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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婷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DOI:10.32629/er.v3i3.2523
[摘

要]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是我国先民衣食住行、精神观念、思想智慧的集中体现。甲

骨文保留了一部分服饰字,这些字形象地再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彰显了阶级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社会伦理。本文在分析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和形义
关系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制、质地等角度,探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在传统服饰的影响和表现,以及传统服饰“维稳”
的政治功能和“垂礼”的人文属性。
[关键词] 甲骨文；传统服饰；天人合一；和而不同
衣食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活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长加宽而成,从“巾”旁。根据“从巾者,取其方幅也。”和“幅巾者,巾广

“衣”因其审美功能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说文解字》中与服饰有关的字

二尺二寸,其长当亦同也”(段玉裁注)可知,古人将长和宽各二尺二寸的方

有568个,其中有近一半的字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可见衣饰文化无论古
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从商朝开始,服饰的遮羞、御寒等功能
已逐步上升为政治性的手段和目的。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服饰一直受等级
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约束,统治者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的服饰进行强制性

巾,前后各一片,用腰带围于腰间,两侧开叉。这一类似于裙子的下衣称为
“常”即“裳”。“常”作为“裳”的本字,更能体现古代下衣方方正正的
形制特点,也可见,“裳”的形制是取“地方”而作的,预示着中华民族有

的规定和限制。服饰的等级性内涵和人文性特点在周朝就已十分明确且严

着大地一样承载万物的广博胸襟。衣裳的形制取象天地,人将衣裳穿在身

格。无论是服饰的形制、质地还是颜色、纹饰都彰显了衣者的身份和地位,

上,天、地、人三才浑然一体。从甲骨文“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和身份殊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更

朝以前无论男女都以上衣下裳为主要形制,而周朝确立的衣裳连属即深衣

书写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中国传统服饰所蕴含的形而上的等级秩序和伦

更是不露肌肤、浑然一体,体现汉服的端庄、含蓄和雍容大度。

理道德均体现在汉字的一笔一画中。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中服饰字的形义辨
析,探究我国传统服饰的政治目的和人文属性,从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等精神在服饰文化的体现,以及在促进天、地、
人和谐共处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功能。

”和“

”的字形可知商

顺应“衣取象乾而在上,裳取象坤而在下”的原则,古代最高级的礼服
——冕服的颜色是玄衣纁裳。
“玄”是黑色,“纁”为黄色。
“玄”的甲骨
文写作一束极为细小松软的丝,由于它的小,稍远处就难以看清,就像黑暗
中难以看清物体一般。故古人以“玄”表示黑色和玄远。由“天地玄黄,

1 上衣下裳与天人合一

宇宙洪荒”可知玄和黄作为天和地的颜色是神圣而又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古人认为“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
也。
”(孔颖达《左传注疏》)礼仪之大和服饰之美同是华夏民族的符号和象
征,中华民族先有服饰文化,而后有礼仪文明,且服饰与礼仪相辅相成,共同
构成了华夏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中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制
和衣裳连属制。古代的“衣”是上衣,“裳”是类似于裙子的下装。无论是
上衣下裳制还是衣裳连属制都源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大自然的敬

将天的颜色穿在身上,意味着授天之命、以天之道治理天下,这便是“天人
合一”思想的体现。此外,古代的祭服常用玄色也因玄色内含天道的思想,
难免让衣者心生敬畏。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天人合一”是
我国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服饰以
宽衣博带为特点,讲究对称、和谐,注重端庄、含蓄,这正是回归自然、归
根复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服装上的体现。

畏。中国传统的衣裳形制既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也是人与天地合一、
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表达。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易经·系辞下》)可知,上衣下裳的形制取象于乾、坤二卦：
“衣”取象
(玄)

“乾”而在上,“裳”取象“坤”而在下,衣裳的形制融合了天、地、人三
才的思想。
“衣”的甲骨文是个象形字,字形是一件上衣,倒V形是后衣领,两
边的开口表示宽大的袖子。
“宽衣大袖”是汉服的主要特点,既大且圆的袖
子是“天圆”的象征,表示人要有天一样圆融、包容的心胸和品格。

