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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语言研究
文 / 蒋丽萍，吕 钊

秦俑服饰色彩透过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传达出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象征意义。运用田野调查法、
文献检索法和数据统计法，
通过对秦始皇陵一号坑秦俑服饰色彩残片的实物观察，并对其考古挖掘统计的
色彩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综合性阐述，进而从社会属性和色彩心理两个方面探讨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
性语言。研究认为：
从社会属性上看，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主要表现为无明显的传统五色等级观、
“中和”
的传统美学观两个方面；
从色彩心理上看，秦俑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是，秦俑朱红色的运用及固有色
的写实是对秦军军阵气氛的象征。通过对秦俑服饰色彩表意象征性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秦军戎装色彩提
供一些理论参考。
象征性
秦俑；
服饰色彩；

秦代彩绘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为研究秦代

意象征性的探讨鲜有研究，
笔者通过对秦俑服

服饰色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而有关秦俑服饰

饰彩绘残片实物的观察，进而对秦俑服饰色彩

色彩的研究，
总体可分为审美特征的研究和表

考古数据进行了整理，并以此为基点对其服饰

意象征性的研究两部分。色彩审美特征是指人

色彩所蕴含的表意象征性进行初步的探讨研

们对色彩美感的感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具有

究，丰富秦俑服饰色彩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

代表性的特征；色彩表意象征性是指色彩在不

研究秦戎装色彩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同的历史时期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通

1 秦俑服饰色彩的考古数据分析

过对色彩的观察与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

在秦始皇陵东侧发
经考古挖掘资料表明，

备产生的联想，进而形成的心理感受。关于秦

现的一、二、三号从葬坑共埋葬陶俑、陶马约

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已有

7,000 余件。[3]考古研究发现，
出土的陶俑表面

一定研究定论。譬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

原均施以彩绘，色彩明艳，因火焚和自然等原

坑发掘报告 1974-1984（上）
》中指出秦俑服饰

因，导致颜色脱落，仅可从残存的陶片中发现

色彩艳丽，以红色、绿色为主，同时服饰色彩搭

些许颜色，
故无法全面并准确的统计出秦俑服

配形成鲜明的对比。[1]另有梁宏在《秦俑之服饰

饰色彩。因一号坑具有具体彩绘残片数据统

色彩艺术》一文中阐述了秦俑服饰色彩的色调

计，对于考究秦俑服饰色彩更为严谨，其次一

对比、明暗对比以及补色对比三方面的审美特

号坑发掘武士俑数量最多，
故以秦始皇陵兵马

征。 而针对秦俑绚丽的服饰色彩所体现的表

俑一号坑作为数据采集对象，
进而对秦俑服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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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进行综合分析。

