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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我国成人礼文化及其礼仪服饰在现代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社会大众接受度低、传统礼仪
以期
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无法契合等问题。[研究方法]文章基于问卷调查、
SPSS 软件数据分析及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
分析我国现代成人礼及其服饰文化发展现状与问题。[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成人礼服饰文化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且与成人礼仪式的发展不同步。关于现代成人礼服饰提出“三点一线”的建构模式以解决其定义、形制等方面界
定模糊不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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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ies of Clothing Culture
in Coming-of-age Ceremon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AO Hui, ZHU Qing-qing

(School of Fashion ,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ing-of-age ceremony and its
formal cloth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social acceptability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raditional
etiquette culture and modern life styl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data analysis of SPSS software and the research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realiz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coming-of-age
ceremony and its dress cultur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ress culture of Chinese coming -of -age ceremony doesn’t get
enough attention and is out of ste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ing-of-age ceremon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the“three points and one line”constructed model of the dress of modern
coming-of-age ceremony to solve its problems that its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have vague definitions.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coming-of-age ceremony; the clothing culture in coming-of-age ceremony; traditional culture

成人礼，又称成年礼，是一项重要的人生仪

统成人礼文化及其服饰文化的认知和普及程度

礼，是指“为达到性成熟或法定成年期的少年举

仍旧不高，在仪式活动中也不乏存在敷衍了事、

行的一种仪式，以此确认其为成年，接纳为社会

浮于表面的情况。本文基于这样的社会情况与问

的正式成员，或一种宗教团体的成员”[1]。作为中

题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并进行数据分析，以

国传统礼仪之一，传统成人礼仪式复杂且繁琐，

我国现代成人礼发展现状为切入点，从中总结和

其仪式的主体部分为加礼即通过服饰的更换以

分析现代成人礼文化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2]

表达对新成人身份的肯定 ，故我国成人礼礼仪

在此基础上发掘和整理有关成人礼礼仪服饰文

服饰在研究成人礼文化的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化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以期促进我国成人礼服饰

重要部分。但我国社会对于成人礼文化、民族传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1 问卷研究方法
1.1 问卷与样本描述
2019-12-07；

2020-02-09

湖北省哲学社科重大项目(19ZD033)
陶辉，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朱青青，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研究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
网络发放问卷，完成调查研究，共收集到调查样
不同
本 491 个。其中，
调查对象包括了不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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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职业的人群，
故

成人礼是一种基于情境活动下的青年人体验式

样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本次调查问卷的数据经

教育[3]，这就要求我国现代成人礼在发展过程中

SPSS 克隆巴赫 Alpha 可靠性分析结果为 0.764，

必须保证青年人的实际参与。同时，在整理和分

即本次问卷的信度较大，
分析数据可靠度高。

析调研数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性别因素影响

1.2 数据处理

下，男性和女性对于成年礼文化的认知程度有很

通过利用 SPSS 软件中的简单描述统计、交

强的区分度，
且女性具备比男性更强的文化接纳

叉表、
相关性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

倾向性；在年龄因素的影响下，年龄断层及不同

分析等方法，
分别推断不同因素对我国居民关于

年龄段的人们对于成人礼文化的认知、态度和参

成人礼文化及其服饰文化的认知程度、所持态度

与情况都具有极大的区分度，
青年人具有更强的

和我国成人礼文化及其服饰文化发展现状及存

行动力，
而年长者在认知上更深刻。
笔者认为，通过总结由性别导致的文化接受

在问题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观因素影响下的成人礼文化发展现状

差异性现象以及年龄差距导致的社会与家庭文

及分析

对于人们观念的影响情况，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

根据问卷所得到的数据，
笔者以是否参加过

化教育情况、
不同时代国家所推崇的政策思想等
主观方面解释现代成人礼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

成人礼作为分组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得

题并提供解决方向。

验的 sig.值分别为 0.006<0.05、
0.039<0.05、
0.006<

发展现状及分析

到的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员 可得，莱文方差检

2.2 客观因素影响下的成人礼及其服饰文化

0.05, 所对应的双尾 sig. 值分别为 0.008<0.05、

0.013<0.05、
0.007<0.05，且 t 值均抑3，故可得分

通过成人礼仪式的内容来表达社会对于青

析结果拒绝零假设，
所选择的两样本之间均有显

年人的要求与期许，
是我国发展成人礼仪式的意

著差异性。即在是否参加过成人礼的条件因素影

义，但我国成人礼发展现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响下，
人们对于成人礼这一传统仪式的认可度具

