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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百蝶穿花”服装纹样考
文 / 姜图图，
李心怡
“百蝶穿花”
是《红楼梦》中提及的织物纹样。文章分析了“百蝶穿花”
纹样的名称、形态、构成，论证了
“百蝶穿花”纹样在《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
—明代中是真实存在的。《红楼梦》中的“百蝶穿花”服装纹样，
是在单件织成面料中，
由上百只蝴蝶与分散排布的四季折枝花卉互相紧密镶嵌结合而成的纹样。研究厘清
了关于王熙凤上装面料的错误说法，
并从南京云锦织造工艺的层面还原了纹样的真实样貌。《红楼梦》中的
“百蝶穿花”服装纹样，
是先后通过二色捻金线挖梭显花工艺和片金绞边工艺得以呈现的。
南京云锦
“百蝶穿花”
；
《红楼梦》服装纹样；

“百蝶穿花”作为服装纹样，出现在《红楼

次登场，王熙凤“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

梦》第三回中王熙凤和贾宝玉出场时身着的正

洋缎窄裉袄”[4]，贾宝玉“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

装上。在研究《红楼梦》服饰的相关文章中，涉

[5]
。
小说中此处二人皆因出席正式礼
花大红箭袖”

及“百蝶穿花”纹样的文章少且研究不够深入。

仪场合穿着盛装。曹雪芹在为贾家重要的两个角

“百
有的学者从文学人物表现的角度，认为带有

色安排的隆重的初次登场中，服装描写用的是

蝶穿花”纹样的服装是曹雪芹用以表现人物性
格的道具；[1]有的学者指出“百蝶穿花”纹样突

“百蝶穿花”
纹样，
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红楼梦》小说服装款式部分虽有艺术加

出了男主角贾宝玉的女性化特征；[2]有的学者

有较高的现实还原度。
工，
但在织物描写部分，

从实物论证“百蝶穿花”纹样的具体样貌。[3]本

笔者认为，
曹雪芹家族掌管的江宁织造生产的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红楼梦》的历

丝织物，达到了当时的顶级水准，所以作者在

史背景及对南京云锦的认识，从文本出发分析

小说创作中只需根据自身的生活阅历来描绘

“百蝶穿花”纹样的名称、形态、构成、工艺，并

真实的织物。不仅《红楼梦》中的
“百蝶穿花”纹

探讨其与南京云锦和乾隆时期的密切联系。对

样真实存在，
而且小说描绘的织有“百蝶穿花”

于“百蝶穿花”纹样的考证与探讨，可以为南京

纹样的服装也有原型，其原型约在乾隆早期，

云锦织造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由曹雪芹家族掌管的江宁织造生产。江宁织造

和理论支持。

生产的丝织物大部分供宫廷贵族穿用。图 1（见

1 《红楼梦》文本中的“百蝶穿花”纹样与存

下页）为现藏北京故宫的香色缎织五彩百蝶纹

世实物纹样的比照

绵袍，就是在乾隆早期由江宁织造生产，供宫

在《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与贾宝玉初
2016-06-16；

中嫔位妃子穿着。这件服装与小说提及的服装

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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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之意，而是图案形象之
间没有交叉或遮挡，平面地镶
嵌在一起又互相保持间距。由
此反观图 1 和图 2 的纹样，花
蝶之间空间大，显得稀疏，
“穿”
表现得还不到位。该图上
花蝶形体偏小，可能是乾隆时
代流行细腻阴柔纹样的缘故；
除此以外，由于整件服装衣料
中没有重复纹样，提花工序较
一般妆花缎更为复杂，织造受
工艺难度、成本和时间的限制
很大，因此显花部分所占面积
小。
图 1：
香色缎织五彩百蝶纹绵袍

“百蝶穿花”
中的“花”
是笼

年代相近、产地相同，其纹样近似于《红楼梦》

统说法，
“折枝花”
“缠枝花”
、
、
“穿枝花”
都是织

小说中所描写的“百蝶穿花”纹样。

笔者认为，在“百
锦中常见的纹样。通过辨析，

经笔者统计，这件服装的正面有九十余只

蝶穿花”纹样的结构中，为表现蝴蝶穿行花间

蝴蝶和六十余组折枝花，整件服装上蝴蝶的数

的动态和趋势，折枝花是最优的选择，缠枝花

量应该在百只以上，与“百蝶穿花”的名称对

不利于表
和穿枝花的花茎分割和阻塞了空间，

较窄，
絮
照，
有着明显的联系。该服装腋下“裉”

现蝴蝶的动态。通过观察图 1 的局部纹样，花

薄绵，款式与王熙凤的服装接近。

“百蝶穿
的部分除了折枝花，
还包括碎花纹样。

2“百蝶穿花”
纹样名称及其含义分析

《清宫后妃氅衣图
花”
中的“花”
具体是哪种花，

《红楼梦》中使用的“百蝶穿花”这一纹样
名称，在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应是常用名称。分

