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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两代“裙撑”文化考议
崔晓旋，张

玲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研究意义]早于西方裙撑的出现两百余年，中国就已存在使用填充物扩展裙型的造型手段，但其存续的时间并
不长，堪称中华文化中的特异现象。[研究方法]文章通过文献研究与图像分析法考察金明两代“裙撑”产生的时代背景
及造型特征，继而从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其由盛及衰的历史原因。[研究结果与结论]金代女真族“铁圈式”锦裙
在“追慕华风”的浪潮中渐行消褪，明代舶来品“马尾裙”的时尚盛衰折射出国家内外的政局波澜。就根本而言，裙撑廓
形
“上俭下丰”
，
天地颠倒的指涉，与
“乾坤有序”
的中华传统文化相抵牾，此为其无法长久存续的深层文化内因。
关键词：
金代，明代，裙撑，
“铁圈式”锦裙，马尾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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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ustle" Culture of the Jin and Ming Dynasties
CUI Xiaoxuan, ZHANG Ling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western panniers, China had already used fillers to expand the
shape of the skirt, but this means was not us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can be called a peculiar phenomenon in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mage analys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stle (skirt support)" in the Ji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n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its prosperity and de⁃
cline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ystem, politics and culture，etc. The "iron ring-style" brocade skirts of the Jurchens of the
Jin Dynasty faded away in the wave of "pursuing the Chinese style". The ups and downs in fashion of the imported "ponytail
skirts" in the Mi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urmoil.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skirt-sup⁃
porting profile which is of "top frugality and bottom richness" impl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verted refer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contradicts the "orderly univers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is constitutes the deep internal cultural cause
of failing to sustain in history.
Key words: the Jin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bustle; the "iron ring-style" brocade skirts; ponytail skirts

14 世纪中叶，西方开始以多层内裙和毛毡制的

圈式”锦裙鲜有学者关注，明代马尾裙更是以“服

衬裙来美化臀部曲线，之后的数百年间，人们不断

妖”一言蔽之 ① 。本文将聚焦中式“裙撑”这一文化

完善衬裙的功能性，创造出多种形制风格的裙撑。

现象，钩考其历史发生及造型特色，并通过分析金
明两代“裙撑”消失的原因，进一步挖掘中华服饰文
化深厚的精神内涵。

法勤盖尔、帕尼埃、托尔纽尔、克里诺林……裙撑的
流行反反复复，直至 20 世纪初叶才彻底退出了女
装世界。但这种审美趣味依然延续至今，昔日裙撑

所追求的丰臀特征还常常被运用到现代女装设计
中。然而裙撑并非西方独有，回溯中国历史，早在
金代，女真族就有“铁圈式”锦裙，明代又掀起一股
马尾裙风尚。这是中西方服装史中异曲同工的造
型手段，但二者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金代“铁

收稿日期：
2020-03-28；
修回日期：2020-06-08。

1 中国古代“裙撑”的出现
1.1 金代
“铁圈式”
锦裙
中国使用“裙撑”的历史大略可追溯到 12 世
纪。
《 大金国志》记载了女真妇女的传统服饰即有
“铁圈式”锦裙，
“至妇人，衣曰
‘大袄子’，不领，如男
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
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
”② 女真“土产无
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
“自灭辽侵
宋，渐有文饰”③ ，可大致推测女真贵族以丝织品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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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服饰的历史当不会早于十二世纪。此“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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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裳裙，腰侧削幅处理，使左右两侧各收腰约二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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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腰部贴合身体，下摆逐渐扩大，用绣帛包裹铁圈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缀于锦裙上，形成具有支撑功能的衬裙。其外罩单

