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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春夏交替之际，由中国港口博物馆与“光一文化”机构通力合作、精心筹备的“金

钩玉带入梦来 ---- 中国古代带钩展”在中国港口博物馆隆重开幕。本图录攫取展览之精华、保存

珍贵之图像、总结学术之成果，以飨读者。

带钩，古人的束带工具，亦做服装配饰。距今 4000 多年的浙江良渚文化的玉带钩被认为是

迄今发现最早的束带工具。据考古研究显示，带钩起源于中国本土，青铜带钩始作于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达到鼎盛，及至东汉传播的范围最为广泛，魏晋以后逐渐衰落。带钩材质以金、银、玉、

铜、铁居多，春秋至魏晋之间，青铜带钩最为流行，其造型多样，以禽鸟形、曲棒形、兽形、琵

琶形式样最为流行，而工艺复杂，有错、镂、鎏、嵌、刻之制作工艺。尽管作束带及配系用的带

钩是我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小配件，但依然难掩其璀璨耀眼的文化价值，也并不妨碍它于方寸之间

凝聚传播博大精深的东方艺术和中华文化。

近年来，关于带钩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诸多成果成文成书。但遗憾的是，除了少数专家学

者和民间藏家，公众对于带钩认识依然初浅，对于带钩的关注依然不够。今日，为让更多的人更

好地了解带钩、欣赏带钩，我们从馆藏以及“光一文化”机构的私藏中甄选出四百余件带钩文物，

从功用、工艺、美学和文化等角度切入策划展览，力图向观众揭示小小带钩里的深厚内涵。此次

展出的带钩中不乏具有代表意义的精品。如战国伏羲形纯银贴金带钩，从题材上可理解为“华夏

第一钩”，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如东汉龙首鸱鸮手抱鱼错金银镶嵌宝石青铜带钩，以猛兽鸱鸮

和寓意吉祥的鱼为造型，充分表达了古人趋吉辟邪的美好愿望；如战国龙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几

何纹青铜带钩，从工艺上包括雕刻、错金银、镶嵌等繁复工艺，极为华美，体现出巧夺天工的工

艺水准……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让带钩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巧夺天工的工艺成就、美轮美奂的

纹饰造型、丰富深厚的文化意义走进观者的心里，让沉睡了千年的带钩文物真正活起来，牵引我

们的视线，拨动我们的心弦。

诚挚感谢“光一文化”机构对此次展览的鼎力支持，感谢你们愿意助力博物馆搭建展示、教

育、研究的惠民平台；感谢历史学家王仁湘研究员、郑玫博士等专家学者对此次展览的学术支撑，

感谢你们能不吝赐教；感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典藏》杂志、黑影文化、凌天出版社

等单位和机构在展览举办和图录出版过程中的雪中送炭；同时，也借此机会向为本次展览的策划、

设计、制作、推广等工作贡献智慧、付出辛劳的所有人员致以深深的谢意，你们和我一样，都认

为策划举办这个展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一同在带钩的世界里，去惊艳古人的时尚品味，去感叹先民的工匠精神，去颂扬优秀

的中华文明吧！

中国港口博物馆  馆长

冯  毅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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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春，神州大地寒木春华。位于东海之滨的中国港口博物馆集馆藏与社会收藏资源，精

选四百余件中国古代带钩，集成大展和图录，奉献于广大民众，弘扬华夏文明，普及带钩文化，

增加民族自信，实为远见卓识之举。本人作为光一文化的收藏总监，见证光一文化二十余年收藏

研究的带钩能展于国家级博物馆，让“独乐乐”成为“众乐乐”，感到无上荣光，庆幸能为中华

文明的传播贡献绵薄之力。

带钩是古人所系腰带的挂钩，不仅为日常生活所需，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能呈现社会文

化背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二十多年对带钩的收藏研究生涯中，每

每夜深人静，面对着这一枚枚造型优雅别致、工艺精美绝伦、纹饰意味深远的带钩，无比感叹华

夏先民的精湛工艺和通达智慧。

金钩玉带入梦来，一个“梦”字，将带着你我穿越时空，通过带钩与古人对话；也是一个“梦”

字，将我的梦想以及多年的坚持与爱好展示到诸位面前。感谢为此次展览的举办和图录的出版付

出大量心血的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对此关注、支持并提供帮助的领导、专家和好友

们。希望我们共同为中国古代带钩文化的弘扬添砖加瓦。

光一文化收藏总监

鲍甚光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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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郎家庄和陕西凤翔高庄见有出土。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曾

