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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家族是黔江世居的一大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刺绣工艺文化。刺绣图案

承载了文字的功能,记录了黔江土家族人的发展历程、风土人情、文化内涵。分析了黔江土家族刺绣图案的题材、构成形

式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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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毗连湖南、湖北、贵州、重
庆的武陵山地区,其中重庆地区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

黔江、石柱、酉阳、秀山、彭水等区县。
土家族是黔江世居的一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

黔江区的庙泉镇、黄溪镇、土家十三寨、濯水古镇、石会

镇、沙坝乡等地方。土家族有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宗
教信仰、歌舞文化和艺术文化。黔江的土家族人民历

来都喜爱刺绣,土家人的衣裙、被面、账帘、枕头、荷包、
鞋垫、背包等大都配以妇女们精心刺绣的作品。土家

族刺绣图案古朴简练,生动形象,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刺绣是土家族人民生活中的一块

拼图,研究土家族刺绣艺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土家族

手工艺术,丰富土家族民族文化内涵,推进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

1 黔江土家族刺绣图案来源

土家族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土家刺绣图案就

像是一本记录土家历史的“无字史书”,在很大程度上

替代了文字的作用。土家族人凭借自己本民族的智

慧,以刺绣为载体,依靠丰富的想象,以及在生产生活

中的所感所悟,把土家文化以另一独特的方式记录下

来。土家刺绣源于生活,图案的取材非常广泛,上至日

月星辰,下到虫鱼鸟兽,还有生产生活中的物品、民间

故事、文字、几何符号等无不取用。大致可以分为动

物、植物、文字、符号、天相地理、民风民俗、器具图案几

大类。在造型上极大地还原了土家族人在日常生活中

的和谐画面,在内涵上充分表达了土家族人对自然的

崇拜与尊敬,在手法上更是将土家族妇女精湛的刺绣

技艺展露无遗。

1.1 历史题材

先秦时期就有了关于土家族人活动的记载,但直

到1957年土家族才被正式确定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古代的黔江,史称“蛮夷之地”,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

隶属于巴国,因此黔江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

接的渊源关系。巴人鼻祖廪君是位为振兴自己民族,
不断奋进的“贤君”,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先后战胜

了多个姓氏族首领,将自己姓氏氏族布局在富饶之地,
建立了强大的巴国。但到战国中期,被秦国贪其富庶

而吞并,改建为巴郡[1],这是最早的土家族雏形。
早期的土家族聚族而居,保存着自己的民族特性,

但随着汉文化的渗透,土家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土家族经常与汉族、苗族人民杂居在一起,土家刺绣也

受到了汉族和苗族刺绣文化的影响,导致土家族刺绣

也具备了汉族和苗族刺绣的一些特点,土家刺绣与其

他少数民族刺绣的差异也越来越不明显。
土家族信奉多种神,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有祖先

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形式。因

大多神明都与祖先有关,土家族人认为是祖先处处关

照子孙,是最好的神,因此对祖先十分崇拜,称之为祖

先神[2]。
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对白虎情有独钟,土家族以

白虎为图腾信仰,把白虎当作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
土家族“敬白虎”源于早期的图腾崇拜,对此《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作了诊释:“凛君死,魂魄世为白虎,
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人把自己的首领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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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死后的魂魄与白虎相融合,这样巴人与白虎就有了

亲密的关系,从此以后,巴人视白虎为祖先而加以崇

拜,自称白虎的后裔。白虎图腾崇拜除了在刺绣中有

体现,还常见于土家族人日常生活与礼仪当中,例如婚

嫁迎娶以及其他重大活动都以虎日为吉日,平常喜爱

穿虎头鞋、戴虎头帽、枕虎头枕、盖“虎脚迹”花被、包虎

形帕等,这些都是祈求白虎护身之意[3]。如图1为土

家族崇拜的白虎图腾,图2为土家虎头帽。

图1 土家族白虎图腾

图2 虎头帽

土家族人居住的地区文化不发达,生产条件差,生
产水平低,生活比较贫困,直到新中国解放后,居住在

这里的土家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辛勤劳动,一路披

荆斩棘,为开发山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土家族及其

先民,艰辛地开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进程。正是因为

这些历史经历,为土家族刺绣图案的创作带来了灵感。

1.2 自然题材

黔江地处重庆市东南部,湖北西褶皱带,全境地势

东北部高,西南部低,山脉与河流顺南西向北东近似平

行走向,形成“五岭四嶆”地貌。这里气候温和湿润,四
季分明,物种丰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种类繁多,为土

