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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通过对朱仙镇⽊版年画的实地考察以及资料整理，针对朱仙镇版年画

⾊彩特征中“避蓝”这⼀特殊现象展开研究，从制作技法、原料、五⾏说、内容

与意味，以及社会政治等⽅⾯对此现象进⾏分析，试图找到“避蓝”现象的根

源。“避蓝”现象的产⽣，并不是单⼀原因产⽣的，但在民间相传中，往往将其

归因于“不喜庆，不吉利”，为什么其他地区的年画没有“避蓝”现象，这同样是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当把问题的原因归结到纯主观意味上时，则显得

略单薄。故⽽，本⽂从多⽅⾯分析，溯源“避蓝”现象产⽣的综合性原因。 

在研究过程中，采⽤了⽂献整理、实地考察与⽐较研究等⽅法。⽤⽐较研

究的⽅法，在河北武强、⼭东杨家埠、天津杨柳青与河南朱仙镇同题材的⽊版

年画之间⽐较，在同属于河南境内的朱仙镇与李屯的⽊板年画之间⽐较，得出

朱仙镇年画“避蓝”的现象。从历史⽂献以及前⼈对朱仙镇年画的著述中，整理

关于朱仙镇年画的特征及“避蓝”现象的相关内容，通过实地考察，⾛访朱仙镇

的民间艺⼈，访问他们关于年画的制作⽅法以及惯⽤⽅式等，同时也⾛访民众，

访了解他们对于“避蓝”现象的看法。从客观的印制⼯艺、颜料制作到主观的民

间⾊彩审美偏好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等⽅⾯分析研究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

及“避蓝”现象。 

通过在对“避蓝”现象溯源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民间艺术在其⽣机与活⼒背

后所蕴含的民间思想与愿望，同时也感受到看似简单的形式背后所蕴藏的复杂

的背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朱仙镇年画坚持古法制版的热忱，对传统民间

⽂化的传承、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对天地⾃然的敬畏，是我们需要坚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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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blue-free"phenomenon is studiedaccording to the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 by dint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organization. Meanwhile, the "blue-free" phenomenon is also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standpoints such as production techniques, raw materials, and 
theory,contents and meanings of five elements in an attempt to figure out its roots. 
Instead of resulting from a simple factor, the "blue-free" phenomenon is attributed to 
its lack of jubilancy and auspiciousness in folktale. Why is "blue-free" left out of 
consideration in the woodblockNew Year paintings of other regions? This is also a 
question worth thinking.Thus, it won’t work when the reason for its emergence is 
considered purely subjective. In view of this, an analysis is performed to seek out the 
comprehensive reasons for the "blue-free" phenomen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e study is conducted in reliance on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rrangement,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By dint of comparative study, the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of Zhuxian Town are compared not only with those of 
Wuqiang County in Hebei, Yangjiabu in Shandong and Yangliuqing Town in Tianjin, 
but also with those of Litun Township in Henan where Zhuxian Town is locat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tend to be "blue-
fre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previous books of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as well as relevant "blue-free" contents are summarized. Additionally, 
in field investigation, a visit is paid not only to the folk artists in Zhuxian Town with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use purposes of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but also to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hope of 
ascertaining their views on "blue-fre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that traces the history of "blue-free" phenomenon, the folk 
thoughts and visions behind the vitality and vigor of folk art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backgrounds behind the simple form have been perceived. In the digital 
era,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 still insists on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ing. What should be done nowadays i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nd stick to its reverence toward the nature.  

Keywords: Zhuxian Town;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 blue-fre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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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concept of five elements; techniqu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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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评价朱仙镇⽊版年画时，说：“朱仙镇的⽊版年画朴实、不染脂

粉，⼈物⽆媚态，⾊彩浓重，很有乡⼟味，具有北⽅年画独有的特⾊。”朱仙镇

⽊版年画作为中国年画的⿐祖，⾃其出现之初，便深刻地影响了天津桃花坞、

⼭东杨家埠等地区，朱仙镇也成为中国⽊版年画产地的四⼤古镇之⾸。观其⾊

彩特征，通过对其年画⾃⾝⾊彩风格的总结，以及与河北武强、天津桃花坞与

潍坊杨家埠等地区的年画的⽐较，发现朱仙镇⽊版年画存在着明显的“避蓝”现

象。这⼀现象的特殊性，恰恰促使朱仙镇⽊版年画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韵味与风

貌。 

朱仙镇形成于北宋后期，临近开封，成为开封的京畿之地，受其影响深刻。

在悠久的历史⽂化传统的熏陶下，朱仙镇成为中原民俗⽂化的重镇，其民俗⽂

化具有典型中原古都特⾊，对中原民俗⽂化的有着重要地位。由于孙家渡河的

经过，使朱仙镇的经济得以发展，繁荣的商业氛围形成了朱仙镇⼈见多识⼴、

积极坦荡的性格。依赖传统的农业⽣产，农耕⽂化滋养着朱仙镇⼈，使其有丰

富的民间信仰。同时，朱仙镇有深厚的⽂化积淀，河南豫剧、民间游艺活动等，

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滋养着朱仙镇⼈。从经济到⽂化，⽆⼀不对朱仙镇的⽊版

年画产⽣着影响，得以使朱仙镇年画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并成为民间⽣活必

不可少地⼀部分。 

对于朱仙镇⽊版年画的研究，多从题材、发展沿⾰、艺术特征⾓度出发，

对于其⾊彩研究，在朱仙镇年画的艺术特征研究中多有涉猎，但深究较少；从

历史⽂化与民俗⾓度对朱仙镇年画中独有的“避蓝”现象研究更少。民俗学家与

学者在谈论朱仙镇⽊板年画的⾊彩特征时，对于“避蓝”这⼀特殊现象，往往⼀

句话带过，再⽆赘⾔；因此，“避蓝”成为了⼀种既定的术语，或者是形容词，

如“⾊彩艳丽”、“对⽐强烈”⼀样。在中国的⼴袤⼟地上，⽊板年画像青草⼀样

遍地⽣长，“避蓝”⼀词，仅与朱仙镇⽊版年画⼀同出现，这其中定有其特定的

原因，促使其呈现出“避蓝“的现象。因此，本⽂将从朱仙镇⽊版年画的制作⼿

法、⽤⾊习惯、颜料的制作⼿法等专业⽅⾯；以及朱仙镇⽊版年画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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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历史环境等历史民俗⽅⾯共同讨论，试图通过对朱仙镇年画“避蓝”现象

的分析与溯源，更深⼊的研究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 

第⼀章 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之“避蓝” 

