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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逾礼服装现象的辨析
段

敏，胡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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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逾礼的服装现象可追溯到东周时期，对它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其社会风情的变迁以及章服制度
的松弛。[研究方法]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对东周时期逾礼的服装现象进行梳理，[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东周时
期逾礼的服装现象主要体现在僭越服制等级、引进胡服和男女倒置三方面；②其背后隐藏着在乱世下寻求身份认同、求
强图存的目的和开放文化氛围下的跨性别意识；③逾礼的服装现象发展到汉代由于政治需要被命名为
“服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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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lothing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Dressing Etiquet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DUAN Min, HU Xiaodong

（School o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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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430073 China）
Absrtact: The clothing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dressing etiquet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re⁃
search on it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customs and the relaxation of the system of official dress cod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lothing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dressing etiquet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
nas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The clothing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dressing etiquet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ransgression of the clothing system, the lead into alien-style clothing and the Cross-Dress⁃
ing; ②The purpose of seeking identity, strength and survival and pursuing personality in the troubled times; ③This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dressing etiquettes was named "Fu Yao"(Clothing Evils) in the Han Dynasty due to politics Governanc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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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礼的服装现象，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几乎贯

行了梳理，其次结合其社会背景分析了它的成因，

穿中国服饰史的始终。服饰是物质文化的载体，其

最后探究逾礼服装现象的本质。

是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及礼仪制度的反映 [1]。对逾

1 东周时期逾礼的服装表征
1.1 僭越等级的服装现象

礼服装现象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通过表象了解人
们当时的着装心理，进而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成因。

等级制是中国服装史的常态，那么对于固有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逾礼服装现象的研究已有不少

级的僭越便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异态 [12]。这种异态

论文，然而，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精力集中在汉代

在汉代的《五行志》中被视为服妖，而这种现象在东

及汉代之后 [2-11]，对于东周逾礼服装现象的研究不

周早已出现，僭越的服装现象又可分为向上的僭越

多见且不深入。东周时期逾礼的服装现象主要表

和向下的僭越。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明，本文选取了

现为僭越服制等级、引进胡服和男女倒置三方面。

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进行阐述，涵盖了统治阶级

虽然有些关于东周时代服饰的研究会提及以上三

和平民两个社会身份，体现在玉佩、面料和颜色等

种服装现象，但鲜有系统的分析东周时期逾礼的服

三方面。

装现象。本文首先对东周时期逾礼的服装表征进

（1）向上僭越的服装现象。东周，无论是统治
阶级或平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向上僭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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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国赵卿越级使用晋侯组玉佩。众所周知，西周

统治阶级的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被统治阶
级为平民和奴隶。晋国的赵简子赵鞅是第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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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卿大夫，但他使用的组玉佩比晋侯更精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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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且适用范围更广。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山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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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县发现的西周晋侯及其夫人墓中，最多有 4 组组

奔。在《荀子·非相》中曾记载“今世俗之乱君，乡曲

玉佩陪葬，而在山西太原南郊的东周赵鞅墓出土了

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

有璜 20 件、龙形佩 16 件、环 20 余件以及管珠若干，

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

[13]

甚至连四个殉人也有少量的玛瑙环或玉环装饰 。
②富商越级使用锦面料。锦为高档丝织品，西周时

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
”[18]
综上所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东周

期为大贵族使用，茹家庄西周墓的墓主为诸侯，其

时期出现了不同于正统的逾礼服装现象，笔者认

墓出土的丝织物是锦和刺绣。然而，到了东周，作

为，这些服装现象为汉代”服妖“一词的出现埋下了

为平民的晋国富商能穿的是有刺绣装饰的织锦。

伏笔。

《国语·晋语》曾记载富商：
“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
能行诸侯之贿。
”[14] 其中韦昭注：
“文，文织；错，错
镂。
”王远孙发正：
“错，
谓绣也。
”

2 东周时期逾礼服装现象的成因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重要时
期。旧体制尚未完全终结，新的时代精神刚刚确

