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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近十年来，
明代服饰研究逐渐取得显著的学术成果。[研究方法]文章从通史性与专
题性两个角度，
[研究内容]系统梳理自 2008 年至今学术界对明代服饰的研究状况，以多学科领域服饰
经济学、艺术史对服饰研究的现状。同时对明代服饰的艺术特征、社会阶
研究出发，分析社会文化史、
层、
文献史料、
实物证据等展开探讨，
归纳与概括明代服饰研究的学术收获及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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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ostume Research in Ming Dynasty in Recent Ten Years
CHEN Li-juan, HAN M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esearch on costumes in Ming dyn ast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eral history and special topics,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costumes in the academic world since 2008. Based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of clothing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conomics and art history of costume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iscuss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lasses,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material evidence of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 and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weak links of research on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 costume research; culture of Ming dynasty; the literature;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relics

以年鉴学派为主的学者倡导将日常生活

奠定了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服饰

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这使服饰一跃成为解读

治史者无法绕开的开山之作。随着研究队伍的

社会行为与物质文化的密码，
“服装史似乎应

扩充，古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成效显著，形成以

该充满趣闻轶事，其实却没有那么多。一部服

周锡保、
周汛、
高春明、华梅、黄能馥、陈娟娟等

装史提出所有的问题：原料、工艺、成本、文化

为代表的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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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性、时装、社会等级制度。”
20 世纪 80 年

深入以及大量明代考古文物的出土，
明代服饰

代，服饰研究随着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

文化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中逐步占有举足轻

研究》一书的问世呈现出勃兴态势，该书正式

重的地位，经过近40 年实质性的发展，明代服

2019-05-17；

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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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研究态势已蔚为大观。前有王熹先生撰有

看，以上论著皆有所谈及明代服饰的相关问

《明代服饰研究简述》[2]一文系统整理明代服饰

题，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明代服饰发

的研究现状，综合概述 1980~2007 年间的百余

篇论文与专著，作者指出明代的服饰研究仍有

展、
流变的前因后果。

2 明代服饰的专题性成果

待深入，但不可否认，在断代性方面，明代服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

专题研究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学术价值。对明代

中论及古代服饰的社会性特征，认为服饰“可

服饰的探讨代不乏人，笔者在该文的基础上进

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间

行查漏补充，接续其时间下沿，以 2008 年至今

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
阶级关系、
风俗习

为时间限度，梳理近十年明代服饰的学术成

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

果，以求较为全面地呈现明代服饰的研究走向

[4]
料。”
服饰既是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
同时是

与学术脉络。

经济、政治、
思想、
社会风尚等因素相互融合的

1 明代服饰的通史性论著

产物，故明代服饰的专题研究可从多学科领域

服饰是解读社会生活的关键，具有特定的
食、
住
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
“社会各层次的衣、
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

