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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瑞兽纹样的异化现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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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明代中晚期僭越成风，通过对当时瑞兽纹样异化现象的分析，可知人们的着装心理，从而可探究当时
的社会情状。[研究方法]文章立足于明中晚期的时代背景，
通过文献及实物研究阐明代瑞兽纹样异化的现象，再借助相
关历史文献，从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个角度，
将社会阶层主要分为统治者、在朝者、在野者三个层次，对瑞兽纹样异化现
象的成因进行探究归纳。[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作为明代中晚期僭越行为的特殊表现之一的明代瑞兽纹样异化现
象，背后是明中晚期求完满、求祥瑞的群体审美趣味，呈现出的是明代中晚期服饰由于人们倾慕权力、追求时尚以及控
制力缺失而等级性逐渐模糊的形态，乃至整个明代的服饰从礼制伦理到市俗风尚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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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兽纹样异化；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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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 in Ming Dynasty
JI Rui-qi, WANG Qun-shan

（School of Clothing Art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he arrogation behavior became popul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s, we can learn the people's dressing psychology and explore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s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ocial stratum in that period into rulers,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and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the alienation of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s. It finds that 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s, one of the speci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arrogation behavior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shows the popular aesthetic taste pursued
perfection and auspice and the class difference reflected by the costumes gradually became vague because of people's
favoring power, longing for fashion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also show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ritual ethics to the secular fashion.
Key word:costume patterns of Ming Dynasty；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 patterns；strange costumes

明代的瑞兽纹样异化现象主要指从明初到

解明代社会情状。中国自古秉持
“服以旌礼”
的宗

明中晚期缀补在特赐之服上的飞鱼、斗牛、蟒与

旨，但包括明代在内各朝服饰都处于伦理性与时

麒麟这几种瑞兽纹样逐渐发生蟒化、
龙化倾向的

尚性二者间的动态平衡中，越礼逾制始终存在。

现象，
其实质是僭越的一种物化表现。通过对瑞

明代瑞兽纹样异化就是其一。不少有关明代服饰

兽纹样异化现象的研究，可以发掘出当时人们着

但多数都就
的研究都会提及上述几种瑞兽纹样，

装心理的变化及其背后反映的世情演变，
进而了

纹样谈纹样，有部分涉及相关服饰的僭越、服妖
乱象的表述，
鲜有系统结合瑞兽纹样异化现象且
引申至政治、
文化的探究者。本文意在选择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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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时尚倾向切入讨论社会阶级的演变，结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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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政治状况、服饰制度与社会风气来研究这一

服饰与文化：
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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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现象的成因，
进而解读当时的政治文化

称作蟒龙，
即象龙之蟒，
实则已与至尊龙纹无差，

与社会世情。

。明代
不过只有天子所用方可称龙，故名“蟒龙”

1 明瑞兽纹样异化的现象

权臣严嵩被抄家后，录其家产成《天水冰山录》，

本文涉及的瑞兽纹样包括飞鱼、斗牛、蟒与

中有各类衣物、袍料名目。其中将“蟒绢一匹”

麒麟（图 1），作为服饰纹样主要缀补在天子对臣

与“蟒龙绢二
“大红织金妆花过肩蟒罗衣一十件”

其中，
蟒纹最为人熟知。
《尔雅》释义：
“蟒，
王

列记载说明蟒龙与蟒并非一物二名，反证前文所

下的特赐之服上。

[1]
“蟒无足无
蛇。”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
[2]

