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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民俗主义视角下的汉服运动
—以“汉洋折衷”为例—1
张小月 2
摘要
兴起于 21 世纪初的汉服运动，无疑是当下中国社会较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这场流行
于中国年轻人之间的文化运动，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及海外华人圈各界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围绕汉
服运动中民俗“真伪”的议题展开，以近年来热度较高的汉服运动流派“汉洋折衷”的实践为考察案
例，将汉服运动放置在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民俗主义现象中重新审视，并将其理解为是当代中国
都市青年多元化生活的表现。
关键词: 汉服运动，汉洋折衷，民俗主义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所蕴藏的是民族文化
引言

的自醒和复兴。[1]再如汪志娟在《从文化认同
到文化自觉：汉服运动兴起与发展》中提到，

21 世纪初，中国都市掀起了一场以年轻人

汉服运动是一种从最初的文化认同发展为文化

为主力的“汉服运动”。这些参与汉服运动的同

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内生的动力机制导致

袍们认为，汉族有一套始于黄帝时期传承至明

汉服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2]二，将其理解为

代末年的传统民族服饰，因清代“剃发易服”政

民族主义性质的网络社会运动。如张跣在《“汉

策而被禁断近 300 年，并将这套服饰体系称为

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谈

“汉服”。2003 年 11 月 22 日，一名叫王乐天的

到，
汉服运动是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

电力工人穿着汉服走上了河南郑州街头，并同

在其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传播的扁平化、社区

时在“汉网”论坛上进行文字直播，后又被新加

化和狂欢化特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王

坡《联合早报》报道，扩大为公众事件，成为

军在《网络空间下的“汉服运动”：族裔认同及

汉服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其限度》中指出，汉服运动是网络空间下彰显

汉服运动兴起后很快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热

出来的族裔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4]三，将其

门话题，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的学述

视为年轻世代的亚文化或时尚潮流。如周星在

讨论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在文化认同或文化

《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中

自觉的角度将其理解为是一场汉民族文化复兴

认为，以为数众多的亚文化社群为背景，新的

运动，如王一开在《一场衣冠的先行——汉服

社会动态和文化潮流层出不穷，进而促使中国

与汉服运动》中指出，汉服运动是汉民族的文

社会的价值观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碎片化，

化溯源之旅，是国学复兴、民间信仰复兴、传

在各大中城市均颇为活跃的汉服运动，正是此

统礼仪复兴等大潮中的一条支脉，也是国人在

类亚文化群体及其活动和影响的一个较为典型

寻根历程中的一场回归，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的案例。[5]李春丽等共著的《基于亚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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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汉服文化”透视》中指出，服饰作为青

的较多，而对于后者却往往忽视同袍们对于民

年亚文化的直观标识往往成为青年时尚流行文

俗改造应用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与近几年

化的先锋，是青年“汉服文化”兴起的主要原因

间汉服运动的实践理念本身的确发生了比较大

之一。[6]在这些讨论中，有关汉服运动实践中

的变化，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却仍基于过去的信

的“本真”与“建构”亦是绕不开的一个论点。周

息及素材有关。

星在《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

在当下汉服运动的新理念与新热潮中，“汉

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与瓶颈》中总

洋折衷”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实践流派之一，亦

结性地指出：
汉服言说及汉服运动的相关理论，

是从来没有被学术界探讨过的。汉服圈知名信

具有追求文化纯粹性之本质主义的特点，但公

息平台“汉服资讯”显示，“汉洋折衷”一词在

共空间的户外汉服活动却又具有明显的建构主

2020 年汉服流行语中排行第五位，5也是唯一

义特点。[7]除了学术界以外，一般民众对于汉

上榜的理念流派。笔者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服运动也有许多看法。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亦

年 5 月期间对该流派进行了重点追踪。除了对

发现，虽然许多线上网友及线下群众对汉服运

上海、无锡、嘉兴等江南地区汉服运动线下实

动的着装风貌或活动意义等表示赞赏，但亦有

践概况进行了参与观察、个别访谈等田野调查

不少人质疑汉服运动所实践的汉服文化并不是

外，还重点对“汉洋折衷”微博进行了线上调查，

真正的“传统”或“民俗”，甚至是捏造的。

阅览他们的文章、图片、视频，观察该社区群
成员的互动，并对其发起人“相知惠”（网名）

对于“伪民俗（fakelore）”，或“假传统”，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首

及其他数位“汉洋折衷”实践者进行了线上或线

次使用“民俗主义（folklorismus）”这一术语来

下交流。本文将以“汉洋折衷”为例，以民俗主

指代这种对民俗文化进行二手性的传承与演绎

义的视角重新审视汉服运动对民俗应用的实践。

的现象。[8]进而，赫尔曼·鲍辛格亦指出，民
I.什么是“汉洋折衷”？

俗主义即为对昔日民俗的应用,[9]以及某种民
俗性的文化在其原本的时空脉络之外予以重置，

1.“汉洋折衷”的提出

由此使它获得新的功能，在新的目的之下得到

汉服运动自兴起以来就备受“复古”、“穿越”

重新展现的现象。[10]关于汉服运动中的民俗
主义，周星在《民俗主义在当代中国》中理解

等质疑，如何将汉服融入现代生活，是汉服运

为是依托大众媒体的“网络民俗主义”，有关“汉

动至今都在不断试图解决的课题。在这一探索

服”的知识，汇聚并再编于相关的网站或网络论

过程中，同袍们也常常会将日本的和服拿来做

坛，并形成传播和传承的基本形态，汉服同袍

比较或借鉴。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和服在审

们在网络上相互交流信息，相互鼓励，获得各

美上是比较公认的具有“现代感”的民族服饰，

种有关汉服和汉服运动的文化资源。[11]当下，

不仅少有其它民族服饰所具备的“乡土”气息，

3

4

汉服运动已经历了近 20 年，
“95 后 ”及“00 后 ”

还颇具现代都市青年所追捧的“时尚感”。另一

已然成为了当代汉服运动的主体。在世代交替

方面，许多同袍认为，和服是由汉服继承发展

与网络社会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汉服运动也出

而来，同样具备汉服被外界所诟病的“行动不

现了许多新的实践动向。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

便”、“来自古代”等特点，因此试图通过和服找

现，
当下的汉服运动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到复兴汉服的线索。在田野访谈中，不少当下

挖掘历史，发现汉服文化最“本真”的“过去”；

的“汉服大佬 6”也都对笔者表示他们的实践灵

二，将再发现的素材再生产，试图将其转化为

感都受到了和服的影响。

现代民俗。以往的汉服运动研究对于前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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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将本土服饰与西洋小物的搭配组合，

