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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画中的隐士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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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隐士服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独特的视觉文化现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观照古代社会的文化丰富性。
[研究方法]通过美术史图像的梳理可以看到历代隐士服的形制变迁；借助相关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词语辨析，最终呈现对
于隐士服这一社会现象的全面认知。[研究结果与结论]隐士服是文人阶层自我的一种标榜，是来自儒家礼仪社会内部
的一种解构与反叛。研究认为隐士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样式，但最经典的样式则是汉代深衣，图像与文本共同参与
塑造了这种对于隐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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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ermit Clothing in Ancient Paintings
WU Huixia, LI Nan, SHU Yi

(School of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24 China)

Abstract: Hermit clothing is a unique visu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through which we can observe
the cultural richness of ancient society. Through the images of art history, we can see the changes of the shape and system of the
hermit's clothing in the past dynas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word discrimi⁃
nation, it finally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cognition of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hermit clothing. Hermit clothing is a kind of
self-flaunt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a deconstruction and rebellion from inside the Confucian etiquette society. It is held that her⁃
mit suits have been styled in different times. However, the most classical style is the Shenyi of Han Dynasty. The related images
and texts shapes the cognition of the hermit clothing together.
Key words: Hermit clothing; Gaoshi suit; Shenyi

《新唐书》记载唐朝中期政治家李泌，隐居于衡

础上，对隐士服制进行分类研究，以解释隐士服的

[1]

山，唐肃宗“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
”

来源与演变问题，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对其背

隐士，即隐居之士，指志趣高洁、品行高尚又不愿入

后的审美风尚与社会意识进行探究，这将有益于思

仕的隐居者。鉴于《新唐书》的记载，隐士服是否具

考隐士服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有具体的衣冠形制呢？这种特定的视觉形式是否

1

图像中的隐士服

有其社会物质来源，其形制经历了怎样的流变过

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文人永恒的一对范

程？查阅文献就会发现高士服、居士服等词的使用

畴。高士图是中国古代绘画典型题材之一，其表现

往往与隐士服混同，而图像中对于不同高士的表现

对象便是隐士。图像中的隐士有两类：一类是具指

又导致出现多种不同样式的隐士服装，究竟如何图

的，如伯夷叔齐、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苏轼，这

文互证找出“隐士服”具体所指便成为考验。华梅

类人物衣冠往往根据人物本身时代进行描绘，或是

著《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中对南北朝的居士服

对其时代的想象而成。早

进行了考证。学者束霞平对晚唐至北宋初在野隐

期最主要的代表是《竹林七

士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

贤与荣启期》墓室砖壁画，

类是衣如平民，另外一类是着道服 [2]。本文在此基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已做考证。还有一类则
是普遍意义的高士，考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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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形式源于汉代深衣，最早
出现于五代卫贤《高士图》
（图 1），这件作品是存世最

早的以高士命名的卷轴

图 1 卫贤《高士图》局部
Fig.1 WEI Xian's Eminent
Recl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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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到了南宋画家马夏所处时代，这种衣冠服制已

