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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方法]针对先秦时期华夏族（汉族前身）的服饰形制与文化的问题，基于中国古代成语的分析，融合古汉字
字源学与先秦时期服饰文物考古三方印证的方法，得到先秦时期华夏族的主流服饰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建构
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成语”
天衣无缝”说明了中国原始社会最早的服装应为贯头式，无需
缝纫；②成语
“束发右衽”
“张袂成阴”
“前襟后裾”
反映了在“礼”的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服饰的正统
形制；
③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成语已经开始引申社会文化层次，用服饰及其部件的作用、状况来反映当时的处境观、人生
观以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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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stumes in the idioms of the pre-Qin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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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garding the clothing form and culture of Huaxia ethnic group (the predecessor of Han ethnic group)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paper analyzes ancient Chinese idioms, the etym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o conclude that the mainstream costume for Huaxia ethnic group in the pre-Qin period represents a social cultu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diom“Tian Yi Wu Feng (a seamless
heavenly robe)”indicates that the earliest clothing in China's primitive society was a large piece of cloth with no needlework.
The idioms“Shu Fa You Ren (bind the hair up and cross the collars diagonally with the left crossing over the right)”,“Zhang
Mei Cheng Yin (If a crowd raised their sleeves, a shade would be formed)”, and“Qian Jin Hou Ju (literally means full front
and back of a Chinese jacket or gown, indicating very close relationship)”indicate the orthodox clothing form of Huaxia
ethnic group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 (etiquette, or ritual)”
ideolog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lothing idioms extended their meanings to imply social culture.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stumes or parts of clothing were used to reflect people's outlook and values on life and the
world at that time.
Key words:idioms; the pre-Qin period; Huaxia ethnic group; costume

中国古汉语中拥有大量与服饰相关的成语，

色彩、纹样的重要信息，同时也蕴含着以服装为

它们不仅包含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服饰形制、

先秦时期是华夏民
载体的民族文化信息。此外，
族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形成以汉族
为主体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华夏族（汉族的

2019-09-06；

2019-10-22

前身）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服饰文化，从而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然而，
先秦时期距今时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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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其服饰相关的文献记载与文物实物过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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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零碎化。因此，
基于古汉语中与服饰相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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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场景，结合古汉字字源学分析方法，并与古
文献与考古实物三维印证的思路探讨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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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的服装形制与服饰文化不失为一种科学

两片，
以带束之成贯口衫[4]。因此，
原始社会时期

合理的尝试。

的形制。后世古希腊
的中国服装符合
“天衣无缝”

1 从成语“天衣无缝”看中国原始社会服装

服装中的希顿也是一种典型的披挂式服装[5]。

形制

2 成语中的先秦时期华夏族主服形制的考

众所周知，
成语“天衣无缝”
喻指事物浑成自

辨

它本意却
然，
细致完美，
无破绽缺漏可寻。然而，

有几个成语能很好地表达先秦时期华夏族

据北宋《太平广记》卷六
是与最初服装形制有关，

“披发左衽”
主服的形制，
它们是
“张袂成阴”
“前

十八郭翰条目中记述郭翰与织女的灵怪事件，郭

襟后裾”
等。笔者认为，这样的主服特征并不是与

“徐视其衣，并无缝。
翰发现织女的衣服非常独特

生俱来的，而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而逐渐形成

翰问之，
谓翰曰：
‘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

的。

以衣服自随。”[1]事实上，
关于织女的文字记载最
早出现于《诗经·小雅·大东》 ，
《诗经》仅将织女、

2.1 成语
“披发左衽”
体现了儒家的民族观
与成语“披发左衽”相
服装史学界普遍认为，

牵牛二星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

对的词语“束发右衽”不仅是古代华夏族礼服最

联想，
并无任何故事情节。但是至少说明在西周

重要的特征，
同时也是区分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

时期就已经有织女的记载，那么织女的传说很可

中的
“右衽”
来看，右衽
重要标志。从“束发右衽”

能早在夏商时期，
甚至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虽

是中国古代华夏族服饰中的基本形制。右衽即左

然，鬼怪传说均是无稽之谈，都是歪曲的人物形

衣襟压于右衣襟之上的衣襟形制，左衽即右衣襟

象，
但在歪曲的形象背后也有一些隐喻。

压于左衣襟之上的衣襟形制[6]。据《论语·宪问》中

[2]

