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装：因孙中山提倡而得名

红都集团的网站这样介绍中山装： 中山装是以中
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命名的男式套装， 上身左右
各有两个带兜盖和扣子的口袋， 下身是西式长裤， 由
孙中山先生提倡而得名。

“中山装” 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有媒体称， 中山
装可以追溯到1902年， 越南华侨黄隆兴根据孙中山先
生而设计出了“中山装”的雏型。 1919年，孙中山先生请
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制服改成便装。 服装店的设计
师融合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 创制 “中山装”。

根据红都提供的资料 ， 初期的中山装是由 “红
帮” 裁缝王才运根据孙中山、 黄兴等人的意见， 采用
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 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 根
据中国人的体型和气质试制的。 中山装融入了中国传
统文化， 如： 依据国之四维 （礼、 义、 廉、 耻） 而确
定上衣前身设4个口袋， 依据当时区别于西方国家三
权分立的五权分立 （行政 、 立法 、 司法 、 考试 、 监
察） 而确定前门襟为5粒纽扣， 又依据三民主义 （民
族 、 民权 、 民生 ） 而确定袖口还必须有3粒扣子等 。
裤子有三个口袋 （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
挽裤脚 。 中山装整体廓形丰厚 、 饱满 ， 穿着稳重大
方 。 几十年来中山装成了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礼仪服
装 ， 所以中山装又称 “人民装 ”， 被誉为中国人的
“国服”。

最著名的中山装是红都集团的老技师田阿桐为毛
主席制作的 “毛式中山装”。 田阿桐为毛主席、 周恩
来 、 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多次制装 。 由他首创的
“毛式中山装” 在中国公务正装的历史上， 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如今红都中山装制衣大师———高黎明和
蔡金昌皆师承于田师傅。

田阿桐出生于1925年， 13岁从师学艺。 根据记载，
1956年8月的一天， 31岁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主席
做衣服的 “特殊任务”。 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
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 出于安全考虑， 为毛主席
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 只能靠 “目测”。 尽管
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 “目测” 来做衣服， 但凭着多年
的经验， 他站在离毛主席5米远的地方， 一次 “目测”
成功。 初次为毛主席做衣服， 田阿桐对于面料及颜色
都亲自挑选， 并根据毛主席额头宽、 脸庞大、 身材魁
梧等特点， 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 普通
中山服的衣领较高， 领舌小。 为了使毛主席穿起来感
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 ， 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
领， 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 并根据毛主席
身体的特点将领口增大。 为使毛主席原本魁梧的身材
更显挺拔 ， 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
些， 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 袖笼也比常
规提高了一点。 为了使衣服保持高度平整， 田阿桐在

做衣服过程中特别注重手工操作。 毛主席对田阿桐做
的这套衣服也非常满意， 还穿上这件中山装照了一张
半身标准相 。 这张标准像后来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
上 ， 成为一张闻名世界的伟人标准照 。 “毛式中山
装” 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

田阿桐师傅在红都工作了40余年， 多次为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制装。 2000年， 田阿桐以70多岁
的高龄退休， 于2007年去世。

中山装的奥妙：一针一线皆有生命

根据资料显示，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等领导
人均有身着中山装出席国庆大阅兵的经历。 其中大部
分礼服均出自红都集团的技师之手。

红都集团的成立最早要追溯到1956年。 那一年在
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 208名来
自上海波纬、 雷蒙、 造寸等20家服装店的裁缝被选拔
到北京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 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
时装公司， 这是红都集团的前身。

蔡金昌师傅与红都同岁， 出生于1956年。 自1979
年进入红都以来， 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将近40个春秋。
在红都的展览室里， 悬挂着一张蔡金昌给西哈努克亲
王试衣服的大幅图片。 “我记得这是在1992年，” 蔡金
昌师傅介绍， 样衣就是按照制作工艺， 用手工一针一
线把样衣缝制好， 让客人试穿， 技师根据试穿结果把
每一片做出微调， 令衣服更为合身， 调整之后缝合成
衣。 当年， 在蔡金昌为西哈努克试衣时， 他的同事从

侧面为他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在蔡师傅的眼里， 每一件 “中山装” 都有合体的

密码。 “人的身体是立体的， 有弧度， 如何让衣服与
人的身体一样， 也有一点弧度呢？ 制作时， 外面的料
子稍松， 贴合的嵌条要短一点， 两者贴合烫平之后，
衣服的衣襟就会自然回收， 有一个贴身的轻微弧度。
这样穿起来的衣服才能包着人的身体。 不过， 这需要
技术， 嵌条要太紧， 外面有皱褶， 但是太松， 衣服就
不包身。” 另外蔡师傅介绍， 中山装的每一个口袋也
都有讲究， “衣服口袋是掏着缝的， 就是从口袋里面
缝上。” 还有兜盖要有圆弧， 两边的兜盖要一致， 不能
有角。 这些制作细节， 都是靠技师多年的经验和手艺
来摸索。

