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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丝绸中的菱形骨架探析
赵

静 a，
李 强 b，钟 蔚 a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 ；b.《服饰导刊》编辑部,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楚国菱形骨架对后代丝绸纹样影响深远，但对其研究较少且不专一。[研究方法]文章以考古类型学，
图像学，文献研究法，多重证据法对楚国丝绸及其他器物上的菱形骨架按时期进行特征分析，追溯起源并窥探其内涵，
[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菱形骨架可溯源至新石器时期；从装饰位置、形式及与其组合的日字、天体纹和凤纹出发可
以看出楚国丝绸中的菱形骨架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北极星崇拜，并融入了四时四方的概念，暗含着楚人的天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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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hombic Skeleton in Silk Patterns in Chu State
ZHAO Jing,LI Qiang,ZHONG Wei

(a.School of Fashion；b.Editorial Office of Fashion Guide,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rhombic skeleton of Chu State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ilk patterns, but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i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hombic skeleton on silk and other objects in Chu State by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imagery,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multiple evidence method. It also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rhombic skeleton and explores
its connot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rhombic skelet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olithic period. From its decorative
position, form and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日 （the sun）, celestial and phoenix patterns, we can see that the
rhombic skeleton on the Chu silk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previous Polaris worship and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four
seasons and four directions, suggesting the Chu people’
s knowledge of astronomy.
Key words: Chu silk pattern；rhombic skeleton；infinite space-time

菱形骨架是楚国丝绸纹样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
变化形式，暗含深刻的文化内
涵，也彰显出楚国高超的丝织
技术。笔者整理分析了 46 件楚

国丝绸，发现菱形骨架在楚国
丝绸纹样中承担着分割画面，

马王堆汉墓绢地方棋纹绣

整合图形的重要责任，出现率
极高而且生命力顽强，起到了

马王堆汉墓对鸟菱格纹绮
图1

Fig.1

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在后代的丝绸纹样中亦普

东汉素纱纹样

汉代丝绸纹样中的菱形骨架

Rhombic skeleton in the silk pattern of the Han Dynasty

回顾[2]对部分楚国丝绸纹样中的骨架进行
赵丰[1]、

遍存在（图 1），
几乎贯穿中国纹样史，
具有一定的

了简述；
黄能馥列举一些战国丝织刺绣纹样骨架

研究价值。迄今为止，
涉及楚国丝绸纹样的研究

时简单提到了楚国丝绸纹样骨架[3]；张庆从现代

成果丰硕，但针对菱形骨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视觉心理学角度分析菱形骨架，认为其使得图案
条例清晰且利于提高工匠的工作效率[4]。上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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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几乎都将菱形骨架独立出来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忽略了楚国丝绸纹样的整体性。诸葛铠认为:
“任何设计都可以看成一个系统化的结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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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分‘各司其职’
，虽然不能互相代替，但却

菱形的钝角对角线一端接一个小菱形，
另一端有

能相互作用。”[5]因此，
本文试图站在整体的角度

的接两个小菱形，
有的呈不对称形式），按年代进

系统分析楚国丝绸纹样菱形骨架的发展演变及

行整理以求补充菱形骨架的造型流变。

内涵。

1 楚国丝绸纹样菱形骨架的造型演变

战国早期出土实物较少，仅搜集 10 例，
整体

风格较后世简朴单纯，
各类菱形骨架均已出现且

将楚国丝绸纹样按时间学界对楚国丝绸纹

逐渐鲜明，多组合简单几何纹，四方连续排列与

样中的菱形纹样早已有相当多的研究，
赵丰[6]、张

散点式排列同时出现。此时大小单体菱形骨架均

庆[7]等学者将菱形纹样分为单体菱形纹、复合菱

已出现，
但大单体菱形骨架仅江陵九店砖厂楚墓

形纹等都是将菱形纹样单独分类分析，一定程度

一凤三龙相蟠纹一例，
而从内填纹饰可以看出小

上忽略了同一时期各个种类的菱形纹样之间的

单体菱形骨架还留有青铜器雷纹的影子；复合菱

联系，
笔者现将搜集到的楚国丝绸中菱形骨架分

复合菱形纹（磬纹）
形纹（杯形）形式已十分鲜明，

为小单体菱形骨架、大单体菱形骨架（多刺绣中

经历了从从曾侯乙墓勾连雷纹到河南信阳长台

出现，
内填复杂纹样）和复合菱形骨架，其中复合

关几何纹锦，
复合菱形骨架（磬形）的造型特征逐

菱形骨架又因为造型特征分为杯形（一个大菱形

渐明显（表 1）。

的两个钝角各接一个小菱形）和磬形（一个近似

战国中期随着纺织刺绣技术的进步，出土实

表 1 战国早期丝绸菱形骨架
Tab.1

Rhombic skeleton on the silk pattern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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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各类菱形骨架的组合纹样加富，变化多样，逐

