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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考察考古实物并查阅文献资料,探究嫘祖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结合嫘祖生平勾画出嫘祖服饰造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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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艺术想象塑造形象的设计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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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嫘祖创衣礼文明之先河,大量的考古资料标明,在
嫘祖生活的新石器时代,虽然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

经出现,但当时人们用来御寒的“服装”,除了植物叶片

外就只有各种兽皮,缝制兽皮的线缕,一般是动物的韧

带或植物的纤维。自嫘祖发明养蚕制丝后人们才摆脱

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法制衣裳”也推动时代向

文明社会发展。丝绸是灿烂东方文明的象征,通过丝

绸之路的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人类社

会的进步。研究嫘祖服饰造型,是人们认识嫘祖,了解

嫘祖丝绸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最直观的图像信息资料,
同时也是影视剧、戏剧、歌舞、雕塑、绘画等其他艺术形

式的创作依据。塑造有社会广泛认同感的嫘祖像应该

把文献资料和已有考古学实物作为参考,远古先民的

服饰形制和穿戴方法是考古学研究未尽之领域,要创

造出既符合史实又鲜活的嫘祖服饰造型既需要严谨的

求实态度也需要有艺术的创新精神,艺术创作和科研

考古结合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人们不断去探索。

1 已知嫘祖服饰造型情况分析

目前已知的以嫘祖传说为依据的人物服饰造型,
主要有雕塑和国画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杭州中国丝

绸博物馆雕塑,短衣短裙,手臂和大部分腿裸露符合远

古服饰的实际,以手中飘扬的轻盈丝带彰显嫘祖丝绸

之祖的特征。在四川,嫘祖雕塑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

四川丝绸博物馆汉白玉嫘祖雕像,嫘祖手捧丝茧,宽袍

大袖,纹饰较为简洁。2015年全国最大的嫘祖塑像在

嫘祖故里古西陵的四川盐亭县落成,塑像高21m,手
捧丝绢,造型简洁。此外还有以国画形式表现的嫘祖

像,见图1吴唯理所作嫘祖像。纵观全国各地现有的

嫘祖雕塑和绘画作品发现,目前嫘祖服饰大部分缺乏

史料支撑,即使有的符合人们对原始衣着服饰的共识,
但是几乎都没有上升到依据史料造型进行服饰纹理深

入分析的层面。所以既符合嫘祖远古服饰特征又能完

美表现嫘祖中华之母的神采形象还有待完善。

图1 嫘祖像(吴唯理作品)

2 嫘祖服饰形制探索

2.1 嫘祖所处时代背景

嫘祖为黄帝元妃,所处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

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距今约5000年左右,一般认

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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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特别是关于服饰的纺织业和各种配

饰制作达到了何种程度可以用考古实例和文献记载来

分别说明。

2.2 考古发现

1926年,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半个

切割过的蚕茧,这证明我国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开

始养蚕缫丝[1]。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出土了织机零件,同时发现麻的双股线。河南郑州

青台遗址(约5500年前)发现了丝帛残片,这是最早

的丝织品实物。以上考古发现信息足以让我们认识新

石器时代纺织业发展的情况[2]。

2.3 文献记载

《系辞·上》所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
取诸乾坤”,乾为天,在上,是衣的象征;坤为地,在下是

裳的象征。虽然衣裳与天地相差太远,但从中可看到

“取象比类”的方法。用服饰形制来类比天地,说明在

统治者的眼中服装是具有某种统治秩序的象征物。这

种观念历千年而不衰。古史“服冕垂衣,先列圭玉于兰

蒲,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可以看出服装、玉器的权力

象征作用[3]。田野考古发掘出大量黄帝时期的玉器,
随着各种玉璧、玉珠、玉冠、玉镯的考古实物出土为丰

满嫘祖服饰形象找到了实物依据。夏、商两代的服装

款式,目前尚未发现形象资料,文字记载更是片言只

字。但从新时器晚期中发现的蚕茧与麻、葛织物来看,
夏代应与那时变化不大,仍然是贵族穿丝绸,下等人穿

麻葛衣料的服装[4]。“文绣衣裳”是夏王朝时期宫廷华

丽高贵的衣着服饰;这是一种刺绣着图案的丝织衣服。
《后汉书·舆服志下》载:黄帝以“日、月、星辰、山、龙、
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绣、以五采章施

