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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的多重语义研究
雷文广，汪庆芝
渊绍兴文理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袁浙江 绍兴 312000冤
中国古代帝王服饰的色彩是帝王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色彩的象征性功能大于其审美功能，
因为其色彩体现了古人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尽管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在今天的服饰中已失去了原
来的价值，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为服装设计师所借鉴。通过研究中国
古代帝王服饰的色彩，
阐述着色工艺、
基本构成、色彩语言，以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表明，中国古代
帝王服饰色彩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体现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具有顺
应天道、劝善惩恶、区分等级尊卑等功能，
蕴含多重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
地、
人之间的哲学思考。
帝王服饰；
色彩；
意涵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帝王服饰

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来源基本有三种:

自汉
在殷商时期已有，到周代定制规范、完善，

一为通过染色而来，冕服颜色整体深暗，古代

代以来历代沿袭。[1]帝王服饰是中国古代等级

要染出深暗的色彩，需要经过多次浸染。所染

最高、影响最广泛的服饰，其色彩蕴含多重文

次数越多，
染出的色彩就越深。冕服中的玄纁

化内涵。结合历史文献典籍及考古资料，分析

要经过多次浸染才能得到，这与当时采用的染

了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的着色工艺演变及

料多来自于自然界有关，这些染料的亲和能力

其色彩构成，解析其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普遍较低，
要获得深一点的色彩，
只能逐次浸染，

通过对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的研究，可以了解

使颜色不断变深。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另外

传统色彩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色彩搭配观念，

来源分别是彩绘和刺绣。彩绘就是用笔蘸上颜

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料在服装面料上直接绘制图案或色彩。刺绣是

1 中国古代帝王服饰着色工艺

由绣针牵引彩线在面料上扎刺花纹的工艺。[3]郑

在旧石器晚期，人类已有染色行为。山顶

玄曰:“凡十二章纹，
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

洞人遗址出土有用赤铁矿粉涂染的兽牙、石珠

绘，
刺者为绣。此绘与绣各有六，
衣用绘，
裳用绣。

等装饰品，证明当时人类已经利用大自然赋予

星辰、
山龙、
华虫绘于
天子冕服十二章，
以日月、

的染色材料装饰自己。到了商周时期，
在纺织

衣，
以宗彝、
藻火、
粉米，
黼黻绣于裳。”
上衣的纹

物上染色已经非常普及，并有专门设有“染人”

样是通过彩绘实现，下裳的纹样则通过刺绣实

一职的记载，
“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

现，
于此表示上下有别、
上尊下卑的观念。

玄、
秋染夏、
冬献功。掌凡染事。”[2]

2 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的基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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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五色相配属，
并将色彩赋予一定的文化内

上衣下裳、束发右衽是中国古代汉族服饰

涵，用木、火、金、水、土来对应青、赤、黄、白、

的基本形制，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用，也不是为

黑。五色为五行的象征，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

了美观，而是为了服从“立象尽意”思想观念。[4]

素，
是天地四时万物本身色彩的一种高度概括

正如《周易》中所说：
“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

和抽象，因此，青、赤、黑、白、黄五种颜色被认

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

为是
“正色”
。在古人看来，
“正色”要比“间色”

形成了与天象、卦象、自然物象相应的服饰形

高贵，除了玄纁色外，
“正色”被运用到帝王服

制，不但形制上体现与“象”相对应，色彩也是

饰中。据《后汉书·舆服制》规定，
皇帝服饰有祭

下
如此。
《续汉舆服志》:
“乾坤有文，
故上衣玄，

服和常服两种，皇帝在祭祀天地和重大朝会时

裳黄。”
因为
“天玄地黄”，
所以帝王之服曾是玄

穿冕服。平时的朝服头戴通天冠，
穿“五时色”

