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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瓞绵绵纹样在清代服饰中的构成特征
熊梦洁，贾 琦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瓜瓞绵绵纹样是中国起源最早的吉祥纹样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对其研究较少且不专一。[研究
方法]文章采用图像分析法，以搜集到的清代服饰中的瓜瓞绵绵纹样为基础，对其构图形式进行分类，并结合相关文献考
证、分析其构成方式，进而总结其构成特征。[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瓜瓞绵绵纹样的构图形式主要有三种：瓜藤延
绵型、瓜蝶对望型和复杂组合型，其在清代服饰中的构成方式受到不同服饰款式结构的影响，上衣衣身、女裙、襟边缘饰
以及配饰中装饰纹样的形状、面积、功能和表现形式各异，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也丰富多变，其组织形式以适合纹
样为主，
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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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inuous -Melon Patterns
in th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XIONG Mengjie，JIA Qi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uspicious patterns originated in China, which has a profound in⁃
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but there is few research on it, and even if there is, the research is not specially about it.The article
adopts the image analysis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tinuous-melon patterns in th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collect⁃
ed, classifies its composition form, and combines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its composition method, and then
summarizes its constitutiv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composition of continuesmelon:melon and vine types, melon and butterfly types,complex types.Its composition in th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af⁃
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clothing styles. The shape, area, function and form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tops, wom⁃
en's skirts, edge decorations and accessories were different, and there were many ways to form the melon patterns. The organiza⁃
tion form is mainly based on suitable patterns, supplemented by individual patterns and continuous patterns.
Key words: continuous-melon pattern; Qing Dynasty; constitutive method; constitutiv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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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瓜瓞绵绵纹样又称瓜瓞纹或瓜蝶纹，其典故出

绵绵纹样（图 1）。常见的瓜瓞绵绵纹样有两种形
态：第一种是由瓜和藤蔓构成，瓜藤绵延，藤蔓枝叶

于《诗经·大雅·绵》：
“绵绵瓜瓞，民之出生，自土沮

统称为“蔓带”，谐音“万代”；另一种是瓜和蝴蝶一

漆”，用绵绵不绝的瓜瓞来形容周朝祖先之时子孙

起构成纹样，
“瓞”与“蝶”同音，蝴蝶纹样同样表达

[1]

众多，形象生动 。于是“瓜瓞绵绵”就成为寓意子

了为后代祈福的美好愿望。后有学者根据闻一多

孙昌盛的吉祥成语，人们根据这一寓意创作出瓜瓞

先生提出的“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核心’
”[2]，刘尧汉
先生提出的“葫芦文化”学说 [3]，总结出葫芦乃中华

收稿日期：
2020-11-12；
修回日期：
2021-03-08。
基金项目：湖北省服饰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2020 年度课题
资助项目（2020HFG010）；武汉纺织大学 2020 年度研究生教
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武纺大研[2020]4 号）；武汉纺织大学校
基金科技创新计划项目（202000710）；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品
原创设计研发中心科研平台项目(武纺大科[2015]5 号)。
作者简介：熊梦洁，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通
信作者：
贾琦，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图 1 （清）团花中的瓜瓞绵绵纹样（私人收藏）
Fig.1 （Qing Dynasty）Continuous- melon pat⁃
tern in meda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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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同源共祖的母体象征[4]。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先
[5]

到的瓜瓞绵绵纹样的常见形态可知这种纹样主

祖伏羲、女蜗就是葫芦的化身 ，前人以此为依据推

要 是 由“瓜”
“藤 蔓”与“蝴 蝶”这 三 种 元 素 构 成 。

断最初“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中的“瓜瓞”就是葫

清 代 ，瓜 瓞 绵 绵 纹 样 的 构 图 形 式 可 以 分 为 三 大

芦，意为葫芦孕育了中华民族，于是将连绵不绝的

类型：

葫芦藤也合并称为瓜瓞绵绵纹样，寄托了人们希望

一是瓜藤绵延型，瓜瓞圆润可爱，与卷曲的藤

子孙万代、延绵不断的美好心愿，表达了对生殖的

蔓连成一串，其中还有一种特定的组合方式——大

崇拜[6]。

小、形状相似的两瓜相叠，瑞瓜硕大饱满，加上瓜叶
[7]

中国装饰设计历史悠久 ，瓜瓞绵绵纹样的演

和少许藤蔓构成，
主题突出。

变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清代

二是瓜蝶对望型，是古人利用蝴蝶的“蝶”与瓜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几乎成为所有吉祥纹样的中

瓞的“瓞”同音，结合蝴蝶纹样本身的吉祥寓意创作

心思想。此时，瓜瓞绵绵纹样成为最流行的纹样之

而出的。从图案学的角度看，此种构图方式受到

一，广泛应用于刺绣、器皿、雕刻、壁画等艺术形式

“喜相逢”结构的影响，
“瓜”与“蝶”分布在纹样两

中，不仅寓意着子孙昌盛、家族兴旺，而且也用作庆

侧，占比相似，具有一种疏密有序，均匀和谐的美

[8]

