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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纺织品中绶带鸟组合图案的构成与寓意
杨 祎1，
薛

雁2

（1.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2.中国丝绸博物馆，
杭州 310000）
摘 要院[研究意义]在丝绸之路沿线纺织品图案研究中，绶带鸟图案是一种明显具有外来文化气质的图案，一些专家学
者在相关论文著作中均有提及，
但将绶带鸟组合图案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其构成与寓意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法]文章
采用图像分析法，以搜集到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上的绶带鸟图案为基础，对构成绶带鸟主体的禽鸟图案和绶带图案进行
分类，
进而结合相关文献考证。[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从唐代早期到宋辽时期绶带鸟组合图案的主体鸟类图案从
最初的五色鸟、
长尾鸟转变成凤鸟、
孔雀、
大雁。绶带的形式也从最初的嘴部联珠璎珞、颈部穗状绶带演变成嘴部衔的盘
萨珊元素的退化，成为更具综合性的
带状绶带和同心结。总体趋势表现为绶带鸟组合图案与各地方装饰流行风格结合，
图案形式。
关键词院绶带鸟组合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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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图案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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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tion and Implication of the Pattern of Silk Ribbon Bird
in Textile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ANG Yi1, XUE Yan2

(1.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2.China National Silk Meseum,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n textile patterns along the silk road, the ribbon bird pattern is a kind of pattern with the obviously
foreign cultural feature.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mentioned it in relevant papers, but very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ribbon bird pattern to analyze its composition and implication. In this paper, bird patterns and ribbon patterns are
classified under the image analysis method. And this study has combined the bird patterns on textiles from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It concluded that the bird patterns from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five -color birds and long -tailed birds into phoenixes, peacocks and wild geese.
Ribbons also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form of bead wreaths and spiked ribbons into strips and knots. Moreover, the ribbon
bird design with fewer sassanian elements incorporated the local popular adornment style and gradually became a more
comprehensive pattern.
Key words: the pattern of silk ribbon bird; Tang and Song dynasties;pattern composition; pattern meaning

唐宋时期的装饰图案中有大量由动物和绶
比如金银器中
带以及联珠璎珞组合而成的图案，

土的联珠鹿纹锦覆面、1972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

纳 151 号墓出土的对鸟对羊灯树纹锦[1]。古代纺

的动物绶带图案，
众所周知的有出土于陕西何家

织品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人们在追求

村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和鎏金翼鹿凤鸟纹银

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赋予了丰富的寓意。本文在

盒；再如纺织品中的动物绶带图案，它们更加丰

对绶带鸟组合图案中禽鸟图案和绶带图案进行

富，
比如 1966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 55 号墓出

分类研究的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对绶带鸟
组合图案的构成与寓意演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1 绶带鸟图案中禽鸟图案的分类
2019-12-18；

2020-02-25

杨祎，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
生。通信作者：
薛雁，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

绶带鸟组合图案在纺织品中出现的时间跨
度较大，禽鸟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凤凰这种秦汉
时期就受到汉民族喜爱的传统图案到魏晋时期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出现的孔雀图案，
再到游牧民族中更为常见的鹰
类与大雁图案；农耕民族比较熟悉的鸳鸯、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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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鹰、
大雁
相较于风格文雅且更为普遍的孔雀图案与

鸡，以及极具中亚与西亚特色的五色鸟和长尾

凤凰图案来说，以鹰作为母题图案的织锦发现较

鸟，
种类多样，
造型丰富。

少，
流行于中晚唐时期的对鹰图案与同时期的对

1.1 凤凰、
孔雀

狮纹多以蓝绿或黄色为织锦底色，对鹰的足部健

唐宋时期纺
凤凰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图案，
织品中出现的形象有区别于秦汉时期的单纯线
条勾勒，
更倾向于细节的描绘，主要有立鸟形式、
对鸟形式、
散乱分布形式三种。

硕粗壮，
两翅张开立于花台或基座上头部装饰头
光光环或璎珞。
大雁图案普遍存在于唐宋时期的各类纺织
品中，
比如唐代晚期的出土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

