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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寻民族织锦文化的最优传承模式,将湖南侗锦图案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符号与色彩知觉和情感相融合,

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和对比分析法研究色彩心理效应与侗锦配色情感寓意的理论依据。通过对侗

族织锦进行色彩提取,将侗锦色彩归纳分类,总结其运用规律,并利用语义差分法对色彩等级进行量化分析,设计出5种

对人产生积极影响的配色方案,并运用在服饰创新设计中,使得“非遗”侗锦绽放时代光彩,以达到活态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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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侗族织锦色彩研究

1.1 侗族织锦

侗族主要聚集于湖南西部的通道县、广西北部的

三江龙胜县和贵州南部的黎平县等地,由于没有文字,
他们将想要传达的信息与心情以织锦的方式记录下

来。侗锦的出现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作为侗族文化

的物质载体,侗锦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是吉祥、和谐、
智慧和幸福的象征。侗锦保存最为完整、精细的当属

通道侗锦,《黎平府志》中记载,清乾隆年间,邑人张应

诏来到侗乡,以诗赞美侗锦:“苎同参文绣,花枝织朵

新,蛮乡椎髻女,亦有巧妙人”。2008年,侗锦织造技

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织锦图

案的内容源于侗族人民对大自然、图腾、祖先的崇拜,
这些图案大多是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和几何图案,都拥

有各自的内涵和寓意,体现了侗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憧憬,以图传言,以图寄情,高度敬畏自然,希
望达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最高境界。

1.2 民间织锦色彩对比

各民族织锦文化的缤纷与色彩息息相关,织锦色

彩的背后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正是

这些绚丽的色彩造就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例如:连南

排瑶族“好五色衣裳”,配色一般以赤、青、黄、白、黑为

主色[1],色彩鲜艳、饱和度高(图1),体现了排瑶人民乐

观豪放、淳朴善良的民族特性;苗族色彩分为“正色”和
“辅色”,“正色”有红、白、黄、黑、蓝,其他色彩则为“辅
色”[2],配色自由大胆、对比强烈,刺绣图案突出,呈现

出一种绚丽热情之感(图2);土家族尚黑忌白,常用的

色彩有红、黄、蓝、绿、黑等[3](图3),整体偏暖色调,有
喜庆热烈之感;侗族底布虽也用黑、靛、蓝、紫等深色,
但花纹色彩较为素雅,喜爱将两种颜色放在局部作为

点缀,生动活泼,让人眼前一亮(图4)。侗族的素锦常

用黑、蓝作为主色,与白色纱线有规律地交织后形成了

形态各异、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织锦。彩锦则用黑白

线和彩线交织而成,色彩对比强烈,艳而不俗,给人鲜

明的视觉冲击。

图1 连南排瑶族色彩织锦    图2 苗族织锦色彩  

1.3 侗族织锦色彩提炼

侗锦通过千余年的历史积淀,是中国少数民族织锦文

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通过对湘西一带侗锦的走访调

查,从植物类、动物类和几何类纹样中挑选出比较有代表

性的图案纹样作为侗锦色彩提取样本,将选取好的纹样图

片导入Photoshop中进行色彩提取,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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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土家族织锦色彩

图4 侗族织锦色彩

表1 侗锦纹样色彩提取

类 型 纹 样 色 彩

植物类 磨子花纹

灯笼花纹

动物类 鱼纹

对燕纹

几何类 方形纹

卍字纹

2 侗族织锦色彩归纳与分析

2.1 侗族织锦的色彩种类分析

侗族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侗锦中出现的植物类

纹样题材一般都以自然界为参考,将大自然中花草树

木的颜色、形态以想象为基础,通过模仿、夸张、变形等

方式映射在侗锦上。常见的植物类纹样有:芙蓉、玫
瑰、磨子花、灯笼花、杉树、竹银花、牡丹、月季等。磨子

花纹以蓝绿与玫粉为主色调,纹样中用深蓝、浅黄作点

缀,白色勾边,整幅画面庄重又不失清新,色调柔和,美
观大方。灯笼花纹以黑色为底,整体配色浓重,搭配紫

红、艳绿,形成对比,充分体现出灯笼花旺盛的生命力,
寄托了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

动物类题材基于侗族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想象,包
含着对原始神灵的崇拜与信仰。侗族人敬畏蜘蛛,他
们认为越王勾践就是受到蜘蛛坚持不懈结网精神的激