其本身的仪式形式和内涵。

有显著的差异性，
并且结合组统计中的平均值数

在本套问卷中关于成人意义和成人礼意义

据可以看出，
参加过成人礼仪式的人对于成人礼

的题中同时包含有含义相近的选项，笔者将其数

接受及认可程度
这一中华民族传统仪式的内涵、

据进行了交叉表分析后得到结果：认为成人意味

都更高。

着“人生转折与成长标志”的人中，仅有 81.8%的

通过初步的分析数据可得，经验因素极大的
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水平与认可程度。我国的传统
表1

人承认成人礼是能作为青年人“步入成人的标

志”
；
认为成人意味着
“承担责任与义务”
的人中，

独立样本 T 检验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Tab援1

莱文方差等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性检验
检验变量样本

您觉得成人礼对您的影响程度
是(1 至 5 递增)
您认为成人礼存在的必要程度
(1 至 5 递增)

假定等方差

显著性

t

自由度

7.525

.006

2.519

489

.012

2.660

285.010

2.370

不假定等方差
假定等方差

4.294

.039

不假定等方差

您认为在当代社会, 实行传统

假定等方差

成人礼的必要性(1 至 5 递增)

不假定等方差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误 差值 95%置信区间

F

7.676

.006

（双尾） 差值

差差值

下限

上限

.308

.122

.068

.549

.008

.308

.116

.080

.536

489

.018

.301

.127

.051

.550

2.496

283.076

.013

.301

.121

.064

.538

2.499

489

.013

.306

.123

.065

.547

2.709

302.802

.007

.306

.113

.08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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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 72.2%的人认同成人礼能启示青年人以“承

担社会责任”
的意义。这说明在我国现代社会中，

03

服饰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其御体保暖的物质

大部分民众并不能够将成人意义和对即将成年

性与人类社会的精神性上，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

的青年人的期许与成人礼的文化内涵等同。

包含着社会地位、民族文化等内涵。在我国的礼

而 在 成 人 礼 仪 式 内 容 相 关 的 问 题 中 ，有
，有
64.2%的人认为现代成人礼“过于形式化”

“活动单一、
缺少创意”
。我国的
53.6%的人认为其

治文化中，
服装在礼仪中所代表的意义也更加深
刻。
结合“对现代青年人穿着传统服饰的看法”

“成人礼”仪式存在只关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而

与“在人生礼仪上，倾向于穿着中国传统礼服的

忽视公民教育的精神和思想素养方面的培养的

程度”这两题的统计数据可得：在最不愿意穿着

问题 ,导致现实生活中众多学校将成人礼仪式

传统礼服参加人生仪礼的人中仍有 55.1%认为

的现状便不难解释我国成人礼在现代社会不乏

的人
“也想参与”
成人礼仪式。这说明我国的传统

[4]

变相地组织为领导讲话和高考动员等活动，这样

、10.2%
成人礼“对弘扬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意义”