早期同袍们尝试较多的是将汉服与现代行
为结合，如汉服运动先驱“蒹葭从风”认为：
“传

因此希望在汉服中得到实践”。

统风俗如何与现代习惯相结合，这点日本其实

笔者基于考察，在本文中将“汉洋折衷”的实

做得很好，比如穿着和服，同时也可以打着手

践分为两类。一类为理念上的实践，即“汉洋折

机，显得非常自然、融洽”。[12]基于这样的

衷”实践者将自己的创意或想象通过文字、画作

理念，
同袍们常以温婉儒雅的古典装扮坐地铁、

或影视等手法表达，并发布在“汉洋折衷”微博

滑滑板、逛街等，试图证明穿汉服也可以和现

上宣传，试图让更多的同袍理解“汉洋折衷”理

代人一样生活。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同袍表示

念。另一类为行为上的实践，即同袍在理解了

这种生硬的融合太过“出戏”，反倒加强了“穿汉

“汉洋折衷”的理念后，对其提供的创意或想象

服”这一行为的表演色彩。他们将汉服与和服的

进行行为上的付诸，最后通常会以投稿照片/

设计、装饰语言、应用场合以及相应的妆容、

视频的形式回馈在“汉洋折衷”微博上。

发型做比较，对汉服装束的审美应用进行深入
2.“和洋折衷”

探讨。2017 年左右起，陆续有同袍开始尝试将
汉服时尚化。这种风格是建立在“形制正确”

“和洋折衷”是指日式风格与洋式风格适度

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这种汉服的时尚化有别

地调和搭配[13]，常被用于形容近代日本具有

于“汉元素”这种对汉服形制的时装化改造。

西洋风情的建筑、庭院、音乐等事物。有关和

例如演员徐娇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在微博上发布

服的“和洋折衷”，通过文献与日本在地考察，

了一组自己设计的时尚汉服照，这组照片中汉

笔者梳理出大致六种实践方式。

服形制没有变动，
在此基础上，
徐娇用高跟鞋、

第一种是指明治末期至昭和初期（二战结

染发、烫发、大朵绢花等现代、大胆的元素进

束前）伴随着日本社会西方式近代化及受西方

行装扮。这种尝试遭到了一些保守派同袍的批

文化艺术影响下形成的和服风格，其中以“大正

评，认为扭曲了汉文化的意义，并显“和风”太

浪漫”为代表。旅日比利时学者萨斯基亚·托勒

重等。但依然得到了众多“时尚派”的响应，推

恩（Saskia·Thoelen）将这种和服的与时俱进称

动了汉服日常化、时尚化的实践。

为“同时代化”，以日本著名百货商店“三越百货”

2019 年 3 月，同袍“相知惠”组建团队，并

为案例，阐述了当时作为和服老店铺的“三越”

在微博创建“汉洋折衷 bot”账号为主要阵地，

在转型为西式百货商店后积极吸取西洋时尚，

正式开启了一种叫“汉洋折衷”的实践活动。其

以“和洋折衷”为宣传标语推出新风尚的和服。

微博主要活动方式有：一，发布或转发同类价

并从中揭示了三越百货生产流行和服的两种方

值观的汉服运动博文进行理念输出；二，发布

法：1 将欧美人气较高的美术·艺术运动的样

或转发有关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激发汉服网

式对应并导入日本的美术·艺术界；2 将十九

友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探索；三，分享其

世纪末起欧美人气较高的日本传统样式利用染

它国家或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或作品，抛

色、
织造的新技术进行再评价，
使之同时代化。

砖引玉激发同袍有关“汉洋折衷”的创作灵感；

[14]这种“和洋折衷”和服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

四，接收并转发汉服网友“汉洋折衷”风格的摄

有：染色方面，其一，随着化学染料的输入，

影投稿，陈列“汉洋折衷”作品。“汉洋折衷”流

鲜明的色彩开始被使用在和服染色上，如“新桥

派延续了“将汉服与现代生活、时尚结合”的基

色”正是得益于化学染料才能被合成的；其二，

本理念与“借鉴日本”的探索思路。“汉洋折衷”

西洋文化使“和色（日本色）”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词的灵感便是来源于日本的“和洋折衷”。“相

如“炼瓦色”是随着日本炼瓦制造诞生的，象征

知惠”表示：“因为羡慕日韩服饰在 19 世纪末

文明开化的洋馆被不断建成，“炼瓦色”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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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文学者们爱用。[15]这些如今都被认为是典

第三种是基于日本明治时期的“衣服改良

7

型的“日本传统色 ”。此外，明治 20 年左右诞

运动”与大正时期的“服装改善运动”针对和服

生的“曙染”、“朧染”等晕染效果，亦是运用了

不卫生、不科学、不便捷等缺陷而设计出的更

化学染料的技法。[16]纹样方面，受新艺术运

加功能性的改良和服。[25]即在保留和服部分

动影响，开始使用粗线条、大单位植物等夸张

典型元素的基础上，对其尺寸、剪裁进行西方

的纹样表现，受巴黎装饰艺术影响，在牡丹、

式改良，类似于汉服运动中的“汉元素”。

梅等传统纹样的基础上，
又丰富了蔷薇、
百合、

第四种为在和服主体型不变的基础上点缀

郁金香等西洋纹样。[17]穿搭方面，在和装的

现代元素、搭配现代小物。如采用动漫纹样，

基础上搭配西洋礼帽、手杖、洋伞、披肩、手

搭配贝雷帽、雪糕鞋，用卡通胸章做装饰等。

提包等。[18]此外，皮革制、袋口为金属制的

妆容、发型上更显休闲、个性。

包具，如折叠式钱包、口金包等也都是在那个

第五种为和服的部件与现代元素结合。如

时代作为舶来品流行开的。[19]发型方面，明

和服的上衣与现代长裙搭配，和服外套“羽织”

治时期开始吸收传来的西洋文化，在时代新风

与牛仔裤搭配等。其余形式与第四种相同。

尚的影响下，西洋式盘发（束髪）这种新样式

第六种为将和服进行改良再混搭，常用“和

在女性中开始流行，[20]如“英国卷”、“宴会卷

服裙（着物スカート）”指代。比较常见的是洛

（夜会卷）”等。到了大正时期，烫发技术被引

丽塔风和服裙。其余形式亦与第四种相同。

进，“藏耳发（耳隠し）”成为了和洋兼用的发

第四、五、六种在当下都是作为年轻群体

型，[21]如今也被认为是“大正浪漫”极具代表

对和服的个性化应用，被称为“和洋折衷搭配

性的发型。化妆方面，从欧美舶来的粉饼、口

（和洋折衷コーデ）”，使用上有别于作为“民

红、腮红等现代化妆品也改变了当时日本女性

族传统”的和服。这里的“洋”也多倾向指二战结

的妆容风貌。[22]该时期的“和洋折衷”奠定了

束后受西方影响形成的具有“现代性”的个性化

当代和服风格的底色，当时传承下来的和服也

事物。因此，这种“和洋折衷”有时也会呈现出

被当代称为“古董和服（アンティーク着物）”。

十分乖张，与主流文化产生对抗性的风貌。

第二种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着装全面西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汉洋折衷”并不是借

