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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定新乡是苗族人的聚居区,这里的服饰纹样以几何纹为主,十字纹是其中的重要装饰纹

样。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的 MFB001990(五件套)、MFB009846、MFB001964、MFB008560八件具有代表

性的藏品为例,从十字纹的制作工艺、构成形式及应用于服饰上的特点入手,详细介绍了该地区的十字纹样与服饰特征。

其独特的图案工艺、智慧的造型方式及鲜明的纹饰特征不仅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瑰宝,而且可为现代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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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新乡位于黔西县东北面,是金沙至毕节和贵阳

的必经之道,交通十分便利,因而这里的服饰纹样很大

程度上受到了周边地区的影响,集合了众多地区的长

处。定新苗族的服饰纹样皆为几何形,其造型结构饱

满,内容丰富细致,构图巧妙。十字纹样主要由挑花与

蜡染工艺制作而成,主要应用于披肩、长衫、围腰、腰带

和百褶裙等。

1 定新十字纹工艺

定新地区的制作工艺主要有十字挑花、蜡染、平
挑、锁绣、贴布绣、倒三针等,其中用来制作十字纹的工

艺主要有十字挑花、蜡染、平挑3种。工艺技法具有实

用性,不爱炫技,只为突出图形本身的变化特征。

1.1 十字挑花

十字挑花是一种根据绣地经纬纱交叉短针刺绣的

针法,属数纱绣范畴,是苗族最常用的装饰技法之一,
也是定新最常用的装饰技法之一。定新地区的十字挑

花在各种服饰上都有应用,所用之处皆使用这一种工

艺来完成,不会与其他工艺结合使用,通过十字挑花形

成一个线或面来体现图形特征,不刻意表现工艺技法

的特别之处。

1.2 三色的蜡染

蜡染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纺织印染手工技艺,古

称蜡缬,与绞缬、夹缬并称我国古代三大印花技艺,具
体操作是以蜂蜡为防染材料,用蜡刀蘸取融化的蜡液

在白布上描绘图案,然后进行低温染色,经多次复染达

到满意的颜色后用水煮脱蜡即可显现蓝白分明的花

纹。定新的蜡染纹样突破了传统的蓝白色调,在蜡染

过后还会使用粉红色染料进行局部染色,在单调的蓝

白色基础上增加了另一种颜色,给服装增添了活力,同
时突出了纹样的结构特征(图1)。

图1 彩色蜡染的十字纹

1.3 立体的平挑

平挑是各类复杂针法的基础,几乎所有种类的线

材和布料都可以制作平挑,平挑的基本操作方法是绣

线从花纹轮廓的一边起针,直拉到轮廓的另一边落针,
绣线的方向可分为竖平、横平、斜平3种。定新地区的

平挑针法是用短针斜向排列形成“线”,用这种方式构

成图形,效果如同织锦一般严谨、对称。此外,该地区

部分平挑针法采用红色的毛线作为绣线、白色的土布

·45· 纺织科技进展            2020年第6期     




作为基底,毛线绣出的十字纹凸起效果更加明显,造型

更加粗犷(图2)。

图2 毛线平挑的十字纹

2 定新十字纹的造型特点

2.1 勾勒边缘

定新地区的女子喜欢在十字纹的外围勾勒一圈白

色边缘,用刺绣或蜡染的方式根据十字纹的外边缘形

状构造白色图形,在彩色的十字纹外边缘留出一层图

底进行刺绣或蜡染(图3),新描绘的图形建立在十字纹

的基础上,起到丰富图形和加强效果的作用。

图3 勾边的十字纹

2.2 组合起来的单独纹样

定新地区的十字纹除了单独清晰可见的十字纹以

外,还有一部分十字纹是通过几个相同的十字纹组合

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纹样,如图4所示,将4个同样造

型的十字纹连接在一起,省略连接处的细节,就形成了

一个具有4条边、8个角的十字纹样,并且十字纹的中

心点处还留有更加细小的十字形布底,大十字内套小

十字,既保持了十字纹的特征,又具有装饰趣味,多样

而不凌乱,整体之内藏有细节。

图4 组合而成的十字纹

2.3 严谨的图底关系

定新地区的十字纹图底关系十分严谨,十字纹之

间的空隙用另一个纹样来衔接,每个纹样之间都有严

密的关系,根据纹样本身的特点,相互补充、互为图底,
十字纹的界限变得很模糊。如图5所示,一幅绣片(a)
内可以看出多种图形,可以是如(b)所示的绿色十字

纹,可以是如(c)所示的由八角星纹向外延伸的X形十

字纹,可以是如(d)所示的以(c)为中心、以(b)的4个

角为附加图形的X形十字纹,也可以看成是以(b)为中

心、以(c)的4个角为附加图形的团花纹样,并且除此

之外还可以有很多种组合。总之,由于图形之间的紧

密结合,一幅简单的图形变得丰富多样。

   (a)           (b)

