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可以看到 那些隱含於中國 傳統服飾文化中 的具有頑強生命力 、親和力、擴張力 的文化基因，感受 中國古代
服飾文明所 具有的強大包容 性和凝聚力的內 在本源，體會華夏 民族生生不息、 樂觀向上、積極 進取的民族精
神。這正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錄

本研究成果獲得二 一
○四年度清華大學人文社科振興研究基金資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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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對於人類，不僅可以用作裝飾，還可以美化生活，滋潤心靈，娛人感官，撩人情思，寄以心曲。古
今中外， 無論地域，沒有哪 個民族不喜歡鮮 花的。在古希臘和 古羅馬雕塑中經 常可見頭戴玫瑰 或橡樹葉花飾
的人。人們 將花環或葉環授 予奧林匹克運動 員、軍事指揮官和 最高統治者。在 十八世紀，歐洲 女性也喜歡用
鮮花做服飾裝飾。
作為世界上擁有花卉種類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人栽花、種花、賞花、詠花，乃至簪花的歷史更
是悠久。鮮 花不僅是滲透於 血液中的文化滋 養，更是璀璨的華 夏服飾文明中的 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心目中種
種花卉的 形象，成了幸福、 吉祥、長壽的化 身，代表了中國古 人的情感與情操 ，寄託了中國先 民對美好生活
的期望。
到了漢代，雖然簪花文化尚未形成風氣，但花卉已開始以各種形式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之中。有人會
將茱萸花視 為能驅魔辟邪的 節令物，每到重 陽時節便要插在髮 髻上，也有人因 喜歡茉莉花的香 氣而簪插在頭
上。而此 時的貴族女性則多 簪插以花為形的 步搖或花釵。金、 銀質地加飾寶石 ，其形式豐富， 工藝也精美之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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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佛教文化的傳播，加之上層統治者的喜愛，簪花到了唐代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各色鮮花、樹
葉和精工 巧做的步搖、花釵 等飾品，高調地 裝飾著女性烏黑高 大的髮髻，成為 丰韻美人頭上不可缺 少的裝飾
品。與之相 配的不僅有盛裝 禮服，還有平時 穿用的生活服飾。 甚至，人們還將 鮮花做成花冠戴 在頭上。時代
稍後，以 風花雪月著稱的趙 宋王朝，不僅繼 承了前代文化，還 在此基礎上更上 一層樓，將節日 時物也加了進
去，這許 多內容都將應景與 簪花文化推到了 頂峰。在日常生活 中，鮮花成為一 種禮儀和娛樂文 化，日漸深入
地與人們的 禮儀慶典、衣食 住行、歲時節日 、婚喪嫁娶、遊藝 娛樂等發生了密 切的聯繫。隨著內容 不斷地豐
富和分化，久而久之，發展成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精神愉悅和心理滿足。
在一些重要的宮廷儀式中，鮮花也成為烘托氣氛的重要儀程。遠遠望去，浩浩蕩蕩的鑾駕隊伍，因簪花
所呈現出的 一派錦繡乾坤的 繁華景象，甚至 堪稱宋朝政府的形 象工程。有時， 君王也會在不同 場合將鮮花賞
賜給身邊 群臣。受賞者的歡 喜自不必說。那 些風雅名士們也會 在各種場合簪戴 鮮花，除了追逐 風尚的原因，
還在於鮮花 所具有的祥瑞氣 息。雅集賞花， 人們看到的不僅是 不同時節的各色 花卉，也是人與自 然、人與人
相互交融、相互交流的絕好契機。
簪花是無論性別與年齡的。一切的標準只是個人的興趣與喜好。因此，對於鮮花的需求自然極多。城市
街巷間的花 店應運而生，專 門以種花為業的 花戶更是不可或缺 。為了吸引顧客 ，賣花者在穿行 弄堂深巷時，
多半會吟唱 悠揚的吆喝。此 時，端坐閣樓閨 房的小姐貴婦們便 起身，走出庭院 ，推開院門挑選 自己中意的花
枝插在髮髻 間。境況好者暗 自欣喜，傷春感 懷者則顧影自憐。 這曾經飄蕩在歷 史深處的﹁清婉 可聽﹂的賣花
聲，甚至會成為江南城市記憶中不可缺少的景色。

