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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起源研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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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针对服装起源的问题，一直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哲学、实用美学与理论美学、宗教等学科所共
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历来学界观点颇多，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大相径庭。[研究方法]文章通过文献调查
法综述了学术界有关服饰起源的学说，并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评述。[研究结果及结论]心理需求论认为服装
意识早于服装存在，是唯心主义的观点。生存需要论中的某些观点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推断原始人的行为动机具有严重
的辉格史观。唯有劳动说揭示了服装起源的本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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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Origin of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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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uhan Textile and Apparel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3 China )

Abstract: The origin of cloth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mmon concern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philosophy
of art,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theoretical aesthetics, relig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many views in the ac⁃
ademic circles, and the views put forward by different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re quite differ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clothing through literature survey, and comments on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ism. ①Psychological demand theory believes that clothing consciousness exists earlier than clothing, which is an idealist point of
view. ②Some viewpoints in existential need theory infer primitive people's behavior motivation from modern people's thinking,
which has a serious Whig view of history. The conclusion is that only labor theor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 of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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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服装起源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观点不

源中的价值与作用。如美学研究领域一般会认同

一，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服装起源审美说或性吸引说，宗教民俗学研究领域

①站在人类心理需求的角度，有服装起源审美说

一般会认同道德说或巫术说；生物学研究领域可能

类生理需要的角度，有服装起源保暖说、防虫说、护

究领域可能会认同劳动说或工具说，等等；②服装

(遮羞说、性吸引说等)、巫术说、标识说等；②站在人

会认同保暖或护体说；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体说等；③站在人类进化的角度，有服装起源劳动

起源于人类文明产生的萌芽期，没有相关的文字记

说、工具说。笔者认为，造成服装起源众多学说的

载，服装起源只能依靠口口相授与后世文字出现后

原因有如下三点：①不同学科的学者站在各自的学

的文献资料以及目前的考古证据进行反推，辉格史

科背景下，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了各自学科在服装起

观严重；③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也存在着问
题，即用“现代原始人”的生存方式推演“真正原始

人”的着装价值与目的，其结论可能与本原有着天
壤之别。毕竟“现代原始人”并没有跃迁到文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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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且处于封闭的生存环境，可能正是由于缺乏交
流与服装的刺激才没有进阶成文明，停留在“文化”
阶段。然而，服装史学界针对服装起源的问题，往

究生。通信作者：刘安定，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

往是列举其他学科的观点，并没有给出纺织服装学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科内审下的看法。笔者认为，服装起源问题是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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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史方向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是这研究领域的基

的。……总之，原始人身体遮护首先而且重要的意

石与基准点，没有牢固的磐石与准确的基准点纺织

义，不是一种衣着,而是一种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

服装史就无法健康地发展下去。因此，纺织服装史

又和其他大部分的装饰一样，为的是要帮助装饰人

研究领域需要在学科内审的视角下，分析各种服装

得到异性的喜爱。
”[3]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有不少学

起源的观点，
从而提出自己对服装起源的观点。

者给出论据，比如，在动物界雄性孔雀为了求偶而

1

服装起源人类心理需求说

打开自己的尾屏，以此来吸引雌性孔雀；南太平洋

服装起源心理需求说是从原始人类心理需求

诸岛上的一些原始部族的男性，仍然在裸体的身上

的角度入手来进行反推服装起源目的与作用，具体
细分的话，它又包括服装起源审美说、巫术说、标识
说等。

1.1 服装起源审美说过度提升美学在人类进
化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服装起源审美说主要包括装饰美观
说、性吸引说、遮羞说。服装起源装饰美观说直观
地表达审美需求是服装起源的本质，性吸引说、遮
羞说则是服装装饰美观的目的。因此，性吸引说与
遮羞说都属于审美说。
（1）装饰美观说。服装起源装饰美观说认为，
服饰的初始，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美观。并且认
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人作为高级动物，有着超乎
于一般动物的社会意识，在人类着装伊始就考虑到
服饰的美感，注意把美和功能密切结合[1]。然而，笔
者认为这种把人的主观意识作为事物起源的观点，
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现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
萌芽。苏联著名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Φ.Β.在其主编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中写到“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同
宗教和唯心主义有联系的反科学观念”[2]。尽管服装
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其最初的起源并

