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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瑶族服饰色彩的象征意义及内容探析
文 / 叶永敏
粤北瑶族服饰色彩鲜艳、
古朴、
醇厚，
有独特的人文思想，
是粤北瑶族情感的表达、
宗教信仰的体现，
在
也是民族生存记忆的记载。排瑶和过山瑶是粤北瑶族主要分支，他们的服饰色彩一脉相承却各有特点，
系统，基本形成了黑白为基调、
斑斓蛮衣的丰富内容。
长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产生了独特的
“五色”
五色；
民族情感；宗教
粤北瑶族；
服饰色彩；
象征；

1 粤北瑶族服饰色彩的象征意义

为
“瑶族”
。从有“犬”类偏旁的“猺”字，
暗嘲瑶

1.1“五色”系统的民族情感和象征意义

族人的祖先“盘瓠”
龙犬，
可以明显看到瑶族人

关于瑶族服饰色彩最早的记载为晋代干
宝的《搜神记》
（卷十四）中对盘瓠的神话记载：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之衣服，裁制皆
有尾形”
。这五色与汉族信仰的五色——
—青、

在古代汉族统治者眼里没有
“人”
的尊严，而瑶
族对五色的使用正是体现了在这长期压制下
的精神反抗。
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在瑶族尤其是粤北

，
“ 赤”通
赤、黄、白、黑是一样的。“青”通“蓝”

瑶族的服饰中最为常见，
并且常作为大面积的

红。汉族先民对五色的推崇来源于对自然界的

底色。瑶族人的五色中
“黑”
色是对土地赠予的

认识，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也；赤，赫也，太

黑色的
感谢，
对土地力量的崇拜。在古代中国，

阳之色也；黄，晃也，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

地位非常高。老子对黑色这样描述：
“玄之又玄，

也，如冰启时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

众妙之门”
。黑色兼有神秘感，
以此来表现幽静

随着王权社会的到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对服

崇尚水的对
朴素的意境。秦始皇在得到天下后，

色有非常严明的立法约束，等级森严。其中五

应色——
—黑色。[2]而粤北瑶族的黑色象征意义

色为正色，只能由官员和贵族穿着，平民只能

却与此完全不同。在瑶族的历史上，
瑶族被剥夺

着五色调出的间色。五色有明显的阶级分别和

了拥有土地的权利，
成为一个到处迁徙的民族，

地位的象征，瑶族人民也以此为服饰正色，
将

黑色成为他们对土地的向往和对失去土地的沉

五色的贵族象征平民化。这与瑶族长期被压

痛之情的情感代码。在瑶族生活的环境中，
我们

制、处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有关，从瑶族名称的

可以看到不管在哪个省份或者地区的瑶族，都

，
是
演变我们可见端倪。“瑶”在东汉时谓“猺”

是生活在大山中，
所谓穷山恶水。他们居住的地

，新中国成立后，统称
为“蛮类”，
唐初写作“徭”

方都是寸草难生的崇山峻岭，土地是非常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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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才逼得他们不得不吃尽一山、走一山，

或财富的崇拜的如此狭隘。这五色更多的体现

因此才会有全世界瑶族支系分布范围最广的过

。瑶族人通过对五色的
了色彩美学中
“宗教性”

