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韨、韠辨异
游

卿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研究意义]韨、韠是早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否同物异名以及分别与何种礼服相搭配的争论早已有之，
但现代学人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法]文章拟从基本文献出发，稽古发微，对韨、韠做进一步的考定，以厘清二者
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韨、韠虽均有蔽膝之用，但在颜色、图案、尺寸方面是有差别的，着韨与着韠的
人群以及相配的衣物亦有区分。下至公侯伯之士，上至天子均可着韨，且多与玄冕、爵弁服相配，而韠多与君大夫士玄
端、皮弁服、
士及下大夫之臣的朝服、加冠礼时主人的兄弟的礼服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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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Fu and Bi
YOU Q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 Fu and Bi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early clothing , there have long been debates about whether they are just different
names for the same thing and what clothes they should wear together with, but modern scholars have done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basic literature, explore the subtleties of ancient events to facilitate further
examination of Fu and Bi and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lthough Fu and Bi are used to cover the
knee,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ces in color, design and size. Also, people who wear Fu and Bi and the formal dress which matches
Fu and Bi are different. Officials of different titles can all wear Fu, they can be dukes, Marquises,earls and even the the
emperors and it usually goes with Xuan-mian and Jue-bian while Bi often goes with Xuan-duan of the king, Dafu or Shi , Pibian and usually used as the court clothing by Shi or Xia Dafu's courtiers and also as formal dress worn by the host's brothers for
crowning ceremonies.
Key words: Fu; Bi; difference; the dres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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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贾公彦在疏文中进一步解释韠制和韨制主要以“有

韨、韠的记载主要见于《礼记》
《仪礼》与《诗经》

饰无饰为异”[1]24。如此，在《仪礼》的系统中，韠与韨

中，囿于经文简明扼要，且服饰制度本身难以厘定，

是不一样的。而在其他的早期典籍中，又出现了截

不似青铜器皿等有大量实物出土可辅以佐证，故在

然相反的记载，尤其是在《诗经》中，例如《瞻彼洛

此二物的辨析上出现了诸多异意。

矣》
《采菽》，
认为韨、
韠“俱是蔽膝之象，
其制同”[2]。

在《仪礼·士冠礼》中，经文言“爵弁服，纁裳，纯
[1]

针对韨、韠究竟是同物异名还是相似却有不同

衣，缁带，韎韐” 。即士加冠时所着的礼服之一是

的争论多见于古时学者，比如郑玄、许慎之属，但诸

爵弁服，与爵弁服相配的是浅绛色的下裙、黑色的

学人见解亦如《诗》与《礼》中韨、韠的对立，往往难

丝质上衣、黑色的大带以及“韎韐”。那么，
“韎韐”

以达成统一，各执一词。而今之学者多是将韨、韠

究竟为何物呢？郑玄以为“韎韐”当为“缊韨”，即赤

笼统释为蔽膝，并未深入阐发，如王文锦[3]、杨天宇[4]

黄色的蔽膝，又兼言及“韠”，认为“韨之制似韠”[1]22，

诸人，唯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认为韨、韠“析言
有别，浑言则通”[5]，然亦未详述二者之别。这是问
题一，韨、韠是否为一物？如果不是，二者区别又在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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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韨与韠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与何种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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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相配，这一点也争议颇多。
《诗·采菽》郑氏笺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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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服之蔽膝当称为韨，而他服之蔽膝则称为韠[2]501；

义》中明确将韨、韠分而视之，认为韨是大带之饰，

贾公彦在《仪礼·士冠礼》疏文中又称“祭服谓之

韠是蔽膝，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观点是独

[1]24

韨，其他服谓之韠” ；然孔颖达在《瞻彼洛矣》一

树一帜的。大部分注家在争论韨韠制同或制异时

诗中又点出韨与韠不仅在不同的礼服上称谓不

都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二者均是蔽膝，但《五经异

一，二者更是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大夫以上，祭服

义》却完全跳出了这个框架。
“韨”俗作“绂”，段玉裁

谓之韨”[2]478、
“士朝服谓之韠，祭服谓之韎韐”[2]479。

言“绂，绶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縌，光明章表，

这是问题二，若二者均用作蔽膝，那何种情况下当

转相结受，故谓之绶，亦谓之绂”[7]363，这或许是《五

称之为韨？何种情况下当称之为韠？

经异义》会将“韨”解释为“大带之饰”的原因。由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或可稽古以发微，做更进

