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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画像砖中武士服饰形象探析
毛雯颖，甄

娜

（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
成都 610100）
摘 要：[研究意义]文章以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为研究载体，分析画像砖中武士服饰的基本形制，该时期的画像砖整体
内容丰富，线条清晰精美，能够展现出世俗社会生活状态，对于南北朝服饰分析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往研究多集中
在区分男性、女性的服饰形制，对于特殊身份的服饰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武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在还原图像的基
础上对武士服饰在南北两方形成的服饰差异化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文章运用文献法、图像法、比较法等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从服装学的角度，探析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武士服饰的基本形制与风格特点。[研究结论]研究认为：南北朝武士
服饰由于地理环境、政权更迭、社会习俗、民族文化等不同，使得南北两地的武士服装也呈现出不同风格。南北朝武士
服具有个性与共性的特点，南北地理环境与文化信仰的不同，以及武士服自身携带的功能属性与便捷属性是其重要的
影响因素，并推动了隋唐军戎服饰体系和日本武士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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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stume Image of the Warriors in the Portrayal Brick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O Wenying，
ZHEN Na

(School of Clothing and Design Ar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6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portrait brick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the research carrier, analyzes the basic
form of the samurai costume in the portrait brick. The portrait bricks of the period are rich in overall content ,clear and beautiful
lines,can show the state of secular social life and has high research valu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clothing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lothing form, and less on cloth⁃
ing with special status, so this paper chooses the image of samur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n the basis of restoring the image of samurai clothing.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mage, comparative and other methods to analyze and study,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discipline to analyze the basic
shape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amurai costumes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
tie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gime change, social customs and ethnic culture ,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amurai clothing also showed different styles.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amurai cloth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ty and commonal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elief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and convenient attributes carried by the samurai clothing itself are its important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dress system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Japanese samurai clothing.
Key word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Portrait Bricks; Samurai clothing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分为甲胄和戎服两大部

饰体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关于南北

分 。而武士服隶属于戎服，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与

朝时期军戎服饰的研究，许多学者做出了积极的探

实用性，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对南北朝服饰整体

索，如刘永华著《中国古代军戎服饰》、黄强著《黄沙

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于隋唐军戎服

百战穿金甲——古代军戎服饰》、朱大渭著《魏晋南

[1]

北朝社会生活史》等都简要分析了南北朝武士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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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形制，但忽略了从南北两地的不同地理环
境、民族文化分析武士服饰形成的原因。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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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等，也都对南北朝武士服饰进行了概述，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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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服装学的角
度来研究南北朝武士服饰的成果较为缺乏。另外，
画像砖中提取武士服饰信息的内容在研究中也相
对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服装学的角度，以南北
朝画像砖中武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南、北两
地武士服饰所呈现出来的个性与共性特点以及背
后的原因。

1 研究对象
根据已出土的文物记录，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
主要从三个区域发掘：①长江下游江苏南京一带，
1962 年发掘的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墓，1965 年发掘

的丹阳鹤仙坳墓，1976 年所清理的江苏常州戚家村
墓等；②长江中游的湖北一带，即襄阳贾家村南朝
墓、江陵黄山南朝墓、谷城县出土的画像砖；③河南

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了一批彩绘画像砖，邓县学庄
画像砖在内容表现上有其自身的特征，大多数为一
块砖一副画的形式，但也有少量拼镶砖画，并采用
彩绘壁画方式，画像砖多施色，该墓葬明显兼具南
北两地不同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所出土的画
像砖题材特别丰富，含括了神兽、植物、人物、宗教、
孝子故事、历史故事等，其中人物类画像砖数量最
多，描绘出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场景。人
物类画像砖以两种画面表现形式出现，一种是以单
独的人物出现，另一种是多个人物以场景的方式出
现，两者都可以观察出当时人们所穿着的服饰形制
与特点。以人物为题材的画像砖中，可以从其画面
的场景或配饰判断出人物对应的身份。画像砖中
武士的形象通常手执武器，或与战马同时出现在砖
内。南北朝时期的武士画像砖出土的地域分布较
广，南北方均有武士形象的出现，南方如戚家村出
土的画像砖、湖北襄阳出土的武士出行画像砖等；
北方如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中的武士画像砖、甘肃
酒泉出土的武士画像砖等。武士画像砖发现的总
体数量与其他世俗人物形象相比，更为丰富，为本
文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图像资料。不同地域出土的
武士画像砖，其服饰表现既有相同的形制，也有不
同地域的地方特色。