区别于凤凰，孔雀纹是典型的引进题材，
在

朵花团窠对雁夹缬绢，
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

唐文宗在位时确
唐代它是一种正式的官服图案，

辽代的莲塘双雁纹刺绣。再如出现在袍上，比如

定了：
“袍袄之制，
三品以上服绫，
以鹘衔瑞草，雁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的辽代耶律羽墓出土的雁

衔绶带及双孔雀”
。图 1 为出土于甘肃敦煌莫高

衔绶带纹锦袍上，
以及画作《韩熙载夜宴图》中持

窟第十七窟的中晚唐时期的孔雀衔绶纹二色绫，

扇仕女所着衣衫上都装饰有对雁衔绶带图案。白

图 2 为其图案复原图，两只孔雀成轴对称分布，

居易在《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中提到

口中衔有球路状的绶带，孔雀尾部描绘细致繁

，结合《新唐
“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

复，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张开的两翅上分布有排列

书·车服志》中提及的“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

整齐的羽毛。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孔雀图案的构图

绶带，
谓其行列有序，
牧人有威仪也。”可见雁衔

均为轴对称结构，
动态均为尾羽上翘双翅张开双

绶带图案在唐代就有着较为特殊的含义，多用做

足踏地状，
后期图案中孔雀的整体体态会更加健

赏赐，直至宋辽时期，雁衔绶带图案作为赐服和

硕，
描绘也更加具体和细致。

官府的图案得以延续保留[2]。

鸳鸯
1.3 鸡、
鸭、
唐代织锦中的鸡、鸭、鸳鸯图案多为静态造
型，或对立于花台上或独立与团窠中，在织锦与
染缬织物中均有发现。

1.4 五色鸟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伯希和编号为 2613 号

的、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敦煌文书《唐咸通十四
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物交割历》中有记

图 1 孔雀衔绶纹二色绫
Fig.1

two -color thin satin with the pattern of peacock holding
ribbon in mouth

载
“大红番锦伞壹，
新，
长丈伍尺，
阔壹丈，心内花
两窠。又壹张内每窠各师
伍色鸟
子贰，
四缘红番锦，
玖拾陆”[3]。最后提到的九
十六只
“伍色鸟”
，
形制与中
晚唐时期的、
出土于青海都
兰热水墓的、
现存于青海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批织
此类
锦图案形制较为吻合，

图 2 孔雀衔绶纹复原图
Fig.2

Copy and repair drawing of two -color thin satin with the
pattern of peacock holding ribbon in mouth

五色鸟图案流行于中晚唐
至五代时期[4]。
图 3 为青海 Fig.3
都兰出土的五色鸟锦，图

图 3 五色鸟锦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five-color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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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其图案复原图。五色鸟一般造型为双脚站立

东方审美，总体形态更

腹
于一个基座上，尾部用平行的多彩线条表示，

加优雅。盂以东西方织

部用整齐排列的鱼鳞形或心形几何图装饰，上翘

锦的最大区别及经线的

的双翅以末端曲度变大的曲线表示，
几乎所有的

加捻方 向作为依据分

[5]

风格独特 。
细节结构都以抽象的几何图形表示，

析，如图 5 收藏于中国
丝绸博物馆的这件团
窠联珠含 绶鸟纹锦中
的经线为 S 捻 [6]，这 与

中亚织锦中经线为加
强 Z 捻的习惯不同，所

图 6 团窠联珠含绶鸟纹复原图
Copy and repair drawing

Fig.6

of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of bird holding

以应为东方织机系统

ribbon in mouth rounded

中的作品，我们暂且可

by pearl roundel

以称为唐系五色鸟。

1.6 长尾鸟
长尾鸟类禽鸟图案的造型较为明确，一般为
图 4 五色鸟锦复原图
Fig.4

Copy and repair drawing of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fivecolor bird