此，在东汉人许慎的系统中，其实存在两种“韨”，一

一步的厘定，从中勾勒出韨与韠更为清晰的面貌，

种是作为“蔽膝”的韨，另一种是作为“大带之饰”的

下则姑妄言之。

韨。但此文只讨论作为“蔽膝”的韨与韠的区别，故

2 韨、韠同异之辩

将“大带之饰”的“绂”排除在外。

韨、韠形制是否相同的问题争论已久，韠的相

据此，我们可根据现有材料中对韨、韠的具体

关论述散见于《礼记·玉藻》
《礼记·杂记》
《仪礼·士

描述，通过对比相似程度来判断二者是否同物异

冠礼》等篇目，韨则多见于《礼记·明堂位》
《诗·瞻彼

名，抑或是仅仅相似而已。

洛矣》
《诗·采菽》
《诗·候人》等等。按《释名》之解，
韨与韠的作用均是“蔽膝前也”，确可笼统称之为蔽
膝，但在具体形制方面，诸注家却意见不一。
一派认为韨、
韠同物，
仅是名称不一样：
《礼记·明堂位》郑注：
韨，
冕服之韠也[6]。
。

《诗·采菽》孔疏：韨、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同，

而有深浅之差[10]。
《诗·候人》毛传：一命缊芾黝衡，再命赤芾黝
《礼记·玉藻》：一命缊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
三命赤韨葱衡[6]907。

[2]502

俱尊祭服，异其名耳

……天子、三公、九卿朱绂，诸侯赤绂。朱、赤虽同，

衡，三命赤芾葱衡。大夫以上赤芾乘轩[2]269。

[2]269

《诗·候人》毛传：
芾，
韠也

首先是韨制：
《易乾凿度》：天子、三公、诸侯，绂服皆同色

。

《说文·韠》
段注：
然则韠、
韨同物，
殊其名耳[7]。
《诗经》中的“韨”多以“芾”字现之，如《候人》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采菽》
“赤芾在股，邪幅在
下”。按《说文》，
“韨”常常假借为“芾”字，或作
“巿”
“绂”，均是“蔽膝”之意。如上所示，毛、郑、
孔、段诸人以为，韨、韠乃同物异名，于形制上并无

《礼记·明堂位》郑注：山，取其仁可仰也。火，
取其明也。龙，取其变化也。天子备焉，诸侯火而
下，卿大夫山，
士韎韦而已[6]951。
《仪礼·士冠礼》贾疏：诸侯亦同色者，其染之
法，同以浅绛为名，是天子与其臣纯朱，诸侯与其臣
黄朱，
为异也[1]25。
《说文·巿》
：
天子朱巿，
诸侯赤巿，
卿大夫葱衡[7]362。

不同。
另一派则认为韨、韠相似，均用作为蔽膝，但于

根据上述《易乾凿度》
《仪礼·士冠礼》
《说文·

具体细节上确有差异；或更为激进一些，认为韨根

巿》相互补充可知，天子及其直系臣属（王之公卿大

本不是蔽膝，
而是大带之饰，
与韠完全不一样：

夫士）的韨的颜色为朱，诸侯及其臣属（诸侯之卿大

[1]22

《仪礼·士冠礼》郑注：
韨之制似韠

。

《仪礼·士冠礼》贾疏：其韨之制亦如之（韠制），
[1]24

但有饰无饰为异耳

。

夫士）的韨的颜色为赤。
《士冠礼》中言诸侯为“黄
朱”，
“黄朱”即为“赤”，段玉裁注“巿”字时言“朱深
于赤，则黄朱为赤也”[7]362。虽今日通言朱、赤为红

《五经异义》：
韨者，大带之饰，非韠也[8]。

色，其实二者深浅有别，依钱玄先生总结，诸红色

《俞正燮全集·韎韐句读义》：今齐人名蒨为韎，

中，
“其最深者曰朱、绛；其次曰赤、纁、彤；又其次曰

[9]