角髻通常男童与女性使用，名士们梳起来显得颇为

经相当普遍，
并深刻影响到前一类高士图像。

不羁。大都会博物馆藏钱选《扶醉图卷》坐于榻上

1.1 汉代隐士

的陶渊明，就梳着丱角髻。

早期绘画中的

李白所代表的唐代高士则多用幞头。唐代幞

隐 士 往 往 具 名 ，卫

头软脚向下垂，清代吕焕成《春夜宴桃李园图》就是

贤《高士图》表现的

这种。
东坡巾亦是一例。
《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记

就是汉代隐士梁鸿
与妻孟光相敬如

载了东坡巾的样式，
“东坡巾有四墙，墙外有重墙，

宾 ，举 案 齐 眉 的 故

比内墙少杀，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着之则有角介

事。深衣最早记载

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
”
《西园雅集图》、仇英

于《礼记》，在汉代
成 为 士 人 的 常 服 。Fig.2
坐在榻上读书的梁

图 2 《三才图会》深衣
Shēnyi in Assembled Illustra⁃
tions of the Three Realms

款《东坡寒夜赋诗图卷》中的苏东坡就戴着东坡巾。
明代幅巾，又叫浩然巾、巾帻、帕头，是指用整
幅帛巾束首。平民不用冠，戴“幅巾”十分方便。又

鸿，穿着白底黑缘的深衣，袼下系带。此后这种深

因为其风雅自在，可按照个人的意愿随意系束，也

衣便成为高士服的典型特征。梁鸿头上戴的可能

为不拘礼法的名士们

是道冠，明代《三才图会》记载其形制：
“其制小厪，

所喜爱。多裁一幅长

可撮其髻，有一簪中贯之”
（图 2）。

度与门幅各三尺的丝

1.2 魏晋高士

魏晋时代高士的典型代表是竹林七贤，南京西
善桥出土《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刻画与《北齐校书
图》所绘颇具代表性。沈从文研究指出，
画中七贤近
于袒胸、
赤足，
正是着意描写“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
这样不为世俗礼节所拘的情形。几人所穿衣服根据
刘熙《释名》，应当叫“衫子”，无袖端，敞口 [3]。到了
《北齐校书图》中高士所着青缘纱衣是夏季服饰，可
追自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禅衣”，
质地十分轻薄。

1.3 巾裹

帛 做 成 ，从 额 往 后 包
发 ，将 巾 系 紧 ，余 幅 使
其自然垂至肩。故宫
藏程嘉燧《孤松高士图
轴 》人 物 便 是 头 戴 幅

图 4 《孤松高士图轴》局部
Part of A Profound Scholar
with a Pine Tree

巾 ，身 着 深 衣 ，脚 着 素 Fig.4
履，是标准的明代高士
形象（图 4）。

有一件集大成之作，是 1652 年项圣谟与画家

张琦合作画的《尚友图》，描绘了一场想象当中的雅
集群集中体现了当时文人对古代高士的追摹。人

到了后世，表现陶渊

物分别为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鲁得之、释秋潭

明自然着晋装，表现李白

及画者项圣谟本人。项圣谟在题跋中详述了画中

自然穿唐服，表现苏轼自

人物构成：
“因追忆昔时，乃作《尚友图》，各肖其

然穿宋代士人服。但明代

神。其晋巾荔服，一手执卷端，一手若指示而凝眸

大量图像盛行，不少画家

者，为宗伯董玄宰师。其蓝角巾褐衣，与宗伯并坐

因为各种原因并不愿意或

一石，展卷而读者，为眉公陈征君先生。其唐巾昂

是不能够一一考证，大量
使用白底黑缘的深衣以凸
显其高士身份，简单用巾

图 3 《归去来辞书画图》局部
Fig.3 Part of Tao Yuanming
Returning to Seclusion

裹以示人物区别（图 3）。

生，以手画腹上作书者，为冏卿李九疑妻伯。其渊
明巾如病鹤者，为竹史鲁鲁山。释则秋潭舷公诗禅
也。其高角巾素衣，立于松梧之下，一手持卷倚石，
一手指点，若有质于二公者，即胥樵项子孔彰也。
”[4]

渊明巾便是一例。图像中表现陶渊明往往用

其中人物有着晋服、唐服等等，表现出中国传统的

葛巾，南朝萧统《陶渊明传》：
“郡将尝候之，值其酿

“尊古”思想。当现实社会无法承载文人的理想与

热，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着之。
”弗瑞尔美术

追求时，借古托今或是他们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在

馆所藏南宋《归去来辞书画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就是这类。
丱角髻也是一种，
《竹林七贤》砖画有三位名士
梳这种发型。这也是后世画家喜爱的表示手法，丱

这种情境下，古服便成为当世的隐士服。然而关于
“隐士服”是否有更多的文献证据呢？

2 隐士服、居士服、道服、
高士服
2.1 隐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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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隐士服具有某种固定形制的证据，最早来

