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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礼服饰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功能研究
陶 辉，朱青青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成人礼服饰作为我国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内涵。[研究内容]为了探究其对
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意义，文章从成人礼服饰所蕴含的民族礼仪、传统文化和历史内涵出发，探讨成人礼服饰在成人礼仪
式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分析成人礼服饰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价值、教育功能及实现路径，提出成人礼服饰对
于青少年的成长在民族传统文化、成人社会文化、心理疏导等方面具有教育作用，能够引导和帮助青少年进一步理解成
年内涵与意义、
完善自我，更顺利的渡过成人这一成长必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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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Adult Ceremony Costumes
in the Process of Adolescent Growth
TAO Hui，ZHU Qingqing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As China's precious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dult ceremony costumes have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onnota⁃
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teenag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
ty of adult ceremony costumes in the process of adult cer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etiquet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adult ceremony costu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dult education value of the dress in a
modern society, education fun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adults dres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growth of the teenagers in the nation⁃
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dult society cultur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to guide and help teenagers to further un⁃
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dult and the significance, improve themselves and go through the adult shaping stage more
smoothl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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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1]。在各种礼制之

用。成人礼包含了伦理道德、社会经济、个人情感

中，中国古代汉民族的传统成人礼——“冠礼”和

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3]，随着各朝代的传承、变迁和

“笄礼”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记·冠义》有

发展，中国传统成人礼服饰不仅承载了传统成人礼

[2]

云：
“冠者，礼之始也。
” 成人礼是标志着青少年正

的礼仪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服饰文化内涵，

式踏入社会的第一项仪礼，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也为现代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重要且独特的教育

不可或缺，其所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在很大程度上

意义。

可以激励和引导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中国传统成

1 成人礼服饰的现代教育价值
1.1 多方教育资源整合

人礼仪式的主体部分——加礼，即通过为仪式中的
青少年更换服饰和加冠以展现其成年前后外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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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成人礼服饰是基于我国传统上衣下
裳制式，蕴含了传统民族服饰配色、款式造型、纹样
刺绣等服饰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的一种传统民族
礼仪服饰。作为极具民族风格与视觉表现力的一
种传统服饰，成人礼服饰集传统民族礼仪文化、传
统服饰色彩文化、传统刺绣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
多方面文化相关的教育资源于一体；除此之外，作
为跨越了多朝代、经过千百年历史积淀的重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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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手工艺人制衣、刺绣、纹样设计等工艺特

穿着的改变，以引导青少年主动承担起家庭和社会
的成人责任与义务的仪式，充分展现了传统成人礼
服饰在传统成人礼仪式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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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即便是在物质文化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传统

年会逐渐形成对民族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思想

成人礼服饰所表达和传递的文化、艺术等教育资

道德及法律的认知与遵循，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传

源，仍旧具有重要且独特的作用。

承。

1.2 蕴含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

在一个人从孩童成长至青年的社会化阶段中，

我国传统成人礼服饰最初始于周代冠礼 ，随

成人礼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其中最直接体现社会化

着历朝历代的服饰更替与成人礼仪式的变迁，逐渐

的部分就是成人礼服饰。中国传统成人礼仪式中

形成一套完善的传统成人礼服饰体系。这样的历

通过加冠和上头礼来完成最表观的成人过程，即通

史积淀使传统成人礼服饰中体现传统阶级等级制

过改变孩童时期服饰和发饰以帮助青年人尽快融

度的服饰色彩文化，表达了对穿着青年未来美好期

入成人社会的生活和交际中，外貌穿着的改变既是

许与成人期待的服饰纹样文化，引导青年人严于律

对成年人行为和责任感的约束，也是得到社会成员

己、告诫青年人作为成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家

认可和同化的过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庭责任的传统服饰制式及配饰，都成为了传统民族

网络时代的兴起，青少年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逐渐发生变化，其自主性不断提高，更有热情和能

1.3 丰富社会大众认知

力去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种超速的发

[4]

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通的现代社会，我国传统民
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逐渐被大众所关注，而文
化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社会大众认知的普及与支
持。传统成人礼服饰不仅是成人礼仪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也集合了众
多传统艺术文化、服饰文化和民俗文化等，能够给
社会大众带来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提升艺术鉴
别品味。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成人礼服饰能够与现
代社会众多新兴产业联动发展，带动多方文化艺术
产业共同发展，给社会大众带来更多的文化艺术体
验。

