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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服装起源的再研究（主讲人：李斌，时
间：2020 年 4 月 18 日）
李斌认为，服装起源常规研究路线主要包
括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三条研究路线。然
而，由于服装起源于人类进化之初，属于史前文
明的范畴，距离现代时间比较久远，造成文献学
资料观点相互矛盾，考古学研究文物缺失严重
右 衽中 国微 讲堂 自 2020 年 4 月 18 日 至

的状况。而人类学则是对现代“原始人”的语

2020 年 8 月 29 日进行了 10 次授课，
由武汉纺织

言、行为以及社会属性的考察后，所进行的一种

江
大学李斌副教授、中国服装博物馆馆长赵波、

对真正原始人生存状态的反推。因此，这三条研

西科技师范大学廖江波副教授、
上海纺织博物馆

究路线都有各自研究困境。整体上看，文献学的

段玲高级工程师、东华大学副教授王俊、东华大

研究路线显然是对古人对原始人着服装动机展

学博士梁文倩分别对中国服装的起源、中国袍服

开的研究，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也带有古人的

史、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民国旗袍的面料、
高级定

辉格史观；考古学的研究路线由于文物严重缺

制技术与时尚创意、
《良友》画报与旗袍等问题进

失，无法对服装起源的上限和材质进行合理的

行精彩的授课，
获得微信群内专家、
学者、爱好者

解释；人类学研究路线同样具有以偏概全的先

的一致好评。

天缺陷。李斌认为，古汉字字源学和哲学相结合
的研究思路也许是正确解决服装起源问题的有
效路线。
从古汉字字学源上看，与服装相关的古汉字

2020-09-21。
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一般项
目（20Y0001）。
王俊，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赵

充分能证明服装的起源于携带工具，
它是原始人
类生存的一种有效手段。李斌认为，甲骨文
（巾）和 （带）就能说明服装的原始形制。事实

波，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常务副主任；左

上，前巾与后巾的作用最初可能并不是为了遮

金欢，
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始的工具
羞，
而是便于工具的携带。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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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石、
木、
骨等材质制作，如果用腰带将其直接