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所以身为后代的侗族人民将

蜘蛛视为智慧、吉祥的化身[4]。侗锦中出现的动物纹

样都寄托了侗族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正是源于这些信仰,才形成了侗族独特的文化体系

和色彩象征含义。常见的动物类纹样有:龙凤纹、蜘蛛

纹、鱼纹、对燕纹、马纹、蝴蝶纹等。鱼纹运用大红色与

艳绿色作为主色,通过改变色彩的明度和纯度,颜色深

浅不一,使得图案层次更加丰富,画面色彩更加协调,
寄托着长寿、繁衍的美好希冀。燕纹以黑色作为底色,
白色勾勒突出纹样,再辅以大红、翠绿点缀,相辅相成,
色彩丰富,对比强烈。

常见的几何纹样有:方形纹、“回”字纹、“卍”字纹、
“井”字纹、菱形纹等,其中最基础的应属“十”字纹,它
是侗锦中最容易编织的纹样,也是拥有重要地位的几

何纹样,其他几何纹基本都由“十”字纹演变而来。方

形纹整体色调偏冷,在紫红、深蓝的整体基调中添加水

绿色作为点缀,使画面庄重不失俏皮,颇具趣味性。
“卍”字纹将大红、艳绿两色作为主色,加以柠檬黄点

缀,黑色和白色勾边,独具侗族风情,体现了侗族人对

太阳的崇拜,代表着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2.2 侗族织锦的色彩运用规律

侗锦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神灵崇拜、意自求美的影

响[5],形成了侗族特有的色彩符号,蕴含了其独具特色

的色彩信仰和象征内涵。通过对上述纹样的色彩提取

与分析,可以发现侗族织锦色彩、种类繁多。选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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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侗锦作品提取其CMYK值,以其中出现2次及以上

的色彩为参考,得到侗锦常用色彩,见表2。其中黑色、
白色出现的频率最高,几乎每幅侗锦都会将其作为主

色。其次,红色系、黄色系和群青多以点缀色出现,使
用频率次之。可以看出侗族人喜爱在黑白素锦中运用

鲜艳的颜色进行点缀,形成强烈的对比,依靠不同颜色

间的视觉穿透力来突出主体。点缀色一般选择红色、
蓝色、绿色、黄色,通过改变明度与纯度,加深整体画面

的层次感。
色相、纯度和明度是色彩的3个基本属性,将上述

总结的18种颜色根据其CMYK值,忽略色彩的纯度

与明度,从色相的角度进行色彩归类,得到6个色系,
分别为黑色系、白色系、红色系、黄色系、蓝色系和绿色

系,见表3。
表2 侗锦常用色彩

色 值
出现
次数

色 值
出现
次数

C63M52Y51K100 20 C6M96Y31K0 5

C3M2Y1K0 22 C6M100Y85K0 6

C33M86Y50K54 6 C23M97Y52K12 3

C12M36Y0K0 3 C2M82Y28K0 3

C80M27Y84K49 4 C71M11Y73K0 5

C85M23Y63K19 3 C83M26Y14K13 6

C87M65Y24K54 5 C100M82Y0K0 7

C65M30Y32K20 2 C2M2Y35K0 7

C1M5Y71K0 7 C1M80Y94K0 5

表3 侗锦常用色彩归类

色 系 色 彩

黑色系

白色系

红色系

黄色系

蓝色系

绿色系

2.3 侗族织锦色彩知觉和色彩情感分析

色彩是一门语言、一种信息,它作为最直接的视觉

冲击因素占据了视觉刺激的首要地位。由于依赖人的

主观认识和语言描述的方法对于色彩的评价太过于片

面,所以采用语义差分法为色彩知觉和情感的分析与

评价提供科学的基础和数量化的手段。选取能够正常

识别颜色的人员按照评价等级-3、-2、-1、0、1、2、3
对侗锦常用色彩知觉与情感进行评价,色彩的知觉和

情感等级见表4。
以网络调查为媒介,使用问卷法收集到有效问卷

89份,记录评价等级并求平均值,得到侗锦常用色系

的评价等级结果,见表5。将表5导入SPSS中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到色彩感觉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表,见表6。
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研究色彩感觉特征(共10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相关

