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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结晶。客

家传统服饰文化是客家人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是客

家民系人文精神与审美价值的显性表现。现今对客家

相关领域的研究数不胜数,领域宽泛,但是就客家服饰

中所出现的装饰手法这一方面并没有过多研究。通过

对客家服饰的整体了解,查找客家服饰文化与其他民

族服饰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客家服饰

与中原服饰的继承与变化关系,揭示客家民系在历史

的变迁下所包含在服饰装饰中的独特客家人文精神。

1 客家传统服饰装饰手法的源流与特征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从属于汉族。客家服饰的大

部分装饰手法也同样来源于中原,历史记载中的中原

服饰相对客家服饰而言样式更为华丽,色彩更为丰富,
装饰手法更为繁杂,装饰面积也更夸张一些。作为一

个地区发展的最外在、最显性的标志,中原地区的传统

服饰不论从整体还是细节来说都较为华丽。明快鲜艳

的服饰色彩展现了中原人民的热情奔放,现今所能发

现的中原服饰的色彩搭配运用的对比色较多,常用红

底绿花、蓝底红花、黑底红花等颜色鲜明的搭配[1]。又

因中原地区浓厚的等级制度,深沉质朴的颜色也使用

频繁,如藏青、藏蓝、黑灰色系等。从装饰手法来看,中
原地区服饰装饰较传统客家服饰更为繁杂,特别是皇

室贵族的服饰装饰可以称作是最精湛的技艺。历代皇

室贵族服饰中的装饰手法有镶、嵌、绲、刺绣等,客家作

为中原汉族民系的重要一支,其传统服饰同样具有这

些装饰手法。
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而来,最终聚居于赣闽粤地区,

历史的变迁使得客家服饰在保留原有中原服饰特色的

同时又与当地少数民族服饰相结合,客家服饰的变化

影响促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装饰文化。服装的

装饰手法有两种,一种是平面装饰手法,另一种是立体

装饰手法。平面装饰手法主要有图案装饰、色彩搭配

和印染,立体装饰手法主要有雕刻、塑造、镶嵌、编织、
提花等。客家传统服饰装饰手法以刺绣、印染、银饰为

主,铺之以布贴、镂空等技术。

2 客家传统服饰中的平面装饰

客家人是由历史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产生的多次从

中原向南方移民的热潮下形成的一个汉族民系,服饰

装饰很大程度上都保留有中原服饰装饰的特色,但也

减少了一些中原服饰装饰过于繁杂的特点。客家服装

装饰趋于简单,色彩装饰和印染为客家平面装饰的主

要方法。

2.1 色彩装饰

从色彩装饰来看,在中原服饰色彩的鲜艳颜色和

素雅颜色中,客家人选择保留后者。其主观原因在于

历史迁徙的颠沛流离让客家人渴望安定并向往和平的

生活,他们将大自然中蓝的天、白的云、黛色青山、黑褐

土壤等这些蓝、白、灰、黑随处可见的颜色运用到客家

服饰中去。这些受尽磨难、远离故土的人们也将怀乡

念祖的情怀寄寓到这些不事张扬的色彩中,迁徙后的

他们在陌生的异族他乡,做客于此也必然在当地人面

前低调行事,而朴素的颜色是为了让人觉得老实本分,
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客家人们也确实如此。其客观原

因即客家人迁徙后的聚居地赣闽粤地区,这里盛产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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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客家人就地取材将蓝色调制不同高纯度、低明度的