尽管隐士服以一种反叛的方式参与到这种儒

自于《南岳总胜集》的记载：
“李泌者，肃宗朝隐于衡

家礼仪建构当中。但它仍然是封建社会中常服的

山，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宫室。泌尝采松脂

一种，当父母故去就要褪去换成丧服。
“君和抗所论

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以献帝。
”对此，齐

着华竺二圣人之文，属余校，余病不果，校久之，越

涛考证隐士的生活来源有二种，一种是来自家产田

人来言，君和释隐士服，施衿青，靑渝一日所而服棘

业；一种来源于帝王、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吏的资

人服，
何故，则其母内隐去”[13]。

助。类似有官品、食俸禄的隐士，还有怀州隐士王

2.2 道服、居士服

友贞“以五品隐居”[5]。众多文献同样记载了唐代隐

在古代服饰体现着身份等第，士人通过服饰的

士卢鸿披“赐隐士服”。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

转变从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化。譬如当无法实现

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

儒家理想时，士人往往褪去儒服，着道士或是居士

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据依山，臣鸿敢不忠

的衣服，以示身份区别。华阳巾是道士所戴的一种

信奉见。玄宗异之诏入赐燕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

帽子，常与隐士服一同出现。
“朱屠儿抵中牟，叩张

并辞不受，乃给米百石，绢五百疋，还隐居之所。
”[6]

林宗扉，不通名刺，问之曰，我郑生也，林宗出见，见

宋代绘制的《卢鸿草堂十志图》所穿便是汉代深衣，

君冠华阳巾，隐士服，身伟肰，佩汉玉环，从者带櫑

那么很可能官方赐予的隐士服便是这种复古形制。

具立左右。
”[14] 华阳巾通常被认为是隐者之巾。
“华

隐士服来自官方的赐予，这实际与最早的伯夷

阳巾，俗谓之隠士 。华阳山相遗巾法，蜀国乌纱

叔齐式的隐士含义背道而驰。后世士人穿隐士服，
更多体现在穿着者自觉与儒生身份拉开距离。明
代宁王朱宸濠之乱的主谋之一刘养正“服隐士服，
部使慕其高名，候门得而为幸。
”[7]胡直记载《仁社三
逸图》中的康君“抱用世才屡蹶，即早弃繻着隠士
[8]

学制成。公厌貂裘今已久，定知野服称高情。
”[15]
道士、
和尚超越俗世的身份，
使得其能够为隐隐
与俗世权力相对抗的隐士所用。那么穿道服的隐士
也就不奇怪了。这些都可在文献中见到，鄱城周氏
子奇遇“有隐士，
着道服。
”[16]南朝大臣虞寄为避割据

服” 。
《王侍御类稿》记载了一名士，
“时大夫方盛

势力的征召，
穿居士服拒绝[17]。

年，虽荷衣蓉裳称隐士服，而牢骚愤激，终不脱英雄

2.3 高士服

本色。
”[9] 这些都体现出文人怀才不遇，因而着隐士
服的牢骚之意。

“高士服”的说法较多出现自诗集当中，出现的

隔水涯。只向萧然山下看，春风片片拂桃花。
”[10]故

语境几乎等同于“隐士服”。宋代诗人姚镛《见赵章
泉》：
“秉芳独向章泉老，四海儿童以字传，特诏难更
髙士服，好诗多入贾人船，行寓冷落熈宁后，放鹤风
流景佑前，一代典刑能几见，愿从几杖阅耆年。
”
《张
明府贻紫花布》：
“云间细布紫茸花，乞自关门令尹
家，拟作华阳高士服，靑山随处弄烟霞”。明代张采
《赠山客》
“：结庐得溪半，嵩岸竹窻明，茶白山无色，

宫珍藏《雍正行乐图》中，雍正扮成高士抚琴，体现

香空鸟不惊，布衣高士服，蔬菜野人羹，羡尔多幽

了他致力维持满汉政治平衡的考虑，隐士服的反叛

思，闲闲移我情。
”