所以非
山瑶。正是因为土地对他们是如此难得，

保留和延伸运用，
寄托了对祖先龙犬盘瓠的敬

常希望能拥有一块可以栖身，能够生产的土地。

仰和怀念。瑶族人的五色与汉民族推崇的“五

但是传统的政权一直视瑶族人为异类，土地对

色”
所蕴含的情感和色彩心理是不一样的。瑶

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拥有的。所以瑶族的服

族服饰色彩是情与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执

饰色彩占最大面积的就是黑色。本意是传达民

着、实在的心理情感，因此瑶人对五色的利用

族情感，但是也非常适合色彩美学及服饰色彩

是源于对自然的热爱，
以及民族发展和成长记

的规律。因为黑色在服饰搭配中被认为是最百

忆的映射。

搭而且是永不过时的颜色。
“红”
色像
“火”
一样，

2 粤北瑶族服饰的色彩内容

是其民族在不断迁徙过程中获得食物和吓退野

2.1 黑白基调

兽的保障。清远连南排瑶的节日盛装里红色居

粤北瑶族服饰因支系和地域而有差异，但

多：红色三角绣花冠 （形状类似清代妇女的旗

一般都爱穿黑色衣服。因此在平装和盛装中，

头），
黑底红色绣花衣、
黑底红色绣花裙。

黑色是用量最多的颜色。经过调研还发现，相

蓝色和白色既是一种民族情感的宣泄，同

比较排瑶、
过山瑶的服饰整体色彩以黑色占得

时也是对民族历史的史实记载。蓝色在色彩感

面积最大，
其他色彩仅在服装边缘及后背小面

情里是悲伤的，但是在瑶族，不仅有此情感，
同

但粤
积装饰，
整体较为朴素。虽然黑色是主色，

时也是对长期赖以生存无私给予的苍茫大山的

袖口、下
北瑶族会在服装的边缘部分，如门襟、

记录。清远连南排瑶常服常使用蓝靛扎染布裹

摆等地方进行镶边装饰。如乳源过山瑶喜爱在

头和蓝色襟边；东三排中的油岭型服饰，喜欢在

门襟部位装饰绣片或者直接刺绣，
以深紫色和

领肩之间缝上一块幅面较宽的白色
“圆垫肩”
。

色彩为主，
色彩凝重。连南排瑶喜爱用白色或

黄色是光明，
是太阳，
作为汉族最崇敬的色

钴蓝色，并且会系扎白色或黑色腰带（男子有

彩，在汉族历史上，代表着万物的生机、
生命的

时扎蓝色腰带）。这几种颜色的搭配使整体朴

源头、生存的动力，所以黄色是至高无上的，历

素的色调中又呈现一定的层次。粤北瑶族都爱

代入主中原的皇族的代表色彩是明黄色 （明黄

缠脚绑，戴头冠或包头，但是乳源的脚绑为白

在黄色系中明度和纯度皆高）。也许在瑶族人的

底绣花，连南为黑底绣花。一个清雅，一个古

只是用来
心目中，
这黄色只是让他们觉得温暖，

男裹红色
朴。同样，
排瑶盛装女戴红色绣花冠、

弥补民族伤痕和和抚慰民族情感，同时也给予

包头，过山瑶盛装男缠白色绣花头巾、老年妇

他们生存的希望。

女用白色棉布包头。一个浓烈，
一个清新。

系统的 宗教及情感属性
1.2 “五色”
史书中记载莫徭（因其在山中为业，有采

瑶民还喜欢戴耳环、项链、
银牌、
手镯和戒
指等装饰品，以银质为主，银色虽有光泽但低

捕而无赋役，故名“莫徭”
）在制作各种蜡染、
挑

调，和白色色彩情感接近，很好的平和了红、

花、刺绣饰用品时，都喜欢用红、黄、青、绿、白

黄、
蓝、
玫红的喧闹。

五色作为基本色调，据说源于盘瓠“毛五色”
，

2.2 斑斓蛮衣

后人相承，以纪念盘瓠。由此可见，粤北瑶族的
五色系统所蕴含的民族情感远远不是对皇权

瑶族服饰除了“黑白”
底色外，
常用的有彩
绣花头帕、
色集中于一些配件：
有绣花三角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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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头巾、披肩、绣花衣领、绣花襟、绣花衣、绣

型较为写实，形象生动，是山地民族生活的写

花腰带、绣花袋、绣花裙、绣花脚绑、儿童绣花

照。

[3]
帽、儿童绣花马裤等十多个品种，
构建成斑斓

的延伸
2.3“五色”

蛮衣。在这些配件服饰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在粤北瑶族地区，人们对色彩的喜爱早已

排瑶的绣花衣。排瑶的绣花衣，从肩背延伸整

超出
“五色”
的范围。黄蓝的间色绿色，在连南

个袖子，全部用红色绒线绣满，边缘部分绣上

排瑶的服装中大量被使用，说明了勃勃的生

马头纹，从下摆往上约 20-30cm 正面和背面均

机。在排瑶的绣花腰带上绿色甚至取代了五色

绣满图案，以原野纹和马头纹为主，以红色为

中的黑色，
同时五色相互调出来的多种间色也

底，间或出现白色、黄色和绿色。整个绣花衣，

被使用，
如紫色、
玫红、
粉绿、
淡黄等等。只是瑶

远看去，
一片饱满的红色与中间的黑色形成强

族人对色彩的选择和搭配非常符合色彩规律，

烈的视觉效果。除五色外，最常见的颜色便是

以至于让我们觉得他们似乎熟知红黄蓝为三

儿童绣花帽
绿色和玫红色。有时，
如衣领部分、

原色，可以调出任何色彩，并且黑白两色为明

经常会以玫红为底色，可见瑶族人对纯度较高

度和纯度的极色，
可以与任何色彩相配。这样

的色彩相当青睐。在刺绣和一些边缘装饰，
饱

的搭配使得整体色调层次丰富度增加。很显

和度较高的绿色也被大量使用，这种颜色所蕴

然，
由于与汉族人的杂居，以及与外界的交流，

含的民族情感不难理解，瑶族生活在物资缺乏

不再局
粤北瑶族的服饰色彩有了很大的延伸，

的大山中，不能像生活在平原的人们那样经常

限于“五色”
系统。

看到水草丰美、红花绿草、肥沃良田的景象，所

3 结语

以他们在服饰中大量使用绿色，这属于一种心

粤北瑶族服饰色彩有其独特的人文思想，

理情感的补偿。连南排瑶女子喜爱在头上装饰

是表现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重要形式。经过

花朵，或者白色羽毛、白木通，扎绣花脚绑，将

调查和分析，
粤北地区瑶族服饰色彩的选择和

铃铛、铜钱、铜鼓、各色珠子等缝在帽子上，铜

使用：第一，出于“宗教”和民族信仰，第二，表

钱、铜鼓金银色的光泽搭配艳丽的红与清新的

达了一定的民族情感，第三，在长期生活的自

黄色、绿色，显得色彩丰富，层次分明。排瑶男

然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第四，体现了粤北瑶

上
子服饰为头扎红头巾、上衣的襟边为白色，

族人民对色彩良好的审美能力。

衣的衣领是绣花的，扎红腰带，裤长至脚踝，扎
绣花脚绑。有时男子的红头巾下面缝缀一块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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