切入。
2.1 文化史、
社会史与服饰研究
服饰在发明之初，仅具有“适身体，和肌

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 诚如布罗代尔所言，

肤” 的原始功能，但随着国家制度的完善，服

服饰制式、着装风格表象下的服饰史具有鲜明

饰也被赋予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从

的物质文化特征，故史学家将目光聚焦于此。

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代服饰，为管窥

明代服饰的研究常见于通史性著作的某一章

明代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角。原

节内，如学者们或长于梳理古代服饰沿革的历

祖杰的 《服饰文化与明代社会》
（
《文化学刊》,

史，或从整体上把握服饰的形成因素，或关注

2008 年第 1 期）根据晚明社会的服饰时尚运动

服饰的伦理功能和社会作用，或针对服饰的具

得出该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甚至已

体事物展开探究，诸如此类的研究已取得斐然

经达到近代化的门槛，
扣响社会转型的信号在

成绩，如马大勇《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

于明末传统服制被破坏而近代时尚的风气愈

发饰》
（齐鲁书社，
2009 年）、华梅与王春晓合著

演愈烈。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皇权与礼制：
以明

《服 饰与 伦 理》
（中国 时 代经 济 出版 社 ，2010

（
《求是学刊》，
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2008 年第

年）、张春新与苟世祥合编《发髻上的中国》
（重

认为皇权
5 期）探讨明代传统服制的兴衰成因，

庆出版社，2011 年）、李楠《中国古代服饰》
（中

意识与礼制观念对服饰的柔性制约着明代服

国商业出版社，
2015 年）、陶辉《性别·服饰·伦

制的损益。张志云的博士论文《明代服饰文化

（东华大学
理：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探微》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 颇为精彩且别

出版社，2018 年）等。

开生面，他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3]

[5]

不同于上世纪宏观叙述服饰史的研究方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描述明代社会与文化变迁

法，这类论著侧重于服饰文化的微观研究，服

的轨迹，
将礼治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解读明代

饰的流行风尚、伦理功能、具体形制诸多主题

服饰文化变迁的关键线索。王国彩的《明代服

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运用翔实的考

饰特点解析》
（
《文学教育 （中）》，
2012 年第 8

古实物、丰富的正史文献以及口口相传的民俗

期） 依据服饰文化的成因提炼明代服饰的特

资料等，拓宽了古代服饰的研究领域。概而言

点，认为在明代的政治背景、经济动因和哲学

之，从目前学术界对古代服饰的研究成果来

理论下，服饰色彩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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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封建意识与美好寓意又驱动着服饰图案的