背景下作为民族服饰的和服风格，即我们现在

鉴了所有“和洋折衷”的表现方式，而是主要以

所普遍认知的和装风貌。当代和服在实践方式

第一、第二与第四种为借鉴对象。

上，
一方面继承了古董和服舶来的色彩、
纹样、
纹样布局，以及口金包、洋伞、披肩等舶来装

3.“汉洋折衷”的主要实践群体

饰小物等特色，另一方面，比起古董和服大胆

（1）“明制党”

鲜明的设计风格，当代和服更符合当代日本人

“明制党”也叫做“明制爱好者”，主要指汉

细腻协调的审美趣味，注重纹样繁简平衡、用

服运动中主张以明代服饰体系为蓝本建构当代

色和谐等设计理念，[23][24]妆容、发型上继续

的汉服体系，并将其应用在族际、国际场合代

与当代相应的正装、礼服风貌基本保持同步。

表汉族人形象的实践流派。但也会有一些仅仅

这里需说明的是，虽然这种作为民族传统的和

只是喜欢明制款式的衣服，对于汉服体系建构

服文化基本延续了二战前“和洋折衷”的底色，

没有明确主张，或是总体而言倾向明制汉服，

但此处“洋”的成分早已被消化为传统和服文化

同时也不排斥其它朝代形制汉服也可以有发展

的一部分，因此一般不被视作为“和洋折衷”的

可能性的同袍自称“明制党”。“明制党”早期也

产物。笔者在本文将其列入其中，主要是相对

叫“唯明派 8”或“尊明派”，与“尊周派”、“尊唐

于明治时代以前纯粹的古典式日本风貌而言。

派”都是早年汉服运动“朝代论”中比较活跃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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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别[26]。但随着近年汉服运动愈发重视传世

对于明朝灭亡的实质原因在史学界有许多不同

或出土文物考据等原因，使明制汉服得到了更

的看法，但“明亡于清”无疑是认可度比较高的

多的实践机会。如今，“明制党”在汉服运动中

观点之一。清朝末年一般又被认为是中国百年

可以说是一个占比较高的群体，但根据其群体

屈辱史的开端，也就更容易出现将近代中国落

实践理念的差别，其中也细分出不少小派别，

后的原因全盘归结给满清政府的观点，升华对

如注重礼制建构的“尊周崇明派”、将“在哪跌倒

明朝的追思之情。在早年汉服运动以“汉服吧”

在哪爬起”理念进一步深化的“晚明派”等。而其

为阵地的时代，驻扎在“明朝吧”、“崇祯吧”等

中，“汉洋折衷”可以说是受众面较广的派别，

贴吧的“明朝爱好者”就常会去“汉服吧”“串门

对“明制党”中小派别的兼容性也比较强。

儿”，参与汉服运动的讨论。

（2）“明朝爱好者”

（3）“传服人”

汉服运动中的“明制党”有不少来自于“明

当下有一群同袍认为，虽然汉服运动将汉

朝爱好者”。“明朝爱好者”是当代中国互联网中

服定义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但汉服运动常

比较活跃的历史、军事类网络群体，但在学术

年来的实践活动多围绕民族主义、古装扮演、

上并没有对该群体做出过探讨，也没有明确的

角色扮演（cosplay）等展开，这样的汉服运动

学术定义。根据中国网络知名自媒体“X 博士”

并没有突出其作为传统服饰的意义，也没有更

在《网络世界里，明朝爱好者正在重建大明》

深入地去挖掘及复兴真正与汉服有关的传统文

中介绍，广义的“明朝爱好者”可以是“明朝皇帝

化。对此，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同袍，他们将自

爱好者”、“明朝军械爱好者”，也可以是明朝背

己归类为“传统服饰爱好者”，简称“传服人”。

景影视剧的爱好者，还可以是上述的“明朝服饰

网络平台中所称的“传统服饰爱好者”是

爱好者”等。而狭义的“明朝爱好者”，则特指一

“小众服饰爱好群体”中的一个部分，主要是指

群对明朝有着过度狂热情感的网友，如在互联

喜爱和服、韩服、奥黛、纱丽、旗袍、藏袍等

网上大肆宣传明朝的正面事迹，为心中的虚构

切实存在于当代民俗之中的被广泛认定为是某

“大明帝国”设计国旗创作国歌等具有现代国家

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群体。基于

特征的符号，与清朝粉丝水火不容的“反清复明”

其它主流民族服饰的实践经验，“传服人”对于

9

派等。 “明朝爱好者”又被称为“明粉”、“明矾”，

能够作为“传统服饰”的汉服一般有两个层次的

是“明朝粉丝”的简称与谐音。这种简称带有粉

要求：第一层是必须有正确的形制。虽然汉服

丝文化性质，强调该群体的“明朝意识”，也更

运动中强调“形制正确”的“形制党”在很早就已

凸显出他们之间的身份认同。“明矾”最早是明

经占据主流地位，但在当时，衡量形制是否正

代正史著作《明朝那些事儿》及其作者“当年明

确多是结合文献记载、古画陶俑、传世或出土

月”的粉丝的自称，也可以说是第一代“明朝粉

的文物等多方面历史依据参考衡量的，而近年

丝”。当下中国网络上也不乏其它“朝代粉”，网

来则逐渐转向只侧重传世或出土文物，“传服人”

络上也有“强汉盛唐富宋刚明”的说法，都是基

即倾向于这一准则的群体之一。尤其受和服的

于网友们对每个汉人王朝的美好印象。但“明朝

“和裁”与韩服的“韩裁”概念影响，“传服人”认

粉丝”群体尤其活跃突出，除了《明朝那些事儿》

为，文物实物是探究汉服剪裁——即“汉裁”的

的风靡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明朝更具有

主要依据，文献古画陶俑等只能反应其表象，

汉民族意识上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明朝是中

对衣服的实际结构、数据比例等等的摸索，非

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原本就比较容易成为汉

实物不能参考。第二层是，“传服人”认为，汉

民族意识较强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虽然

服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应该是包含了织染绣技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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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民俗寓意、以及其它相关小物的工

用了红色白绒边圣诞帽，左耳上方簪插圣诞绿

艺技术和对应的四季时令与使用场景等完整体

叶浆果，这一头部装饰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男

系。此外，不少“传服人”也都倾向于在“汉裁”

子簪花的习俗。男子簪花也是中国古代服饰文

不被破坏的基础上用现代人的时尚审美表达及

化的传统习俗之一，出现时间大约在唐代，经

赋予其新的风貌。由此也不难看出，“传服人”