图 1 持剑武士画像砖
图2 长方形端面持剑武士画像砖
Fig.1 Sword warrior portrait Fig.2 Rectangle end with sword
brick
warrior portrait brick

土的持剑武士画像砖（图 1），武士发髻高耸，佩戴冠
饰且插发簪，身着开衫，袖口垂阔，下穿长裤，宽松

肥大，脚蹬笏头履，一手执剑，另一手作按剑姿势，
剑柄缨穗下垂 [2]；湖北襄阳城西南贾家冲墓地出土
的长方形端面持剑武士画像砖（图 2），武士双手拄
长剑站立，神情肃静，短须微上扬，头束高髻，上插

一簪，身着圆领宽袖衫，外罩抬肩式裲裆衫，下着口
长裤，脚蹬笏头履[3]；湖北襄阳城西南清水沟墓地出
土的武士出行画像砖（图 3），该砖中出现了五个武
士形象的人物，作列队行走状，武士服饰相同，均束
头高耸，身穿袴褶，膝下束袴。武士左手持一长矛
放在肩上，
腰部有一箭袋，
内有箭矢数枝。武士服的
上衣下裤式着装在配饰或
者款式搭配上有些许不同，
但基本能够展现出南方地
区武士服的基本形制。武
士服服饰表现出两种风格：
一种为上身穿着宽袖大衫，
下身穿大口长裤，
头和腰间
均有配饰，
无明显威风凛凛
武士气质，
相反较为文质彬
彬，且装饰的配件多而精
致；另一种是身穿袴褶，膝

2 武士服装的基本形制
2.1 南方武士服饰的形制

下束袴，束头高耸，无多余

南方武士服饰基本形制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
衣多为交领、圆领上襦，袖子宽大，在其上衣的外面

粗旷。除此之外，
湖北襄阳

部分会有裲裆衫的式样；下身穿着裤子，裤子开口
较大，服装整体呈现宽松之态。通过对南方地区出
土的画像砖的观察，其人物服饰形制比较完备，武
士服饰也很具有南方的地域特点，如常州戚家村出

的配饰装饰，
整体风格比较
城南西南贾家冲墓地出土 图 3 长方形端面持剑
武士画像砖
的长方形端面持剑武士画

像砖（图 2），武士所穿戴的 Fig.3 Rectangle end with
sword warrior por⁃
服饰还出现了裲裆衫的式
样。这种式样的服饰在刘

trait b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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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的《释名》中已有记载：
“两裆，
其一当胸，
其一当背
[4]

武士服在北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也。
” 裲裆分为前后两片，一片遮挡前胸，另一片遮

面：一是北方战争更频发，武士服需要有护体防御

挡后背，有点类似于现代马甲背心式样。武士服在

的作用，以便随时进入作战状态，所以服装都较为

南方形成的过程是多因素的：

合身，多穿着“袴褶”，虽然所制袴褶的材料大多为

首先政权南移，环境宽松。北方战乱频发，人

棉、麻等，无法直接阻挡利器的攻击，但从服用性能

民为躲避战乱从而向南迁移，使得南方的劳动力增

的角度而言，可以保证一定的舒适性和保暖性、吸

加，带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的政治环境相对

湿性[6]。另外，在上衣的外面还会罩裲裆衫，可以成

宽松，对于服饰的要求并不统一，这对于南方武士

为服装中的二层保护，防御性更强，在很多画像

服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武士形象都较为

砖中都能看到“袴褶”与“裲裆衫”的组合式服装

清秀，其穿着的服装，也大都较为宽松。其二南方

（图 4）；二是北方武士的作战方式与南方不同，北方

社会受到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等多种思想的冲击，
受此影响，南方士人士风放纵，不拘礼法，纷纷对服
[5]