韐、韨之制似韠 。

、縓、红”[5]82。
《明堂位》中则可知天子诸侯等人韨

此处，无论是郑玄、贾公彦亦或是俞正燮，均认

上所画的图案，天子之韨兼具山、火、龙，诸侯只有

为韨、韠仅仅是相似，并不能完全等同，二者还是有

火，而卿大夫只有山，士之韨无图案，仅仅是赤黄色

区别的。我们可以发现，郑玄在注《明堂位》和《士

的苇草所制的韨。
《候人》与《玉藻》的记载大同小

冠礼》的时候，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注《明堂位》

异，只需要将“一命”
“再命”
“三命”对应上具体的人

时郑玄将韨、韠等同，注《士冠礼》时却只承认二者

物即可。郑玄在《玉藻》中援引了《周礼》言“公侯伯

相似，郑玄本人其实也是摇摆不定的。而《五经异

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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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6]907，与经文相参照，即公侯

大体有朱、素、爵、缁四种，其中又以素色居多。爵，

伯之卿为赤韨葱衡、公侯伯之大夫以及子男之卿为

可通“雀”，爵色即雀色，这是一种赤而微微泛黑颜

赤韨幽衡、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为缊韨幽衡。

色。缁色是古人染布中最黑的一种颜色，七入染缸

此处对《士冠礼》贾公彦之言“诸侯与其臣黄朱”有

才能得到缁色，五入染缸则为爵色。第一则《玉藻》

一个细微之处的纠正，子男之士不命。也即言，并

中的韠当为“玄端服之韠也”[6]906，
故结合上述材料可

非所有的诸侯之臣都是“黄朱”，如果诸侯的爵位仅

知，大夫玄端之韠、士朝服之韠、皮弁服之韠均为素

仅是子男，那么隶属于他的士没有相对应的韨制。

色；
君玄端之韠为朱色；
士玄端之韠为爵色；
“下大夫

贾疏起于唐，显然《玉藻》的经文更具说服力和公信

之臣”朝服之韠为缁色[1]1024。其中，
“缁韠”需要特别

力，但考虑到早期礼制中常常出现“礼穷则同”的断

注意。
“缁韠”鲜少出现在三礼中，遍寻之仅得两处，

语，或许贾氏的总结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其一为上述《特牲馈食礼》经文，但毛本“缁韠”作

表1

“缁带”，阮元据上下文校“带”为“韠”；其二为贾公

韨制

彦在《士冠礼》疏文中言“兄弟用缁韠，不用爵韠，兄

The system of Fu

Tab.1

天子之
典籍出处

类别

天子

公卿大

诸侯之
诸侯

夫士
《易乾凿度》

颜色

《礼记·王藻》

朱

朱

赤

卿大夫
士

经文中尚且存在争议，故可将“缁韠”看做一个特

赤/缊*

《仪礼·士冠礼》 图案
《说文·市》

例，是下大夫之臣或士之兄弟所着之韠。
至于韠的具体的裁剪方法与形状，
《玉藻》中略
提及有“圆杀直”三种，但这三种剪裁方式早期并未

颜色

《礼记·明堂位》 图案

弟卑，故云降于主人也”，但对应的经文中并未出现
“缁韠”的相关论述。也就是说，
“缁韠”是否存在于

山、

卿大夫

火、
龙

山士无

火

卿大夫
山士无

有礼图传世，导致诸治经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
到清人黄以周方才绘出图例，但考虑到清去秦汉年

*注：公侯伯之卿为赤韨，公侯伯之大夫以及子男之卿为赤韨，公

岁甚远，且未有实物传世，古制实为难知，不可委

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为缊韨，
子男之士无韨。

识，故不敢妄下断语。

根据上述材料，
可绘韨制图表（表 1）。

根据以上分析，
亦可绘韠制图表（表 2）。
表2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献在描述韨制时，大体

韠制

Tab.2

The system of Bi

是沿着颜色、图案两条路径进行的，并且二者不相

典籍出处

类别

君

大夫

士

交涉，论及颜色时不涉图案，论及图案时不涉颜色，

《礼记》

玄端

朱

素

爵

有彼无我，
有我无彼。

《仪礼•士冠礼》 朝服

韨制的情况大抵如上，关于韠的论述亦散见于
各处：
《礼记·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韦……韠

《仪礼•士冠礼》 皮弁

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革带，
博二寸[6]906-907。
《礼记·杂记》：韠长三尺，下广二尺，上广一尺，
会去上五寸。纰以爵韦六寸，不至下五寸。纯以
素，紃以五采[6]1234。