宋代最为鼎盛，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自然

的构成者中，“明制党”会占有很大比例。

的行为，直至明代逐渐减弱。[27]在中国神仙
画的表达中，南极仙翁有一手拄杖一手捧桃的

II.“汉洋折衷”的实践方式

形象。中国民间习俗通常会在桃体上印上“寿”
字，作“寿桃”，而此处作者将其置换成基督教

（1）强调汉服文化的主体性。

中的“圣”，可以说是对“寿桃”元素的挪用。手

虽然“汉洋折衷”在近几年的汉服运动中热

杖是南极仙翁的坐骑梅花鹿、南极仙翁的手杖

度十分高，
但同袍对其理解也常常会出现歧义，

与圣诞老人的麋鹿三种元素的合体，
加以浆果、

被描述成如上述“和洋折衷”的第二、五、六种

铃铛以及红配绿色等圣诞元素点缀。腰带装饰

方式的实践，甚至直接将其视为“二次元”的衍

的蓝本是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文物“透雕松竹鹿

生文化。对这样的“折衷”尽管有许多表示赞同

玉带板”。身后的白光是对基督教“圣光”的描绘，

的声音，但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认为这破坏

但在中国的神话的语境中也可以解读为“满月”。

了汉服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虽然当下汉服运
动已然呈现出多元化景象，对外来文化的包容
度也十分高，但在整个大环境中，“洋”依然是
一个比较敏感的字眼，也很容易被部分保守的
同袍认为充满了“媚外”、“丧失自我”的色彩，
担忧“汉洋折衷”最终会使汉服被西化，失去传
统文化的意义。但作为以传服人“相知惠”为核
心的“汉洋折衷”流派，在微博帐号投稿的筛选
上，对形制的审核十分严格，必须是以“主体为
传统服饰”为前提。除了服饰搭配外，汉服相关
文化的“汉”“洋”元素混搭亦是坚守“汉本位”。
“相知惠”解释说：“我们做的是传统原型和当
代新设定。‘汉洋折衷’寓意为‘传统服饰与新风
（图 1）着圣诞装的南极仙翁
汉服网友“应樵山人”授权使用

貌、新精神’，‘传统为体，洋物为用’是我们的
时尚搭配理念，所以挖掘更多的传统文化作为
‘文化本体’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此外，万圣节之际，“相知惠”还通过模仿

将汉服与“洋节”结合是“汉洋折衷”较早且

明清文学小说片段的文本在“汉洋折衷”微博上

较为代表性的实践，（图 1）是其中十分典型

提供了一个用在万圣节汉服上的创作思路：

的理念作品之一。画作中中国神话里的南极仙

……“雨堂哥哥这身也不算错啦。你们别笑话他。

翁身穿大袖汉服长袍与交领半袖汉服外衣扮起

今日是万圣节前夜，蜘蛛怎么不可以。糖果、蜘蛛、

了圣诞老人，服装搭配使用了经典的圣诞色红

蝙蝠、蔷薇、十字、百鬼、骷髅、南瓜、童子，具是

配绿，给整张作品铺上了圣诞气氛的底色。此

极好的应景纹样。”不知什么时候，那相知惠妹子忽然

外，在细节上也有许多值得细品之处。首服选

出现在他们桌旁杵着。然后又继续说道：“……这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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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冷了，毕竟按我国历书也要准备过冬了，换上缎
子才是极好的。当然那闽广桂琼港澳台之地，他们素
来热得要死，是不守这个规则的”。 ……

同时，“相知惠”对文字中的元素及语境进
行了注解，如：蜘蛛是七夕的应景元素，同样
可以用在万圣节，“喜蛛”有“心灵手巧”的寓意；
蝙蝠本身在中国有“福”的象征，同时也是万圣
节常用元素；百鬼/童子出自童子索糖、百鬼夜
行，泰西风俗，可以参考麒麟童子绵羊引子园
林仕女捧寿纹进行改编；故事设定在京师，按
照《酌中志》十月初四开始换缎子，文中“缎子”
表示较为厚的衣物的设定，也暗合（京师）时
令；最后一句中的“闽广桂琼港澳台之地，他们
素来热得要死”影射的是《清稗类钞》对于广东
“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描写。

（图 2）汉服少女与欧式花园
汉服网友“蜂蜜媛子酱”授权使用

（2）“洋”既包括“西洋风情”的事物，也包括“非

这样的理解片面，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还

本土起源但已成为现代或日常”的事物。
从许多推送号的文章

10

是在于“汉洋折衷”对“和洋折衷”挪用与置换时，

及汉服网友对“汉

洋折衷”的讨论和介绍中可以发现，同袍们一般

忽略了“洋”字在中日两国之间使用上的情感差

所理解的“汉洋折衷”，即是将汉服与西洋礼帽、

异。“汉洋折衷”取自日本词汇，因此也直接继

高跟鞋、蕾丝手套、草帽、田园竹筐、洋伞、

承了日本“洋”字的用法。在日本，“洋”仅仅是

口金包、
烫发等近代欧洲元素的小物进行搭配，

相对于“本土”的一个用法，既包括“西方古典”，

通过舞会、茶会、郊游等形式，在复古欧式建

同时也包括那些具备现代性的西方起源事物。

筑、欧式花园等场景中进行实践，场景元素多

例如在日语中，“洋服”是指现在人们普遍穿着

为英式下午茶茶具、甜点、玫瑰/蔷薇/月季等。

的衣服，相对于本土的“和服”，“洋式厕所”即

（图 2）这种极具西洋风情的“汉洋折衷”可以

是指“马桶式厕所”，是相对于本土式的“蹲厕”，

说风靡了小半个汉服圈，不仅成为汉服网友在

“洋室”是指地板式房间，相对于“榻榻米”等。

网络秀图的一大亮点，笔者在汉服运动的线下

而在中国，“洋”字的使用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

实践活动中亦看到不少这样装扮的同袍。可以

彩，带“洋”字的事物，通常是指那些没有被当

说，这是“汉洋折衷”十分经典的一种风格。“汉

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消化的，在情感上会凸显

洋折衷”=“汉服+欧洲宫廷风”也似乎成为了一

出其“外来”色彩，甚至有时会具备一些侵入性。

种比较普遍的印象，甚至有人直接将“汉洋折衷”

如被强调为“洋节”的“圣诞节”、
“万圣节”，

视为“宫廷贵妇”、“留洋小姐”之类的角色扮演。

在许多情况下是会容易遭到警惕甚至抵制的。

因此有许多批评者认为，汉服的确需要“现代

另一方面，中国标准语会倾向弱化那些已经被

化”，但并不等同于将其“西洋化”。对此，“相

融入日常生活中的非本土事物的“西洋”属性，

知惠”也表示无奈：“这已经成为大家对‘汉洋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其“现代性”。如上述中日本