角，
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 据《尔雅》所

匹”
“大红织金妆花蟒龙罗圆领一十七件”等并
提出现的
“五爪”
蟒龙不是清人张廷玉杜撰。
再如图 2 所示飞鱼纹样，从明早期往中晚期

言，
蟒本应是大蛇，
但结合传世、
出土的明代蟒服

发展，
其异化主要表现为身形由较为短粗转而细

实物及史书记载，可以发现发展至明代蟒纹有

长，
翅膀、腹鳍逐渐弱化至很难寻找，形态越发趋

足、有角，极类龙纹，只少一爪，此处“爪”意为脚

近于蟒、
龙。《明史·舆服制》载有嘉靖年间，明世

趾。《万历野获编》中又提及：
“飞鱼斗牛等服，亚

宗朱厚熜以为兵部尚书张瓒服蟒，结果张瓒言道

[2]830
斗牛二者
于蟒衣，
古亦未闻。”
可见明代飞鱼、

只是形态类蟒[4]1095。连皇帝乍看
所穿乃御赐飞鱼，

前世所未见。明人周祈《名义考》中提及：
斗牛本

之下都能指飞鱼为蟒，分辨不清，其相似程度可

指星宿，
其形如蛇，蛇体似龙，因而斗牛是人臣极

见一斑。

尊贵的服纹 [3]；而飞鱼即《山海经》中所载文鳐
鱼，鸟翼苍纹白首赤喙[3]16。以上都是按文献记载
所见，
就传世及出土的实物看来，飞鱼、斗牛的形
态脱胎于明代的蟒纹：
飞鱼纹样结合了早期鱼龙
纹和摩羯纹，形似蟒，但背有羽翼、腹有鱼鳍、尾
部岔开呈鱼尾状；斗牛则呈现蟒形鱼尾、头上双

图 2 瑞兽纹样的蟒化
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s pattern

角向下弯曲近似牛角的形态。麒麟作为祥瑞之

Fig.2

兆，其常见形态是四足兽身、周身鳞甲、尾部如

瑞兽纹样异化的现象不单单存在于文献中，

狮，
明清以来其头部即似龙头而非头仅有一角。

传世或出土文物也可见。

史书中，就有瑞兽纹样异化的相关记载。瑞

在孔府旧藏以及民间藏品中，都出现过如

兽纹样的异化，本质上是一种标志物的僭越，主

—
图 3 所示的瑞兽。山东博物馆所出《斯文在兹——

要体现为由低等级形态向高等级形态的靠拢，即

，也有
孔府旧藏服饰》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斗牛”

前文提及的蟒化或龙化，但同时其原型并不会被

学者以其足为兽蹄而认为这是蟒化的麒麟，
即从

彻底淘汰。蟒纹的异化即龙化，
比较简单，是四爪

兽身拉长身形转变为蛇身的麒麟。不论是蟒化的

变五爪。据清代张廷玉所编《明史》记载，
蟒有五

鹰爪变兽足、鱼尾蟒龙化
麒麟，
还是虬角改龙角、

[4]

爪、
四爪之分 。明嘉靖年间已经出现了五爪蟒，

的斗牛，
反映的都是低等级形态向高等级形态的

图 1 明代蟒、飞鱼、
斗牛与麒麟纹样
Fig.1

The chinese boa,Feiyu(flying fish),Douniu and Kirin pattern of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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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的现象也比历
代更为突出，这是
明代出现瑞兽纹样
异化现象的另一前
提。继明之后的清
代虽然也有五爪、
图3

孔府旧藏（左）与民间藏品（右）中的瑞兽纹样

Fig.3 The Auspicious Beasts Pattern From Confucius Collection (left) and Folk Collection (right)