系数是研究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量,一般用字母r
表示。Pearson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一般在0.8以上,
认为A和B有强的相关性,0.3~0.8之间,可以认为

有弱的相关性,0.3以下,认为没有相关性[6]。

表4 色彩知觉和色彩情感等级

等 级 明亮感 轻重感 软硬感 冷暖感 体积感 方向感 华丽感 性别感 情 绪 性 格

-3 暗 重 硬 冷 收缩 后退 朴素 男性化 沉静 阴郁

-2 较暗 较重 较硬 较冷 较收缩 较后退 较朴素 较男性化 较沉静 较阴郁

-1 略暗 略重 略硬 略冷 略收缩 略后退 略朴素 略男性化 略沉静 略阴郁

0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中性

1 略亮 略轻 略软 略暖 略膨胀 略前进 略华丽 略女性化 略兴奋 略爽朗

2 较亮 较轻 较软 较暖 较膨胀 较前进 较华丽 较女性化 较兴奋 较爽朗

3 亮 轻 软 暖 膨胀 前进 华丽 女性化 兴奋 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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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侗锦常用色系评价等级结果

色 系 色 彩 明亮感 轻重感 软硬感 冷暖感 体积感 方向感 华丽感 性别感 情 绪 性 格

黑色系 -2.82 -2.06 -2.24 -1.79 -0.33 -1.12 -0.97 -0.67 -2.42 -2.42

白色系 2.00 2.27 2.00 0.39 -0.06 1.18 0.16 0.55 0.03 0.67

红色系 1.82 0.36 0.85 2.09 0.33 1.00 1.67 1.91 2.12 1.94

绿色系 1.06 0.36 0.76 0.18 -0.70 0.73 0.58 0.52 -1.21 -0.82

蓝色系 -1.72 -1.70 -1.67 -1.73 -0.33 -0.36 -0.18 -0.27 -1.30 -0.24

黄色系 2.36 1.64 1.70 2.00 0.24 1.30 1.15 1.21 1.79 1.88

表6 色彩感觉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明亮感 轻重感 软硬感 冷暖感 体积感 方向感 华丽感 性别感 情 绪 性 格

明亮感 1.000** 0.940** 0.982** 0.916* 0.516 0.996** 0.839* 0.864* 0.826* 0.831*

轻重感 0.940** 1.000** 0.985** 0.772 0.440 0.939** 0.610 0.668 0.675 0.701

软硬感 0.982** 0.985** 1.000** 0.843* 0.443 0.978** 0.722 0.763 0.733 0.748

冷暖感 0.916* 0.772 0.843 1.000** 0.706 0.889* 0.935** 0.966** 0.940** 0.870*

体积感 0.516 0.440 0.443 0.706 1.000** 0.493 0.615 0.705 0.865* 0.808

方向感 0.996** 0.939** 0.978** 0.889* 0.493 1.000** 0.830* 0.844* 0.815* 0.842*

华丽感 0.839* 0.610 0.722 0.935** 0.615 0.830* 1.000** 0.978** 0.915* 0.881*

性别感 0.864* 0.668 0.763 0.966** 0.705 0.844* 0.978** 1.000** 0.946** 0.890*

情 绪 0.826* 0.675 0.733 0.940** 0.865* 0.815* 0.915* 0.946** 1.000** 0.968**

性 格 0.831* 0.701 0.748 0.870* 0.808 0.842* 0.881* 0.890* 0.968** 1.000**

 注:*p<0.05;**p<0.01。

  经过具体分析可知:明亮感与轻重感、软硬感、冷
暖感、方向感、华丽感,性别感、情绪、性格共8项之间

全部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0.940、0.982、

0.916、0.996、0.839、0.864、0.826、0.831,均大于0.8,
意味着明亮感与7项感觉特征均存在强正相关关系,
即色彩越明亮就越轻盈,给人的感觉就越柔软,色调也

更加温暖,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前进感与华丽感,情绪与

性格也趋向兴奋、爽朗。而明亮感与体积感之间相关

系数值为0.516,在0.3~0.8之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相

关性,说明明亮感与体积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其

他感觉特征同理可得。
通过相关性分析不难看出,黑色系在明亮感、轻重

感和软硬感方面的特征非常明显,还体现出沉静的情

绪、忧郁的性格;白色系在明亮感、轻重感和软硬感上

也存在明显特征,但与黑色系不同的是,白色系感觉特

征更偏向正向,没有明显的情绪与性格特征,偏中性;

