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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出土“万世如意”铭文锦图案研究及创新设计
张 辉 1，刘婷婷 2，李湘玉 1，信晓瑜 1
（1.新疆大学 纺织与服装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2.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苏州 205021）
摘 要：[研究意义]本文对新疆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万世如意”锦袍表面纹样进行研究，在其基础上对锦袍纹样进行了
数字化复原，并提取其图形单元将其创新性的应用到当代文创产品与服饰设计当中，以期通过设计实践为区域文创产
品开发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章分析了图案主体纹样、排列方式、色彩构成等设计元素，并将其与同时期新疆及
中原出土丝织物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万世如意铭文锦纹样主题元素为穗状云纹和汉隶铭文，按照水平二方连续通
幅排列，使用绛、白、淡蓝、油绿、绛紫五种颜色经线织造，具有典型的汉式织锦特征。锦袍上的穗状云气纹以及汉隶铭
文等元素具有典型的中原特色，其在新疆的发现是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鉴证，以其为灵感来源的文创
产品设计实践可为文化传承和设计创新提供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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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Inscription Brocade Pattern of
"Wanshiruyi" Robe unearthed in Niya
ZHANG HUI, LIU Tingting, LI Xiangyu, XIN Xiaoyu

（1.College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College of Art, Soochou University, Suzhou 20502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urface patterns of the "Wanshi Ruyi" brocade robe unearthed from the Husband and Wife
Tomb of Niya in Xinjiang, and digitally restores the brocade robe patterns, extracts its graphic units and applies them innova⁃
tively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clothing design. It is hope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main pattern, ar⁃
rangement, color composition and other design element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silk fabrics unearthed in Xinjiang and Cen⁃
tral Plai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Wanshi Ruyi” brocade are spike-shaped cloud and Han Li in⁃
scriptions，which are arranged in two continuous horizontal widths and are woven with five colors of warp threads: crimson,
white, light blue, oil green, and purple，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rocade. The fringe-shaped cloud pattern and the
Han Li inscriptions on the brocade robe hav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ts discovery in Xinjiang is a historical
proof of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ilk Road. The design practi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it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can provide new experienc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sign innovation.
Key words: Wanshi Ruyi brocade robe; cloud pattern; Han Li inscriptions; the Silk Road

195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民
[1]

纹和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丰出土的汉锦花纹富

丰县北部大沙漠中考古调查时发现一件锦袍 ，这

于变化并有一定规律，是三层经丝有夹层的经畦纹

就是之后引发学术界众多关注的尼雅“万世如意”

织物，称其图案“绛地作茱萸纹与云纹”[2]。著名考

铭文锦袍。1962 年武敏对该墓出土三件汉锦的花

古学家夏鼐对包括该锦在内的新疆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出土丝织品组织结构和图案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认为该锦纹样由云纹、茱萸纹共同构成 [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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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赵丰根据不同的云纹造型将汉代云气纹分为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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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纳整理 [6]，使我们对同时期新疆出土的同类文

现的是植物花穗还是云气本身 [1]，本文参考前辈学

字织锦的纹样、背景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考

者研究成果，对织物纹样进行分析比对，认为该锦

古材料和相关研究来看，尼雅出土的万世如意铭文

纬向分布的单元图案应该是云气叠加之后的效果，

锦袍纹样精美、色彩绚烂、造型别致，寓意丰富，织

其凹陷处分布的叉刺形状表现的应是祥云飘逸灵

物组织结构具有典型的汉式织锦特征，对其进行深

动的动态美感。万世如意铭文锦纹样中的穗状云

入挖掘和创新转化有利于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及

气纹形态变化多端，主要可分为 A、B 两类。两种云

区域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

气的相同点是云气的头部都呈如意状回旋，伸出一

通过对该锦袍图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纹样主题元

根枝干连接在主体云纹骨架上，尾部分叉呈花穗状

素、排列方式、色彩配置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对

且朝同一方向偏转，不同之处在于 A 类云气中叉刺

锦袍图案进行复原，并将其创新性的应用于现代文
旅创意产品设计实践中，尝试以产品实物实现古代
染织服饰艺术的有效传承，使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我