作為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服飾，其文化形態必然會有所反映。節令物將時令鮮花、繽紛彩蝶按
時節插飾在 髮髻間，不僅能 夠反映自然景觀 的輪迴，還能濃縮 出﹁天人合一﹂ 的氣象。高興到 極致，人們還
會將四季花 卉合併在一起， 集中呈現，體現 出一派生機盎然的 景致與喜氣。這 是長期受農耕文 化浸染，而深
植於中國 古人內心的不可磨 滅的情懷。為了 湊足一年的節令風 景，又因為鮮花 價格昂貴，鮮榮 瞬息，枯萎無
常，所以中 國古人剪綵為花 ，扎帛成朵，雕 金嵌寶，便成為一 種順應自然的 必然手段。查看實 物，憑手工製
作的花朵也都鮮活自然，充滿靈氣，這與中國古人細緻觀察和匠心獨特的手工技藝密不可分。
當然，古人也有用鮮花象徵身份，釋放情緒，懷念親人的習慣。中國古人在漫長的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
程中，逐步將花卉、節令物和中國文化相結合，創造了豐富而多彩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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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汶口類型彩陶鉤葉圓點紋缽。約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公元
兩千五百年，江蘇邳縣出土
1.2 大汶口文化花瓣紋壺
彩陶

第一章

纖手摘芳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驊騮步貼勻。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
花人。
（杜牧〈杏園〉）

中國先民簪花裝飾，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考索。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
原始社會，生活資料極度匱乏，擺在人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獲取更多
的生存資料。人們最需要的內容，往往最易引起關注。這就可以理解，為
什麼樸實但不嬌艷的豆莢花能夠最早進入華夏先民的裝飾題材。在河南陝

、
1.1

︺。這
1.2

縣廟底溝、陝西華縣泉護村、江蘇邳縣等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
多以圓點、弧邊三角方式繪畫的豆莢、花瓣和花蕾紋樣︹
些紋樣線條概括、造形樸實，對稱與連續法則運用熟練。
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當人類尚在為如何生存而掙扎的時候，人們更
願意用那些與猛獸相關的材料作為佩飾，以期在精神上獲得力量和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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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與節令物.indd 5

纖手摘芳
5 ︱第一章

︺。因為祭祀需要，遠古先
1.3

花朵雖然好看，但並不能帶來現實幫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在北京山頂洞人
和遼寧海城小孤山的遺址中發現獸牙串飾的原因︹

︺。這與以祭﹁天﹂為重點的原始宗教信仰有
1.4

民也有用鳥羽做頭飾的例子。在浙江省餘杭縣瑤山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冠形玉飾
上，就有頭戴羽冠的人面紋樣︹
關。中國先民相信主宰萬物的神存在於天上，﹁鳥﹂在﹁祭天﹂時，是有助於人
與天上神靈溝通的特殊媒介。
除了現實原因，中國先民最初的髮式為自然下垂的﹁披髮﹂式樣。這也阻礙了
簪花飾髮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七三年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的一件人頭形彩陶瓶
所表現的人物髮型就為前額修剪過的披髮式樣︹ 1.5
︺。顯而易見，披髮是無法插戴
鮮花的，只有將頭髮束起來，才具備簪花的條件。
鮮花很難長久保存，所以我們尚不能因沒有直接證據而斷言：中國遠古先民
沒有簪花風尚。但至少可以明確的是，雖然有個別還不能定論的孤例︵詳見第三
章︶，但在目前筆者掌握的相關考古資料中還沒有中國遠古時期即已流行簪花的
實證。如果將花葉形的步搖首飾也算作簪花的話，我們最多也只能將華夏先民簪
花的歷史推至春秋戰國。這或許與我們的想像有所差距。當然，這裡講的是以裝
飾為目的的簪花，而不是為了祈福和降神的目的。

文獻中最早出現﹁步搖﹂一詞是戰國宋玉所著︿諷賦﹀中
﹁ 主 人 之 女 …… 垂 珠 步 搖 ﹂ 的 描 寫 。 到 了 漢 代 ， 步 搖 更 是 被 列
入女子禮服範疇。貴族女性們只在髮髻上簪插步搖、花釵等像生
花。簪插真花只是侍女與庶民的事情。︽西京雜記全譯︾：﹁漢
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
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茱萸又名﹁越椒﹂、﹁艾

慶江北工農公社向陽大隊

︺、四川
1.6
︺和四川省忠縣
1.9
︺，等等，都在頭部簪插茱萸花。多者四五
1.10

︺、重慶化龍橋東漢獻食陶俑︹
1.8

︺、四川成都永樂東漢墓執
1.7

東漢庖廚侍奉女陶俑︹

年增壽。在川蜀地區出土了許多簪茱萸的東漢婦女人物俑，如重

花酒，折茱萸花飾髮，在手臂上繫帶茱萸囊，用以辟邪去災，延

辟邪的功能。在每年的重陽節，漢朝人除了爬山登高，還要飲菊

子﹂，是一種常綠帶香的植物，具備殺蟲消毒、逐寒祛風、吉祥

2

1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距今有五千年。
︹漢︺劉歆著，︹東晉︺葛洪輯，成林、程章燦譯註：︽西京雜記全譯︾卷三，
一 ○
六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持簸箕女陶俑︹