折衷’的刻板印象了，但其实我们也在推荐别的

所称的“洋服”在中国一般被称为“现代装”、“时

内容”。

装”，或用“西装”指代正装。而“洋服”则更容易
使人联想到欧洲哥特、洛可可等古典风格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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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这种用法上的差导致“汉洋折衷”在汉服运

会主义”元素相呼应。从整体来看，制成成品会

动中被片面理解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同

是比较典型的织金纹布料。

袍也表示自己对“汉洋折衷”的理念是认可的，
但对这个称呼很排斥亦很难认同。
从“汉洋折衷”的微博投稿上来看，其风格
搭配确实是十分多样的。如贝蕾帽、波点裙、
丝巾、卡通娃娃、框架眼镜、糖葫芦辫、双马
尾辫等，都是在“汉洋折衷”中常见的装扮元素，
亦是当代汉服运动十分推崇的现代日常汉服风
格（图 3）。

（图 4）社会主义主题的纹样设计
汉服网友“羊 7 狼”授权使用

再如（图 5）纹样设计，对应的是中国“嫦
娥 5 号”月球探测仪发射的实况。中国人对“月”
及“宇宙”的想象与探知欲从“嫦娥奔月”、“玉兔
捣药”等古老的中国传说神话即可窥见。“嫦娥
5 号”的发射，既是新中国科技领域的功绩，也
牵系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奔月之梦”。该设计
（图 3）扎糖葫芦辫的汉服少女
汉服网友“熹乐”授权使用

此外，将“社会主义”作为“洋”的折衷风格
亦是发起人 “相知惠”所积极尝试的。基于明治
时期日本引进西方文化技术作为新思潮的“明
治维新”历史案例，“相知惠”表示：“社会主义
也是‘汉洋折衷’的一部分，比如苏联就有很多
不错的设计。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和传统服饰的
碰撞，日本的明治大正也是如此”。 如（图 4）
的汉服纹样设计对“社会主义”主题的展现十分

（图 5）“嫦娥 5 号”月球探测仪主题的纹样设计
汉服网友“凤翎城主”授权使用

直观：红底黄纹基调的“五星红旗国旗色”、“镰
刀与锤子”标志、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少年先

以深蓝色作为基调色，用云纹作暗纹，似乎象

锋队队徽、“工农联合”的字样等，都是一目了

征着宇宙与夜空的深邃。裙襕处主体纹样是比

然的“社会主义”元素。传统元素则有兔形纹、

较明了的火箭造型，副纹样用太阳、半月、星

祥云纹、星象图纹、“吉星高照”字样等，与“社

14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14(1) 2021

象图等宇宙元素作点缀。整体风貌是比较典型
的用于织金暗纹马面裙的布料设计。
这些作品都使用了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素
材，同时考虑到了汉服布料中所应凸显出的织
造工艺，纹样的整体排序亦都符合传统规则。
（3）以明代服饰为实践蓝本
虽然很多汉服同袍在实践“汉洋折衷”时并
不会有鲜明的朝代意识，但因其发起人“相知惠”
为“明制党”，这一流派性质也就决定了“汉洋
折衷”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假如
没有清朝，明朝直接与近现代接轨，汉服可能
会这样演化。
（图 6）崇祯皇帝“汉洋折衷”系列之“汽车”
汉服网友“狐周周”授权使用

历史上一般认为，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往
发生在 19 世纪中后期，
与西洋风情结合的近代
中国服装风貌多以旗袍、马褂等“满族形象”为

更是当代人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该

主。这也是许多明朝爱好者或汉民族意识较强

画作的想象中，穿着汉服的皇帝享受到了近现

者为之遗憾的事——这些本该以汉服形象发生

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也给汉服以及汉服形象塑

的场景，却因满清政府“剃发易服”政策而未能

造了一个融入近现代工业场景契机的时代背景。

发生。在此理念的引导下，“汉洋折衷”中亦不

社团“汉服合肥”与“双一工作室”联合出品

乏对这样的“明末世界”进行想象，弥补汉服由

的“汉洋折衷”影视短剧《麻雀》（图 7），讲

古转今过程中缺失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叶的

述了在动荡年代富家少爷与敌方对战保家卫国

东亚人文色彩。网友“狐周周”以崇祯皇帝为主

的故事。比起静态的图像表达，视听语言不仅

角绘制了 9 张“汉洋折衷”系列画作。该系列最

可以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去立体展现架空世界

早发布于 2019 年 5 月，是比较早的“汉洋折衷”

中所存在的万象，更因为电影音乐在突出影片

理念传播的实践之一。“狐周周”为《明朝那些

的感情、加强影片的戏剧性、渲染影片的气氛

事儿：漫画版》作者兼百度“崇祯吧”的创始人

方面起着特殊作用 [28]，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

及现任吧主，在“明朝爱好者”中具有较强的影

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的作用。

响力，因此该系列画作对“汉洋折衷”也起到了

剧目拉开，背景歌曲响起了著名的民国流

一定的宣传推广作用。

行歌曲《夜来香》。民国流行歌曲生成于动荡

“汽车”（图 6）为该系列的主题之一，描

的旧上海，其中，外国音乐与中国民族民间音

绘的是崇祯皇帝出行的场景。画作中崇祯皇帝

乐相结合的“混合型”旋律是其特点之一，而《夜

穿着圆领袍汉服，头戴乌色冠帽，是传统的部

来香》便是这一旋律类型的代表之作。[29]用

分，围巾与皮手套的配饰是西洋部分。文案中

《夜来香》作为开篇的背景曲目，直接将观众

作者写道：“自从有了小汽车，出行效率大大

拉入极具中西结合风情的民国旧上海的情境之

提高啦”。现代意义上的汽车诞生于 19 世纪欧

中。至歌曲结束，短剧所对应的几幕镜头依次

洲，距离明朝末年相差了近两个世纪，可以说

是：老上海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夜景/天亮后的街

是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典型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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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消暑用的折扇，她们有的穿着无袖褂子、
合领衫搭配主腰，有的穿着竖领半袖短衫裙，
也有穿着透纱竖领长衫裙，手里拿着芭蕉扇，
看起来十分凉快。场景中她们正在品尝西瓜，
满满的夏日气息隔着照片扑面而来，姿势与表
情都十分随性放松，传达着一幅“如果汉服没
有断代，汉族都市女性们在闲暇之时会这样小
聚”的生活画面。

（图 7）“汉洋折衷”短剧《麻雀》截图
社团“汉服合肥”授权使用

景/灯牌用繁体写着“大舞台”三个字的舞厅建
筑/舞厅里转动的留声机/跳着交际舞的男男女
女/舞台上穿着明制长衫马面裙套装、披着坎肩、
手拿白色羽毛折扇、头戴欧式宫廷礼帽扭动腰