笔者认为，原始社会最初的服装就是无需

所言：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7]《后汉书·西

人类最早的服装材质应
缝制的“天衣”
。一方面，

羌传》：
“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8]，似乎说

为皮质的纯天然材料。从甲骨文“裘（ ）”与“衣

明右衽与左衽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穿右衽服装

（ ）”的对比分析中就能得到衣最早的材料质

的为华夏族，穿左衽服装的则为少数民族。然而，

是 皮 质的 ，否 则 古 人 在 造“ 裘 ”字 时 也 不 会 在

历史的本源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至少从古汉

[3]

“衣（ ）”
表面添加一层毛（ ）来指代毛皮大衣 。

字字源学和出土文物角度能说明这一点。

同时，最初的皮服也不需要进行缝制，直接在动

从古汉字字源学角度看，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物的皮毛上挖个洞制成贯头衣或用一块面料（包

和金文“衣”字（图 2、图 3）的结构就能反映出这

括皮革）披挂在身上。另一方面，
既使后来出现了

一现象。从甲骨文与金文可以看出“衣”
至少在商

纺织技术，最初的服装形制也是“天衣无缝”式

周时期，
衣襟相互叠压，
或向左或向右，两种字体

的，直接将纺织面料披挂在身上或制成贯头式

交互使用且并没有确定方向，
同时左衽的结构的

的衣服。据辛店彩陶上见到的剪影式人物形象

字形比右衽还多。由此可知，在甲骨文和金文创

（图 1）推测，
当时的古人很可能是织出两个身长，

始之初，华夏族还不存在严格左衽与右衽的区

相叠，
中间挖一圆洞，穿时可将头从中伸出，前后

别，
似乎右衽在当时并没有左衽流行。

左衽
右衽

右衽
左衽
对襟

图 1 穿贯口衫的原始人（甘肃辛店彩陶纹饰）
Fig.1

The primitive people wore Guankou shirts

图2

对襟
对襟
甲骨文中的“衣”[8]

Fig.2 The oracle bon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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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大量

笔者认为，儒家采用左右衽来区分华夏与蛮

俑像文物来看，在儒

夷可以很好地说明华夏族在形成之初就极具包

家 兴起 前 后 都 存 在

容性，华夏是一个极具包容的民族，在其形成、发

着 大量 左 衽 服 装 的

展的过程中融合了周边大量的少数民族。毫不夸

证据 。 在 儒 家 兴 起

张地讲，古代汉人区分本族与异族并不是以族群

前，左衽服装在人们

生理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尺度，而是以是否接受

的 日 常 生活 中 还 占

“礼”
的文化为标准。如果异族人以
“礼”
的标准来

有一席之地，
如山西侯马出土的东周男女人物陶

那么从文化的角度看这
指导和规范自己的生活，

范（图 4），女性陶范头戴牛角冠、
挂颈串、
穿对角

类人群完全可以被接纳为华夏。如隋唐的帝王均

雷纹条花左衽长袍，
束绅带。而男性陶范则头戴

具有胡人血统，但还是被认定为华夏人，这是华

腰束绅带。又如出土于
平顶帽，
穿雷纹左衽上衣，

夏与异族在民族认同上的不同之处。正是在这一

河南洛阳金村韩墓的玉雕战国舞女（图 5），式样

特殊的民族认同模式下，
使得华夏族迅速在古代

为交领、
衣襟开合方向左右各一，
袍长曳地，腰束

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在人口数量上以压倒性的优

大带，充分体现了华夏族左衽服装应用的广泛，

势打败其他民族，使异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

实为华夏族左衽服装存在的有力代表。事实上，

民族。儒家以服装的左右衽作为区分本族与异族

左衽
图3
Fig.3

对襟

右衽

[9]

“衣”
金文中的

The chinese character‘Yi’

on the Bronze

周代华夏族
的标志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首先，
有将左衽服装作为葬服的习俗，
正如《礼记·丧大
记》指出：
“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
[14]
左手解抽带，
便
纽。”
唐朝孔颖达指出
“生乡右，

也。死则襟乡左，
示不复解也。说明在华夏的传统
中左衽服装是一种与死亡紧密联系的服装。其
次，正是在华夏创造出高度文明的基础上，中原
图 4 东周男女人物陶范
Fig.4

The image of woman and man on pottery mould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地区在文化上呈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儒家将左
衽作为葬衣的习俗上升到区分族群的层次。最
下之意。古代华夏之
后，
“左”
字于古汉语中有卑、