⾊彩，是朱仙镇⽊版年画得以在民间流⾏的通⾏证，以其艳丽的⾊泽与饱

满的⾊彩深受⼴⼤民众的喜爱。“红绿⼤笔抹，市上好销货。庄户墙上挂，喜洋

又红⽕”这⼀在民间⼴为流传的谚语，既表现出朱仙镇⽊板年画的⾊彩特征，同

时又展现了因其善⽤强烈对⽐的⾊彩⽽被赋予的美好意味。因此，在朱仙镇⽊

版年画上，不仅能够看到其独具特征的审美意趣，更看到了民众在此审美意趣

上寄托的对⽣活的向往。 

第⼀节 朱仙镇⽊版年画⾊彩特征描述 

朱仙镇⽊版年画的⾊彩，喜⽤暖⾊，⾊相饱和度极

⾼，并善⽤对⽐⾊，尤其以红和绿、黄和紫等对⽐⾊为主，

通过对⽐⾊的相间使⽤，烘托节庆欢愉之情。在画⾯具体

⼈物形象的描绘中，“⼈物服饰设⾊以⽊红、铜绿、葵紫

三⾊为主，将世俗⽣活中的⾊彩融于神袛崇拜的宗教⾊彩

模式之中。如“镇宅钟馗”红冠绿帽；“灶马”（图1-1）中的

灶爷为红袍，灶奶为绿袍。 在画⾯的⾊彩构成中，尽管1

多⽤红、绿对⽐⾊，但是从配⾊⽐例与⾊彩布局的⾓度看，

其在画⾯表达上达到了⾼度的统⼀与和谐，表现出的饱满

情感与浓烈的⽣机，恰恰是来⾃中原⼤地的民众所具有的性格特征。 

第⼆节 朱仙镇⽊版年画的“避蓝”现象 

朱仙镇⽊版年画被誉为中国⽊版年画之⿐祖，宋代因当地的经济繁华⽽得

冯骥才.中国⽊版年画全集.朱仙镇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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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展与壮⼤，⾄明清时期，中国⽊版年画发展出四⼤重镇，分别是河北武强、

天津杨柳青、⼭东杨家埠与河南朱仙镇，⽽朱仙镇位于这四⼤重镇之⾸，并⼴

泛⽽深刻地影响着其余三地的⽊版年画创作。河北武强年画多⽤套版印制，红、

黄、蓝、绿四⾊，对⽐炽烈分明。线条简朴，版味⼗⾜，具有北⽅农民那种粗

豪爽朗的⽓质。②天津杨柳青⽊版年画印绘结合，⽤⾊典雅，具有绘画性，与

其他地区的⽊版年画呈现出的韵味不同，杨柳青年画更注重画⾯的精致效果，

少有奔放⾃由的特质；⼭东杨家埠⽊版年画⼀般是六套版。墨⾊线版加之红、

绿、黄、紫、粉五⾊，⾊彩分外的强烈、鲜明给⼈以⼀种乡⼟艺术特有爽朗⽓

息。对⽐这四地之间⽊版年画的⾊彩特征，以及朱仙镇与周边地区年画的⾊彩

特征，不难发现唯有朱仙镇⽊版年画主⾊⽆蓝，“避蓝”也正是朱仙镇年画⾊彩

独特之处。 

! ! !  
图1-2⼭东杨家埠.财神⼤灶王图1-3河北武强.天地全神图1-4河南朱仙镇.天地三界 

以年画中传统题材“天地全神”为例，⼭东杨家埠的《财神⼤灶王》（图1-2）⽤

⾊以红、黄、蓝三⾊为主，⾊彩搭配显⽰出厚重与沉稳的⽓质，⼈物服饰以红

蓝为主，占据⼤幅画⾯，⼈物⾯部留⽩与黄⾊的适当点缀将画⾯⾊彩提亮，从

⽽赋予其⽣机；河北武强的《天地全神》（图1-3）⼈物服饰也多为红蓝，⽤⾊

较为清新，丹红、明黄、草绿、天蓝⾊搭配，使画⾯⾊彩淡雅且柔和，并⽆过

多的渲染与强调。对⽐⼭东杨家埠与河北武强两地的这两幅⽊板年画的⾊彩特

⾊，⼭东杨家埠⽊板年画显然要更加的稳健，河北武强⽊板年画则略显轻松。

再看河南朱仙镇的《天地三界》（图1-4），以红、黄、绿，紫为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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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杨家埠与河北武强两地对于该题材年画⾊彩的运⽤，河南朱仙镇的《天地三

界》以黄紫、红绿所形成的补⾊关系最为夺⽬，黄⾊在朱仙镇版画中的地位较

之其他地区年画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控制了紫⾊在画⾯中的布局，尽管紫⾊作

为填充⾊在黄⾊与绿⾊之间使⽤，但并未影响画⾯喜⽓洋洋的节庆效果，反⽽

使画⾯⾊彩在艳丽的前提下，多了⼀丝富贵。 

在不同地域，相同题材之间的⽊版年画⽐较中，可以看出河南朱仙镇⽊版

年画在⾊彩运⽤上，符合⼤红⼤绿、鲜艳质朴、单纯热烈的民间艺术⽤⾊特征。

但是从整体画⾯呈现出的效果⽽⾔，朱仙镇⽊版年画中蓝⾊缺失⽽以紫、绿代

之，反⽽使画⾯红绿、黄紫补⾊关系对⽐更显强烈、质朴、节⽇⽓氛更为浓重。

这为春节企图求好彩头的民众提供了充分的⼼理预期，⽊板年画表现出得热烈

与明朗，恰恰是春节时令为民众所需要的。 

不同地域由于其丰富习惯与⾊彩偏好的缘故，在⽊版年画的⾊彩搭配中，

能够存在明显的⾊彩⽤⾊差异，⽽同属河南地区的朱仙镇与李⽅屯，这两地之

间相隔并不遥远，却也呈现相异，甚⾄天壤之别的⾊彩运⽤习惯。在《⽂武财

神》（图1-5）中，画⾯依然保持着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多⽤和绿、黄

与紫等对⽐⾊，画⾯⾊彩饱满，富有张⼒；在《独坐天⽟皇》中（图1-6）中，

河南李⽅屯⽊版年画画⾯具有绘画性，⼈物少⽤⼤⾯积⾊块，⾯部、⾐着均以

线为主，线条流畅，⾊彩清新淡雅，层次分明疏朗，缺少年画拥有的红⽕热烈

的氛围，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屯的这幅《独坐天⽟皇》并⾮全⽤墨线，⽽是

墨线旁又附淡彩，是为单纯装饰又或是为求少许⽴体效果不得⽽知，但可以肯

定的是李⽅屯年画并不“避蓝”，并且蓝⾊线条在画⾯中⽐重不轻，令画⾯⾊彩

更加⼏分淡雅。虽同属河南地区，朱仙镇⽊版年画与李⽅屯年画，⽆论从造型

⼿法还是⾊彩风格上都相去甚远，并⽆⾎缘传承、甚⾄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微乎

其微。可见朱仙镇年画虽被奉为年画⿐祖，影响了诸多年画重镇的年画制作与

发展，但朱仙镇年画的蓝偏⾊习俗却仅保留在了朱仙镇，甚⾄未⾛出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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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河南朱仙镇⽂武财神图1-6河南李⽅屯独坐天⽟皇 

