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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清代传世荷包惯用色探析
赵志军，袁倩宇，徐 菲
（齐齐哈尔大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齐齐哈尔 161006）
摘 要：[研究意义]达斡尔族传统荷包是达斡尔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研究传统荷包的色彩表现，并
总结出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用色规律和象征意义。[研究方法与结论]文章从实物分析入手，系统分析了达斡尔传统荷
包的背景色彩、主题色彩以及边饰色彩，其中背景色彩整理出 21 种惯用色，主题色彩整理出 32 种惯用色，通过比较得出
两者的惯用色具有重叠性，并总结出惯用色中各色系的使用频率；边饰色彩在整理和分析中发现，其色彩基本和背景色
彩与主题色彩一致或相近，比较注重色彩的呼应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荷包的色彩定性和象征意义，总结出清
代达斡尔族传统荷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和通用性，其研究价值有利于达斡尔族族传统荷包的传承与发展，为达
斡尔传统荷包色彩复原作为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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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Color of Daur Purse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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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er 161006 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pou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aur costume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e color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 pouch and summarized the color rules and its symbolic meaning. Starting from object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color, theme color and edge color of Daur pouch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21 kinds of background colors and 32 kinds of
theme colors were sorted out respectively. Through comparison, the overlap of the two traditional colors was obtained and the
usage frequency of each color system was summari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edge color is similar with the background color and
theme color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of colors. On this basis, the color qualitative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pouch were further determin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raditional Daur pouch in Qing Dynasty was representative and universal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Daur pouch, and can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Daur traditional pouch color restoration.
Key words: Daur nationality；pouch；preferred color；
symbolize

清代佩戴荷包蔚然成风，逐渐影响了整个中华
各民族对荷包的认识和理解

[1-2]

族的达斡尔族，在传统荷包色彩的设计上，融入了

。达斡尔族民族博

丰富的地域文化、情感语言以及文化内涵，值得我

物馆馆藏大量清代传世荷包，是达斡尔族传统民族

们去探究 [6]。本文立足实物分析，以达斡尔民族博

艺术中的精华[3]。色彩是民族服饰的精神载体，
它承

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载着该民族诸多情感寄托和文化内涵，传统荷包色

自治旗）所藏传统布（绸缎）制荷包实物共 53 件为

彩的表现——异常光彩，丰富多样[4-5]。作为游牧民

基础，试图通过定性研究客观分析达斡尔族惯用色
和寓意分析，为达斡尔传统荷包色彩复原以及惯用
色传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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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色彩现状
贮藏环境与古代纺织品文物老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古代纺织品文物贮藏是否得当决定着文物是
否能被长久保存 [7-8]。从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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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来看，由于馆藏条件限制，导致很多荷包受到

授。袁倩宇，齐齐哈尔大学美术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徐

不同程度的损伤，色彩褪色明显，特别是清代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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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受损最为严重，色彩损伤程度达 50%以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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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要原因是很多清代荷包均使用传统植物染色技术
[9]

[10]

染制而成 ，耐紫外线牢度较差 ，对馆藏环境要求
较高，见图 1 所示。目前迫切需要相关学者关注达
斡尔族传统荷包的保护及传承发展，在有效保护现

存荷包的基础上，广泛发扬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艺
术魅力，使其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得以传承。

（a）2008 年荷包照片
图1
Fig.1

(b)2019 年荷包照片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损伤效果比较图
Damage analysis of Daur traditional purse

2 达斡尔族荷包背景色彩分析
2.1 背景色彩分析
对达斡尔族民族博物馆馆藏 53 件传统布（绸

缎）制荷包的背景色彩进行梳理，并按照色块比例
进行分割，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达斡尔族传统荷包背景色彩主要

