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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属性包括色相、明度、纯度。她以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的着装、日本的夏普手机、国外儿童医院
做了举例说明，而找到想要适合自己的颜色，需要
考虑穿着主体的人体自然色。自然人体色就是来
自父母赋予你的皮肤色、头发色和眼珠色。身体色
特征区分为暖色调和冷色调两大基调。而通常以
黄为底调的人为暖色调人，以蓝为底调的人为冷色
调人。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的身体色特征在冷暖调
中国右衽微讲堂（扫一扫，
就可以加入）

2020 年 8 月到 12 月中国右衽微讲堂进行了 9

次讲授，分别由 5 位专家在各自研究领域进行相关
选题的解读，极具启发性，特整理以飨读者，欢迎更
多的专家和行业人员加入到中国右衽微讲堂，一起
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1 形象设计的四次讲授（主讲人：赵誉钦，
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2020 年 9 月 12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2020 年 11 月 21 日）
赵誉钦作了四次讲授。第一次讲授，赵誉钦对
形象设计中人体色做了详细的讲解，她认为塑造服
饰形象应从款式、色彩、材质这三方面进行的。色

上区别不明显，属于混合型人。暖色系皮肤有象牙
白、驼色、黄褐色等透着金黄色、金褐色的底色调。
冷色系有乳白色、粉白色、冷白色、青白色、小麦色
等透着粉红、蓝青、灰褐色的底色调。赵誉钦认为
发色也分冷暖色调。暖色调的头发就有金棕色、铜
棕色、栗色等以咖啡棕黄色为主调的颜色；冷色调
的有灰白色、亚麻色、酒红色、紫棕色等以灰蓝色调
为主的颜色。组成人体色面积最小的是眼珠色，通
常将瞳孔以棕色为主的归为暖色调，以灰蓝为主的
归为冷色调。而如何识别人体冷暖色，赵誉钦讲到
了几种方法，分别为白纸法、目测法、比试法、口红
法、金银法、映衬法，并且向大家介绍了这几种方法
的具体应用。
第二次讲授，赵誉钦对个人色彩类型中的深、
浅色人做了详细的讲解，她认为肤色从色相及深浅

收稿日期：2020-01-25。
基金项目：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一般项
目（20Y0001）。

上可分为四类：浅色调类、中度偏浅类、中度偏深
类、深色调。根据皮肤基调的明度分类，每个色调
包含了冷暖肤色，每个颜色通过明暗、深浅、冷暖的

作者简介：赵誉钦，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赵波，北京

特质，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

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常务副主任；左金欢，河

一种颜色其中的一种特质就可以明显地区别出它

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其他特征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将颜色的特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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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颜色、次要颜色和第三颜色。个人颜色决定

平淡的印象，可以通过颈围、臀部和下摆线上的色

于肤色、发色和眼珠的颜色。这三种特性的综合，

彩细节来转移对腰部的注意视线。同时，也可采用

呈现出个人整体的形象是属于深色、浅色、亮色、浊

色彩对比较强的直向条纹或是图案色彩比较突出

色、暖色或冷色。这些颜色特征中，有一种是主要

的连衣裙大衣，再搭配一条撞色的宽腰带；T 型身材

特征。然后赵誉钦又详细介绍了深色人、浅色人的
特征以及适合它们的服装颜色。
第三次讲授，赵誉钦主要讲解了六色类型人的
最后两种——亮色人、浊色人。亮浊是从色彩的纯

在选择服饰时，上衣最好选用暗灰色调或冷色调，
使上身在视觉上显得窄一些，也可以利用饰物色彩
来强调腰臀比例和腿部线条；O 型身材适宜穿用深

色、冷色小花纹，较为细、窄的直线纹服饰可以让体

度上区别的。亮色也是我们讲的纯色、艳色，是饱

型显得更加清瘦。

和度非常高的颜色。浊色是指在原始色中加入了

2 明代袍服赏析、汉代袍服研究（主讲人：
赵波，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
金 常 务 副 主 任 ，时 间 ：2020 年 9 月 25 日 、
2020 年 12 月 5 日）

不同程度的灰色，改变了原来的色彩特征，使原始
色彩浑浊暗淡。赵誉钦详细介绍了亮色人与浊色
人的特征，并且运用了丰富的例子加以佐证。最后
总结出了亮色人和浊色人的关键词，亮色人肤发色
对比强烈，皮肤白皙有透明感，给人明眸皓齿的美
感，显得更为灵动，其关键词为灵动。浊色人人体
色调更加浑浊，肤色发色对比度弱，气色有力量而
没明度，可辨识度不高，整个人显得更加低调而雅

