浅青螺。”其中所描写的就是明人带头箍

墓、周庄乃至包括上海青浦的朱家角等地”[1]，

的风尚。此外，江南地区的头饰还有发簪、笄、

即以水稻田劳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江南水乡

插针、
簪花、
发罩、
耳环等。其中玉簪、
金银插针

地区，又称为“稻作文化”地区；其二为广义的

和耳环出土实物较为丰富，发簪的花顶型形状

江南，就明清而言，以经济条件为依据，江南地

和题材丰富，有植物型、动物型、如意型、几何

区的范围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

形等种类。图 1 所示[9]为明代透雕花鸟纹青玉

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

簪，
青玉滋润、造型别致、雕琢精细。明代发簪

州[2]。“八府一州”
区域由于其经济的紧密度和

并依材质和花顶型的不同有传情达意和明辨

发展水平，古称吴或三吴，所以广义上的江南

等级等不同功能。图 2 所示[10]为明代复瓣金花

地区与吴文化地区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同。

银插针，
插针与发簪一样同是人们常用头饰之

“指戴在头上
头饰，
《当代汉语词典》记载：
的装饰品，如绢花、
簪子等。”[3]《现代汉语大词
典》记载：
“首饰，
戴在头上的装饰品。”[4]《敦煌
学大辞典》记载：
“亦称首服、发饰。古代妇女头
上之饰物。古人“束发为髻”，
始以树枝、藤条、
骨刺为簪束导，令其不乱。”[5]由以上大辞典对

图 1 明代透雕花鸟纹青玉簪
Fig.1

Jade Hairpin with Carved Flower and Bird Pattern of Ming
Dynasty

头饰的记载可知，头饰的定义集中明确，尤指
戴在头上的装饰品。
1.2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概述
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代江南
地区经济相对繁盛，市民阶层兴起，人们逐渐
开始张扬个性、追求时尚、崇尚奢靡，社会风气
和各阶层人士的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服饰的

图2
Fig.2

明代复瓣金花银插针

Silver Hairpin of Golden Flower with Double Petals of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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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过造型比发簪略简。图中插针头为复瓣

区的女性头饰未有专门研究。沈从文的《中国

花朵形，制作工艺细腻精致，所镶嵌的珠宝大

古代服饰研究》[16]，介绍了明代宫中女乐的官

部分缺失，仅留一颗珍珠。金银发簪在明代较

服、发型、眉勒、卧兔以及晚明女子的梳妆式

为常见，其造型精美别致，并综合运用镶嵌、
焊

样。高春明所著《中国服饰名物考》[17]中提到了

接等多种工艺。

明代女子的堕马髻、挑心髻等发型以及部分首

2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研究现状

饰和冠式。王苗所著《珠光翠影：中国首饰史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在明代小说和江

话》[18]中描述了明代妇女的假髻、发鼓、头箍、

南地区风物志等文学作品中的记载多且分散，

宝钿、发簪等。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19]阐述

未成体系。目前对其研究集中在服饰品、首饰

鲜有江南地
了明墓中出土的部分首饰和配饰，

等服饰配件的研究体系之中，针对明代女性头

区的出土介绍。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0]对

饰的地域研究较少。

明代女子的发饰、妆饰也有详尽介绍，但未界

2.1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古籍记载

定地区。

关于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古籍记载

专门研究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期刊论文并

较分散，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有“花钿

不丰富，
陈芳《晚明女子头饰
“卧兔儿”
考释》[21]探

戴于发鼓之下”[11]的描写，其中的“发鼓”指发

讨了晚明女子头上流行的毛皮饰物，
探讨了其

[12]

髻。明代叶梦珠《阅世篇》卷八《冠服》
《内装》

形制、流行时间、
戴法和演变规律。许静《宋代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8]中记载了明

女性头饰设计研究》[22]归纳整理了宋代女性头

代松江府地区的女性服饰样貌，其中包括女性

饰设计的渊源流变、头饰类型、具体应用以及

的发型、
头饰等描述。清代董含《三冈识略》[13]

宋代社会环境对女性头饰设计的影响。仇泰格

对明代妇女发型和发饰略有提及。但以上古籍

《明代金银首饰研究》[23]针对明代不同时期的金

并非服饰研究专著，其研究内容涉及明代江南

银首饰进行分期研究，并介绍了明代的金银首

社会的多个方面，女性头饰仅为衣冠服饰类别

首饰中宝石镶嵌问题
饰中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下的一小部分，对其形制、渊源及文化内涵并

等方面。彭梦莹《南宋金银首饰研究》[24]阐释了

无过多考证。
《舆服志》中记载了明代凤冠的具

南宋金银首饰的历史发展、造型、纹样、制作工

上饰九
体样式，洪武三年“凤冠圆匡冒以翡翠，

艺、
艺术特征和文化功能。陈寒佳《浅议东吴水

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树如之。两博鬓，十

乡妇女头饰的形制及其发展》[25]介绍了东吴地

二钿。”[14]《天水冰山录》中记录了各式耳环和

区妇女的“盘盘头”
、簪花、三角包头和“鬓角

耳坠，这类耳环的实物，在各地明墓中也有发

兜”
。周惠《晚明江南地区妓女服饰研究》[26]论

《醒世恒言》
《闲
现。此外，
明清小说如《金梅瓶》

述了江南地区妓女服饰的形制特征，其中包含

情偶寄》中对明代女性头饰也有所涉及。

对发型、 髻、头箍（眉勒、包头）和昭君帽（卧

2.2 近现代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研究

兔儿）形制和流变分析，
周惠《明代女子服饰研

近现代国内关于地域头饰的研究文献较

究文献综述》[27]中分析了明代的女子服饰的研

少，女性头饰多作为服装的附属品，在服装史

究现状、
服饰断代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女子服饰

研究和服饰通史等书籍中有涉及但缺乏详细

研究的不同侧面，指出明代女性服饰的研究热

介绍。如王熹《明代服饰研究》 阐述了女性服

点多集中于明代中晚期的僭越现象，
或以服饰

饰制度与风尚、妇女发型变化、化妆审美风尚，

通史的形式对服饰制度进行分析罗列，未能深

其中提到江南地区的服饰僭越现象以及以苏

入分析探讨。

[15]