（图 8）穿着汉服的都市生活场景
汉服团体“粤 s 大明搵食队”授权使用

身的舞女背影/穿着西装衬衫打着领结晃动着
访谈期间，“相知惠”多次向笔者表示，其

酒杯的短发男人/舞女转身走向落地式麦克风/
麦克风特写/场景转向楼道/舞女与男人暧昧调

认为的汉服民俗的建构，不应该是仅关注“衣服”

情。整段画面风格配合《夜来香》，充斥着民

本身，而应该是包含了“衣食住行”的一个民俗

国大上海慵懒的西式风尘基调与动荡时期靡靡

整体。（图 9）为“汉洋折衷”微博号上发布的

之音中暗藏的亡国危机。
（4）对于民俗世界的想象与重构
虽然，“汉洋折衷”里对历史想象的部分可
以说在整个汉服运动中比较独特，但其大部分
内容依然还是以回归当下为主，注重汉服实践
的“生活”语境，思考并尝试当代人应该如何穿
汉服“过日子”。作为“汉洋折衷”的发起人，“相
知惠”的夙愿也并非仅仅只是倡导一种服饰的
风格，而是更加希望可以通过结合这种汉服风
格勾勒出一个围绕服饰生活展开的汉族民俗新
世界图景。（图 8）是汉服团体“粤 s 大明搵食
（图 9）中秋应景饮食的推荐与相关典籍
汉服网友“相知惠”授权使用

队”在“汉洋折衷”微博号上的投稿。图中六位穿
明制汉服的女子在河边的树荫下围着石桌坐在
石凳上纳凉。石桌上摆放着荔枝、杏子的果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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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衣冠岁时记”的博文。“相知惠”以图片+

的各种零碎案例林林总总组合拼接而成。即便

古籍时令记载的形式分享了中秋应景的食物，

如此，笔者依然可以从上述各案例中依稀拼凑

其中有：玩月羹（《清异录》）、天香汤（《遵

出一个“汉洋折衷”世界中大致的虚拟的历史时

生八笺》）、藕粉桂花糖糕（《红楼梦》）、

间线：

月饼、螃蟹（《山家清供》）。

·明朝政府最终延续到了 20 世纪，明制服装

这些看似与汉服不相干的饮食素材，在“汉

完好地传承了下来，
并与日韩等亚洲国家相同，

洋折衷”的理念中却是与汉服紧密相连的，被认

在与西方国家交流的影响下发生了元素混搭与

为是将汉服渗透进民俗与生活的重要实践方式

融合。

之一。“毕竟吃和服饰一样，也是时令和传统

· 明朝在 20 世纪初灭亡，中国转为西式近代

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啊”，“相知惠”说。在分

化国家，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形成。上

享品食的同时借以古代典籍元素进行文学性点

流社会夜夜笙箫，但国家局势动荡，一种“商

缀，并通过精美的图片传达，这种文化包装也

女不知亡国恨，
隔岸由唱后庭花”
的社会基调。

使原本十分常识性的时令饮食多了些雅致与趣

此时西方服饰体系开始由上流阶级渗入到百姓

味。

生活中，服装风貌中西半参。
· 新中国诞生，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III.对“汉洋折衷”作为民俗主义实践的辨析

家，西方现代服饰体系全面常态化。汉服作为
民族服饰亦随新时代风貌同时代化。

1.文化素材的重组、置换及混搭

当然，并非所有“汉洋折衷”实践者都会进

素材的重组、混搭及置换可以说是所有文

行虚构历史的想象，但“汉洋折衷”虽只实践明

化融合的共通手段，也是“汉洋折衷”实践理念

制汉服，
然而再生产出的风格却十分多元丰富，

的基本思路。民俗主义是指无数脱离了原先母

因此，虚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为各种不

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

同风格的明制汉服搭建起可以与之对应的“时

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之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之

代依据”。

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

这种空想世界是运用一些历史素材进行挪

混搭和自由组合，并因此具备了全新的意义、

用与拼接，
具有戏剧性，
意在表达意象及理念，

功能、目的以及价值，由此产生的民俗现象。

而非追求历史情节的自洽。如“崇祯”系列“汉洋

[30]尽管以“相知惠”为核心的“汉洋折衷”十分

折衷”画作，有个别网友提出质疑，表示崇祯皇

注重对“过去”文化的挖掘，但依然会将其作为

帝与图中展现的西洋元素在时空上跨度是否太

民俗的原材料进行文化的二次创作，最终应用

大。对此，作者回应表示这一系列大概是 1920

在当代社会。无论再“纯粹”的文化素材也都不

年代的风物还有一些混搭，不是直接嫁接到 17

为“过去”所用，不再具备“过去”的功能及意义，

世纪，洋物也没有特定的历史时期。但这毫不

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民俗主义现象亦十分清晰。

影响该系列在“汉洋折衷”兴起初期获得不少好

具体有三个方面：

评，许多同袍对其进行转发，以及留言“惊艳”、

（1）重编历史、虚构过去

“感动”，或是对历史表示惋惜。短剧《麻雀》
也同样如此，
无论对于制作团队还是观众来讲，

以晚明之后的文化历史为素材对其进行挪
用、重组、再编，为自己的民俗世界想象建构

“汉洋折衷”影视短剧的故事情节是褒是贬可能

出一个新的文化历史背景，这是“汉洋折衷”理

并不是最为关心的，而堆积大量的民国元素，

念的根基。虽然“汉洋折衷”是“相知惠”一人发

展现出用明制汉服置换掉以旗袍马褂长衫为主

起，但实践中展现出的全貌却是由诸多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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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包装

