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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林壮族衮服的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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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隆林壮族衮服是在南明宫廷服饰影响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壮族服饰，是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的民俗产
物，
目前已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研究方法] 文章以隆林壮族衮服服饰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
查、
实例法对服饰的形制、结构、
成因进行梳理与剖析，并结合民族学与文化中的相关理论阐述其服饰美学内涵，挖掘壮
族衮服服饰的原生态艺术特征。[研究结果与结论]分析结果表明：
隆林壮族衮服是在保留壮族服饰特征中不断创新与吸
收了南明宫廷服饰的艺术精华，形成了区别于壮族其他族群的服饰风格，展现了隆林地区壮族人们的独特审美观念和
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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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stumes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in Longlin
KUANG Qian1，2
(1.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20001 China；
2.Karatsu, Sehan university, Chungcheongnam-do 58613 South Korea)

Abstract:Longlin Zhuang gunfu is a unique Zhuang costume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alace costume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which is a folk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and has been listed in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list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is paper takes Longlin Zhuang's costum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field survey and case method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shape, structure and cause of formation of
costum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Ethnology and culture to elaborate the connotation of costume aesthetics,
and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s costum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agon
clothing of Zhuang nationality is innovating and absorbing the artistic essence of Nanming costume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Zhuang costumes, forming a costumes style different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in Zhuang ethnic group, showing the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Zhuang people in the long Lin area.
Key words: Zhuang nationality of Longlin ; shape system; cause of formation; aesthetics

目前对壮族服饰的研究大多以资料性介绍

月隆林壮族衮服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物

为主，并无宏观的研究壮族各族群服饰特征，因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隆林壮族衮服是在南明宫

为壮族分布区域较广，族群众多，致使壮族族群

廷服饰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特色的壮民族服饰。

的服饰各具独特款式风格。因此服饰也成为区别

1646 年，南明皇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兵的追杀，携

于壮族族群的重要标志之一。壮族衮服饰流行于

皇室成员及王公大臣们逃到今贵州省安龙县避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南盘江的隆林县，是隆

难，曾在今贵州省兴义市南盘江镇南龙村居住生

林壮族在盛大节日时所穿着的礼服。2016 年 11

活。隆林县革步乡央索村与南龙村隔江相望，
南明
皇族和王公大臣在此生活，并带来了奢靡的宫廷
文化，让世居于此且从未走出深山老林的壮族开
阔的眼界，
精致奢华、
繁丽多姿的宫廷服饰与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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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雅的壮族服饰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当地村民开
始仿制宫廷服饰。隆林壮族先民并未直接借鉴，
而
是在保留壮族服饰风格的基础上吸收明朝宫廷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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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特色，经过不断的演变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