(c)         (d)       (e)

图5 组合的十字纹与扩展图形

3 定新十字纹的组织形式

定新地区的服饰没有特别突出、特别大的十字纹,
所有绣片都是由小巧精致的十字纹通过二方连续、四
方连续的方式组合而成,构图饱满,内容丰富多样,纹
样之间的缝隙很小,图底关系十分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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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单独纹样

定新地区的十字纹造型十分考究,纹饰本身就具

有强烈的装饰性。将该地区经常出现的十字纹总结出

了几种类型,见图6,许多看似复杂的纹样都是由这几

种纹样变化而来。

图6 定新服饰中各种造型的十字纹

定新苗族服饰中的单独十字纹样一般都被设置在

绣片的中心位置,但图形面积并不大,十字纹的四周被

层层边框围合起来,有按照十字纹边缘构图的边框,还
有用贴布绣出的条形边框,十字纹与周围纹样隔绝开

来(图7)。

图7 馆藏 MFB001990-5-3十字纹边框

3.2 二方连续

将十字纹按照二方连续的方式排列是定新苗族服

饰最常见的构图方法(图8)。由于该地区的妇女喜欢

将绣片用贴布绣或蜡染的方式分割出许多边框,边框

之间就形成了许多条带形区域,在此区域内对图形做

二方连续,符合实用、省工、美观的原则,其重复、连续、
均衡、整齐、对称的效果能够给观赏者带来视觉上的愉

悦。

定新苗族服饰中的二方连续在纹样之间的连接处

有着独特的连接方法,一种是用十字纹本身自带的边

框作为连接的媒介,边框之间相互连接又可以形成新

的具有折线效果的图形;另一种是参考十字纹之间的

形状构造出一个新的纹样作为连接的媒介,用作连接

的纹样是另一种造型的十字纹,两种十字纹互为图底、
虚实相衬,也是该地区十字纹的一大特色(图9)。

图8 袖子上的二方连续十字纹

图9 十字纹的正负形

3.3 四方连续

由于四方连续向四面构图的特点,四方连续的十

字纹要求图形所处位置的面积略大一些,有足够的空

间供其排列,一般应用于坎肩后片的绣片或围腰的绣

片。由于四方连续在重复纹样的方向上更加多元,所
产生的冲击效果更加强烈。四方连续的十字纹更加注

重图底关系,满构图的四方连续如织锦一般精密、严
整,不会刻意强调单独的某个纹样,强调的是整体效

果。

4 定新十字纹与女装的关系

定新式女装以贵州省黔西县定新乡为代表,分布

于黔西、金沙、大方、息烽、修文等地。女子着盛装时需

上穿对襟长衣,衣摆镶蜡染贴花花块,衣袖缀挑花花

块。外罩为前长后短的交襟披肩,肩背和胸前绣有大

块图案,两片前摆在腰间打结。下着蜡染百褶长裙,系
挑花长围腰,身后吊多条挑花绑带。打布绑腿,用挑花

带绑扎,穿布鞋(图10)[1]。装饰纹样全部为几何形,十
字纹是最常见的一种。定新女子依据服装不同部位的

结构绣出绣片,用贴布或蜡染的方式在绣片上分割,十
字纹等纹样就在事先设定好的区域内布置排列。

4.1 十字纹与长衣

定新苗族女子长衣两襟相对,后片要比前片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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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定新女子着盛装