的民国中式服装的“民国时代”可以说才是此类
短剧的核心意义。

文化商品、市民社会、消费主义、大众文
化等日益形成的全新的民俗文化事象群，它们

（2）文化混搭

不再只是民众日常生活于其中并为人们提供人

文化混搭可以说是“汉洋折衷”民俗主义最

生意义的民俗，也直接就是人们消费之物和鉴

浅显的部分，尤其在衣服与鞋、包、等小物搭

赏之物。[33]笔者将这种民俗主义现象理解为

配，以及配合妆容、发型方面的装束搭配最为

是一种“文化包装”。用当下比较时髦的话来说，

直观，亦是借鉴“和洋折衷”表现最主体的部分。

就是给文化加上一层“滤镜”。

除了“汉”与“洋”的混搭外，明制汉服其本身的

通过明清文学的表现形式传达民俗理念，

运用也存在着初明/中明/晚明等跨时代着装、

是“汉洋折衷”比较惯用的文化包装方式。文学、

男女/阶级等身份着装交错混搭的现象。此外，

文艺是研究民俗的重要资料，文学作品中常常

在细节部分，如纹样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传统

可以见到其中对某种风土人情或民风民俗的描

素材与西洋的、现代的、革命的、科技的等等

绘[34]。鲍辛格也指出，精英文学与艺术中对

多样文化的组合。通过古今中外的服饰素材混

民俗的再语境化是十分典型的民俗主义之一。

搭，“汉洋折衷”即可塑造出“清纯少女”、“有闲

“汉洋折衷”的实践者将自我想象的民俗世界、

小资”、“社会主义青年”等多元化的人物风格，

民间风俗融入古典式文学创作中，通过文学包

某种意义上，
亦可以说是思想与趣味上的混搭。

装呈现汉服民俗在现代都市中浪漫的阳春白雪。

从文物及史料中被挖掘出来的明代服饰文

此外，通过转发投稿的“汉洋折衷”图片来

化早已脱离了明代社会语境，被“汉洋折衷”的

建构并传达理想的汉服民俗世界，也是“汉洋折

实践者放置到当下社会，应用到符合现代人审

衷”流派传播理念的常规方式。人们总是从影像

美及需求的文脉中为己所用。在满足实践者多

中寻找一种文化意义或社会建构模式，以图在

样的自我表达的同时，也被放置到网络社交群

影像“秀”出来的世界中，发现前所未有的世界。

展示、交流、碰撞，再生产出新的花样。

[35]在杂谈中“相知惠”经常会对笔者强调“汉洋
折衷”是“人间烟火气”，并常以（图 8）为具体

（3）文化元素的置换

案例进行赞美。“烟火气”是借以烧饭时升起的

民俗主义指的是在一个与其原初语境相异

袅袅炊烟来形容街巷中平凡的、接地气的、充

的语境中使用民俗，[31]并且在民俗主义现象

满人情味的民众过日子的景象。在“汉洋折衷”

中，所谓一手和第二手的传统常常相互交织

微博号中的确能看到许多“烟火气”的“生活”景

[32]。据笔者的考察和理解，“汉洋折衷”文化

象，所有在“汉洋折衷”社区的群体们都穿着汉

元素的置换大多体现在同一事物在不同语境或

服过着各自精致的、有趣的“小日子”，宛如一

文化背景下的寓意转换。如上述案例中的“蜘

部生动的“汉服民俗志”。“烟火气”这种对民间

蛛”、“蝙蝠”、“鹿”等，在一般的自然情境下，

最为世俗的生活气息的描写，随着近几年《舌

它们都不具备文化意义，
而是独立的生物个体。

尖上的中国》、《四个春天》、《人生一串》、

但若将它们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

《早餐中国》等地方类/美食类纪录片的热播被

则会产生人为的文化意境。在“汉洋折衷”的实

美化，市井世俗生活成为了一种浪漫的都市民

践中，很多类似的文化元素，它们既是“传统”

俗景象。对此，美食纪录片《早餐中国》总导

也是“洋物”，充当着连接东方本体与异国或现

演王圣志讲述说：“‘烟火气’，很多时候，它

代语境的媒介作用，帮助“折衷汉服”成为一个

都伴随着生活的辛苦无奈...千万别把我们拍摄

协调的民俗文化混合物。

出来的早餐诗意化，浪漫化”。11可以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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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的“烟火气”很多时候正是文化包装的产物。

代 300 多年，因此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民间也

笔者在考察中也发现，“汉洋折衷”的“烟火气”

并不存在关于这类服饰民俗较为完整的文化样

基本仅得以于网络上展现，线下其实很难找到

本。因此，汉服及其文化本身并没有“代代相传”

如此“过日子”的景象。“汉洋折衷”建构的“民俗

的连续性与传承性，并不是通常民俗学所指的

世界”以及该世界中的一系列民俗活动，目前只

“传统文化”或“民俗文化”。笔者更倾向于将其

能说是依靠民俗素材通过网络空间建构起来的

理解为是跨越历史时空的“嫁接民俗”。当然，

虚拟世界的“网络民俗”。不过，相较于血缘、

“民俗”与“历史”本身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共同体而言，汉服趣缘

从研究现存的民俗现象入手，
再现民俗的历史，

共同体是较为新颖的共同体形式，[36]并且随

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最早提出的民俗学

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的来临，过去的“虚

的研究目的。[42]显然，汉服运动是这一关系

拟社会”、“虚拟民族志”等概念也将越来越“实

的反向实践，
即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再现，

体化”，从而被“网络社会”、“网络民族志”等话

重新生产、建构与之相关的当代民俗。其二，

语方式所替代。[37]

与一般将民俗主义现象理解为是对原生态“旧

“浪漫主义”是民俗学中比较常见的关键词

民俗”重构的“二手民俗”不同，当代汉服运动中

之一，或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成分[38]，或存在

所谓的“旧民俗”，即同袍所认为的古代汉人的

过度礼赞传统、耽溺乡愁，以及在抢救、保护

服饰民俗，其本身就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文献、

和传承等话语表象之中将乡愁审美化的倾向

文物素材，以及对古代社会的想象，或受到部

[39]，或是指用艺术的眼光和思维去想象和创

分影视作品影响基础上建构出的非原生态民俗。

造日常生活，把艺术直接融入社会生活的实践

因此，当代汉服运动中的民俗主义现象，也可

当中[40]。笔者倾向于将“汉洋折衷”的“浪漫主

以说是基于这些非原生态民俗之上的多手改造。

义”理解为后者，是一群善于将传统素材包装成

如何将传统建构成具有都市性审美的时尚

时尚符号的现代青年对都市民俗的浪漫主义畅

品，
是当下汉服运动比较典型的一个实践意识。

想与艺术性的生活实践。

就传统的民俗学而言，民俗学知识的回归与具
有民间教育倾向的大众启蒙出版物有关，它的

IV.汉服运动中的民俗主义：都市青年多元的文

发展与晚期浪漫主义休闲文学中的农村故事相

化生活

关联，然后是地方性的家乡出版物的产生，最
终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旅游业的中介作用也不

以“汉洋折衷”为例，笔者认为，汉服运动

容低估。[43]在笔者看来，当下的汉服同袍多

是以中国古代汉族服饰文化为蓝本建构当代汉

少汲取了早期同袍对古代民俗浪漫主义化的底

族民族服饰文化的实践活动。民俗主义是民俗

色，加之受到以国家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商

的适应、再生产和变迁的过程，[41]而汉服运

业化背景下为主的民俗主义现象影响[44]，以

动中的民俗主义现象，即指在此实践过程中，

及通过旅游、出版物及网络传媒的快速传播获

将古代汉族服饰完整或碎片的遗留物，以及与

取的国外民俗知识、实践活动等信息，都使这

服饰相关的人文、技术、风情、道具等文化物

些新一代中国都市青年对“民俗”有了新的理解。

品，放置在当代中国新的文化、经济、社会背

河野真认为，民俗主义已经无处不在

景及语境下，重新发现、挖掘、考据、重组、

（ubiquitous），作为来自从前的民俗，在今天

包装、展示、利用、消费等现象。这里必须注

只能是极度限定的存在；不仅如此，甚至可以

意的是：其一，在汉服运动理论中，“汉服”，

说和过去的意义、功能等完全相同的民俗，几

即明末清初为止古代汉族人的民俗服饰，已断

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复存在。[45]因此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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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都市青年所认知与理解的大部分“民俗”，