宋时的朱仙镇近邻京都，因北宋时期⾦军⼊侵、历经战乱、京都沦陷、⽊版年

画业不得不随之迁移⽽成为京都繁荣的民俗艺术得以繁衍兴旺之所，据载，明

清时期，已成为中原商业重镇的朱仙镇从事⽊版年画⾏业的三百余家之多。虽

经清末萧条，⾄民国朱仙镇的版画业依然⽣意兴隆，从业者达两千余⼈，万

通、天兴德、德盛昌、⼤天成、⼆天成、晋涌泰、得源长、万盛、三成义等⽼

店林⽴。如今⾛⼊朱仙镇运粮河岸由政府兴建的年画⼀条街，虽已不复昔⽇繁

荣，但依然⽼字号林⽴，旗幡飘飘。代代相传的各家⽼字号的年画题材风格造

型⼿法⼤多保持着清代以来的整体风貌，少有变化，略显保守，但⾊彩运⽤却

各具特⾊，不尽相同。以“云记”与“天成”两家⽼号年画为例，同为清代⽼版印制

的云记与天成⽼店《⽇进⽃⾦》年画，不论构图、⼈物形态都⼏乎相同：头⼤

⾝⼩，既有喜剧效果又觉得匀称舒适，唯有⾊彩上云记（图1-7）更喜欢暖⾊，

黄⾊的⽐重明显多于天成（图1-8）货郎推车整体以黄⾊为主，少⽤冷⾊，更突

出了⾦银满车的喜庆⽓氛。天成⽼店作品则整体⽤⾊相对厚重沉稳较之云记⾊

彩偏冷。但出⾃朱仙镇的年画⽆论那家印制都⽆蓝⾊，画⾯暖⾊红黄、冷⾊紫

绿，形成红绿、黄紫两对补⾊，在补⾊的运⽤上各家⽼店⾊彩也颇为讲究，并

⾮随意搭配。云记的丹红配以明朗的草绿，天成的⽔红配以沉稳的翠绿，⽽万

同⽼⼤店则喜爱粉绿。民间艺⼈靠着质朴的审美趣味在长期的摸索与⼜⼜相传

中达到⾊彩的和谐并形成各家字号不同的⽤⾊风格，不禁令⼈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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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7 河南朱仙镇云记⽼店⽇进⽃⾦图1-8 河南朱仙镇天成⽼店⽇进⽃⾦ 

⼤胆的补⾊运⽤，让年画乡⼟⽓息更为浓重。“蓝⾊”的缺失并未减弱其⾊

彩搭配所传达出的感染⼒，其将蓝⾊转变为绿⾊与紫⾊，反⽽使⾊彩更加浓重

艳丽、对⽐强烈粗旷；或许正是由于“避蓝”，才使得朱仙镇⽊版年画⾊彩补⾊

关系尤为突显，清新明快、跃然⽣动。 

第⼆章 技法、颜料与“避蓝”现象 

是什么因素成就了朱仙镇以紫、绿代蓝的独特⾊彩风格？“避蓝”现象的产⽣，

是客观的年画的印制技法、颜料制作⼯艺所致？或是单纯主观上的地⽅审美喜

好？笔者⾛访朱仙镇现存诸家⽼店及朱仙镇⽊版年画传承⼈，试图寻找影响朱

仙镇年画⾊彩的因素。 

第⼀节年画制作技法与“避蓝”现象 

朱仙镇⽊版年画的印刷⼿法为雕板⽔⾊套印，⼀般分为六版⼀套，多者分

九版。年画雕版分为主版与⾊版，轮廓线的主版被俗称为“⿊批”，雕版选材⽤

⼨许厚的梨⽊，版画刨平后涂⾹油⼀遍，还需⽤以开⽔冲洗四到五次，以便让

⽊质变得更为松软。年画在印刷时先印“⿊批”其次为⽤于须发的细线，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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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然后依次印明黄、红⾊（⼴丹）、绿⾊（铜绿）、紫⾊（葵紫）。

