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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票中牛郎织女的纺织服饰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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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邮票，历史上曾发行过三套，包括中国邮政发行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中
国台湾地区发行的《牛郎织女》、中国澳门地区发行的《牛郎织女》，但三套邮票在牛耕、织机、服饰的设计上存在着一些
问题。[研究方法]文章首先对牛郎织女故事的发生年代进行再确定，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图像分析，[研究结果与
结论]认为：第一，先秦时期没有牛郎织女的故事，牛郎与织女的“人神之恋”故事情节的出现在宋代。第二，三套邮票的
设计应该采用水牛、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一人一牛的形式。第三，三套邮票中织女和牛郎的发型及服饰在细节的处理
上与宋代时代特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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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formation of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in Chinese St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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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sets of stamps about the story of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irl have been issued in history, including the
"Folk Legend-The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issued by China Post, the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stamp from Taiwan, China,
and the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stamp from Macao, China. However, These three sets of stamps hav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cattle tillage, weaving machine and clothing. Firstly, this paper reconfirms the time of the story of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irl.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mage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First，there was no story of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ril in the pre- Qin period, and the "love between man and god" between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er Girl ap⁃
peared in the Song Dynasty.Second，the design of the three sets of stamps should be based on buffalo, single-acting double hed⁃
dle and double treadle looms, one person and one cow. Third，The details of the hairstyles and costumes of the Weaver Girl and
Cowherd in the three sets of stamps do not mat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clothing; weaving machine; cattle tillage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中国的四大民间神话传说
之一。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在 2010 年 8 月 16 日（七

夕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民间传说——牛郎织女》
特种邮票。这套邮票共有四枚（图 1），齿孔数为

13.5°，大小为 30×40mm，邮票采用了皮影的人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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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邮票《民间传说——牛郎织女》
Fig.1 Stamp "Folk Legend-Cowherd and Weaver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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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特征和剪纸的艺术形式，十分有民俗特点。在颜

中获得证明，因为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绘有二十八星

色方面选用了红、蓝、白三色，对比十分的强烈，使

宿方位图，其中写有“牵牛”和“婺女”这两个星宿名

得邮票的整体故事感十足。这组邮票描述了完整

（图 4），可见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完整的牛郎织女的

的《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分别是盗衣结缘、男耕

故事传说，牛郎织女不过是天上的两颗星 [1]。汉晋

女织、担子追妻、鹊桥相会。此外，中国台湾、中国

隋唐时期，星名开始神仙化并且其离别象征性得到

澳门都曾按以上故事情节发行过《牛郎织女》的邮

了发展，神话情节基本定型 [2]。其原因有四：第一，

票（图 2～图 3）。这些邮票图案各不相同，细细品

西汉成书的《淮南子》中有:“乌鹊填河成桥，渡织

味，还是有一些意趣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媒介

女。
”可见，星已化神。第二，东汉成书的《四民月

考古当前日益引起关注，这些邮票将来极有可能成

令》中说到：
“七月七，河鼓、织女二星神当会。
”成诗

为未来媒介考古的对象，笔者认为不能让一些错误

于汉代的《迢迢牵牛星》中有：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

的信息误导未来媒介考古的研究者们，我们有必要

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

对这三套邮票中的信息进行分析。

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可见，星已化神且有感情。第三，直
到南朝梁殷芸的小说中记载：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
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
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
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
”可见，
到南朝还是神仙的故事，只是故事更饱满。第四，
但到宋代似乎已有人神的故事，因为《太平广记》卷
六十八引《灵怪集》中有织女与凡人郭瀚偷情的故
事。受这一故事的启发，才会出现将牛郎定义为养
牛耕地的凡人，并与织女开始“人神之恋”的民间故

图 2 中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女》
Fig.2 Stamp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from Taiwan, China

事 [3]。笔者认为从牛耕的角度来看，一牛一人的耕
法在隋唐时期普及和牛耕的经济性问题[4]反证了牛
郎与织女的“人神之恋”故事情节的出现在宋代。

Fig.3

图 3 中国澳门邮票《牛郎织女》
Stamp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from Macao, China

1 邮票设计之基的分析——牛郎织女故事
发生年代的确定

Fig.4

图 4 曾侯乙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
Twenty-eight mansions in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因此，笔者认为先秦时期没有牛郎织女的故