隐士服的反叛意味逐渐简淡，成为文人自我标
榜为高士的象征。这可以根据明清隐士服也用于
肖像画看得出来，从帝王至文人，都可以选择穿隐
士服扮演高士。清代《蔡生小像索题（天闻小像为
隐士服坐桃花树下）》：
“武陵何处访渔家，万岫烟云

性完全消失。

两个典故被反复记载，一个是北宋名臣杜衍的

隐士服的形制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最具代表

故事。南宋朱熹等撰《名臣言行录》记载“杜衍居乡

性的仍然是汉代深衣。屈原《离骚》
“制芰荷以为衣

里乌帽——草带，亲故或言当服居士服。公曰：老

兮，集芙蓉以为裳”，后世因此常借“荷衣蓉裳”以指

而谢事尚可窃髙士服乎？
”乌帽，原是唐时贵族所戴

隐者的服装。明代卓明卿编类书也说“莲叶衣，隐

的乌纱帽，后来成为闲居的常服。居士服，是隐者

士服也，香飘莲叶衣。”[11] 莲叶衣最早记载于《北

之服，始见于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隐逸之风盛

史》，说的是韦孝宽之兄韦敻，是北魏到北周时期名

行，随之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行的装束。首服如云

士。
“敻对翫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
”作

冕、
露冕、
角巾、
鹿皮巾等，
主服如居士服。魏晋南北

答帝诗以表不仕决心，
“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

朝时期称隐者之服为
‘居士服’
。
”[18]这里的居士服与

颍阳让逾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

高士服的意思一致。

[12]

衣。
” 典型的隐士服深衣白底黑缘，可能正是这种
莲叶衣。

另一则与西湖有关，
“
《泛髙士湖有引》：正德乙
亥孟春十四日，予与石川子泛舟西湖时，石川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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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冠，予戴华阳巾被髙士服，把酒四望，予顾谓石
川子曰，昔青莲居士李白，与尚书郎张谓，泛沔州南
湖，因改为郎官湖，今日予与子游，颇追迹前事，西
湖固可为髙士湖矣，石川子一大笑酹酒于湖，命予
作诗纪之，予时已烂醉即信口长短成篇不窜易一
字。
”[19] 此事还被编入《西湖志》，
“明孙一元着高士
服栖隠湖壖，
时人复称高士湖”[20]。
那么，对于高士服的形制有没有详细的记载
呢？有记载说用黄蘗染成高士服。清代诗人吴嘉
纪《一钱行赠林茂之》：
“飘萧短髪走江濆，诗赋翩翩
弱冠闻，黄蘗染成高士服，白杨栽满故人坟。身归
城郭浑如鹤，眼看公矦只似云，好与偓佺为伴侣，不
须更谒信陵君。”黄檗是古人常见的黄色植物染
料。这里的高士服显然并非图像中的白色的汉代
深衣。
《张明府贻紫花布》一诗中高士服是“紫花布”
制作的。流传下来的紫花布颜色近似土褐。二者
相对照，
此高士服可能正是一种黄褐色的居家服。

3

结语
一般所认为的隐士服即汉代士人家居所穿的

白底黑缘深衣。高士服则是一种黄褐色的常服。
但大多数时候隐士只是一种与世俗相对抗的身份，
隐士服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既可以身着短褐，
也可以着居家的道服，还可以穿着复古的汉服、唐
服等等，以区别于庙堂礼服即可。服饰是一种礼
仪，通过服饰可以了解穿着者的内心。在古代文人
的语境下，高士服是文人阶层心照不宣的一种标
榜，是儒家礼仪社会的一种解逸与反叛。隐士服的
典型形式来自汉代深衣，并且随着时代改变不断增
加新内容。通过对于隐士服、居士服、道服、高士服
的辨析，对于隐士服这一传统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失去隐士文化的语
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话语对照下的“汉服体系”。
研究隐士服的服制，探究其背后的时代服制风尚与
社会意识，其审美意义或能够有益当代对汉服的改
良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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