统、
清新典雅、
华丽之美的明代服饰审美特色。

多样性变化。崔荣荣、牛犁所著《明代以来汉族

2.2 经济学、
消费学与晚明服饰风尚的突变

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 年）
》
（武

众所周知，
明代前期与晚期的社会生活迥

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一书紧扣明代社

异，最显著标志就是明末社会的奢靡之风大

会变迁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以历史文献、

起。
“服饰是人的生活必需品，
最能反映人的志

田野调查信息和民俗文物为依托，强调明代以

[6]
趣、
贫富和身份。”
社会经济、
消费主义与明代

降汉族民间服饰变革的时代性、复杂性和必然

服饰发生关联，主要表现为人们在购衣、着装

性，这是部明代服饰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紧

中的奢侈性消费。巫仁恕在《品味奢华：
晚明的

密结合的深耕之作。

（中华书局，
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2008 年） 中单

明人对服饰的审美观念与时尚心理也能

列“流行时尚的形成：以服饰文化为例”
一章管

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一服饰文化的

窥明末的服饰消费风尚，
其精彩之处在于将晚

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关注。薛梅的硕士论文《明

明平民服饰风尚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相联系，文

（山东大学，
代服饰审美文化研究》
2008 年）从

末创造性地述及士大夫对服饰消费与流行时

历史背景、发展轨迹、审美特征与后世影响四

尚的批判性观点。黄维敏在《晚明大红大绿服

个方面分析明代服饰的审美活动，认为社会结

饰时尚与消费心理探析》
（
《中华文化论坛》，

构潜在地影响明人的着装态度与审美情趣。任

2012 年第 6 期）通过对通俗小说与传世画像的

哲雪在 《浅谈中国明代女子服饰的审美取向》

解读，力证晚明大红大绿的服饰风尚实质上是

（
《大家》，2010 年第 19 期） 提出明代妇女的审

中低阶层对上层的身份消费和狂欢，关注到服

美取向由端庄、严谨、朴素的传统风格过渡为

饰的消费活动加剧了晚明社会地位和等级的

鲜艳、华丽、个性的时尚风气，强调这种审美转

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作者在《晚明清初市

变的背后原因更值得关注。贾琳的硕士论文

民服饰时尚与通俗小说》
（
《社会科学研究》，

（山东大
《变换的风景：明代服饰的时尚文化》

2014 年第 5 期）从市民服饰时尚消费在通俗小

学，
2012 年）通过分析明代服饰的时尚特征，
进

说中的记载，提出晚明服饰时尚历经阶层模

而窥探明代服饰的流行风尚、日渐兴盛的消费

仿、文化模仿与品牌模仿三个阶段，这样的研

活动及士大夫的审美论调，深度揭示这些服饰

究思路为服饰消费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野。

活动所隐含的社会变化与大众心态。刘迎梅的

周雅婷的硕士论文《明朝中后期女性服饰时尚

硕士论文《明代中后期汉饰审美文化研究》
（四

消费》
（北京服装学院，
2016 年） 以明中后期江

川师范大学，2013 年） 介绍明代汉族服饰的时

南地区女性服饰的时尚消费为研究对象，
就服

尚观念及美学意蕴，主张等级思想与哲学流派

饰时尚消费的缘由、
特点及影响展开论述。随

的涌现为服饰审美风尚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文

后，作者在《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时

化语境。刘捷的 《浅谈明清官服的美学特色》

尚消费状况》
（
《艺苑》，
2017 年第 1 期） 一文中

（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7 期） 以明

头饰、裤裙、
鞋履入
从当时消费量较高的服饰、

清官服的细节、色彩和图案为切入点，致力于

手，
分析明朝江南地区女子服饰的流行倾向与

分析清朝对明代官服中美学特色与设计风格

消费活动。

马艳波的《管窥明代服
的继承与创新。勾爱玲、

需要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明人购买力

饰文化的审美特征及价值》
（
《兰台世界》，
2015

的增强是造成晚明服饰风尚嬗变的主要动因，

年第 25 期） 认为明中后期侈靡奢华风尚的席

但不可否认，
其他的因素亦对明代中后期服饰

卷推动人们审美意识的解放，由此促成端庄传

风格的变化造成影响。赵秀丽在《明代皇帝与

服饰与文化：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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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饰变迁》
（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

麻具有强烈的等级性与象征性，绫罗绸缎等丝

第 1 期）辩证地看待皇帝在晚明社会服饰转型

织物是皇室贵族阶层的主要服饰质料，
而制作

中的影响，认为个别皇帝的服饰创意和主张得

粗疏的棉麻葛等是民间百姓服饰用料的来源。

到前所未有的呼应促使皇帝的辐射力、穿透力

“文禽武兽”
是官员品阶地位的重要标识，张玲

直接作用于大众。随着物欲的释放，明代中后

（
《现代传播
的《“衣冠禽兽”的文化符号读解》

期服饰的逾礼越制性特征愈加明显，主要表现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3 年第 7 期）从符号

为正、嘉以降，整个社会竞相侈丽、逾越礼制，

传播的角度出发，对官服胸背处图案的花样进

学界对此的关注多涵括于晚明社会风尚与服

行细腻的分析与解读，但这种胸背制度却随着

饰风格突变之内。薛梅在《明代中后期服饰风

明中后期政府控制力的弱化分崩离析。李中

格简析》
（
《大众文艺》，2010 年第 1 期） 将晚明

华、王宏付的《探析明代服饰中缠枝纹的艺术

服饰的僭越性归纳为标志性物品的僭用和奢

形式及文化寓意》
（
《服饰导刊》，
2014 年第 3

侈消费，
这直接影响明人对奇异服饰的审美追

期）以图像学、符号学与历史学知识为理论指

求。华强等人在《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与趣味

导，
注重考查明代服饰中缠枝纹的构图类别与

》，
的嬗变》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文化内涵，
认为丰富多样的缠枝纹承载着人们