红都集团另一位大师———高黎明已经为诸多中外
国家领导人提供过制装服务。 他表示， 每一件定制版
中山装的制作都需要根据穿着者的脸型、 体型、 穿衣
习惯来调整衣领的宽窄、口袋的大小。 比如，他为一位
领导人设计的中山装， 衣领为直角， 宽度变窄， 介于
毛氏中山装与普通中山装之间。 这件礼服在制作时，
考虑到这位领导人穿着时的场合 、 时间 、 天气等因
素， 选用了高织纱花呢， 衣兜盖覆了双层胶衬， 既可
保持挺括又能避免死板； 根据不同体型， 裁剪方式也
各有不同， 以保证衣角不外翻。 仅衣领就改了好几版，
经过特殊处理， 系上领钩后领子始终保持上下平整。

在两位大师眼中， 每一件定制版中山装都是与穿
衣者的身材 、 穿衣习惯和着装场合息息相关 ， 是有
“生命” 的作品。

制衣工匠的修炼：至少5年才能上手

一件中山装是否精致与制衣技师的手艺密不可
分。 在蔡金昌看来， 成为一名技师需要的是数年稳扎
稳打实干的功夫。 “我在入厂的第一年， 整整一年没
有摸到高档布料。” 蔡金昌介绍， 1979年他23岁通过社
会招工来到红都 ， 成为学徒 。 “一开始 ， 就是练习
‘拱针’。” 说着， 蔡师傅拿出一块布， 示范“拱针” 动
作给记者看。 “拱针” 其实就是让针在布料上上下穿
梭， 缝出一条匀实的 “虚线”。 “又要快， 不能扎手，
还得均匀， 每一条线都一样长短。” “拱针” 之后是
“三角针” “杨树花”， 这些针法练习了足一个多月，
才开始摸机器 ， 缉直线 （缝 ）， 滚扣眼 。 两个月后 ，
蔡师傅才开始摸真正的衣料， 学习制衣。 “不敢动高
级定制的衣料。 这些衣料都是专门为客人定制的， 数
量也是固定的， 如果在制作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无法弥
补的， 所以一开始学习要从成品服装入手， 一种面料
制作多套服装 ， 出现错误还可以调整 。” 蔡师傅说 ，
当时学徒每一步都有师傅带着， 三个师傅带着十几个
人做， 边学边干。

“我们分工也很细致。 大分类有男装、 女装， 裤
子。 女装还要分硬料和软料。 我主修男装。” 蔡师傅
学做男士正装———包括西装 、 中山装 、 青年装 、 大

衣、 建设服等。 学习制衣时， 蔡师傅发现， 师傅让一
部分一部分学———有人先学前道， 就是口袋、 有人先
学做中道， 就是衣身， 还有人学做后道， 就是袖子。
蔡师傅先学做中道。

1981年， 蔡师傅作为骨干， 被安排到技术达人田
阿桐师傅的工作室学制作。 “我跟田师傅两年， 学习
了制作 。 就是田师傅把料子进行剪裁 ， 我将衣服
缝制完成。” 蔡师傅感觉田师傅的要求果然很高， 尤
其是细节。 在车间已经可以算过关的活儿， 在田师傅
这里也许就需要重做， 以达到精益求精。 1982年， 蔡
师傅又跟随丁奎英师傅学习剪裁。 “按规定， 学徒出
师三年。 其实出师之后， 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摸索，
才能成。”

一件衣服怎样才能算做的精致呢？ 据红都的工作
人员介绍 ， 普通的裁缝使用 “市分 ” 来作为度量单
位， 蔡金昌师傅常用的单位是 “毫米”， 就是0.1厘米。

另外， 田师傅当年距离5米目测量体的绝活儿， 也
被这一代大师重现。 师承田阿桐的高黎明有出神入化
的 “目测量身” 功底。 2012年在中国与马耳他建交40
周年之际， 红都集团应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邀请为时
任总统的阿贝拉及夫人制装 。 高黎明师傅承担此任
务， 通过查阅阿贝拉总统的照片， 以及总统夫人出席
晚宴时的照片 ， 高黎明目测出总统及夫人的身材尺
寸， 提前为总统准备了中山装等， 并为总统夫人准备

了套装、 大衣等。 阿贝拉总统试穿后， 对中山装十分
喜爱， 当得知这套中山装是由红都师傅为他目测定制
时， 总统称赞： “中国的服装技师很神奇！”

为一两个人 “目测量身” 还不算神奇， 1990年北
京亚运会， 丁奎英、 蔡金昌等红都技师承担官员和裁
判员制装任务 ， 在没有见到本人 ， 没有亲自量过
尺寸的情况下， 制作的一万多件男士合身的西服， 堪
称奇迹。