在中国⽊版年画传承⼈⼜述史丛书《朱仙镇年画郭太运尹国全》中朱仙镇

⽊版年画传承⼈郭太运与尹国全⽼先⽣分别谈到朱仙镇年画的制作过程中的“讲

究”。13岁便进⼊当年著名的年画作坊“云记”门神店当学徒的朱仙镇⽊版年画传

承⼈郭太运⽼⼈，现受聘于开封博物馆，依然从事朱仙镇年画的传承与保护⼯

作，郭太运⽼⼈谈到颜⾊的印制时也提到“绿⾊⾥必须加黄，要有些黄度，如果

⽤原始绿⾊做出来的颜⾊泛蓝”。 这也正是前⽂所述出⾃郭太运⽼⼈之⼿的⽼2

版“云记”年画⾊彩较之“天成”年画偏暖的原因。“泼化学颜⾊，要注意掌握成

分，调制各种颜⾊很有讲究，⽐如，下黄⼤了颜⾊不正，下黄⼩了就发蓝，那

不⾏，调颜⾊全靠的是眼⼒和经验。过去传统条黄⾊⽤两种原料，⽼黄和嫩黄，

嫩黄⽤来印画，⽼黄⽤来兑绿”。 可见，不但年画中不使⽤正蓝⾊，就是所使3

⽤的绿⾊偏蓝在郭⽼看来也是不⾏的。 

朱仙镇年画尽管在处理⾊彩时，善⽤对⽐⾊进⾏夸张与渲染，但是也严格

控制⾊彩与⾊彩之间的界限，使每⼀部分⾊彩能够在其固定的范围内实现最佳

的表达的效果。由于年画采⽤套⾊印制的制作⽅法，以及喜⽤纯⾊的⾊彩习惯，

对于套版印刷的精准度要求较⾼；又由于采⽤⽔印，颜料的固定性相对差，容

易在印制过程中出现跑⾊的现象，经过层层⽊版套印以及⾊彩的叠加，如果⽊

版出现套印偏差，则会使⾊彩相融合，从⽽出现杂⾊，⽽杂⾊的出现，将打破

了画⾯⾊彩的和谐与统⼀。因⽽颜⾊的印制顺序也⼗分讲究，朱仙镇年画⾊彩

全部套版印制，⽆⼿绘，民间艺⼈在长期的印制过程中形成了固有的印制顺序，

以防错版、跑⾊的现象的出现。“天成”⽼字号第五代传承⼈尹国全⽼⼈的⼜述

中提到年画颜⾊印制顺序为“先印⿊，印罢⿊⽪印⼟黄，黄版是个漏，⽤漏往上

拖”由于⿊⽪⾊少，印完⿊⽪纸不湿，所以拖黄也起到了固定纸的作⽤，黄⾊为

底为的是好覆盖，民间印制⽅法简单粗旷，时有跑⾊现象，拖黄之后印红，红

完印绿，绿后印紫，层层相接，也层层可覆盖。“避蓝”也可能出于这种⽔印套

冯骥才.朱仙镇年画郭太运尹国全[M].天津：天津⼤学出版社，2010.122

冯骥才.朱仙镇年画郭太运尹国全[M].天津：天津⼤学出版社，201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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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对杂⾊的回避。朱仙镇年画与桃花坞年画都为⽔印套⾊年画，但颜⾊

印制⼯序极为不同，桃花坞年画先印红，然后依次印蓝、紫，后印黄、淡墨。

⽽且每印⼀版都要采⽤“夹⽔”⼀道⼯序，“夹⽔”是为除去上⾊带来的潮湿⽓，

让颜⾊和纸张在印制下版颜⾊时保持⼲燥，这样可以控制纸张的伸缩和颜⾊的

⽔份，减少错版与跑⾊。朱仙镇年画则不同，朱仙镇年画没有夹⽔⼯序，恰恰

相反，“拖黄”正是为了让纸有湿度，可以固定纸张。趁湿印制也带来了颜⾊的

不稳定性，颜⾊⽔头⼤固然鲜亮好看但也减弱了⾊彩的覆盖⼒。加之先印黄⾊，

蓝遇黄则绿、遇红则紫，印不好出现杂⾊的可能性极⼤，⽽较之蓝⾊，红、紫、

绿三⾊对于黄⾊的覆盖⼒都更强，相对稳定，从技术上讲印起来也相对更为容

易。 

! !  
图2-1朱仙镇年画印制⼯具图2-2朱仙镇年画印制顺序 

第⼆节 颜料制作与“避蓝”现象 

朱仙镇年画的颜料在制作上也独具特⾊，与其他地区的年画颜料有本质不

同。郭太运⽼先⽣在讲述年画颜料的制作是说：“它主要体现在两个⽅⾯,其⼀

开封朱仙镇⽊版年画的⾊料全部采⽤矿植物配的多种辅料⼿⼯炮制⽽成的,其中

⾥⾯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如松烟、章丹、槐⽶、苏⽊红、茶叶、五倍⼦、酒

等，矿物质有:⽣⽯灰、明矾、明胶、铅粉、铜绿、⾦箔等。我们开封朱仙镇⽊

版年画的颜料,带有⼀种神密⾊彩,最多可达9种颜⾊” ⿊⾊是印画的第⼀道⼯4

序，也叫“⿊坯”，传统制法⽤植物⾊是松烟和⽔成糊状，经过发酵再与⽪胶熬

制⽽成。红⾊为苏⽊熬制，颜⾊接近玫红⾊，郭⽼称其为⽔红，丹红颜⾊偏桔

葛美英.开封朱仙镇⽊版年画历史变迁与民俗⽂化——以民间艺⼈郭太运为研究个案［J］.河南⼤学.201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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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在民间有驱⿁镇邪之意原料为矿物质。铜绿⾊泽暗绿，通过⽤碎铜⽣锈

来提取，在浸湿的厚粗布上撒铜屑再⽤湿布覆盖数⽇，收集铜锈磨粉加胶、矾

熬制。槐黄原料是国槐槐⽶，颜⾊近似⾦黄，国槐未开花时的花蕾炒制。紫⾊

来⾃⼀种向⽇葵，也称葵紫⾊，葵花⼦浸泡出紫⾊再加胶与明矾熬制⽽成。⾦

粉的材料来⾃贝壳。郭⽼说蓝⾊和青⾊等九种颜料均可调制,但其中常⽤的便是

⿊、黄、丹红、绿、紫、⽔红这五种，⽤传统制⾊⼯艺炒、熬、滤等精⼼炼制，

传统颜料⾊彩鲜艳、⾊调浓重、防⾍蛀、抗⽇晒，久存如新。 

! ! ! !  
图2-3传统槐黄制作过程 

从颜料制作中可见，蓝⾊颜料并⾮难以制作，⽽且中国⾃古就有对于靛蓝的种

植，⾃春秋时期便已掌握了制蓝的⼯艺。所以，朱仙镇年画在⾊彩运⽤上了产

⽣的“避蓝“现象”，并不是由于颜料制作的原因⽽产⽣的。将植物⽤作年画颜料

的制作原料，这种古法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被取代，随后使⽤化学原料进⾏

炮制。但是，在朱仙镇的民间⼿艺⼈中间，这种古来的制料技法得以保存与传

承，显⽰了他们对于传统的保护与坚守。 

第三章“五⾏⾊彩说”与朱仙镇年画的“避蓝” 

《道德经》云：“五⾊令⼈⽬盲，五⾳令⼈⽿聋，五味令⼈⼜爽。”尽管⽼⼦⽤

五⾊形容⾊彩缤纷多样，但这⾥的五⾊正是我国民间推崇的“五⾊”（图3-1）。

在我国民间美术⽤⾊中，推崇五⾊审美，即红、黄、蓝、⽩、⿊。朱仙镇年画

中蓝⾊的缺失，似乎造成了五⾏缺蓝的局⾯，但实则是朱仙镇⼈对蓝⾊进⾏了

偏⾊处理，以紫、绿代蓝。以红、黄、绿、紫、⿊五⾊为主，并配以⽩纸作为

底相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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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阴阳五⾏图3-2五⾏⾊彩 