纹及云纹，这一组合形式几成定式；复合菱形骨

渐显出繁复浪漫的风格特征。小单体菱形骨架开

架（杯形）复合菱形骨架（磬形）内仍多填几何纹

始多填菱形或圆形纹，
大单体菱形骨架的出现频

样，
但复合菱形骨架（杯形）中间的菱形较战国早

率明显增多，内填凤凫纹、凤鸟纹、及一凤三龙

期变大，两钝角处衔接的小菱形变小，内填纹样

纹，四角装饰有天体纹，外边缘装饰简化几何凤

更加变化多样（表 2）。

表 2 战国中期丝绸纹样菱形骨架

Tab.2 Rhombic skeleton on the silk pattern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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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

菱形骨架，
这类骨架是由凤凰张开翅膀的优美姿

出土的最为品种丰富，
样式华丽，
极具代表性。此

态构成的，
别具特色。复合菱形骨架（杯形）内除

时小单体菱形骨架仅占约 19%，
较战国早期及中

了填复杂的几何纹样也组合了对龙对凤；复合菱

期出现频率变低；大菱形骨架数量达到最多时

形骨架（磬形）或许由于自身已经比较繁复，仍然

期，大菱形骨架内不仅延续早中期的凤鸟纹，还

组合几何纹样，但其中的几何纹样也是达到了最

组合了大型的田猎场景，而且此时出现了隐性大

富于变化的时期（表 3）。

表3
Tab.3

战国中后期丝绸菱形骨架

Rhombic skeleton on the silk patter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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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菱形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一凤二龙相蟠
单体菱形
时期及品名 图形
结构

局部图 类别

骨 架

组合纹样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凤鸟纹
单体菱形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小菱形纹锦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凤鸟践蛇纹?衣 8-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纬花窄带织物小

战国中晚期

单体菱形
菱形纹

单体菱形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十字菱形纹
单体菱形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六边形纹绦

3A

单体菱形

湖北江陵马山 M1 龙凤虎纹罗衣 N-9

隐性单体菱形

战国中晚期湖北江陵马山 M1 凤鸟花卉纹绣
隐性单体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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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所述，
楚国丝绸纹样中的各类菱形骨

蕴含着楚人的天文学智慧。阿城由菱形和双龙的

架演变十分清晰明了，
其中的单体菱形骨架及复

组合得出楚国丝绸中的菱形象征北极星[9]，但且

而此时
合菱形骨架（杯形）在战国早期以及出现，

将这一观点带入每一个具体纹样中会发现不足

的复合菱形骨架（磬形）还在是在战国早期勾连

以解释所有，
故此本文尝试从菱形骨架的装饰方

雷纹中逐渐演变而来；
通过菱形骨架的组织纹样

式及组合纹样角度入手探寻菱形骨架的内涵。

可知楚国丝绸纹样风格流变也与对应的时代社

与可以根据织机技术和装饰需求而随意变

会背景相吻合；四方连续式的装饰方式也早在战

换的小几何纹不同，
骨架因其决定了整个画面的

国早期就已广泛应用。笔者搜集了大量前代文

布局和风格，
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形态必然

物，找到 30 余个造型类似于单体菱形骨架的单

与地域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社会意识密切相关。

由表 4
体菱形纹，
下文仅列出 20 件代表性实例，

骨架在整个丝织纹样中发挥着重要的空间分割

可知，
菱形骨架最早源自于新石器时期装饰于纹

作用，统筹全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组合纹样

样中心的菱形纹，自商代开始出现四方连续等装

相契合，故本文尝试根据组合纹样的意义反推骨

饰方式。

架的内涵。笔者将从菱形骨架的自身特点及组合

2 楚国丝绸菱形骨架的内涵分析

元素出发，融入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探寻其背

“楚人好巫”源于楚国上层阶级，
探其根源
[8]