多游牧民族，出行均以骑马的方式，骑兵通常也是
南北朝时期北方作战的主力，因此北方的武士在骑

饰进行个性化的追求 。当时社会上的士人往往作

战时，对服装的功能性要求则更高，上衣下裤的形

为世人的崇拜对象，因此士人在服饰上的穿着及装

制能够更好的在作战时快速反应，对于长途跋涉的

扮对于当时服饰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多崇

路途也更方便出行。窄袖窄裤的服装形制对于骑

尚飘逸洒脱之感，南方服饰流行飘逸之风，这种流

战时需要武器作战，能更好的操作，避免长袖长裤

行趋势，
使得南方武士服也同样具有该风格特点。

对于身体的束缚。

2.2

2.3

北方武士服饰的形制
北方武士服是上衣下裤的形制，以袴褶称之。

南北两方武士服的个性与共性
衣服的式样，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是宽博的，北

北方各民族之间政权更替频繁，战争频仍，河南邓

派是窄小的，中国的衣服，本近南派 [7]。南北朝时

县作为当时南北方割据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其战

期，服饰既具有南派特点，也具有北派特点。武士

争冲突更是不断，因此武士数量在北方更多，画像

服饰在这一时期有着南北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即

砖的资料也更为丰富。1957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队

为其个性表现，主要集中在武士服袖口、领型、裤

发掘出了邓县学庄墓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砖，

口，衣服长短的变化，如表 1。南方式的衣服是宽博

这些画像砖中描绘有武士出征的形象，从出土的武

的，包含两部分而成，一是广袖宽身的短衣，一是阔

士画像砖图像中可以观察到其服饰主要以上衣下

的裤子或裙子 [8]。南方武士服同样具备宽博特点，

裤形制为主，在当时称之为袴褶。
“褶”在《释名》中

其袖口多为大袖、裤口呈现广阔之态，上衣多为交

[4]79

解释为：
“褶，裘也，复上之言也。
” 这里指出褶为

领上襦。北方武士服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

上衣，形如裘袍，褶的式样通常采用交领，袖子较窄

主要以窄袖、小口裤为主，穿用更为便利，上衣多为

且紧身，长度短小，常

圆领袍服。这种南北武士服个性的表现主要体现

在膝盖以上。
“袴”意味

在两方面原因：

裤子之意，也常称之为

（1）地理环境。南北两地的气候环境不同，南

“绔”。从画像砖图像

方气温炎热，需要服装轻薄透气，大袖阔裤的服装

中看出北方武士服也
有 两 种 式 样 ：第 一 种
为北方民族特色较为
浓 厚 色 彩 的 衣 饰 ，内

能够好的通风散热；北方寒冷且多风沙，需要窄袖
图 4 河南邓县武士牵战马画像砖
Fig.4 Henan Deng County warrior
led horse portrait brick

着小袖上衣，外罩裲

窄裤，避免风沙进入衣服内，而袍服更为保暖。不
同的地理位置，造成了不同的气候变化，人们为更
好的适应气候生存，使得着装风格具有了地域的个
性特点。

裆衫，下身为小口裤

（2）文化信仰。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

（图 4）；第二种是保留

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具体

小袖上衣，外罩裲裆
衫，腰间配以皮做的
束衣带，显示出武士

体现在南方继承汉代以来的中原文化，将“羽化而
图 5 河南邓县武士画像砖
Fig.5 Henan Deng County Samurai
portrait brick

登仙”的思想也放入服饰中，整体呈现飘逸之感，另
外南方士大夫的潇洒风气对于武士服的风格显现

的豪放勇猛气质，下身裤子有所变化，即裤口较大，

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
很多帝王都是胡人、

通常会在大口裤的膝盖处系扎丝带（图 5）。

羯人，
其军队也以胡人为主，
随着他们的势力向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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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扩展，很多胡人的服饰文化也被带了进来 [9]。