作秀、
空泛的仪式形式下是如何失去了其原本的

礼仪与传统礼仪服饰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

仪式意义和文化内涵的。

系，
社会大众中仍旧存在支持传统礼仪文化却不
认可传统礼仪服饰、
忽视传统礼服中同样蕴含着

我国传统成人礼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

民族文化的现象。

程中，
不仅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完善自身的仪式与

结合“您觉得现代成人礼存在哪些问题”与

内涵，
也需要借助外部的资源和媒介来更好的实

“您认为，现代成人礼需要专门礼服的必要性”两

践和推广。
我国大多数即将成年的青年人都是在校的
中学生，
这样的社会现实便可以解释在参加过成

题的统计数据可得：认为现代成人礼“服饰太随
意”
128 人中仅有 5.6%认为现代成人礼不需要专
“服饰缺乏现代感”的受
门的礼服，
同理在选择了

人礼的受调查者中有 75%的人都是在学校参加

调查者中有 82.2%的人们认为专门礼服在现代

限于学校的生活，
“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不利于培

人礼中礼仪服饰问题的不满情绪不是来源于其

养他们的社会交往、
职业体验、生活实践等能力。

文化和内涵，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其服饰的造型和

同时，
在生活中还有许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完成

外观设计。

学业的青年人，
他们的成长和成人也应当得到关

2.3 关于我国现代传承和发扬成人礼文化工

注和重视。成人礼举办场所的限制从一定程度上

作的对策思路

的成人礼仪式。但青年人多元化的成长不应该局

成人礼中是非常必要的。这说明人们对于现代成

也局限了其仪式内容的创新和实施。

中国现代成人礼的建构包含了成人礼目标、

除此之外，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

类型、举行方式和服饰四个维面，通过这四个维

代，
我国成人礼文化的推广却局限于口耳相传和

面对我国成人礼发展现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

书籍，在问卷调查中通过电视、网络等新时代的

结和反思。

传媒方式了解到成人礼文化的受调查者仅占不
“媒体的炒作
到 20%；
除此之外，
在认为成人礼是

工具”的受调查者中，29.4%的人在电视中见过，

我国社会推倡青年人以“礼”为核心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塑造

[5]

，问卷中“成人宣誓仪式”

而 32.4%的人甚至从未见过成人礼。文化的弘扬

“感恩父母师长”
“公民意识教育”和“传统文化

和发展需要建立在社会大众普遍认知的基础上，

学习”
“志愿服务活动”等仪式内容的高选择率

而成人礼文化宣传途径的落后是导致文化发展

都说明了当代人们理解下的成人礼不仅是一场

滞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媒体的宣传手段也

作为青年人成年见证的仪式，也是对当代青年人

不恰当的普及
会给人们的认知和态度带来影响，

各方面的人格塑造起着积极推进作用的教育活

方式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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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行皮尔逊相关性的分析，
得到表 2 所

有在正视我国社会需求和青年人的成长情况的

的 sig 值=0.000<0.05，
且其皮尔逊相关性=0.680>

标，从而拓展出切实的仪式内容、体现出传统仪

示分析结果。从表 圆 中可得，
这两题的调查数据

基础上，才能制定和达成我国现代成人礼的目

0.4，证明此二题之间具有相关性：这说明我国社

礼的内涵。

会对于成人礼的定义是以我国传统成人礼文化

为基础的，
因此制定我国成人礼的目标首先应当

我国现代成人礼主要体现了其象征性, 是一

以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为立足点，
以
“礼”为核心进

种通过仪式的熏陶来强化青年人合乎时代的人

行多方面拓宽。

生观、价值观培养的方式以达到教育意义的人生

表2

仪礼。区别于婚礼这类实践型的仪礼，我国成人

相关性分析（员）

Tab.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员）

礼更适合与现代社会发达的科技、多样的传媒和
可靠的政府工作相辅相成。

您认为成人礼 您认为在当代
存在的必要程 社会, 实行传
变量样本

度 (1 至 5 递 统成人礼的必
增)

您认为成人礼 皮尔逊相关性

增)
您认为在当代

成人礼节目，邀请了航天英雄杨利伟、科学家袁

递增)

隆平等当代成功人士为现场的青年人分享自己

1

.680

的成长经历、经验教训和未来寄语，并通过大众
传媒的途径教导全国各地的青年人要树立以国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491

491

皮尔逊相关性

.680

1

社会, 实行传
统成人礼的必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491

家兴亡为己任的人生责任感。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我国现代社会信息传
播最有效的途径，传统的纸质书刊在传媒途径中
已不占优势，
在本次调查中仅有 9.78%的人从教
科书、报纸或其他书刊读物上了解到成人礼。但

要 性 (1 至 5
递增)

南省委合力打造的名为
“十八而至，青春万岁”的

要 性 (1 至 5

存在的必要程
度 (1 至 5 递

共青团湖
2009 年湖南卫视与《中国青年报》、

491

文字在描述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时的真实细致
和深刻仍旧是无可取代的，
因此应运而生的电子

在世界范围内，
众多国家和民族也都有举办
英国专门的成人
成人礼仪式的历史和现代实践：
礼协会通过设置远航捕鱼、独跨荒原等考验来测
试年满 16 岁的孩子是否已经具备成人的勇敢沉

书刊有效的填补了网络文化传播的空白。
2018 年共青团中央印发 《全国中学生 18 岁

成人仪式规范（试行）
》，
深入贯彻落实《中学共青

团改革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对于成人礼仪式

着、
诚实善良等优秀的品格并帮助他们培养在未

举行的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和基本程

知与艰苦环境下独当一面的能力；
法国的成人礼

序等作出了相关规定，
这一规范得到了社会各界

以舞会为主，父母们希望孩子通过成人舞会结交

的认可与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展开了实践。

更多的朋友、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韩国的成人

笔者认为，无论是新媒体还是旧传媒形式的

礼源自中国古代周礼，
由政府或社会团体选定成

新诠释，都与我国现代成人礼的发展相得益彰；

年日后，
以学校或工作单位统一举行包括
“三加”