的缘边，衣裾长可拽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秦

或间接系于腰间，
原始人在奔跑时这些工具会击

时期的旗袍形象，所以在先秦时期袍服就已经开

大腿根部）。
打到身体的脆弱部位（生殖器、臀部、

始作为贵族的常服出现了，并且已经有了纹饰和

因此，前巾和后巾的出现就非常有必要，它们能

彩绣。赵波通过两件战国时期的造像和湖北的马

起到保护身体免受携带工具的伤害。基于巾和带

山一号墓出土的袍服总结出先秦时期的袍服从

的甲骨文分析，
李斌倾向于原始服装的形制为一

功能上分为常服制袍和内衣制袍，这两种袍是男

甲骨文带字（ ）就
条腰带加上前巾和后巾组成，

女都可以穿着的，贵族穿的袍基本上是趋于瘦

是其形制。

长，
非常的大，
衣领基本上都比较宽，衣上面一般

李斌认为，之所将“衣”排到“食”之前，而是

有织或绣的精美纹样，衣缘一般都比较宽，而且

“衣”
曾经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首先，

这些贵族所穿着的衣缘大多数都会选用厚质地

排在“食”
后
“衣”
作为一种获取生存发展的工具，

赵波也总结了中国以衣
的织锦进行装饰。此外，

“衣”
这种重要工具的
面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没有

料命名的袍，先秦时期的袍也就是文献上有明确

当人
存在，
“食”
的获取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其次，

记载的这一时期的袍服有绨袍、缊袍、绵袍。另

们解决了
“食”
的问题，
继而解决安全的问题——
—

外，
赵波总结到先秦时期是袍服发展的一个初期

当安全问题解决之后，
“住”
就理所应当了。最后，

阶段，其形制基本可以概括为大袖式、宽袖式和

人类的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手段——
—
“行”就突显

窄袖式三种。后世袍服的袖型基本上都是以此为

出来。显然，
李斌有关“衣食住行”
排列顺序的解

基本型进行演变的。先秦时期的袍服功能相对于

释完全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

后世来说比较简单，它并没有作为朝服、大礼服

思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的理论。因此，
从
“衣食住

这种形式来出现，它基本上是作为贵族的燕居服

行”的排序上看，服装必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

和大多数人来穿的内衣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从传

重要生存工具。

世的实物来看，帝王、贵族他们所穿着的袍会有

基于古汉字 字源 学和 哲学 两 维的 交叉 分

精美的装饰，而普通百姓所穿着的服装是很少

析，李斌赞同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需要，其最

有装饰的，但是这时期的袍的种类非常多，只看

初的形制应为皮质的腰带，随着人类的进化与

史书上有明文记载的袍的种类就多达十余种。

发展，最终在不同的地区产生各具特色的成型

最后，赵波认为现代人要研究国服，先秦是一个

服装。

源头，发掘其特点，更好地设计出代表个人、地

2 中国袍服简史、
先秦袍服研究、
宋代服饰研

区以及国家形象的礼服是它的社会价值；设计

究、明代服饰研究（主讲人：赵波，时间：2020

出蕴含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和风情，使其成为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24 日、
6 月 7 日、7 月

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它的文化价

18 日、8 月 29 日）

值；如何对袍服进行改良创新，使其既传统又国

赵波作了四次讲授。中国袍服简史分两次对

际，既古典又现代，既时尚又有内涵是它的艺术

先秦至民国时期的袍服进行图音并茂的讲授，
他

价值。因此对先秦时期袍服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以一些实物进行简单的讲述。

是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三重价

第三次讲授，
赵波以先秦袍服为对象进行详

值的研究方向。

细解读。赵波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袍服出现并发

第四次讲授，赵波基于一些传世的绘画、文

展的一个时期，
对于中国袍服研究的追根溯源有

物、
文献以及出土的文物中的袍服信息分别对宋

着关键的作用。袍在先秦时期其主要的功能是内

代的男装、
女装与童装进行了讲解。首先赵波基

衣，所以在穿袍的时候一般会在外面加上外衣。

于 《孝经图》
《中兴四将图》
《范仲淹像》
《听琴图》

在战国的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中

《睢阳五老图》对宋代的男装进行了讲解。随后，

墓主人穿的就是一件曲裾的深衣，衣身有卷曲的

赵波又讲到了女装，
首先讲到的是宋代吴皇后受

图纹，
腰身非常的纤细，它的领子、
袖口都有宽阔

封时所穿着的服装，头戴九龙花钗冠，面部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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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钿，耳上戴的是珠玉的耳坠，身上穿的是深青

（2）中国传统麻葛织物存世的稀少，其与织

袖
色的袆衣，衣上织有成对的锦鸡纹样，衣领、

物的本身特征和丧葬制度有关。一是传统麻葛类

口、下摆的衣缘部分都是朱色的云龙纹，脚上穿

织物不饰文采、
粗糙少有精品。在马王堆汉墓出

的是如意云头的青舄。接着又讲到了现藏于北京

土的织物中丝绸织物和麻织物，我们看到的麻织

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时期的《瑶台步月图》，图中三

物在质量上、精度上或者说在文物的价值上，完

位女主人身穿窄袖对襟的褙子，
而里面的上衣穿

全没有同麻葛织物相提并论的资本。二是丧葬制

的是抹胸，
下衣穿的是裙。根据此图中女性服饰

事鬼神的神
度。粗糙的麻做孝服，丝为养生送死，

的穿着方式赵波又分享了几件出土的宋代女装。

物。
《礼记·礼运》：
“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以养生送

最后赵波又讲到了童装。宋代儿童的服装基本上

死，
以事鬼神，
上帝皆从其朔。”