人的本性存在于人自身的不断的文化创造活

根据一号坑发掘报告，秦俑服色有：朱红、

动之中，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人是

枣红、粉红、粉紫、深紫、粉绿、绿、天蓝、深蓝、

[5]
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
。秦俑工匠们将服饰色

黄、
土黄、赭石、赭黑、黑、白等颜色。[4]通过对一

彩这一符号融入到制作秦俑这项伟大的人类

号坑秦俑服色数据的整理，可发现秦俑上衣衣

创造活动中，
其服饰色彩已不再是单纯的客观

身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白、赭

存在，而是透过文化折射出社会的人文性、非

等色，其中朱红 69 件、枣红 14 件、粉绿 122

自然性、
符号性。作为表意象征性语言的服饰

件、天蓝 16 件、粉紫 50 件、白色 2 件、赭色 1

色彩，
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地域

朱红、
天蓝、
件。上衣领部的颜色有粉绿、粉紫、

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下，其流露的表意

白等色，其中粉绿 77 件、粉紫 62 件、朱红 29

象征性语言也不尽相同。秦俑服饰色彩在特定

件、天蓝 14 件、白 18 件。上衣袖缘有粉绿、
粉

历史条件下，
呈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属性的表意

紫、朱红、天蓝、白等色，其中粉绿 127 件、
粉紫

象征性语言。

101 件、朱红 52 件、天蓝 14 件、白 10 件。所发

2.1 无明显传统五色等级观

现的 19 件上衣腰带的颜色一律为赭色。发所现

传统的五色观形成于先民们长期的生产

的 88 件彩色铠甲甲片均为赭黑色。下裳中裤的

和实践中，发展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

颜色有朱红、枣红、
粉绿、天蓝、
粉紫、白等色，
其

里。历史的跌宕使其逐步完善成一套以自然观

中朱红 77 件、枣红 2 件、粉绿 224 件、天蓝 65

赤、
和社会观相结合的色彩理念。[6]五色是指青、

件、粉紫 47 件、白 14 件。下裳中护腿的颜色有

黄、白、黑，也就是传统正色，南朝染皇侃云：

粉绿、粉紫、朱红、天蓝、枣红、白、赭等色，
其中

“正谓青、
赤、
黄、
白、
黑，五方正色也，
不正谓五

粉绿 138 件、粉紫 57 件、朱红 52 件、天蓝 32

方间色也”
。与正色对应的间色是由两种或两

件、
枣红 2 件、
白 13 件、
赭色 1 件。足衣中靴的

种以上正色调和的颜色。《礼记·玉藻》中孔颖

颜色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等色，其中

达疏引皇氏云：
“不正为五方间色也。绿、红、

朱红 5 件、
枣红 3 件、
粉绿 8 件、天蓝 2 件、
粉紫

[7]
碧、紫、
骝黄是也。”
传统五色观自其形成就

4 件。足衣中履的颜色一律为赭色，
共发现 167

被赋予了“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表意象

件。首服中帻的颜色有朱红色、天蓝、粉紫、粉

征意义。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对服色制

绿，其中朱红 54 件、天蓝、粉紫各 2 件、粉绿 1

定了明确的等级规范，
以正、
间色别贵贱。规定

件。冠有赭褐色、
朱红色，
此二色各位 1 件。

正色为贵，
间色为贱。后来以“礼”
为代表的儒

从上述可知，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

家，极力维护周代建立的色彩等级制度，强调

主要分布在长襦、裤、护腿，其中以朱红、粉紫、

在用色中遵从“礼”的规范和“仁”
的意义，
再一

粉绿最为频繁，首服中帻、束发带的着色均以

次强化了
“五色”
的社会伦理意义。[8]儒家推崇

深
朱红为主。从已发掘秦俑服色残片中发现，

正色，
贬低间色 ，将正间色代表君臣的上下等

紫、绿、深蓝、黄、土黄、黑、白主要分布在甲衣

裳间色”
。
级关系，
并规定
“衣正色，

图案上，使用频率较小。综上所述，秦俑服色，

从前文对秦俑服饰色彩的统计中可知朱

以朱红、
粉绿使用频率最高，并为服饰主色。粉

红、
粉绿、
粉紫、
天蓝、
赭五色使用频率较高。在

紫、天蓝使用频率次之，黄、黑、白等色在服饰

探究这些颜色的正、间色之分，以《说文解字》

色彩上仅做点缀，
使用频率最小。

古人将绿、
紫作为
作为权衡之柄。由前文可知，

2 由社会属性形成的表意象征性语言

间色。《说文解字》：
“绿，
帛青黄色也”
、
“紫，帛

恩斯特·卡希尔有道：
“人是文化的动物，

[9]
青赤色。”
可知，
绿色是将蓝与黄相配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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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谓之青黄色，青黄相间显然不是正色。紫

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色是由青赤二色相配而成，亦为间色。故秦俑

……”的生活写照，反映当时秦民的生活物质

之粉绿、粉紫为间色已毋庸置疑。又《说文解

条件异常艰苦，
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物质经济条

字》：
“蓝，染青草也”。这里蓝只用青色解释，
扼

件下，
礼俗等级无疑略显苍白。

要地点明了蓝草的颜色和作用。可知，古代蓝

2.2 “中和”
的传统美学观

色是属于正色中青色系的颜色之一。毫无疑
问，可以将秦俑服色中天蓝色纳为正色。另《说

在先秦理性主义作用下的中国传统美学
原则为“中和”
，以其“刚柔”
、
“ 虚实”
、
“ 有无”