赵波做了两次讲授。第一次讲授，赵波通过图
文并茂的形式详细的介绍了明代的袍服。包括龙
袍、男装、女装、首饰等。其中包括北京昌平定陵出
土的明代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缂丝十二章

型基本分类”。女性体型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最常

衮服、织金妆花缎衬褶袍、蔽膝、暗花绸交领中单、
黄素绫丝绵裤和万历皇帝的随葬之物中的一双靴
子，并且讲到靴子在中原地区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开始就已经穿着了，是逐渐从贵族和军队里面流行
开来的一种服饰。赵波还讲到了膝袜、乌纱、绣龙
补双面绒方领女夹衣、饰尖足凤头高跟鞋、十二龙
九凤冠、山东邹城鲁王墓出土的九旒冕冠，并且详

用的是字母法和几何法。按几何法分类的方式非

细介绍了这些藏品的形制。另外还介绍了藏于湖

常直观，通过归纳人体的特征，用简单的几何形态

北省博物馆金镶玉龙纹带饰、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

致，其关键词为高雅。
第四次讲授，赵誉钦主要对《女性体型搭配规
律与服饰》作了详细的讲解，内容包括了三个部分，
分别为“女性体型基本分类”
“不同体型的服饰搭配
规律”和“不同体型的服饰用色选择”。①“女性体

来描述，分别分为三角型（A 型）、倒三角型（Y、T

吴氏墓出土的红色苎丝大袖衫、折枝团花棉布的短

型）、沙漏型（X 型）、直筒型（H 型）和椭圆型（O 型）

袖衫、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明代的蓝罗平金绣蟒袍、

这五种体型，并且分别举出了一位大家熟知的明星

妆花纱的蟒袍、妆花纱的蟒襕下裳，藏于南京市博

来进行详细的讲解与说明。②“不同体型的服饰配

物馆的花缎半臂、藏于广州博物馆的明代麒麟补

搭规律”。X 型体型可以选择修身收腰的搭配，突

子、漆梁冠、漆纱的展脚幞头。最后又区分了明代

出腰部线条；A 型身材可以用选择一些设计感强的
上衣或外套，或者图案拼接款式，下身搭配视觉上

尽量弱化；H 型身材可以大胆尝试一些个性化的服
饰，甚至是一些色彩强烈的中性化服装；O 型身材

的方补与圆补。
第二次讲授，赵波主要讲解了他对于汉代袍服
研究。赵波以《释名》
《后汉书》等书籍和长沙马王
堆汉墓出土的服装以及其他墓葬出土的陶俑、壁画

选择具有适当收腰效果的中长款连衣裙，强调腰部

等为研究基础，对汉代袍服进行总结和分析。赵波

的位置，外套的色彩应该尽量简洁，图案要避免带

认为秦汉时期是我国的大一统时期，经济、文化高

有横向扩张感的粗条纹；T 型身材可以选择一些落

度发展，车服礼仪制度逐渐完善，丝织品技艺也有

肩或者擦肩袖的款式，选择图案上较为整体的中长

了新的发展。服装上基本上是汉承秦制，秦承战国

款式外套，加大下半身的量感，同时弱化体型的轮

制度。服饰元素以中原文化为主，受到外来文化的

廓线条。③“不同体型的服饰用色选择”。A 型身

影响较小。剪裁方式还是一脉相承，以上下分裁，

材的搭配建议，是采用一些较强烈的细节色彩，下

这一裁剪方式一直延续到鲜卑人建立的北朝才逐

身建议可选用线条柔和、质地厚薄均匀的深色长裤

渐变为上下通裁，体现出了袍服的传承性。这一时

或开衩长裙，上下身服饰色彩反差可以适当加大，

期的袍服，虽然由曲裾逐渐演变为直裾，功能也从

避免视线下引；H 型身材需要利用色彩来修正体型

以内衣和常服逐渐演变为礼服。从先秦到秦汉，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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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无论从形制、功能、还是色彩装饰、材料其实一直

皮剥下来刮青得到麻条，接着需采取用水浸泡的方

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其上下分裁、交领系带这些

式沤麻，辅以日晒夜露的方式脱色、脱胶，再将处理

特点是一直没有变的，这也体现了袍服的多样性和

好的麻条用指甲分劈成极细的麻缕，最后将麻缕两

统一性。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汉代的袍服自身

头以手搓着的方式绩接成长丝。
《诗经·陈风·东门

内部的体系已经发展完备，袍服也已经是一种成熟

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

的服饰了，它不但内部种类丰富，工艺考究，而且搭

紵。
”沤麻即是通过水中麻茎自然发酵，利用微生物

配也繁多而丰富，这体现了袍服的完备性。汉代袍

脱胶的原理。在沤麻过程中，气候、水温为重要的

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视为正宗传统文化的象

影响因素，要精确把握时间，时间过短则会出现生

征了，而且袍服本身就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这体

麻，时间过长则会损害麻质。在长期的劳动实践

现了袍服与传统文化的相容性。

中，人们掌握一些先进的方式，利用热水煮练、蒸笼

3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的存续（主讲人：廖江
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时
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