帽，帽后垂有飘带，身穿交

裙（秋冬季或为夹、绵裙），上配大袄子，整体呈现 A

领左衽窄袖长袍，下摆极为

目前虽没有“铁圈式”锦裙的实物出土，但可结

（ 图 2），颇 具 女 真 服 饰 特

型膨大化的造型效果。

合文献及金代出土的相关女裙实物对其形制特征

阔 大 ，可 容 双 腿 交 叉 盘 坐
色。河南焦作西冯封金墓

加以考证与回溯。
《金史·舆服志》记载：
“妇人服襜

出土一件女侍砖俑，头梳双

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谓

髻，内衬左衽袄，外着对襟

④

之团衫……” 黄能馥在其《衣冠天下：中国服装图

长衫，下身穿向外扩展的多

史》一书中指出，
“襜裙就是《大金国志》所说用铁条

裥裙，双手捧一个八瓣状果

圈架为衬使裙摆扩张蓬起的裙子，虽与欧洲中世纪

盒（图 3）。墓中虽无墓志或

贵族所穿铁架裙支撑的部位不同，但可想见是很华
⑤

题 记 ，但 另 外 出 土 的 舞 蹈

丽的。
” 襜裙编绣全枝花，与外衣“团衫”搭配，显然

俑、吹笛俑头戴多边瓦楞形

是作为外裙使用的。虽与“铁圈式”锦裙内穿的性

毡笠、身穿窄袖长袍，以及

质不同，但二者在廓形风格上却极为相似。黑龙江



男俑髡发双辫 
，亦属于金

省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一件褐绿地全枝梅

人习俗，可推断该墓主人应

金锦绵襜裙，裙身为褐绿地全枝梅金锦面料，裙腰

为女真人。山西孝义下吐

用绿绢面料。裙衬黄绢裹，内絮丝绵层……裙身正

京金墓（金承安三年 1198）

中直线接缝，背面无中缝，左右两侧各叠折缝三条

女，头梳髻，穿黄色对襟长

穿于女墓主人锦绵袍之下，裙式上窄下宽，周身六

站立侍女，头梳髻，穿红色

开口宽距 12.4cm、裙下摆宽 127cm 。此裙出土时

衫，双手捧杯（图 4）；西北壁

辟积 ，呈喇叭状（图 1）。较之襜裙，
“铁圈式”锦裙

对襟长衫，双手端盒（图 5）；

⑦

“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裙腰围比下摆围共小约
⑧

西南壁左侧站立侍女，戴红

四尺。金代官用丝帛主要来源于宋贡金的岁币 ，

色包髻，内穿红色短上衣，

因此可利用宋制加以推导，宋代官尺一尺约合公制

下着白色长裙，一手平举，

30.72cm ⑨ ，四尺约 123cm。而金齐国王墓所出襜裙

一手持团扇（图 6）。三件侍

“铁圈式”锦裙腰部余阙（四尺）多出 27cm，应为“周

似：内着左衽交领衣，下穿

腰围 104cm，下摆围 254cm，相差 150cm。此差值比

身六襞积”的收腰量（一襞积约为 2.25cm）。由此可

图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亚沟石刻女像拓片
Fig.2 Yagou Stone Carvings
Female Portrait Rub⁃
bings in Acheng Dis⁃
trict, Harbin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砖 雕 中 ，北 壁 左 侧 站 立 侍

斜褶。褶通长 100cm、腰高 28cm、腰宽 52cm、腰后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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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俑服装形制风格极其相
长 裙 ，外 套 窄 袖 对 襟 长 背

图 3 河南焦作西冯封金墓
女侍砖俑
Fig.3 Brick Carving Maid
Figurine from Jin Dy⁃
nasty Tomb in Jiao⁃
zuo City, Henan
Province

见，襜裙的襞积和上窄下宽的造型为“铁圈式”衬裙

的使用提供了充分的廓形空间。金齐国王墓是在
海陵王南迁之即的一座金代女真贵族墓葬，或许由
于海陵王“慕华风”的政治态度，此墓葬已不见女真
特色的“铁圈式”裙撑，但受原有文化惯性的影响，
女真妇女外裙依旧流行着下摆宽大的风格。

图4
图 1 褐绿地全枝梅金锦棉襜裙
Fig.1 Brown Green Full Branch Plum Brocade Cotton Skirt

考古发现的金代妇女形象资料为此提供了佐

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亚沟现存两幅金初
女真人摩崖石刻图像⑩，其中一贵族女性，头戴皮裘