家族刺绣提供了丰富的图案素材,富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4]。这些都是生活在黔江这一特定区域的土家族人

民历史文化、生活情趣的结晶。
图3所示为绣在土家女子嫁衣上的四十八钩图

案。“四十八钩”源于一个基础图纹八钩,八钩反复错

综排列而成四十八钩。最早的灵感来源是自然界随处

可见的倒钩藤,如图4所示。倒钩藤喜欢温暖、湿润的

环境,大部分生长在阴坡,主要生长在林下的坡地,细
细观察倒钩藤粗细一样、长短一样、弯度一样的物象结

构,就像一对男女相亲相爱,互相照应,白头到老。“四
十八钩”很好地利用了形态的特征,以神似暗示的手法

对审美取向有所引导[5]。由此可以看出土家族妇女对

生活中出现的物象的观察极为细致,充分体现了土家

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

图3 四十八钩(摄于小南海土家生态博物馆)

1.3 生活题材

土家族形成之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受到学者

们的重视。土家先民刀耕火种,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
对现代土家族的生产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土家族拥

有很独特的歌舞文化,摆手舞、茅古斯等远近闻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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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还拥有众多的民俗节日,例如女儿节、舍巴节、五
月节、赶年节等,土家族人也非常重视这些传统的节

日。土家族男女结婚的日子是土家族人最为热闹的节

日,图5所示为土家族热闹的迎亲场面,图6为土家刺

绣迎亲图。

图4 倒钩藤

图5 土家迎亲场面

图6 土家迎亲图

土家婚礼当天,男女双方家庭都张灯结彩,大办酒

席,迎亲队伍绵延不绝,迎亲轿子上挂大红彩头,鼓乐

不间断地吹打。哭嫁最能体现土家人的婚俗文化特

点,“唢呐客”吹响“离娘调”,姑娘在堂前拜别父母哭着

上花轿,一边是欢喜的哭,一边是欢喜的笑,在这欢天

喜地的气氛中,红红火火的嫁奁搬上了迎亲轿。作品

《迎亲图》就取材于土家婚嫁习俗,以传统土家刺绣写

意手法,烘托出热闹、欢乐、幸福、吉祥的喜庆迎亲场

景。作品以大红“喜”字为中心,迎亲中各种习俗为衬

托,突出了迎亲、娶亲、送亲的热闹场面。画面生动、寓
意吉祥[6]。

土家族人乐于并善于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经

验,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生活的实际需要创造了许多影

响深远的民族工艺品。在黔江这块山地里,大杂居小

聚居的居住方式给土家族人民创造了和谐的生活环

境,族人之间坦诚相待,无猜无忌,与外族相互兼容,和
睦相处,民风淳朴。一幅幅生产生活的画面映入刺绣,
旨在表达对生活的崇高敬意,表达自己积极向上、乐观

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黔江地区土家族刺绣图案构图

通过分析发现黔江地区土家族刺绣图案构图多采

用中心式、散点式、二方连续式、四方连续式四种。

2.1 中心式

中心式构图的特点是中心位置比较突出,经常以

各种花卉的形式出现在枕套、被面上。图7为黔江高

幺妹土家刺绣合作社产品,图案采用的是花卉题材,来
源于黔江土家族居住地区常见的山野小花。中心图案

是将一束花朵设计成圆弧形之后,通过中心对称的方

式形成一个圆形廓形,四角是由单独的一束花朵构成,
按照绣布的要求,将单独的花卉图案沿着直角边进行

排列。整个图案的中心部分和四角部分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相辅相成,给人一种简洁、爽快的感觉。图8所