历史图像及纹样的运用都以时间（年代）为基
础，同样“故事发生的年代”也是邮票图案的设计之

事，到汉晋隋唐才有其故事且以神仙相恋为原型，

基。众所周知，牛郎织女的故事是由神话演变成民

到宋才有神人相恋的原型。因此，将其故事界定在

间传说的。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小雅·大东》

宋代还是比较合适的。

写到：
“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 终日七襄。

2

虽则七襄, 不成报章。睆彼牵牛, 不以服箱。
”这句

对邮票中牛耕、织机的献疑

邮票《民间传说——牛郎织女》
（图 1）第二张

诗仅仅说明“织女”
“牵牛”只是银河两岸的两颗

“男耕女织”的设计为了突显其主题让牛郎一牛一

星。这可从 1978 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的

人犁地，事实上西汉晚期已经出现这种一牛一人的

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有关于我国二十八星宿的记载

犁耕法，这在山东和陕西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到[5]，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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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画像石中也出现二牛一人的

因此，笔者认为邮票《牛郎织女》的设计应该以

犁耕法，在邮票上也有显示（图 5），显然这与地形、

水牛、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一人一牛为好，因为这

土质等因素有关，切莫误解二牛一人犁耕法是汉代

样的设计突显了神话传说中“人神相恋”情节的南

惟一的犁耕法。可见，三套邮票中一人一牛的图像

方地域指向、时间指向、技术指向。可见三套邮票

信息，都反映的至少是西汉晚期以后的中国农业技

的设计都有些问题。

术水平，它是可以作为牛郎的标配的。图 1、图 2 中

3 邮票中服饰的献疑
3.1 发型的献疑

从牛的形态来看应该是水牛，这可能与民间传说
“人神之恋”成形于南方有关，因为关于牛郎与织女
故事的爱情性源于南北朝南朝的作者。而图 3 中

牛是黄牛，明显指向中国古代北方，图 3 的这一设
计可能向人们展示“牛郎织女”的故事源于北方。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三套邮票中关于牛郎发型
的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采用了椎髻。所谓椎髻是
将椎髻绾于头顶，状如槌头。多为男子和平民妇女
所梳。椎髻自汉代流行至明代，同时经常用一块巾
将椎髻包裹[7]。
其次，三套邮票中关于织女发型的设计还是有
点问题的。第一套中国邮政的邮票《民间传说——
牛郎织女》
（图 1），织女发型不似宋代妇女高髻，好

似头顶有一小髻，其脑后披散头发，显然这是有问
题的。因为北宋王居正《纺车图卷》中女子形象（图
Fig.5

图 5 邮票《汉画像石·牛耕》
Stamp "Han Dynasty Stone Relief·cattle tillage"

而从织机上看，图 1、图 2 皆为斜织机，因为其

6）、山西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中的女子形象（图 7）、
河南偃师宋墓砖刻侍女的形象（图 8）、白沙一号宋

经面倾斜。斜织机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图像信息多

墓后室西南壁侍女的形象（图 9）以及南宋萧照《中

出现在东汉画像石上。斜织机自东汉出现以来一

兴瑞应图》中的女子形象（图 10），都是高髻。所谓

高髻指女性喜欢把发髻梳的很高且大于头顶或脑

直沿用到近代。从艺术角度来看，斜织机作为汉代

后，为了让发髻变得更大，她们会在发髻中添加假

的标志性纺织机械还是相当合理的。虽然西汉曾

发或做假髻。第二套中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

经出现过多综双蹑的框架织机，可从老官山汉墓织
机中可窥一斑，但此一机型需要二人操作方才顺

女》
（图 2）中的织女发型更加偏于现代，脑后留有垂

利，笔者估计老官山汉墓中的织机机型应该出自纺

女性盘发的习惯相悖。第三套中国澳门邮票《牛郎

织工场，这与男耕女织的图像有些相悖 [6]。图 3 中

发，在宋代的女性发型中未见类似发型，这与宋代

织女》中织女梳高髻、双鬟髻与宋代女性发型一致，

的织机类型是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出现在南宋梁

且体现了织女身份的转变，因为双鬟髻为尚未婚配

楷的《蚕织图》中，应该可以肯定单动式双综双蹑织

的女孩或仙女所梳发髻，高髻多为嫁作他人妇的发

机最晚出现在宋代，至于具体出现的年代已无法考

髻，这套邮票中织女的发型设计最为合理。

证，但从纺织机械史角度来看将单动式双综双蹑织
机作为宋代的标志性纺织机械还是可行的。因此，
可以发现三套邮票关于牛耕、织机的设计都存在着
时间问题（表 1）。
Tab.1

表 1 三套《牛郎织女》邮票中相关信息的时间悖论
The time paradox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three sets of
"The Cowherd and the Girl Weaver" stamps

邮票名称

牛的情况

牛耕的情况

织机的情况

中国台湾
邮票

水 牛 ，与“人
神相恋”神话

中国邮政

成型地一致

邮票
中国澳门
邮票

斜织机，出现在
一人一牛，出现 东汉时期
西汉晚期，可作

黄 牛 ，与“人 为牛郎的标配

单动式双综双蹑

神相恋”神话

织机，出现在宋

成型地相悖

代

Fig.6

图 6 北宋王居正《纺车图卷》中的女性发髻
Women's hair buns in Wang Juzheng's "Spinning Whee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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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献疑
邮票中服饰的设计都非常精美，但是细细品