四爪蟒之争，但是
诸如飞鱼、斗牛等

趋近。可见不单是士大夫穿用的此类瑞兽纹样出

纹样已不复存在，
因而也缺乏可比性。明代独立

瑞兽异化者都开始
现蟒化、
龙化，
就连市井民间，

于品官制度之外的瑞兽纹样作为赏赐行为的符

大行其道。

号化表现之一，是官家尊严的体现，代表着天家

瑞兽纹样异化，
简言之就是弱化或直接去掉

给予的无上恩宠，
满足的是常人对龙的倾慕与尊

这些瑞兽纹样自身的特点，如飞鱼的背翼与鱼

崇，
其形态的异化绝非无根之萍。

鳍、斗牛的虬角、蟒的四爪、麒麟的兽身等，再拉
伸纹样主体尽量向龙纹靠拢。呈现的是通过提取

2.1 对权势的趋附
明代中晚期僭越成风，社会对权势的态度是

典型元素后更改或嫁接到基础纹样形态上形成

瑞兽纹样异化最主要的推手。瑞兽纹样异化可溯

的样式，
与现在的解构设计方法有部分相通。

源至赐服滥赏，
此事始作俑者即是享有最高权势

由于时代特殊，纹样的使用有其等级限制。

的统治者——
—皇帝。有记载可考，
至少自永乐起，

以蟒为例，
蟒龙之差仅在一爪。后期出现的五爪

缀有此类瑞兽纹样的服饰仅有部分人可受赐。至

蟒虽与龙外形无差，但穿着者、旁观者都心知肚

明中期，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弘治元年有人奏请

明，
只有御用才是真龙，旁人的不过是五爪蟒，
是

“但赐赉屡加，全
禁蟒衣，孝宗朱佑樘深以为然，

山寨品，
可仍旧趋附者众。尽管瑞兽纹样的权威

与诏旨矛盾，
亦安能禁绝也。”[2]20 此一句直切痛

早已因滥赏滥造受到威胁，然而众人还是追逐不

点，正是皇帝自身不断加赏全与自己的旨意矛

已，
甚至将纹样至尊化，
这一现象产生绝非偶然。

盾，
才无形中压制不住求赐、
乱服的行为。至正德

2 瑞兽纹样异化的成因

年间，更是赐服泛滥，据《明武宗实录》卷三十九

自古以来，
服饰纹样就是人们获取心理平衡
感的渠道之一，在社会不同时期也承担了不同的

记载有天顺年间所知赐服袍料等都被赏赐告罄，
还额外织造上万匹用以赏赐[5]。

功能，
因而论其流行或论其不同时期的变化绝不

此外，在皇权稳固时期，瑞兽纹样被滥用少

单纯因为其基础的装饰功能。先秦以前，古人都

不了皇权助力，瑞兽纹样异化现象盛行也少不了

通过动物纹样表达对自然的崇拜，
并试图藉此弥

皇帝的推波助澜。比如《万历野获编》中提及至尊

补自身力量无法与自然抗衡的弱势，譬如多见于

“衮龙”[2]793 赐夷王者止称蟒龙，即给龙换了名号

青铜器上的饕餮纹；
魏晋南北朝以降，
佛教引入，

后将龙赐予皇帝亲王外的人等，换言之可将蟒纹

植物花卉纹进入人们视野；唐代花卉纹成为装饰

龙化归
“功”
于皇帝。因此前的蟒衣泛滥致使蟒纹

主流；到明代植物纹得到发展的同时，动物纹样

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皇帝笼络臣下、驯其忠心的

回暖，
以文禽武兽表现地位与尊崇。

目的始终存在，龙化的蟒纹因其蟒名避皇家讳的

在元代主要依服色、腰带等装饰区分等级位

同时也缓解了蟒纹位份回落的问题。

份，
而明代在建立文禽武兽的品官服制同时出现

皇帝的宽纵与助燃默许了效仿者众，催化了

了飞鱼、斗牛纹样，这就构成明代产生瑞兽纹样

投机者内心不安分的因子。投机者从社会阶层上

但论及
异化的契机。此外，
虽历代皆有赐服制度，

可分为在朝者与在野者。

影响之大无出明
制度周详、
对象之众、赐服之多、
代之右者，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明代服饰

首先，
从在朝者的角度分析。赐服原本是因
笼络官员、
巩固统治而存在。就等级而言，飞鱼、

服饰与文化：
文化内涵

斗牛、蟒这一类瑞兽，地位低于龙但高于寻常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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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龙化现象的本质是渴望
兽纹样。因此，
瑞兽蟒化、

从心理的角度解析，不论贵胄士大夫还是平

接近权力核心的野心，
目的在于追求等级界限的

头百姓，对“有权阶级”都有异曲同工的趋之若

模糊。在身居低位且试图上位者无法真正实现逆

鹜。在野者渴望提升社会地位，
摆脱末位；
在朝地

流而上时，
服饰纹样是他们更易获取认同感的渠

位较低者，希望地位提升接近权力核心圈；在朝

道。这种无异于掩耳盗铃的心态，使人们几乎不

且身处权力核心圈者，
期待着更加
“高人一等”。

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信与满足。

的追逐
2.2 对
“时尚”

