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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绣的色彩及其文化探究
文 / 殷 航，
赵 军，杨小明
鲁绣是中国北方民间刺绣的代表之一，它的色彩艺术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大自然的真实写照，还有
具有强烈反差的色彩搭配和突出热闹喜庆氛围的民俗生活图景。鲁绣绣品中的色彩浓丽、鲜明，粗犷豪放；
表达的是热爱生活，
寓意吉祥的主题。文章将重点讨论鲁绣色彩的来源、
分析常见的民间作品的特点，以及
鲁绣作品中的文化特征。
文化特征
鲁绣；
色彩；

色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在人类物质生

见的题材。

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中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系

荷花是济南的市花，尤其当“水光潋滟晴

统。色彩以自己特殊的功能、最具感染力的形

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时，
“ 四面荷花三面

式逐渐在人们的生产劳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

柳”
“展放荷花三十里”是济南景物风情的一
、

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形成了人们的色

娇艳
大特色。硕大的、
翠绿的荷叶衬托着红的、

彩审美意识，成为造型装饰、美化生活艺术的

的花朵，
凌波翠盖，
如绸纱沾水、
青丝浮动，
婉约

重要元素之一。鲁绣的色彩是鲁绣造型的基础

飘逸。古风传承，
济南人对荷花的喜爱就全在情

语言，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鲁绣起源于春秋

理之中，
呈现在艺术作品中的荷花就力求真实反

战国时期，
在汉代达到鼎盛。此后两千多年的

映它的自然色

发展进程中，其色彩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和

彩，因此荷花本

稳定，其内容、风格和审美标准均饱含着山东

有的红、粉红、

特色的精神特征。

白、紫等色全部

1 鲁绣的色彩

吸纳在鲁绣作

1.1 鲁绣的写生色彩

品中（图 1）。

民间收藏
图 1：
鲁绣作品中的荷花，

菏泽牡丹在宋代就有记载，明代已负盛

写生色彩是自然状态中物象的直接描写，
依赖光源和自然物体的色彩关系，尽量表现物

名。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里就有
“曹州（笔者

象的固有色和环境色。[1]鲁绣是山东特有的地

之说，
后又有“菏
注：
菏泽的古称）牡丹甲齐鲁”

方绣种，山东的自然环境对鲁绣的色彩有着重

泽牡丹甲天下”的美誉，清光绪《曹州府志》记

要影响。山东的自然资源丰富，花果苗木、
生物

载：
“花卉之繁……动辄数百亩。利厚于五谷”

种类繁多，这些都成为鲁绣的素材来源。最具

[2]

山东特色的济南荷花、菏泽牡丹都是鲁绣中常

观。牡丹花大色艳，
大红、桃红、枣红的花朵搭

艳若蒸霞，蔚为壮
。菏泽曹州牡丹连阡接陌，

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2012041058-04）
殷航，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军，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杨小明，博
士，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生导师

服饰与文化：美学界

主持：华梅
配着绿叶，雍容

暗花缎作底，
用暗黄色的绣

华贵、富丽端庄。

线绣制荷花，
用墨蓝色的绣

一幅幅绿叶配红

线绣制叶子，总共用了十

花的景象被依样

五、六种颜色的绣线作荷

复制到鲁绣中

花、鸳鸯、竹子、石榴、蝴蝶
[4]
鲜
以及山石等，
具有浓厚、

（图 2）。
这种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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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图 2：
鲁绣作品中的牡丹，

中的真实色彩被运用到鲁绣的花卉图案中，
其

艳、明亮的气势，不以自然
色彩为尺度。

配色力求详实的描绘出这种姿态，追求与自然

同样，
现代鲁绣中也不

环境的相得益彰，于是就有了艳丽的红绿搭

乏这样丰富的配色。在鲁绣

配，有典型的田野视觉特点。鲁绣中的写生色

《新嫁娘》中（图 5），粗看给

彩是追随物象、再现物象的纯感官认识，
是“见

人的视觉印象只有简练的

山是山，见水是水”
的境界。应用于服饰装饰中

黑、
红两种色彩，对比强烈；

的鲁绣，也会将这种色彩搭配带入其中。如以

细看又有粉红、
桃红、
浅紫、

图 4：
鲁绣《荷花鸳鸯图
轴》，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深绿、浅绿间以桃红和深红的搭配，非常鲜艳