衣黄裳。上衣在上，为乾，
象征天；
下裳在下，
为

的袍服，即春青、夏朱、夏末黄、秋白、冬黑，寓

坤，象征地。因此，玄黄色象征天与地，
又因为

意祭祀东西南北四神和黄帝。《隋书·礼仪志》

天尊而地卑，上衣须用玄色，为“正色”，
下裳须

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冕服色彩就根据五行

用“间色”
，又有“玄衣纁(玄色，黑中带赤，象征

色而来，祭祀五帝(东、南、西、北，玉皇大帝)，

未明之天；纁色，赤色。黄色，白色的复合色，

帝王分别穿着青衣青冕、赤衣赤冕、素(白)衣

象征大地)裳”之说。因为象征天地，所以玄黄

素冕、
玄衣玄冕、
苍(深青)衣苍冕。可见，
帝王

(纁)色成为

服饰纹样中受到了五行色的影响，也是帝王服

中国传统色

饰中比较常见的色彩搭配。 其目的是维护礼

彩文化中等

制，建立社会礼仪规范的需要，并对以后帝王

级最高的一

冕服、
常服都有直接的影响。

对色彩搭配

此外，
不同朝代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

应用在帝王

观念也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

服 饰 中 ，是

黑、汉赤，唐服色黄、旗帜赤，明代定以赤色为

权威的象

宜。

征。汉代帝

3 中国古代帝王服饰的色彩语言

王冕服运用

图 1：汉代帝王冕服图

3.1 顺应天道

了上玄下纁的色彩搭配，用色彩来表示汉代

把天、地与衣裳相对应，是中国先民适应

“天人感应”的思想（图 1）。天玄和地黄(纁)的

原始宗教的需要，衣裳既有实用的一面，又有

文化色彩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帝王服饰色彩

人神相通的象征意义。在等级鲜明的社会，人

中相对稳定的色彩系统。在《周礼》记载中，
天

神相通的服饰内涵会渗透到帝王等特殊阶层

子有六冕，六冕最重要的差别在纹饰上，但是

的衣冠中，孔子曰：
“ 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

其共同之处都是上玄下纁。这种色彩搭配在此

人、
畏圣人之言。”
帝王服饰行为必须与天道相

后历代冕服中都有相应的体现。

合，不仅区分帝王独尊的特殊意义，更有与天

色
2.2“五行”

道相顺应。按《周礼》记载，
帝王冕服有六种，这

“五行”意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

些冕服根据祭祀的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
但是

据《尚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其共同特点是“象天”
。
《隋书·礼仪志》记载，北

五曰土。” 并认为其是产生万
三曰木，
四曰金，

周祭祀西方之神和秋月，穿素(白)衣素冕，反

事万物本源性的五种元素。阴阳五行学说将五

映出应五行五方思想及于物相类似性思想，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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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色彩上顺应天道。东汉时帝王穿“五时

五行中虎代表西方，
的色泽取象白，
宗彝有虎，

衣”。春，青色；夏，朱色；季夏，黄色；冬，黑色；

西方色白。藻色有白有赤。粉米色为白，
因其本

秋，
白色。以应五方五行。因为在阴阳五行系统

色而取。火取其赤色，
因火色本赤。黼，
白与黑

中，春、夏、
秋、冬、季夏分别与青、朱、白、黑、
黄

相次文，做斧形，取象于刃白銎黑。黻，
黑与青

相应，使帝王穿着的色彩与四季的色彩相适

相次文，作两兽相背形，取象两兽色，左青，右

应。通过色彩顺应天时一直保留到清代帝王服

黑(图 3)。

饰色彩中（图 2）。

3.2 劝善惩恶
圣人通过封象来创造器物，使之与自然事
物联系起来，
通过自然的具象事物与抽象的伦
理道德观念相结合，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
常日用的器物上。
《白虎通》:“圣人所以制衣服
何？以为蔽形，
表德劝善，
别尊卑也。”
在中国古
代帝王服饰中，
其服饰形制、色彩、
纹样都会规
劝帝王重视道德教化，其一整套服饰制度与道
德教化融为一体。如冕冠上的充耳，其目的不
是为了美观，而是引申为规劝帝王对小人之言
扬善惩恶，
以劝善惩
要充耳不闻、
要分辨是非、

图 2：清帝王朝服

恶之心寓于在寻常日用品上。在服饰色彩中，

在帝王服饰的纹样色彩中，同样贯彻了顺

色彩之所以美，
是因为色彩装饰必须暗示人的

天道的观念。《书·益稷》记载：
“予欲观古人之

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发现人的高尚品德，彰

象，日、
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

显人性的善。在阴阳五行学说中，青、赤、黄、

证
粉米、
黼黻，
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白、黑分别与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相对

明五色被应用到冕服
的纹样中。古人制作
器物要“尚其象”，所
像也。”
服
谓“象也者，
饰上的象征性符号是
与原型相似的图像，
冕服服饰中的纹样色
彩是古人根据相似性
原则并结合五行学说
形成的。日月星的色
彩，因其光而取象白
色。山龙取象青，山的
自然色为青，而龙在
上古已有象征东方的
观念，
东方色青。华虫
黄也，
取象华丽。宗彝

图 3：晚清帝王服饰中的十二章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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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色彩比拟人的道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

服为上朝和

化、道德化的体现。如素（白色）服为常用在丧

祭祀的正式

服上，素服也用于天子自责，据《礼记·玉藻》记

服装，但是平

载：
“年不顺成，
则天子素服，
乘素车，食无乐。”