2 衣裳垂礼与和谐维稳
衣裳取象乾坤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服饰蕴含着天地、阴阳、君臣、父子、
夫妇等观念。黄帝、尧、舜以衣裳之制而垂训天下正是后世统治者处理政
治、道德、文化等社会秩序的典范。在“定衣裳之制,垂天下之礼”的历史
渊源下,“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
”(贾谊《新书·服
疑》)服饰作为区分贵贱等级的标志,从黄帝制冕服开始,到周朝逐渐趋于完

(衣)

(巿)

“常,下裙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
”(《说文解字》)“裳”是

备。历朝服饰的穿戴都必须符合礼制的规范和道德的要求,这正是“礼别异”
功能在我国传统服饰上的体现。甲骨文的服饰字除了少数是会意字,大多是

“常”的异体字,表示下衣的“裳”本字是“常”。
“常”的形制来源于“巿”,

象形字。服饰的“垂礼”功能首先体现在同一个字的不同甲骨文写法,从这

“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
”(《说文解字》)甲骨文“巿”

些字形便可直观地看出先秦的服装形制。比如“衣”的甲骨文是象形字,据

是象形字,字形是一块上窄下宽的布,由腰带围系在下体,用于遮羞。“巿”

罗振玉考释：
“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
”(《甲骨文字典》923页)。

在后来演变为质料、纹路更为复杂的蔽膝。
“常”是在“巿”的基础上加

“衣”的第一种写法是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图一),象直领对襟的上衣之形。从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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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安阳殷墟箕踞而坐石俑来看,他们身着的正是直领对襟的短衣。据考

形字,字形是个帽子(

)的形状,帽子上面坠有小球(

)作为修饰。金

古发现,类似这样的袒胸开襟式穿法在商朝较为普遍。从对襟上衣的纹饰

文则省去帽子上面的装饰,并在帽子的下面加上表示眼睛的指事符号
,表示这是罩在头顶且露出眼睛的头套。因此“冒”字即有“露出”

以及搭配的束腰、鞋履可推断,无论是对襟长袍还是对襟短衣,均是商朝贵
族所特有的穿着。这种对襟长袍逐渐演变为后代士人、官宦、豪绅的常服,

之意。当“冒”的“露出”之意使用频繁后,又加了表示帽子质地的“巾”

是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旁,另造“帽”字代替“冒”,专门表示“帽子”之意。

甲骨文“衣”的第二种写法(图二)体现了我国传统服装“交领右衽”
的特点,即衣领直连着两边的衣襟,左襟在外,右襟在内,左襟向右将右襟
掩覆于内,呈y字形交叉于胸前。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甲骨文冒)

意思是要不是有管仲,我们就要披发左衽了。可见右衽才是华夏民族的穿
衣习俗。左襟为阳而在外,右襟为阴而在内,可见右衽的穿法融合了我国古
代的阴阳观。右衽作为汉服的象征性符号,明显区别于少数民族的左衽(图
三)穿法。此外,依据汉族的传统习俗,人死后也是采用左衽的穿衣方式,

(金文冒)

“冠”作为区分人们身份的标志,在周朝就有严格的规定。据《礼记·冠
义》记载：
“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
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可见,“冠”是一切礼仪的开始和表

然后用布绳之类缠绕着束于腰间,以示阴阳有别。由甲骨文可知,寿衣为左

率,古代圣王极为重视冠服的佩戴。不仅如此,古代贵族阶层的人们在交往

衽从先秦开始便是丧服的礼制要求。

中以衣冠整齐视为对他人的尊重,这正是孔子所谓的“君子正其衣冠”的
原因。普通贵族对“冠”尚且如此讲究,皇帝的冠礼就更加严格了。比如
古代天子登基时所穿的“冕服”就极为隆重,其中的“冕冠”又是我国古

(图一)

(图二)

(图三)