味，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3.2.1 牛郎服装的献疑
宋代劳动男子多穿衫或短褐。衫无袖头，根据
庶民身份、阶级等的不同，平民服饰穿着虽存差异，
但腰间一般束带[8]。短褐用粗布做的上衣下裤的男
装，上衣长度一般在臀部和膝盖上下，袖小而身狭，
这种服饰是从汉代到清代平民常穿的服饰之一。
Fig.7

图 7 山西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北宋）
The Colored Sculpture of the Maid of the Temple of Our La⁃
dy of Jinci, Shanxi (Northern Song Dynasty)

宋代服饰的色彩沿袭唐代的规定，黄色仍为皇帝的
专用服色，下属品官，三品以上多为紫色，五品以上
为朱色，七品以上为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9]。一般
老百姓是不会随便用官服颜色的。
邮票《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中牛郎的服装
表达不够清晰，若穿衫，干活时应该将衣服用腰带
的捆绑在腰间，若着短褐，则服装的长度过长。中
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女》，疑点有二：第一，服装
的色彩与前文提及的宋朝服饰制度相悖。邮票中
牛郎着紫色短裤，根据宋代的规定三品以上才可以

Fig.8

图 8 河南偃师宋墓砖刻侍女
Brick Engraving Maid of Song Tomb, Yanshi, Henan

着紫色，足以见得紫色在宋代是较尊贵的色彩，邮
票中的牛郎属于劳动人民，这与宋代实际情况不
符。第二，这套邮票的第四张邮票中牛郎上衣背部
有收省的迹象，这与宋代的服饰结构不相符。在洪
招治“论宋代服装优雅的几个元素”中就有说到：
“十”字型结构在宋代服装结构中的运用无不散发
着着装者干练成熟的魅力。所谓“十”字型结构就
是“只有后中心和两个接袖缝的分割，且袖子和衣
身没有明显清晰的分界，而是浑然一体[10]。服装中
省道是指将衣服的布料与人体体表之间的余量部
分折叠并将其缝合处理，以作出衣片曲面状态 或

Fig.9

图 9 白沙一号宋墓后室西南壁侍女
Maid on the southwest wall of the back room of Song Tomb
No.1 Baisha

消除衣片浮起余量，增加服装的立体感。
“省”的最
早出现于 13 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思想活跃且

经济发展良好，这些为“省”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背
景 [11]。足以见得，在 13 世纪之后西方才有了“省”，
而在西方“省”刚开始发展的同一时期，中国的服装
上是不可能有“省”出现的。中国澳门邮票《牛郎织
女》中牛郎的上衣的结构与宋代服饰结构不相符。
在前文中提及的中国古代的服装结构多以“十”字
型结构，但是在邮票中的牛郎的上衣的衣身和袖子
是分开裁剪的。这与宋代服装结构也不相符。本
套邮票的第二张邮票中牛郎穿的草鞋形制偏向于
现代的凉鞋。观察南宋李嵩的货郎图（图 11）的图

片，可以看到卖货郎穿的也是草鞋，这种鞋子以草
Fig.10

图 10 南宋《中兴瑞应图》局部
Part of "Zhongxing Ruiying Picture" in Southern Song Dy⁃
nasty

为材料，非常经济，在平民百姓中穿着甚多，多为两
种形制：多耳麻鞋和八搭麻鞋。多耳麻鞋,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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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麻编织，耳绊数量不定，一般为三者及以上，八搭

质朴、洁净透亮以及雅致曼妙的感觉[13]。邮票中裙

麻鞋亦是以麻编织，但旁有八个耳绊。在宋代及宋

子形制上采用的是多片拼接的样式，这是偏现代的

代以前的足服中，未曾找到第二套邮票中牛郎的

服装形制，在宋代无从考证，袖子极大，不符合宋代

“草鞋”样式。

劳动女性的形象。
中国澳门邮票《牛郎织女》中,织女着上身穿小
袖短襦，领口较大，下身着长裙，这种样式，盛行于
唐代，而在宋代，在这样的服饰之外多穿褙子。褙
子的样式多以直领对襟为主，领缘连续一直到底
部，长短皆可，两侧开衩，且开衩处也有缘边；腰间
用勒帛系束，下长过膝 [14]。观察上文北宋王居正
《纺车图卷》中女子形象（图 6）、山西晋祠圣母殿侍
女彩塑中的女子形象（图 7）、河南偃师宋墓砖刻侍

女的形象（图 8）、白沙一号宋墓后室西南壁侍女的

Fig.11

图 11 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Southern Song Li Song's " Pedlar Picture"（part)