涉及六种基本色系，分别为黄色系、红色系、紫色

系、绿色系、蓝色系以及黑色系。背景色彩具体主
要表现为单色表现、二色表现及三色表现。单色表
现（以一种色彩为主要背景色）的传统荷包共计 34

件，约占总数的 64%，数量较多，共涉及色相 11 种，
其中黄色 2 种、红色 1 种、紫色 2 种、绿色 2 种、蓝色 2

种以及黑色 2 种；二色表现（以一种色彩为主要背
景色）的传统荷包共计 18 件，约占总数的 34%，数量

其次，共涉及色相 10 种，其中黄色 2 个、红色 1 种、
绿色 2 种、蓝色 3 种、黑色 1 种以及褐色 1 种；三色表
现（以三种色彩为主要背景色）的传统荷包共计 1
件，约占总数的 2%，数量最少，共涉及色相 3 种，即

紫色、绿色以及黑色。由此可见，达斡尔族传统荷
包背景色彩主要以单色表现和二色表现为主，三色
表现运用较少。从色彩呈现的视觉效果来看：单色
表现，有利于统一荷包的整体色调，适合以单一色
彩渲染整体气氛并表现画面内容、烘托意境的主
题；二色表现，多由一深一浅二色组成，深色与浅色
相互映衬，界限分明，沉稳大气，视觉冲击力强，极
具形式美感；三色表现，1 色为深色，其他 2 色为对

比色，形成色相冷暖对比的视觉效果。通过对达斡

Tab.1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背景色彩分析

Background color analysis of Daur traditional p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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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族传统荷包背景色彩的提取，共整理出 21 种达
斡尔族传统荷包色彩的惯用色。

2.2 主题色彩分析

47

由表 2 可见，通过对达斡尔族传统荷包主题色

彩的提取与比照，共整理出 32 种达斡尔族传统荷

包色彩的惯用色，根据色彩的实际应用与主客观物

对达斡尔族民族博物馆馆藏 53 件传统布（绸

缎）制荷包的主题色彩进行梳理，并按照色彩客观
物象表现和主观物象表现进行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2
Tab.2

象表现，初步得出高频惯用色 15 种（合计出现频率

高于 20 的色彩），惯用色 17 种（合计出现频率低于
20 的色彩）。从物象表现的角度来看，主要为客观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主题色彩分析

Theme color analysis of Daur traditional p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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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物象表现和主观物象表现，客观物象表现主要涉及

立的色彩出现，运用的色彩也在达斡尔传统习惯用

树木、花卉、山石、毛皮、桥梁等，主观物象表现主要

色范围内。达斡尔族边饰色相共 17 种，其中高频

涉及服饰、纹样、面容等。从色彩表现的类别来看，
单一色彩存在固定用色习惯和主观意向习惯，固定
用色习惯体现在某一色彩存在固定表现同一对象，
如色号 9、10、11、13、14 常用于表现花朵（杜鹃花、
梅花、牡丹等），色号 28 常用于表现山石特征；主观

意向习惯体现在某一色彩表现对象的多样化，并无
固定惯式，如色号 2 的表现对象涉及叶类、花茎、毛

率使用的色相 7 种（使用频率高于 10），低频率使用

的色相 10 种（使用频率低于 10），在荷包边饰色彩

的表现上同样也体现出达斡尔族具有一定的用色
习惯，
并在多种载体上进行装饰和表现。
表3
Tab.3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边饰色彩分析

Edge color analysis of Daur traditional purse

皮、花蕊、花朵、树木、服饰、纹样等。从色系分类的
角度来看，共涉及 7 大色系和无彩色，分别为黄色
系、橙色系、红色系、紫色系、蓝色系、绿色系、红褐

色系以及黑白色，每个色系中的色彩多经过长期使
用并成为惯用色，如色号 2、6、11 等。通过以上数

据分析，所得的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惯用色彩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及通用性。典型性主要体现
在紫红色花卉的表现上，其色彩来源于满山遍野的
杜鹃花，达斡尔族的生活区域在大兴安岭及余脉附
近，春季山上生长着大量的杜鹃花，紫红成片，妖娆
多姿，影响着世代达斡尔族人们的视觉感官，形成
了对花朵表现的独特色彩认识和惯用定式，具有典
型特征。代表性主要体现在黑色、蓝色及紫色的色
彩表现，黑色代表脚下的黑土地，蓝色代表游牧的
天空，紫色代表满山的杜鹃花，表现了达斡尔族人
对生活的热爱、宽阔的心怀及浪漫的情怀。通用性
主要体现在达斡尔族荷包主题色彩的表现对象具
有多变性，在达斡尔族女性眼中色彩就像情愫和梦
想一般，运用不同的色彩编织不同主题效果的艺术
意象，营造具有民族情怀的寄情信物。由此，可以
看出达斡尔族女性的聪慧才智和艺术素养。