山西孝义下吐京金墓北壁
左侧站立侍女
Fig.4 Brick Carving Standing Maid
Figuri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North Wall of the King
Dynasty Tomb in Tujing Vil⁃
lage, Xiaoyi City, Shanxi
Province

图 5 山西孝义下吐京金墓
西北壁站立侍女
Fig.5 Brick Carving Stand⁃
ing Maid Figurine of
the Northwest Wall
of the King Dynasty
Tomb in Tujing Vil⁃
lage, Xiaoyi City,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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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衣摆前长后短，下摆两

部向下自然蓬起，如同一把撑开的伞。马尾裙在中

侧均有开衩，对襟中间有布

国更受男性欢迎，它扩展了下肢形态，增强了身体

襻用来连结衣襟。特别之

的量感，
使男性更显雄壮伟岸。

处在于腰部细窄，下裳由臀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是一幅反映成化二十一

部开始向外膨起，随后衣裙

年元宵节宫廷生活的风俗画。图中描绘的宪宗皇

自然下垂，近乎“A”形。河

帝（1447-1487 年）、宫人所着袍服均下摆膨大(图 7-

南焦作西冯封金墓和山西
孝义下吐京金墓分别属大
金政权统治下的女真族及


汉族富豪之家墓葬 
，其女

图 6 山西孝义下吐京金墓
西南壁左侧站立侍女 性 形 象 均 衣 左 衽 短 襦 、背
Fig.6 Brick Carving Stand⁃ 子，
下着膨大的长裙，
服饰呈
ing Maid Figuri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现出北宋文化与女真文化杂
Southwest Wall of the 糅的风貌。对比同时期南宋
King Dynasty Tomb
女裙普遍为顺直的“H”形，
in Tujing Village,


特征明显
。随着
Xiaoyi City, Shanxi “轻装化”
Province
女真人“汉化”的深入，金代

中后期虽已不见使用“铁圈式”锦裙，但女真妇女裙

1），与演出艺人自然垂落的衣式差异显著。妃嫔、
宫

女戴特髻，上袄下裙，裙腰多襞积，下摆亦蓬起显著
（图 7-2）。宪宗戴翻折檐有顶毡帽，
穿右衽窄袖龙襕
袍，腰部以下打密集的细褶，形似阔摆裙（图 8）。这

种袍式也称为曳撒，是皇帝、内侍等日常穿着的便


服之一
。画面中，男女腰部以下均异常膨大，当为

马尾裙衬垫所致，可推断这种着装喜好也传入了宫
中，获得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对比上图夸张的视
效，
《朱瞻基斗鹌鹑图》中宣宗皇帝（1399-1435 年）
及宫人所服曳撒均自然垂落，无所衬托，反映了马
尾裙尚未流行前的着装样态（图 9）。

式尚膨大的风气，对北方地区女性服饰仍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1.2

明代马尾裙
距金代“铁圈式”锦裙出现三百多年后，明代成

化年间又兴起一阵风靡上下的“马尾裙”时尚，男女
通服，尤以男子为盛。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
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
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
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


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
”[
这种

用作“裙撑”的衬裙在明代称为“马尾裙”或“发裙”，

图 7-1《明宪宗元宵行乐
图》局部（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

图 7-2《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
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Fig.7 (Ming) Emperor ZHU Jian- shen Lantern Festival Tour，Part
(Collected by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源自朝鲜王朝初期即已流行的“骏裙”。朝鲜王朝
属明朝藩属国，重大节日常遣使臣前来朝贺，
《谷山
笔麈》
“隆庆初，见朝鲜入贡使者，自带以下，拥肿如
甕，匍匐而行，想亦有氂衣在下。比数年来，直窄衣
下短，如中国服，不张起矣。
”时人常常会对朝鲜使
者蓬蓬张起的奇异服装品头论足，而在两国经济文
化的密切交往中，此种穿衣方式开始被明人模仿。
起初马尾裙作为外来稀有物价格昂贵，仅在小范围