被改造的袴褶是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形成

北方少数民族众多，多为胡人执政，武士服在该时

的，是南北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12]。

期内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中“胡服”的特点，如短衣

3

短裤、
窄袖窄裤、
紧身衣、
左衽等。

武士服装中的配饰
从出土的画像砖中观察武士整体形象，除基本

表 1 南北朝武士服饰南北方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samurai clothing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的武士服装外，还常佩以冠帽，并且南北两方有所
不同。南方武士冠饰主要有两种式样，小冠以及赤

武士服

袖口

领型

裤口

帻，北方武士的冠饰以幞头为主。

南方武士服

宽袖为主

交领上襦

大口

3.1

北方武士服

窄袖为主

圆领，
外多罩

大小口均有，

裲裆衫

且常缚袴

从上述图片资料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武士服
无论南北，都有袴褶与裲裆衫的式样。武士服由这
两种基本的形制，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同表达
出南北朝时期武士服的风格特点。这种共性的形
成主要是由于武士服本身的两个原因：
（1）功能属性。自古以来，衣服的功用性形成
了服装文化的起因 [10]。日常服饰的功能性体现在
其遮羞避寒，而武士服与日常穿着的服装是不同
的，其本身是需要有防护、方便作战功能的。裲裆
衫的形制，一片遮挡前胸，一片遮挡后背，能够在穿
着上衣的基础上更好的保护身体，裲裆衫逐步发展
形成了裲裆铠，
其备战功能性更强。
（2）便捷属性。袴褶，即为上衣下裤的形制。
其实上衣下裤这种着装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已被赵武灵王引入中原，称之为“胡服”，
《战国策·
赵策》有“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记载[11]。但
在当时还没有普遍流行。直到南北朝时期，
“袴褶”
因其穿着的便捷性开始广泛传播，多被军队所使
用，作为武士戎服，南北均开始推行，相比于魏晋时
期“褒衣博带”的大衫式样，
“袴褶”的便捷属性更
强。武士服不仅作为军戎装扮，而且对于普通百姓
也具有参考意义。“袴褶”服便于百姓的日常劳
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裤褶”逐渐成为平民阶层的
常服，被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所接受，与长衫长袍
不同，
这种服饰形制更适合日常劳作。

南方武士服装中的冠饰
小冠，由汉代的平巾帻发展而来，通常前低后

高，佩戴时冠罩在发髻外，冠后有一洞，可用簪穿
过，使得冠与发髻固定，方便日常行动。
《晋书·五行
志》记载：
“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
舆台成俗。
”[13] 由此可知小冠在东晋末开始流行。
南北朝时期，小冠在南方盛行，逐渐推广到北方。
例如江苏常州戚家村出土的持剑武士画像砖、湖北
襄阳城西南贾家冲出土的长方形端面持剑武士画
像砖、河南邓县画像石石墓墓门壁画中的门官等皆
戴形制相近小冠。
赤帻，是一种红色头巾，主要用于南北朝时期
南方的武士、军卒等佩戴，彰显出威武的姿态。
《宋
书·礼志五》：
“又有赤帻，骑吏、武吏、乘舆鼓吹所
服。
”[14]

3.2

北方武士服装中的冠饰

幞头是以方形头巾演变而来的一种首服[15]，又
被称为折上巾。类似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源
于汉代。
《梦溪笔谈·故事》中记录了关于幞头描述，
即幞头，
又叫四脚，
也就是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
脑后下垂；另外两条带子由下巴颌下，系于头顶上，
又称为折上巾。南北朝之际，武士用幞头裹发。甘
肃酒泉出土的骑士壁画砖中，其首服出现了幞头的
式样，以此可以看出幞头成为当时军中武士们的一
种常用的冠饰。另外，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武士牵
马画像砖、
武士画像砖中皆出现了幞头的冠饰。
帢，亦称帢帽，是一种丝质便帽，造型如两掌相
合，顶尖、口阔、无檐。最开始于三国时期，后一直