州地区为代表的吴中地区服饰风尚，对江南地

通过知网检索“头饰”共搜集到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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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篇，
其学术相关度如图 3 所示，可知近五年

画图轴、明代

来国内外学者对对头饰的研究呈上升趋势，
头

德化窑观音

饰研究的相关词如图 4 所示，其中“文化内涵”

像、明代景德

“头饰造型”“服饰”“蒙古族”和“妇女头饰”

镇瓷碗等。图 5

位列前五。可见头饰的文化内涵、
形制特征、
少

所示 [29] 为明末

数民族头饰和女性头饰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8]。

画家陈洪绶所
作 《斜倚薰笼
图轴》，从中可

图 5 明《斜倚薰笼图轴》局部 [29]
Fig.3

见明代女子的

Part of “XieyixunlongTu”of Ming
Dynasty

发型和发饰特征。
就国内对明代服饰品以及女性头饰的研
究来看，
专家学者多关注于历代头饰的设计流
图 3 “头饰”学术关注度[28]
Fig.3

Academic Attention to Headwear

变、
材料和制作工艺、
少数民族头饰、明代墓葬
中的女性头饰等领域，鲜有女性头饰专门的地
域研究。前人的研究中对江南地区女性头饰内
容略有涉及但未专门研究，
故具有一定的研究
必要性和研究价值。

3 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研究趋势
目前国内对明代女性头饰的地域研究、头
图4
Fig.4

头饰研究的相关词[28]

Relevant Words on the Study of Headwear

目前明代江南地区头饰实物主要出土于
墓葬之中，在发掘的江南地区明代墓葬中，墓

饰与其他诸多因素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关注
度较低，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饰的研究领域、
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3.1 明代女性头饰研究领域

主人的身份从皇帝、藩王、品官到一般富裕的

明代女性头饰的研究领域多集中于明代

庶人等，几乎涵盖了明代社会各阶级。江南地

女性发型、发饰和化妆风俗，并结合各类传世

区的明代出土墓葬共 59 座，例如上海的顾从

画作和明清小说，梳理明代女性审美特征和妆

礼家族墓、陆深家族墓、潘允端家族墓、江苏武

发脉络。图 6 所示[28]为头饰研究的学科分布，

进的王洛家族墓等，主要是明代勋爵、品官及

可知头饰研究在旅游学科领域占比最大，
包含

庶人墓葬，其中南京共 28 位勋爵墓
主个体，这些墓葬主要有中山王徐达
家族墓、武清侯李伟家族墓、东胜侯
汪兴祖墓、海国公吴桢家族墓等[23]。
在江南地区主要博物馆中，馆藏明
代女性头饰数较多，包括发饰、冠
式、耳饰等，其中以金属和玉质发饰
为主。此外，在江南地区博物馆的其
它类别藏品中，也可窥见明代女性
头饰的大致风格与形制，如明代绘

图 6 头饰研究的学科分布[28]
Fig.3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of Headwea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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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的轻工业手工业占比次之，美术书法

全面系统地探讨
将细节逐步归纳成有机整体，

雕塑与摄影领域居第三位。头饰是服饰品的重

女性头饰与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的内在联系，

要组成部分，以服装和服饰文化为基础的头饰

推进服饰品地域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女性头

研究需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饰的现实应用而言，
需将明代江南地区女性头

针对明代女性头饰的区域研究，王熹《明

饰研究作为服饰品研究的典型个案，深刻把握

代服饰研究》指出明代服饰制度及风尚的研究

其在传统服饰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丰富启示，

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明代服饰的地理

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和现实语境，
为现代女性

分布状况和特征有待展开全面研究”“明代区

头饰的创新设计注入跨时空的文化内涵。

域服饰风尚研究还不够”[15]。不同地域因自然

4 结语

环境和风俗民情的差异，服饰风尚存在“十里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头饰研究的关注度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现象，全国范围的服饰

逐渐增多，并集中于对其文化内涵、造型等要

研究或将明代女性头饰作为服饰史的一部分

素的研究分析。头饰研究呈现多学科分布态

进行现象概述，易忽略地区发展的差异和不平

势，
服饰文化领域的头饰研究需掌握更多的话

衡性，难以体现区域服饰的个性特征，故针对

语权，服饰品地域研究将成为未来传统服饰品

特定地域的明代服饰需展开深入研究。

研究的发展趋势。江南地区发展至明代已愈益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发展到明

明显地展现出局部蜕变的斑斓图景，明代江南

清时期，呈现出少见的区域性“富态”[30]。江南

应深入探讨
地区女性头饰地域特征鲜明。因此，

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运输以及农

女性头饰与江南地域文化、
经济、
政治等因素之

业和手工业的商业性发展使其在明代呈现出

间的关系，完善明代女性头饰的发展脉络和理

空前的繁盛局面，社会生活条件的富足带动了

论体系，
并为服饰品的地域研究提供方法路径。

服饰的奢侈风气，以卧兔、金银发饰等为代表
的女性头饰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在明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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