即使在儒家兴起之后

人歧视蛮夷，
称之为
“蛮左”[15]。基于以上三点，儒

的汉代，左衽服装也非

家在意识形态上建构出以服装的左右衽作为区

常流行。根据出土的汉

分本族与异族的标准体现了民族思想的包容性。

代俑人、绘画与砖刻就

2.2 成语
“张袂成阴”
体现了“礼”
的思想
成语“张袂成阴”出自《晏子春秋·杂下九》：

能看出其端倪，如江苏

“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

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

[16]
在，
何为无人？”
。本意形容人多，
张开袖子能遮

[10]

的汉女深衣俑 、湖北
云梦大坟头西汉时期
土木俑 [11]、广州东汉墓
出土 的舞 俑 [12]，等 等。
由此可知，
采用服装上

图 5 战国舞女玉雕
Fig.5

The jade pendant sets for
hostes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的左右衽来区分华夏
族与异族只是儒家所建构的一种文化。左衽右衽

掩天日。笔者认为，从服装史的角度看，
这则典故
不仅反映了在早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服装袖口
的正统形制，还体现了“礼”的思想。据《说文解
袂只
字》中言：
“袂，
袖也。从衣，
夬声”[17]。事实上，
是袖子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服装的袖子（图 6，见

下页）应由“祛”和“袂”构成，
“祛”为在袖口收敛

只是一种风俗习惯，本无是非可言，但习惯一旦

的部件。
“袂”
和
“祛”
在服装上有着重要的象征作

上升为文化传统，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就可能代

无祛的
用，
一方面，
它是区分长衫和袍的重要部件，

表民族的尊严[13]。

为衫，
有祛的为袍。无祛的一般为便装，
燕居时穿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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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而有祛的则用于正式场合；另一方面，袂的形
制是“袂圆以应规”
，即袖型强调圆弧线性，与天
相应[18]。由此可知，
春秋时期“袂”的宽度已经很
大，
当举手用袂完全可以遮挡住阳光。因此，
晏子
通过“祛”和
才有言出
“张袂成阴”的可能。此外，
“袂”
的形制与关系体现出
“礼”
的思想。
合
净
长
二
尺

衣
袂
用
二
尺
二

收
祛
尺
二
寸

图 7 河南信阳楚墓彩绘木俑
Fig.7

Painted wooden figurines of the Chu Tomb in Xinyang,
Henan Province

3 成语中的先秦时期华夏民族服装文化考
辨
图 6 祛和袂的关系图
Fig.6

The relation graph of dispelling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成语中不仅拥有先秦时期华夏族的服饰形
制的内容，而且还有将服饰引申文化的各个层

2.3 成语“前襟后裾”体现了主流的服装形制
成语“前襟后裾”源于北齐（550~577 年）颜

次，
利用服饰及其部件来解读当时人民的人生处
境、
友情观和人生观等内容。因此，
在华夏文明中

“方其
之推（531~约 597 年）的《颜氏家训·兄弟》，

才会有
“衣食住行”
这样的排序，将服装排在其他

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

基本生活资料的前面。

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

3.1 成语中关于服饰的人生处境分析

[19]

不相爱也。” ，
此处借用前襟与后裾在服装中的

中国先秦时期服饰成语中有许多通过服饰

关系来比喻年幼时兄弟之间关系密切。然而，襟

的状态来描述人生处境的语句，
既有飞黄腾达的

在学术界有三种说法：淤同“衽”
，指衣的开启交

处境也有进退两难的状况，它们主要是通过服饰

合处；于同
“领”
，
古代衣襟多与衣领连属，故也称

的部件来重要作用或其所处的状况来喻人生所

裾”
成语的理解，
裾应至少有两种解释，
即裳的开

。最早关于
（1）从
“长袖善舞”
到
“领袖后进”