2.3 边饰色彩分析
对达斡尔族民族博物馆馆藏 53 件传统布（绸

缎）制荷包的边饰色彩进行梳理，并按照使用频率

3 荷包色彩定性及象征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和整理，结合尹泳龙（1997）
《中国颜色名称》、王定理（1986）
《中国の传统色》对

和荷包数量进行分类，如表 3 所示。

达斡尔族 32 种习惯用色进行定性分析，确定达斡

彩的提取、比较及统计发现，荷包边饰色彩与背景

及与 PANTONE TPX（潘通）色卡中相近色彩的比

由表 3 可见，通过对达斡尔族传统荷包边饰色

色彩和主题色彩关系密切。多数传统荷包边饰色
彩均能在背景色彩和主题色彩中找到相近或一致
的色彩，可以判断达斡尔传统荷包边饰色彩没有独

尔族传统荷包的传统色名、显色范围、色彩象征以
照，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见，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的惯用色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均能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大概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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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色名、显色范围以及潘通色卡比较接近的色
号。从色名来源和色彩性格来看达斡尔族传统荷
表4
T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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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 32 种惯用色均具有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象

征意义。同时惯用色的象征又与该民族的游牧文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色彩定性、
象征分析

Color qualitative and symbolic meaning analysis of Daur traditional p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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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开放性文化心态息息相关。达斡尔族人生
存环境依山傍水、人口稀疏，经历了草居野炊、靡有
定所的游牧阶段，身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让该
民族对自然界产生了崇拜之情，可以从荷包主题色
彩中看到，多次运用情感色彩表现对自然的眷恋和
敬畏。如紫红色，指向山间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通过该色彩能够刺激达斡尔族人的内在感受，进而
唤起强烈的精神共振和人格意向。

4 结论
达斡尔族传统荷包由来已久，在元至清代的长
时间发展中其色彩运用极其讲究，并形成了具有一
定规律的色彩表现与使用范围。色彩表现主要体
现在背景色彩、主题色彩和边饰色彩三个方面。背
景色彩共涉及 6 个色系 21 种色彩，表现手法分为单
色、二色及三色表现，其中单色表现比重最大，二色

表现次之，三色表现使用最少，这与传统荷包主题
诠释、色彩搭配和形式美感有很大的关系；主题色
彩共整理出 32 种色彩，通过色彩的主客观表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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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Xiaoyun.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lor View[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5, 26(4):
178-179.

[5]潘定红. 民族服饰色彩的象征[J]. 民族艺术研究, 2002(2): 3643.

PAN Dinghong. Symbolism of nationalities dress color [J].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2002(2): 36-43.

[6]洪萍. 达斡尔族传统烟荷包绣制特点研究[J]. 呼伦贝尔学院学
报, 2020, 28(1): 14-20.

HONG Ping. Embroidery Characteristics of Daur Traditional Ciga⁃
rette Purses[J]. Journal of Hulunbeier University, 2020, 28(1): 1420.

结出 15 种高频惯用色和 17 种惯用色。根据对主题

[7]周静洁, 林红, 陈宇岳. 古代丝织品老化机理及其保护研究[J].

表性和通用性；边饰色彩的选择和表现，基本来自

nism and Protection of Ancient Silk Textile[J]. Journal of Sooch⁃

物象的分析，得出色彩表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

于背景色彩和主题色彩，侧重与主体色彩的搭配和
呼应，同时也整理出 7 种高频惯用色。通过三个方

面色彩的用色规律，以及对色彩的定性分析和象征
分析，揭示出达斡尔族基本的用色习惯，虽然这只
是该民族惯用色彩的一部分，但它也是该民族的文
化内涵与精神世界的缩影，在世界色彩体系中仍然
呈现着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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