蓝色[2]。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服饰“大襟衫”的色彩就是

蓝色,以至于大襟衫的另一个名称就是“蓝衫”。此外,
赣闽粤地区地形险要,且以山地丘陵为主,经常要去山

林劳作的客家人为了减少清洗衣物的额外负担,这种

耐脏的颜色则受到他们的喜爱并一直沿用至今。

2.2 印染装饰

蓝印花布是客家传统纺织品中常见的花色面料,
布料多是棉家机布和夏布,夏布的原材料苎麻是当地

产量最多的一种纤维织物,印染所用色彩原料也是取

自当地盛产的靛蓝。客家人用他们的智慧将随处可见

的材料充分运用起来,制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服饰特

色,充分展现出客家先民们对大自然物尽其用、取法自

然的聪慧。
蓝印花布是客家印染技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蓝

印花布运用传统的镂空版白浆防染印花技术,又称靛

蓝花布,俗称“药斑布”、“浇花布”,距今已有1300年历

史,图1为传统蓝印花布。客家蓝印花布印染的技法

也是极具智慧性的,最初的蓝印花布形成是用蓝草为

染料印染而成。在最初的印染过程中,需要随时随地

关注印染的进程,稍有差池便会将所留白处的花纹晕

染上,导致图案不清晰、整体效果不佳的毛病。客家人

吸取教训得出了镂空刷白浆的方法,最终避免了这种

情况的发生。传统蓝印花布制作流程是先用石灰、豆
粉合成灰浆烤蓝,再通过全手工纺织、刻版、刮浆、染色

等多道工艺完成[3]。其中,印花图案的形成要通过手

工刻板形式将所需花形在特殊纸板上用刻刀垂直刻印

的手法刻出两块相同的花版,图2为刻刀刻板过程图。
印染时,将布夹在两个花版之间,然后再刮印浆料,之
后将其浸入蓝靛染料中反复浸染。经过防染后的布匹

在染料浸泡过程中染料不能浸入由防染浆形成的花

纹,所以在染色、清洗完毕后的布匹就有了蓝底白花或

白底蓝花的蓝印花布了。
蓝白印花,初见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雅致美,随后

便会带来一种淡淡的历史气息。这种印花布的图案多

是一些简易的花朵,经过四方连续、重组、对称等多种

形式组合在一起。花纹或大或小、排列规律又或者向

外延伸而富有“节奏与韵律”的艺术美[4]。客家蓝印花

布的应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服饰上,在被面、床单、桌
布、包裹布、头巾、枕巾上均有运用。服饰上的运用多

在围身裙、包头巾及年轻客家妇女的衣襟上。从审美

特征来看,客家传统蓝印花布充满着原始、质朴及情感

传达的独特之处,而这些蕴味的特殊之处与蓝印花图

案简洁的自然之美相结合达到了一种给人难以忘怀的

客家风情。

图1 客家传统蓝印花布

图2 刻刀刻板

3 客家传统服饰中的立体装饰

客家服饰装饰手法中的立体装饰手法主要有雕

塑、塑造、镶嵌、刺绣、布贴等形式。客家服饰的装饰手

法仍然保留部分中原服饰中刺绣、银饰等手法,并吸收

当地印染、拼接、贴布等技术,从而形成客家服饰中独

具特色的装饰特征。

3.1 刺绣装饰

客家刺绣工艺是客家民间传统工艺,其作品是在

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形成的[5]。因历史的迁

徙,客家刺绣工艺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刺绣技法也吸收

了所在地其他民族的工艺手法。因刺绣技法更能直观

的将图案表现出来,刺绣在服饰中的运用也极为广泛。
客家刺绣传统纹样众多,客家妇女们常将其收录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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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用于借鉴并代代相传。
客家传统服饰上的刺绣多有边缘性。刺绣在客家