启交合处或裳的后幅。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低

领、
袖的成语，
主要是反映领、
袖在服装中的重要

坐具生活条件的考虑，笔者认为，
“前襟后裾”应

“ 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
作用。如《荀子·劝学》：

为衣的前幅与裳的后幅，
并且其结构为前襟开合

之。”[22] 说明在荀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明了

于胸前，
后裳衣裾交叠相掩于后。如河南信阳楚

“领”在服装中的纲领性作用，到了战国后期，韩

墓彩绘木俑（图 7），
其俑衣为交领右衽宽袖，
下着

正如《韩非子·五
非子又将袖引升至表率的作用，

长裳，交相掩襟，又在裾衽边缘加以各种锦绣纹

[23]
。最终在南
蠹》中所言：
“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

饰。春秋战国时玉人雕像亦是这种臀后开裾并呈

北朝时期促成“领袖后进”的出现，成语“领袖后

交相掩襟的方式，
这种服装形制非常适合低坐具

用服装的领袖指代才华
进”
语出《梁书·王暕传》，

时期的“席地而坐”
，不仅使臀部有较大活动空

出众之人，
“ 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

间，可避免受到下裳的牵制而无法下蹲，亦可在

[24]
晖映先达，
领袖后进。”
充分说明领袖一词自先

“前襟
行走时掩饰，
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21]。成语

秦时期至南北朝时期完成了从服装向文化的转

后裾”出自南北朝时期，此时深衣已退出汉族服

移。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领袖

饰的主流，因此，前襟后裾式的上襦下裙一直是

在中国古代服装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从整体

汉族服装主流正统形制。

的服装结构上看，领、袖部位作为服装的组成部

[20]

衣领为襟；盂指衣服的前幅 。根据对“前襟后

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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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们经常与身体接触与摩擦，容易弄脏和磨

勇抗战，
慷慨激昂的士气。然而，
它却反映了春秋

破。因此，
在衣领和袖口处会加厚或采用耐磨的

“袍”
时期军士所穿的
“泽”
“裳”
三种服装。袍在周

另
面料进行加固，
使领、袖具有提携全服的能力；

类似于现代的连
代作为一种生活便装，
上下连属，

一方面，从中国古代服装的裁剪方法上看，采用

衣裙。而不作为礼服，
军队战士也穿袍[26]。
“泽，
亵

袖部位就需要进行镶边
平面剪裁，
提肩接袖，领、

近身受汗垢之衣也。”由
衣近汗垢，
释名曰，
汗衣、

加固从美观和实用的角度进行制作，复杂程远非

此可知，泽就类似于现代内衣。那么泽是什么样

其他部件所比，从而使中国古代服装的领、袖既

的形制？根据《说文·衣部》中对“衷”字的解释，

具有表率作用。
醒目突出又庄重严谨，
（2）
“如履薄冰”中的阶级文化解读。成语

“衷，里亵衣”
，而亵则是“私服。《诗》曰是亵袢
[7]479
也。”
不难看出“衷”
有缠裹的意思。因此，先秦

“如履薄冰”出自《诗经·小雅》[2]，
意指行走在冰面

时期内衣应该是选用柔软的面料简单缠裹身体。

指
上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笔者认为此处的“履”

否则《诗
同时，这种内衣的使用也是非常普遍的，

代朝堂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先秦时期足服已经

经》中也不会有
“与子同泽”
的描述。后来，
人们常

非常细化，种类繁多，有舃（丝面双底，用于祭

用同袍同泽、袍泽兄弟、袍泽之谊来喻指朋友之

祀）、屦（单底，粗履）、履（有权势之人所穿的朝

间情谊深厚。

笔者认为，能穿着
靴）、
屐（出行时使用）等。然而，

3.3 成语中关于服饰的人生观分析

这些足服的必然是有地位和身份的人。首先，
从

成语中最能反映先秦时期主流人生观的关

社会发展的进展上看，
先秦时期主要是中国奴隶

与
“衣绣夜行”
。从人生
于服饰成语有
“金玉满堂”

社会与封建社会萌芽、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绝

状态的角度看，
“金玉满堂”
体现的是一种极其富

大部分平百姓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而能穿上舃、

“金
贵的状态，
“金玉满堂”语出《老子·第九章》：

屐和履的人也绝非普遍百姓，应当为朝堂之辈；

[27]
自遗其咎。”
玉满堂，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
学术

其次，从古汉字字源学的角度看，金文“屐（ ）”

界一般并不认为它与服饰有关，而是形容极其富

也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体现，屐（ ）是支
“履（ ）”

却与服饰有着密
贵。然而，
笔者认为，
“金玉满堂”

撑（ ）人（ ）的脚（ ）用于出行（ ）的工具。而

切的联系。原因如下：
首先，
用
“金”
来形容财富多

履（ ）则是行走（ ）去上任（

）的官员所穿的

少完全没有问题，然而用
“玉”
就不太合适了。众

鞋子。最后，从古文献的角度看，
舃、
屦、
履三者又

所周知，自商周以来，玉在统治阶级中的生活中

有一定的联系。根据对《左传·僖公四年》中“赐

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玉器作为祭祀的重要

我先君履”
“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

礼器，据《周礼》记载“六器礼天地四方”
，其中六

的解读，可知履应与身份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为

器之中的有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

贵族君侯所穿的丝鞋。疏屝即草鞋，
屦是用麻、
葛

可见，玉器作为祭天、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制成的单底鞋 [25]。而对于“舄”
，
《古今注》提到：