“五⾏⾊彩说”（图3-2）与我国民间流⾏的“阴阳五⾏说”相关，殷周时期产

⽣的阴阳说与五⾏说，对我国的民间⽣活有着延绵不断的影响。在“阴阳五⾏

说”中，其将“⾦、⽊、⽔、⽕、⼟”五种基本⽇常⽣活属性作为宇宙运转变换的

基础，从⽽伴随着“阴阳”学说的“风、⾬、雷、电”、“东、西、南、北”等相交

融，谈阴阳时必合五⾏，论五⾏时必谈阴阳。当反观朱仙镇年画中对“五⾏⾊彩

说”的运⽤，并将蓝⾊做偏⾊处理，回避对蓝⾊的使⽤，恰恰是对“阴阳五⾏说”

的回应。在五⾏⾊彩中，红、黄属暖⾊，在阴阳中属“阳”，⿊、⽩两⾊为⽆⾊

系的两极⾊，蓝⾊则属冷⾊，在阴阳中属“阴”。 

在朱仙镇年画《天后娘娘》（图3-3）中，天后娘娘的服装主⾊为绿⾊，在

红、黄、紫三种颜⾊的配⾊中，黄⾊的⽐例要相应的多于红、绿⼆⾊，呈现为

红、绿对⽐的⾊彩结构；天后周围围绕的四位⼤⾂，服装⾊彩⽐配则主要呈现

为黄、紫对⽐；加之⼈物⾯部运⽤纸张原有的⽩⾊，共同形成了红、黄、绿、

紫、⽩五⾊。 

! !  
图3-3河南朱仙镇.天后娘娘图3-4河南朱仙镇.加官进禄 

不仅如此，“阴阳五⾏说”影响着民间⽣活的⽅⽅⾯⾯，使民众处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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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阴阳五⾏”的表现，祈求能够通过⼀些特殊的⽅式将“凶相”转化成“吉

相”，达到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的境地，从⽽为⾃⼰的⽣活保驾护航。这⼀愿

景，也是年画在民间得以流⾏的重要原因，年画因其吉相的寓意，在年关时被

张贴于房门、灶台等地⽅，则为了祈祷来年的顺利安康，这也正是在“阴阳五

⾏”中所体现的时运转换。结合⽊板年画在民间⽣活中所扮演的⾓⾊，将年画中

属“阴”的蓝⾊进⾏偏⾊处理，与黄相融成绿，与红相融为紫，以间⾊紫、绿消

解蓝⾊之“阴”反⽽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朱仙镇年画对于蓝⾊的回避，采取的偏⾊处理，将其减弱处理为“绿”，将

其增强处理为“紫”。绿⾊与红⾊、紫⾊与黄⾊成为对⽐⾊，成为朱仙镇⽊版年

画的⾊彩特征，⽽这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于“阴阳说”的体现。特别是对于

紫⾊的使⽤，朱仙镇年画往往将紫⾊加重为近似于⿊⾊，使画⾯不仅具有强烈

的⾊彩对⽐，同时又具有细微的⾊彩层次，令朱仙镇年画的⾊彩结构“粗中有

细”、“繁简结合”。在朱仙镇年画《加官进禄》中，“此对天官⾯带喜⾊，⾝着

装饰有⼋仙的棉袍，⼀⼿持如意，⼀⼿托盘中置⼩天官与⿅，后相随有童⼦执

莲灯，寓有加官进禄之美好祝愿。全画以红、绿、黄、紫四⾊套印，明快红⽕，

强有⼒地烘托了吉祥喜庆的主题。” 画⾯中对紫⾊的处理，深度接近于⿊⾊，5

在紫⾊与⿊⾊之间形成了略微的对⽐，使画⾯在强烈的对⽐之下又有细微的变

化，疏解了画⾯⾊彩的节奏。 

第四章 作为颜料的中药与朱仙镇年画⾊彩的内⽣关系 

从“阴阳五⾏说”中继⽽推演出另⼀与朱仙镇年画⾊彩特征相关的因素——

中药。朱仙镇年画在“五⾏⾊彩说”的影响下，将蓝⾊进⾏偏⾊处理，使其被绿

⾊和紫⾊所代替，在反观其颜料制作时，发现⽤作制作颜料的原料⼤部分为中

药，由中药的⾓度⼊⼿，与“阴阳五⾏说”、“五⾏⾊彩说”相结合，得出了朱仙

镇年画与中药的内⽣关系，也是共⽣关系，同时也从另⼀个⽅⾯解释了朱仙镇

冯骥才.中国⽊版年画全集.朱仙镇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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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彩中“避蓝”现象。 

在《析中药与朱仙镇⽊版年画⽤⾊的内⽣性关系》⼀⽂中，有对“五⾏”与

“中药”之间关系的⼤段论述，又与朱仙镇年画相结合，共同融合在“宇宙”之

中。“中国具有深刻⽽⼴泛内涵的‘五⾏系统’，为中国⽂化体系中的物质与精神

领域确定了独特的⽂化特质，也界定了与五⾊相对应的精神表达，清晰地传达

出‘万物有⾊’的理念。”我国民间⽊版年画艺术⽤于印刷的颜料提取⾃然物材，

与中医使⽤的药材呈趋同性并⾮偶然，⽽是⼀种‘有意味’的造型⾏为。  6

在中国民间，农耕⽂化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农民，他们终⽇“⾯朝黄⼟背朝

天”，在遇到困难时，很多时候会选择“求神”以期望达到“冲喜”的效果，即使有

不顺利的遭遇，他们也会在年末把所有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年画上，期盼来年的

顺遂。另⼀⽅⾯，对于⾝体的疾病，中国古代民众则选择中药进⾏调理与医治，

各种中药的药理又与“阴阳”、“寒热”相连，这同样处于“五⾏”之中。不难发

现，在中国古代，中药负责医“⾝”，年画负责医“⼼”，最终实现的是医“⼈”的

效果。 

⽽在上⽂中提到的朱仙镇年画颜料的制作，⼤部分颜料的原材料都是中药，

这些中药的颜⾊正是朱仙镇年画中运⽤的颜⾊，同时又具有医治疾病的功效。

朱仙镇年画的常规⽤⾊为槐黄、苦绿、葵紫、苏⽊红、丹红、⿊。苦绿的主⾊

料是铜，治疗退翳，去腐，敛疮，杀⾍，吐风痰，⽬翳，痔恶疮，喉痹，⽛疳，

臁疮，顽癣，风痰卒中等疾病；葵紫的主⾊料是葵紫，治疗性味⽢平，能治⾎

痢，透痈脓等疾病；丹红的主⾊料是丹红，可以治疗⾻蒸劳热，咳嗽，咳⾎，

咽喉肿痛，噎⾷反胃等疾病；苏⽊红的主⾊料是苏⽊，可⾏⾎祛瘀，消肿⽌痛，

治疗胸腹刺痛，外伤肿痛等疾病；槐黄的主⾊料是槐黄，治疗脾虚，脏毒，肠

风，便⾎，痔漏等疾病；⿊的主⾊料是松烟（草⽊灰），可治疗黄疸，疟痢，

噎膈，咽喉⼜⾆⼀切诸疮等疾病。  7

所以，中药、⽊版年画和⼈真正的达到了“天⼈合⼀”的效果。从三者之中

戚序、贾国涛.析中药与朱仙镇⽊板年画⽤⾊的内⽣性关系［J］.重庆⼤学学报.2011.3期6

戚序、贾国涛.析中药与朱仙镇⽊板年画⽤⾊的内⽣性关系［J］.重庆⼤学学报.2011.3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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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药中的铜属⾦，苏⽊、槐黄、葵紫等属⽊；熬制颜料时⽤⽕；原料中的