侯乙墓出有金带钩 4 件，西汉时期有更多的金带钩发现，江

苏涟水三里墩和铜山小龟山就有出土，制作十分精美。

铜质带钩出土最多，从西周晚期开始出现流行到魏晋时

期，以后还有零星发现。铁质带钩战国早期的秦墓中开始见

到，与铜带钩大致相始终。玉质带钩在史前良渚文化中发现

十多件，形制不同于周汉。与铜带钩同形制的玉带钩始见于

春秋秦墓，春秋晚到战国初的宋国勾敔夫人墓也有出土，战

国早期曾侯乙墓和曲阜鲁墓也有发现。汉墓中时常也有制作

精美的玉带钩出土，东晋墓葬中偶尔还有发现。到明清时期

玉带钩又有复兴，但并不十分流行。

造型上带钩有型式之分，有学者按带钩大小分型，如长

型中有琴形和棒形，中型中有琵琶形，小型中有虎形等。带

钩多取动物形为装饰，可依此分作以下几类：

水禽形，钩体似鸭腹形，鸭嘴形钩首，钮近尾端，大多

素面无纹。

兽面形，钩体以浮雕和镂雕的兽面为特征。

耜形，以往或称匙形，钩体连接钩颈的一边略为平直，

其他三面呈椭圆弧形或多边形，钩颈为略长的杆状，钩体多

镶嵌镂错几何纹饰。

这三式带钩形体都不大，均属小型类。

曲棒形，钩体为比较均匀的棒形，一般都不太粗壮，呈

明显的弓形弯曲，大都素体无纹。

琵琶形，全钩呈反琵琶形，钩体大小不拘，横截面以半

圆形多见，以长钩为主。

长牌形，钩体呈长方或圆角长方形，一般都比较长大，

钩颈钩首细小。

这三式多数形体较大，属大型类。

全兽形，钩体满饰雕镂的整体兽形纹饰，有的为神话动

物，常见的有蟠龙、卧虎、犀牛，还有兔、鱼、鳖、蜥蜴、

鹿、蛇、猿猴等。有的带钩一器饰数兽，制作考究。

异形，凡在钩体、钩首、钩钮方面不同于上述七式的带

钩都归入此类，主要有人形、牛首形、双体形、双钮形和双

钩形多种。

这两式带钩在工艺上有较高的价值，其中相当一部分或

者纯是艺术品，实用价值不高，有的原本就不是实用器。

在八类带钩中，比较常见的是前五式，其中又以水禽形、

曲棒形和琵琶形最为流行，数量最多。

从工艺制作上分类，带钩又有错、镂、鎏、嵌、刻之别，

精彩纷呈。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述，“满堂之坐，视

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场面上彼此都束带挂钩，彼此的带

钩又各不相同，真可谓一钩一世界。

束带矜庄话带钩
王仁湘

带钩 ，是古代一种束带的钩挂用具，已经消逝在历史里。历史上因为需要而创造了它，后来又有新物件取代了它，束带的

方式改变了。

带钩成为了历史，也慢慢被忘却，慢慢变成了谜。古代带钩有不少发现，只是带钩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话题，但

它作为一个历史物件，虽则细小，却也不失其要义。束带矜庄，是《千字文》中的一句，古人将束带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

乃至修身标准姿势，而带钩又是那时代束带不可少的要件，所以它的制作与佩用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风尚。 

战国束带佩带钩铜造像

一、一钩一时代

考古发现的带钩很多，说数以万计并不为过，非发掘品可能更多。对带钩进行分类分期研究，探讨它的起源、发展和

传播过程，是中国考古关注的课题之一。

带钩的分类，可从质料、工艺、造型几方面考虑，侧重于质料和造型。

制作带钩的原料以铜、铁为主，也有金、银、玉、石等。在春秋晚期的秦国和齐国已经使用黄金制作的带钩，山东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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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带制品，当汉晋之际，出现过一次重大的换代过程。

带扣逐渐取代带钩，成为束带用品的主打产品。带扣最先是

用于马具束带，用于人身以后，更加艺术化了，无论造型与

附加装饰都有了明显改变。不过后来这种艺术化的风气不再

盛行，带扣大体沿着实用的路径演变，很快就定型下来，定

型得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带扣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了。