后可能蕴含的文化内涵。鉴于小菱形骨架内的填

与楚国先祖的职位不无关系。
《史记·楚世家》 和

充纹样与日纹有关、
大单体菱形骨架经常位于器

《大荒西经》均称楚国国王为祝融后代，曾执掌历

物的中心位置且常与凤纹组合以及菱形骨架四

法及祭祀等活动。以此猜测楚国丝绸菱形骨架也

角装饰的天体纹等可以断定菱形骨架延续了前

表 4 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菱形纹样与菱形骨架
Tab.4 Rhombic pattern and rhombic skeleton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Shang-Zhou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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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北极星崇拜，
并延伸出了四时四方的天文学观

纹，
与此同时在菱形的四个角处放置圆形或隐性

念。

圆形纹样。表 6-（1）及表（6-2）中位于四角的圆

2.1 小单体菱形骨架与日字

形纹样中心是太阳纹，
圆环的四周均匀分布四个

卜辞中
“日”的具体字形如表 5，在三期及四

小点，
圆环内部填由点构成的三圈圆圈正好对应

期卜辞中代表太阳的形式有 和 等形式，便是

着古人的
“三天”[10]。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章

单体菱形骨架。而楚国丝绸小菱形纹中单体菱

云：

形骨架内所填纹饰与“日”字形相契合，菱形作
为骨架统摄着位于中间的日形，据此可以推断
小菱形骨架所代表的意义与古天文学有着紧密
关联（图 2）。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 衣是一件冥器

[11]

，鉴

于这件衣服的性质可以推断出这类纹样起到帮

2.2 大单体菱形骨架与天体纹

助墓主人灵魂升天或与天地沟通等作用。在背部

大单体菱形骨架内经常填以楚国崇拜的凤
表5
Tab.5

卜辞中的日字

Sun characters in the inscription

图2
Fig.2

的中间绣凤鸟践蛇纹[表 6-（7）及图 3]，
大单体菱

楚国小菱形纹丝绸

Small rhombic on silk pattern of Chu State

图3

江陵马山 M1 楚墓 衣正背面

Fig.3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coat in Jiangling Mashan M1 Chu T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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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组合元素 天体纹样
Tab.6 Combination element: Celestial pattern

者，
阴阳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
[12]
太一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
及《礼

记·礼运》：
“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为天
[13]
地，
转而为阴阳，
变而为四时”
。《楚辞·九歌·东

君》中如实的描绘了太阳的运行轨迹。以此可以
看出楚国的天文学是以北极星为中心，通过观察
北斗柄与太阳围绕北极星异向同步运动的轨迹
确定四时。先秦时期楚地典籍《鹖冠子》中所记的
“斗柄东指，
天下皆春；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
斗柄
天下皆冬”
。
《尚书·尧
西指，
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
[14]
掌管四时。”
典》
“以分至四神分居四方之极，
这

两句话指出四时与四方之间紧密相关，春分和
秋分太阳从正东方升起，从正西方落下，夏至
日行极北，冬至日行极南（图 4）。楚国丝绸纹样
中菱形骨架的上下左右四角分别放置 四个含

太阳及北斗意蕴的圆形纹样，整个布局与上述
文献中所记载的两分两至与东南西北 的位置
正好吻合。由此推断出楚国丝绸菱形骨架继承
前代北极星的意义同时融合了四时四 方的天
文学概念。

2.3 隐性菱形骨架与凤纹
不同于青铜器上多出现龙纹与菱形的组合，
楚国丝绸纹样中凤纹与菱形的组合更常见，有时
龙纹仅仅作为陪衬出现，如表 1 江陵九店砖厂楚
墓一凤三龙相蟠纹，
表 2 包山凤鸟纹及表 3 一凤
二龙相蟠纹绣等，甚至在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马山

楚墓中出现了由凤鸟的翅膀构成隐性菱形骨架
（表 7），且这一表现形式多出现在不受纺织技术
限制的刺绣纹样上。马山 M1 龙凤虎纹罗衣中四

形骨架内填凤纹四周为隐性圆形纹，
七点环绕一个七角形。外围七颗星星
从数字上可以推测是北斗七星而中间
的可能为太阳。
战国早期楚墓出土的郭店竹简
《太一生水》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
是以成地。天
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
地复相辅也，
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
也，
是以成凔热。沧热复相辅也，
是以
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
成岁而止。故
岁者，
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
沧热之
所生也。凔热者，
四时之所生也。四时

图4
Fig.4

卦象变化而产生的季节变化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seasonal changes caused by changes in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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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菱形骨架