也有相
在朝者除了趋向高等级的居低位者，

古代“时尚”
，多发于宫廷，正所谓“上为之，

对居高位者。居高位者对这种暧昧不明的边缘自

“凡唱自一人，群起而
下效之”
。明代《竹窗随笔》：

然不满。由于未受赐的大臣开始纷纷效仿，使边

[6]
随之，谓之时尚。”
时尚形成有三要素：
一是其发

缘愈加模糊。真正的受赐者出于与之区别的目

二是其发起者；
三是
展的物质基础，
即经济条件；

的，
采取各种措施使得下层被模糊的界限逐步清

其受众即拥趸。遵循所谓“上行下效”的原则，瑞

晰，
而上层被模糊的界限则更加模糊。如图 4 所

兽纹异化这一时尚现象的发起者包括手握政治

示，传统体制中龙被尊为人君象征，寻常非天子

追随
资本的在朝者和手握大量金钱资本的商人，

最多着四爪蟒，
龙与蟒有严格的界限。但由皇帝

者则是在野的普罗大众。

起头推出的“非龙之龙”形态无疑满足了这种向

首先是经济条件。经济的发展从多个方面促

往核心的虚荣心态和向权力的趋附。由此，蟒愈

成了瑞兽纹样异化的风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发像龙，
非蟒者愈发像蟒，
藉此拉开等级。

筑，建立好“经济基础”
，人们理所当然关注点转
移到
“上层建筑”
上，
即精神上的满足。此为瑞兽
纹样异化的风尚形成动机。明中期，随着种植业
的成熟、
生产力的发展、世情民俗的盛行、工艺技
朴实无华的明初装饰风格不再。手工
术的更新，
艺的发展也为瑞兽纹样异化提供了技术支持，民
间也可以制造出与官造同样奢华的尊贵纹样，甚

图4
Fig.4

明代的服饰中的龙（左）与蟒（右）

Chinese dragon (left) and chinese boa (right) on cloths in
Ming Dynasty

形成瑞兽纹
在朝低位者与高位者的拉锯战，
样异化演变的恶性循环。
此外，由于瑞兽纹样异化是明代中晚期“僭

至可与宫廷共同催化出无限贴近至尊纹饰的花
样，
产业化也使之得以被大量使用。这些由经济
带动的生产条件为瑞兽纹样异化的风尚形成提
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有了时尚的物质基础，发起者和追随者开
始发挥作用，进入时尚的循环。瑞兽纹样异化的

越”乱象的直观体现之一，因此不得不论及明代

流行体现了一条普适的标准：经济资本的富集，

中晚期越礼逾制的背景与在野者对于权势的追

孕育出对更为稳固的政治资本的需求，进而转

逐。资本主义的萌芽，
打破了传统礼制下的等级

化为更高阶的社会风尚，即文化资本。起初，瑞

他
定制。因此当商人手中握有足够的金钱资本，

兽纹样的异化源发于上层社会，即受皇帝以蟒

们就不再安于传统
“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
转而

之名赐龙之实的鼓动先在在朝者内部出现，作

追求向政治资本的转化。冲破等级禁令成了大势

为一种身份、地位的标识在局部流行开来；当经

所趋、
顺理成章，
而正德年间有人未得赐，贿赂大

济资本大量涌入市场，出于优化等级的目标，资

宦官刘瑾千金以求飞鱼，说明瑞兽纹样不再非赐

本持有者因为“富”更容易接触到“贵”，如《金瓶

不得服，
找到门路充分的金钱即可置换。为了完

梅》 七十三回中提及西门庆穿着何太监给他的

成转化，贴近权贵，在野者使用了本不可民间私

五彩飞鱼氅衣[7]。商人开始顺应上流，将金钱转

造的瑞兽纹样，乃至顺应上层出现蟒化、龙化的

化成政治资本，越级使用瑞兽纹样以求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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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阶层；在金钱与地位都得到满足后，试图在