许多,穿着时外套坎肩,长衣露在外面的是两袖和后摆

部分,因而长衣的两襟、领口与肩背处皆无装饰,装饰

区域主要体现在两袖和衣摆部位(图11)。绣片上的纹

样按照装饰部位的结构布置,如长衣的袖口处用细长

的布条贴出与袖口平行的直线,每间隔一定的距离贴

布绣一条,这样在绣片内就形成了许多条形区域,每一

种十字纹按照竖条形状环绕袖口排列,每一排的十字

纹及其组合方式都不同,严谨的构图中还存在着细节

的变化。长衣底摆处缀有一块长方形绣片,定新女子

按照长方形的结构设置了长方形边框,最中间的长方

形区域内有3个单独的十字纹,其余部位以二方连续

的方式排列纹样,在层层递进的形式中凸显了中心纹

样,同时其构图方式上也与其他部位有所区分。

图11 馆藏 MFB001990-5-3定新苗族女长衣

4.2 十字纹与坎肩

定新女坎肩为无袖、对襟形式,衣襟底边坠有2片

长条形的蜡染布,穿着时2条蜡染布在身前相交环绕

于身后固定,左右两边的衣片交叉相对,形成较为修身

的立体效果(图12)。装饰纹样依据服装的形制分区域

设置,沿对襟领口处饰有条带形绣片,上面的十字纹以

二方连续的方式进行排列。两肩处各饰有一片长方形

绣片,由前身纵向延伸至后身。腋下区域的绣片亦为

长方形,由前身横向延伸至后身。长条形的蜡染布依

据布的形状也设置了许多规整的方形装饰区域,内饰

十字纹等几何形纹样,底摆处的十字纹被毛线挑花的

纹样围成正方形边框。衣身后背处饰有一片较大的挑

花绣片,其中的十字纹以四方连续的方式布置。

(a)正面            (b)背面

图12 馆藏 MFB001990-5-3定新苗族女坎肩

4.3 十字纹与围腰

定新式围腰穿着在百褶裙之外,系于腰部。围腰

由腰头与裙身2部分组成,腰头上饰有3块长方形绣

片,裙身两侧各饰1片长方形绣片,中间露出黑色的布

底,十字纹或其他几何形纹样在绣片之内以二方连续

或四方连续的形式排列,颜色主要由红、黄、绿3种组

成,对比坎肩与长衣来说色调更加清新素雅(图13)。

图13 馆藏 MFB009847与 MFB1990-5-5定新十字纹围腰

4.4 十字纹与腰带

定新式腰带穿着在围腰之外,由身前向后围绕系

扎。围腰由4条长方形短腰带在端口处缝制在一起,
面料为未经染色的白色土布,下端饰有若干行挑花纹

样,上饰十字纹,十字纹的形状和色彩与衣服上的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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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风格相呼应,挑花纹样依据贴布绣制定好的条形

边框进行二方连续排列。腰带的末端饰有彩色流苏

(图14)。

图14 馆藏 MFB001990-5-1定新十字纹腰带

4.5 十字纹与百褶裙

定新式的百褶裙主要由未经染色的白色裙腰与蜡

染的裙身2部分组成。穿着在围腰之内,只露出裙身

部位。蜡染裙身在制作图案之前被横向分割为若干个

条形区域,每条横向区域内由一种形制的十字纹进行

二方连续排列,每一排十字纹的造型都不相同,整体中

富有变化(图15)。此外蜡染图案只设在裙子的两侧,
这是因为百褶裙在穿着时正面被围腰所覆盖,故而避

开了在此处绘制图案。定新的女子虽喜爱装饰但并不

盲目装饰,将装饰重点放在了能够有效展示的部位,省
时省力效果好。

图15 馆藏 MFB009846定新蜡染百褶裙与十字纹

5 结语

定新女子在吸收周边地区服饰风格的长处之后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与工艺。十字纹的刺绣和蜡

染工艺相比传统方法皆有所区别和创新;制图方法简

单但效果丰富;图底关系严谨而微妙,能够“一图多

看”,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图与图之间通过二方连续

和四方连续的方式组织和连接起来,秩序感极强;不同

服饰品及部位根据布片的形状构图,装饰严谨,形式感

强。定新特有的刺绣与蜡染方法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精妙的造图与构图方式、独特的服饰装饰艺术可以为

当代图案设计提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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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ingxintownship,Qianxicounty,Bijiecity,GuizhouprovincewasanareainhabitedbytheMiaopeople.Theclothing

patternsweremainlygeometricpatterns,andthecrosspatternwasanimportantdecorativepatternamongthem.Takingtheeight

representativecollectionsofMFB001990(five-pieceset),MFB009846,MFB001964andMFB008560intheNationalCostumeMuse-

umofBeijingInstituteofClothingTechnologyasexamples,thecrosspatternandclothingcharacteristicsinthisareawereintroduced

fromthemanufacturingprocess,compositionformandcharacteristicsofthecrosspattern.Itsuniquepatterncraftsmanship,intelli-

gentmodelingmethodsanddistinctivedecorativefeatureswerenotonlythetreasuresoftraditionalChinesenationalart,butalsopro-

videdareferenceformoder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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