⽩泥为⼟；调制原料⽤⽔，又与五⾏相吻合。中药是来⾃⼟地的⽣命，将中药

⽤作制作年画颜料的原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像为年画赋予了⽣命，这种价

值的转移，也符合了“万物有灵”的观点。正是出于对天地的敬畏，对灵魂的关

注，使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不仅具有形式意味，更具有精神特质。 

中药与朱仙镇⽊版年画的内⽣关系，体现在它的转换上。从中药转换成⽊

版年画的颜料，这其中经过地提取与转译，融合了中原⼈民的精神追求。带有

⾊彩的中药成为制作颜料的主要⽤料，中药的功效转嫁到⾊彩的内涵上，并将

通过造型特征，整合为⽊版年画的⾊彩特征，使朱仙镇年画得以从⾃然中来，

到天地中去，它所体现的是⼈们对于⽣命的感悟，以及⽣命元素之间的⾃由转

换。 

民间的智慧在于能够将所有的事物“为我所⽤”，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提

炼出与民间意愿相吻合的美好意味。所以，我们从民间艺术中少能够看到负⾯

的情绪，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巧妙的⽅式将阴郁、恶

意的内容转化成明朗、善意的内容，并不显做作。同时，这也是对神灵崇拜、

对祥瑞崇拜的表现，将中药所具有的医治疾病的功效看作是天地的赐予，当其

转化为年画颜料时，则是为中药的物理特质赋予了精神涵义，这被赋予的精神

特质，刚好是来⾃中原⼤地的民族精神。 

朱仙镇⽊版年画从中药的⾓度看，成为了在民间连接“天”、“地”、“⼈”三

界的信函，三界的精神与内涵在年画印制的过程中，巧妙地呈现于纸上。这其

中又是以“⼈”作为连接“天”与“地”的中介，从中体现了⼈的⼒量。正是由于⼈

对世界万物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活的感受和对⾃我的认知，能够找到年画

这⼀表现⽅式，当将中药转化为颜料原料时，年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灵

⽓”，这是朱仙镇年画所看重的，对与可治病祈福的紫、绿、红、黄、的偏爱成

就了朱仙镇⼈的⽤⾊习惯，也载着朱仙镇⼈对年画艺术厚重的精神寄托。 

  

第五章 内容及禁忌对“避蓝”现象的呈现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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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仙镇⽊板年画内容对“避蓝”现象的呈现 

朱仙镇⽊版年画内容与诸年画重镇年画内容⼤多相近，都是纳福迎祥，驱

⿁神、避凶险、或是体现民间喜乐，娃娃戏说等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致分

为神影佛像、喜庆吉祥类、戏曲故事三类。“朱仙”⾳同“诸仙”，明朝时这⾥曾

建有岳飞庙、关帝庙、瘟神庙等⼤量的各路神仙庙宇，所以也有⼀说法认为朱

仙镇演绎⾃“诸仙镇”。朱仙镇⽊版年画中最著名的也是各路神仙：财神、灶

神、门神、⽜马王爷、天地全神、等诸仙形象。 

宋代民间娱乐⽣活发达，⽡舍等娱乐场所⼴布，戏曲在宋代成为主要的娱

乐⽅式。民间艺术在宋代也达到了发展的⾼潮，在绘画⽅⾯，风俗画盛⾏，民

间艺术之间又存在着影响，彼此共⽣的关系，朱仙镇⽊板年画在⼀定程度上受

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甚⾄民间艺术内部也形成了固定的搭配模式。 

在朱仙镇⽊版年画内部，神影佛像类与戏曲故事类在⼀定程度上有重合部

分，也说明年画的创作与戏曲创作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关系。例如朱仙镇年

画中著名的《鞭锏门神》（图5-1），中国古代早期门神为神荼、郁垒，但在河

南民间使⽤秦琼、尉迟恭更为普遍。秦琼与尉迟恭原为唐代开国元勋，成门神

则源于神魔⼩说《西游记》中故事：唐太宗为泾河⽼龙⿁魂所扰，夜不能寐，

秦琼、尉迟恭为太宗守宫门，⿁魅不敢为崇，遂将⼆⼈图形绘于门上，以镇妖

魅。因⼆⼈武器分别为鞭、锏，故民间称为鞭锏门神。朱仙镇年画的秦琼、尉

迟恭门神形象皆⾝着铠甲，勾戏曲脸谱，作舞台⾓⾊打扮，有不同姿态亮相，

⾊彩亮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⑫《秦琼打擂》（图5-2）则选⾃朱仙镇年画

中的戏曲故事类，地⽅戏有《秦琼打擂》剧⽬，此故事未见于《隋唐演义》，

具有更多的民间传说成分。图中秦琼勾红脸，背后插锏，正与蒋英对打，⼀旁

相助之⼥性为杨翠萍，三⼈作舞台亮相，再现了剧中的精彩⽚段。  8

冯骥才.中国⽊木版年年画集成·朱仙镇卷［M］.北北京：中华书局，200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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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5-1鞭锏门神图5-2秦琼打擂 

从《鞭锏门神》与《秦琼打擂》两幅⽊板年画中可以看出，⼈物形象呈舞

台⾓⾊装扮，作为戏曲故事类的《秦琼打擂》在⼈物形象的描绘虽然⽐较的简

单、概括，但是与作为神影佛像类的《鞭锏门神》在⽤⾊结构上基本相同。两

者对⽐发现，朱仙镇年画对于神袛类内容更加重视，也更加严肃，显⽰出民众

对神仙的敬畏与尊敬。更有趣的意味在于，就⼀个⼈物形象⽽⾔，秦琼在《鞭

锏门神》中扮演的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将，⽽在《秦琼打擂》中则扮演的是历

史上的⼈物，这⼀历史⼈物也是英雄的象征。 

再如，钟馗为民间年画喜闻乐见的题材之⼀，民间钟馗形象中“蓝⾐”为钟

馗的⼀个重要形象特征，民间相传钟馗为唐明皇捉妖正是⾝着蓝袍。北宋鉴赏

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中，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吴道⼦