这衣服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 蔡师傅回忆说 ，
“我们先制作样衣， 根据经验， 估摸大约的胖瘦范围
制作， 推导出上千个版式。 在亚运会官员和裁判员还
没到中国之前 ， 按组委会要求把需要的西服制作完
成。” 根据蔡金昌的介绍， 官员和裁判员到达驻地酒
店， 这些西服早已经准备好， 他们放下行李就开始试
衣服。 “丁 （奎英） 师傅在酒店， 带着同事给官员和
裁判员试装。 丁师傅一看对方大约穿多少尺码的， 就
给人家递过去一套 ， 合适就拿走 ， 不合适再换另一
套。 如果对方没有在成衣中找到合适的尺寸， 丁师傅
马上给人家量体。 我和一些同事留守在生产车间， 等
丁师傅把对方的尺码电话报给我。 我和同事们抓紧制
作， 保证让对方八小时以后就能穿上合适的服装。”

据介绍， 北京亚运会官员和裁判员穿着的这套新
款服装， 上肩略宽， 下摆略收， 使每件服装可以适应
四个相近体型的人穿着， 是丁奎英和蔡金昌等技师经
过精心研制设计出来的 。 经过精心的制作安排 ， 最
终， 37个国家的官员和裁判员穿着的共730个规格、 8
个颜色、 15289套服装， 无一返修， 圆满完成任务， 这
是一代制衣技师的绝妙。

据了解， 在制衣技师中， 能够制作中山装的技师
是 “抱单件儿” 的全才。 从量体、 选料、 裁剪、 缝制
等全套工艺需由一位裁缝负责。 高黎明表示， 培养这
样的人才至少需要5年。

传承：要让中山装时尚又亲切

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创新， 红都的中山装也几经改
版， 从最初的立领、 明门襟、 7粒扣， 4个压爿口袋，
背面有后过肩、 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 到后来的立翻
领、 7粒扣， 下口袋为老虎袋， 发展到现在的立翻领，
有风纪扣， 衣身三开片， 前门襟， 5粒明扣， 4个贴袋，
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 上为平贴袋， 下为老虎袋。 中山
装也一直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在革新。

2011年， 红都复兴中山装的消息被媒体争相报道。
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上 “中山装 ” ， 摆上 了
红都设计研发及制作中心主任蔡金昌的案头 。 他介
绍， 其实从2010年红都设计研发中心就已开始着手改
良传统中山装的式样 ， 让中山装更受普通消费者
的欢迎。 “从版型上， 我们后来的成品是改变了衣身
的造型。 主要是收了腰身， 袖口收窄。 制作中， 采用
了更薄的辅料。 这就让衣服更轻柔随身， 不要把板搞
得太硬。”

在红都集团的展厅， 记者看到了这件名为 “盛世
国服” 的改良版中山装。 红都工作人员介绍， 中山装
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 综合西式服装与中式服
装特点的基础上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 有袋盖的四贴
袋服装。

记者眼前的这件 “盛世国服” 保留了中山装的传
统中国元素， 从设计、 选料、 工艺等方面进行创新，
比如， 工艺上采取肩袖劈缝、 袖子做真开叉、 领子改
成软领， 与时尚男装工艺紧密结合， 更符合现代人的
穿着要求； 过面做大耳朵皮， 在原有里袋的基础上增
加笔袋， 并配红色珠边， 里袋口打红色 “D” 型结 ，
使里衬的制作效果更加美观生动。 衣服在辅料上， 领
衬用毛衬代替原来的树脂衬， 既柔软又挺括……

蔡金昌说， 现在主流市场上的制作工艺与几十年
前有着很大的变化， 现在都是电脑打板， 采用先进的
平缝和专用设备， 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高级定制， 我
们采取一人一版， 制作采用先进设备与传统工艺相结
合， 使传统手工工艺得到传承与发扬， 然而传承需要
匠人的手感和钻研。

红都的大师反复强调 ： 中山装的传承和推广
亦需要匠人一针一线地钻研， 匠心永远是 “国服”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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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气气中中国国风风““国国服服””蕴蕴国国魂魂

北京红都集团有限公司为毛主席制
作的灰色中山装复制品一直陈列在公司
的大堂内， 其后写着：“1949·胜利者的选
择。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的红都
集团比邻市政府， 是中央领导人定制服
装的“首选裁缝”。 而今，红都依然是 “弘
扬中国风， 精制中山装” 的首选品牌。

由于历届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中山
装， 红都对中山装制作技艺更是倍加珍
视， 并于2011年提出复兴中山装文化。
近日， 中山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红都集团设计研发及制作中心
主任蔡金昌与同事全国劳动模范、 中华
传统技艺技能大师、 为多位领导人制装
的高黎明接受了午报记者专访， 一同解
读中山装的百年历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

高黎明（左二）为马耳他总统制装 蔡金昌（左一）为巴哈马总理制装

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高黎明

——————““红红色色裁裁缝缝””们们的的中中山山装装记记忆忆

市级中山装项目非遗传承人蔡金昌

高黎明在工作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