带钩如果从良渚文化算起，至汉末之时，间断使用了

近 3000 年。如果自春秋初年起算，金属带钩使用了差不多

1000 年上下。接着带扣用到今天，则接近有 2000 年光景。

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在正式场合都不能缺了它，就是这样

的小物件，陪着过去的人们自在走过了 4000 多年！

带钩多为长体造型，前有钩首，背后的中尾部有圆形的

纽，钩和纽是连接腰带两端的接点。不过良渚文化的这些玉

带钩的规格一般较小，以长度而论，最短的不过 3 厘米，最

长的也只有 9 厘米多，一般在 5 － 7 厘米上下。玉带钩整体

造型比较规整，它的一端为穿绳的孔，另一端为勾系的弯钩，

钩首较长。良渚文化的玉带钩应是随腰带横在腰间，钩首向

左，使用者是以右手握钩，勾挂在绳套上即可。钩上的带，

以钩尾的绳孔看，应属不太粗的丝麻绳之类，一端拴在钩孔

上，另一端依腰围大小做成环套，使用时套挂在钩首上。

良渚带钩与周汉带钩之间，有型制上的差异，更有时代

上的缺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足有 1 千多年长的时段里，古

中国人是不是普遍用带钩束带，如用，又是什么样子，这也

许是中国考古上的一个新的未解之谜。

青铜时代的带钩，可以将始作期划定在西周末至战国早

期之间，而流行的开始年代是在春秋中期。周都洛阳出土春

秋中期的带钩，同期带钩还见于北京怀柔的燕墓，山东临淄

的齐墓，河南淅川、湖北江陵和湖南湘乡的楚墓，陕西宝鸡

和凤翔的秦墓，山西侯马的晋墓，江苏苏州的吴墓，还见于

甘肃灵台古密须国墓和辽宁喀左东胡族墓。虽然这个时期的

带钩发现的数量不能与战汉相比，但从临淄郎家庄一次出土

66 件带钩分析，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带钩使用已经比较

普遍。

春秋时期的带钩以水禽形为主，也有兽面形、耜形和琵

琶形 , 以小型为多，长度一般不超过 10 厘米。钩体以素面

为主，钩钮靠近钩尾。秦墓中见到的一些小带钩有的还没附

钮，带钩的一般特征还没完全具备。

到战国早期，出土带钩的地点比之春秋有了明显增加。

三晋地区韩魏两地发现带钩较多，其次秦、楚、齐、鲁、燕

也有一定数量带钩出土。战围早期的带钩依然以小型为主，

除继续见到水禽形和耜形外，新出现曲棒形，见到相当多的

琵琶形。最长的带钩近 20 厘米，有的钩钮离钩尾渐远，一

部分带钩的钩钮已移至带钩中部。此期铜带钩一般都是素面，

很少附加纹饰。

带钩的鼎盛期划定在战国中至战国晚期之间，出土数量

明显增加。三晋地区发现的属于战国中期的带钩不少，在今

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出土最多，河北也发现赵国和中山国的

带钩。南方楚国使用带钩也比较普遍，在河南、湖北和湖南

境内都有发现。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开始使用带钩，带钩逐渐

发展到了鼎盛期。

战国中期常见的带钩有水禽形和琵琶形，后者数量最多，

凡出带钩的地点几乎都能见到它。其次还有耜形和曲棒形，

新出现的有长牌形和异形。钩钮的位置继续往钩体中部移动，

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钩体处，个别秦国带

二、腰间不断变换的时尚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束带用具，是良渚文化的玉带钩。良

渚玉带钩有成熟的造型，仅见于高等级贵族使用，推断它已

具有礼仪性质。玉带钩出现后没有在更大范围普及，在中原

地区同期文化中没有发现。

文明的伴生状态，有秩序，也有战争。当战争成为社会

生活的常态，军士的装备也越来越规范，皮革用于盔甲的制

作，也开始用于腰带的制作。宽厚的革带不能打结，于是发

明了勾挂方法，这方法应当是受了良渚人使用带钩传统的启

发。金属与非金属的钩应运而生，这样的钩将尾端固定在革

带上，使用时勾住钻有孔眼革带的另一端，靠人体的张力束

腰。腰带上配钩，这带上之钩就有了一个约定的名字，叫做

带钩。

大约自春秋时代开始，带钩的使用已经较为普及，经战

国到两汉，带钩成为先人不离身的小当家。没有带钩，行军

打仗的兵士不会有自在的行动，一般的人众也不会有自在的

行动。有钩有带，约束自我，方得自在之身。

1. 河南泌阳官庄北岗  2. 安徽巢湖北山头  3、4.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   

5. 西安建章宫遗址  6. 河北邢台陈村刘迁墓  7. 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

1、2、3、4. 私家藏品  5. 湖北江陵  6. 河南信阳长台关  7. 山西长治分水岭

8&9. 河南郑州二里岗  10. 河南洛阳烧沟  11. 河北邯郸赵王陵

1.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2. 江苏铜山小龟山  3. 长安杜陵陪葬墓  4. 云南晋宁石

寨山四号墓  5. 甘肃武威雷台  6、7. 南京仙鹤山二号墓  8. 南昌京山

1. 江西吉水金滩张宣义墓  2. 山西户县张良寨贺胜墓  3. 北京昌平十三陵

4. 河南浚县东环城路  5. 江西宜春市  6. 杭州半山  7. 安徽安庆民主

8. 上海浦东

秦     代

西     汉

西汉晚

东      汉

曲棒形玉带钩 长牌形玉带钩 琵琶形玉带钩（素面） 琵琶形玉带钩（素面）

战国早

西     汉

东     汉

东     晋

南     朝

南     宋

元     代

明     代

清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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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及两晋，都有全呼“带钩”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中

钩佯死，以误管仲。”

《列子·力命》：“射中小白带钩。”

《新序》：“管仲射小白中其带钩。”

《祥异记》：“长安民有鸠飞入怀中，化为金带钩。”

 《梁书·夏侯详传》：“得金革带钩。”

唐人注犀毗，也有“革带钩”之说，已见上述。钩，带

钩，不论在古文献、出土遣册、钩铭等方面看，称谓非常明

确。这种称名大致起于东周中期，迄于隋唐，基本上伴随了

整个带钩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时代。

五、小带钩与大文化

带钩与带扣，物件过于细小，一般不为研究者看重，所

以不大注重综合性研究。对钩与扣的文化史意义，也少有人

涉及。带钩虽小，它背后却常常关联着大历史，有人因佩钩

而得以继承王位，有人因窃钩而被诛杀，小小的带钩也演绎

过风云变幻的历史。带钩在古代书写过重要的历史片断，也

深深融入它流行年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

私纰头。《淮南子·主术训》说，“赵武灵王贝带鵔鸃而朝。”