2015 年第 4 期）以常州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的

对民康物阜、
平安喜乐的向往。梁惠娥在《明代

明代纺织品为实物依据，结合地方志等文献资

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

料，印证了正德以后服饰礼制的僭越性表现为

（
《丝绸》，
2017 年第 4 期）基于明代宫廷中流行

失序与紊乱、
奢侈与炫耀、吉祥与华美。

指明应景服饰受当
的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

2.3 明代服饰的艺术特征与类型

时节俗文化、商品经济、思想文化、宫廷制度、

以目前艺术史领域对服饰的研究成果来
看，学者偏向于探讨服饰外在的艺术表象，深

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展现出明代服饰
纹样的多样化。

入考察服饰纹样、形制用料、配饰点缀等造型

学界亦出版系统探讨明代服饰类型的相

（
《艺
风格，如万敏的《雕刻在经纬线上的艺术》

关专著。李雨来作为古代织绣品的收藏行家著

术与设计（理论）》，2008 年第 1 期）文中详细列

有 《明清绣品》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书

举明代服饰纹样的类型，认为资本主义萌芽、

中以大量未公开的实物资料为依据，并结合积

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技艺进步是造成织物纹

累多年的藏品心得与收藏经历，详细考证明清

样丰富繁多的主要成因。王渊在《补子名称的

两代的刺绣工艺、种类、区域风格、宫廷服饰

由来与变化》
（
《丝绸》，2008 年第 7 期） 一文中

等。阙碧芬、
范金民合著的《明代宫廷织绣史》

对补子的名称、源流与变化详加考辨，指出补

（故宫出版社，
2015 年）从手工技艺和艺术设计

子在明代中后期形成准确的使用规范。郑丽虹

的角度对明代宫廷服饰进行剖析，
提供了明代

的 《明代应景丝绸纹样的民俗文化内涵》
（
《丝

宫廷织品的发展全貌。王渊在《服装纹样中的

绸》，2009 年第 12 期） 针对与节令相适应的应

等级制度：
中国明清补服的形与制》
（中国纺织

景补服蟒衣和应景纹样面料，提出节令应景纹

出版社，
2016 年） 中复原与绘制出明清时期文

样影射了古老的“天人相应”思想，而应景纹样

献资料的补服纹样，并注意与出土文物相对

的出现是晚明极为活跃的民俗文化因子与服

照，梳理明清两朝补服制度的承袭与嬗变，分

饰风尚的有机结合。李雪艳的《丝裘棉麻与料

析不同品级的职司官员所用补子纹样的标志

之贵贱》
（
《艺术百家》，2013 年第 5 期） 认为饰

性特征与视觉化效果。邵旻的《明代宫廷服装

料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社会礼法制约，故丝裘棉

色彩研究》
（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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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染色工艺、染制再现的角度分解明代宫