图 8 明鲁荒王墓出土曳撒-交领窄袖黄缎袍（13.336）
Fig.8 Yisan Unearthed from Tomb of ZHU Tan - Yellow Satin
Grown with Overlapping Collar and Narrow Sleeves (13.336)

内流行，随后京师出现可织造马尾裙的店铺，为扩
大流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竞相
炫耀蓬勃之态。
明人王琦在《寓圃杂记》中对其穿着效果有详
细记载：
“发裙之制，以马尾织就，系于衬衣之内。
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
伞，以相夸耀。
”马尾这种材料较硬且易于塑形，将
其编织成裙系在腰间，再罩上外衣，这样衣服自腰

图 9《朱瞻基斗鹌鹑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Fig.9 Picture of Zhu Zhanji Playing with Quail, Part (Collec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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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
”马尾裙时尚在宪

13

种穿着方式。

宗朝文武百官中蔚然成风。
“阁老万公安，冬夏不

“铁圈式”锦裙的消失不仅反映了自然生存环

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

境及国家政策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变革、经济发





以弓弦贯其齐者。
” 不仅如此，马尾裙时尚又自上

展推动下文化观念的转变。金代女真服饰文化的

而下向士庶阶层蔓延直至孝宗朝。
《余冬序录》载：



变迁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涵化 
的过程，即两种不

“
（弘治初）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

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





因此被人偷拔鬃尾。
” 过度的需求使马尾这一原材



质，从而让文化双方或一方发生重大的变迁 
。面

料变得稀缺，竟有人到官营中偷拔鬃尾，由此可以

对中原汉民族强势、先进的文化，女真族文化以积

想见马尾裙的风靡程度。

极的态度汲取、接受，获得对新的文化条件的适应，

当新潮的服饰流行开来，即标明了时下社会征

使自身的文化体系得以调整更新，并呈现出向汉族

象的变异与大众审美观念的更新。明代于中晚期

文化模式转化的态势。因此，对比千年来中原汉民

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提高，百姓消费能力

族“平易”的服装样式，这种“以铁条为圈”，通过添





不断升级，商品经济繁荣 。士庶阶层用购买力展

加支撑物改变身体轮廓的方式前所未有。此“奇装

开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服饰风尚背后反映的是一种

异服”显然不被以“制有小大，度有长短”
“衣服有

特殊的消费心态，一些款式新颖、价格昂贵的服饰



量，必循其故”
的儒家正统观念所接受，最终在女

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通时，除了基础的实用、审美

真族全面汉化的道路上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功能外，更含有身份地位的象征。上层阶级的追新

2.2

逐异给大众提供了范本，士庶为马尾裙塑造出的新

成为
“服妖”
的马尾裙
明代马尾裙之风靡也遭到士大夫的诟病，
《万

形象所吸引，通过竞相穿着以向上层审美趣味靠

历野获编》
“嗤鄙”部分谈“大臣异服”：
“服之不衷，

拢，于是众心所向地形成社会效仿。在社会思潮和

下僚且不可，况司风化重寄，何以示四方？
”
“似此服

经济基础双重因素作用下，马尾裙时尚就在成化年



妖，与雉头裘，集翠裘何异？”
“服妖”指反常、非礼

间爆发出来，
直至弘治初年被朝廷严令禁绝。

之物，既包括道德评价又含有政治意图。马尾衬裙

2 中国古代“裙撑”的消失探因
2.1 女真民族服饰的汉化

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着装体验，这种膨大的造型带
给人视觉上的刺激，张扬浮夸，因此将其视为野蛮