红色系拥有比较突出的明亮感、冷暖感、华丽感和性别

感,情绪较兴奋,性格较爽朗;绿色系拥有略明显的明

亮感,表现出略沉静的情绪特征;蓝色系的明亮感、轻
重感、软硬感和冷暖感特征较突出,情绪略沉静;黄色

系在明亮感和冷暖感方面表现出显著性,其轻重感、软
硬感、方向感、性别感和华丽感特征也较明显,表现出

兴奋、爽朗的情绪性格特征。

2.4 色彩方案的设定

色彩可以通过视觉刺激影响人的情感,某些色彩

对人的偏好有积极的影响,而另一些色彩会降低人的

偏好。在配色的选取上,要合理利用颜色带来的积极

影响,以主色调不变为前提,适当使用高饱和度和中等

值的颜色,通过调节色彩明度或纯度,使其更具有吸引

力,还要考虑侗族人文背景,达到宣传民族文化的目

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色彩组合方案,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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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色彩组合方案

色彩方案 主 色 辅 色 色彩功能

色彩方案1 PANTONE543C

PANTONE426C

PANTONE7524C

PANTONE628C

冷静清爽

色彩方案2 PANTONE703C

PANTONE426C

PANTONE7683C

PANTONE1205C

热情激励

色彩方案3 PANTONE7499C

PANTONE152C

PANTONE7545C

PANTONE2717C

温暖爽朗

色彩方案4 PANTONE615C

PANTONE7622C

PANTONE426C

PANTONE628C

自由宁静

色彩方案5 PANTONE426C PANTONE663C 神秘朴素

3 色彩方案在服饰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传统手工艺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侗锦作为最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民族符号,具
有独特的面貌形象与文化内涵,要使这种古老的手工

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就离不开创新。将侗族织锦的发

展与现代潮流有机结合,在服饰设计中融入民族文化

发展的内涵,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将侗锦经典纹样和对人有积极作用的色彩方案与

创新设计相融合,设计系列侗锦服装,弱化侗锦中过浓

的民族感,保留其特色纹样与配色,服装效果图如图5
所示。本系列将侗锦经典纹样作为装饰,如腰带、披肩

等,避免大面积使用侗锦纹样表现出过度个性化,既保

留了侗族地域性特色和艺术特征,又不失年轻人的喜

爱。素锦纹样作为暗纹应用于裙装,朴素大方,低调又

不失内涵,使得民族风格与时尚气息完美结合。

图5 侗锦创新服装效果图

4 结束语

色彩以其高度的认可度和表现力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传统色彩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密切

相关,与民族特有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经验也有着必要

联系。它们被视为历史文化的瑰宝,被理解为一种重

要的象征。如果在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配色方案,不
仅可以增强产品的美感,更能丰富产品的内涵,传承传

统文化。对侗锦进行色彩提取,并结合语义差分法将

色彩等级量化分析,对民族织锦配色进行创新设计。
如果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再造中国传统民族设

计,那么可以实现民族设计的创新,为配色方案更好地

运用在服饰产品上提供可能,从而有助于实现对侗族

民族精神的提炼,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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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novationofDongBrocadeBasedonColorExtraction
WANGYiwei,GUOHong,YIBing*

(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Toexploretheoptimalinheritancemodeofnationalbrocadeculture,theDongbrocadepatternswasintegratedwithcol-
orperceptionandemotionasatraditionalculturalsymbol.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research,fieldinvestigation,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andcomparativeanalysismethod,colorpsychologicaleffectandthetheoreticalbasisofemotionalallegoryaboutDong
brocadecolorwerestudied.ThroughthecolorextractionofDongbrocade,thecolorofDongbrocadewasclassified,itsapplication
rulewassummarized,andsemanticdifferencemethodwasusedtoanalyzethecolorgradequantitatively.Fivecolorschemesthathad
apositiveimpactonpeopleweredesigned,andusedinclothinginnovationdesign.Itcouldmakethe"intangibleheritage"Dongbro-
cadebloomthebrillianceofthetimes,andachievethepurposeoflivetransmission.

Keywords:Dongnationality;tapestry;dresscolor;semanticdifferencemethod;intangible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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