系 着 一 个 直 径 5~

6cm，长约 40cm 的

黄色芦杆作的性器
装 饰 鞘 ( 图 1)。 南

美的印地安人也有
这种装饰的习惯，
而且还在上边镶嵌
着宝石 [1]。笔者认

图 1 原始部落巴布亚岛人
Fig.1 Primitive tribe of Papuans

为，这种把服装发展归因于与“两性关系”相联系的
观点深受泛性主义的影响。泛性论认为：
“人性的
本能和欲望所具有的心理能量，是人的全部活动的
原动力，认为一切都受性的支配，一切行为的动机
都可归结为性本能的冲动。
”[4] 性史的研究告诉我
们:所有对性器官重视而产生的崇拜与禁忌，都必
须产生于人类进化过程中与大量高等哺乳动物相
似的“一年只有一次发情交配时期”的消失，而性活
动不只作为一种生殖本能之后。生殖本能前提下
的性活动，决不可能导致本能活动之外的非本能目
的所联系的逻辑行为 [5]。由此可见，这种把原始的
性冲动决定一切的说法本身就是粗暴、且不理性的
判断，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和危害性。一方面，泛

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出现的。如今服装一

性主义用于解释人类个体心理问题，或许有其合理

般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双重性质，但笔者并不认为
这两种性质在服装出现伊始就同时具备，服装作为
一种服务于生存内容的外在形式到具有自身审美性
质的独立形态，
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一定经过
了漫长的演进发展阶段。服装起源于审美需要说实
质就是认为服装的装饰性功能先于实用性功能，把
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
其实质是荒谬的。
（2）性吸引说深受泛性主义的影响。服装起源
性吸引说认为，原始人为了吸引异性，于是出现了
作为装饰物的服装来装扮自己。著名的现代艺术
社会学格罗塞曾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写到：
“如
果性部的掩蔽真是由与生俱来的羞耻引起的，那就

之处，但如果用来解释人类群体发展的问题就具有

可惜用的手段太差了，因为这样遮掩并不适于转移

知，原始人类道德观念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人类形

这个部分的注意，倒反容易引起对于这个部分的注

成之初是完全没有道德规范可言的。从人类婚姻

意。事实上也真不能怀疑原始人的使用性器官掩

制度经历群婚——辈行婚——族外婚等就能看出

饰 物 ，除 了 故 意 引 人 注 意 之 外, 还 有 其 他 什 么 目

道德规范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显

片面性。事实上，泛性主义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
德(1856～1939 年)在阐述泛性主义时所使用的基本
概念“本我”
“自我”
“超我”大多是出自发挥泛性论
思想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缺乏一定的实证性与可验
证性；另一方面，泛性主义的观点将人类发展归因
于“性冲动”，显然将人类降维到动物界，没有看到
人类本身的特殊性。因此，服装起源性吸引说明显
不符合服装产生的价值。
（3）遮羞说过度抬升了原始人类的道德水平。
有学者将服装起源遮羞说归为道德说单列出来，然
而，笔者却认为应该将道德说归于审美说。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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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没有道德观念之前，人类的行为只能用美(善)

得超乎自然的神力来保护自

与丑(恶)进行区分，汉语词语美与善、丑与恶成对的

己 ，从 而 得 到 一 些 心 理 慰

出现，并且“美与丑”往往放在“善与恶”的前面，似

藉。未开化的原始先民们会

乎也能证明原始人类将道德化外为审美。因此，笔

举行巫术活动，燃薪以求神

者将服装起源遮羞说或道德说归于审美说。以辉

明。在烟火燎绕之中；祭以

格的视角来揣测服饰的起源，遮羞说很容易就得到

人、羊、牛之首；或以酒洒地；

人们的认可。最早关于遮羞说的说法，源于《圣经》

或劲歌狂舞，以求神灵祖先

的记载，最早期的人类亚当与夏娃赤身露身，
一丝不
挂，
却不觉得羞耻。后来在蛇的诱惑下食用智慧果，
从而产生人类最初的羞耻感，于是就用无花果树叶
编成裙子遮蔽身体[6]。显然，
《圣经》是将人类放在上
帝之下，
万物之上的中心位置，
将智慧与道德作为区
分人与动物的尺度。最终，
学术界撇开神话的因素，
形成服装起源于人类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之说，即随
着人类智能的不断发达，
逐渐开化文明，
懂得了礼仪
[7]
和羞涩，于是产生了用以遮身的服装 。然而，笔者
对此存有异义。一方面，如果“羞耻感”能够促使
原始人类穿上衣服，那么，没有“羞耻感”的原始
人是否就没有穿衣服必要。事实上，文明社会既
使大奸大恶，没有任何“羞耻感”之人也会穿衣，