颈部较长、尾部较长且卷曲上翘、嘴衔花枝或璎
说明
珞、
脚踏花台。图案一般为明显的纬向循环，
织锦多为西方织锦。许

1.5 唐系五色鸟

新国在分析都兰吐蕃

唐系五色鸟图案出现在晚唐时期，造型与

墓出土的对鸟锦时提

“五色鸟”类似，主体立鸟口衔联珠状璎珞，颈部

到此类长尾鸟花台织

装饰有飘动的流苏状绶带，双足立于联珠团窠

锦在中亚地区亦有出

内，虽然这些特点与中亚型织锦图案相仿，但我

土，被认为是萨珊波

们仍把它归入到东方织锦系统中，原因有三：淤

如图 5 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窠联珠含绶

斯织锦遗物，本文沿
用许新国的说法，将

鸟纹锦，从图案的色彩和装饰风格角度看，它与

此类图案命名为长尾

前面的“五色鸟”相比，尾羽下垂，色彩更加丰富

鸟。图 7 中所示为青

完全不同于
“五色
和鲜艳，
造型的线条流畅自然，

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

鸟”以抽象几何图，比

团窠对鸟锦，颈部与

如心形、长矩形、鱼鳞

腹部的联珠装饰为典

形作为构图要素的审

型波斯萨珊风格装

美特点，反而更接近于

饰，并且禽鸟的头部

东方织锦中对鸟类的

背光和嘴部璎珞也在

细腻的写实刻画。于如

萨珊波斯时期的雕塑

纹复原图，从图案主体

鸟所衔的璎珞的形式

图 6 团窠联珠含绶鸟

腿部纤细，这与“五色
鸟”健壮有力的体态也
完全不同，反而更符合

Fig.7

团窠对鸟锦的复原图
Copy and repair drawing of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of

paired birds rounded by
pearl roundel

对
中经常见到。此外，

此类
鸟类的形态来看，
图案中鸟类脖颈细长，

图7

与萨珊波斯王朝晚
图 5 团窠联珠含绶鸟纹锦
Fig.5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of bird holding ribbon in
mouth rounded by pearl
roundel

期、现位于伊朗境内
的摩崖石刻—大石窟
拱顶外墙右侧的有翼
天使项链类似，即图8

图8

有翼天使

Fig.8 Winged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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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直观造型的不同，
笔者将“绶带”分为穗
璎珞四类。穗状绶带
状绶带、
带状绶带、
同心结、
普遍出现在五色鸟与唐系五色鸟的颈部，此类绶
带形如麦穗，或单条或双条，水平装饰在主体鸟
类图案的颈部，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将穗状绶带又
细分为 5 种类型（表 1）。穗状绶带型 1 为单条绶
带形式，
同主体立鸟胸腹部的抽象几何装饰风格
统一，穗状的绶带由两个连续的三角形组成[8]。穗
状绶带型 2 为单条穗状绶带，
绶带前部为两个同
向心形，尾部为方向相反的大三角形，总体图案
图 9 猎鹿人图
Fig.9

The drawing of

a

hunter aiming at a

图 10 萨珊银瓶
Silver bottle

Fig.10

Sassanid Empire

deer

during

刻画较型 1 会更加细腻。穗状绶带型 3 为双条绶
带形式，平行的两条绶带分别由三节三角形组
成。穗状绶带型 4 与穗状

绶带型 5 是五色鸟和唐系

所示，类似图案还出现在

五色鸟的穗状绶带，其外

摩崖石刻其他浮雕上，如
图 9 猎鹿人的颈饰同为

部线条更加流畅且是明确

三个坠子，康马泰称其为

的曲线。

典型的萨珊晚期艺术元

2.2 盘带状绶带

[7]