早在女真人建国之初，女真妇女就借助“以铁



的“市井浮华之饰”
。依传统儒家观念来看，上下

条为圈”的锦质裙撑，来修饰身体轮廓。此做法虽

皆服，意味着服饰明辨尊卑的功能被消解，它打破

较西方裙撑的出现早约 200 余年，但在日益汉化的

了儒家建构的服饰等级观念，助长了破坏社会秩序

早期的女真位于苦寒的东北部地区，以渔猎为

马尾裙对等级秩序的破坏不仅体现在国家内

金国统治下，
其存续的时间并不长。

主，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服饰文化相比中原落后许
多。至辽末，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立国，接
着金灭辽、灭北宋，女真人入主中原与汉族杂居，并

的逾礼越制行为的发生。
部，在国际关系上，还有动摇大明王朝“华夷一统”
地位的隐患。自 1392 年李氏朝鲜建国起，明朝和

朝鲜便确立了朝贡藩属关系，明朝对朝鲜王室进行

用汉制改革女真旧俗。金熙宗极其倾羡汉儒文化，

册封的同时会赐予不同品级的冠服。建文三年，

注重维护服饰礼仪，后于天眷三年下令吸收宋代冠

“敕朝鲜国王李讳：日者陪臣来朝,屡以冕服为请，





服等级制度，制定金国舆服制 。经过长时间的相

事下有司。稽诸古制以为四夷之国,虽大曰子。且

互接触，女真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突飞猛



朝鲜本郡王爵,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
”
明朝用带

进，服饰工艺技术、手工业、丝织业迅速发展，生活

有鲜明尊卑等级的衣冠强化了自己宗主国的地位，

质量需求提高，女真贵族不再服毛、麻，纷纷穿上丝

维系着东亚文化圈内以明朝为中心的外交秩序。

制的汉族服饰，金代女真服饰文化在短短几十年实

而当明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穿着藩国服饰，以此为

现了质的飞跃。
《金史》舆服制中已不见“铁圈式”锦

尚，无异于“以夷变夏”，削弱了明朝与朝鲜的主从

裙的记载，且在同时期北宋末年、南宋典籍中也未

关系。长此以往不利于震慑、统治周边国家，维持

曾出现类似描述，可见“铁圈式”锦裙在女真族的服

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

饰规范和女性生活中并非必需品。当女真人适应

马尾裙于成化末年兴起，弘治初年禁绝，显然

了中原地区的生活，从思想意识上认可汉族主流服

传统卫道士的反对不足以产生如此快速、决绝的效

饰文化时，便在吸纳、融合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这

果，其消失的重要原因是受到国家统治阶层的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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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首先，流行时尚给军事带来隐患。前文提到

下反观金、明两代“裙撑”，其造型夸张，
“上俭下丰”

马尾裙制作材料供不应求，常有人偷盗军营马尾， （即上小下大），颠覆了天尊地卑、上尊下卑的伦理
导致“马拔尾落膘，不无有误军国大计”，官员多次

秩序。中华历史上此种上下颠倒的着装异象多为

谏言禁革马尾裙，以维护军备。其次，皇帝对前朝

统治阶级所不容，被视为影响国运的“服妖”之举。

奸臣打压否定。成化年间朝堂中以阁老万安为首

《晋书》载：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

的一党对马尾裙最为追捧，这些官员攀附宠妃、败



厌 ，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
”
服饰秩

坏纲纪、毫无作为，潜移默化间马尾裙演变为政治

序与君臣关系相对应，上小下大及下掩上之象影射

集团的标志。民间有“选科全不在文章，但要须胡

着君弱臣强，从而威胁政权的稳定。
“为袴者直幅为





与胖长。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浆得硬帮帮” 的说

口，无杀，
下大之象。寻而王敦谋逆，
再攻京师。
”东

法，百姓将穿戴马尾裙的独特形象看作是贪腐官员

晋时期有大口裤呈舒散式，
象征臣子权势过大，
于是

的代表，讥讽外表浮华而无真才实学的人。明孝宗

出现王敦之乱。
“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
风流相放，

即位后便清除了这些奸臣，马尾裙因带有负面的政

舆台成俗。识者曰：
‘ 上小而下大，此禅代之象也。’