之魂保佑。并且这些巫术活

显然，着装行为是一种生活规范，它与道德并没

始社会舞蹈纹彩陶盆(图 3)，舞者应该是参与某种巫
术仪式，其形象为头饰鸟羽，体侧都有一尾状物，大

有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于裸态的原始人

约是模拟动物的一种装饰 [10]。这些证据似乎证明

类来说，文明尚且还未开化，
“羞耻感”也并不是

了服装起源与巫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然而，笔

人类与生俱来的观念。相反，笔者认为，正是因

者认为，服装起源巫术说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仍

为人类的“穿衣”行为才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进一

然无法解释服装起源的本质。一方面，巫术说仍然

步使人类有了羞耻的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脱离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巫术说

的角度上看，自我意识是主体我对客体我一切主

把服装的起源与原始人的生存需求联系在了一起，

观的能动反映。
“羞耻感”这种意识性产生于个体

相较来看比遮羞说、性吸引说等审美需求学说更接

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里所存在的一

近服装起源的本质，即使巫术说依旧认为服装是一

种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自觉的态度，而不是无意识

种外在象征性的形式，但还是无意识从侧面反映了

或潜意识。而羞耻说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能动

原始服装道具的

性、创造性的哲学学说，具有严重的主观唯心主

功能；另一方面，

义，过度地抬升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具有人类

原始人类服装与

中心论的倾向。

巫术产生时间也

1.2 巫术说反映了原始服装道具的功能

无法准确地确

动中人们装扮,如身体上的
身纹、涂色、披挂和穿戴都显
现出服装雏型已经诞生，它
们都表现出原始人对装饰的
强烈愿望 [8]。正如法国三弗

图 2 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
里的巫师像
Fig.2 The Witch statue in
Three- Freare- caves,
France

雷勒斯山洞里的原始巫师像(图 2)，画面上的男子，
身披鹿皮，头顶戴着一对牡鹿角。脸似猫头鹰，耳

朵被修饰为狼，上肢像熊臂，此外还拖着一条粗粗
的马尾。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
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
种危险[9]。又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原

服装起源巫术说认为人们出于对图腾的崇拜

定 ，服 装 起 源 巫

和对巫师的信任，继续效仿巫师的装扮，亦促成了

术说的预设前提

一种原始的服饰、诞生、流行 。事实上，巫术需要

是巫术要早于服

道具，而服装则是其重要的道具之一。由于原始社

装产生。这一前

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缺乏正

提本身就存在着

确的认知，因此他们把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物归

很大的争议。事

结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本来就身处恶劣生存环

实上，在亚马逊流域的有些原始部落以及澳大利亚

境的原始人，巫术观念成为他们勇气与信仰的重要

土著部落中，那里的人几乎全身赤裸，他们也有巫

来源。因此，他们在身上涂鸦、纹身成为图腾的崇

术，但他们却并没有服装产生。因此，服装起源巫

拜；用贝壳、兽皮、动物的骨骼、羽毛装饰自己以求

术说还经不起太深的推敲。

[1]

图 3 原始社会舞蹈纹彩陶盆
Fig.3 Painted pottery basin with dance
pattern in primitiv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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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识说体现了原始阶级意识的产生

受与认同，然而却很容易就能证伪这些学说。比

标识说则认为，人类的衣物品最初是具有某种

如：达尔文在考察生活在南美洲南端火地岛上的印

象征意义或标志功能的，用颜色鲜艳，便于识别或

第安人时，发现那里的土著居民是不穿衣服的，尽

稀有的物体装饰自身，用以象征自己的力量，权威

管气候寒冷、取暖设备极其落后，如果穿上衣服反

与财富，后发展为装饰品 。标识说与巫术说的出

倒会感冒 [14]。澳大利亚早期的土著男女除了在很

发点类似，都认为服装在最初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冷的冬天是不穿衣服到处活动的，他们偶尔把某些

标识说认为服装伊始是作为某种身份象征来使用

野生动物的皮毛披在肩上，但皮毛非常小，它对人

的，后演变为成衣物和饰品。原始人类中的勇敢

体的保护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下雨时，他们还

者、首领、富有者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权威

小心地把它取下来，宁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身上

与财富，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件装饰在身上，诸

的其他物品只有手镯、戒指和文身。所有的物品均

如猛兽的牙齿、珍禽的羽毛、稀有的贝壳、玉石等。

无保护作用[15]。笔者认为，这些有预见性的行为不

这种标识性的装饰是原始人的一种炫耀其地位与

可能发生在还处于矇昧时期思想并未开化的原始

财富和显示尊严与勇敢的心理体现。另外，有的装

人身上，保暖说、护体说都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推断

饰具有识别氏族的作用，后演化为图腾 。图腾标
志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
互相区别的职能，例如南美印第安人（原为今秘鲁
的的喀喀湖区附近的一个部落）以太阳神和月亮神
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图 2）。可以说图腾标识是最
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无论是在人类世界还
是在动物世界有群居生活就必然会存在阶级现象，