纹样、亲自染布，将自己对汉服美学的想法变

本身即是民俗主义现象中的“民俗”，亦可以说

成实物的。而与之相反，也有数位同袍在访谈

是他们浪漫主义的产生来源。因此笔者认为，

中对笔者表示，因为自己不会绘画设计导致有

对民俗的浪漫化建构并不是汉服运动独有的特

许多的想法都无法直观表达出来，恨不能马上

征，而是当代众多民俗活动、文化项目中都十

就能够获得设计的技能。可见对于当代的汉服

分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现象。

青年来讲，想要“玩”好汉服，在汉服以外的领

与早期汉服运动相比可以发现，当下的汉

域也最好能有一技之长。当代汉服运动的文化

服同袍更懂得如何“改造”、“包装”文化，以及

实践将古代文化素材再编，重演，以全新的意

理解这种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学者

义重新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无疑是十分

使用“建构”这样的评价，大部分当下同袍不仅

典型的民俗主义。

不会避讳，甚至会十分明确地认为传统在当代

周星在过去的汉服研究中认为，汉服运动

若要传承下去，本身就必须不断建构。在田野

的部分同袍，和现代中国社会中颇为常见的另

调查中，一位“汉服大佬”也曾向笔者表达：
“大

一些喜欢外来文化和西式生活
（以红酒、
咖啡、

家认为的传统其实都是农村的民俗，对我来说

西点为物质方面的标配）的青年小资群体是截

是反感的，
而且年轻人受不了原汁原味的土俗，

然不同的取向。[47]早年的汉服运动，复兴传

这些乡土气息的文化迟早全部衰落，所以传统

统节日是一项重头环节，重拾被遗忘的传统节

文化一定要改造”。民俗主义在现代社会常态

日，重塑与之相关的过节礼仪、仪式，多少与

化的表现为很多貌似传统的事象，也不再具备

都市青年流行“过洋节”的景象产生了对抗性。

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而是和现代社会的科技

但当代许多汉服同袍对于“过洋节”可以说是十

生活彼此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重新

分积极的，并且有着本土化意识的表达。笔者

被赋予新的位置，获得了新的功能和意义。[46]

的受访者中不少人也认为，惧怕文化侵蚀而抵

这也就意味着，娴熟地掌握建构文化的技巧，

制洋节恰恰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自信的民族

对当下许多同袍而言显得十分重要。如从一些

应该对外来文化有着更加包容的心态。当然，

日常汉服穿搭的汉服作品来看其实不难发现，

汉服运动将洋节本土化的意识也可以说是当下

汉服运动中所谓的这些“日常”实际上也并非都

中国青年对于“过洋节”态度的一个缩影。近年

是真正意义上的“过日子”，而是借助精美道具、

来，每每一到万圣节、圣诞节期间，网络上都

化妆、摄像/摄影、美颜滤镜/后期特效等技术

会有这样的热议，认为应该对这些“洋文化”创

处理后传达自己过着“精致生活”的艺术表达。

造出属于本土的话语。有网友仿照谚语形式创

这种实践模式十分符合当下青年的审美需求，

造了如“圣诞饺子不蘸醋，圣诞老人打驯鹿”、

也是当下青年在日常中建构及表达“美”的常态

“圣诞不喝饺子汤，铃儿也难响叮当”等“圣诞谚

现象。
因此即使他们在镜头前展现的不是汉服，

语”。虽然这些并不是基于老百姓生活实践经验

也会是其它精致美丽的衣服，并且对形象处理

被创造、流传的真正意义上的谚语，或者说就

的手法不会有很大变化。此语境中的“汉服”，

是很纯粹的将文化元素随意拼接的语言游戏，

也已不再是古代作为具有生存性与生产性的生

但多少也能反映出中国部分青年对洋节本土化

活必需物资，而是一种超越温饱需求的精神性

的理想氛围的写照。
当下有许多汉服同袍认为，

消费品。再如笔者于田野调查中也采访过其他

喜欢传统文化与喜欢西洋文化不存在矛盾与冲

数位当下的“汉服大佬”，其中就有能通过娴熟

突，他们所建构的“汉服文化”也多少带有“西式

的拍摄、剪辑技术将自己所理解的汉服之美淋

小资”趣味，甚至可以说，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恰

漓尽致地向网友展现，并且可以自己执笔设计

恰就是“西式小资”取向的群体。所谓民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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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民俗事象并非永远地保持原有的功能和意
网络用语，指 2000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人群

4

义，它总是在新的状况下获得新的功能和意义

5

“秋叶”：《2020 十大汉服流行语新鲜出炉，

而展开。[48]汉服同袍将东方古代文化与看似

有没有你的心头之好？》，“汉服资讯”微信公

和它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现代时尚在元素之

众号 2021/02/04

间相互置换，切换自如，可以理解为是包容、
多样、不拘泥于一种形式的生活方式在当代中
国青年中已逐步成为常态。

6

指汉服运动中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同袍

7

“日本传统色”又叫“和色”，被认为是基于
日本文化特有的色彩感觉和传统，能触发日本人
感性的颜色。1978 年，DIC 株式会社以灵活运

结语

用日本传统色彩为目的，出版了《DIC 色彩指南》

本文以“汉洋折衷”为例，解析了当下汉服

系列的《日本传统色》（色卡）（参阅[日]山田

运动实践中诸多有趣的现象。其中，重编、虚

纯也，拓殖 Hiropon 等，郝皓译：
《配色大原则》，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42 页）

构历史背景，将多种类型的文化素材混搭、置
换，
以及将古代民俗文化进行包装等二次创造，
都是十分典型的民俗主义。若将这些实践放置

8

在当下是一个偏贬义的称呼

9

参阅《网络世界里，明朝爱好者正在重建大明》，
“X 博士”微信公众号，2021/01/06

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可以发现，汉服运动中

10

的民俗主义，产生于当下中国都市青年对民俗

如《汉服里的“中西合璧”，当洋服融入汉服，

传统及古典文化浪漫式的认知与理解，也可以

搭配起来让人赞叹不绝》，“汉服资讯”微信

说是都市青年生活多元化的产物。关注汉服运

公众号，2020/12/02；《梦玥问答第 2 期｜汉洋

动的人们应该意识到，在当下本就充斥着民俗

折衷=贴近现代？未必！》，“汉服北京”微

主义的大环境里，无必要执着于汉服运动中的

11

真真假假。笔者的浅见，当下的汉服运动，其
同袍对传统多元的解读、对文化的热情创造、
对生活世界天马行空的畅想等品质是更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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