典》里提到，外衣的图案设计要应季、应时、应
景，织绣有四季花卉的服饰可以在四季穿用，

“穿”和
析“百蝶穿花”的词语构成，对“百蝶”、
“花”三个部件进行剖析，有助于界定该名称的
准确含义。
“百蝶”二字常见于清宫旧藏服饰所附墨
书黄纸签中，
“百蝶”对应的服饰纹样大致分为
两类：第一类指单纯由上百只蝴蝶组成的纹
样，第二类指上百只蝴蝶纹与其它纹样的组合
纹样，组合对象常见为折枝花、双喜、团寿等。
在第二类“百蝶”纹样中，蝴蝶纹占主体地位，
从数量和精致程度上超过其组合对象。
“龙穿花”
、
“凤穿牡丹”等纹样在清代之前
已经形成，
“ 百蝶穿花”中“穿”字表示构图方
式。笔者认为“穿”的含义并非日常语义中的

图 2：
香色缎织五彩百蝶纹绵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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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某季花卉为主题的面料，只能作当季服装

性线条，打破了原来图案的写实性轮廓，改变

用。[6]《红楼梦》里身为贵族的王熙凤、
贾宝玉穿

了原来薄而平的蝶翅质感。清中期蝴蝶纹还常

衣应遵循前文所说的应季、应时、应景的规制。

常与卍字纹、如意云纹嵌套式组合，蝴蝶成为

王熙凤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贾宝

装饰纹样的载体，
譬如图 4。

玉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都是在隆冬穿
用，假设这两件服装的纹样是当季花卉，按北
京和南京的冬季物候，服装上“百蝶穿花”纹样
上的花卉应为梅花。
“梅花百蝶”一词出现在清
初《潜庵苏台竹枝词百首草》的诗句“新束梅花
百蝶裙”中可见，
“梅花百蝶”纹在当时是十分
常见的纹样。但是，
《红楼梦》在描述二人服装
纹样时，没有提及“梅”字，只是使用了统称的
“花”
，所以笔者认为，小说中“百蝶穿花”的
“花”
应该是指四季花卉。

3 《红楼梦》
“百蝶穿花”
纹样蝴蝶形态考辨
对“百蝶穿花”纹样布局和单体的分析，有
利于人们对“百蝶穿花”纹样形态的整体认识。
蝴蝶形态在清代不同时期和不同服装上各具
特征，但从中可归纳出共性规律。在“百蝶纹”

图 4：
清乾隆米黄地画花毛毡炕毯局部（左上），清乾隆香色缎织
五彩百蝶女绵袍局部（右上），古铜缎二色金女棉袍局部（左下），
清浅葱地花瓶蝶纹缀织（右下）

中蝴蝶尺寸不同，层次丰富，和而不同的个体

细细研读《红楼梦》文本，
可以发现诸如大观

互相镶嵌，动态多变，构图活跃，整体统一，譬

[7]
[8]
[9]
园内石雕的“西番草花样”
“
，羽缎”
“
、羽纱”

如图 3。蝴蝶图案个体的表现风格也影响着百

“活凸出来的”
油画[10]等，
的服装面料，
怡红院的

蝶纹整体风格。从清早期到中期，蝴蝶纹风格

这些地方表现了贾府贵族对西洋艺术的接纳态

有较大的变化。清早期蝴蝶纹风格偏写实；进

的
“窄
度。此外，
“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

入清中期存世织物上的蝴蝶纹明显受到了西

裉”
是乾隆初年流行起来的服装样式，[11]推测其

洋绘画风格的影响，蝴蝶纹样采用大量的装饰

受到了西式服装剪裁的影响。因此笔者推断，
在那个西洋艺术引起清代贵族关注的时代，曹
府家眷所穿用服饰的纹样也应带有西洋艺术
色彩。表现在《红楼梦》中，
“百蝶穿花”
中的蝴
蝶纹，是带有乾隆时代细密繁缛的风格，并伴
有鲜明的西洋色彩的纹样。

4 《红楼梦》
“百蝶穿花”纹样织造工艺探究
《红楼梦》
“百蝶穿花”纹样由云锦织造工
艺实现。
贾宝玉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全
织金用料有两种，
部由金线显花。云锦织造中，
分别为片金线和捻金线。笔者推测该件服装使
图 3：
清同治 石青绸绣百蝶夹褂襕

“百蝶穿花”纹样细
用的是捻金线：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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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而片金线较捻金线宽，不宜表现。理由之

、
“倭缎”等织物名称
“洋缎”与“妆缎”
、
“蟒缎”