与臀围量一样，再搭配一条 400cm 长、
70cm 宽的

己独特的壮族衮服[1]。本文通过对隆林壮族衮服服

裤腰带，裤子颜色与上衣颜色同色；鞋子为船型

实例法对服饰的形
饰为研究对象，
运用田野调查、

色彩与衣身相同（图 1）。
绣花布鞋，
鞋子面料、

制、
结构、成因进行梳理与剖析，
并结合民族学与

壮族男子箔衮服也是由上衣、裤子、裹头巾、

文化中的相关理论阐述其服饰美学内涵，挖掘壮

立领、
长袖、贴兜
布鞋四部分构成。上衣是对襟、

族衮服服饰的原生态艺术特征，以期为保护和传

款式，其结构造型与汉族男装款式相似，衣长至

承壮族传统服饰文化充实素材，
提供借鉴。

臀围线，袖长至手腕，
门襟是对襟造型，门襟和衣

1 壮族衮服的形制
1.1 形制特征

身领口有 10cm 宽的刺绣装饰贴边拼接，袖口则

壮族衮服是上衣下裤装的式样，与明朝上衣
下裙装式样衮服有所区别，其服饰形制仍然表留

有 8cm 的刺绣装饰贴边，门襟上共有 10 粒一字
盘扣，立领领高 3cm，并在领面上有 3 条 0.5cm

宽的捆条装饰，在位于腰围线的前衣片左右各 1
个贴兜，从侧缝的腰围线到臀围线两侧开衩；男

着隆林地区壮族上衣下裤装式的特征。
壮族女子衮服由上衣、裤子、裹头巾、布鞋四

裤子结构与女装结构一样，裤子无装饰刺绣；男

部分构成，上衣款式为右衽、大襟、立领、七分倒

子的裹头巾与女子裹头巾款式一样，尺寸的长

袖长至手腕，
共
大袖的造型结构，
衣长至臀围线，
5 粒一字盘扣，盘扣系有银玲花，
分别位于领口 1
粒、右腰侧 3 粒，立领领面有

250cm、
宽 40cm，
男子裹头巾无刺绣装饰；鞋子则

无装饰刺绣（图 2）。
是素色船鞋布鞋，

3 条 0.5cm 宽的捆条装饰边，
大襟左衣片、前右衣片、后片

有 12cm 装饰贴边拼接，在贴

边上绣有精美的刺绣图案以

裹头巾

及 5 条 0.5cm 宽的捆条镶边，
袖子的七分倒大袖形制借鉴

了南明女子衮服，
并在袖子上
上衣服装
刺绣图案进行装饰，
色彩以黑色为主，
再用高纯度
黄色、蓝色、粉色等刺绣色彩
搭配；裹头巾为一条长
200cm、宽 30cm 矩形面料，面

上衣

料的两端织成流苏进行装饰，
将面料宽度对折在穿戴着头
上进行缠裹，裹头巾的刺绣图
案与裤腿上图案一致，面料颜
色与衣身颜色一致；裤子为缅
裆、直筒、宽松式长裤，裤子的
整体造型呈现一个“U”字形状
造型，裤长至脚面，在脚交往
上 20cm 处有一条 15cm 的刺

绣拼接进行装饰，刺绣的图

裤子

案、色彩与上衣袖口刺绣图案
元素一样，裤子裤头的腰围量

图 1 壮族衮服女子服饰款式图（作者自绘）
Fig.1

Style map of women clothing of Zhu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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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结构特征
壮族箔衮服饰的结构属于平面十字结构，与
汉族服饰的
“十字结构”一脉相承[2]。女子上衣裁

裹头巾

片总共有 7 片，分别为左右衣身、左右袖、右门

襟、领口贴边、领子，因受面料幅宽的限制，分别
位于衣身前中、后中进行布副拼接缝制，在七分
倒大袖与左右袖缝合，形成双层衣袖（图 3）。男

子上衣裁片总共是 7 片，分别是前后衣身、左右

上衣

袖子、
口袋、
领子，受面料幅宽的影响位于衣身后
中线处于袖子中袖处有拼接缝制。男女裤子结构
形制一样，
裤子裁片总共有 7 片，
分别是腰头、左
右外侧、
左右内侧、
前后中片，
裤身左右外侧为对
折裁片，分别与裤身左右内侧片缝合，这种结构
的裁剪形制主要受面料幅宽的限制，同时面料的

裤子
图2
Fig.2

侧缝对折在制作时可减少一道缝制工艺，减少缝

壮族衮服男装服饰款式图（作者自绘）

Style map of men clothing of Zhuang nationality

制能使裤子更为结实、牢固，更好的彰显壮族人

裁剪图

测绘图
上衣

测绘图

裁剪图
裤子

图 3 壮族衮服女子服饰测绘图与裁剪图（作者自绘）
Fig.3 Mapping and style map of women clothing of Zhu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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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图