服饰中的运用多在服装的领口、前襟、下摆、袖口、裤脚

等边缘处,配饰上多用于围身裙的底摆边缘和上部、童
帽的外部、鞋子两侧和鞋头处,以及儿童的围嘴和云肩

等大面积刺绣。图案取材源自民间传统的吉祥图案,
巧妙运用人物、花鸟、动物、文字等,以神话传说和民间

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谐音、象征等多种

手法创造出图案与寓意完美结合的美术样式[6]。传统

刺绣纹样来自动植物、文字、几何形、人物故事和器物

等,其所采用纹样的初衷都是源自图案所寄寓的吉祥

寓意,例如童帽中的狮子、老虎等猛兽是长辈对儿童长

大后能有所成就的殷切盼望,衣饰中的梅、兰、竹、菊、
莲等则寓意穿着者能有冰清玉洁的品格等等,一些组

合形图案则将这种寓意更为加深和丰富,例如鱼与莲、
蝶与花、凤凰与牡丹等寓有着夫妻间恩爱与百年好合

之意。
所谓刺绣,即通过针法的巧妙运用与色彩的搭配

而成的一种手工艺技法。客家刺绣将中原刺绣与赣闽

粤地区其他民族刺绣技法相结合,形成了客家独特的

刺绣技法。常见的客家刺绣技法可分为直针、打籽、盘
金钉线、贴布、锁针、编织、装饰性针法7个系列,这些

系列又可细分为27种针法[7]。盘金绣便是吸收了粤

绣的钉线技法,因粤绣中这种技法使用的纱线色彩光

泽度高,常常用金、银线为绣线,所以其视觉上往往有

流光溢彩之美,极尽奢华之感;打籽绣则典型运用了京

绣的刺绣手法,即将绣线缠绕针尖打结而形成,称作

“打籽”,将这些“籽”细密铺上就会呈现出立体的感觉,
触觉上更为强烈;套针则运用苏绣的刺绣方法,套针又

分为双套、单套、集套等不同套法,苏绣套针技法使绣

品颜色富有渐变层次感,色彩更加丰富而富有表现力

等,每个绣品的出现都需要巧妙地运用这些针法,才能

达到所要的效果,每个刺绣品的完成都诠释着客家人

的智慧。
从客家服饰刺绣装饰来看,刺绣所装饰位置大多

在服饰的边缘处起点缀之用,由于客家服饰色彩大多

较为质朴,且崇尚勤俭节约的客家人对夸张奢华的装

饰往往不为所好,而用以色彩艳丽的刺绣图案做细节

点缀不仅对单调的服饰增添了光彩,也保留了客家先

民们淳朴、低调的风土民情。

3.2 布贴装饰

客家传统服饰布贴同刺绣工艺一般,都是产生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客家传统布贴装饰技法因

贴布所选图案多以蝴蝶、祥云为主又称之为“挖云”,其
常常出现在儿童服饰中或服装的边角处。布贴技法通

常用到与之相匹的贴布绣刺绣技法,即沿所钉贴布图

案的边缘处钉上一圈钉线使之牢固即可。传统布贴原

料一般从做衣服时留下的边角料取得,经过剪样、拼
贴、手工缝制等工艺精心缝制拼贴完成。客家传统贴

布是民间所流传下来的民俗,随着历史的积淀在服饰

文化中渗透开,其贴布图案选材传统,兼顾中原贴布工

艺又结合当地贴布技巧。从客家现有的布贴服饰来

看,布贴造型大多较为稚拙,如仿生童帽中的老虎、狗、
猪等动物形态,也有如意祥云、抽象花朵等富有浪漫情

怀的样式。因贴布主要以装饰为目的,颜色大多较为

鲜艳明快,往往是一件普通衣裳的亮眼之处。虽然布

贴是为装饰而生,但其原料通常为裁剪服装后的剩余

布料,或者旧衣服上绞下的面料,这样的利用就显得格

外朴素,也彰显着客家先民物尽其用的智慧。
布贴工艺与刺绣工艺雷同,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其

工艺表现方式,并且布贴工艺能将刺绣工艺包容,又发

挥布贴所能产生的浮雕质感与真实感,使图案更有立

体效果,更具动态美感[8]。客家儿童服饰中往往更能

看到布贴形式的装饰,如图3所示客家布贴装饰的童

帽,绣满刺绣的贴布用花瓣形贴布通过绣线钉在一块

组成莲花样式,莲花花瓣片片分明,动态感十足,似一

朵真实的盛开着的莲花。类似的还有虎头帽,活灵活

现的虎头极为憨态可爱。最具代表性的布贴装饰的运

用就是儿童的“百家衣”,也是客家地区传统的儿童服

饰,一般由外婆赠送。百家衣即收集百家的不同色碎

布,用布贴技法缝制而成,孩子穿百家的衣、吃百家的

饭,这样成长下的孩子好喂养,能健康成长,寄托了客

家人“采百家长者之阳气”,保佑子女长命百岁的美好

意愿,图4即为拼色式百家衣。客家布贴的运用不仅

在于其外观的装饰美,而更在于蕴含其中的深刻含义。

3.3 银饰装饰

客家银饰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比较陌生,它没有

苗族银饰那般绚丽夺目,没有中原银饰的那般精雕细

琢,但它同样寄寓“银”在人们心中能够消灾祈福的美

好愿望。
客家服饰中的银饰一般为银扣或银铃帽等。银

扣,可分为银链扣及银扣两种。普通银扣一般常见于

客家大襟衫的衣襟处,造型大多以简约琵琶扣、双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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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纹样图案有花卉及凤凰等。银链扣一般出现在围