素 。结合波士顿菲利尔

盘带状绶带指的是一

美术馆所藏的萨珊银瓶图

种较为厚重的绳带中间多

案（图 10）和俄 罗斯布萨

次盘绕打结而成的绶带形

瓦出土的萨珊银壶图案
（图 11），笔者可以确定图

图 11 萨珊银壶

7 中的长尾鸟图案为萨珊 Fig.11
风格图案。

Silver kettle during
Sassanid Empire

2 绶带鸟图案中的绶带图案分类
2.1 穗状绶带

表1

式，其下部为明显的流苏 图 12

孔雀 衔绶 纹二 色 绫

形式，
一般与对孔雀、对雁

中的盘带状绶带

等大型禽鸟组合出现，程 Fig.12

Ribbon of two - col原

式较为固定，如图 12 为现

or thin satin with the

绶纹二色绫中的盘带状绶

mouth

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孔雀衔

pattern of
holding

peacock

ribbon

唐宋时期纺织品上穗状绶带的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chart of tassel ribbon on textile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ties
绶带类型

穗状绶带型 1

穗状绶带型 2

穗状绶带型 3

穗状绶带型 4

穗状绶带型 5

唐代鸾鸟戴胜纹锦

大联珠立鸟纹锦覆面

联珠鸟纹锦覆面

联珠对鸟儿童锦衣

红地团窠含绶鸟锦

绶带形状

相关纺织品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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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图 13 为现藏于内蒙古博

3 绶带图案的寓意分析

物馆的雁衔绶带纹锦袍中盘

通过前文的分析，
笔者发现绶带与禽鸟发生

此类绶带多用
带状绶带图案，

一种是禽鸟的颈部
组合关系的方式一般为两种：

作官服和赐服图案。

与绶带的组合，如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五彩鸟

与盘带状绶带较为类似

锦中穗状绶带系于五色鸟的颈部并向后飘起。另

的绶带形式是同心结，
一般出

一种是禽鸟的嘴部与绶带组合，如对孔雀或对雁

现在铜镜和金银器上，
同心结

嘴部衔有盘带状绶带，再如五色鸟、唐系五色鸟

与禽鸟的组合与盘带状的绶
带类似，一般位于对鸟的中

图 13 雁衔绶带纹锦袍
中盘带状绶带

间，两只禽鸟相对嘴部共同 Fig.13

Ribbon of twocolor thin satin

衔有同心结，也存在大量的

with the pattern

单鸟嘴衔同心结的形式，或

of greese hold原

对鸟的嘴部各衔一枚同心结

ing

的形式。其中禽鸟多为凤凰

ribbon

mouth

和孔雀。与盘带状绶带相比

in

嘴部衔有璎珞联珠。

3.1 穗状绶带寓意
禽鸟颈部系有绶带的形式在萨珊波斯时期
的摩崖石刻上和货币上都可见，粟特古城撒马尔
罕大厅壁画、
片治肯特古城壁画中均有发现。这
种装饰手法在汉魏以前时期的中原地区从未有
类似发现，可以明确
颈 部系 有绶 带 是 一

同心结的结构更加简单，绳带更加纤细，并且与

种 典型 的外 来装 饰

飞鸟搭配时会具有一定的动感，形式更加自由。

风格。摩崖石刻上的

综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绶带鸟的图案形式也

《帝王猎鹿》 浮雕中

更加丰富。

逃离的 奔鹿颈 部系

2.3 联珠璎珞

有飘起的绶带，康马

璎珞是所收集到的资料中样比较多一种
“绶

泰解释称绶带 具有

长尾鸟中均有
带”
形式。在五色鸟、唐系五色鸟、

神祇的含义。类似的 图 14

璎珞的装饰，笔者将联珠璎珞具体分为枝杈状联

穗状绶带还出现在

珠璎珞、
菱形联珠璎珞、三坠联珠璎珞三型，进而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

又将三坠联珠璎珞分出三个亚型（表 2）。

中（图 14）以及撒马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中的穗状
绶带

Fig.14

Tassel ribbon in wall painting
unearthed from Pyanjikent
Site

表 2 联珠璎珞的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chart of Ying Luo stinged by beads
三坠联珠璎珞

绶带类型

枝杈状联珠璎珞

菱形联珠璎珞
三坠连珠璎珞型 1

三坠连珠璎珞型 2

三坠连珠璎珞型 3

联珠对鸟儿童锦衣

团窠联珠对鸟纹锦

红地团窠含绶鸟锦

绶带形状

相关纺织品

联珠立鸟纹锦

联珠立鸟纹锦覆面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图 15
Fig.15

图 16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中的联珠璎珞

撒马尔罕古城大厅南壁壁画中
Fig.16

的穗状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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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 Luo stinged by beads in wall painting
Pyanjikent Site