贺丰收 ，几乎包含了当时人们的所有祝愿。目前，

感。两个主体物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或静态，

针对清代纹样、吉祥纹样和植物纹样的研究均较为

呈现出“对望”的姿态；或动态，蝴蝶翩翩起舞朝瓜

丰富，也有学者考证了成语“瓜瓞绵绵”的起源和内

瓞飞去。

涵，但是专门针对瓜瓞绵绵纹样的研究较少，常与

三是复杂组合型，包含与多种元素组合形成的

葫芦纹样、瓜果纹样或蝴蝶纹样混为一谈。瓜瓞绵

复杂纹样。清代纹样注重吉祥寓意，例如蝴蝶、瓜

绵纹样造型独特、寓意深刻，至今仍然经常出现在

果与花卉衔接在一起，利用花藤的婉转流畅将花、

现代设计实践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所以本文

瓜、藤、叶巧妙地结合，强调吉祥寓意的同时也增强

以此为研究对象，依托实物，从清代瓜瓞绵绵的构

了纹样的艺术性；将瓜与文字“东”组合，两只小瓜

图形式入手，阐释清代不同服饰品中瓜瓞绵绵纹样

在前，所在位置恰到好处，藤叶在文字后，衬托、包

的构成方式，针对清代服饰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

裹，好似藤蔓中生出了文字，整体而言层次分明，富

特征进行总结。

有趣味性；瓜瓞绵绵纹样也作为团花型和丸子结构

2

型的纹样主题，将多种吉祥寓意的元素组合起来，

清代瓜瓞绵绵纹样的构图形式
瓜瓞绵绵纹样的变化十分丰富，由上文中提
表1
构图形式类型

瓜藤延绵型

瓜蝶对望型

复杂组合型

以表达强烈的情感期盼（表 1）。

瓜瓞绵绵纹样的构图形式（笔者根据清代服饰实物图片绘制）
Tab.1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ntinuous-melon pattern
清代服饰中瓜瓞绵绵纹样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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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为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瓜瓞绵绵纹样在清代服饰中的构成方式
清代服饰中使用瓜瓞绵绵纹样作为装饰的服

馆藏石青缎五彩绣瓜瓞绵绵纹样对襟挽袖女褂，其

饰种类甚多，且构成方式各不相同，根据纹样的组

中瓜瓞绵绵纹样清晰可见，蝴蝶与小瓜呈“对望”之

织形式可分为适合纹样、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适

势。刺绣时用留出水路的方式代表瓜的纹理[13]，充

合纹样受限于外形，在某种几何形体，甚至是多种

分表现出瓜的瓣状形态，间隙粗细过渡自然，南瓜

几何图形叠加组合的形式中，以填充式、角隅式和

颜色过渡细腻，体积感十足，相较之下瓜藤由几笔

边缘式为主要形式，增强装饰效果，使得装饰主题

概括显得形态简洁。清代重视蝴蝶纹样，此女褂中

更突出。单独纹样是指一个独立存在于服饰上的

蝴蝶纹样也极为优美。蝴蝶翅膀经过了夸张处理，

装饰纹样，没有边框和构图的限制，没有与其他纹

形似吉祥纹样中凤鸟的凤尾，煽动着向上扬起，纹

样的组合，是装饰图形中最单纯、最简洁、最自由的

路的处理上也是极具想象力，色彩处理上有层次有

形式 [9]。连续纹样即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两种形

渐变。这一时期的蝴蝶纹样不再呆板生硬，而是充

式，此种组织形式多用于植物纹样，具有稳定、有序

满了动感，仿佛在衣身上飞舞。除了将蝴蝶流连于

的风格特点。基于以上三种组织形式，对清代服饰

花间的飞舞姿态勾勒得活灵活现，也利用蝴蝶的姿

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进行详细阐释。

态自然地组合成“卐”字纹，将绵延不绝、无限轮回

3.1

之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细小卷曲的瓜藤

上衣衣身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

3.1.1 主题纹样
在清代上衣衣身中，瓜瓞绵绵纹样团花或补子

正好和飘扬的蝴蝶凤尾相呼应，与瓜瓞绵绵纹样中
的“连绵不断”相吻合。

作为主题纹样是典型的适合纹样组织形式，如图 2

所示为故宫博物院馆藏的缂丝瓜瓞绵绵双喜八团
补子，此件补子图案围绕双喜文字，刻画了双蝶振
翅，瓜果繁盛，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根据《清代官补》中的记载，按照清朝典章制
度，绣有瓜瓞绵绵纹样的清代吉服褂所穿着者有后
宫妃嫔、王福晋以及文武官命妇等，样式为圆领、对
襟、平袖紧身窄袖的礼褂[10]，对应不同的身份地位，
纹样的组合形式不同。其中，皇元孙福晋的吉服褂

图 3 （清）女褂中的瓜瓞绵绵纹样（藏于民族服饰博物馆）
Fig.3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female coats