蒸麻，还有在水中加石灰水、草木灰、牛粪，甚至把
它埋在雪里面等，这些方法可加快沤麻的时间，并
得到精干的麻条。当传统工艺受最大化的市场化

廖江波认为：在中国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大背景

利润诱导时，势必会向现代工艺靠拢，遗憾的是一

下，传统麻葛织物的质量难现昨日辉煌。2008 年江

些夏布小作坊采用化学药品脱胶、漂白粉漂白、合

西万载、重庆荣昌的夏布织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

成染料染色，让传统麻葛纺织脱离了生态的轨迹。

质文化保护项目，他曾多次前往两地考察夏布织造

一些传统麻葛织造技艺的失传，民间沤麻程序的异

技艺，同时关注夏布文创产品的开发。江西景德镇

化，也是导致传统麻葛布衣同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闲云夏布文化传播有限工程的廖翼告诉他，目前中

的原因。

国国内顶级的手工夏布为 150 条（每平方英寸内经

4 《清明上河图》中的平民男服经典（主讲
人：黄智高，河南工程学院服装学院副教授，
时间：2020 年 11 月 7 日）

纬纱纱数之和为根数 150），制作服装其服用性能尚
欠佳，低于 150 条者主要用于制作夏布工艺品。
《礼
记·王制》：
“布帛粗精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于

黄智高讲授的主要内容为《清明上河图》中的

市鬻。
”鬻，出售。麻纱精细不足、均匀度不够，匹宽

平民男服，其中介绍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平民男服

不符合规定尺寸，不可以在集市出售。
《名义考》：

式样、
色彩基调、
材质主体、形制特征等。

“古者，布称升。盖精粗之名。
”麻布以经纬纱线交

（1）
《清明上河图》中平民男服式样。黄智高通

织，单位面积经纬线的根数古制以“升”计量。
《广

过对《卖眼药图》的分析，得出了眼药郎中的高冠、

韵》：
“升，成也。布八十缕为一升，一成也。二千四

宽袍、大袖与击鼓人的普通巾裹、短衣、窄袖之间存

百缕为三十升，三十成也。
”三十升为布之最高等

在的差异性。不仅如此，黄智高还认为，即使是相

级，十五升以上的布可为服饰质料。麻布的精细与

同或相似行业，在不同条件下其着装也有差异化表

其质量有重要关系，精细的麻葛布有“轻如蝉翼，薄

现。通过体力劳动者的同季节衣冠比较，得出最下

如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之誉。粗糙的麻葛布

层的体力劳动者，服饰形象均为短打，多头巾、交

生硬、不易染色，且穿着有刺痒感，这也是导致传统

领、衣摆提起系于腰间，总体看大致相似，但具体审

麻葛织物衰落的主要的原因。夏布收藏家谢太傅

视可发现其服饰搭配、着装方式的细节仍有不同。

收藏有一批民国时期的传统麻葛服饰，其中有一件

而各行业着装的差异化不仅来自行业约束和自我

精细大襟麻布短褂，其洁白、轻薄、柔软。还有一件

角色认同，还源于相关法令的规制。

为粗糙的麻布孝服，用没有经过精练脱胶处理的生

（2）
《清明上河图》中平民男服的色彩基调。
《清

麻布制作，其粗糙、生硬、色泽灰暗，且穿着有刺痒

明上河图》全卷呈现黄褐色的画质底色，平民着装

感。从两件衣服的对比，好的夏布做成的服装能达

色彩倾向受此影响而难以明辨。但可基本识别大

到丝绸的效果。

多数平民衣着是墨色、深灰色、中灰色、浅灰色及近

另一方面，廖江波认为：挖掘中国传统麻葛纺
织的造物智慧，还原其核心的技艺，可促使其在时

乎白色的浅淡色彩，少有其他有彩色或花色衣着出
现。

代的新生。传统夏布以经纬纱交叉织成，纱线的精

（3）
《清明上河图》中平民男服的材质主体。黄

细是织造高质量夏布的关键要素之一。制作精细

智高讲到，
《清明上河图》刻画的衣着多以简练线条

的纱线，传统工艺称之为绩麻。绩麻需将麻茎上麻

顿力勾勒，所表达面料质感柔中带刚，挺括多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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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硬质的纤维为之。《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腰