《玉藻》：下广
二 尺 ，上 广 一
尺，长三尺，其
颈五寸。
《杂
记》：长三尺，
下 广 二 尺 ，上
广 一 尺 ，会 去
上五寸

注：
下大夫之臣、士之兄弟着缁韠。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早期文献中对于士这
一群体的韠的描述是最为详备的，君、大夫等其余

《仪礼·士冠礼》：
主人玄冠，
朝服，
缁带，
素韠[1]7。
《仪礼·士冠礼》
：
皮弁服，
素积，
缁带，
素韠[1]25。
《仪礼·士冠礼》：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
[1]26

缁带，
爵韠

备注

。

阶层并未过多涉及。
从表 1、表 2 可知，古人对于韨、韠的记载重合

度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相当低。韨制重在讨论

颜色和图案，韠制重在讨论颜色与尺寸，二者仅仅

《仪礼·特牲馈食礼》：特牲馈食，其服皆朝服，
[1]1023-1024

玄冠，
缁带，缁韠

。

在颜色方面有所重叠。我们不知道韨的尺寸，也不
能确定韠是否有图案。而当落实到具体的颜色时，

观察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礼书中

又会发现韨与韠差异非常大，韨不论阶层，非朱即

言及韠制更多的是讨论它的尺寸、颜色以及与之相

赤，整体偏向红色系；韠则横跨朱、素、爵，颜色极其

搭配的服饰。韠的尺寸基本一致，并无出入，颜色

跳跃。所有的维度中，
韨与韠中只有“天子朱”与“君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朱”这一项数据是重合的，
除此之外再无相似之处。
故韨、韠并非是贾公彦说的“有饰无饰为异”那
么简单

[1]24

31

此外，孔颖达加上了人物群体的限定，
“大夫以
上，祭服谓之韨”，许慎“尊者称韨”。大夫以上的群

，二者的形制也不是那么相同，虽然韨与

体，例如王、公卿等人均是冕服而祭，就将士的爵弁

韠在功用上是一致的——蔽膝，但我们不能草率地

服、玄端服刨除在外。如此，大夫以上群体的祭服

将韨等同于韠，不能以“同物异名”一言概之，二者

和冕服是可以等而视之的，便弥合了贾公彦“祭服

区别颇大。

谓之韨”与郑玄“冕服谓之韨”的矛盾。但显然，孔

3 韨、韠之用

颖达“大夫以上，祭服谓之韨”与段玉裁“玄冕爵弁

上一节业已说明虽同为蔽膝，但韨、韠有别，那

服之韠称韨”又是相矛盾的。

么，韨与韠应当应用于什么场合，和什么衣服相配

要解决郑、贾、孔、段四人对韨的应用范围定义

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古之学者对

不一的问题，我们还要回到《易乾凿度》
《礼记》
《仪

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未有定论：

礼》等经文中，会发现天子与天子之公卿大夫士、诸

《仪礼·士冠礼》贾疏：祭服谓之韨，其他服谓之
[1]24

韠

。
[2]501

《诗·采菽》
郑笺：
冕服谓之芾，
其他服谓之韠

。

《诗·瞻彼洛矣》孔疏：大夫以上，祭服谓之韨
……士朝服谓之韠，祭服谓之韎韐[2]478-479。
《说文·韠》段注：元端服称韠，玄冕爵弁服之韠
称韨……许意卑者称韠，
尊者称韨[7]234。

侯与诸侯之卿大夫士（除子男之士）均出现了服韨
的情况（表 1），尤其是天子之士、公侯伯之士会着朱
韨、赤韨或缊韨。如此，孔颖达的“大夫以上”的限
定也是不准确的。
从现有材料来看，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着韨的
人，上至天子，下至大夫士，至于韨具体是与祭服相
配，还是与冕服相配，抑或是与玄冕爵弁服相配，我