据考古研究,以上三种形制的“衣”均是商朝奴隶主或贵族所穿的常
服。从出土的文物发现,奴隶的陶俑不仅没有戴冠,而且都穿着的是圆领短

代最正式、最庄重的冠式。甲骨文“冕”是象形字,有两种写法,均表示戴
在“人”(
子(

或 )头顶上的帽子。有的甲骨文将帽子写成

)的上面加上角绅(

,在普通帽

)作为装饰 ,以此表示“冕”比“帽”更

衣。因此,尽管甲骨文的原始图画痕迹比较明显,异体字较多,但结合已出
土的石像、玉人等墓葬文物来看,左衽交领、右衽交领,以及对襟式的“衣”

高贵。从

的字形可见冕冠的帽身是圆的,帽顶是方的,体现了古人“天

是商朝的贵族所穿。
字形以左衽为特点的还有“卒”字。甲骨文“卒”在左衽形制的“衣”

圆地方”的朴素观念。从甲骨文“冕”字可推测我国至少在商朝就有佩戴

)的基础上加了交错捆绑的符号

,表示用绳索在寿衣上交错捆绑之

冕冠的习惯,“帽”和“冕”均是贵族阶层所特有,百姓则不然。不许戴冠

意。可见,“卒”与死亡有关,即有了“终了”、
“结束”、
“死亡”之意。又

的百姓将头巾裹在头部,用于保暖,同时也作为其庶民的标志,因为“巾”

因古代没有纽扣,先秦士兵的衣服也是用绳索之类随意捆绑在身上,因此

是古代百姓广泛使用的佩饰。

(

“卒”也指代“士兵”。
“卒”(

)的另一写法则为“右衽”。对于衣服上

纵横交错的符号,《甲骨文字典》的解释是衣服上的纹路。这一指事符号
表示衣服的质地粗糙,布料上的粗纤维肉眼清晰可见,穿着此类衣服的都
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因此“士卒”、
“兵卒”
、
“贩夫走卒”从称呼上就可
知其低下的身份和地位。此外,古代兵卒的衣服胸前或后背还写着“卒”

(冕)

(冕)

在甲骨文中,“巾”的字形像是一块垂下的长方形布巾。古代女子系
在腰间用于擦汗的布巾就是“巾”的原型。
《说文解字》解释为“佩带的

字,也用于标记其身份等级。

饰巾”
。“巾”在先秦多为平民女子所佩带,这也是“巾帼”一次的由来。
后来男子将“巾”裹于头部,既用于固定发髻又作御寒之用。汉代用青巾
裹头的奴隶称“苍头”,戴黄巾的农民起义军称黄巾军,都是先秦百姓带
(卒)

(卒)

“巾”的遗风。因此,普通贵族戴冠,帝王诸侯戴冕,而百姓只能裹头巾。

周公制礼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维持社会稳定,人人和谐。贵族阶层

而后从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作战又可知汉末的士大夫和贵族们也佩戴饰

通过对高级服饰的使用优势,来彰显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且“上得兼下,下

巾,这便是先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规矩的延续。虽然中华民族“上

不得僭上”
。百姓奉命唯谨,不敢僭越,服饰便有了“维稳”的政治功能。

衣下裳”和“束发右衽”的特点在夏商时期已成传统,且夏商时期服饰在

此外,服饰所体现的等级和伦理观同时起着垂示礼制的作用,因为衣冠服

不同等级之间的形制相差并不大,但实际上这不大的差距却严格地体现着

饰是日常所需,百姓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逆来顺受,于是从衣冠服饰的“昭名

商朝的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不许僭越。

分,辨等威”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也日益明朗,人人
恪守本分,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井然,这便是传统衣裳形制下的文化和文
明。服饰文化与政治文明和合共生,互相融合,共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
位,社会在贵族与百姓的安身立命中和谐、稳定、发展。

3 尊卑贵贱与和而不同
中国素有“衣冠古国”之称,而冠服制度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服饰制
度。“冠”是“帽”的别称,“帽”最早写作“冒”。甲骨文“冒”是个象