3.2.2 织女服装的献疑

邮票《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中织女所穿服

形象（图 9）以及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中的女子形

象（图 10），可以发现这四张图中主要人物及多数人

物的服饰都是穿褙子。褙子，或作背子，又名绰子，
是宋代服饰中最典型、最具时代特色的部分[15]。
综上所述，三套邮票都十分的精美，邮票《民间

装疑点有二：第一，邮票中织女着袍服，这不具备代

传说——牛郎织女》采用了皮影的人物造型特征，

表性。宋代女性一般不穿袍，仅宫廷歌乐女子于宴

剪纸的艺术形式，十分有民俗特点，但是在服装细

[12]

舞歌乐中穿之 。且根据《中国服装史》中描述，宋

节缺乏一定的表现力；中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

朝袍服的领、襟、袖缘及下摆的装饰应该是有区别

女》人物的细节描述非常生动，但是在服装的色彩

的，
但因邮票采用了皮影的人物造型特征，
剪纸的艺

及形制上未能完全沿袭宋朝服饰的特点；中国澳门

术形式，装饰的区别未展现。第二，邮票中女子着

邮票《牛郎织女》，非常全面的描述了牛郎织女的故

裤，
且裤外漏，
不符合宋时期的伦理。宋代一般只有

事情节，但是在邮票中服装的选择及对服装的细节

上层的妇女会穿裤，
且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下，
封

刻画上，不具有时代代表性（表 2）。笔者认为邮票

建伦理观念深入人心，
裤外用长裙掩盖，
不外漏。
中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女》织女着艳丽的

《牛郎织女》的设计，牛郎发型应为椎髻，裹小包帕；
上身穿襦衫或短褐，若穿襦衫，干活时系扎在腰间，

大红色双裙，色彩上不符合宋的色彩审美倾向。宋

下身着裤，在膝盖处有系扎，脚上着多耳麻鞋和八

代织物颜色的选用一改唐代的风格, 采用的主要形

搭麻鞋。织女的发型应为高大的发髻，服装风格上

式为浅淡的间色风格, 愿意使用柔和的色彩, 譬如

应该以清新、雅致、宁静的浅色系色彩为主，造型上

粉红、鹅黄、浅绿以及银灰等, 在观赏上会带来自然

应为宋代劳动女性多穿的褙子为服饰。

Tab.2
邮票名称

表 2 三套《牛郎织女》邮票中服饰相关信息
Clothing-related information in three sets of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stamps

织女发型

织女服装

牛郎发型

牛郎服装

中国邮政邮票

即类似于宋朝妇女高髻，
①邮票女子穿袍。
却又和宋朝女性出行的面
②女子着裤，
且外漏
衣相似

中国台湾邮票

①色彩上艳丽不符合宋
①色彩上与宋不相符。
发型更加偏于现代，脑后 的淡雅。
劳动男子戴斗笠或锥 ②服装的裁剪不符合汉服形制。
留有垂发
② 女 子 着 双 裙 ，形 制 与 髻 ，裹小包帕
③男子鞋子与宋的麻鞋形制不完全
宋代不符
相似

中国澳门邮票

女子着上身穿小袖短
女子梳的双丫鬟或双鬟髻 襦，领口较大，下身着长
锥髻，
裹小包帕
与宋时期一致
裙，这种样式，盛行于唐
代

锥髻，
裹小包帕

服装表达不够清晰，即似襦衫又似短
褐，
却又不是二者

男子衣袖分裁与宋代不符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4

结语
邮票以自己独特的形式记录着很多有趣的故

事，但是邮票中的一些故事与它们相对应的时期的
历史情况有偏差。文章对中国邮政发布的邮票《民
间传说——牛郎织女》，中国台湾地区邮票《牛郎织
女》以及中国澳门地区邮票《牛郎织女》进行了献
疑。通过对牛郎织女故事邮票中纺织服饰信息的
分析总结如下：
1）三套邮票在设计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三套邮

票中所显示的牛耕信息不一致，邮票《牛郎织女》的
设计应该以水牛，
一人一牛为好。

2）第一套邮票和第二套邮票中织机的使用的

年代与牛郎织女故事发生的年代，时间上相驳，邮

票《牛郎织女》的设计应该以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
3）三套邮票的牛郎和织女的服饰与发型都存

在着设计的不严谨性，和宋代服饰不一致，邮票《牛
郎织女》的设计，牛郎发型应为椎髻，裹小包帕；上
身穿襦衫或短褐，若穿襦衫，干活时系扎在腰间，下

身着裤，在膝盖处有系扎，脚上着多耳麻鞋和八搭
麻鞋。织女的发型应为高大的发髻，服装风格上应
该以清新、雅致、宁静的浅色系色彩为主，造型上应
为宋代劳动女性多穿的褙子为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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