示为图7的图解,中心的花卉用圆表示,四角的花卉构

成角隅纹样,用三角形表示,大致布局就是典型的中心

四角式。

2.2 散点式

散点式构图的特点是简洁明快,复杂而又条理清

晰,吸引点多。散点式构图由于图案零散,间隙较多,
多存在于较大的被面、床单、披风、围腰上,常常以花

卉、几何图形构成。图9为摄于沙坝乡脉东村居民家

中的双面绣绣品,由4种大小、形态都不相同的花卉纹

样组合而成,以中间较宽的白色区域为界,图案上下两

部分完全一致。在整个图案中,左右两端的花卉形态

大,姿态也更加丰满,而处于中间部分的花卉显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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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干练,有序地点缀在4朵大花卉组成的四边形之

间,给人一种看似杂乱实则排列有序的感觉。图10为

图9的图解,大小不同的圆代表大小不一的花卉图案,
花的排列方式跟圆的排列在图案中位置相同。

图7 中心四角式(摄于高幺妹土家刺绣合作社)

图8 中心四角式图解

图9 散点式(摄于沙坝乡脉东村3组)

2.3 二方连续式

二方连续图案在方向上包括横式、竖式、环式、斜
式还有交叉式等,具有很强烈的秩序美感。通常出现

在被面边缘、衣服门襟,图案的选材十分广泛,抽象的

动植物纹样、几何图形都可以作为纹样。图11所示为

绣于土家族服饰门襟上的图案(左右门襟扣在一起),

图案纹样取材于黔江地区的花草,将具体的花卉进行

抽象处理后按照门襟这一服饰部位的特殊要求将单独

的花卉纹样进行竖向排列,每个纹样之间以花梗进行

穿插,边上还有波形纹样进行修饰,给人一种强烈的秩

序美感和协调感。图12为图11的图解,圆形代表花

卉纹样,线条代表花梗,在圆形纹样边缘,两个圆形之

间穿插,左边两条平行线之间还有波线上下延伸进行

修饰。

图10 散点式图解

图11 二方连续局部放大图(摄于七妹土家刺绣合作社)

2.4 四方连续式

这种纹样的特点是节奏均匀,韵律统一,整体感

强。四方连续纹样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在鞋垫上,且题

材也十分广泛,包括具象和抽象的多种动植物图案。
图13为黔江土家族人民生活中常见的刺绣鞋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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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纹样取材于自然界中的蝴蝶,将鞋垫以斜线条的方

式划分为若干个完整或不完整的菱形后,把单独的蝴

蝶纹样从上下左右4个不同的方向填充到菱形之中,
给人一种严谨、有节奏、有秩序的感觉。图14所示为

图13的图解,圆代表的蝴蝶图案在菱形中向四面八方

延伸扩展。

图12 二方连续图解

2.5 其他方式

土家刺绣鞋垫是黔江地区土家族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在图案的构图和色彩搭配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表
现出率真自然的特点,同时体现了极强的原创性。图

15所示为沙坝乡居民家中的刺绣鞋垫,图案中有许多

的单一纹样,如荷花、荷叶、鸳鸯鸟等,这些单一的纹样

在鞋垫上的构图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和章法可言,
而是根据鞋垫廓形的需要,对所绣的纹样荷花、荷叶、
鸳鸯鸟进行简单的竖形排列,由此可见黔江地区的土

家族刺绣鞋垫在构图上并不教条化,而是根据功能和

审美的需要,自由地进行构造。
图16所示为高幺妹土家刺绣合作社的刺绣鞋垫

产品,整个图案由一条腾飞的龙组成。龙有许许多多

的姿势形态,如站龙、盘龙、卧龙等,黔江土家族妇女将

龙作为图案题材融进鞋垫之中,根据鞋垫的特殊外形

需要,将直立的龙绣进鞋垫中,形成了适合纹样。这里

龙的适合纹样看起来十分严谨,姿态的变化更体现出

了龙的运动特征,整个图案穿插自然,形成了独特的装

饰美。

图13 散点式四方连续构图(摄于石会镇中元村)

图14 四方连续构图解

3 黔江地区土家族刺绣图案色彩

少数民族刺绣由于地域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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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色彩的搭配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苗族刺