原始人的着装动机，具有严重的辉格史观。

例如：著名的动物家珍妮·古道尔对黑猩猩进行长
达十几年的观察得出结论：黑猩猩有一套族群间特
有的社会统治等级制度，他们会为了得到首领地
位、求偶而发生斗争[12]。那么群居生活的人类发展
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出现阶级现象，用装饰物来突
出自己权威、地位、权威、财富权威的原始人无论是
从什么出发点出发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就是想要
展示自己与他人的与众不同，体现自己是这个族群

该是产生在智人类时期，而当时社会处于低级发展

[7]

[11]

3 劳动说揭示了服装起源的本质
服装起源劳动说认为原始人类着装是劳动需
要的结果，是人类进入文明的第一步[16]。人类进化
起始于森林古猿，从灵长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
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来，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
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17](图 4)。最早期的服装应
阶段，人类面临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因此
许多学者认为服装是原始人适应自然环境，抵御恶
劣环境下威胁人类生存不利因素的一种工具。除
此之外，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主要为狩猎和采集
经济，但由于狩猎与采集生产的不稳定性，获得生
存资料对原始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
始人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要提高生产效率。首先，

中的强者，这无疑就是一种原始的阶级意识。

人们发现使用石头、木头、骨头等工具可以更快的

2 服装起源人类生理需要说具有严重的辉
格史观

捕杀猎物。而对原始先民来说，制作一件工具是困

服装起源生理需要说包括保暖说(御寒说)、防

时又是重要的，因此需要将磨制、刮削好的工具随

虫说、护体说等。这些学说都是站在当代人类服装

身携带；其次，远古先民在外出觅食时，必然要用除

生理功能的基础上，对原始人类着装价值的推演。

手以外的其他方式携带工具，因为手是开展所有活

保暖说认为原始人类为了抵御第四冰河期的寒冷

动的最关键和最重要前提，将工具拿在手里是无法

气侯于是出现服装；防虫说认为，人从爬行到直立

进行有效的狩猎、采摘等活动 [18]。由此可见，如何

行走，原藏在人体下端末部的性器官被显露出来，

携带捕猎工具是原始人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了不被外界伤害，特别是早期人类个人卫生欠

于是出现系于腰间有前巾后巾以便与携带工具的

佳，为防昆虫、蚊、蝇的侵扰，用腰布或条带物围在

皮质腰带。最后，人们发现双手可以拿的东西有

腰间，随人活动摆动来驱赶昆虫，进而把身体其他

限，一次性不能吃完的果子或是肉类无法全部带

部位如法炮制地裹起来，便产生了服装 ；保护说

走，但是在食物来源匮乏的时期，食物对他们来说

则认为，原始人类赤身裸体地在平原或森林中奔

是非常珍贵的，于是人们用兽皮或是大的树叶子作

跑，而荆棘等带刺的植物会使人受到伤害。因此，

为携带工具包裹住食物携带回部落，从而提高劳动

原始人类需要用着装来保护身体。以上三种观点

效率。采用用古汉字字源分析法也证明了原始服

都是从人类的身体需求出发，而被大部分学者所接

装与包裹工具具有某种必要的联系。正因为携带

[13]

难的，但硬质工具如石器、木器等在外出狩猎、采摘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包裹工具的出现，人体才有了被遮盖的机会，从而
感受到遮盖所带来的保暖和保护作用，逐渐诱导出
服装的产生。笔者认为，在劳动过程中，服装作为
携带工具由一种不自觉的服饰行为，提高了原始人
类对自然的生存适应能力，促进了个体存活率与种
族的延续。

4 结语

图 4 人类进化过程图
Fig.4 Map of human evolution

针对服装起源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现有且具代
表性的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从心理需求、生
理需要以及人类进化的角度对服装起源研究进行
了分类综述，进而对各类学说所存在的利弊进行了
分析。得到以下三条重要结论：心理需求说认为服
装起源的实质是独立的象征性能先于实用性功能，
认为服装意识早于服装存在，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
能动性、创造性的哲学学说，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生理需要说中的某些观点强调的是服装起源于实
用性功能，但“现代原始人”并没有跃迁到文明阶
段，这些预见性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在还处于矇昧时
期思想并未开化的原始人身上，因此关于生理需求
论的学说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推断原始人的行为动
机,具有严重的辉格史观。站在人类进化的视角上
对服装起源进行研究，服装的产生是作为携带工具
而发生的一种不自觉的服饰行为，并且结合唯物主
义世界观和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观点，得出
结论唯有劳动说揭示了服装起源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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