于五色作服”形成十二章服,以官职而分纹样,表明贵

贱。总体来看,中国的服饰,从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

的衣裳,以及图案纹样,一直到足上的鞋子等,在黄帝

时期已基本完成了。所谓服饰美,至此正式形成[5]。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
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说明夏商周三代服制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各有变革

和发展[6]。
综合以上文献信息分析判断,黄帝时代即使没有

完善的服饰礼制出台,至少也是初步建立了服装等级

制度,纹饰以自然山川物形为依据,以“取象比类”的象

征意义去分明等级,维护统治。经过尧舜禹,夏商周,
逐步完善成为后来帝王规范的服装制式。服饰是有传

承的,夏、商奴隶主贵族平时身穿华美的丝绸衣服,衣
上织绣或染绘各种花纹如龙纹、凤鸟纹、舞人等,衣服

的领缘、袖口都用花边装饰窄袖式或短衣式通常样式,
衣长一般齐膝上下,领型至少有交领、直领、圆领、大翻

领等多种样式,下身以穿着裙装为主,腰间以宽带束

腰,前腹垂一韠,脚上穿圆头履,妇女衣着与男子差别

不大,通常身穿束腰衣裳,宽带束腰,腹前垂韠。商代

贵族服饰如图2所示,“深衣之制始于周,盛行于春秋

战国”。因为服装的传承关系,通过夏、商贵族服饰可

以大体推断黄帝服装式样。那么嫘祖的服饰是应该和

黄帝的服装相配衬的,其基本形制和夏、商相类似,对
比商代服饰特点应该是窄袖,发髻较低,有玉冠装饰。
从出土玉器的形制来看,新石器时代主要装饰物为玉

项饰、管珠坠玉项饰、玉笄,其中良渚文化玉冠或商代

玉冠饰均可作参考形制,这些玉冠形制主要有三叉形

款式、倒梯形款式、半圆形款式及透雕形款式等。玉笄

为固发之用,和玉簪类似,玉玦为耳饰。服饰色彩符合

“取象比类”的要求,衣为“玄”即黑色,裳为“纁”即黄

色[7]。需要说明的是,良渚文化存在年代距今4300-
5300年,而根据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有
一件玉琮是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其制作年代为良渚

文化晚期,经过长期的流传而至成都平原,在商代晚期

至西周早期埋于金沙遗址[8],且金沙的其他玉器有模

仿良渚玉器的实证。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有我们难

以估量的文化交流存在,所以嫘祖服装玉器配饰参考

良渚文化玉器形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2 商朝贵族服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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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嫘祖服饰创作思路

嫘祖服饰造型可以选取嫘祖生命历程最美丽的少

女时期和人生巅峰时的黄帝元妃时期作为创作角度。
为历史人物作服饰艺术造型可以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加以提炼改造,成都博物馆有一块汉代画像石为女娲

补天,作为女神的女娲形象是宽袖博袍,只不过不是常

见的右衽,是一种桃形装饰,并有素纱内衣为衬,下半

身塑造成龙蛇之形给人有飞动之感,这种古人对女神

的美化也为我们对嫘祖像的创作开拓了思路。作为黄

帝元妃的嫘祖,其服装色彩、纹饰等要和文献记载大致

吻合,现在有的影视剧在这些方面就做得不是很严谨,
如电视剧《芈月传》就有人提出楚王的衣服没有十二章

纹。在创造远古人物形象时往往会遇到没有详尽文献

记载的部分,这为艺术创作者提供了更宽泛的创作空

间,如嫘祖的头饰等。当然元妃嫘祖像相比平民时期

的嫘祖像的服饰造型是较难把控的,因为既要和其他

历史人物有区分又要能体现她的身份特征,在纹饰方

面可以考虑古蚕纹装饰。古代服装的交领右衽式,这
个形式应是源于用布制衣之初,不加剪裁,用原幅布如

今日围围巾一样,由胸前经右肩绕颈而回转于右腋下,
环腰为带,相沿而成;右衽习惯,同自此起。下裳就是

用一块宽约70~80cm的布幅(用料的宽度受当时生

产条件限制),从人的腰间围绕一周,就叫作裳。折叠

部分为的是可伸缩举步,正如后代妇女所围的百折裙

子,所以《说文解字》释“常”为“下裙”[9]。蔽膝起源于

原始人的遮羞兽皮,遮覆于裳之上用于腿和膝的保暖。
所有历史依据完善之后才能在胸中勾勒出草图进而逐

渐形成具体图像落实在纸面上,而这种历史人物服饰

造型往往会被观者拿来与自己想象的形象进行对比,
所以历史人物形象要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是比较难