同时政府的号召力对于象征型仪礼的构建有着

等传统内容的仪式；
印度则通过成人礼来表达社

极大的影响，
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人民积极

会对孩子成年的认可，
如印度瓦努阿图等部落通

性、提高社会关注度，还能对成人礼仪式作出思

过举办“死亡跳”仪式来考验年轻人的勇气和胆

想、
实践上的道德约束和部署。

量，
并以此为承认其社会地位的标志[6]。
现代成人礼仪式中活动内容的制定需要兼

我国成人礼采用集体式举行方式，不仅符合

顾政治性与道德性、教育性与纪念性、规范性与

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还能起到集体德育的重要

多样性，
同时要跳出形式化的枷锁[7]。笔者认为只

作用。基于这样的方式，
如何选择既符合成人礼

服饰与文化：
服饰礼仪

05

举行方式又能烘托我国传统文化和仪式氛围的

款式和意义三点的基础上，
在时间线上将古代传

地点便尤为重要。

统民族文化和现代社会民族精神相连：

这题
由
“您认为成人礼活动的场所应该在？”

我国现代成人礼服饰需要明确的定义为成

的数据条形图 1 可得，
占比最高的两个地点分别

人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我国传统成

为学校和城市文化中心：学校的文化氛围优良，

人礼中礼仪服饰就在“三加”礼中承载着重要作

在教书育人之地举办成人礼更能督促青年人发

用。服饰在我国古代成人礼仪式中不仅是象征着

奋学习；
城市的文化中心则是代表一个城市内涵

礼仪、
文化和道德的符号[9]，
也承载了仪式所包含

的场所，日本政府便规定凡满 20 岁的青年都需

的文化意义：服装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象征性，

庄或城镇统一组织的成人礼仪式[8]。

国民俗中，
用一些约定俗成的服饰来装扮自己已

在每年 1 月第二周的周一身着和服参加街道、村

是最普通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事象[10]；在我
经成为节日的标志[11]。除此之外，统一的礼仪服
装在营造出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时能加深了参
与者的印象，成人礼服饰区别于日常穿着的民族
服饰还承载着传统民族礼仪文化。通过进行皮尔
逊相关性的分析，得到表 3 所示分析结果。从表

3 中可得，这两题的调查数据的 sig 值=0.000<

0.05，且其皮尔逊相关性=0.654>0.4，证明此二题
之间具有相关性，即我国居民对于成人礼的实行

与成人礼服饰的认可倾向是具有一致性的，这说
明我国社会普遍认可传统成人礼与其专门礼服
之间具有直接关联、
互相依托且不可分割的。但
图 1 成人礼活动场所的调查图

目前我国现代社会举办的许多成人礼仪式在这

Fig.1 Bar chart of the place of coming-of-age ceremony

方面都存在着疏漏甚至是直接忽略，笔者认为在

虽然在受调查者中仅有 12 人选择了博物馆

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成人礼文化的同时，对其礼

这一选项，但作为记录人类文明的场所，博物馆

一次完整的成人礼
仪服饰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

中的历史遗迹和文化、
当代尖端科技和先进思想

仪式离不开专门的礼仪服饰的加持。

中也能带给青年人以人生启示和引导。除此之
外，
文庙作为中国古代青年学习儒学及祭祀孔子

表3
Tab.3

的场所，
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内涵也能让青年

相关性分析（圆）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圆）

人在庄重、严肃的氛围下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

变量样本

虽然成人礼的举行方式给举行场所划定了
要求，
但不同的举办场所也能反衬出的成人礼丰
富多样的内涵。笔者认为，
成人礼的举行方式不
该刻板的规定为某一个特定的场所，而是要针对
成人礼不同的举办目的和仪式形式，因地制宜的
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现代
在现代成人礼的建构中，
成人礼服饰需要在“三点一线”的框架下进行建
构，即在明确我国现代社会成人礼服饰的定义、