（2）向下僭越的服装现象。一代霸主齐桓公则

定。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生产

是通过穿象征低贱的紫色来僭越服饰等级。在中

力水平，井田制随之瓦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东周，

国古代，由于印染技术的不发达，稀有的颜色只能

西周时期的诸种礼仪制度日渐废除，服饰制度亦呈

为统治者所用，服装的颜色是成了鉴别身份的标

现出不断衰微的态势, 以至于东周时期的服饰礼制

志。先秦时期“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代表着

日渐俗化[19]。到了战国，
出现了“竞修奇丽之服”[20]的

高贵的等级身份，为统治阶层所服用。而间色即正

服饰现象，
服装作为身份区分的功能已经被弱化。

色调和而成的颜色则代表着卑下，为平民和奴隶专

2.1 寻求身份的认同

用。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

众所周知，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备，服
装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身体，更重要的是成为了
色与青色结合而得的间色，齐恒公作为当时最重要 “分等级、定尊卑”的政治工具，即体现礼制规范和
的政治领袖之一，穿间色的袍服，是对周礼制的公
阶级有别。东周时期，社会形态剧烈动荡，服饰制
然抗拒，这给用服装颜色来区分等级的周礼产生极
度的权威受到威胁。诸侯国的贵族阶层为了获得
大的冲击。
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而通过僭越原有的礼
1.2 引进胡服
制来展示自己的势力，所以才出现了通过组玉佩来
展示自己地位的晋国赵卿和对贱色偏爱的齐桓
在中国服装发展的漫长历史里，胡服一直被
“华夏文明本位者”所鄙夷，引进胡服是突破陈规、 公。商人致富以后，企图通过服饰僭越来彰显自我
价值，从而获得身份的认同。商周时期，
“工商食
敢于创新的现象。东周，赵武灵王就在军队中废除
官”是主要的工商业形式，商人以家族管理的方式
了形制宽松的深衣制，采用胡人上褶下裤的二部式
为统治者服务。到了东周，随着集市的出现并且发
服装，将胡服作为军服，变履为靴；另一方面，引进
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15]紫色是朱

了金珰、附蝉、貂尾等装饰品。赵武灵王的服饰改

展，新兴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即自由的商人 [21]。在

革是汉族第一次主动引进外来服饰学习的例子，为

诸侯国积极提倡变法的大背景下，工商食官制度的

异族服饰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为之后的各民族

废除，商品经济得到了极速发展，自由商人增多，商

服装不断融合、
渗透、
碰撞和升华奠定基础。

人致富后，开始模仿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社会地

1.3 男女倒置的服装现象

位的提升使得富商试图打破原有的身份限制。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对男女界限非常严
格，男女混装的现象十分排斥。
《礼记·内则》就曾记
载“男女不通衣裳”[16]，作为诸侯王的齐灵王却喜欢
内宫女子女着男装，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有记载：
[17]

2.2 乱世下的探索与突破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强国纷纷进行改革，
齐国有管仲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而赵国则是胡
服骑射。周锡保先生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

“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
” 女着男

国服装史的第一次变革，对于中国古代服装发展的

装的潮流于是在齐国迅速流行并且“裂衣断带，相

影响十分深远的，纵观中国服装史论，不可否认“胡

望而不止”。除了女扮男装，最早的男扮女装也记

服”是古代服装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

载在东周。穿女装的男子被认为轻薄刁巧、不正

而站在赵武灵王当时的立场，胡服虽然作为主流服

经，同时还引起了一种社会现象，已婚妇女想找这

装的对立面，但简洁、实用的胡服具有战争中所需

种男子做丈夫、未婚少女则想找他做情人，与他私

要的功能性（表 1），所以他力排众议的将胡服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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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周胡服与深衣对比图
Comparison between Hu Clothing and Shenyi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考古实物图片

线稿提取

形制分析

胡服：陶骑俑、春秋秦国、现藏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短衣窄袖，下穿裤、头戴
帽。这种干练、灵活的装
束很适合骑马作战