随着南北民族的交流与接触，这种便于劳作的

流传至南北朝时期。最初就是使用在军队之中，在

服饰也逐渐被南北朝时期的平民百姓所接纳，从平

北方的画像砖中，武士形象常常佩以帢，如甘肃嘉

民百姓盛行于达官贵族，男女皆可穿着，成为了一

峪关出土的画像砖。后期，帢从军用头饰转向民
间，逐渐演变成士庶男子常用的头饰。

种新的服饰风尚。由于北方武士服强大的功能性
和便捷性，南北朝后期，武士服的整体形态逐渐以
北方武士服的形制特点为主。除此之外，北魏孝文

4 武士服的广泛传播与传承
4.1 武士服的广泛传播

帝的“服饰汉化”改革也将原来的很多鲜卑服饰加

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对于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

入了汉族服饰特点，如大裤口，大袖等特点，所以北

了极大的影响，军戎服饰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时代变

方武士服中也存在一些大裤口的特点，为方便行

革的产物[16]。武士服作为军戎服饰中的一支，在南

动，多在膝盖处用绳带扎起，形成缚袴式样。这种

北朝时期，开始大范围的传播与盛行。武士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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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战乱频仍缤纷的时

先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气候变换影响着南

代背景下，各民族在武士服饰上相互吸收与接纳，

北两地武士服的形制、面料上的差异；其次与南北

促进了南北朝武士服新发展；二是武士们在这一时

两地不同的文化信仰相关，南方信奉从汉代传承下

期需要不断的向北或向南迁徙征战，其影响力更为

来的仙人思想，佛道教在南方更为兴盛，北方则是

广泛，周围的百姓从其武士服的上衣下裤形制中借

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多出现胡服的特点；最

鉴，将其转变为自身的常服式样，更方便日常劳

后，武士服在两北两地均出现的“裤褶”
“裲裆衫”

作；三是各民族间交流兴盛，南北两地的不同民族

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原因在于服装本身的功能

在文化上开始了多元的碰撞，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

属性与便捷属性。南北朝时期的武士服具有时代

式样在民族迁徙、融合、交流的同时也传播到以汉

的特点，并且对于隋唐，和日本的军戎服饰有所影

族为主体的中原和南方地区 [17]。这种民族服饰的

响。武士服作为中华民族服饰体系中的军戎服装，

融合也集中表现在了武士服上。许多北方少数民

展现出中华传统服饰的多元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族的服饰特征，如小袖、左衽、窄裤等与南方汉族宽
袖大衫的服饰风格都能从南北朝时期武士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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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初康熙年间山西

用功能——固定发髻，它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

绛州人李毓秀（1647-1729 年）编写的三言韵文。

从而连带着它的社会功能被帽所取代。但是“冠”

它是依据孔子教诲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以三字一

这个词并没有消失，只是这个词在清代男子中失去

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全文共 360 句、1086 个字，

了汉族本有的意义，笔者认为冠在清代被定义为比

是《三字经》的一种变体。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

较正式的帽子，继续承担着它的社会功能。其次，

仁爱，其中不乏服饰信息，值得玩味。
“冠必正，纽必

有《弟子规》中的“冠必正”注解。因为《弟子规》的

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

学习对象是学童，不可能加冠礼，而要求他们冠必

秽。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与服饰有

戴正，这里的冠必定是指比较正式的学帽。从“冠

关。从“冠必正”，笔者认为冠到清代显然在汉族文

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

化中发生了变化，冠已不再特指成人礼的“冠”，而

乱顿，致污秽”一句中，笔者认为清代人很重视服饰

特指比较正式的帽子。原因有二：首先，清代的男

的教育功能，服饰的穿戴起着正身警诫之意，与其

子的发式，不需要冠。清代男子的金钱鼠尾发式使

说要求注意服饰，倒不如说是时刻要求内心的修

得冠在有清一代男子中失去了前代仅存的一点实

为。
“置冠服，有定位”这哪是放冠与服，而是要放置
好冠服之下的心。从“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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