鏡女陶俑︹

成都新都區東漢提罐捧物女陶俑︹

M
1

1.3 遼寧海城小孤山穿孔項飾
1.4 良渚文化冠形玉飾上頭戴羽
冠的線雕人面紋樣
1.5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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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東 漢 庖 廚 侍 奉 女 陶
俑。重慶中國三峽博
物館收藏，高四十五
公分、寬三十二公分
1.7 東漢提罐捧物女
陶俑。新都區楊
升庵博物館收
藏，高六十九公
分、長二十七公
分、寬十公分
1.8 東漢執鏡女陶俑
1.9 東漢獻食陶俑
1.10 東漢持簸箕
女陶俑

四季花與節令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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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少者一兩朵。其實，這些陶俑正是現世生活中簪花習俗的真實反映。
在漢代，用茱萸紋樣裝飾的紡織品也十分流行。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
墓出土的紡織品中就有茱萸紋刺繡絹，用朱紅、土黃、深土黃色絲線，在
絹上繡茱萸花︹ 1.11
︺。
除了簪插茱萸，漢代閬人︵今廣州︶也有用彩色絲線將茉莉花穿成串
戴在頭上聞香的風俗。漢初政論家陸賈所著︽南越行紀︾中就有記載。
晉人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
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
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
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廣州

︺。︽晉書
1.12

后妃傳
‧

成恭杜皇后︾：﹁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
‧

之如素柰﹂ ，文中﹁三吳女子﹂所簪的白花很可能就是指茉莉花。

︹

東漢墓出土女舞俑頭部的高大髻上就插滿四瓣花朵，其形狀很像茉莉花

3

美女，舞笑鏡台。﹂

︺中被引的引路菩薩頭上就戴著花鬘冠。 在唐代文獻中，也有許
1.13
6

卷髮而戴花﹂ ；﹁︵婆利國︶王戴花形如皮弁﹂ 等諸多的記載 。唐代

﹁︵林邑國︶王著日氈古貝，斜絡膊，繞腰，上加真珠金鎖，以為瓔珞，

多關於西域異族男女頭戴花鬘的記載，︽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傳﹀：

︹

天和榆林窟五代第十六窟天女滿首飾花。在敦煌出土絹畫︽引路菩薩︾

等人物形象，如莫高窟初唐第三二一窟飛天、莫高窟盛唐第三六八窟飛

唐時期的敦煌壁畫中，經常可見頭戴﹁花鬘﹂的菩薩、飛天、伎樂、舞伎

真正對簪花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是佛教的廣泛傳播。在魏晉、隋、

5

一件極其值得稱道的事，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衛恆，書如插花

和祈福。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簪花內容逐漸多了起來。美女﹁插花﹂是

渡水﹀詩：﹁帶前結香草，鬟邊插石榴﹂，簪花的目的也不再局限於辟邪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人簪花的種類逐漸豐富，如梁簡文帝︿和人

4

8

9

︹清︺梁廷楠著，楊偉群校點：︽南越五主傳及其它七種︾，五七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唐︺房玄齡等：︽晉書︾，三十二卷，九七四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
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卷七四八，三一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 ○○○
。
此絹畫被斯坦因從敦煌持去，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原作可參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卷前插圖。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七，五二六九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七，五二七一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九︿東夷傳﹀：﹁︵百濟國︶其王︙︙烏羅冠，金花為飾︙︙官人盡緋為衣，銀花飾冠。﹂
五三二九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驃王︶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
六三 ○
八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驃國樂工︶冠金冠，左右珥璫，絛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南詔︶
舞人︙︙，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六三一 ○
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雍羌︶︙︙冠金冠，左右珥璫，絛貫
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六三一四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

7

1.11 茱萸紋繡絹長三十四公分、寬
三十五公分
1.12 東漢女舞俑
1.13 敦煌出土絹畫《引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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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人︶首冠花鬘，身佩瓔珞。﹂