深衣：银首男俑灯、战国中期、
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曲裾深衣、交领右衽、领
口很低，露出里衣，大袖、
领口袖口镶边。系腰
带。宽博大袖和不利于
活动的裙子使士兵在战
争中行动不便

队中推行，打破陈规，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胡服在

装文化的挑战，故笔者认为逾礼服装现象的本质是

战争中的优越性，使身处内忧外患的赵国军事实力

非主流的服饰文化。到了汉代，出于稳定政权、统

明显增强，国家地位日益提高，这需要极大的胆

一思想的目的，西汉统治者将儒家学说上升到官方

略。然而，在服妖一词产生以后，
《北齐书》将赵武

意识形态的高度，儒生将非主流的服装现象与五行

灵王的胡服骑射与汉灵帝爱好胡服列为了服妖，

结合起来，把逾礼的服装现象命名为“服妖”。

“哀赵武之作孽，怪汉灵之不祥。
”[22] 笔者认为，
《北

3 结语

齐书》将赵武灵王因废长立幼的政治失误而导致的

逾礼的服装现象是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

身死结局与胡服结合起来是不科学的，将胡服当作

物，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

服妖进行批评和抵制更多的反映出儒生对于动荡

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东周礼制松散，逾礼

时代的不安。

的行为表现在服装上有三种：①为了寻求新的身份

2.3 开放文化氛围下的跨性别意识
男女倒置的服装现象是性别意识的弱化，它冲
破了伦理的约束。笔者认为，东周女穿男装的风潮

认同而僭越服制等级；②出于求强图存的军事目的
而引进了方便作战的胡服；③跨性别意识下的男女
混装现象。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服饰文化，逾礼服装

在齐国民间的流行，一方面是由于齐王的喜好而引

现象到汉代被命名为“服妖”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

起群众的效仿；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乱频繁，男

维模式以及服装受传统思想约束与影响的印迹,。

性外出打仗，女性不仅承担着家务的重担，同时还
要进行一定的社会劳动。女性不顾世俗之见，穿功
能性更强的男装是因为其实用，当然也从侧面说明
当时女性在社会有较高的地位。而男扮女装的现
象一方面体现了开放的氛围下审美方式呈现出多
样化的趋势，男性对服装审美的追求，另一方面表
达了男性通过穿模糊性别的服饰来体现个性的精
神追求。当然，不乏有人随波逐流，为了不同而不
同，这点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尤其是在如今消费
主义横行的时代。
综上所述，西周严格的等级制度到了东周变得
散漫，主要原因是阶级的重新洗牌和宽松的文化环
境，逾礼的服装现象的出现是服装次文化对主流服

参考文献：
[1]廖江波.汉代麻葛纺织服饰考[J].服饰导刊，2020，
9(2)：
14-19.

LIAO Jiangbo.Reseached on the Textile Clothing of Ma- ge in
Han Dynasty[J].Fashion Guide, 2020,9(2):14-19.

[2]郭小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服妖”现象浅析[J].安徽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8(2)：
40-43.

GUO Xiaowen.Analysis of the Fu Yao Phenomenon of the Schol⁃
ars in the Wei-Jin North-South Period[J]Journal of Anhui Voca⁃
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2019,18(2):40-43.

[3]张竞琼，洪安娜.明朝服装形制的改良及其对于礼制的局部突
破[J].丝绸，2016，
53(7)：
62-67.

ZHANG Jingqiong,HONG Anna.Improvement of Clothing Silhou⁃
ette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Local Breakthrough for Etiquette[J].
Journal of Silk,2016,53(7):62-67.

[4]刘露.“服妖”由来考——汉代服饰统一下的服饰怪异[J].科教

0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二月/第十卷

第一期

文汇(中旬刊)，
2016(2)：
168-169.

LIU Lu.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ostume Demon" : On

Weird Costume under the Unification of Costume in Han Dynasty
[J].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2016(2):168-169.