和成人所穿着的服装款式是类似的，大多数是把
成人的服装缩小了。
第五次讲授，赵波分别从形制视觉、材料视

夏布是以
（3）对于什么是夏布，
廖江波认为：
苎麻为原材料，包含绩麻成线工艺织造出来的织
物。夏布有全手工夏布、
半手工夏布、
机织夏布，

觉、
色彩视觉三方面对明代的袍服进行了分类研

采用剑杆织机来织夏布，就是经线用机织纱，纬

究。首先赵波先从形制视觉上对明代袍服进行了

线就用手工纱，这样可以保留夏布挺阔和古朴淳

分类，将明代的袍服归纳为大袍、短褐袍、顺褶、

厚的质感。纺手工纱过程又称为绩麻，其以天然

对襟袍、衬褶袍、贴里、直身、道袍、盘领窄袖袍、

精细的麻纱是纺织优
沤制麻缕首尾相接成麻纱，

盘领右衽袍十种。接着赵波又讲到了基于材料视

质夏布的基础，是夏布织造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核

觉的明代袍服分类，将明代袍服分为纱袍、纻丝

心。

袍、
罗袍、
绢袍、
布袍、
棉袍六种。随后他对这些袍

4 民国旗袍的面料研究 （主讲人：段玲，时

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间：2020.6.20）

3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夏布）的几个相关问
题（主讲：廖江波，
时间：
2020 年 5 月 9 日）

段玲通过对旗袍实物的研究主要讲述了民
国旗袍的面料的特征。她首先讲到旗袍具有鲜明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廖江波

的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服饰的发展以

的讲座，
以中国传统麻葛织物为主题，围绕“天然

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服饰的影响，蕴含着几百年

纤维服用是先有丝还是先有麻？”
“为什么现存

来中国女性对美的追求与诠释，曾被誉为中国的

这三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稀少？”
“什么是夏布？”

“国服”
。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满族入关前穿着宽松

个问题展开论述。

的长袍便于骑马打猎，
这种长袍便是现代旗袍的

（1）在中国是先有丝还是先有麻，这个问题

雏形。而满族人入关后，
生活开始逐渐汉化，
旗袍

我们单从中国出土的织物来看的话是很难去判

装饰增多，
在宫廷中广泛流行。辛亥革命后，
西方

断的，但是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

旗袍融合改良了东西
服饰及面料涌入中国市场，

会发现麻织物的历史要比丝织物的历史更悠久

方服饰的特点，
20 世纪 30 年代是旗袍发展的顶

一些。埃及的亚麻服装为最早的比较成型的服饰

峰时期，在这一阶段旗袍在面料、款式的选择等

之一，
距今有 5,400～6,000 年的历史。中东以色

体现女性曲线的同
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列、
埃及被认为麻纺文明的发祥地。以色列犹大

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成为中国

沙漠发掘的麻织物残片，推测为麻类韧皮纤维，

女装的典型代表。因此旗袍在当时非常流行并被

在棉、麻、
距今约有 9,160～8,150 的历史。另外，

女性普遍穿着，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旗袍的款式

，它的纺织利用
丝、毛之前还有一种植物叫“葛”

历史更悠久。从葛的形态来看有点像绳子的感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面料共同体现
接着段玲又讲到服装的款式、

觉，
结绳是纺织早期的萌芽。因此认为中国是丝

了服装的整体风格，
是旗袍中最直观、
最易辨认、

绸文明的发祥地，但麻葛类韧皮纤维的纺织利用

最能体现设计风格的元素。有很多关于民国旗袍

更早。

服装的款式、剪裁的研究，但是对于旗袍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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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却很少。而面料作为服装的基本材料，影

5 从 CHANEL 的高级定制技术到时尚产品

响着旗袍的手感、质地和视觉艺术效果，不同的

的创意发展: 谈谈高定技艺对当下时装设计

款式也要借助材料和图案来表达设计情感。海派

的启示（主讲人：王俊，时间：2020 年 7 月 4

旗袍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富有商业和民间色彩，

日）

多花色的格局。
旗袍面料呈现出了多品种、
继而段玲又对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民国时
期无袖旗袍实物面料进行研究，
通过对面料的材