為冠上的圍飾。

蘇摩摩羅︵
︶，因而以為莊嚴佛前之具。﹂
Kusum-amala

窟唐代樂廷環夫人太原王氏供養人像。其中人物
○

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鬥也。﹂ 當然，除了這種備春而植

此時，還出現了一種專屬婦女的簪花鬥花比賽。據︽開元天寶遺事︾卷三載：﹁長安士女，於春時鬥

塔那出土︽弈棋仕女圖︾中貴婦髻上都簪有十瓣綠葉組成的花朵︹ 1.16
︺。

盛裝禮服，錦繡衣裙，帔帛繞肩，束腰長帶，髮髻簪花數枝，氣度端莊，雍容富貴︹ 1.15
︺。此外，在阿斯

婦簪花形象如敦煌一三

巽齋︿茉莉﹀也曾吟過：﹁誰家浴罷臨妝女，愛把閒花插滿頭。﹂唐代貴

表現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據記載，唐明皇親自為楊貴妃插頭花。宋人楊

簪花發展至唐代，已經成為一種比較常見的社會風氣。其文化內涵和

=

學大辭典︾︿華蔓﹀條稱：﹁印度風俗男女多以花結貫飾首或身，謂之俱

︺，不僅可戴在頭上，也可戴在身上。︽佛
1.14

村晉墓出土有花蔓狀金飾兩件，上面懸掛有圓形金葉片，與步搖共用，疑

的﹁花鬘﹂即是指敦煌壁畫中套於人物頭上的花環。在遼寧朝陽北票房身

﹁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文中

0

花鬘也稱﹁華蔓﹂︹

-

好。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笑。喜去喜去覓草，灼灼其花報。

︺。又如，河南安陽唐．太和三年︵八二九年︶趙逸公墓
1.17

︹唐︺玄奘著，季羨林註：︽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二，一七六 一
~ 七七頁，北京，中華
書局，一九八五。
陳大為：︿遼寧北票房身村晉墓發掘簡報﹀，載︽考古︾，一九六 ○
︵一︶，二四 二
~
六頁。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卷十二，二一 ○
七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一。
︹五代︺王仁裕撰，曾貽芬點校：︽開元天寶遺事︾，唐宋史料筆記，四九頁，北京，
中華書局，二
六。
○○
高國藩：︽敦煌曲子詞欣賞︾，三二 ○
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 ○○
一。

天井東壁壁畫仕女髻上也都簪花朵。其形象正符合詩仙李白︿宮中行樂詞﹀

點一撮鮮色︹

陝西唐太子李憲墓中壁畫仕女髮髻上多插一枝或幾枝小紅花，為烏黑濃密中

唐代初期，人們簪花多為點綴，即使是﹁滿頭﹂插花也多用小花，如

w

草，何時憐頡花？喜去喜去覓草，鬥罷且歸家；四、庭前一株花，芬芳獨自

平。喜去喜去覓草，覺走鬥花先；三、望春希長樂，南樓對北華。但看結李

覓草，色數莫令少；二、佳麗重名臣，簪花競鬥新。不怕西山白，唯須東海

一、建寺祈穀生，花林摘浮郎。有情離合花，無風獨搖草。喜去喜去

動亦頗盛行。有敦煌歌辭︿鬥百草﹀可證：

的上層豪門浪擲千金的鬥花活動，還有許多民間的鬥花之戲。例如，在敦煌地區，民間春日簪花鬥新鬥奇的活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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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晉代花蔓狀金飾（遼寧朝陽北票房身村晉墓出土）
1.15 唐代樂廷環夫人太原王氏供養人像
1.16〔唐〕《弈棋仕女圖》
1.17 李憲墓中壁畫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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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首之一︶中所稱的﹁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到了唐代中
後期，開始流行簪插大朵花。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圖︾中仕女的高

︺。
1.18~1.21

髻上皆簪插盛開的牡丹、荷花、芍藥與海棠等花朵。鮮艷怒放的花
朵，正與晚唐女性頭上烏黑的峨峨高髻形成對比︹
其中一婦女頭戴的芍藥很可能就是蘇鶚︽杜陽雜編︾提到的﹁輕金
之冠﹂，徐夤有詩題作︿銀結條冠子﹀：﹁日下徵良匠，宮中贈阿
嬌。瑞蓮開二孕，瓊縷織千條。蟬翼輕輕結，花紋細細挑。舞時紅
袖舉，纖影透龍綃。﹂按照詩人描述，這種蓮冠蟬翼輕薄，瓊縷千
條，精細且輕。
在白沙宋墓壁畫第一號墓前室東壁闌額下繪有女樂十一人，

、
1.23

︺。
1.24

︺。另外，麥積山五代壁畫、宋人繪︽女孝經圖︾等繪畫
1.22

左側立上排第三彈琵琶者髻上也簪戴一朵碩大的花冠，冠下插簪
飾︹
中都有當時女性頭簪大花的形象︹
實行文人治國政策的趙宋王朝，因商業的繁榮和士大夫階層的
興起而促成了宋人愛花、養花的社會風氣。商業繁榮，城市發達，

1.23 麥積山五代壁畫中頭戴花冠的女性形象

1.24 宋人繪《女孝經圖》

帶來了花卉產業的空前繁榮。簪花也成為一個無關性別、年齡與身
份的集體風尚。

1.22 白沙宋墓壁畫上頭戴團冠、花冠的女性形象

1.19《簪花仕女圖》中頭 1.18《 簪 花 仕 女 圖 》 中 頭 戴
戴荷花的貴婦
牡丹的貴婦
1.20《簪花仕女圖》中頭戴海
棠花的貴婦
1.21《簪花仕女圖》中頭
戴芍藥的貴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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