饰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学界对服饰具体事象的

廷的服装色彩，运用视觉形式、数字采集等方

微观分析极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明代配饰发

式还原明代传统的服饰染色技巧，展现出中国

展、
流变中的诸多信息与细节，但限于篇幅，本

传统服装色彩的辉煌成就。

文不再对金银饰物、
裤裳鞋履等学术成果一一

此外，服饰也不单指服装，它又细分为服
装与首饰，
“泛指各种人体妆饰。包括冠巾、
发

列举。
2.4 对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服饰研究

式、妆饰、衣服、
裤裳、
鞋履、饰物等。”[7]学界对

“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也无不具有自己

这方面的研究亦渐至佳境，于长英在《明代藩

群体的性格与行为特征，
”[8]明代社会无疑是等

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
（《南方文物》，
2008

级分明、秩序井然的专制社会，因此多样的社

年第 1 期）中以江西出土的两件藩王妃霞帔为

会阶层与复杂的社会人物被纳入服饰的研究

主线，厘清明代后妃所用霞帔与霞帔坠子的具

范围。统治阶层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服饰成为宣

体形制与礼服制度，验证了明代文献资料对冠

示王权的象征性符号，学界对帝后服饰的探讨

服制度的准确记载。陆锡兴的《明代巾、
簪之琐

取得阶段性的进展。董进的《图说明代宫廷服

论》
（
《南方文物》，2009 年第 2 期）从绘画图像、

饰》篇幅极长，
分九期在《紫禁城》上连载，
面面

文史资料与出土文物中寻找证据，逐一考辨网

俱到地阐述了皇帝、皇后与后妃所用的礼服、

巾与簪子的名称与类别。丁文月在《明代霞帔

常服、便服，作者以插图与文字相结合的手法

研究》
（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文章贯串驰
使鲜为人知的宫廷服饰浮现于世，

2012 年第 1 期） 文中从霞帔的形制、纹饰、
用

骋，
雅见匠心，
实乃佳作。不仅如此，
作者在《大

色、工艺、仪制等方面阐述其装饰作用与社会

明衣冠图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作用，揭示了霞帔具有身份地位、尊卑秩序的

用 Q 版形象绘制了中国明代宫廷与民间的服

的象征意义。朱曼在《论明代凤冠霞帔的定制

饰，除详细介绍帝王后妃、皇子亲王、宫廷内

与婚俗文化影响力》
（《美术教育研究》，2013 年

侍、文武大臣的服饰类别外，还将研究对象扩

第 9 期）探究了原为朝廷命服的凤冠霞帔下移

展到庶民、仆役、优伶、僧道等特殊阶层，书中

民间继而大行其道的原因，认为凤冠霞帔在明

的漫画形象和注解皆参考明代服饰实物、绘画

代民间的流行促进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王

以及典籍文献，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知识性和

（
《甘肃联
玥在《云肩在明代汉族服饰中的运用》

收藏价值。

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提

在明代官服的研究中，
学者们显然倾向于

出云肩源于元代贵族服饰的观点，认为云肩由

从背子、补服、蟒衣、官袍等形制切入，这种具

于具有衣料普通、实用美观的特点进而成为汉

体而微观的研究视角揭示出明代官服具有规

族女性的常用配饰。祖倚丹等人的《明代服装

制严格、
礼服繁缛的特点。杨奇军在《中国明代

（《丝绸》，2015 年
中褶裥和分割线的应用特征》

文官服饰研究》
（山东大学，
2008 年） 用图像与

第 2 期）以孔府旧藏、定陵、南苑苇子坑、山东

文字最大限度地复原并绘制出明代文官的服

鲁王墓等地挖掘或留存的明代服装实物为例，

装款式、造型结构与穿着方式，认为明代文官

分析明人对腰部褶裥、下摆分割线等传统服饰

服饰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赵勇的硕士论文

风格的改造与重塑。徐纯的硕士论文《明代配

（山东师范大学，
《明代汉族服饰研究》
2010 年）

（湖北美术学院，
饰的传承创新运用研究》
2016

就明初恢复唐朝服制的服饰改革问题入手，分

年）以不起眼的纽扣、补服为研究对象，分析明

析明代服饰在承前遗风、服饰变革、后世影响

代服饰对现代服装的影响以及今人对明代服

等方面的实际内容。王渊的博士论文《补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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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
（东华大学，2011 年） 着眼于明清补服

