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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巾子在明代服饰文化中最具变化与代表性，对其文化属性的探究将有益于认识明代社会，同时也对
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借鉴和启示意义。[研究方法]文章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图像学等研究方法讨论明代巾
子的五个特征。[研究结果与结论]明代作为巾子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流行时期，具有集大成性、少数民族的融合、复古
与尚奇、
大一统寓意以及僭越与守礼共存的特征。
关键词：
明代；巾子；巾帻；头巾；物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95-4131-（2021）04-0017-04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in the Ming Dynasty
WU Huixia, LI Nan, SHU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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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Jin（Head cloth）is the most changing and representative clothing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tudy of its cultur⁃
al attributes will be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and also play a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in the
Ming Dynast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conography. As the third and last popular period, Jin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ness,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novelty, the meaning of
unific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arrogation and formali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Jin; scarves; scarf caps; material culture

明代的巾子是历代种类最多、最具鲜明个性

冠、巾（或帻）为主的首服样式并一直延续到后代。

的。以往的研究多偏向于知识性与概论性，而对于

《释名》：
“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从商朝起，冠

明代汉族服饰对历代的继承、明代少数民族服饰的

就开始有小冠、頍冠等区分，庶民则只能束巾不能

研究尚未引起重视。明代是中国古代汉族服饰的

戴冠，偶有士大夫也戴巾以表气节。帽是由巾演变

集大成者，尽管洪武元年“复衣冠如唐制”明确废止

而来，南朝顾野王《玉篇》载：
“巾，佩巾也。本以拭

了元代服饰，但事实上明代服饰形制中承袭历代服

物，后人着之于头。
”两汉时期，束巾流行成为一种

[1]

饰的元素俯拾皆是 ，本文选取明代巾子作为研究

风尚。东汉末年名士“以幅巾为雅”。晋魏时由于

对象，从其集大成性、少数民族的融合、创新性、大

其简便易行，同时也有一种反叛意味，巾束发盛行

一统寓意以及僭越与守礼共存等几个特征入手进

于各阶层，并且样式种类繁多：如折角巾、纶角巾以

行分析，
并讨论其中反映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情况。

及纶巾、葛巾等几十种。唐代主要流行“幞头”，这

1 明代巾子的五个特征
1.1 集大成性

也成为后世唐巾的样式。宋代幞头已脱离巾帕形

早在商代，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服装
中的“帽子”便有了更多的样式，形成了以冕、弁、

式，成为一种帽子。宋代幅巾多样，还能通过头巾
来辨认身份与职业，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
造型较为随意的方巾，如小巾、逍遥巾、纶巾、朱子
幅巾、四周巾、披巾、纱巾、浩然巾、荷叶巾、云巾等；
另一类是通过折叠与缝制成固定造型的纱帽，如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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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巾、结带巾、唐巾、东坡巾、程子巾、华阳巾、道巾、
庄子巾、山谷巾、高士巾、一字巾等 [2]。元代的巾帽

研究生。通信作者：李楠，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艺教

制度下，除了贵族官吏可戴冠帽，平民百姓连头巾

授、博士生导师。舒怡，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士

都不许扎。但元代蒙古男子夏多戴笠帽，也就是

生导师。

“瓦楞帽”，
被明代所继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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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巾帽种类繁多，官服冠帽，传承唐宋遗制

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

而形制更趋繁丽，一般巾帽则常保持元代蒙古族状

瓦楞单丝、双丝之异。
”[5]16 对此，顾的评价是“于是首

貌，因其造型简约而适用 [4]。明代的巾帽样式也较

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认为这样的时装奢侈无

为丰富,既有唐宋流传下来的，有如幞头、东坡巾；

度。此书成书于万历年间，很难用清初文人反思明

也有直接继承元代巾帽样式的。此外明代新创的

亡的理由来解释，也并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市民阶

巾帽，
有方巾、网巾、四周巾、
纯阳巾、老人巾等等。

层对士夫的服制僭越，因为以上文字已经指出“士

1.2 少数民族的影响

大夫所戴其名甚伙”。那么原因可能只是保守的儒

尽管明初太祖朱元璋摈斥元代服制，恢复唐制

家士大夫“尚俭”思想。

以正汉统。但在明代中晚期已经执行不严格，甚至

根据顾氏对鞋履的描述也能看得出来，复古元

从宫廷开始认可服制的多样性。嘉万时期士大夫

素只是服饰“殊形诡制，日异月新”的一种方式。鞋

流行“袴褶”之风，就来自戎服，并且形成了三种形

子款式变得多样，实用性削弱，色彩华丽。
“足之所

式：曳撒、程子衣与道袍。曳撒，习称质孙服，是蒙

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

元时期非常重要的宫廷礼仪服饰，在明朝时期，与

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

汉服融合形成了麒麟服、
飞鱼服。

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緑，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