文解字》：
“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

“虚实”等形式表现，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

中”、
“赭，
赤土也。”
从《说文解字》对朱、
赭二色

历程》中所说：
“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

的描述中，可知朱为一种赤色木，赭为赤土，二

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

色均被引申为赤色。由此推断，秦俑服色的朱

[10]
面的排斥与冲突。”
“中和”
亦在艺术审美间

红、赭同属正色。故秦俑服色中的高频率色彩

搓揉儒、道之和谐思想理念，具体体现为儒之

包含了五色观中的正、间色。如若秦俑服饰色

人与社会之和谐，
道之人与自然之和谐。秦俑

彩体现了传统五色观的严谨秩序，则其服饰色

艺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范畴，其服饰的具体

彩应严格按照官位等级选用色彩。但纵观秦俑

设色无不受
“中和”
美学思想熏染。

服色，将军俑与士兵俑的服色并无明显区分，

从前文中看出，长襦和裤均以朱红和粉绿

且有将军俑服紫色（间色）长襦，而士兵俑服朱

居多，在具体的搭配中，此二颜色亦是上衣下

红色（正色）长襦的现象。另外，
五色观中“衣正

裳的主色搭配。在服饰色彩搭配中，以补色搭

色、裳间色”的严谨秩序在秦俑服色搭配中也

配最为强烈。红与绿的搭配无疑是补色搭配，

并未得到体现。秦俑长襦、裤的服色均有朱红

而在此的
“粉”
降低了绿的纯度，使二者更为协

（正色）、粉绿（间色），既有长襦为朱红，下裤为

调。此外，
长襦不论着朱红或粉绿，
在视觉外观

粉绿的搭配，又有长襦着粉绿，下裤着朱红的

上，
其所占面积大于裤色上对应的粉绿或朱红

着装。由此可见，秦俑服色并未明显体现传统

面积上的大小配置，
亦削弱了
所占面积。因而，

五色观的等级观念。

其对比使其达到色彩的均衡与协调。在服饰图

秦俑服色这种无明显等级的表意象征性

的迹
案的配色和其彩绘技法中，亦可寻得“和”

体现可从秦代的历史背景做出解释。秦代历时

象。图案配色中，
褐黑色的底，
以白色勾图案色

短暂，
仅有 15 年时间，当它还没来得及给服色

彩之边，使之明度对比强烈，白色调和其色彩

制定严格的等级时，已被新的王朝所取代。另

的绚丽（图 1）。秦俑是在通体一层褐色或褐黑

外，经春秋战国时的礼崩
乐坏，在这种短兵相接、
硝烟滚滚的混战年代里，
秦 之 统 治阶 级 着 眼于 开
拓疆土、扩充子民而振长
策进而御宇内，已无暇顾
及衣着服色的等级性。秦
国（非秦朝）早期正如《诗
“岂
经》中《秦风·无衣》云：
曰无衣，与子同袍……岂

图 1：军吏俑甲衣图案局部（来源：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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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生漆上施以彩绘。[11]这层褐色、褐黑色为

粉绿的长袍配
法屡见不鲜。从整体衣着上看，

施其上的“斑斓色彩”作以深沉的统一和谐，
达

以朱红、
粉红裤，
亦或是朱红长袍配以粉绿、天

到“设色也，当令艳而不厌”的艺术效果。“中

蓝之裤。从局部服色上看，
衣身粉绿，
其袖口及

和”的传统美学观，已在上诸色彩调和手法中

衣领均着朱红或粉紫，反之，衣身朱红配以粉

不言而喻。

绿、
天蓝的衣缘（图 2）。

众所周知，秦国推行法家学说，以法家思
想作为治国思想，厉行法治、
苛峻治民。如此尊
崇法家治国方略的秦代，而又如何兼取儒、
道
秦
之“中和”
审美观？①战国末期，经商鞅变法，
国国力大增，各派学者居于咸阳或著书立说或
游说人主，譬如墨家巨子曾为秦惠文王的“先
生”
。②秦始皇深受吕不韦教诲，而吕不韦被称
为“思想杂家”
，其著作《吕氏春秋》亦是其“思
想杂家”的佐证，该著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
家学派思想，故秦始皇不免受吕不韦的“杂家”
思想熏陶。[12]从上述可知，法家思想虽为秦统
治治国思想，但并非意味着儒、道等其他诸家
思想的美学观对秦国和秦代没有影响。