高诱注：“读曰私纰头，二字三音也，曰郭落带系桃镝也。”

王国维《胡服考》以为冠名，而非带钩之名。高诱的话让人

很不明白，不过它说出了“私纰头”一名，与犀毗、师比倒

可能是一个名称。

上述这六个有点奇怪的名称，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所指

为一，就是带钩，可以“犀毗”或“鲜卑”作为代表称名。

张宴注犀毗 ( 胥纰 )，认为即鲜卑，并且说“鲜卑郭落

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对于这一句话，今人有几种不同

的断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其实鲜卑或犀比、师比是带上

的带扣，也就是王逸说的袞带头、班固说的金头带之头，不

是指的带钩。

带扣早先用于马骑的束带，后来转用在人束腰的带上，

难怪王国维主张于鞍制中求带制了。带扣在我国北方的两汉

和更早的时代流行，正如张宴所说：“东胡好服之”。带扣

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大量见于两汉以后，用于马具的带扣似可

早到春秋时代。如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国墓地，出土

了 29 件铜带扣，它们分别放置在有陪葬车马坑的墓室内。

魏晋以后，带扣大量用于武士束带，考古发现的这类武士俑

极多，身上挂甲束带，都用带扣。

知道鲜卑郭落带就是有带扣的革带，就是指的“胡革带

我们在《论语》中读到“束修”一词，很多人由此了解

到孔子课徒享受到的学费。束修，或写成束脩，一束什么？

一般以为是干肉，或是腊肉，或具体到“十条腊肉”，似乎

孔子是爱吃腊肉的。

束修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

尝无诲焉”。在束修和腊肉之间划等号，经学家们以为这是

孔子规定的拜师礼，朱熹认为“束修其至薄者”，说这点腊

肉不算什么厚礼。《朱子语类》还说，束修最不值钱，羔雁

则比较贵重。

孔子的意思原本可能是“自／行束修／以上”，古代男

子十五岁入学，要行束修之礼，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修”

代称之。也正因为如此，汉郑玄为“束修”下的注语即是“谓

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延笃传》注）。这束修之礼是什么，

觉得应当是系腰带礼，与及笄礼和冠礼意义相似。西汉孔安

国《论语注》就说：“束脩，束带脩节。”三国何晏《论语

集解》引孔安国语也说：“言人能奉礼，自行束脩以上，则

皆教诲之。”孔颖达释《尚书·秦誓》“如有束脩一介臣”时，

也引述了孔注《论语》以束脩为束带脩节之说。这样看来，

束修当腊肉解，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孔子收学费的公案，算是有了一个了断，不过又提出了

钩”，即环状类带扣。无论王逸、延笃、颜师古、司马贞等

所说都是一致的，都以为鲜卑就是胡革带钩，说明这种“钩”

与周汉带钩是有区别的，而束带的功用则完全相同。

这样说来，“犀毗”或是“鲜卑”，并不是中原带钩用

过的名字，它是“胡革带钩”的名字。这“胡革带钩”，不

是带钩，而是带扣，而且是胡人带扣。

在讨论带钩异名的时候，需要强调的是，束系革带的有

钮钩状物原来就称为“钩”，它是带钩的省称。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钩”的称名不仅早于“犀比”，而且早于“鲜卑”。

《国语·齐语》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管

子·小匡》所载同 )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

《荀子·礼论》：“缙绅而无钩带。”

《庄子·达生》：“以钩注者惮。”

《庄子·胠箧》：“窃钩者诛。”

以上所说的“钩”皆指带钩。还可举考古资料为证，时

代属战国中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楚简，其中有两枚简

文就是直呼带钩为钩的：

简 202：一组带，一革，皆有钩。

简 207：一素缂带，有□钩黄金与白金之舄。

长台关 207 简意为有错金银的带钩，查原墓所出的大

带钩就是错金错银的，与简文正合。湖北江陵望山 2 号楚墓

遣册第 2 简文为：“一缂带……一玉钩，一环。”这里的钩，

都是指带钩。

在稍晚一些的文献中，也可以经常见到径称带钩为钩的

例子，如：

《东观汉记》( 卷二十 )：“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

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泰族训》：“带不厌新，钩不厌旧。”

更重要的是，出土的铭文带钩也自铭为“钩”。江苏丹

阳东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带钩，镌铭为“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

日钩。”泰州新庄东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带钩，用金丝为铭

“五月丙午钩。”

至迟从司马迁的时代起，“带钩”一名的全称就已出现。

用带钩束带的秦俑

汉俑使用带钩束带示意 用带钩束带的秦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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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问题，就是“束带”之礼的问题。