致。因此，他认为此图有些疑问。基于中国古代美

间束带若有带扣，则应多用铁质、角质。所以，
“铁、

术作品中手摇纺车的图像信息和相关文献信息，李

角带”是常用装饰材质。材质的贵贱差异化应用符

强认为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发展并非在汉代已定

合自然造化，强调了“乾坤”秩序的象征性，是为经

型，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先后经历

典。

了手拨轮辐传动纺车、手摇曲柄轮辐传动纺车、手

（4）
《清明上河图》中平民男服的形制特征。黄
智高对《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全局进行审视，所绘衣

摇曲柄轮制传动纺车的发展过程。
李强对泗洪曹庄出土的“脚踏纺车图”、
《王祯

着形态可以概括为：短衣简型。其一，文人、胥吏、

农书》和《农政全书》刊出的脚踏纺车图进行考证，

术士、药师、商人等着长衣者并不能与达官显贵的

研究认为：泗洪曹庄出土的脚踏纺车图可能有问

宽袍大袖相提并论，其衣长仅及脚踝，袖子也窄小，

题，不应成为中国脚踏纺车的佐证，另外《王祯农

衣身不阔，为实用的平民特征，暗含了平民化的审

书》
《农政全书》中的有些脚踏纺车是不可能进行操

美意识。其二，着过膝长衣者常将衣摆上提系扎腰

作的；中国古代脚踏纺车的定形似乎比手摇纺车要

间，此式样示人以不拘礼节的实用主义平民心态，

早，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表达了短衣方式的便利之处，同时暗示了这种着装

对于织机方面的研究：

之不便，为后世衣长的进一步减短埋下伏笔。其

（1）李强认为对于原始腰机的产生和中国史前

三，各类劳动者、普通商贩服装均为长度不一的短

原始腰机研究的假设,中国学界分别存在着缺席研

款上衣与小口长裤搭配，其衣袖窄小，结构简单，造

究和历史的辉格解释,造成一些谬误的出现。为了

型简朴，
此即“短衣简型”。

厘清原始腰机的产生机理、内在驱动力和中国史前

黄智高认为在历代发展演变中体现出了一个

原始腰机研究成果的谬误,基于古今中外相关图像

经典，就是首服、腰带、足衣的配套完整性，这不同

信息,运用哲学思维和反诘法,以及考古证据,他研

于少数民族。同时，质朴是平民基调。综上所述，

究认为:织造直接起源于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这

北宋平民着装折射了民族融通、元素化合的文化交

是由织造操作中纱线软体硬化要求所致。但原始

流结果，这不同于唐代及其以前简单的并置组合、

吊挂式纱线编织法存在着一些操作不便,从而导致

混搭，是动过脑子的，是民族自尊、自信，文化自知、

原始腰机的出现;中国史前原始腰机的出土文物和

自觉的结果，
传承与创新并重，所以是经典。

相关图像信息的时空分布,说明其传播由北向南,与

5 中国古代图像信息中的纺织机械分析
（主讲人：李强，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
辑部副编审，时间：2020 年 12 月 19 日）
李强认为中国古代图像信息中蕴藏着很多关

文明传播的波动说一致;中国史前原始腰机的复原
存在着任意拼凑部件、历史辉格解释的缺陷,这需
要研究者重新审视相关复原假说,以期客观地表征
历史本原。

于纺织机械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有很多错误的解

（2）李强认为中国古代综蹑织机起源于双轴织

读，这些错误的解读直接影响到纺织技术史文本对

机,而双轴织机向综蹑织机流变似乎缺少中间环

历史本原的表征效果。此次讲授李强讲授了两个

节。对《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的"双轴织机"、和田

方面的五个问题。两个方面是指纺纱机械和织造

双轴织机、
《列女传·鲁敬姜说织》中织机形态进行

机械，五个问题是指对刘仙洲所藏《手摇纺车图》的

文献描述研究和考古发现的二维互证，他研究得出

疑问；对泗洪曹庄出土的“脚踏纺车图”的问疑；对

《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所谓的双轴织机的论证存

《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刊出脚踏纺车图的结构

在问题,可能并非织机;从地理环境决定技术形态理

问疑；中国原始腰机起源和研究的考辨；中国古代

论出发,作为中国古代双轴织机活态形制的和田织

综蹑织机起源的再研究。

机能否表征中国古代双轴织机还有待商榷;《列女

李强认为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研究，在学术
界未引起相当的重视，很多纺织史专著认为手摇纺
车自商代已出现，到汉代基本定型，很大程度上由
于刘仙洲先生所藏的《手摇纺车图》引发的预设所

传·鲁敬姜说织》所描述织机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
(笔者假设),此一机型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一斜
织机上得到不充分但必要的印证。

（责任编辑：
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