3 由色彩心理形成的表意象征性语言

图 2：
跪射俑色彩完整复原效果图（来源：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正是这鲜活明艳的色彩、
强烈对比的服色
搭配，才使得秦俑整体形象趋向于奔放热烈、

不同波长的光刺激人的视觉器官，在产生

豪迈刚毅的特质，更为鲜明的体现了秦人的一

生理反应的同时，该信息通过视觉神经传入大

腔“尚武”、
“重军功、轻礼仪”
、
“ 忘生轻死”的

脑，经过观察者的经验认识对此信息过滤联想

精神。秦人长年居住西陲，
现今西北高原地区，

从而产生了色彩心理反应。随着色彩心理过程

以游牧为生，
在这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并未

的形成服装色彩的各种情感表现也随之产生，

消磨其意志，反而助长了其平定西戎、占据中

其中包括固有感受、具抽象联想。色彩固有感

原、
统一六合的决心。
《史记·苏秦列传》载：
“夫

受即为大多数人共同感受到的色彩心理反映。

秦，
虎狼之国也。”[13]而这一根植于黄土高原，

由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的关系变化，引发观

锻造的强悍、豪放的“虎狼”之民的热血情怀，

赏者在这三者变化间产生的心理兴奋与沉静

怎不蕴含在这强烈耀眼鲜活对比的色彩间，岂

的起伏变化。色彩在复杂的客观因素下产生联

是温润和谐色调所能传述的。

想、情感在与我们的色彩体验相联系，使之呈

3.2 秦军军阵气氛的表意象征

现不同的表意象征意义。
3.1 秦人精神的表意象征

秦俑服饰着装主色以朱红居多。朱红较大
澎湃、
红而言，
色相偏黄、
明度更高，给人暖热、

秦俑的服色鲜亮明快、对比强烈。这种触

激情的心理感受，尤为令人热血沸腾，兴奋不

及人视觉敏感的色彩对比在秦俑服色上彰显

已。将朱红大面积施于戎装中，
有激昂士气，震

的淋淋尽致。这既体现在明度与纯度上，
又体

显军威之作用。朱红不仅运用在秦俑的长襦和

现在色相冷暖的对比上。铠甲中大面积沉稳的

裤等此类构成服装主色的部位上，还施于首服

赭黑色与袍之鲜亮单纯色泽形成鲜明的明度、

中的帻与束发带中。由统计可知，
秦俑的帻与

纯度对比。秦俑服色使用冷暖对比色的搭配手

束发带绝大部分都以朱红施色。由于红色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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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长最长，空间穿透力强，加之朱红色泽鲜艳，

俑朱红色的运用及固有色的写实是对骁勇善

将朱红用于首服着色，有醒目之作用，更显将

战、
威武浩大的秦军军阵气氛的象征。基于秦

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作战精神。从色彩心

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的研究，
对秦俑服饰色彩

理剖析，红色系容易联想到血、太阳，表示忠

表意象征性语言进行的探讨性研究，
不仅有利

心、
革命之意等，象征着生命、
活力、希望。秦俑

于加强秦俑服饰色彩审美特征与表意象征性

服色中朱红的运用，在与历史背景的联系下，

之间的关联性，
进一步丰富了秦服饰色彩理论

无疑使人联想到秦军将士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研究体系，
亦有助于将秦俑服饰色彩应用到现

烘托出秦军作战之骁勇，奋勇杀敌，刚烈威武

代服装设计中，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创作源

的军阵氛围。

泉。

秦俑工匠们在“事死如视生”的丧葬礼仪
思想鞭笞之下，极力追求与秦军真容面貌一致

致谢院感谢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李强博士对
本文的指导和修改浴

性下将秦俑制作而成。那么秦俑服色是秦军服
色原貌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无染色的服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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