一般来说，束带礼是冠礼的一个内容，古代的惯例是男

子二十而冠，适时会冠带相加。《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

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

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

欤？”通过行冠礼，一个男子从此转变为社会中的成年人，

提醒他要成为合格的儿子、弟弟、臣下和晚辈，如此才可以

称得上是人了，冠礼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

冠礼的执行年龄有时是可以变通的，有时是根据需要而

定。不过年十五的束带礼，却是并没有单独进入古礼的文献

记述，或者它并不是什么规定的仪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比

喻。

汉桓宽《盐铁论·贫富》说：“余结髮束脩，年十三，

幸得宿卫，给事輦轂之下。”他经历的束修之礼，提到了

十三岁。《后汉书·延笃传》说：“且吾自束脩以来，为人

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晋书·列女传·王凝

之妻谢氏》说：“束脩整带造於别榻”。这些话都是直接将

束带指为束修，义理明晰。

束腰的这个“带”，有时还是个象征，并不是一般的象

征，它是可以与“冠”齐称并提的，所谓“冠带……”即是。

有时甚至可以用“带”代“冠”，作为官位的象征。如：

《论语·公冶长》说：“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说：“寡人束带听朝三十馀年，

曾无闻焉。”

唐韦应物《休暇东斋》诗云：“由来束带士，请谒无朝

暮”。又《始治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诗云：“除书忽到门，

冠带便拘束。”

宋司马光《病中鲜于子骏见招不往》诗云：“虽无束带

苦，实惮把酒并。”

不论上朝还是面官，有官位者是一定要顶冠束带的，正

如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一云：“古人无事则缓带，有事

则束带。”所谓有事，即公干或比较正式的场合，那是一定

要束带的。那个陶渊明就不愿受这样的拘束，办公事还要人

提醒束带，“郡谴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晋书·陶

潜传》）。又见《南史·刘琎传》说，“（琎）方轨正直，……

兄瓛夜隔壁呼琎，琎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瓛怪其

久，琎曰：向束带未竟。其立操如此。”兄弟间夜里见面说

话，都要整衣束带。又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述，宋太宗夜

召陶谷，陶谷见帝而立却不肯进见，太宗意识到这是因为自

己没有束带的缘故，令左右取袍带匆匆束之，陶谷见帝束带

之后才进见。

王逸注《楚辞·离骚》有“善自约束”一语，由钩带的约束，

后人又引申为品行操守的约束，所谓束修自好，成为君子处

世的一个准则了。至迟从汉代时起，束带开始引申为道德修

养，象征操守。如范晔《后汉书·卓茂传》说，光武帝“乃

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

能为”。又《后汉书·胡广传》说：“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

愿以参选，纪纲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劝仰。”三国时的

曹操在《谢袭费亭侯表》中，也说到这个词：“臣束脩无称，

统御无绩。”又如《晋书·儒林传·虞喜》说：“伏见前贤良

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还有《晋书·夏

侯湛传》说：“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於冠带。”

这些束修之说，都是道德操守。

回过头再读孔子的话，“自行束修以上”，似乎闻不到

有干肉腊肉的味道了。自行束修与束修自好，两词的源头，

都汇在人的腰间之带上了。

在朝在野，安身立命，束带矜庄，带钩在那样的时代是

不可缺少的标配。

作者：王仁湘

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长期在各地从事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领域包括史前考古、边疆考古、图像考古、彩陶艺术、玉器文化、带钩与带扣文化、信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

编撰和主编各类专业著作与普及著作百多种。致力科学普及，曾获得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



带钩，用以束带，最早出现于距今 4000 多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普及，逐

渐成为古人重要的生活用器，汉晋之后被带扣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带钩虽小，但细细品味，便

能从这一件件小物中体会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感受到精妙绝伦中国工艺，领略到妙不可言的

东方美学。

带钩精巧，无论厚重的铜铁、璀璨的金银、温润的玉石、剔透的水晶，经过古代工匠巧夺天

工的技艺，都能制作成精巧的各式带钩。带钩奇妙，凶猛的瑞兽、远古的传说、身边的动物、日

用的农具，都能变幻成带钩奇妙的造型，让我们领略到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带钩美丽，华美的

错金银、绮丽的绿松石镶嵌、繁复的雕刻镂空，都能将带钩装饰得更加美丽，让我们领略古代工

匠对于艺术的奇思妙想。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引《梦书》曰：“梦得钩带，忧约束也。钩带著身，约敕己也。

持钩带脱，事决已也”，小小带钩，入得古人梦中，约束也随之入梦。古人之技艺，之审美，古

人之性情，之观念，也定能随着小而美的带钩，入得我们梦中。此次我们将用 400 余件带钩为大

家呈现一场带钩之梦，在梦里共同体会古人的精致生活，寻找散落在细微之处的文化情怀。

Belt hook first appeared in the Liangzhu Culture some 4000 years ago and has become a fashionable and 

aesthetic object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fter the Han and Jin Dynasty, as a fastening device it 

was replaced by belt buckle. Belt hooks were an ind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when worn by the elite. They 

are symbols of dignity and embodi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killful hands of ancient Chinese craftsmen, belt hooks out of materials such as jade, crystal, copper 

and iron, gold and silver, are designed with delicacy into the forms of auspicious wild beasts, legendary 

characters, farming tools, common animals, and other subjects. They are even gorgeously crafted through 

such techniques as gold and silver inlay, turquoise inlay, carving and hollowing, allowing us to appreciate 

the creativity and wonderful artistry of ancient Chinese craftsmen.