深紫、浅黄、深黄、浅蓝、浅

亮丽，
这是对大自然模仿的痕迹（图 3）。“外在

绿、深绿以及白色等，饱含

形态的自然，无论是

丰富的细节变化，艳丽多

在显示生命活力或

彩，在含蓄和细致中烘托

生气灌注方面，还是

这是大色调
了喜庆的气氛，

在万象纷呈之中表
现出特有的和谐与

图 3：鲁绣牡丹鞋垫，
民间收藏

图 5：现代鲁绣《新嫁娘》，
民间收藏

统一的结果，既醒目，又好
看。

引人入胜方面，都能

鲁绣中所运用的装饰色彩的手法跟山东

使人产生美感而进

—潍县木板年画有异曲同工
另一民间艺术——

入遐想”
。[3]

之处。潍县木版年画是一种民间装饰画，
是一

1.2 鲁绣的装饰色彩

种时令产物，
靠着寓意吉祥的图案和极艳的色

装饰色彩是较写生色彩的基础上更进一

彩搭配，
表达对生活的美好

步自由运用色彩的表现，强调色彩调子和画面

憧憬。
在潍县木版年画《福禄

气氛，强化个人感受，不受客观对象固有色彩

寿》中，用了极纯的红、蓝、

的限制，完全可以根据主观感受进行高度概括

黄、
黑色间以白底，
色彩单纯

和夸张，表现画面的效果。由于自然界中的色

而强烈（图 6），充分反映出

彩在人们心里和文化上对装饰色彩有一定的

鲁绣和潍县木版年画两种艺

制约，因而鲁绣中的装饰色彩就是在自然色彩

术共同植根于山东齐鲁文

写生的基础上，转变为主观的表现色彩。

化，
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图 6：
潍县木版年画
民间收藏
《福禄寿》，

自然界中色彩的基调是灰色的，极纯的颜

由此，不难看出鲁绣中的装饰色彩突出理

色是不存在的，整个自然界的色彩关系是和谐

想色，把高饱和度的纯色直接放到一起，常用

的，
而作为鲁绣中的装饰色彩，却可以用纯色加

红、
深红、
黑、
靛蓝等色作底色，配以鲜艳的红、

以表现，
色彩关系也可以是不和谐的。例如明代

黄、
蓝、
紫、
绿以及他们的同类色和邻近色。此

鲁绣《荷花鸳鸯图轴》
（图 4），以湖色缠枝牡丹

外，
补色的运用也相当出色，
亮红与暗绿、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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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紫、蓝与橙等色相并列

念融入到服饰中的表现，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

使用，再以黑、白或同色

服饰色彩理论。[5]