绣图案中,红色、蓝色、黑色是常用的底色,大面积的纯

色配上五彩的丝线,形成多变的效果,并且苗族刺绣偏

爱暖色、纯色和明色,色彩浓重艳丽,并由此创造出了

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7]。土家族传统图案在配色上一

般喜欢选用青、兰、大红等深色布做底,图案纹样的绣

线则多选用浅色,或者底布用浅色,而绣线用深色[8]。
两种用法的效果都可以使刺绣作品显得质朴逼真,色
泽鲜艳生动,给人以喜悦吉庆的美感。根据实际调研,
发现黔江土家族刺绣图案的布与绣线之间的对比时强

时弱,总体是对比强烈的情况居多。

图15 绣花鞋垫(摄于沙坝乡脉东村3组)

图16 绣龙纹鞋垫(摄于七妹土家刺绣合作社)

刺绣图案是以绣布色为底色,绣线色为图案色进

行创作。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土

家族刺绣一样,黔江土家族刺绣绣布常用颜色也有红

色、蓝色,不同的是青色绣布的使用很少,另外增加了

对白色、黄色绣布的使用频率。绣线的颜色选择则十

分广泛,不同色相、不同纯度、不同明度颜色绣线的选

择应有尽有。

3.1 色相搭配

通过对调研采集到的刺绣图片进行分析,发现主

要有几种色相搭配方式。
(1)同一色相搭配。图17为摄于土家十三寨的盆

花绣片,绣片中,无论是花卉的花瓣、花梗、叶子部分还

是花盆,都统一采用了黄色。不过各个部位黄色在明

度上有高有低,层次分明,给人一种质朴的感觉。

图17 盆花绣片(摄于土家十三寨)

(2)对比色相搭配。图18为高幺妹土家刺绣合作

社的产品刺绣鞋垫,整个鞋垫由鱼、水草两部分构成,
鱼纹样是紫红色绣线绣制而成,水草则是由绿色绣线

绣制,紫红色与绿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产生一种视觉上

的冲击感。
(3)互补色相搭配。图19为摄于高幺妹土家刺绣

合作社的绣花鞋垫,纹样共使用了红色、绿色、土黄色3
种颜色,花瓣部分使用了大红色的绣线,叶子部分则用

了绿色绣线,花梗部分则用土黄色绣线。花瓣部分的

红色与叶子部分的绿色互补,既符合客观规律,也给人

眼前一亮的感觉。

3.2 纯度搭配方式分析

纯度搭配方式主要以高纯度搭配为主。图20为

摄于小南海土家生态博物馆的花鸟刺绣图案,绣品的

底布为黄色,图案使用了红、青、蓝、黑、白5种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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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线,花梗部分为青色,花瓣为红、白色搭配,鸟的羽毛

为蓝色、头部为黑色,几乎都采用了高纯度的绣线,色
彩鲜艳,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图18 刺绣鞋垫(摄于七妹土家刺绣合作社)

图19 绣花鞋垫(摄于七妹土家刺绣合作社)

图20 花鸟绣片(摄于小南海土家生态博物馆)

4 结语

(1)黔江地区土家族刺绣图案构图形式多种多样,
最常见的有中心式、散点式、二方连续式、四方连续式

等。纹样多以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为主。
(2)黔江土家族刺绣图案在配色上一般喜欢选用

红、黄、蓝等深色布或白色布做底,图案纹样的绣线颜

色选择则十分广泛。黔江土家族刺绣图案中布与绣线

之间颜色的对比时强时弱,总体是对比强烈的情况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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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mbroideryPatternsofTujiaNationalityinQianjiangAreaofChongqing
LIShi-xiang,GUODong-mei*

(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ujianationalitywasoneofthelargestminoritynationalitiesinQianjiang,whichhadcreatedauniquenationalembroi-
derycraftcultureinthelongprocessofhistoricaldevelopment.Theembroiderypatterncarriedthefunctionofthetextandrecorded
thedevelopmenthistory,localcustomsandculturalconnotationofTujiaethnicminorityinQianjiang.Thesubjects,formsandthe
coloroftheembroiderypatternofTujianationalityinQianjiangwere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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