It is quoted in Tai Ping Yu Lan, Volume 354 The Dream Book，that “The dream has been hooked, and 

the worries restraint, when the hook is nearby, the soul is with itself.” Belt hooks may take us into the 

dreams of the ancients in which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esthetics, traits and dispositions, as well as their 

ideas. In this exhibition we have the honour to present over 400 pieces of belt hooks. We invite you to 

step into the exquisite world of the ancients and to discover the subtlety of our cultural ideal.

Forew
ord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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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
ne

B
elt H

ooks and C
hinese C

ulture

带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了近四千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其约束的功能延续至今。在中国的历史上，带钩不仅仅是一枚小小的

束带之物，它是华夏文明的灿烂之花，是古人精致生活的诗意表达。

其上镌刻的是伏羲女娲的上古神话，其下传达的是尊卑贵贱的古代仪礼，

它还是风云变幻历史大戏的重要配角。带钩上斑驳的铜锈、

拗涩的铭文无不彰显着它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篇章一

带 钩 与 华 夏 文 化

Belt Hooks have been in existence for nearly 4,000 years,

T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and its belting function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However in history a belt hook functions not just to 

hold cloths together, it is a symbol of the civilized way of living and a poetic 

expression of exquisiteness in everyday life. With the mythology of the 

god Fuxi and the goddess Nuwa engraved, it conveys the ancient rituals of 

classes and honours. It also plays a visible role in the continuing chang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mottled copper rust on the hooks and obscure 

inscriptions resonate with the currents of times and the profundity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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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伏羲形纯银贴金带钩
L:  11 .5cm   W:  4 .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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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鎏金饕餮形青铜带钩
L:  11 .7cm   W:  3 .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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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狼形凤鸟纹鎏金青铜带钩
L:  14 .5cm   W:  4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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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鎏金螭虎青铜带钩
L:  14 .2cm   W:  3 .3cm

东汉

凤首四神鎏金带铭文青铜带钩
铭文：令君高千
L:  16cm   W:  2 . 4cm



40 41

东汉

龙首错金银带铭文青铜带钩

铭文：建初二年五月丙午日作钩
L:  12 .5cm   W:  1 .8cm

东汉

龙首描金铭文青铜带钩
铭文：丙午日作钩
L:  12 .5cm   W:  2cm



42 43

西汉

龙首鎏金镶嵌宝石北斗七星纹青铜带钩
L:  11cm   W:  2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女娲氏青铜带钩
L:  9.8cm   W:  2 . 1cm



44 45

汉代

龙首错金银七镶青铜带钩
L:  18.8cm   W:  3cm

战国

凤首错金几何纹铁质带钩
L:  26.8cm   W:  2 .7cm



46 47

汉代

龙首错金银九镶青铜带钩
L:22 .7cm   W:  3 .5cm

战国

马首六镶贴金几何纹铁质带钩
L:  23 .3cm   W:  3 . 4cm



48 49

春秋

带人形族徽青铜带钩
L:10.5cm   W:  2 .3cm

西汉

龙首飞羊形青铜带钩
L:  9.5cm   W:  2 . 1cm



50 51

西汉

龙首西王母形青铜带钩
L:8. 4cm   W:  3cm

西汉

龙首蚩尤形青铜带钩
L:  9.2cm   W:  3 .7cm



52 53

西汉

龙首左青龙右白虎蚩尤形青铜带钩
L:14 .1cm   W:  5 .3cm

汉代

龙首羽人持仙草形青铜带钩
L:  12 . 4cm   W:  4 .3cm



54 55

西汉

龙首大禹治水形青铜带钩
L:10. 4cm   W:  4 .2cm

西汉

龙首镀银“穷奇吃人”形青铜带钩
L:  9.3cm   W:  4 .3cm



56 57

战国

凤鸟形复合象牙带钩
L:  10cm   W:  2cm

汉代

龙首龙凤形青铜带钩
L:  16.5cm   W:  2 .7cm



58 59

东汉

龙首鸱鸮手抱鱼错金银镶嵌宝石青铜带钩
L:  15 .8cm   W:  2 .9cm

春秋

龙首虎咬夔龙环链青铜带钩
L:10.3cm   W:  4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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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青铜带钩印
L:  2cm   W:  1 .3cm