的线条进行边缘包绣，加

其次，
鲁绣中的色彩是汉民族厚重的色彩

强了色彩的调和，既显现
出了明度的对比，又使画

文化和民风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象征死亡的
图 7:鲁绣，民间收藏

白色之外，
其余的正色都常大面积的出现在鲁

面 生 动 、活 泼 、感 人（图

绣的绣品中，
而在这些颜色中又以红色出现的

7、图 8）。鲁绣中的装饰

频率最高，使用的面积最大，从中国传统的色

色彩虽源于自然，但又不

彩文化角度讲，
这是表现民族心理属性的一个

被自然中微妙的色彩变

重要元素。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

化所束缚，形成整体配色
浓艳而又夸张的色彩情

图 8：
鲁绣，民间收藏

源于远古时人们对于日神的顶礼膜拜，后来逐
渐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红色的

感；虽已不是生活原型的真实写照，但却更能

正统地位起源于周代。到了汉代和明代，因为

反映绣者借助色彩语言所要表现的生活本质和

国家都兴起于南方，
根据“五色”
与“五方”的对

心理期望。鲁绣中的装饰色彩已不仅是人们眼

应关系，
火代表南方，为朱雀，所以当时在国家

中所看到的那样，
而是被作为一种语言强调了。

政治和文化中都提倡使用象征火的红色。因为

2 鲁绣用色的文化特征及其科学根源

汉、明两个朝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所

2.1 鲁绣用色的文化因素

成为民族的代表。[6]红色文
以对中国影响很深，

鲁绣色彩大体分为红、蓝、绿、紫、黑等几

化进而逐渐渗透到汉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

种，其中又细分为大红、枣红、桃红、天蓝、深

生嫁娶的大喜之时，用浓郁的大红色象征喜

蓝、藏青、深茄紫、黑色等色，其尤以红色使用

用鲜艳的大红装点
庆、
吉利；
在岁时节序之时，

频率最高，不吉利的黑色也被经常使用。

生活等等，
红色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久

之所以鲁绣出现这种用色特点有着深刻

“尚红”习
而久之，
这种偏好就成为中华民族的

的文化因素：首先，由其深刻的历史观决定，
并

红色成
俗。经过世代承启、
沉淀、深化和扬弃，

且由这一历史观衍生出来的色彩等级制度制

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弥漫着积极入世的情结，

约。中国古代传统的“五色”理论把“青、赤、
黄、

象征着团结、
奋进的民族品格。山东作为中国

白、黑”定为五大正色，其他色称为间色，这一

汉族正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思想所强调的

理论来源于古人从大自然的色散现象中得到

功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的影响，使得齐

的启示而归纳总结出的结果，并将“五色论”
广

这也成为最
鲁大地的人们对于红色尤为喜爱，

泛应用原始社会的礼仪活动中，把最初“五色”

—鲁绣的常用色。
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

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引申到与“五行”的对应

最后，
不吉利的黑色成为鲁绣中大量使用

—“土黄、金白、木青、火赤、水墨”，
从而形
上——

的用色，在于鲁绣绣工将其用作为底色，起到

成了五色相生相克、互为制约又互相循环的唯

衬托其他亮色，
形成强烈对比的效果。黑色在

心主义色彩理论和神学体系，根据“五行说”，

五色学说中对应北方方位，代表水；在文化意

正色是事物相生、相促进的结果，间色是相克、

义层面上，
黑色象征着冷酷、
阴暗、
不光明。中

相排斥的结果，于是便有了“正色贵、间色贱，

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有一种惧黑的传统心理。常

正色尊、间色卑”的文化内涵对比，进而影响到

、
“黑
把险恶的形势、残酷的统治比作“乌云”

服饰色彩的选择，出现了“五行服色”，这是中

夜”
。如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就有
“黑云压城

国古代深刻的色彩理论和社会宗教文化的理

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的诗句。黑色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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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贬义的象征大概与黑色的客观物质给人

把蓝色看作典雅、庄重的象征，代表着朴素与

的不愉快感觉有关，比如“黑夜”
、
“黑洞”等，
这

智慧，青花、蓝印花布等所构成的具有中华神

些客体给人的感觉是凄凉、恐怖和不幸的，因

韵的蓝色文化，
向世界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博大

此人们会产生惧黑的心理反应。鲁绣采用黑色

精深。鲁绣中蓝色的运用体现了山东人豪迈的

衬托其他颜色，形成强烈对比，其最终目的还

性格和宽广的胸怀。
是色相中最暗的颜
最后，
紫色的波长最短，

是为烘托喜庆和吉利。
2.2 鲁绣用色的科学根源

色，
紫色给人一种神秘、
浪漫和尊贵的感觉。传

鲁绣绣品中的色彩就非常浓丽、
鲜明，
有粗

说远古时有一种神鸟，
能腾云，
浑身长满梦幻而

蓝、
紫、
黑等色度纯厚、
色
犷豪放的特点。红、
绿、

神秘的紫色羽毛，有喜事的地方常有紫凤腾云

相明快的高纯度色是常用色，这几种原色的搭

来枝头栖息，人们便逐渐形成以紫为贵为吉的

配极为常见。在色彩的处理上大胆采用强烈对

文化传统。更有“紫气东来”的典故，明清皇

比，
如红色搭配鲜艳的蓝色和绿色；
在黑色底上

—紫禁城中的
“紫”
字，
也是源自该典故。鲁
宫——

直接用大红大绿搭配，这

绣中的紫色多为亮紫色，
具有优雅动人之感。

样就出现高反差、强对比

3 结语

的效果，[7] 使构图层次分

鲁绣色彩所包含的语言与情感，
既是对大

明，呈现出特有的热情与

自然色彩的借鉴，也是对传统色彩文化的传

活力，表现无拘无束、开朗

承。鲁绣用色浓艳中见深沉，激情热烈中又具

奔放的人文气质（图 9）。其

雅致；同一色相的渐变渐退，对比色的协调搭

实这些构色方面有着科学

图 9：
鲁绣《回娘家》，
民间收藏

依据的：

配，
使鲁绣作品呈现出自然天成的特点。在长
达两千多年的流传中，显露出个性鲜明的色彩

首先，
红色在光谱中的光波最长，
折射角度

审美特征。探究鲁绣的色彩文化，借鉴传统鲁

小，
但穿透力强，
是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对

绣色彩的选择与组合，
力求使鲁绣这一古老民

视觉的影响力最大，
最容易引人注目，
也最能够

间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

使人产生情感共鸣。高饱和度的红色符合中国
人崇尚吉祥平安、大吉大利的思想观念，带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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