依据文史资料的记载，对明代赐服的背景、对

制度的演变过程与文化内涵，认为特定的社会

象、
类型、
社会功能做了全面的论述。学界对赐

时代背景对补服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

服的研究表明，它不仅是天子对亲王宗室、文

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对比明清两朝的补服形

武将相、及第举人宠爱特赏的行为表现，更是

制与穿着规定。著名明清服饰收藏家李雨来提

明王朝促进外交往来、民族交流、地方关系的

供 8 件明官袍标本用于近距离的全方位研究，

重要手段之一。

刘畅的《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
（北京服装

“女性在服饰文化建构上总是在一种自觉

学院，2017 年） 就是以此标本中的明代官袍为

与不自觉中交替进行，
社会性别的不均衡导致

研究对象，继而窥探整个明代官袍的服饰结构

[9]
女性在权力分配上呈现弱势状态。”
服饰是女

与规制。

性的身体符号与外部象征，
对明代妇女服装及

蟒衣、飞鱼服、斗牛服等是明代特有的赐

配饰的探讨十分必要。
“卧兔儿”
作为毛皮饰品

服，治史学家们偏重于探究赐服的社会功能。

常见于晚明女子的秀发中，陈芳在《晚明女子

纳春英在《明赐服制初探——
—以播州宣慰司杨

头饰
“卧兔儿”
考释》
（
《艺术设计研究》，
2012 年

氏的赐服为例》
（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 年

第 3 期）中探索出它清晰的形制、流行的时间、

第 12 期）列举明代播州的赐服情况，寻找明王

固定的戴法与演变的规律，认为女性佩戴“卧

朝利用赐服对土司进行管辖的史实，而且还对

兔儿”的风气是明代头箍和皮货贸易的衍生

赐服的种类、缘由以及赐服的作用进行交代。

物。此外，陈芳的 《明代女服上的对扣研究》

其后，纳春英又在《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
以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
2013

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年第 5 期）着力于梳理明代女服中织物对扣的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考察了明

使用概况，
主张行用阶层、使用场合、
材料产地

中央利用赐服的手法抚慰西南土司，认为此举

和手工技艺等因素使一枚小小的对扣承载了

旨在达到招抚西南夷的目的。李丽莎的《“质

多重社会文化含义，继而又论及女服立领受传

孙”对明代服饰的影响》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

统贞德观念的影响至深。蔡小雪的硕士论文

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追溯明代赐

《明代中后期女子袄服研究》
（江南大学，2018

服的渊源、名称及造型变化，梳理了蒙元时期

年）将文献、
画像等史料与出土、传世的实物相

的质孙服在明代被改造与接受的过程。赵连赏

互映证，
系统爬疏明代中后期女袄的源流和种

的《明代赐赴琉球册封使及赐琉球国王礼服辨

类、
形制和结构、艺术特征和影响因素，总结出

析》
（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1 期） 通过

女子袄服具有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华丽多彩

辨析琉球国的册封礼服和印章规格，认为明帝

的风格。随后蔡小雪等在《明代中后期女袄纹

王赏赐赴琉球册封使和琉球国王的礼服存在

样的表现手法与装饰特征》
（
《武汉纺织大学学

着明显的越级与混乱现象，并由此探析明代朝

报》，
2018 年第 6 期）将女袄的装饰特征归纳为

廷对琉球的礼仪规格和外交策略。黄维敏在

纹样题材的世俗化、
织绣技艺的多样性以及位

《蟒衣逾制与晚明小说的民间书写》
（
《四川师

置布局的新颖性，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深受当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从

时社会风尚、行业发展、思潮文化等因素的影

晚明小说、正史典籍中剖析蟒衣在明代社会中

响。由此可见，妇女不仅主动参与服饰文化的

僭礼逾制的风气，认为皇帝滥赏、太监专权是

形成过程，
还在着装中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识与

造成蟒衣僭越现象的主要原因。余建伟的硕士

时尚心理。

论文《明代赐服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2013 年）

2.5 从笔记小说、传世实物或考古遗存看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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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羽 华 裳——
—明 清服 饰 特展》
（齐鲁 书 社 ，
以明代流传的世情小说为对象，对其中描