边鼓帽是一种长尖顶带檐的圆帽，属于元代遗

加丽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征于服妖也，折上

制，为一般市井少年、平民、仆役等常戴，明嘉靖时

之巾、
露卯之屐，
动关休咎，今之巾履将何如哉？
”[5]16

极流行，清代亦常见。奓檐帽为圆帽顶，帽檐外奓

徐咸《西园杂记》同样指出戴巾的问题：
“嘉靖

如钹笠，可以遮阳。圆帽是元世祖出猎时因日光射

初年，士夫间有戴巾者。今虽庶民，亦戴巾也。
”[6]他

目，以树叶置帽前，其后雍古剌拉氏用毡片置帽子

进一步说明明代中晚期的士庶僭越问题。需要注

前后，即奓檐帽。明宣宗行乐图、明宪宗行乐图画

意的是，复古不是纯粹的复古，只是个别元素的挪

帝王便服，也戴这种帽子。

用。如果穿成一整套的晋服或是唐服，就算是当时

1.3 复古与创新
最近数年，学者们已经肯定了晚明“尚奇”的美
学观念。在这种美学特征之下去看晚明服饰，就会
发现已经出现了某些“早期现代性”的特征。明代
“服妖”风俗表现为趋新慕异、男女混装、越礼逾制

人也会觉得颇为侧目。冯梦龙记载了一则笑话：
“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一日往见
许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裤，蹑高岀迎。翟愕然，
彦周徐曰：吾晋装也，
公何怪，只容得你唐装？
”[7]

1.4 大一统的寓意

等特征。
“尚奇”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创新。创新不是

明代的几种巾帽的名字都体现出大一统的特

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新与旧的互动中不断地推陈出

性，尤其是传说与朱元璋有关的三种形制：六合一

新。晚明的尚奇美学鼓励个性的发现与表达，而复

统帽、四方平定巾与网巾。六合一统帽也称瓜皮

古服装就是允许人们表达自己，他们在复古的同时

帽，由六块罗帛缝制拼合而成，半球形，下有帽檐，

也脱颖而出。复古也是一种时尚元素，晚明服饰的

帽顶上缀以水晶、香木等为饰。夏天用结棕或漆

复古主义。

纱，冬天则用绒或毡，具有明王朝“大一统”的象征

明代顾起元（1565-1628 年）
《客座赘语》成书于

意义，这种在民间非常流行，一直延续到清代[8]。到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记载了当时的史料

了清代由于男子剪发令的施行改变了历经几千年

笔记，
《巾履》一章曰：
“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

的扎头巾习惯，帽子变得简单起来，瓜皮帽成为民

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

间常戴的“小帽子”。

方巾是明代士庶流行的巾子式样。
《三才图会》
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
记载：
“此即古所谓角巾也，制同云巾，特少云纹。
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
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
”样式源于宋人
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
[5]
“东坡巾”
，
去掉
“东坡巾”
下沿反折的巾檐，
只留方
巾。
” 尽管名目甚多，但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过去
形高顶巾帽。郎瑛《七修类稿》记载：
“今里老所戴
为了方便士庶所用巾裹，现在繁于装饰，材质、色
彩、织法种类颇多：
“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缾， 黑漆方巾，乃杨维桢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
巾何名？对曰：
“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颁式天下。
”
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
以后发展成多种式样，高低方扁不一，从官员至秀
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
[9]
以帽罗 、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 才生员都流行用方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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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五种巾子：
(a)四方平定巾、(b)四周巾、(c)唐巾、
(d)大帽、
(e)网巾
JINs in QIU Ying's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Sifang-pingding Jin，(b)Sizhou Jin, (c)Tang Jin, (d)Damao,
(e)Wang Jin

网巾是流行于平民的一种巾子。明初有一种
用黑色细绳、马尾鬃丝或头发编结的网巾，网口上

最早的朱茂时的画像，谢彬绘于 1642 年。画面以

半侧面的方式描绘了朱茂时的外貌特征，脸型较

下用帛包边，长有二玉或金属小圈，二边各系小绳

长，下巴长且方，眼睛微肿通红，鼻长略塌，面颊与

交穿于二小圈内，上面束于顶发，下面可用总绳拴

下颌的肌肉松弛，髭须稀疏。根据题跋可知此时朱

紧，故又名“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网巾的用处

茂时年四十七。画家白描勾线，以赭色作肤色，红

[10]

是可以保持头发不乱。 《静志居诗话》载：
“”网巾

色反复渲染阴影处，显示出一张苍老的悲伤难抑的

之制，相传明孝陵微广，行之于神乐观，遂取其式，

面容来。朱茂时跪拜的姿势完全作侧面描写。他

颁行大卜，冠礼加此，以为成人，三百年未之改”。

身上穿着的是斩衰，
“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

明朝官服戴纱帽笼巾，下面多先戴网巾起约发作

的生麻布制作，断处外露不缉边。这里十分写实，

用。天启时，削去网带，止束下网，名为“懒收网”。

朱茂时身着“衰裳”，腰上系腰绖，头戴斩衰冠，鬓悬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记载：
“古无此制，故古今图画

