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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侗族服饰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通过对侗族服饰文化的分析,总结了侗族服饰元素的运用特点和文化特色。

寻找侗族服饰与休闲女装中的共同元素,将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融入侗族传统服饰中,准确掌握现代服饰特征,站在时尚前

沿发扬侗族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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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族主要分布在我国黔东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

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和迥然

不同的华美服饰,这是侗族不同于其他民族服饰和文

化的明显标志。侗族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遗产依赖

于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并世代相传。南部地区的

侗族由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外来文化的渗透并未导

致他们丢失自己独有的侗族风貌[1];而北部地区的侗

族早在明清时期穿着的服饰就和汉族人民的服饰相差

不多,如今北侗只有极少数的妇女还穿戴侗族服饰。
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部分侗族文化被

转换到侗族服饰中,侗族人民要让侗族文化不断发扬

下去,就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传承侗族文化对促进中

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侗族服饰的美学特征

侗族女性服饰风格多样,造型独特,图案精美。侗

族女性服饰的审美主要从民族人文视角,从3个方面

去探讨和分析。

1.1 图案美

侗族服饰的图案纹样种类繁多,有梅花、云朵、水
波、树叶等,侗族服饰上的图案纹样有的是独立单一

的,有的是连续有规律的,这些纹样图案在服装的各部

位都是左右呼应的,这些图案纹样的灵感大都来源于

大自然。将自然与侗族服饰完美融合在一起,寓意着

美好,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见图1。

图1 侗族服饰图案

1.2 色彩美

侗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同样来源于自然界,与侗族

人民的生活环境融洽发展。侗族女性服饰经历了数千

年的演变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

侗族服饰,侗族服饰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2]。在侗

族服饰的色彩搭配方面,侗族女装主要用侗族独制的

亮布,这种布是由蓝靛草发酵的液汁洗染制成的,这种

色系在房间里显得朴素稳重,而在阳光的折射下又不

失亮丽。在图案的运用上也非常精致细腻,表现了侗

族服饰的典雅。

1.3 形式美

侗族女性身姿的柔美主要通过侗族女装的开领、
收腰及百褶裙的长短来体现的。当侗族举办节日盛典

的时候,侗族女性会穿着华美的服饰表演各种节目,同
时她们会佩戴很多漂亮的银饰。侗族服装的分割一般

都是按照穿着者的身材比例进行裁剪的,能够很好地

展示女性曼妙的身体曲线,具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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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侗族节日盛典的华美服饰

2 侗族服饰的艺术元素

2.1 侗族服饰的款式

侗族服饰的款式简约舒适,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

多为宽松型,便于活动。侗族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上装

和下装。上装多为右开襟,有对襟和交襟之分,下装大

体有紧身型和宽松型两种。侗族女性服饰在衣领、袖
口、裤边等细节处多镶有彩色花边装饰,在围兜和背带

上绣着侗族独有的精美刺绣。侗族服饰的整体是统一

和谐的,但是服装款式的变化很多。如外衣开襟的长

短和宽度、侧开衩的高低、花边刺绣的搭配、围兜的形

状大小等[3]。
侗族女性的盛装分为宽大的上、下装,上衣一般不

设领子,以对襟的开口方式穿着并且侧缝开衩,下装一

般穿中长百褶裙,小腿部位系绑带;侗族服饰廓形简洁

大方,有的在外套袖子、肩扣、裙袖口、侧缝沿上装饰花

边,还有的在肚兜上缝制多层花边;由于侗族服饰的布

料大多是自制的,所以侗族裙子的长度大多只有70
cm左右,一般在膝盖上,小腿用绑带护腿;侗族的百褶

裙是由妇女手工缝制褶皱做成的,褶皱不易散开,有着

古朴的特点,又不失美感,见图3。

图3 侗族妇女手工缝制的百褶裙

2.2 侗族服饰的颜色

传统侗族女装的颜色多以蓝、黑、棕等深色为主,
这是南方山地民族的一个主要服饰特色,但有的地区

会以白色和青色等亮丽色彩为主色。侗族有一种自制

的面料,这种布料呈现紫蓝色,是通过在黑色或蓝色的

面料上加入蛋清、牛皮胶进行浸染拍打,最后放到阳光

下自然晒干形成的[4]。侗族妇女穿着的肚兜一般选择

较为亮丽的颜色,如蓝色和绿色,再选取淡粉色、浅绿

色、浅蓝色的花边进行点缀,与深色的主体部分形成对

比。同时,搭配上银花冠、银耳环、银手镯等饰品,使得

整体的色彩搭配和谐统一,又不缺颜色的对比,见图4
和图5。

图4 侗族自制紫蓝色面料

图5 侗族亮布

2.3 侗族服饰的刺绣

传统的侗族女性服饰上的图案纹样主要以龙凤为

主,寓意着吉祥美好,还有一些植物纹样作为装饰,有
云朵图案、梅花图案、花瓣图案、水波图案等;鸟纹纹样

在侗族刺绣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因为鸟在侗族文化

中有着平安美好的寓意。下装的百褶裙上绣着太阳

纹。动物纹样的流行主要来源于侗族对图腾的崇拜和

祭祖,图形构造原始化是它的显著特点,从中也能感受

到侗族服饰独有的民族特色。从现存的侗族女装服饰

上看,在衣领、衣袖、襟口等衣片的边沿处采用了很多

花边图案作装饰,还可以将花边并列嵌接作为多层次

的花边装饰,使之更加完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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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锦中黑白棉织品被称为“素锦”,细致优雅的黑