治意味，世人皆避而远之。并且，从文献对明孝宗



寻而宋受终焉。
”
魏晋士人穿着宽松的衫子以表现

的记载来看，他为政提倡直言进谏，任贤使能，倡导

漠视礼教、
崇尚自然的精神，
由此造成冠与衣裳比例

节俭，敢于否定前朝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力图

失调，
意指帝位不稳，
刘宋代晋的征兆。统治阶级用





扭转朝廷贪腐风气 ，明孝宗以禁服马尾裙作为开

行政手段确保服饰的“乾坤秩序”，
唐代中后期，
女子

展政治手段的中介，有效遏制了朝廷乃至社会的不

裙袖愈加宽大，
奢侈异常，
政府不得不颁布禁令，
“妇

良风气。

人裙不过五幅，
曳地不过三寸，
襦袖不过一尺五寸。
”

尚服马尾裙是人们对异域时尚的追捧和对美

奢费的裙幅极大拓展了裙摆的阔度，而袖式亦一脉

的追求，它波及范围广，流行速度快，最终致使“无

仿效，最终形成了上俭下丰的造型效果。大唐统治

贵无贱”，
“士夫甚鄙之”。文化层面上，马尾裙与中

者在高调禁奢的背后实则是对乾坤秩序混淆颠倒的

国传统“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的礼制

内在隐忧。由是观之，明代“蓬勃可观”的马尾裙被

思想背道而驰，扰乱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社会

正统论者斥为“服妖”，
便不难理解了。

层面上，服饰背后也掩映着国家内外的政局波澜。

中国古代服饰的象征性将着装与个人乃至国

马尾裙最终被冠以“服妖”，弘治初年明孝宗颁布禁

家命运紧密相邻，赋予服装“分上下、定尊卑、治万

令“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
令锦衣卫缉捕，
余皆泛言不

民”的政治职责。无论服制随朝代更迭变化，这些





允”。在严厉的政治干预下，
马尾裙在官僚群体中迅

观念都渗入人们的心理情感、社会道德和审美情趣



速消失，
但在民间则“系以竹圈”加以变通过渡
，遂至

中，成为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衡量

销声匿迹。

金、明两代“裙撑”，其特异性显而易见，令裙式上狭

2.3

下阔，以致乾坤颠倒的做法，注定会在中华正统文

根深的文化内因
无论是金代“铁圈式”锦裙，还是明代夸张的马

尾裙，二者的消亡表面看来皆源于其所处时代统治

化的影响下而归于消亡。

3

结语

阶级的干预及影响。但金、明两代堪称特异的各式

“裙撑”这种造型手段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

“裙撑”，它们所共有的“上俭下丰”的造型特征，正

中一个较为特异的文化现象。与西方绵延数百年

是招致其在中华文化语境下无法长存于世的深层

的裙撑文化不同，在标榜中华正统的王朝政治下，

内因。

其存续的时间并不长。金代“铁圈式”锦裙作为女

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化，自古以来先民对天

真妇女早期服饰的重要品类，在女真族汉化的进程

地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周易·系辞下》载：
“黄帝、

中被主动排除在着装规范之外；明代马尾裙由朝鲜

尧、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诸乾、
坤。
”王弼注：
“垂衣

传入京师，其由盛及衰，折射出大明王朝国家内外





裳以辨贵贱，
乾尊坤卑之义。
”《周易》不仅确立了中

的政局波澜。此二式“裙撑”以三维立体式手段塑

国服饰起源论，更为服饰本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

造出上下失衡的服装造型比例，从根本上与“乾坤





涵：
衣取象乾，
居上覆物；
裳取象坤，
在下含物 ；衣上

有序”的中华传统文化相抵牾，因此缺乏长久的生

而裳下，衣尊而裳卑。上衣下裳效法天地，将自然

命力和发展空间。金代“铁圈式”锦裙和明代马尾

秩序投射到人类社会，由此服饰形制关乎尊卑上下

裙的历史兴衰，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体系，显示了

的象征意义尤为统治阶级所看重。在此文化背景

中华正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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