2 成人礼服饰的现代教育功能
2.1 社会学角度教育功能
在社会学中，人类被认为是社会动物中的一
种，无论自身是否有意识，人类从出生开始便会被

展也使得青少年群体更容易产生浮躁感与焦虑
感。通过穿着正式得体、蕴含着民族特色、代表了
成人身份和地位的礼仪服饰参加成人礼仪式，不仅
能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给予青年人深刻的仪式
感和民族自豪感，推动青年人完成社会成员角色的
转变，还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引导青年人作为社会
的成员去承担起成人的责任与义务、得到社会的认
同与归属感。成人礼服饰不仅蕴含着来自民族服
饰、民族礼仪、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也为青少年展
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法律制度、行为规
范等方面要求和期待，成人礼服饰所带给青年人的
文化认同能够使成人礼仪式的教育功能达到更深
层次的发挥和影响。

2.2 心理学角度教育功能
成年并不单指个体在生理上的成熟，伴随身体
发育而来的心理变化也是青春期必经的过程。首

周围各种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在这个影响下被要

先，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少年会逐渐构建出现

求主动地适应环境并学会生存，便是人类进行社会

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并开始整合自我意识、形

化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的一大重要作

成自我同一性。然而一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

用就是使个体更全面地完成社会化：在与社会的相

了巨大的差距，缺少心理辅导的青少年就会对自身

互影响下渐渐地培育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及人格，从

角色产生混乱感和矛盾的心理，以致出现适应不良

一个简单的生物体变成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

的情况。其次，青少年的逻辑思维在青春期进入正

个人的发展与成长是一个系列的社会化过程，同时

式运作阶段，在初步掌握了判断、分析、推理、论证

也是个人学习道德规范和适应社会角色的过程 [5]。

等逻辑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较高的理解事物

青少年社会化是其对社会文化进行适应的过程，是

的能力，但其对自我的认知和社会的经验积累仍较

在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将外界的文化

为缺乏。再者，处于青春期中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

及影响吸收并逐渐转换成个体的文化心理、价值观

自主行动意识和有限的社会生活能力，身心的快速

念等素质的过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被社会接

发育和成熟使其误认为自己可以独自处理日常生

受的成员，青少年就需要主动地学习其所在社会中

活中的所有事务，但实际上在经济、安全、社会交际

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制度、行为规范、风

等诸多方面仍需依赖父母的帮助，青少年对社会生

俗习惯等的文化。在这个适应学习的过程中，青少

存能力理解的不足会导致他们眼中的成人意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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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偏差。
通过上述情况可知，青少年在青春期的心理特