的,况且是远古人物,完成作品所展现的各种信息要素

要经得起推敲,人物的衣着服饰图案等既要符合时代

的特征,又不能像考古一样过于严谨,需要一定的艺术

夸张变形和主观美化,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符合大众审

美需求,这就需要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创造。

4 服饰形制创作过程

前期创作的作品采用工笔白描、蜀锦的形式,都以

嫘祖采桑场景为主体形象,服装纹饰借鉴了新时器时

代陶器纹样。嫘祖手拿蚕茧凝神端详,若有所思,刚采

的桑叶摆放在身旁,背景将黄帝指示农耕及少女采桑

(采桑女的形象借鉴的是战国铜壶采桑图)养蚕、缫丝、
纺织等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场景片段贯穿于其

中,形成有S形动向线的画面。整幅作品动静结合,作
品中有传统中国画的特点,浪漫的故事叙述,增强了可

读性。图3为生活场景中的少女嫘祖,她身穿兽皮头

戴花环和雉鸡翎,比较符合时代服饰特征,是作为孝女

的她在为母亲采桑椹时偶然发现能抽丝的蚕茧的形象

定格。图4是黄帝元妃时期的嫘祖服饰造型,她手捧

蚕茧,服装纹饰借鉴青铜纹饰,如殷、西周、春秋铜器凤

纹,交领和袖口用了殷、西周初期铜器蚕纹,如图以突

出嫘祖身份特征,头戴玉冠饰,服饰虽简洁但庄重高

贵。图5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服饰色彩采用上

“玄”下“纁”,玉冠借鉴了商代玉冠形制,手捧蚕茧换成

了丝绢。图6将宽袖改为窄袖更符合历史依据,夏、商
服装是继承前代的,这幅图嫘祖服装借鉴了商代造型,
头冠借鉴了商代月牙形状,有较典型的远古服饰特点,
也是其他嫘祖造像忽视的地方。图7是嫘祖教民养蚕

织丝的生活场景服饰,以花环做头饰,将丝绢披在身

上,表现了少女嫘祖已经织出了丝绢的喜悦心情,她的

上衣为交领式,丝帛材质,其原型为兽皮贯口衫的形

制。由于当时纺织技术条件所限还没有织出复杂的纹

理,但已经有玉质手镯和颈饰。以上嫘祖服饰造型结

合史料对历史人物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腻的刻画,嫘祖

人生经历的各个时段服饰造型都得到了较符合历史事

实地描绘。

图3 少女嫘祖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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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元妃嫘祖服饰

图5 配色元妃嫘祖服饰

5 结语

探索嫘祖服饰造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丰富

自己未知知识领域的过程,也是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
有很多不足还需要去完善。服饰方面,纹饰需要配合

考古学来逐渐完善,还有最具有嫘祖身份特点的形体

语言方面的探索,以及史实与艺术结合的问题,毕竟我

们创造的嫘祖服饰形象是高于生活的理想化的嫘祖,
期待今后能创作出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华夏母亲嫘祖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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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periodswerecompletedfromthefolkgirltotheeducatorandthewifeoftheYellowEmperor.Itwasproposedthatthecost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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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Leizu;clothing;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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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StrengtheningtheSupervisionofStudents'Uniform
to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mentundertheNewSituation

ZHAOYin-dou
(SichuanProvinceFiberInspectionBureau,Chengdu610015,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regulators,thecurrentsituationandthemainsupervisionmethodsofschooluniformswere

studiedsystematically.Theideasoflarge-scalesupervisionandcross-sectoralsupervisionwereproposed.Specificsuggestionsonhow

toachievethisregulatorygoalwerealsoputforwar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gulatoryauthoritiestoformulateregulatorymeas-

uresforschooluniforms.

Keywords:student;uniform;supervision;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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