体型修长、数量为 3 或 4 根、中部叉刺顶端多为螺旋
状，而 B 类云气中叉刺上粗下细、数量只有三根、中
部叉刺顶端为螺旋状或只分叉而不进行旋转。这

国汉代织锦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纹样，在继承优秀传

些云气整体造型随图案布局骨架旋转分布，大小不

统文化的同时实现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一，方向各异，与主体云纹骨架相连，表现出流云飘

1

渺，动感十足的梦幻场景。

图案研究

类似的云气纹在新

“万世如意”铭文锦袍的衣领为直领、
两襟相对、
袖 子 窄 小 、腰 部 收 紧 、下 摆 宽 大 ，衣 身 尺 寸 全 长

疆其它地区也有出土，如

122.5cm、两袖端通长 174cm、袖口 17cm、肩 28.2cm、

楼 兰 发 现 的“长 葆 子 孙

腰 59cm、
下摆 142cm 。锦袍使用面料为典型的汉式

锦”“韩 仁”锦“延 年 益

经锦，
采用三色汉锦的织法织造而成，
即按照颜色不

寿”锦等都是以穗状云气

同把经线分成三组，一

纹作骨架穿插其它纹样

[1]

构成整个图案（图 3，摘自

组作织物表层时，另外

参考文献[7]），其中“长葆

两组则作为里层。里

子孙”锦（图 3-A）中云纹 Fig.3

层中经线的颜色虽然

骨架呈 C 形和 W 形，凹陷

有两种，不过两种颜色

部没有连接穗状云气而是填充一种动物纹样，凸部

的经线从结构上看在同
[3]

一层，是经二重组织 ，
根据图案需要变换三
组经线的层次织出色
彩缤纷的纹样。图案

图 1 万世如意铭文锦袍
Fig.1 “Wan shi ru yi”Inscription
Robe

主要是沿纬向排列的云气纹，漫卷的祥云间又用汉
隶字体织出“万世如意”四字，整个图案充满祥瑞之
意（图 1，
摘自参考文献[7]）。

1.1

图 3 楼兰出土织锦
Brocade unearthed in Lou⁃
lan

主体纹样——云气纹

虽是形似 B 类的穗状云气，但云气尾部却有四根叉
刺。
“韩仁”锦（图 3-B）构图方式与“长葆子孙”锦类
似，
在变化流动的穗状云纹中穿插多种动物纹样，
主
体骨架上也连接有四根叉刺的 B 类穗状云气[7]。
“延

年益寿”锦（图 3-C）则在变化的穗状云纹和叶蔓花

纹中织有怪兽纹样，怪兽周围织有隶书“延”
“年”
“益寿”四字 [8]，其中的穗状云主体较简洁，形状飘
逸、灵动，没有连接过多的其它纹样。从出土实物

锦袍上的图案以云气纹为主体纹样，云气动感

看这些穗状云气多是头部呈如意状尾部分叉的形

十足，线条飘逸流畅(图 2)。云纹从左向右按照 Z

态，连接在不同主体骨架上，贯穿整个织物表面，主

形、倒 C 形、半 U 形、U 形沿纬向排布，整体有连续有

体骨架之间穿插不同姿态的各种动植物纹样，使整

断开，骨架突出处常生成如意云头纹，而凹陷勾转

个图案栩栩如生、
寓意丰富。

处 常 以“穗 状

1.2

汉字铭文
在穗状云纹的下方可以清晰看到“万世如意”