王俊是从 CHANEL 的高级定制技术到时尚

产品的创意发展中谈到了高定技艺对当下时装
设计的启示。

质、组织结构、织造印染方式、颜色、纹样分析民

他首先讲到了高级定制的概念，最早的高级

国时期旗袍的特点。材质的鉴别主要通过红外光

定制是传承在法国的宫廷服装之后的，而时装的

谱无损测试分析，
借助体式显微镜和纹织CAD 绘

概念最早也是从法国宫廷服装中传递下来的，当

图分析花型纹样，
采用记录、
比较、
统计和推理等

时在封建社会内部时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

方法展开实物分析和讨论，结合文献资料和相关

征。而早期典型的高级定制就是“华托裙”
，华托

研究成果得出关于民国时期旗袍面料使用的相

是一个画家，但他当时描写了大量的洛可可风格

应结论，
以期对民国纺织品和服饰时尚研究有所

宫廷人物，
通过“华托裙”
的形状衬托出当时女性

贡献。

的优雅，虽然华托裙很美，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

段玲认为以往鉴别材质的方法是用火烧或
但是这样不可
者挑纱出来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看，

是穿着不太舒适，这也是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
地位终将是男性的附庸。

避免的都会对珍贵的旗袍样品造成损害，由于丝

而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后，时装已经进入到

绸较为贵重，
所以要尽量避免在鉴别过程中的损

了社会当中，慢慢地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消费的对

害。上海纺织博物馆纤维实验室傅里叶红外光谱

象，
所以
“华托裙”
也就慢慢淡出了舞台。而在
“华

测试仪器就是为这种珍贵的样品做无损鉴别的，

托裙”之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设计师叫查尔

只需要轻轻把样品放在载物台上，
就可以进行分

斯·弗雷德里克·沃斯，
沃斯开创了第一间高级定

析测试了。

制的定制屋，而定制屋更多的是为市场的新兴资

最后段玲讲到尽管博物馆对于旗袍的收藏

产阶级服务的，它慢慢形成了现代时装的基本雏

是一种随机式收藏，但是通过对民国旗袍实物

形。而相对之前的宫廷服装已经有了自己的特

的面料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关于民国时期某

点：第一是有市场；第二个是可以商业化的进行

种海派旗袍面料的基本特征。她们馆藏的一件

制造生产和销售；
第三个是用了模特。

民国旗袍面料的纤维品种为桑蚕丝，说明丝织

在沃斯之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又出现了

物是作为一种较为贵重的原料在夏季旗袍中所

整个时尚产业里面几个典型的人物，其中最突出

采用的。面料的组织结构以简单的平纹结合多

的就是加布里埃·香奈儿，她是法国很有名的设

臂织法，配以色织方法，让面料呈现丰富的花型

计师，对于整个时装业来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立体的视觉效果；而颜色的选择是适用于夏

可以说是时尚的标杆。而与沃斯相比较，她又使

天的黑、白及淡黄色；纹样的选择了具有丰富寓

高级时装行业向前跨了一大步，
她的设计最能充

意的石榴纹样，和传统石榴纹样相对比，有可能

引导现代女性方向。由
分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

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所以石榴纹样造型有

于香奈儿生于法国南部山区，有强烈的反贵族意

所改变。研究表明该件民国旗袍中的原料选择、

识和为劳动妇女服务的思想，所以她的服装更多

织造方式、花型排列、装饰纹样，对现代服饰设

的是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这里王

计中有关装饰纹样的选取、纹样的结合以及色

俊讲到了一张身穿香奈儿服饰的女性，而图中的

彩面积设计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进一步为

女性具有一种男性化的特质，无论是她的服饰、

旗袍装饰纹样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真实价值和

很明显已经摆脱了社会
帽子还是她的肢体行为，

可借鉴性提供了参考。

上男性附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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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创新的运动装设计而闻名，使用针织衫