时也穿朱黄

帝王通过穿着素服，反省自己的失德。在中国

色的常服。唐

传统戏剧脸谱中，不同的色彩有其特定的寓

初因袭隋制，

意，暗示不同人的性格特征，红色表示忠勇，
黄

普通百姓还

色表示刚猛，
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等。可见，
色彩

可以穿戴明

成为规劝帝王扬善惩恶的手段之一，暗示人性

黄色衣服，只

的品德，并在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念中有着深远

是不能穿朱

的影响。

黄色，但是到

3.3 区分等级尊卑

后来，由于明黄和朱黄太容易混淆，所以凡是

图 4：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

“天子冕服十二章，诸侯九章，自山龙以

黄色系的衣服都被禁止了。“自唐高祖武德初

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火以下

逐禁止士庶不得服，而
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

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绣

服黄袍有禁自此开始。”[10]如图 4 是唐代画家

衣。”
绘绣之法，非第为观美也。文采之多寡，
实

阎立本的《步辇图》，
画中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

为阶级之尊卑，而政治之赏罚，即寓于其中，故

太宗时的场景，
从画中可以明显看出唐太宗穿

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 以服饰分尊卑，
就是

着黄色的服装。自唐后，天子专用黄色成了中

通过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面料等标示人的

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宋元明清亦如此。根据乾

社会地位尊贵或卑贱，并建立封建社会相适应

明黄色只有帝
隆时期制定的《大清会典》规定，

的服饰制度。张道一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

王才可以用，皇帝的冬夏朝服以明黄色为主，

的思想中，所谓的人文制度，多是将具体的物

明黄色是清代帝王服饰主要色彩基调，显示帝

与抽象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贵贱等级等联

王的尊贵。

系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服饰制度是人文制

4 结语

[6]

[7]

度的一部分，服饰色彩能够直接体现等级尊

通过研究中国帝王服饰色彩得出三点结

卑，服饰色彩通过真实、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

论：①从帝王服饰色彩上看，帝王服饰色彩具

的某些现实关系，再与抽象的道德观念、伦理

有延承性，色彩并没有受到权利的更替而消

规范、贵贱等级等联系起来，以此来标示人的

失，说明了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制度的成熟、稳

社会等级地位。

定及权威性。②帝王服饰色彩的多重语义受到

从周至明，受文化观念的影响，玄纁色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融入了传统的儒家思

五行色系统构成了中国古代帝王服饰的基本

想、
道教文化，
从而形成色彩语义的多重性。③

色彩搭配，且玄纁色系统是凌驾于五行色系统

帝王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身份是服饰色彩

之上的色彩搭配，其等级最高，多用于历代帝

语义的多重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王的冕服上。[8]隋唐时期开始采用色彩区分等
级，并把黄色作为帝王日常服饰穿着的颜色，
“至隋炀帝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服从驾，
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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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齐谐记》中的纺织服饰信息整理
李 强
渊武汉纺织大学 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袁湖北 武汉 430073冤
《续齐谐记》一卷，南朝梁吴均（469~520）
撰。今本《续齐谐记》仅十七条，有很多民间故
事，其中不乏与纺织服饰相关的民间故事。

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有织女、牵牛劳燕分飞的
悲情故事，
并未言武丁说此事。
其三，
“弘农邓绍，尝八月旦入华山采药。

其一，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
长房

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

谓曰：
‘九月九日，
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
令家

囊。绍问曰：
‘用此何为？’
答曰：
‘赤松先生取以

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

明目。’
言终，
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

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
见鸡犬牛

袋，
此遗象也。”
此则故事告诉后世八月旦作眼

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
‘此可代也。’
今世人

明袋的由来，
让当下申请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

此
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产的单位可找到相关的民俗依据。

则故事道出重阳节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之

其四，
“吴县张成，夜起，
忽见一妇人，立于

由来。其中与纺织相关的乃是茱萸囊，此物正

宅上南角，
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
‘此地

好印证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遍

是君家蚕室，
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

插茱萸少一人”
中的如何插茱萸。

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
必当令君蚕桑百倍。’

其二，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
忽

言绝，
失之。成如言作膏粥，
自此后，
大得蚕。今

谓其弟曰：
‘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

正月半作白膏粥，
自此始也。”
此则故事是中国

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

农历正月半用白膏粥祭祀蚕神的依据之一。

答曰：
‘织女暂诣
‘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

、
“青衣
其五，在《续齐谐记》中“青衣小儿”

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

婢”
的称呼。青衣乃是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

女嫁牵牛。”
此则故事是关于织女、
牵牛爱情的

服装。婢女亦多穿青衣，
后为婢女的代称。

由来。其可信度还是值得怀疑，因为早在东汉
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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