战国

马首玉带钩
L:  4 .5cm   W:  1 .2cm

秦代

龙首秦兵形青铜带钩
L:  6.7cm   W:  3 .5cm



62 63

战国

龙首象形青铜带钩
L:  3 .2cm   W:  1 . 4cm

西汉

龙首朱雀形青铜带钩
L:  5 .2cm   W:  1 .9cm

西汉

鸟首饕餮纹青铜带钩
L:  7.3cm   W:  3 .2cm



64 65

战国

龙首带铭文复合青铜带钩
铭文：韩武六句
L:  3 . 4cm   W:  1 .6cm

春秋

鸭首贝币紋青铜襟钩
L:  2cm   W:  1 .7cm



66 67

中国古代工艺品种类繁多，材质不同工艺各异，

但是也常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制作青铜带钩所使用的工艺

和其他青铜器类似，而青铜器的一些装饰工艺，也经常使用在金银器、

漆器、玉器、象牙器等工艺品上。雕刻、镂空、镶嵌、

错金银等巧夺天工的装饰工艺，使这些工艺品拥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带钩只是工艺品中的一个小类，

但通过这样的小物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工艺的精妙绝伦，

可以一窥古代匠人的非凡智慧。

篇章二

带 钩 与 中 国 工 艺

The ancient Chinese craft arts vary in categories,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but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share 

aesthetic qualities and values.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bronze belt hook 

is similar to that of making other bronze wares. Some bronze techniques 

are also used in gold and silver wares as well as lacquer, jade, and even 

ivory wares. The craftsmanship of carving, hollowing, inlaying 

of gold and silver give these crafted works the vitality to p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nd becom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for us. 

Although belt hooks take only a small part in the big picture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they offer a glimpse of the profoundness of ancient 

Chinese craftsmanship, and the extraordinary wisdom of 

those who have mad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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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三龙双凤纹青铜带钩
L:  19.1cm   W:  3 .3cm

战国

龙首错金龙纹青铜带钩
L:  12 . 4cm   W:  2 .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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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凤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火焰几何纹青铜带钩
L:  23 .7cm   W:  3 . 4cm

战国

龙首错金镶嵌绿松石青铜带钩
L:  13 .3cm   W: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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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几何纹青铜带钩
L:21 .8cm   W:  2 .7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几何纹青铜带钩
L:  27.2cm   W:  5 . 1cm



74 75

战国

龙首错红铜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5 .3cm   W:  2 . 4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0 .9cm   W:  1 .6cm



76 77

战国

龙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凤鸟几何纹青铜带钩
L:  9.3cm   W:  1 .5cm

战国

龙首纯银贴金几何纹带钩
L:  7.5cm   W:  1 .7cm



78 79

战国

龙首错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2 .8cm   W:  2 .2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多龙纹缀金点青铜带钩
L:  11 .5cm   W:  1 .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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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4 .8cm   W:  1 .7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1 .6cm   W:  1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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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贴金兽面双螭龙青铜带钩
L:  18.3cm   W:  2 .3cm

战国

龙首贴金龙纹青铜带钩
L:  12 .3cm   W:  2 .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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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鎏金双兽头青铜带钩
L:  15 .9cm   W:  2 .5cm



86 87

战国

龙首鎏金镶嵌绿松石青铜带钩
L:  15 .3cm   W:  1 .5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几何纹青铜带钩
L:  20. 4cm   W:  1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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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象牙带钩
L:  13 .5cm   W:  1 .3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7.5cm   W:  1 .3cm

战国

龙首错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2cm   W:  1 . 4cm

西汉

龙首鎏金镶嵌绿松石青铜带钩
L:  19cm   W:  1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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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兽面狼形贴金青铜带钩
L:  7.9cm   W:  2 .9cm

春秋

四不象纯金带钩
L:  2 .7cm   W:  1 .3cm



92 93

西汉

长方形镀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3 .3cm   W:  6.2cm

西汉

龙首鎏金镶嵌绿松石狼形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5 .5cm   W:  4 .9cm



94 95

战国

马首错金饕餮纹青铜带钩
L:  6.6cm   W:  2 .7cm

战国

龙首耜形几何纹青铜带钩
L:  5 .5cm   W:  2 .2cm

战国

龙首纯银贴金如意形青铜带钩
L:  4 .3cm   W:  2cm



96 97

西汉

龙首鎏金镶嵌绿松石熊形青铜带钩
L:  6.5cm   W:  2 . 4cm

汉代

龙首水晶带钩
L:  5 .5cm   W:  2 . 1cm

西汉

鸭首贴金镶嵌菩提珠兽面银质带钩
L:  4 .3cm   W:  1 .9cm

春秋至战国

鸟形青铜带钩
L:  2 .5cm   W:  0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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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艺术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古对美的感悟，

也包含着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从原始社会至今，

中国艺术在每个阶段都拥有自身的特色，但也遵循着固有的规律。

好神鬼的商代，重礼仪的西周，缤纷多彩的春秋战国，肃穆又华丽的秦汉，

带钩虽小，但作为艺术的载体在中国古代走过漫长的时光，

从那些瑰丽多变的造型，美轮美奂的纹饰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庄严，

感受到神秘，体会到奇逸，窥视到妙不可言的东方美学。

篇章三

带 钩 与 东 方 美 学

The ancient art of China presents not only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but also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Chinese art follows consistent 

laws while at every stage it shows different features,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art 

of the ghostly Shang Dynasty, the heavy ritua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colourful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solemn and splendid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petite size of belt hooks can carry resourceful 

information of history and beauty of ancient China shown in their various 

magnificent shapes. By looking at them and observing their beautiful decorations, 

one can still admire the majesty, feel the mystery, experience the strangeness, 

and peep into the splendid world of Orient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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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凤鸟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22 .5cm   W:  2 .5cm