云 纹 ”装 饰 。
很多学者曾对

汉隶铭文，在锦袍上由右向左排列，表达了对织物

所 谓 的“穗 状

使用者的美好祈祝。新疆其它墓葬中也出土过这

云 纹”做 过 分

种有文字的织锦，如楼兰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

析 ，主 要 分 歧
在于其究竟表

图 2 “万世如意”锦局部
Fig.2 Part of“Wan shi ru yi”Brocade

孙”锦，凶猛的异兽纹样间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
祝福文字[8]，尼雅出土的另一件国宝级文物“五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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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利中国”锦（图 4，
摘自

将三色经线分区织就，每一区域内都包含绛紫、白

参考文献[7]），
则在花纹中

两色经线，绛、油绿、淡蓝作为第三色，视图案需要

间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

作为地经或表经出现，因此织物表面沿经向常有明

[7]

国”铭 文 。 将 文 字 织在

显的色彩区域，区域交界处可以清晰看见颜色变

织锦之中是汉代织锦的一

化。这种五彩配色与中国古代信奉的五行学说有

大特色，其出现的年代约

关，
《逸周书》中载：
“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

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图 4

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11]，汉代五色与

通过对出土铭文锦的分

五行说相联系，金对应白色为西方、木对应青色为

析，可发现铭文锦使用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Fig.4 "Five stars out of the
East benefit China" bro⁃
cade

体大都是汉隶，而隶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期至战国
[9]

东方、水对应黑色为北方、火对应赤色为南方、土对
应黄色为中央，随着冠服制度确立五色被应用在纺

初期，
经由秦汉发展，
到西汉中后期逐渐走向成熟 ，

织品服饰中。
《考工记》记载：
“画绘之事杂五色。东

新疆出土汉隶铭文锦体现了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

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

上的传播。

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彩备谓之绣。
”[12]，尼雅出

1.3

土的“万世如意”铭文织锦配色设计似与传统五行

排列方式
尽管整个锦袍表面充满云气纹，但并非杂乱无

色彩中的青（淡蓝）、赤（绛）、白、黑（油绿）四色均能

章，无序可循，而是构图精巧美观，布局严密。从图

吻合，而绛紫色地则应是当时汉代常用的一种纺织

案分析可知，该锦单元花回是沿纬向水平分布，然

品地色[3]。汉代织锦多五色杂陈，色彩绚烂，尤其利

后按照经向重复循环形成连续图案。其云气构图

用不同色彩经线分区织造形成规整的经向彩色区

自左向右可依次分解为 Z 形、倒 C 形、半 U 形、U 形

域的纹样效果是汉式织锦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出当

沿纬向排布（图 5）。水平花回纹样以穗状云气纹为
骨架，贯穿整个锦袍，骨架之间不完全连续，云气纹

下方织有汉隶铭文，文字主要位于 U 形骨架下 B 类

时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1.5

文化渊源
云纹产生于古人对自然的尊崇，古人很早就发

穗状云气之间及 Z 形骨架中 A 的下方，只是文字内

现天气和云形的关系，需要时常通过对云形的观察

容有所差异，按照纹样的纬向循环，从右向左依次

来解读天气，因此云象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装饰纹样

是“万”
“世”
“如”
“意”四字，整个图案寓意祥瑞，一

中常用的素材。
《说文解字》中载：
“云，
山川气也”[13]，

目了然。以纬向分布的云气骨架进行经向循环排

很早便将云和气联系在一起。汉初得道升仙思想受

列是汉代纺织品常用构图形式，其特点是穗状云气

到推崇，
人们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
过着神仙般的生

或奇珍异兽穿插分布在连绵不断的云气骨架之中，

活，
而云跟神仙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描绘云纹成为

翻转回旋，营造出一种云气连烟、飘忽不定的视觉

当时重要的装饰母题[14]。先秦至汉代的大量漆器、

效果。这种按一定秩序通幅排列云气纹的布局形

丝织品、玉器表面都用云气纹装饰（图 6）。东汉时

式，不仅层次分明，而且让静态的纺织品纹样充满

期，人们相信死后会以灵魂形式存在世间，织锦的

灵动、
飘逸之势。

样式同样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设计中增添了瑞
兽、珍禽等动物纹样，以期这些纹样可以佑护自己
灵魂升仙或后代长寿，因此东汉织锦上不仅云气连
绵不断，
还穿插许多吉祥寓意的动植物纹样[15]。