[5]李静红.宋代女性“服妖”现象探析[J].衡水学院学报，2014，16
(6):114-116.

LI Jinghong.“Fu Yao”Phenomenon in Song Dynasty[J].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2014,16(6):114-116.

[6]陈宝良.“服妖”与“时世妆”：古代中国服饰的伦理世界与时尚
世界(下)[J]. 艺术设计研究，2014(1):39-47.

CHEN Baoliang.Ethics and Fashion World of Costume in Ancient
China[J].Art and Design Research,2014(1):39-47.

[7]吉瑞琦，王群山.明代瑞兽纹样的异化现象解析[J].服饰导刊，
2020，9(1)：
46-51.

JI Ruiqi,WANG Qunshan.Research 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Aus⁃

picious Beast Pattern in Ming Dynasty[J].Fashion Guide,2020,9
(1):46-51.

[8]龙玉潭，梁惠娥.明中晚期男女混装现象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
势[J].服装学报，
2020，
5(4)：
345-349.

LONG Yutan,LIANG Huie,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
ment Trend of Cross-Dressing in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J].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2020,5(4):345-349.

[9]熊瑛.明末宫廷丝绸的“江南之色”[J].装饰，
2016(4)：
98-99.

XIONG Ying.The Jiangnan Colors of Court Silk in Late Ming Dy⁃
nasty.[J].Art & Design, 2016(4):98-99.

[10]李剑国，孟琳.简论唐前“服妖”现象[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学版)，2006(4)：
427-433.

LI Jianguo,Meng Lin.Fuyao before Tang Dynasty:Discussion[J].
Wuhan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2006(4):427-433.

[11]喻仲文，罗雨.唐代的服妖与政治预象[J].理论月刊，2019(10)：
80-86.

YU Zhongwen,LUO Yu.Fu Yao and Political Anticipation in
Tang Dynasty[J].Theory Monthly,2019(10)：
80-86.

[12]张竞琼，许晓敏. 从官民之差到城乡之别—由古代史迈向近

代史的服装精神属性的根本转折[J]. 艺术设计研究，2015(4)：
30-36.

ZHANG Jingqiong,XU Xiaomin.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
ral—the Fundamental transition of the Spiritual Attribute in

Clothing from Ancient History to Modern History[J].Art and De⁃
sign Research,2015(4):30-36.

[13]乔倩. 西周——春秋时期晋国用玉制度研究[D].山西大学，

2010.

QIAO Qian.Study on the Rule of Jade Using in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D].Shanxi University,2010.

[14]张华清译注，丁鼎审订.国语[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341.

ZHANG Huaqing,DING Ding.Guoyu[M].Jinan:Shandong Pictori⁃
al Publishing House.2014:341.

[15]贾太宏.韩非子通释[M].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6：299.

JIA Taihong.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Han Feizi[M].Beijing: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2016:299.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79:1461.

(Qing Dynasty)RUAN Yuan.Notes on the thirteen classics[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1461.

[17]汤化译注.晏子春秋[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81.

TANG Hua.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f Yanzi[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1:381.

[18]方勇，
李波译注.荀子[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53.

FANG Yong,LI Bo,Xun Zi[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
ny.2011:53

[19]李岩.论春秋战国服饰等级礼制的俗化[J].求索，2015(11)：
152-156.

LI Yan.On the vulgariza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ritual system of

cloth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J].Seeker,2015(11):152-156.

[20]曹金华.后汉书稽疑[M].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

CAO Jinhua.Book of Later Han[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
pany,2014:1.

[21]朱红林.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

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
58-64.

ZHU Honglin.Debate on the Businessmen of the Spring and Au⁃
tumn Period ——Industry and Commerce Serving the Govern⁃
ment and Businessmen in the Pre-Qin Period ( Ⅱ)[J].Jilin Uni⁃
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6(1):58-64.

[22](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7.

(Tang Dynasty)LI Baiyao.Book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17.

[23]付晓彤.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
2019.

FU Xiaotong,A Study on the "Wu Yao" in Ancient China[D].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9.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