首先，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服妖”的重要条

民间推动由上层开始的风尚，来彰显自己的尊

社会矛盾激
件 [8-9]。明中后期朝政腐败、
纲纪废弛、

贵品味，标榜自己的卓尔不群，以达成最终文化

化，当权者掌控朝政、
控制民间的能力渐弱，至晚

资本的转化。

期已是有心无力。皇帝试图通过扩大赐服受赏范

相对于发起者，
时尚洪流中的跟风者占大多

围以及赏赐数目来笼络人心，借以重新掌控朝

数。虽然接连几位皇帝屡下禁令，
但跟风者众，
终

政，结果适得其反、
滥上加滥。明代伊始，太祖皇

究无法遏制这些纹样进入民间的热潮。《万历野

帝废中书、
罢承相，
达成高度中央集权，对皇帝自

在外士人妻女、
教
获编》
“服色之僭”一节中载有：

但中后期明代累积了
身的勤政提出极高的要求，

坊妇人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

几位朝政不勤的皇帝。成祖朱棣任用宦官更为后

[2]147

靡不有之。” 可见不论地
泽、
麒麟、
飞鱼、
坐蟒，

来的宦官乱政埋下祸根。从嘉靖朝开始，政治制

转向满足个人
位等级人们的追求不再限于温饱，

度日渐松弛，区分阶级的禁令被打破，服饰方面

乃至群体的审美取向。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越礼犯分。作为阶级标志的瑞兽纹样，
不仅非皇

论，人们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后，只有更高层级

家特赐即可使用，就连形态也出现至尊化倾向。

如归属感和尊重的需求才会成为激励因素。无法

“滥赏日增，民力
再有，自正德滥赏，
工部曾奏言：

引领潮流的多数人，
只能选择归顺市井潮流来满

[5]911-912
益不堪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统治阶

足同化的虚荣心态并寻求社会的归属感。整个社

层奢靡自然失了民心。

会对瑞兽纹样可标识地位这一观点的认同，
满足

其次，人文思想发展，等级制度已经越来越

了时人借穿着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进而获得

难左右人的精神。这个现象在明代中晚期由三个

“人往高处走”
的普世原
承认与尊重的心态。遵循

阶段完成。淤等级制度由于与之相辅相成的皇权

则，当众人趋同的时候，为了体现自己的鹤立鸡

衰微，本身就逐渐丧失了控制力。于工商业空前

群，便产生瑞兽纹样至尊化的消费需求，最终反

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馈至市场进一步提高了异化的瑞兽纹样供给，加

这样的经济环境造就了“士农工商”传统等级的

剧了瑞兽纹样异化的风尚。

重新排序，
使商贾地位有所提升而入仕者却略有

资本的富集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贵贱，别

下降。到晚明士兼商者日益增多。传统等级秩序

等级”的服饰制度，社会形成了“不以分制，而以

的洗牌，是其权威性发生动摇的根本原因。盂人

财制”
的风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消费，
奢侈之

文思想发生了自主转变。其背后是人自我意识的

风由宫内往宫外、由上层士绅下行至底层“暴发

崛起。明代中后期，
哲学思想领域影响民众最深

户”
，
市俗风尚开始占据主导，此时等级限制内穿

“心学”
。
“心学”
的就是王阳明的
从根本挑战了部

用的一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

分传统理学的思想，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

求。最终导致上无尊卑位份之别，
下有财帛人力

也；心者，
天地万物之主也。”
将关注点放诸人本

这些僭越的纹饰
之损的状况。有消费就有生产，

身，主张凡事应反求诸本心。这股思潮使这一时

便应运而生。自此，
服以旌礼逐步转化为服饰俗

期转变为一个日益对自我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

尚。

产生兴趣的时期。其生王艮肯定了人性、情与欲，

2.3 掌控力的丢失

将物质上需求享受视为人性本然之要求，反对

中国传统的服饰制度建立在封建礼制的基

“存天理，
灭人欲”
的理学束缚。李贽态度则更为

础上，
是用以维护伦理秩序的一种辅助统治的工

尖锐，肯定私欲、
强调真我，
为各个阶层的人追求

具，
也是精神控制的物化表现。掌控力的衰退是

“礼”压抑人
自己所想提供了思想的根基。传统的

明代中晚期瑞兽纹样异化的主因之一。具体表现

的欲望，自然成为了被抨击的对象。当人开始有

为朝廷对民间的鞭长莫及以及等级制度对人心

了独立的自我意识，
专制者压制人本的无理思想

控制力的消散，这两者的主体分别是掌控者与被

的控制力也不复存在。

掌控者。

综上所述，明初由皇权主导、按身份地位严

服饰与文化：
文化内涵

格执行的服饰制度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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