Tab.7 Hidden rhombic skeleton

只凤纹张开双翅的造型构成了隐性菱形骨架；凤

的内涵，
并且将四时四方的概念引入战国中后期

鸟花卉纹绣则是由左右两只凤鸟纹样的尾巴与

的田猎纹（图 5）也更加合理。

翅膀构成隐性菱形骨架，中间填以扶桑树纹；蟠

2.4 复合菱形骨架与数字三

龙飞凤大花面衾的隐性菱形骨架则是左右对称

复合菱形骨架就可以看做是三个单体菱形

的凤鸟冠羽及翅膀等构成；
凤鸟菱形纹锦则是左

骨架的结合（一个大的两个小的），由于三的哲学

右两只凤鸟纹构成半个复合菱形骨架（杯形）。

意义以及互相叠合的造型特征使其意味着福寿

[15]

卜辞中凤与风同字，象凤鸟之形 。殷卜辞
中有记载
“东方曰析，
凤（风）曰协。南方曰因，凤

绵延。
我国古代所指的“三”是自然之始祖 ,万殊之

（风）曰微。西方曰 ，
凤（风）曰彝。北方曰勹，
凤

大宗。《老子》[17]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风）曰役。即凤鸟为风神。《左传·昭公十七年》

三生万物。”司马迁也在《史记· 律书》[8]中指出：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

终于十，
是虚数，
“数始于一，
成于三。”
所以“三”

司分着也。
鸟师而鸟名。凤鸟氏，
历正也。玄鸟氏，

可以指代无数。楚国文学经典 《山海经·大荒西

伯赵氏，
司至者也。青鸟氏，
司闭者也。”
这也将凤

三面一臂，三面
经》中
“有人焉三面，
是颛顼之子，

纹与四时相联系起来。

《山海经·海外南经》
之人不死，
是谓大荒之野。”

彭浩提出凤鸟实则为四方和四方风的化身，

中有
“三首国，
在其东，
其为人一身三首。”
《山海

是楚人对宇宙的一种看法和信仰[16]。当凤纹组合

经·中山经·中次十一经》中有“从水出于其上，潜

而成的隐性菱形骨架也就自然带有了四时四方

[18]
于其下，
其中多三足鳖，
枝尾，
食之无蛊疫。”
从

图5

战国中晚期江陵马山楚墓田猎纹锦

Fig.5 Field hunting pattern of Jiangling Mashan Chu Tomb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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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凤纹绣纹样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十二月帛画》中的三头人

凤鸟花卉纹绣纹样
图 6 丝绸纹样中的
“三”
Fig.6

The“three”in the silk pattern of Chu State

中可以看出楚国人们对“三”的喜爱和“三”极具

绸中的菱形骨架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北 极星的

灵性代表了不死，无虫疫等美好含义。在楚国丝

崇拜，并融入了四时四方的概念，暗含着楚人

“三”
的无穷无尽，
如
绸纹样中其他纹样也体现了

的天文学观念。这一观点也与楚国王族出身天

三面凤鸟、
凤鸟的冠羽、
扶桑树叶等（图 6）。江陵

文学世家的社会背景相契合。菱形骨架对中国

马山 M1 中的飞凤纹绣中表现正面的凤纹时将

丝绸纹样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汉

凤纹的两个侧面并列的描绘在一起；凤鸟花卉纹

代就流行着大量的菱形骨架，体现了楚国艺术

绣纹样中间一个大的正面鸟的仰视图，
双翅上各

文化对汉代的深远影响。

有一个小的侧面鸟头，
纹样的右侧是三行悬垂的
花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十二月帛画》中也有三
头人形象。这样
“三头凤或人”
的构图正好对应上
文中《山海经》中的一身三面人，代表不死和神
圣。这些实例彼此相互验证，体现了楚人形象复
合，
兼体造型的创作手法。

3 结语
笔者收集对比了大量楚国各种器物，其中
包含近 50 件楚国丝绸纹样，发现菱形骨架普

遍存在。楚人用多种菱形骨架构建整体结构，
使得浪漫丰富的丝绸纹样兼具秩序感，反映出
楚人创新求变的精神。研究发现，菱形骨架脱
胎于菱形纹样，最早的菱形纹样可追溯至新石
器时期的红山文化，在继承菱形纹样所蕴含的
北极星崇拜的同时又融入了新的内涵。从装饰
形式上看菱形骨架基本以四方连 续的形式出
现，以达到重复强调的效果；从组合纹样上看
菱形骨架内统筹着日纹、凤纹龙纹等具有明显
崇高地位的纹样，四角装饰着天体纹，或以凤
纹造型构成隐性菱形骨架。综上所述，楚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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