102 103

战国

龙首错金银三龙双凤纹青铜带钩
L:  21 .9cm   W:  4 . 1cm

战国

龙首错金饕餮纹青铜带钩
L:  15 . 4cm   W:  1 .9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五龙纹青铜带钩
L:  23 .6cm   W:  2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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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琵琶形青铜带钩
L:21 .5cm   W:  4 . 4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琵琶形青铜带钩
L:  18.5cm   W:  3 .3cm



106 107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1 . 4cm   W:  2 . 1cm

战国

龙首贴金龙纹青铜带钩
L:  10 .5cm   W:  2cm



108 109

春秋至战国

龙首贝币纹青铜带钩
L:8.2cm   W:  1 .5cm

战国

龙首错银蟠虺纹青铜带钩
L:  15cm   W:  2cm



110 111

西汉

龙首多动物形
青铜带钩
L:  20.5cm   W:  2 .2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旋涡纹
青铜带钩
L:  20.6cm   W:  1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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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银旋涡纹青铜带钩
L:  17cm   W:  1 .3cm

战国

龙首错银羽毛纹青铜带钩
L:  18.2cm   W:  1 . 4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旋涡纹青铜带钩
L:  19.5cm   W:  1 .5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21cm   W:  2 .3cm



114 115

战国

象牙带钩
L:  15 .7cm   W:  1 .7cm



116 117

战国

龙首饕餮纹镶嵌绿松石青铜带钩
L:14 .5cm   W:  2cm

战国

巨型龙首错银旋涡纹青铜带钩
L:  18.6cm   W:  4 .2cm



118 119

战国

龙首错金银龙形青铜带钩
L:  12 . 1cm   W:  2cm

战国

龙首错银龙凤纹青铜带钩
L:  12 .9cm   W:  1 .8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0 .5cm   W:  2cm

战国

龙首错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3 .5cm   W:  2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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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龙首错金银腰果花纹青铜带钩
L:  12 .2cm   W:  2 . 4cm

战国

狐狸首错金银双凤朝阳
几何纹青铜带钩
L:  12 .8cm   W:  1 .8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1 .2cm   W:  1 .6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鲨鱼纹青铜带钩
L:  8.5cm   W:  1 .5cm



122 123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2cm   W:  1 .5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3 . 4cm   W:  1 .7cm

西汉

龙首柿蒂纹纯银带钩
L:  10 .7cm   W:  1 .3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漩涡纹青铜带钩
L:  15 .2cm   W:  1 .6cm



124 125

西汉

龙首狼形鎏金青铜带钩
L:  7cm   W:  3 . 1cm



126 127

西汉

龙首双兽面青铜带钩
L:  19.1cm   W:  2 .8cm



128 129

战国

龙首飞鹿形纯银带钩青铜带钩
L:  8.7cm   W:  4 . 1cm

西汉

龙首蝉形青铜带钩
L:  8.5cm   W:  1 .8cm

西汉

龙首龙形鎏金青铜带钩
L:  10 .8cm   W:  4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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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龙首三螭互咬环链青铜带钩
L:  8.5cm   W:  5 .8cm

西汉

龙首饕餮纹青铜带钩
L:  6.3cm   W:  3 . 4cm

战国

龙首错金银几何纹青铜带钩
L:  7.5cm   W:  4cm



132 133

战国

龙首错金银双鹿纹鎏金青铜带钩
L:  5 . 4cm   W:  2 .2cm

战国

龙首异兽蝉形镶嵌绿松石贴金青铜带钩
L:  6.9cm   W:  2 .3cm

西汉

龙首兽面圈纹青铜带钩
L:  7.3cm   W:  4 .2cm



134 135

战国至汉代

龙首错金银凤鸟兽面形青铜带钩
L:  5 .5cm   W:  4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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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龙首博山双熊和双野猪形青铜带钩
L:  11cm   W:  3 .8cm

战国

龙首凤鸟形青铜带钩
L:  8.3cm   W:  3 .5cm

西汉

龙首镶嵌宝石异兽形青铜带钩
L:  8.5cm   W:  2cm

西汉

龙首凤鸟纹青铜带钩
L:  10 .1cm   W:  3 .2cm



138 139

春秋

龙首夔龙纯银带钩
L:  9. 4cm   W:  3cm

西汉

龙首熊形青铜带钩
L:  6cm   W:  2cm

西汉

鸟首螭虎青铜带钩
L:  8. 4cm   W:  2 .8cm

西汉

龙首猴抱玉壁镶嵌松石青铜带钩
L:  6.5cm   W:  2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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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马首和田玉带钩
L:  9.2cm   W:  1 . 4cm

战国

龙首大象形青铜带钩
L:  4 .8cm   W:  4 .8cm

战国

马首纯银带钩
L:  9.2cm   W:  1 .3cm

汉代

龙首人俑青铜带钩
L:  6cm   W:  3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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