裁剪图
图 4 壮族衮服男子服饰测绘图与款式图（作者自绘）

Fig.4

Mapping and style map of men clothing of Zhuang nationality

民的聪慧才智[2]（图 4）。在对壮族衮服饰的结构

“亮布”面料并未阻碍
色彩装饰运用上，蓝黑色的

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壮族服饰深受壮族服饰文化

隆林壮族妇女对华丽、精美宫廷衮服色彩的追

的影响、
渗透，
也彰显了壮、
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

求，在壮族衮服的刺绣所选用高纯度、高饱和度

融合。

与蓝黑色的
“亮布”面
的黄色、蓝色、
粉色等色彩，

1.3 面料与装饰特征

料交辉相应，既朴实又美观，充分体现了隆林壮

因壮族地区的壮民老
南明衮服的面料丝绸，

族人民的深沉内秀。

百姓物质条件的匮乏，
在制作壮族衮服所使用的

2 壮族衮服的成因
2.1 自然环境

面料是自纺、
自织、自染的
“亮布”
，
该面料的制作
工艺较为复杂。将自己种植的苎麻收割后，
苎麻

隆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在云

从麻杆上剥下，经过浸泡、暴晒，麻线纺织成纱，

无平原，海报较
贵高原的东南边缘，
以山地为主，

布幅宽约 70cm。此时
然后把纺织好的纱织成布，

高，是桂、
黔、
滇三省交界处。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的布料为苎麻纤维本白色，
再将面料放置在染缸

候区，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

里，用种植的蓝靛草进行浸染成蓝黑色，染色后

充沛。隆林地区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该

用木棒反复进行捶打，
最后把鸡蛋清涂抹在面料

区域的
“稻耕农业”
为主的生产方式。隆林壮族地

且面料经
上晾晒。
“亮布”
面料的制作工艺古朴，

区的农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薯类、豆类等，经

[3]

济作为有黄麻、蓝靛草等，这些都为隆林壮族制

久耐穿 。
在装饰手法上，壮族服饰较少的运用刺绣工

作衮服“亮布”面料的提供了原材料，
通过自己种

艺，大部分以壮锦来进行装饰，但隆林地区的壮

植的苎麻，自己纺织成纱再织成面料，在面料的

民受南明衮服上精美刺绣纹样所吸引，
将绚丽多

染色上，也是用自己种植的蓝靛草进行染色。由

彩的刺绣借鉴并运用在服饰上进行装饰，南明衮

此可见，在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其生产方

因壮
服上的刺绣图案多以吉祥的纹样图案为主，

式与生活环境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与模式，

族淳朴、和谐、自然、稳定的审美情致，将崇拜的

并制约着文化发展的走向，
服饰的发展自然受到

[4]

花草、
虫鸟、
杆栏、
窗格等作为刺绣装饰图案 。在

生产环境和经济形态的制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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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并影响着服饰的外形美[10]。从壮族衮服的

2.2 文化环境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社会文

服饰形制来看，非常注重服饰形制的设计、图案

化环境的变化都能导致服饰的变迁，民族之间的

的运用、色彩的配比营造出精致的视觉外观效

[6]