韩服、将头发挽成髻、插上簪子，年轻男孩则需要身
着传统韩服、
头戴纱帽完成成人礼仪式。

征是矛盾而又强烈的，这些步入成人阶段的过程中

中国藏族的现代成人礼沿袭着藏族的传统成

遇到的困惑需要进一步的引导与教育来化解。现

人礼仪式以及穿着传统民族礼仪服饰的习俗：藏族

代成人礼通过缅怀先烈、宣誓、诵读古经、听讲座、

女孩参加成人礼仪式时格外注重装饰头发的首饰，

参加工艺活动等形式，帮助青少年完善自我认知和

用细带把琥珀头饰固定到‘热瓦’
（头顶的辫子）上

形成正确的成人意识，能够恰当的帮助青少年渡过

面，穿上用金线缝的衬衣，外套用崭新的小羊羔皮

这一关键的成长时期。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

做内衬、表面绸缎绣有圆形的盘龙图案或是八宝金

心理上的转变，而一套挺拔的正装或是考究的传统

轮图案的寓意吉祥的藏服，用大红绸腰带把热瓦系

民族礼服能够直接从外貌上给予青少年以角色转

在腰间，再用银质辫套做固定，最后绑上左右两面

换的心理暗示和引导。在青少年自我建构的过程

的腰饰，戴上耳环、戒指和项链后才可出门参加成

中，成人礼服饰所展现的各种文化意象、传统民族

人礼仪式[9]。

思想和社会认知感受能够使青少年对自我的认知

3.2 中国汉民族传统成人礼服饰发展现状

更加深刻，由外而内的逐步重塑对自身和社会新的

我国传统成人礼服饰是基于传统民族服饰制

定位与理解，从而减轻角色焦虑、克服角色困惑、消

度与礼乐制度而存在的，是独具民族特色、蕴含了

除角色转变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踏实的规划自己的

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的一种传统礼仪服饰。但在

人生，
自信的迎接成人世界的考验。

成人礼已逐渐得到人们重视的现代社会，传统成人

3 成人礼服饰教育功能发展现状与教育功
能实现
3.1 东亚成人礼服饰变迁与发展

礼服饰仍未能得到全面的普及和发展，其所面临的

中外许多民族在时代的发展中仍旧选择传承

统成人礼中三加之礼的主体，传统成人礼服饰不仅

和延续本民族的传统成人礼及成人礼服饰，并将传

遵从上衣下裳的传统民族服饰形制，还需要附加礼

统仪式、传统礼仪服饰与现代国情民情、生活方式

仪制度的形制与礼节要求，如服饰纹样、服饰部件

及思想理念进行结合，在保留了民族特色和历史内

都有特别的规定和制约，这就导致传统成人礼服饰

涵的基础上为本民族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涵。
七世纪后半叶，中国传统“冠礼”和“笄礼”传入
日本，成为了最初流传在日本贵族阶层的以结发加
冠制度为主体的成人礼仪式——“元服”[6]；随着成
人礼仪式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融入了日本本民
族生活习惯及文化内涵的“乌帽子礼”在中世纪的
武士家族兴起；中世纪末期，
“中剃”及穿兜裆布开
始在商人、农民、一般庶民中流行[7]；1946 年，为了引
导战后的国家和人民从战败中解脱，日本成人礼仪
式由个人、家族事务转变为社会、国家事务，日本政
府规定在每年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刚满 20 岁的
年轻男孩和女孩都需要穿着本民族的传统服饰
——和服，到公会堂或区民会馆等处参加各级政府
为他们举办的成人仪式和庆祝活动[8]。
同样作为深受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影响的
国家之一，韩国从高丽时代就开始为男女青年举行
“冠礼”和“笄礼”。直到 1985 年，韩国政府将每年 5
月第 3 周的星期一定为“成年日”，并在 1999 年对成
人礼流程进行了标准化规定，包含了相见礼、三加
礼、醮礼以及成年宣言等统一的仪式内容，并且规

在穿着时显得较为繁多和复杂，无法衔接现代快节

定了在成人礼仪式中，韩国年轻女孩需要身着传统

验和成本的因素下，购置一件西式礼服或直接要求

发展困境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成人礼服饰形制过于繁复。作为传

奏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极简舒适的审美趋势。除此
之外，在现代成人礼仪式中照搬传统仪式制度和内
容已经无法顺应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与传统
仪式对应的传统成人礼服饰形制就显得多余和不
合适，
需要进行适当的取舍和保留。
其次，传统成人礼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穿着接
受程度仍旧较低。近年来中国传统民族服饰——
汉服正日渐得到复兴和发展，但多数人们还是仅仅
愿意欣赏汉服而非自己作为日常穿着，这是因为汉
服本身的款式结构并不像日常休闲服饰一般合体
和方便，加上汉服在近代有较长时期的发展断层、
国家为了迅速融入国际社会而推崇以西式礼服作
为正式礼服的思想一时难以转变，因此传统成人礼
服饰既作为传统民族服饰又代表了传统礼仪服饰，
仍旧需要时间得到社会大众的完全接受和认可。
结合上述观点可得，传统成人礼服饰的性价比
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较低。我国目前的成人礼仪式
多由学校和活动机构自行组织，对于组织成人礼仪
式的校方或是活动方而言，基于工厂制衣效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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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穿着校服参加成人礼比购置一件传统成人

能够在漫长的人生中不断的提醒、引导、警示青年

礼服饰所花费的金钱更少，提货周期也相对较短；

人勿忘初心、
艰苦奋斗。

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西服在参加完成人礼之后还

4 结论

能够在其他正式场合穿着，再利用率高于汉服。且

成人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

目前市面上的传统成人礼服饰款式单一老旧或夸

文化和社会影响。从成人礼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张、不遵照史实，并不具有收藏价值，因此青少年群