您认为, 现代 皮尔逊相关性
成人礼需要专
门礼服的必要 显著性（双尾）
性 (1 至 5 递
增)
个案数
您认为在当代 皮尔逊相关性
社会, 实行传
统成人礼的必 显著性（双尾）
要 性 (1 至 5
递增)
个案数

您认为, 现代
成人礼需要专
门礼服的必要
性 (1 至 5 递
增)

您认为在当代
社会, 实行传
统成人礼的必
要 性 (1 至 5
递增)

1

.654
.000

491

491

.654

1

.000
491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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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关性分析（猿）

我国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故

Tab.4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猿）

我国民族传统服饰经历了许多次改革，导致现代
社会成人礼的礼仪服饰无法规定为统一的形制。
从
“您认为，
现代成人礼服饰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
题中的统计数据可得：共有 45.62%的受调查者

变量样本

选择了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其中有 22.20%的人
选择了
“汉服”
、
“唐装”、
5.50%的人选择了
17.92%

，除此之外 9.98%的
的人选择了
“旗袍与中山装”
人选择了“西式服装”
，而选择了“根据古代成人
的人数高达 32.99%。从数据中
礼礼服创新设计”

不难发现，民族传统服饰在视觉效果、仪式氛围
的营造中是最能直接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礼
仪服饰，但其形制众多、较难统一且与现代社会
的生活方式相差甚远；
西方礼仪服饰在现代成人
社会已成为主流的正式着装，
但与我国传统民族
而创新设计的成人礼
文化教育还是较难相适应；
服饰既能保留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又做到了结
合时代发展的背景、
现代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流行
趋势，
能够较好的融合中式传统礼服和西方礼服
的优点。一味的仿古和全权接收外来文化都不利
于我国青年人的三观培养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因
此笔者认为我国现代成人礼服饰基于传统民族
文化的创新设计是刻不容缓的。
成人礼服饰除了作为成人礼仪式的组成部
分在烘托仪式氛围、增强民族自豪感、承载传统
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关
注成人礼服饰反作用于成人礼以促进其在现代
社会中发展的作用。在调查中认为成人礼是“媒
体的炒作工具”的人中，有 54.9%的人愿意穿着
中国传统服饰参加人生仪式，
这说明不认可传统
民族礼仪文化的人也有可能对传统民族服饰抱
有较大的兴趣和喜爱；在调查中关于“是否愿意
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参加人生仪式”和“是否认为
当代社会应该实行传统成人礼”
两题选择结果的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见表 4 所示，sig 值=0.000<
0.05，且其皮尔逊相关性=0.622>0.4，证明此二题
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这说明喜爱传统民族服饰
的人们对于传统民族礼仪也具有较高的接受度。
因此笔者认为传统礼仪服饰在一定程度上能引
导人们接纳传统民族礼仪文化甚至加深人们对
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这是成人礼礼仪服饰在

您在成人礼
皮尔逊相关性
婚礼等人生
仪式上 ,倾 向
于 选 择 穿 着 显著性（双尾）
中国传统礼
服的程 度? (1
个案数
至 5 递增)
您 认 为 在 当 皮尔逊相关性
代社会 ,实 行
传 统 成 人 礼 显著性（双尾）
的 必 要 性 (1
个案数
至 5 递增)

您在成人礼婚
礼等人生仪式
上,倾向于选择
穿着中国传统
礼服的程度?(1
至 5 递增)

您认为在当
代社会,实行
传统成人礼
的 必 要 性 (1
至 5 递增)

1

.622

.000
491

491

.622

1

.000
491

491

古代成人礼中所不具备的重要意义。
以上成人礼服饰在现代社会的定义、款式和
意义的分析都离不开我国传统礼仪服饰文化的
历史，即我们需要通过时间线从古代成人礼服饰
的出现、历代形制变迁、纹样和配饰的变化到现
代社会服装审美趋向进行延伸，才能更切实的基
于历史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成人礼服饰。

3 总结
成人礼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以青年
人的成长为主题的重要仪式，
其文化可以追溯至
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
也能扩展至世界各国各民
族的仪式实践中。作为一种民族传统的标志性仪
式，根据对其仪式的历史仪制研究、文化内涵分
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
化。作为成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礼服饰在
现代社会的建构不仅是对现代成人礼的补充，也
是对传统礼仪服饰文化的继承。基于我国成人礼
礼仪服饰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成人礼
服饰在现代社会的建构需要注重“三点一线”，正
确的把握成人礼服饰的定位和所承载的内涵才
能真正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其文化魅力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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