玉又多作为服装的佩饰，
周代的奴隶主以玉衡量

舄，
以木置履下，
干腊不畏泥湿也。即在履下加一

人的品格，所谓“君子比德于玉”
“君子无故玉不

层木底，
就是舄。其主要原因是古代的祭祀场地

去身”
，玉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其次，南朝刘义

需要穿厚底的鞋
无法在下雨之后保持场地清洁，

庆《世说新语》中指出：
“刘真长可谓金玉满堂”，

子防泥水。综上所述，
先秦时期的足服是按照足

此处把金玉满堂又比作富有才干之人。事实上，

服的功用以及穿着者的身份，在履的基本形制的

金玉本是本是贵族的腰带或佩饰之物。西周晚期

基础上，
使用不同的面料和鞋底而逐渐形成的。

至春秋早期，
华夏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

3.2 成语中关于服饰的友情观分析

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

成语“同袍同泽”出自《诗经·秦风·无衣》：

就能把革带勾信。使用非常方便，
而且美观，
一般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为贵族所使用。而玉则为贵族所佩带的玉制饰

……。”[2]164-165 此处描写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笔者认为，
“金玉
物，
如玉佩、
玉坠、
玉镯等。因此，

了军中将士在战争中同仇敌忾的精神，表现了英

满堂”是用贵族所佩带的腰带和玉饰物来喻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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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贵人满堂，突现财富极多和身份极高的人生状

服饰成语开始跳出直接描述服饰形制的范畴，引

态。

申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首先，成语“长袖善
从心理行为的角度看，
“衣绣夜行”则更多地

舞”
“领袖后进”等均是通过服饰的重要部件来

体现了一种致富致贵的行为模式，类似于原始社

喻指才华出众的人才，
成语“如履薄冰”
则是通过

出自《史记·项羽本
会
“夸富”
的行为。
“衣绣夜行”

服饰所处的具体状况来喻指人生的状态；其次，

纪》：
“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

成语“同袍同泽”
“袍泽兄弟”
“袍泽之谊”通过

归，
曰：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绣夜行。’
”[28]反映了

“袍”
“泽”相互借穿来反映亲如兄弟的友谊观；

“富贵”
博取“富贵”和显示
,是当时社会有突出历

最后，
成语“金玉满堂”
与
“衣绣夜行”则通过服饰

[29]

史表现的心理倾向 。同时，
“衣绣夜行”也说明

的状况与心理来反映了先秦时期博富贵、炫富贵

了在服装上刺绣一些纹样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

的社会心理。简言之，
中国古代成语中蕴含着大

象征。笔者认为，
“衣绣夜行”中的衣必为丝织的

量与服饰相关的成语还有待学界专家学者发掘，

服装。首先，
考察当时中原地区的服饰面料，
主要

笔者在此仅作抛砖引玉之为。

有葛、
麻、
丝等织物，
棉织物还没有传播至中原地
适合进行刺绣的织
区。由于葛、
麻织物过于粗糙，
物只有丝织物，因此，
“ 衣绣”中的衣应该是丝织
物；
其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理上高级丝织物
[26]54

由贵族所专用，
商人是不允许穿用的

。项羽本

为楚国贵族，
其衣也必为丝织物。由于一种思想
项羽能说
观念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文化浸染，
出“衣绣夜行”
这样的语句，似乎能反映出至少在
战国末期就已经形成这样的社会心理，事实上，
秦汉农民战争时期陈胜、吴广就已说出类似的语
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典型的冒险博富贵的
心理。究其本源，
战国时期，
天下大乱，诸侯相互
兼并，
新兴的地主阶级迅速崛起在思想和行为上
造就了博取富贵的心理和行为规模。此外，
在五
代十国的乱世与太平交替之际，
吴越武肃王钱谬
的感慨。
同样也有
“锦衣夜行”

4 结语
成语中的服饰信息是理解中国古代的服饰
形制与服饰文化的一把重要钥匙，
通过对古代成
语中与先秦时期服饰形制与文化相关的服饰成
语的分析与解读，
结合古汉字字源学与纺织服饰
考古实物的三方印证，笔者认为，从服饰形制角
度看，一方面，成语“天衣无缝”能完整地反映原
始社会服装的最初形制，
即为贯头衫式无需缝纫
成语
“披发左衽”
的服装；另一方面，
“张袂成阴”
“前襟后裾”充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服
饰形制特征。然而，
这种形制却是在儒家思想的
为核心建构出来的外在
影响下，
在服饰上以“礼”
表现形式。从服饰文化的角度看，
到了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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