所绘的钟馗像真迹。郭若虚说：“昔吴道⼦画钟馗，⾐蓝衫，⾰敦⼀⾜，眇⼀

⽬，腰笏，⼱⾸⽽蓬发，以左⼿捉⿁，以右⼿抉其⿁⽬。笔迹遒劲，实绘事之

绝格也。 ” 可见吴道⼦所绘钟馗正与民间传说相吻合，⾝着蓝⾐。但在年画9

中，钟馗⼤多不着蓝⾐⽽以红衫居多，红⾊有驱邪避凶之⽓，⽽钟馗曾为武状

元，着红⾊很好理解。但朱仙镇的钟馗穿绿袍，⾯部或不着⾊，或是紫脸，带

有戏剧感。虽然民间也有对钟馗着绿袍的记述，但朱仙镇的钟馗尽着绿⾐，⼀

些⽼版馗头甚⾄绿⽿、绿⿐、绿眉，可见摒弃了蓝⾊的朱仙镇⽊版年画对绿⾊

的钟爱。 

第⼆节民间禁忌对“避蓝”现象的影响 

苑利.《钟馗图》及其⽂化象征［J］.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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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朱仙镇年画在内容上分为了神袛造像、喜庆吉祥和戏曲故事三类，但

是它所传达的涵义是相同的，都是在传达着积极向上、纳福迎祥和正直勇敢的

意味。当这些意味通过⾊彩得以表现时，则涉及到年画中的⼀些禁忌问题，从

⽽使朱仙镇年画对蓝⾊进⾏了偏⾊处理。 

在古代，对⽓⾊是有禁忌的。《说⽂解字》中讲到：⾊，⽓也。《周书》

云:“喜⾊,油然以出;怒⾊,厉然以侮;欲⾊,妪然以愉;惧⾊,薄然以下;忧悲之⾊,瞿然

以静。”“⼼热者,颜发⾚。”可见⾊是⽓之表,⽓是⾊之中。 所以，在朱仙镇年画10

中能够看到，⼈物形象的⾯部⼀般不着⾊，着⾊都是着红、黄两⾊，眉⽑处⽤

丹红强调，则是着重表达红润的⽓⾊，呈现出喜悦的状态。⽓⾊并不限于⼈物

形象的⾯部，同样对年画的整体⽓质都有限制，因此，出于对⽓⾊的禁忌，画

⾯中不能出现表现⽓⾊寒、虚意味的⾊彩，⽽蓝⾊作为冷⾊点的⾊彩，⾃然要

对其进⾏回避，紫⾊与绿⾊又是蓝⾊的邻近⾊，又能与红、黄两⾊形成强⼒对

⽐，增加画⾯张⼒，精巧地弁冕了对于⽓⾊的禁忌，使画⾯呈现出红⽕的景象。

朱仙镇的民间艺⼈与农民群众对于年画中“避蓝”现象的解释，⼤致的回答

为“蓝⾊不喜庆，不吉利”。所谓的喜庆与吉利，再次与⽊版年画的时令性与功

能性相联系，从“桃符”演变⽽来的朱仙镇年画，⾃始⾄终就带有辟邪、迎福、

吉祥等美好的寓意，蓝⾊在民间时常⽤于丧葬仪式中。⽣为“阳”，死为“阴”，

这又与民间流⾏的“阴阳说”吻合，在年画这种象征吉祥如意的“阳性”艺术形式

中，蓝⾊⾃然显得不合时宜。 

第六章 社会、政治因素对“避蓝”现象的影响 

⾃由⼤胆的配⾊结构令朱仙镇年画在中国的传统年画中独树⼀帜，从另⼀

⽅⾯也体现了劳动⼈民在民间所追求的⾃由的⽣活。年画在民间产⽣并流⾏，

张红波.民俗学视域下的朱仙镇⽊版年画研究［J］.重庆⼤学，201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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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的⽣活息息相关，虽然年画是⼀种具有时令性的艺术形式，但其所拥有

的意味远远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已经是⼴⼤⼈民内⼼的寄托，也是民间⽣活

的灵魂体现。作为⼀种民间艺术，它存在于民间⽣活中，同时也受到国家、社

会环境的影响，在很⼤程度上受制于此。 

第一节废正青 

在“五⾏⾊彩说”中，将蓝⾊划为青⾊范畴。朱仙镇临近北宋京都，⾃北宋

末年，由于政治因素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京都及腹地在民间实施“废正

青”的禁令，朱仙镇⽊版年画从此“将蓝⾊进⾏了绿、紫的偏⾊处理。随着历史

的发展，政令和民族情绪已不存在了，⽽长期形成的偏⾊现象已经约定俗成，

凡再有蓝⾊处，皆以紫、绿两⾊取⽽代之，并成为中原地域性民俗亚⽂化，形

成了中原不同于任何地域的民间避蓝趋势并沿袭⾄今。”  11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家政策对于民间艺术创作的影响，这是民众在⽣活与

艺术创作中⽆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对于“废正青”禁令的处理，对属于青⾊范

畴的蓝⾊进⾏偏⾊处理，也反应出了民众的智慧，在既保证年画画⾯⾊彩完整

与对⽐强烈的基础上，又使偏⾊⽽成的绿⾊与紫⾊依然出于“五⾏⾊彩”中，使

朱仙镇年画达到了“万变不离其宗”效果。 

国家政策随着政权更迭、时代发展禁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避蓝”的⾊彩

现象依然持续到今天，并在朱仙镇⽊版年画的创作中成为“集体⽆意识”，依然

延续着“五⾏⾊彩说”的⾊彩运⽤原理，将朱仙镇⽊版年画维持在画⾯和谐的状

态中。朱仙镇⽊版年画没有因为时代转变，审美风格的改变⽽改变，⽽是坚持

着传统的美学风格与艺术特⾊，这是在当下难能可贵的。从古到今的发展中，

朱仙镇⽊版年画⼀直是年画⽣产重地，在影响其他地区⽊板年画的同时，坚持

原有的风貌，成为民间艺术的典范。 

周跃⻄西.朱仙镇⽊木版年年画⾊色彩表现探析[J].⽂文艺理理论与批评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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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好紫、绿色 