Fig.5

图 5 “万世如意”铭文锦图案布局
Layout of skeleton of“Wan shi ru yi”Brocade

1.4 色彩分析
据文献记载，该锦袍中共有绛、白、淡蓝、油绿、
[10]

绛紫五种颜色 。织物表面以绛紫色为地，沿经向

Fig.6

图 6 中原文化中的早期云纹装饰
Early moiré decora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中原丝绸在西域尼雅的发现，与汉代丝织业的
发展及丝绸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密切相关。汉朝初
期，汉高祖刘邦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历经“文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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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后国力日益强盛。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纺织业的

完成线稿单元花回数字化复原后，我们还对原始纹

发展提供了条件，汉朝统治者注重丝织业的发展，

样进行了色彩复原，对照文献记录和实物图片，还

在中央和地方设有专门的丝织场所。据《汉书·贡

原织物初始色彩即绛、绛紫、白、淡蓝、油绿五色，考

禹传》记载：
“故时齐三服，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

虑到文物年代久远，色彩有一定失真，复原的配色

[16]

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丝织业发

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色彩的饱和度，试图真实

展迅速，丝织技术极大提高，丝织产品日益精美。

再现该锦初始效果（图 8）。

张骞出使西域后，进一步拓宽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
道，大量丝绸开始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究其原因主
要有如下几种，一是西域统治阶级非常喜欢中原汉
地的丝织品，因此丝绸作为汉代朝贡赐品被大量赐
予西域统治阶层，
二则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中，
常
以和亲政策巩固彼此关系，而名贵的丝绸往往是嫁
妆首选，
使得大量的丝绸和丝织技术向西域传播，
三

图 8 “万世如意”锦彩色复原图
Fig.8 Color restoration map

是由于当时丝绸贵重，常能充当类似货币的通货来
使用。四则丝绸也常作为商品参与民间贸易，被往

2.2 纹样套色设计

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贾货人带到沿线的各个地方。

为了使古代纺织品纹样更好的迎合现代消费

尼雅出土的这件“万世如意”铭文锦袍便是经

者审美习惯，我们在原有五色上重新进行了四种配

丝绸之路由中原传至西域。据专家考证，尼雅即汉

色设计，使之能够衍生出新的视觉感受，从而增加

代的精绝国，是汉代丝绸之路南道上一个重要的城
邦国家[17]。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诸城邦与中原地

色彩的多样性和趣味性。方案一（图 9-A）与方案

区文化进一步融合，中原纺织品中的各种吉祥纹样

二（图 9-B），主要延续了原织锦色彩的浓郁跳跃风

格，通过对比色与互补色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感，

随着中原丝绸艺术和丝织技艺随着丝绸之路传播

同时加入白色系调和色彩对比，增强当下的时代

至西域，为西域染织艺术带来了新的气象。尼雅出

感。方案三（图 9-C）采用当下流行的莫兰迪灰色

土的这件“万世如意”锦袍正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
交流融合的历史鉴证，其表面亦真亦幻的缥缈云
气，充满祝福意味的汉字铭文，经典的色彩组合和
排列方式以及精巧的组织结构均代表了当时中原

系降低视觉冲突，体现纹样的古朴雅致之感。方案
四（图 9-D）则属于邻近色配色，色彩变化平稳，利
用纯度和明度上的互相渲染，突出纹样的层次感。

丝织技术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具有极高的设计开发
价值。

2 织锦纹样复原
2.1 基础纹样复原
在对纹样的基础分析之后，本文用 Coreldraw

软件对万世如意铭文锦的纹样进行了数字化矢量
复原。首先对线稿进行了复原，主要以织锦本身纹
样为基础，以马王堆出土汉代云气纹刺绣作为参
照，完成了纬向单元花型的线稿数字描绘，绘制出
的穗状云纹边角尖锐、曲线饱满圆润、线条流畅，作
横向二方连续。为保留原始织锦经线显花分区的
特点，在线稿复原中按照文物色彩特征进行了剪切
造型，使其能够按照色彩区域局部填充（图 7）。在