文化交流、
互动改变服饰的变化是普遍常见的 。

果，构成了壮族独特民族服饰文化，彰显其别具

根据明王济撰《君子堂日询手镜》云：
“有一种人

节奏与韵律、
局部
一格的审美特征。对称与均衡、

名曰山子，
及夷僚之属……男妇皆徒跣、短裳，妇

与整体的美学法则在壮族衮服饰中表现的淋漓

人以她杂发己发，
上覆青布……男子花青布裹头

尽致。例如上衣的结构形制，为了打破服装左右

……”
。从明王济所述的壮族在明朝时服饰是非

对称的刻板，特将右衽门襟运用在服饰结构中，

常简易的，但在 1646 年后，因南明皇帝来此避

在对称中寻找不对着的平衡点来达到视觉效果；

难，将宫廷服饰文化带到隆林壮民生活区，经过

点、
线、
面的综合运用，
点可以把箔衮服上的刺绣

交流与融合，
宫廷服饰文化直接影响到壮族衮服

为一个单位进行二方连续的排列形成线的效果，

的产生，
清白山司壮人
“平日皆跣足，遇年节及喜

穿插于门襟、袖口、下摆的高纯度色彩的刺绣图

庆宴会，
男着袜履，女蹑花鞋，
悉以布为之”[7]，从

案与衣身黑色亮布形成的强烈视觉对比效果，使

壮族服饰史料记载拟出壮族服饰的演变，男装从

服饰的整体的节奏与韵律视觉效果；刺绣装饰的

短衣襟衫，到长袖对襟唐衫，女装从短衣短裙到

位置变化、
色彩配比与整个服饰都给人一整体美

不难看出隆林壮族
七分倒大袖右衽上衣与长裤，

之感[11]。

服饰受到南明宫廷服饰的文化脉络。

3.2 审美情感

2.3 心理环境

壮族衮服饰是壮族先民在吸收先进文明中

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异直接导致心理

的智慧结晶与审美心理的物化现象，它与壮族的

带
情感环境的变异。
“汉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影响，

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

有融合性方式、
共时性趋向、
结构性浸润、层次性

一种情感的符号，蕴涵着壮族民族对美的追求与

渗透和定向性吸收等特点” 。南明皇族的来到

创造，
呈现出壮族民族的审美情感之光[12]。色彩

隆林地区后，宫廷服饰文化让世居于深山老林、

在审美感觉中是最为直接的表现之一，在表现情

穿粗布服饰的壮族先民开拓了眼界，被奢华、精

感的功能里有着独特性质。壮族衮服的整体服饰

致、华丽的宫廷服饰所吸引，使壮民情不自禁的

色彩并未直接受到南明宫廷服饰的影响，未使服

对其宫廷服饰产生了羡慕的心理。爱美之心，人

饰整体呈现艳丽的色彩，
其仍然保留着黑色为主

模仿
皆有之，
壮民开始吸收宫廷服饰文化，借鉴、

的色彩，壮族尚黑，把黑色视为本民族的吉祥色

宫廷服饰的形制特征，
将宫廷服饰与本民族服饰

彩，显然黑色已凝固在壮族先民的心中，但留有

文化融合创新创造出属于壮族的衮服饰。从本质

羡慕的华丽宫廷服饰面前又迫使她们敢于创新

上讲，壮族衮服饰产生更多的是体现了人们一种

与融合，
她们将宫廷服饰上的高纯度色彩的刺绣

对先进文化的趋同心理，南明宫廷服饰在对壮族

运用在壮族服饰上，
使黑色面料与刺绣面料交辉

服饰的影响、
渗透，
不仅有效的诠释民族服饰融合

相应，在服饰的色彩上，不仅保留了服饰的黑色

的新风格，
同时也推动了先进服饰文化的交流、
推

审美情感，
同时也满足了在对追求美好事物的审

[8]

[9]

广与普及，
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
并凝

美价值观[13]。

聚了壮族先民对宫廷服饰文化的尊崇和向往，体

3.3 审美意识进程

现了趋同心理的现象，更是服饰文化演变的过

“服饰是一个民族审美意识最为集中的表

程。

现”[14]。隆林壮族的服饰从简单到繁缛并形成独

3 壮族衮服的美学内涵
3.1 美学法则

具特色的壮衮服饰，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
隆林地区壮族不断变化的审美意识，在追求美的

服饰形制、色彩、面料是构成服饰要素的组

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先进文明与本民族文明的融

成部分，缺一不可，服饰的要素能体现出服饰的

合、创新的发展，折射出壮族民族在对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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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隆林壮族的服饰风格从原本的质朴素雅，
在受到南明宫廷服饰的影响下，不仅女子服饰开
始刺绣精美的纹样图案，连男子的服饰也开始有
刺绣装饰，在服饰的结构中也从单一连袖结构到
富有层次感七分倒大袖的转变，让隆林壮族服饰
呈现出繁丽多姿的视觉美感。从这一变化的历程
中，可以看出隆林壮族的民族审美意识在进步与
创新的审美基调[15]。
发展，
流露出和谐、
自然、

4 结语
壮族衮服是壮族民族文化与南明宫廷服饰
文化交融的民俗产物。壮族衮服在服饰形制方面
又吸收了南明宫
既保留了壮族服饰的形制特征，
廷衮服元素，
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壮族衮服。壮族
衮服的产生，
表现了壮族先民谦卑学习别族先进
文化的态度与智慧，这是壮族民族的社会进步，
也是民族和谐与团结的象征。壮族衮服所蕴涵的
美学，展示了壮族对美的执着追求，传达了壮族
崇尚自然审美的与表现情感的意义。解析壮族衮
服的形制、
成因以及美学能从中透射出壮族服饰
文化是在一直不断吸收、创新与融合的发展过
程，例证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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