Tassel ribbon t in south wall
painting unearthed from the hall

unearthed from

of ancient Samarkand City

尔罕古城大厅南壁壁画中（图 15）。穗状绶带与

3.3 盘带状绶带的寓意

教中代表神圣荣光神祇等含义。

期的孔雀衔绶纹二色绫和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3.2 联珠璎珞绶带寓意

罕苏木苏木古日板呼舒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雁衔

飘带装饰于禽鸟的颈部，其象征含义类似，在祆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中（图 14、图 16）以及撒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出土的中晚唐时

绶带纹锦袍中的绶带都是鸟嘴部盘带状绶带。

禽鸟的
马尔罕古城大厅南壁壁画中（图 15）所示，

“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
《新唐书·车服志》中提到

嘴部均衔有前文提到的联珠璎珞中三坠联珠璎

衔绶带，
谓其行列有序，
牧人有威仪也。”以及唐

珞式样。萨珊波斯王朝晚期的摩崖石刻—大石窟

文宗即位时(829 年），对当时的官服图案的明确

以及摩崖石刻上
拱顶外墙右侧的有翼天使项链，

要求“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

猎鹿人的颈 饰均

衔绶带及双孔雀；
四品、五品服绫，
以地黄交枝；

为三个坠子，康马

六品以下服绫，
小窠、
无文及隔织、
独织。”
此类嘴

泰称其为典 型的

部衔盘带状绶带的绶带鸟图案唐代多用作赐服

萨珊晚期艺 术元

和官服中，辽金等北部地区官服形制不严格，大

素。三坠联珠璎珞

雁衔芦逐渐衍生出了
“衔禄”
的谐音，绶带鸟图案

样式应与穗 状绶

也有谐音
“寿”
的美好寓意[9]。与之形制类似的同

带类似具有 一定

心结，
其寓意可以追溯到南朝梁武帝的《有所思》

的祆教含义，并且

“腰中双系带，
梦为同心结。”
此类盘带状绶带多

在西亚与中 亚地
区较为流行。除此

图 17

之 外 已毁 的阿 富 Fig.17
汗 巴 米 扬 第 167

窟壁画中（图 17）

阿富汗巴米扬第 167 窟壁画中
的联珠璎珞

Ying Luo stinged by beads in
wall painting

of

cave 167,

Bamiyan, Afghanistan

出现在中原和北部地区，寓意多为爱情美满，仕
途顺利。

4 结语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绶带鸟图案北朝时期
开始出现于丝路沿线的雕刻壁画中。纺织品方

也有类似形式。与佛教教义结合后，此类图案更

面，
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地区的戴胜立鸟类绶带

加飘逸灵活，曲线更加流畅，寓意也包含了永生

鸟出现时期较早，大概在中唐时期；出土于青海

与再生意味。

都兰热水墓的五色鸟和长尾鸟出现的时代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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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晚唐时期，
唐系五色鸟锦流行的时间大致
也在中晚唐时期；
甘肃敦煌出土的对孔雀衔绶纹
二色绫出现时间更晚一些，大致在晚唐至五代时
期。绶带鸟图案的延续时间较长，
直至宋辽时期，
雁衔绶带图案作为赐服和官府的图案得以保留，
凤鸟衔同心结图案广泛存在于铜镜和金银器上。
随着时代的推移与变迁，
绶带鸟的主体鸟类图案
长尾鸟居多，转变成
从最初的戴胜立鸟、
五色鸟、
凤鸟、
孔雀、
大雁居多。绶带的形式也从最初的嘴
部联珠璎珞、颈部穗状绶带演变除了嘴部的盘带
状绶带和同心结，总体趋势表现为中亚萨珊波斯
装饰元素的退化与变形，
绶带鸟图案与各地方装
饰习惯结合，
形成了更具综合性的图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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