Fig.9

3

图 9 万世如意纹样套色设计
Colorful design of“Wan shi ru yi”Brocade

系列产品设计说明

新疆作为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业的
图 7 “万世如意”锦纹样线稿
Fig.7 Line draft of“Wan shi ru yi”Brocade

繁荣给文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尤其在当前“旅游
兴疆”战略背景下，新疆的文旅创意产业进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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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期。随着游客的消费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

色，在运用初始图案造型的基础上，对原始纹样进

的提高，新疆旅游文创市场急需具有文化内涵的新

行解构重组，在风格上主要以不同排列形式的单组

型文创产品，但当前文创市场同质化严重，产品附

云气纹来体现飘逸连绵的视觉感受，保留纹样特色

加值较低，缺乏体现新疆独特文化魅力的特色旅游

的同时突出产品风格，体现时尚活泼的趣味性，使

文创产品。本系列设计通过对尼雅万世如意铭文

产品设计更迎合当代青年的审美。

锦纹样的再设计，将古代纺织品装饰元素应用于现

3.2

代文创产品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中国传统丝织文化
别具一格的魅力。系列产品设计主要以旅游文创
类产品和服饰类产品为物质载体，以设计促传承，
以期实现传播西域文化，丰富新疆特色文创产品市
场的目的。

3.1

服装设计类
尼雅出土“万世如意”铭文锦本是丝绸之路文

化交流的写照，在服装产品设计中也进行了文化融
合方面的设计思考，主要体现为中国传统汉式织锦
纹样与西式衣裙款式的结合，将复原后的面料图案
运用于当下流行的萝莉风服装款式设计中。萝莉

旅游文创类
旅游文创产品类主要包括帆布包（图 10-A）、

手机壳（图 10-B）、茶席（图 10-C）、保温杯（图 10-

D）、香水瓶（图 10-E）等系列。通过对纹样重新配

风造型最初源于西方，后由日本发展为少女裙装,
在当代少女消费群体尤其是互联网电商平台占有
较大市场份额。本系列服装通过在经典萝莉裙装
设计中加入丝绸之路古代纺织品纹样元素，增强服
装面料的文化底蕴，并希望通过萝莉风服饰在少女
群体中的影响力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多元化
的推广，
使受众加强文化自信（图 11）。

A 帆布包

B 手机壳

图 11 “万世如意”纹样服装设计
Fig.11 Costume design of“Wan shi ru yi”Brocade

4

结语
尼雅出土万世如意铭文锦袍图案主要包括云

C 茶席

气纹和汉隶铭文，主体纹样按照规整的布局格式通
幅排列沿经向循环，使用绛、白、淡蓝、油绿、绛紫五
种颜色经线分区织造而成，纹饰精美，构图大方，体
现出云雾缭绕的美好意境。锦袍上寓意吉祥的汉
隶铭文是汉代丝织品常见的纹样形式，其在新疆的
出土是丝绸之路古代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鉴证。

D 保温杯

以尼雅出土“万世如意”铭文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
纺织品纹样对于当前新疆旅游文创产品开发有着
重要挖掘价值，本文在对“万世如意”铭文锦的研究
复原基础上总结了纹样的特点和规律，将其与大众
消费产品和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进行了系列文创

E 香水瓶
图 10 “万世如意”纹样产品创新设计
Fig.10 Innovative products of“Wan shi ru yi”Brocade

产品设计实践，在保留纹样古朴特征的同时增加多
元文化内涵，给古代图案赋予现代装饰价值，使其
能够更贴近大众生活，以期为区域文创产品开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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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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