2013 年）基于山东博物馆馆藏、孔府旧藏及鲁

绘的人物服饰进行探讨，是近来服饰研究的一

王墓的实物资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讨论明清

种新思路。熊岚的《“三言”“二拍”中的明代

鲜明的传统服饰风格，
凸显出明清服饰在整个

服饰文化管窥》
（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年

古代服饰史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学术论文主要

第 4 期）以“三言”“二拍”中明确发生在明代

有韩敏敏在《瑞兽祥禽画衣冠，黼黻灿烂文章

的 68 篇作品为研究对象，层次清晰、类别齐全

鲜》
（
《收藏家》，
2012 年第 10 期）对比研究山东

地考察商人、富家子弟和女性的服饰特点与流

博物馆馆藏明代官服的纹样于图案，侧面反映

行风气，认为经济上的富有和强烈的审美需求

出明代高超的织造技艺，与此观点一致、研究

是服装风格变化的主要动因。李小虎的硕士论

—
方法相似的文章还有庄英博的《绝世风华——

文《< 明史·舆服志 > 中的服饰制度研究》
（天津

（
《收藏家》，
山东博物馆收藏之孔府明清服饰》

师范大学，2009 年）抽取《舆服志》所载的比较

2014 年第 1 期）。李娉等在《吉光凤羽——
—孔府

典型的服饰制度进行研究，认为这套服制中的

旧藏之明代红色湖绸斗牛袍》
（
《文物鉴定与鉴

纹样、图案、
面料等贯穿了儒家礼教的伦理观。

赏》，
2014 年第 1 期）对衍圣公府旧藏服饰中的

丁艳芳在《< 金瓶梅词话 > 男子服饰新探》
（
《南

“斗牛袍”
纹样进行细致地分析。许晓的硕士论

方文物》，2012 年第 4 期）对书中出现的男子巾

（苏州大学，2014
文 《孔府旧藏明代服饰研究》

帽名目、衣着类型进行整理分析，并与文献记

年）从整体上把握孔府旧藏服饰的背景、款式、

载、出土实物互为补充，增强了论断的科学性

纹样、质地及特点，呈现出孔府旧藏明代服饰

与说服力。
《天水冰山录》作为明代权臣严嵩家

的全貌。崔莎莎等的《孔府旧藏明代男子服饰

产籍没册之清代抄本，记录在内的服饰条目不

结构选例分析》
（
《服饰导刊》，
2016 年第 1 期）

计其数，王凯佳在《< 天水冰山录 > 中的明代纺

通过选例分析、
列表比较的方式研究孔府旧藏

（
《丝绸》，2017 年第 11 期）从
织服饰信息解析》

中较为典型的服装类型，
探讨了明代男子服饰

织物品种、图案、颜色、服装款式和图案的装饰

的文化内涵、
服装结构及剪裁方法。

工艺五类来解析籍没录中的服饰信息。竺小恩
在《< 金瓶梅 > 中明代女子服饰： 髻与头面》

出土的服饰实物紧密结合文献记载，
以此
进行实证研究成为探讨明代服饰文化的主流

（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年

趋向。上世纪至今，江苏泰州陆续发掘十几座

第 2 期）以世俗小说《金瓶梅》为蓝本，对明代

明代中晚期墓葬，
相继清理出三百余件明代服

女子的首服与头饰进行深入细微地研讨。作者

饰，
学界对此展开一系列的研究。解立新的《泰

另有 《从 < 金瓶梅 > 看晚明女子服饰风尚》

州出土明代服饰样式漫谈》
（
《东方收藏》，
2012

（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年

年第 1 期）汇整出六座泰州墓葬中的服饰随葬

第 1 期）讨论小说中的袍、衫、袄、裙、比甲等女

品，以此讨论晚明僭越礼制、追求奢华的服饰

子服饰，
借此审视晚明社会的服饰风貌。

风格。紧接着作者又发表《江苏泰州出土明代

孔府所藏明代服饰的数量之多、种类之

服饰综述》
（
《艺术设计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全，已引发史学界的研究热潮。王斌主编的《斯

一文系统介绍泰州明墓中官臣阶层的服饰实

文在兹——
—孔府旧藏服饰》
（山东博物馆，
2012

样式的多样性、纹样
物，
从出土服饰的原始性、

年）将孔府旧藏的明代传世成衣实物细分为祭

的代表性、色彩的单一性和织绣的可研性侧面

孔服饰、官府、常服、吉服、便服，探究孔府旧藏

展现出泰州独有的地区文化。陆锡兴在《明梁

服饰的形式美与内容美。故宫博物院等合著的

（
《南方文物》，
庄王墓帽顶研究》
2012 年第 4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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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过明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详论元明两代