首先是韨，据上述材料，韨的应用可总结为以

们不得而知。但从《易乾凿度》和《玉藻》的记载反

下三种情况，一是作为祭服之蔽膝（贾公彦），二是

推，士阶层是可以着韨的，但士按礼制却万万不能

作为冕服之蔽膝（郑玄），三是作为玄冕、爵弁服之

穿冕服，所以郑玄“冕服谓之韨”的说法似乎行不

蔽膝（段玉裁）。首先看外延最小的第三种情况，玄

通。故韨与祭服或者与玄冕爵弁服相配的可能性

冕是冕服之一，为六冕中最低等的冕服，爵弁服则

要更高一些，
也即贾公彦、段玉裁之说更为精确。

属于祭服中的一种。它会应用于士阶层的祭祀活

其次是韠，韠的情况也很复杂，按郑玄在《采

动，士祭祀分两种情况，如果是私家祭，应着玄端，

菽》笺中所说，冕服之外的其他礼服的蔽膝都可称

如果助君祭，应着爵弁服。此外，爵弁服亦是士加

之为韠，而贾公彦的观点是祭服之外的其他礼服的

冠、亲迎时所着礼服。所以，如果三种情况中一定

蔽膝可以称之为韠，孔颖达也是框定了人物范围，

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外延最小的第三种“作为玄

认为只有士朝服的蔽膝能够称为韠，段玉裁则认为

冕、爵弁服之蔽膝”的结论应是最为精准的，祭服是

元端——即玄端——的蔽膝可称为韠。

爵弁服的泛化，冕服是玄冕的泛化。且，贾疏说“祭

这四种说法孰对孰错，我们依旧要回归原始文

服谓之韨”，郑笺言“冕服谓之芾”，而祭服和冕服本

献。韠制要比韨制稍明晰一些，
《礼记》与《仪礼》中

身是不完全重叠的。之于祭服而言，不同阶层的人
的祭服是不一样的，不同祭祀场合所着的祭服也会

的韠往往是与相关服饰成套出现的（表 2），比如《士

不一样。比如王之祭服是六冕，公卿亦是冕服而祭

韠则与玄端相配，缁韠也是和下大夫之臣的朝服或

或朝服以祭祖祢，士的祭服则包括了爵弁服和玄端

加冠礼时士的兄弟的礼服相配，
《玉藻》中君朱韠、

服，所以祭服的外延要比冕服广。要之，郑玄、贾公

大夫素韠、士爵韠都是指的玄端。如此可以判定，

彦、段玉裁关于韨所配之服的观点有如图 1。

冠礼》中的素韠会出现在士朝服、皮弁服的场合，爵

孔颖达的说法“士朝服谓之韠”是不全面的，显然
君、大夫、下大夫之臣等人也能着韠，而不仅仅是士
之朝服；段玉裁的说法“元端服称韠”也不全面，玄
端之外亦有皮弁服等礼服可以配韠。许慎“卑者称
韠”其理亦同。
将孔、段之说排除后，那么郑玄和贾公彦的说

图1
Fig.1

郑玄、
贾公彦、段玉裁所见韨所配之礼服

The formal dress which matches Fu of Zheng Xuan, JIA
Gongyan and DUAN Yucai

法要如何取舍呢？首先，玄端是士的祭服之一，而
玄端是可以爵韠相搭配的（表 2），所以贾公彦“祭服

谓之韨，其他服谓之韠”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祭服之

32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第九卷

第六期

蔽膝亦可称为韠。郑玄说冕服之外的礼服的蔽膝

君、大夫、士之玄端相配，或与士朝服相配，或是与

称韠的这个说法，我们难以判断其正误。按《礼记》

皮弁服相配，抑或是与下大夫之臣的朝服、加冠礼

和《仪礼》的记载（表 2），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

时主人的兄弟的礼服相配。或许郑玄、贾公彦、孔

配韠：君、大夫、士玄端；士朝服；皮弁服；下大夫臣

颖达等人能看到比我们如今所见更为丰富的典籍

之朝服；加冠礼时士的兄弟的礼服。只有上述五种

或实物，因而出现了种种相冲突的论见，也只能说

情况是经文中明文记载的，如此说来郑玄的说法也

上述两个观点是基于我们现有的材料总结的一个

没有错，毕竟上述五种衣服确实是在冕服之外。但

相对保守的结论，诚如孔颖达所言“古制难知，不可

我们不能做更为精准的断定，因为“冕服之外”的他

委识”，
今人唯有依附坟典，多方参校以俟后贤。

服太多了，比如爵弁服，爵弁服是冕服之外的礼服，
但爵弁服的蔽膝却不叫韠，而是叫“韎韐”，所以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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