的教育功能方面来看，成人礼能够通过仪式过程中

体也会更倾向于选择普遍的、更适合现代社会的礼

情感、思想、记忆的塑造，帮助青少年完成社会角色

仪服饰。

的转变和社会文化的适应。作为仪式过程中最直

3.3 我国成人礼服饰教育功能发展途径

接体现成人变化和民族特色的成人礼文化载体，成

我国民族传统服饰深植于礼制之中，人们穿着

人礼服饰能够由外及内的引导青年人体会和感受

服饰受阶级、身份、场合等众多条件的制约，传统成

成年之后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转变、引导青年人

人礼仪式便是以服饰的改变来标志和判定青年人

学习和承担成人的责任与义务、教导青年人严于侓

的成人过程、以服饰形制来引导和约束青年人的成

己的精神品质、展现传统民族礼仪文化和服饰文化

人品质与社会生活义务，这是传统成人礼服饰对

等。

于青年人最直观的影响。到了现代，我国社会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青少年的智育不

了更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人们生活品质的提

再局限于课本的知识和课堂的教学，德育也需要通

高和穿衣自由的风尚使得着装不再被身份限制，

过更完善的体系和多样的方式开展。然而近年许

决定青年人是否成年的标准也由法律和其他社会

多现代成人礼的举办都没有体现出成人礼服饰的

[10]

规范取代 ，因此成人礼服饰对于青年人来说已从

重要性，能够结合传统成人礼服饰文化的更是少之

以标志功能为主转向以教育功能为主。

又少，成人礼服饰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基于教育意义的成人礼服饰首先需要体现出

其传统民族文化的教育中，也涉及其心理健康教

传统民族文化内涵，其次需要表达出国家对于青年

育、道德教育、社会与政治教育等方面，具有必不可

人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期许和要求，最后需要引导和

少的重要意义。

帮助青年人完成个体社会角色的转换。基于这样
的教育目的，成人礼服饰的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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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ile Information on 5 Yuan in the Third Set of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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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图案是时代信息的载体，它无时无刻不
展示着一个时代的特征。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券正
面为纺织细纱车间和纺织女工图，象征纺织工业的
重要性，也凸显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
位；背面采用国徽、梅花、棉花组成的图案，象征社
会主义文化、科学、

图 2 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券的设计图
Fig.2 Design drawing of 5 yuan in the third set of RMB

艺术百花齐放，欣欣
向 荣（ 图 1）。 1959
年 1 月 23 日，在调研
基础上，中国人民银

第三套 5 角纸币以蓝色为主色，图案上有三位

a.正面

行总行向国务院上
报关于更换新版人
民币的请示，周恩来
总理专门作出详细
认真的批示。1959
年 6 月 6 日，中国人

b.背面

图 1 第三套人民币五角券的图案
Fig.1 5 yuan in the third set of RMB

民银行总行上报设计修改稿，五角券因周总理审批
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的意见没
有定稿。直至 1972 年 7 月 24 日，
再次上报设计稿样

（图 2），7 月 26 日被国务院批准。因此，五角券票面
年份为“1972”年，
成为第三套人民币的“关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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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强，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纺织女工，左边的女工正在接头，右边的挡车女工
正在巡车，在图案的正中央，有
一位推着管纱小车的女工，她
就是抗日名将蒋光鼐的小女儿
蒋定桂（图 3）。蒋光鼐，功勋卓
著的抗日 名将 ，淞沪抗战 总指
挥，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
导人。1952 年 8 月 7 日，蒋光鼐
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一
图 3 蒋定桂
Fig.3
Jiang Dinggui
直到 1967 年 6 月去世，任职长
达 15 年。蒋光鼐因病逝世后，生活困难的蒋定桂
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周恩来
总理的关怀下，蒋定桂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
院棉纺分厂，成为一名纺织女工。蒋定桂曾自述
称，人民币设计人员在她工作的纺织厂拍照、画像，
在第三套人民币发行的当月，工厂用新钱发了工
资，她才知道自己工作时的场景上了 5 角纸币。定
格在 1972 版 5 角纸币上，
成为蒋家纺织缘的印记。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