白色和五颜六色的线编织成的以及用全彩线织成的称

为“彩锦”。侗族刺绣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非常多的种

类,如连环锁绣、铺绒绣、盘绣、马尾绣等,其绣工技艺

精湛[5],见图6。

图6 侗族龙纹样彩锦

2.4 侗族服饰的配饰

侗族银饰是侗族服饰搭配中不可缺少的装饰品。
银饰的种类有很多,佩戴的位置主要在头部、颈部、手
腕等地方。头上佩戴的银饰有银花冠、银梳子、银发

簪、银叶子等,银花冠在装饰效果上显得最为明显,通
常银花冠上有蝴蝶、小鱼、元宝、银铃等寓意着吉祥的

图案。脖子上佩戴的银饰大体上有银项圈和银项链2
种,银项圈在侗族服饰搭配中运用得最广泛,其中,侗
族妇女普遍佩戴三环项圈。手上佩戴的银饰有银手

镯、银手链、银戒指等,银手镯有很多样式,如镂空花纹

型、六边型、细环型等,相对而言,银戒指的款式较为单

一。除了这些,还有银背吊、长命锁、银扣子等[6],见图

7。
侗族服饰有很多种款式,尤其是女性服饰,颜色和

面料也各不相同。侗族女性平常穿着的便装包含了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服饰元素,实用方便。侗族服饰体

现了民族特色,我们应当传承并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

文化,将侗族服饰元素和现代休闲服饰在融合中创新,
而不是笼统地照搬传统服饰的艺术形式。

3 侗族服饰元素的应用

3.1 图案纹样的应用

侗族服饰中的图案纹样有着装饰美化的效果,通
常这些图案纹样缝制在服饰的门襟、袖口、下摆等明显

的地方,加强了服装的整体效果,细化了服装款式。当

今,有很多休闲女装中会运用到图案纹样,不管是在胸

前还是背后,都有着很强的装饰效果,见图8。

图7 侗族妇女银项圈

(a)

(b)

图8 侗族图案纹样图

3.2 肚兜的应用

肚兜在传统服饰中属于贴身衣物,侗族人民巧妙

地运用肚兜设计穿着在服装外面,正如现在的“内衣外

穿”。肚兜的艺术形式一般以刺绣为主,也有缝制图案

纹样的。肚兜的缝制步骤包括缝、绣、剪裁、造型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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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构成,综合体现了民间妇女的手艺技巧[7]。在侗族

服饰中肚兜可以搭配出很多具有独特魅力的形象,展
现出侗族女性不一样的美,肚兜使侗族妇女的服装亲

切又富有时尚感,肚兜在现代的时尚展出中是不可缺

少的服饰元素,见图9。

图9 侗族刺绣肚兜

3.3 包缠及饰带的应用

侗族的包缠主要指侗族人民用布料包裹在头部。
包缠在侗族服饰上有着很实用的功能,能够帮助妇女

在劳作时固定头发,还有着美观装饰的作用,使侗族妇

女的整体造型更突出。目前,有很多现代时尚造型融

入了包缠的元素,见图10。

图10 侗族包缠头部的妇女

侗族服饰上有很多装饰性的绳带,这些饰带用于

系肚兜和腰带,防止脱落。这些饰带被广泛应用于侗

族人民的生活中,同时,在现代时装设计中有很多设计

师融入了饰带元素,所以,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看到相

同的装饰手法。

3.4 首饰与配饰的应用

首饰和配饰在服饰上是不可或缺的点缀。在节日

盛典的时候,侗族妇女会佩戴首饰进行服饰整体搭配,
服装上的流苏有着灵动的装饰效果,典雅中带点俏皮

可爱,流苏的装饰显出了女性的优雅气质。在服装设

计中流苏元素不仅在侗族服饰中被广泛地应用,而且

在现代的时尚服饰设计中也很流行,见图11和图12。

图11 银冠、银项圈、流苏

图12 现代女装中流苏设计

4 结语

侗族服饰是研究侗族文化的一种途径,是一本无

字史书,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侗族服饰有着丰富

多彩的元素,通过对侗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在现代休闲

女装上加入侗族服饰元素,将侗族服饰元素与现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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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饰完美结合,使侗族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让
中华优秀的传统民族服饰发扬光大,使侗族服饰文化

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进程历久弥新、与时

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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