3.2

女裙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

上缀有瓜瓞纹补子八团，两肩前后各一，襟前后各

清代女裙中，常以瓜瓞绵绵纹样作为主题纹

二。另外，未成年的皇元孙尚未加封进爵，因此无

样，表现为角隅式适合纹样的组织形式。角隅式纹

[11]

补服只有吉服褂，
绣瓜瓞纹补子两团，
前后各一 。

样即为装饰于服饰品边角处的纹样，又称“角花”，
一般根据服饰裁片的形状，结构受限于直角的两个
直角边内，但直角的对边没有刻意地要求。如图 4

所示黄缎地五彩绣瓜瓞绵绵纹马面裙中，瓜瓞绵绵
纹样与花卉纹样组合，
“瓜”
“蝶”分布于各直角，利
用翅膀羽翼和枝叶卷曲形成直角边，使得整体纹样
“屈就”在方形内。

图 2 （清）补子中的瓜瓞绵绵纹样（藏于故宫博物院）
Fig.2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Buzi

3.1.2 辅助纹样

瓜瓞绵绵纹样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在清代女子
上衣时，分布在主题纹样周围，与蝴蝶、花卉等纹样
以填充式适合纹样的组织形式展现在衣身上，并以
门襟为对称轴绣满整件服装。填充式适合纹样是
指在特定的外形内自由设计图案且填满空间，注重
[12]

图案的主次和疏密关系 。

图 4 （清）阑干裙中的瓜瓞绵绵纹样（藏于民族服饰博物馆）
Fig.4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Langan skirt

3.3

襟边缘饰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

服装襟边缘饰包括领口、门襟、袖口及下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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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到突出服装轮廓的作用。襟边缘饰中瓜瓞绵
绵纹样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其一，它将纹样局限在
[14]

长条形的轮廓之中，并有结构线的作用 ，装饰感

纹样没有与其他纹样组合，突出主体物“瓜”与“蝶”
（图 8）。

强烈，属于边缘式适合纹样的组织形式（图 5）。其

二，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表现，属于连续
纹样的组织形式。瓜瓞绵绵纹样在襟边缘式中出
现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有在上衣和马面裙的边缘部
位出现一二，
其中瓜瓞绵绵挽袖极为精致。

图 7 （清）云肩中的瓜瓞绵绵纹样[17]（出自《中国传统服饰:云肩
肚兜》)
Fig.7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Yunjian shawl

图 5 （清）门襟中的瓜瓞绵绵纹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Fig.5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placket

“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光尺二，外护袖以锦

绣镶之”[15]，便是描写的挽袖——当时女性外褂袖
口上形如袖套样的装饰品。女上衣挽袖作为清代
特有的装饰结构，纹样精美、做工精细，可以说是清
代服饰中最靓丽的部分，不但视觉效果华丽，同时
增添了许多厚重的文化气息。清代挽袖中的瓜瓞

4

图 8 （清）荷包中的瓜瓞绵绵纹样[18]（出自《民间服饰》
）
Fig.8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purse

结语

通过对瓜瓞绵绵纹样的起源与演变进行考证，

绵绵纹样（图 6）由于纵向构图的限制，表现形式为

更加透彻地了解其内涵，并依托实物总结出清代瓜

边缘式适合纹样的组织形式，瓜果圆润、蝴蝶翩飞，

瓞绵绵纹样的构图形式，
“瓜藤绵延型”
“瓜蝶对望

加上牡丹花和水仙花的组合，中间穿插的藤蔓迂回

型”
“复杂组合型”三种构图形式反映出瓜瓞绵绵纹

细密，还有小的花卉、枝叶以及“卐”字纹点缀其间，

样形态的丰富变化。根据对瓜瓞绵绵纹样在清代

大小错落、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每个元素都透露出
祝颂“子孙繁盛”的寓意。

服饰中构成方式的分析，归纳出如下两点特征：①

瓜瓞绵绵纹样在清代服饰中的构成以填充式、角隅
式、边缘式的适合纹样组织形式为主，以单独纹样
和连续纹样的组织形式为辅。②瓜瓞绵绵纹样作
为清代最普遍的吉祥纹样之一，其在清代服饰中的
构成方式受到不同服饰款式及其装饰部分形状、面
积以及服饰功能的影响。研究瓜瓞绵绵纹样在清
代服饰中的构成特征便于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
理性地欣赏，并为今后瓜瓞绵绵纹样在现代设计中
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图 6 （清）挽袖中的瓜瓞绵绵纹样[16]（出自《中国传统服饰:清代
服装》
）
Fig.6 （Qing Dynasty）Continuous-melon pattern in valgus cuffs

3.4

配饰中瓜瓞绵绵纹样的构成方式

古代服装配饰主要有云肩、鞋袜、帽子、腰带、
荷包等，配饰的装饰面积决定了瓜瓞绵绵纹样的形
态结构，大多为单独纹样的组织形式。如图 7 所

示，云肩上的瓜瓞绵绵纹样既表现在它的轮廓形状
上，又表现在它的装饰纹样上；荷包上的瓜瓞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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