学者
域特征的研究有待深入。以区域为个案，

帽顶与大帽的形制、特点、异同等内容。刘冬红

大多根 据墓 葬 中出 土 的服 饰 实物 结 合 地方

的 《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
（
《南方文

志、正史等所载的资料论述该地域的服饰特

物》，2013 年第 4 期）依托现已出土的明代墓葬

征，并几无异辞地得出晚明时期的服饰风尚

中的服饰实物，重点阐述了明代服饰流变的三

趋于奢靡。但命题范围内的服饰风尚与其他

个时期，揭示明代服饰具有朴素划一、寻求多

地区甚至全国的服饰风尚存在着差异性，所

变及百服争艳的特征。郭正军的《江苏地区明

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将全国范围内

代浇浆墓及出土服饰的初步研究》
（《中国国家

的服饰风尚简单地一概归结为由俭入奢、由

博物馆馆刊》，2016 年第 10 期） 根据江苏地区

守序到失范颇为不妥，其服饰风尚的渐变并

明代浇浆墓的出土物，对陪葬服饰的类别、
款

非一蹴而就，
实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

式质地等方面进行细致地分析，认为随葬服饰

不同地域服饰风尚的成因也不尽相同，地域

存在着明显的逾制现象。

文化是一个社会总体发展情况的缩影，然而

3 明代服饰研究的学术收获及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明代服饰的专题性研

“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
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

究取得显著的学术进展。第一，综合运用多学

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10]，

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知识，不再片面地从

因此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仍需学者持之以

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明代服饰文化，注意到明代

恒地研讨。另一方面，明代汉族服饰对历代的

服饰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间的内在关联，

继承、明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尚未引起重

以此审视明代的服饰制度与社会风貌。第二，

视。明朝是中国古代汉族服饰的集大成者，明

全方位地论述明代服饰的艺术特征，具体而微

太祖在洪武元年“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尽管明

地探讨图案纹样的变化规律、衣料质地的文化

初明确废止了元代服饰，并尽复“汉官威仪”，

内涵、染色织造的造型工艺等服饰类型，同时

实际上明代服饰形制中承袭历代服饰的元素

涉及到明代服饰中的特殊服制与具体事物。第

俯拾皆是，然而学者在明代继承历代服饰制

三，学者基本认同明代中后期的服饰具有僭礼

度的具体类型、
比例的问题上尚存阙疑。不仅

越制、侈丽奢靡的风格，基于此将明代服饰划

如此，放眼明代的少数民族服饰，需要从其民

分为初、中、晚三期，着重梳理明代服饰风尚的

族服饰文化的独特性与原创性出发，俯瞰多

变化轨迹与影响因素。第四，研究者多采用图

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并注意汉族服饰对周

文并茂的方式探究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服饰面

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

貌，从帝后皇室、文武群臣到社会底层的服饰

损益
孟森先生有言：
“明承法纪荡然之后，

类别、式样、质地的探讨十分广泛。第五，采用

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

第一手资料作为史料证据，对明代服饰的分析

清承之不敢国
制，
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

紧密依托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及考古遗存，
根

差，
遂各得数百年。”[11]服饰制度作为明代制度

据所得实物研讨该地区的区域性服饰风格，
描

文化的关键一环，历经数位皇帝的修订与完

绘并建构出明代服饰文化的完整历程。

善，
与明代的社会制度、治国方略息息相关，故

明代服饰文化经过学界专家的不懈探索

为明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探讨明代服饰制度的

与努力已获得卓越的学术成就，但纵观明代服

历史发展，既能揭示明人社会生活的全貌，同

饰研究现状，其所得成果仍存在薄弱环节与拓

时现代服饰对明代服装元素的应用又凸显出

展空间。一方面，对明代服饰的分布状况及地

明代服饰文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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