棉团，脚穿菅屦，手持苴杖，高度与心口齐[11]。关于

人物皆无网。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

鬓角垂棉花的习俗《三才图会》画面表现出来了，但

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
”

文字并没有说明。明代延续了传统的五等丧服，洪

1.5 僭越与守礼

武时期颁布的《孝慈录》对五服制度做了详细的说

明代中晚期服饰的“僭越”现象，学者屡有讨

明。
《三才图会》
“斩衰图”相关的图文介绍：
“用麻绳

论，其中主要集中在“等级僭越”与“士庶混穿”两种

一条，从额上约之，至项后交，过前各至耳，结之为

上。士大夫们批判这类现象为“服妖”。然而事实

武。武之余绳垂下为缨，结于颐下。首绖以有子麻

上在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明末，社会等级意识淡薄

为之，其围九寸，麻本在左，从额前向右围之，又以

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瓦楞帽嘉靖初生员戴之，

绳为缨。
”这个习俗到清代有些地方已经说不清楚

后民间富者亦戴。
明朝颁布的制度使得明朝各行有了高低贵贱
之分。就像普通百姓只能用薄纱做材料，即使家庭

了：一种记载“今世俗用二绵芷”[12]，一种是“世俗用
三棉蕊”[13]，
《清律》中记载已经“不知何据，或曰闭
耳目声色也。
”而苏州一直到民国还有这个习俗：

再富有，也不能够戴巾，只能够戴帽；商人使用的是

“孝男穿麻衣，戴麻冠，拖草鞋，腰扎草绳。麻冠挂

布绢，而且不能使用百姓所用的薄纱。服饰早期即

两个棉球……父死棉球垂左，母死棉球垂右，父母

便是如此严格，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服饰就开

双亡，左右都垂。
”[14] 朱茂时戴的斩衰冠棉球垂左，

始变化，朝廷做出的一切禁令，最终没有能够阻碍

就当时人而言，即使不看题跋也知道，该图的祭祀

社会的发展。

对象是朱茂时父亲。

士大夫们抨击僭越等现象为“服妖”，因此可以
说贵族与仕宦最重礼仪。他们就以丧服为例，朱茂

2 影响明代巾子特征的因素
明朝的巾帽显示出以上五个特征：集大成性、

时着丧服的肖像画对于通常《仪礼·丧服》所规定的

少数民族的融合、创新性、大一统寓意以及僭越与

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

守礼共存。当前学术界对于明代初期到中晚期的

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

服饰转变已有共识。

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

从政治上而言，明初政府严格的等级制度，使

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朱茂时(1595-1683 年)，

得服饰级别根据高低贵贱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但

字子葵，官至贵阳太守。崇祯十五年因丁父忧归故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的繁荣导致社会的繁荣，

里，明亡后未出仕清朝，居于嘉兴南门外的放鹤洲

政治对于民众的限制开始减弱，造成明代巾帽服饰

别业。南京博物院藏《朱葵石孺慕图》是现存纪年

的集大成性，甚至融合了蒙元少数民族服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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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有着灿烂文化多样性的明代。

的借鉴，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发

政治对服饰的影响还体现在朱元璋对具有大一统

展使得包括巾帽服饰的物品在明代格外丰富，更

寓意服饰的推崇。

新 速 度 与 创 新 性 十 足 ，体 现 出 早 期 现 代 性 的 特

从经济上看，明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明代巾帽

征。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松动，都体现在

多样性与创新性的基础。一方面明初建的时候，因

巾帽之上。种种现象，呈现出一个复杂、矛盾而又

生产力还没有恢复，间接影响了禁令的严格施行。

充满吸引力的明朝。

另一方面中晚期之时江南一带的纺织业已经迅速
发展起来了，蚕桑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工艺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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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变的越来越短。苏州不仅成为纺织业中心，也成
为了时尚中心，从苏州发展更新的时尚向大明的其
他地区辐射出去，
造成多样与创新的明代风貌。
在文化上，印刷经济与通俗文学对于时尚与创
新也推波助澜，使得中心区的文化更快地向周边地
区辐射出去。晚明对创新的鼓励既是经济快速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来自思想上的“尚奇”观念。
“奇”
是晚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士大夫还
是平民百姓对此都孜孜以求。晚明文人受李贽学
说影响，或者说李贽正是晚明思想界对于“追求真
实自我”鼓吹的一种结果。正是这种自由的风气
下，礼制社会的教条开始松动，造就了巾帽在僭越
与守礼上的共存。

3 结论
以上多方面的原因最终早就了明代社会的文
化丰富性，显示出巾帽发展的多样性。尽管明朝
并非封建最后一个王朝，但却是传统束发的最后
一个时代，这因此造成了明代巾帽式样是历代种
类最多、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个时代。明代巾帽服
饰不仅仅有对历代的继承，还有对少数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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