二，片金线只能使用通梭手法织造，捻金线适

并列出现，
由江宁织造上交宫廷。从中可见“洋

合挖梭手法织造，从贾宝玉这件衣料用了“二

缎”
不仅真实存在，
而且曾由江宁织造生产。因

色金”来看，用捻金线的挖梭手法才能将两色

此，
可以论定王熙凤上装面料是
“洋缎”
。

金线并排织入织物，才能塑造色彩交错的“二
色金”效果。结合乾隆早期的古铜缎二色金女

王熙凤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
袄”
中的
“缕金”
，根据《红楼梦大辞典》的解释，

棉袍（图 5）分析，笔者推测这里的“二色金”为

“缕金亦称‘片金’或‘扁金’
，是一种窄片状真

捻金线所织。因而，贾宝玉上装面料，是以赤金

金线。”[17]《红楼风俗谭》则解释为：
“一条条用

和青金（即金黄色和浅金色）的捻金线挖梭织

金线绣出者，或在彩线周围加金线边者，谓之

妆花部分，以大红蚕丝做经纱和地纬织底色部

‘缕金’
。”[18]这两种说法都无法对王熙凤上装

分的妆金缎。

面料做出完备的解释。依照《红楼梦大辞典》的
说法，
“缕金”
应指片金织造手法。笔者认为，单
一运用片金织造手法，
不适宜表现细节丰富的
“百蝶穿花”纹样。而依照《红楼风俗谭》的说
法，
“缕金”
指的是平金绣或盘金彩绣手法。根
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单位面
积相同纹样的面料，
以织造显花的面料成本约
是刺绣面料的两倍。[19]所以，笔者认为将平金
绣或盘金彩绣的工艺施用在“洋缎”上的做法
的手法到底是什
是不合常理的。那么，
“缕金”
么呢？笔者以为，
它指的应是南京云锦中的“片
金绞边”手法，这种手法是将片金线以通梭形

图 5:清乾隆 古铜缎二色金女棉袍

式织入锦缎，在妆花部分的外沿处显花，呈现

王熙凤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

出金线
“勾边”
的视觉效果。施以片金绞边手法

袄”常常被用来论证其与南京云锦的密切关

，
工艺细节如图 6。由
的面料就是
“织金妆花缎”

联，但学者们常常使用“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

此看来，王熙凤上装面料“缕金百蝶穿花大红

缎”这个名称。笔者认为是“洋缎”而不是“云

洋缎”
，就是以大红蚕丝作经纱和地纬，
在蝴蝶

缎”。
“洋缎”的说法，以流传的手抄本甲戌本、

纹样与折枝花卉纹样的外框以片金绞边手法

蒙府本、戚序本作为根据。在已卯本、
庚辰本、

勾边，内部以彩色蚕丝挖梭织成的织金妆花

舒序本、列藏本、卞藏本、甲辰本、梦稿本中“洋

缎。

缎”
被误抄作“萍缎”。 在程甲本、
程乙本中被
[12]

篡改为“云缎”。“云缎”含义不明，学者常常把
它与“云锦”联系起来。鉴于在《红楼梦》的成书
时代，南京地区所产丝织物不被称为“云锦”
，
人们使用的是“片金 （锦）”[13]、
“妆缎”[14]、
“蟒
[15]
缎”
等织锦的具体名称，所以“云缎”的说法也

是不足取的。
“洋缎”
名称有史可循，
在雍正三年
的《内务府奏曹頫送来缎疋如数收讫摺》[16] 中，

图 6：莲花纹织金妆花缎（正面、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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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①“百
蝶穿花”纹样，在《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中是
真实存在的。②“百蝶穿花”纹样，是在单件织
成面料中，
数量百只以上的蝴蝶与分散排布的
四季折枝花卉互相紧密镶嵌结合而成的纹样。
③贾宝玉上装面料是以赤金和青金的捻金线

100-113.
[2]喻言.服 饰的 符号 意蕴：以贾宝 玉为 例 [J].重庆 第
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3）:81-82.
[3]陈东 生，甘 应进 ，周丽 艳，等.《红楼 梦》服 饰纹样 探
究[J].纺织科技进展，2007（2）:89-91.
[4][12]曹 雪 芹 .红 楼 梦 [M].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2008:40、40.
[5][7][8][9][10][13][14][15]曹 雪 芹 .脂 砚 斋 重 评

挖梭织妆花部分，以大红蚕丝做经纱和地纬织

石头记（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9:66、

底色部分的妆金缎。④厘清了王熙凤上装面料

350、183、1140、950、1140、1141、1323.

的错误说法，它不是“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

[6]故宫博 物院编 .清 宫后妃 氅衣图 典[M].北 京 ：故 宫

缎”，
而是“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该面料是

出版社，2014:6.

以大红蚕丝作经纱和地纬，在蝴蝶纹样与折枝

[11][17]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M].

花卉纹样的外框以片金绞边手法勾边，
内部以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6、46.

彩色蚕丝挖梭织成的织金妆花缎。

[16][19]故宫博物 院明 清档 案部 编.关 于 江 宁 织造 曹
家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6-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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