身裙上部装饰花边上,主要以装饰为主,没多大实用意

义。图5所示银铃帽,是儿童童帽中的一种,因其装饰

品主要为银制品故称之为银铃帽。铃帽中的银饰造型

图案较为丰富,且多以神仙人物像为主,例如八仙、罗
汉、观音等,或以能辟邪消灾的图腾纹样通过浮雕工艺

表现在银饰上。民间流传着清脆的银铃声可以驱散妖

魔、保佑吉祥的说法,长辈为了孩子们能平安长大,所
以垂于帽边的银饰吊坠在客家童帽中常常可以见到,
如图6所示。

图3 客家贴布童帽

图4 儿童百家衣

客家银饰工艺制作极为精湛,往往需要经过几十

道工序才能制作出形态各异、造型别致的银饰。一套

银饰,首先要进行图样设计,但打制银器的师傅们在学

徒时期就已将这些样式烂熟于心,所以在打制银饰的

准备工作中这一步通常会省略,接下来便是熔炼注模,
将银料熔融成液态状,足够稀释后将其倒入模具中,在
银料还未变凉时将其捶打成所要的大致形状,利用各

种錾花工具在银料上做出图纹,并镶嵌其他装饰物,整
套银饰的零部件完成后组合焊接形成完整的饰品,这
时的银饰通常会出现瑕疵,制银的最后一步便是通过

精细的调整来修正这些不足之处[9]。美丽的银饰装饰

在服装上面,佩戴它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感,里面

包含着客家先民们对神的崇敬之心以及长辈们对晚辈

祈求而来的祝福。

图5 客家儿童铃帽

图6 客家银饰

4 结语

服装上的装饰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目的便是用来

美化服装,满足人的视觉审美需求。装饰既是艺术性

的,也是功能性的。客家服饰色彩特有的黑、灰、蓝、白
搭配,是呼应了自然的颜色,在遇到危险时具有隐蔽特

性;客家刺绣、布贴装饰,艳丽的色块给人视觉上的冲

击,不同的图腾纹样又寄托着客家人对美好愿景的祈

求;客家银饰装饰,除了佩戴银饰所具有的庄严感外,
坚硬的银饰器物也对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难有很好的解

决作用。不论是刺绣装饰还是布贴装饰,亦或是银饰

装饰还是印染技法,在客家先民的智慧之下,艺术性与

功能性并存。客家服装仅仅保留了中原汉民服饰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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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襟的外部造型,将华丽的装饰减少,剩下的装饰体现

了他们对故土的思念及安定生活寄寓的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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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HakkaTraditionalGarmentDecoration
LAIWen-lei,ZHANGJin

(SchoolofFashionDesignandEngineering,JiangxiFashionInstitute,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ThetraditionalcostumedecorationoftheHanpeopleintheCentralPlainswasunderstood.Thevariousformsofthe

planedecorativeandthree-dimensionaldecorationoftheHakkatraditionalcostumedecoration,andthetextureeffectofthedecoration

werecomparedandanalyzed.Thedecorativetechniquesofembroidery,printinganddyeing,clothsticker,silverwareinHakkacos-

tumeswereexploredtoappreciatethehumanisticspiritofHakkacontainedinthis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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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柔韧仿生膜材料 可用于智能织物

  软体弹性材料的柔性好,变形大,能量转换效率

高,在智能织物领域存在巨大的应用需求。但是,目前

具有长寿命、低成本以及生物相容性好的软体弹性材

料体系的制备仍是一项挑战性工作。
在自然界中,蜘蛛丝是天然纤维中具有优良性能

的代表,可展现出超高的可拉伸性,甚至有些品种蜘蛛

的丝可以拉伸百倍而不会断裂,实际上这与蛛丝上黏

性液滴中以各种形式“预存”的纤维密不可分。
此外,动物细胞也具有卓越的柔韧性,它们是通过

膜折叠和微绒毛结构来实现的,例如巨噬细胞能够将

其表面积扩大5倍以吞噬大的微生物或细胞残片,这

其实也与细胞以膜折叠和微绒毛形式“预存”的膜直接

相关。
上述自然界中存在的高弹性体系为科学家设计高

性能的可拉伸软体材料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院(CNRS)的 ArnaudAntkowiak等研究者

模拟细胞的褶皱和绒毛应变缓冲结构,以聚偏氟乙烯

-CO-六氟丙烯(PVDF-HFP)为材质,通过在纳米

纤维膜内灌注润湿液体驱动构筑了具有可逆形变的超

柔韧材料。

染色过后的薄膜褶皱结构

研究团队首先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PVDF-
HFP非织造布膜。在未进行进一步处理前该纳米纤

维膜的最大耐受形变只有30%。为模拟表面张力驱动

下皮层肌动蛋白层的拉伸作用,研究人员进一步在纤

维膜内灌注润湿液体(硅油),所产生的毛细作用力将

其额外的膜组分储存于褶皱和沟纹构成脉络网路中,
从而赋予了该PVDF-HFP膜材料超高可拉伸性。

膜材料的可拉伸性能展示

进一步将PVDF-HFP膜材料制备成平面状、柱

状和球形,研究测试表明,不同形态的膜材料在液体毛

细作用驱动下展现出相似的褶皱行为,但是存在细微

的受力行为和形变尺度差异。其中球形膜材料在高达

10万次的10倍体积膨胀/收缩循环测试中展现出良好

的稳定性。
不同形态柔性膜材料构筑及毛细力驱动受力分析

该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从微结构形变角度理

解软体弹性材料的应力屈曲行为,为超柔韧性材料的

设计和构筑提供参考策略,对新一代柔性智能纺织品

的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来源: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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