30

(巾)
古代的礼服还有衮服。衮服近似于常服,是古代天子和三公在重要场
合所穿的礼服。比如,天子在祭祀天地或者参加盛大节日庆典的时候常穿
衮服。衮服与冕服等级相当,合称衮冕。甲骨文“衮”在衣(

)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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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公”(

)这一指事符号,表示穿衣者的身份是王公侯爵。
“天子享先王,

中国传统服饰既是一种社会符号,更是一种政治文化,它之所以能被

卷龙绣於下幅,一龙蟠阿上鄉。”(《说文解字》)说的是古代天子祭祀先王

统治者所用,成为垂训礼制的开始,不仅在于它的“维稳”功能,更在于它

的时候穿的衮服绣有龙形,且龙头向上,时称卷龙衣。事实上古代参加祭祀
的三公也穿衮服,但衮服的龙头向下以区别于天子。因此后世将“衮衣”
借代为天子或三公。

是对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思想的一以贯之。在以服饰礼仪为基础的一切
“礼”之下,人人地位有别,却等级有序,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正如史
伯所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
可见,天下万物和合共生是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下,万物在“同”与“不
同”中和合共存才是和谐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不仅对服饰的形制进行划分,还将服饰的质地
也作规定。比如,汉朝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商人是严禁穿着丝质服饰

(衮)
古代次于冕服的礼服是弁服。古时天子举行重大仪式时穿戴冕服,而接

的。这种依质地而分等级的作法早在先秦就已存在。从商朝出土的各种墓

受诸侯朝拜时则穿弁服。虽然冕服和弁服都是贵族阶层所专享,但夏商时期

葬来看,商朝服饰等级的划分是自发的,由各阶层根据自己的财富多寡来

对穿着的场合、服装的颜色、形制,以及穿着者的阶品并没有详细规定,而

裁定。商朝奴隶和奴隶主服饰的区别大多只在于衣服的质地和颜色。春秋

到了周代之时,弁与冕就开始别等级、分贵贱,冕的地位更为尊贵、形制更

末期礼崩乐坏,统治者为了防止诸侯僭越,也为了树立至高的权威和地位,

为庄严。弁的形制较为简单,它是上窄下宽的官帽。甲骨文“弁”是象形字,

以纹路、图案、色泽等细节来彰显尊卑的方式更加严格。比如著名的十二

字形是双手扶着圆形冠的样子。两手相合扶冠的动作既表示帽子上小下大

章纹就是周代确立起来的。

的形制特点,又表示戴这种官帽的庄重感和仪式感,可见“弁”是贵族佩戴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服饰由于受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具有形而上的意蕴,

的冠服。殷墟妇好的墓葬和安阳四盘磨村的墓葬出土的文物都有头戴圆冠

它含蓄、端庄、和谐,与西方服饰张扬个性,凸显曲线的特点有明显不同。

的石人,这些石人所戴的就是弁,可见商朝先民就有戴弁的传统。

中国传统服饰不仅是社会礼仪的体现,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服饰上就是人与服饰、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
统一。服饰成为协调天、地、人以及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符号,承载
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地位虽
不同,但服饰却能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衣裳垂示礼制之下,社会等级

(弁)
据考古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殉葬俑中贵族人俑数量较多,侯家庄西
北岗的墓穴就出土了一件残缺的大理石人像。从石人大宽领上的绣花纹

有序、和谐稳定。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以服饰来别等级、分贵贱的行为,
虽然在现代人的眼光里难免专治和霸道,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
、
“和而不同”等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历史文明绵延不绝的无形力

饰、腰间的宽腰带、前端上翘的鞋子,尤其是腰间垂挂着的纹饰漂亮的蔽

量和坚定基础。随着甲骨文不断地被识别,相信我们定能在那古老的文字

膝,即可判断该石俑的贵族身份。蔽膝古称“巿”,最早用于遮蔽下体,因

中再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和无以伦比的智慧。

最初用的是皮巿又称“袆”。
《说文解字》有“天子朱巿,诸侯赤巿,大夫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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