朱仙镇⽊版年画对紫⾊特别偏爱,因为紫⾊在传统中代表着⾼贵。⾃唐代以

来服⾊的政治功能开始强化，直⾄形成品⾊服制制度。宋代皇帝⾐着⽤黄⾊，

⽽太⼦⽤紫⾊，官员服饰则为紫⾊、绿⾊、以及绯⾊，君⾂、尊卑以服饰颜⾊

相区分。 

周跃西在《朱仙镇古版年画中五⾊审美的偏⾊研究》中提到：“朱仙镇古

版年画紫、绿⾊的出现还在于,据《宋史·舆服五》记载:‘⼀⽈深表,⼆⽈紫衫,三

⽈凉衫,四⽈帽衫,五⽈裥衫。’宋⼠⼤夫阶层的服装(除官服)有五种,其中最普遍

的是紫衫。‘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夫服之,以便戎事。” 由于当时的宋朝12

战乱不断.统治者为了战事的需要.⼠⼤夫们都要穿紫衫这种本是军校戎事服饰;

到了南宋这种风⽓更为普遍, 以⾄有取代另四种服式的趋势。上⾏下效,紫⾊在

当时颇为盛⾏。”另外，绿⾊在宋代为官服之⾊，从民间的⾓度⽽⾔，官服之⾊

则意味着富贵吉祥，因⽽对绿⾊也格外偏爱。朱仙镇年画中不难看出民众对绿

袍的厚爱。 

紫⾊与绿⾊在朱仙镇民众的⼼中是尊重与富贵的象征，这又要与年画的意

味相连。他们将富贵、繁荣的愿望以⾊彩的⽅式表现出来，含蓄的隐含在⾊彩

呈现的意义中，可以说是⼀种⽆声的表达，以严格的顺序进⾏张贴，是民间信

仰中“⼼诚则灵”的表现。由于年画张贴的时间在春节，又出于春天，绿⾊的使

⽤在另⼀层⾯上代表着⽣机与希望。年画除了有“桃符”所具有的辟邪、纳福的

功⽤，也有辞旧迎新的象征。因此，绿⾊恰恰体现了新旧交替中的“新”，也是

四季轮回、⽣命交替的表达。 

在朱仙镇年画的⾊彩配⽐中，紫、绿两⾊的使⽤频率与⽐例远胜于红、黄

⼆⾊。虽然紫⾊在年画中并不是⼤⾯积的使⽤，⽽是分散在画⾯的布局位置之

中，其呈现出的点缀的效果使画⾯稳重、⼤⽓。绿⾊的使⽤令画⾯显得⽣机与

灵动，与黄⾊的匹配也相得益彰。将蓝⾊偏⾊处理为紫⾊与绿⾊，反⽽丰富了

周跃西.朱仙镇古版年画中五⾊审美的偏⾊研究[J].宁波⼤学学报 . 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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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彩的层次与结构，并形成了强烈对⽐的⾊彩搭配，将朱仙镇年画的画⾯

张⼒展现的淋漓尽致。⾊彩的张⼒更体现了朱仙镇⼈民的⽣命张⼒，是⽣命⼒

的物化转移与表现。 

第三节避少数民族政权 

宋代为汉族政权，与宋代并存的辽、⾦政权为少数民族政权，且不断为宋政权

施加压⼒。随后发展到清朝，清朝为满族政权，同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中，对于蓝⾊的崇尚胜于其他颜⾊，蓝⾊更适合少数民族的⽣存

环境与⽣命意味，少数民族多⽣活于草原，与蓝天为伴，因此蓝⾊对于少数民

族⽽⾔，则是⾃由象征。另外，少数民族中对于宗教的信仰，也不同于汉族，

其宗教视蓝⾊为神灵的⾊彩，则更加推崇使⽤蓝⾊。 

宋代时，辽、⾦政权信奉萨满，因“信奉萨满教⽽敬天,因敬天⽽重天⾊，

重天⾊⽽尚青，即尚蓝⾊”。蒙古族向来信奉“长⽣天”更是视蓝⾊为尊贵之⾊⽤

与哈达，象征美好吉祥以及苍穹本⾊。元朝时蒙古⼈将五⼤民族归为五种颜⾊：

蓝蒙、红汉、⽩回、⿊藏、黄⾊⽬牗，⾃称为“蓝⾊民族”，因此民间对与蓝⽩

⼆⾊的使⽤有诸多禁忌。清朝时，以花翎缀上蓝⾊天鹅羚之多寡分贵贱尊卑，

官员的朝服也多⽤蓝⾊。 可见在少数民族政权中，蓝⾊象征着富贵与吉祥，13

故⽽加以崇拜。 

对于汉族政权以及汉族⼈⽽⾔，在⽣活与艺术创作中则要避讳少数民族的

喜好，“避蓝”成为其选择。另外，也源于朱仙镇的特殊地理位置。因其临近宋

代都城，成为京畿腹地，受都城影响浓重，这也是说明即使同属河南境地之内，

朱仙镇与李⽅屯的年画创作为何也有如此巨⼤的差别。 

结论 

周跃⻄西.朱仙镇⽊木版年年画⾊色彩表现探析[J].⽂文艺理理论与批评.200613

!  22



朱仙镇年画是我国著名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我国现存的依然坚持古法印

制的传统年画。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民间传统技艺在⽇益远去，冯

骥才先⽣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与挖掘，使这些民间艺术得以存留与被⼈们知

晓。

通过对朱仙镇⽊版年画的⾊彩特征的分析，以及对其“避蓝”现象缘由的思

考，展现在眼前的是朱仙镇⼈民虔诚的民间信仰以及对⽣活的美好向往。政府

的“废正青”禁令以及与⾦、辽等周边政权的⽭盾，对朱仙镇年画的⾊彩使⽤产

⽣了影响，但是这没有阻挡朱仙镇⼈民对于富贵、吉祥、喜庆等愿望的表达，

他们通过对“蓝⾊”进⾏偏⾊处理的⽅式，巧妙地回避了“蓝”⾊缺失的情况，⽽

且依然坚持这“五⾏⾊彩说”这⼀⾊彩运⽤原理。这表现了朱仙镇⼈民的智慧与

精神的胜利。

随着时代的更迭，关于“避蓝”的社会原因已经不复存在，朱仙镇年画依然

保留着这⼀⽤⾊习惯，将其演变成年画创作中的“集体⽆意识”，坚持着前⼈的

制版技巧，这是对于民族与传统的坚守。当下，在谈论古村落保护、⽂化遗产

保护的时候，如何守住我们的“⽂化乡愁”，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对于朱仙镇

⽽⾔，⾊彩是其年画的灵魂，朱仙镇⽊版年画对于传统的守护如同每个⼈体内

流淌的传统⽂化⾎液⼀样，永不⼲涸，⽣机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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