缓。但是反常地出现了
“亚当夏娃”效应，在官方

或针织花呢等针织品。王俊讲到了一件香奈儿早

明令禁止的情况下，
《良友》画报并未停止对旗袍

其中既有装
期的既明显时尚又完全实用的服装，

的宣传，当时地文献中孙传芳的禁令仅停留于道

饰性又有功能性的建筑元素。这样的柔软针织面

德层面，
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这也就导致了《良

料制成的连衣裙不需要太多的缝合来达到舒适

友》画报通过设置新装介绍、海上新装的专栏来

的贴身效果，但这里的接缝也更加平坦，强调了

引领时尚，
试图培养旗袍的流行群体。

设计的苗条垂直性。即使是编织的自制织物装
饰，
也可用作中央正面和袖口的纽扣环。
王俊又讲到香奈儿很多的设计并不是纯粹

梁文倩认为，旗袍在领部的设计上，元宝领
出现的频率居多。元宝领斜切过两腮，从视觉上
营造出瓜子脸的效果，符合当时人们追求纤瘦、

的装饰性设计，而是具有实用性的，比如她设计

羞涩的审美观念。在袖部出现频率最高的则为倒

的脱卸式袖口就是考虑到了当时职业女性的工

大袖，
《流行大袖之推测》一文曾指出，倒大袖是

作需求，服装既需要简便同时又要低成本，所以

出于对生活的便利性与对古人的模仿两方面原

她推出这种实用性的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

因。但此时倒大袖与相对紧窄的旗袍衣身形成静

认可，
由此可见她当时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创新和

与动的对比，完整的构建了“静若处子，动如脱

突破。

兔”
的理想形象。

而且她不断的通过一些创新设计提高面料

梁文倩对旗袍的配伍进行统计，发现以短

的附加值，
比如说饰边，包括面料里面自带穿插，

发、
簪花、
裘皮大衣三者出现频率最高。对于剪发

这样能在有限的材料里面不断的进行突破，
也带

当时进步人士提出了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匹妇

给了我们在现代设计中的一些新的启发。她也并

亦有责”的口号，
并试图将其与禁缠足、兴女学一

不是天马行空去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而是在

起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举措。但在身体发肤受之

有限的范围内找到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父母的时代女子剪发谈何容易，最终著名影星黎

通过王俊对香奈儿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之

明晖在其出演的电影《花好月圆》中以短发形象

所以香奈儿始终对高级定制有重要的意义，
是因

示人惊艳绝伦，引发时髦女性的纷纷效仿，最终

为它在款式上相比那些传统的高级定制服装来

短发得以快速流行。簪花在此阶段由原先装饰在

说是在不断的进行突破的，并且能够结合时代的

发髻上的饰品转移到领部与旗袍配伍。这与中国

需求抓住新的目标消费市场，同时能在有限的材

敬物尚简的传统有关，
且能帮助佩戴者在一定程

料中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不断的创造惊喜。

度避免了过于激进的视觉效果，营造出刚柔并济

6 基于 《良友》 画报中前期旗袍 （1926～

的美感。裘皮大衣的流行是由于民国时期封建的

1929）款式和设计分析（主讲人：梁文倩，时

服装等级制度彻底瓦解，
服装发展的掌控权转移

间：
2020 年 8 月 1 日）

到了财富拥有者手中，
他们自然对先前不能触碰

梁文倩统计《良友》画报旗袍的出现频率发

的服装形制而跃跃欲试，加之俄罗斯风格的传

现，
1926耀1927 年旗袍的出现次数 低于旗袍马

入，时尚的追寻者自然难以抵抗裘皮大衣带来的

而 1929 年旗袍的出现
甲、
文明新装等服装样式，

诱惑。

原因：淤1926耀1927 年由于孙传芳对旗袍的抵制

样大放异彩，
但其在款式、
领部、袖部以及配伍等

加上中国女性着装开放程度的落 后，导 致了

方面诸多“妥协”
，
造就了后续旗袍黄金年代的形

1926耀1927 年旗袍的出现频率低于旗袍马甲、文

成。通过一个个在服装表像上的变化而辅助女性

频率并不升反降。就这一现象她认为有以下几点

明新装；
于北阀战争，
孙传芳败局日显，
导致他无

暇顾及上海风尚，使人们对于旗袍的热情有所趋

1926耀1929 的旗袍虽不如 30 年代的旗袍那

更加积极地思考自我的解放。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