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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
文/滕 俊
银饰是腊尔山苗族妇女最喜爱的传统装饰品，苗族妇女佩戴银饰的历史相当悠久，是苗族妇女一
生离不开的穿戴。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种类繁多，有头饰、
颈饰、
手饰、胸饰、披肩等。苗族妇女银饰经过银
匠的精心设计和加工，
成为一件特别精致的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绚丽奇葩。
腊尔山；
苗族妇女；
银饰；
银匠；
工艺品

腊尔山是我国苗族三大聚居地之一，它大

饰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许多地方志和私

致包括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贵州省铜仁市，
重

家著述中都有苗族银饰的记载。
“未娶者，
以银环

庆市黔江区、酉阳、秀山、彭水等地，苗族人口

饰耳……婚则脱之，
妇人扎海鈀、
铜珠、
药珠、
结

约一百多万，其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生产生活

①
②
缨结为饰。”
有的苗族还以
“银环、
银圈饰耳”
，

同其它各地的民族有所差别。腊尔山民族妇女

腊尔山
但此时用银作装饰还是很少的。到清代，

同其它各地民族妇女一样，银饰是她们最喜爱

不仅很普遍，
而且
苗族妇女使用银饰盛极一时，

的装饰品，是民族文化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

二围
数量也很多。如
“耳带大环，
项带银圈有一、

分。但是，腊尔山民族妇女银饰远承过去哪些

③
至十余围不等”
“女子银花饰首，
、
耳垂大环，戴

流风遗韵？保持了哪些民族特色？作为一种物

耳环大，
银圈，以多者为富”④、
“妇女短衣窄袖，

质文化，它又蕴含了哪些风貌、社会特点、
审美

⑤
经二、
三寸。项戴大银圈，
插簪长尺许”
。清道光

意识、民俗特征等丰富的内容？它又如何集中

年间，腊尔山苗族妇女以“青红相间的锦布为

地反映了民族在美学、宗教、风俗等方面形成

裙，项戴银圈，手带银镯，耳贯银环三、四圈不

的传统观念和心理素质？为此，本文拟对腊尔

⑥
等。头饰则以网巾约发，
贯以银簪四、
五支。”

山苗族妇女银饰作些浅探。

1 银饰是苗族妇女离不开的穿戴
银饰是腊尔山苗族妇女最喜爱的传统装

到民国 时期，
腊尔山苗族妇女使
用银饰仍然很多，

《苗
饰品，
苗族妇女佩戴银饰的历史相当悠久。

制造工艺也更加精

族古歌》就记载有：
“那头上插满银花，银鞋光

致纤巧。清代时候

闪闪；
头发壳像青丝，手上八十对圈子，项圈大

的
“大耳环”
在很多地区已改为纤巧玲玲的珠饰

像碓杆……”
在湘西苗族史诗《休巴休玛》中也

耳环，
银链、
项圈也很考究，并出现了腊尔山独

提到了苗族妇女有“戴金戴银”的习惯。

特精制的银披肩和银冠（苗语称为“纠”
），
从而

元、
明以后，
随着封建王朝对腊尔山地区的

使腊尔山苗族制作银饰的工艺达到最高水平。

直接统治和苗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增多，苗族银

至今，银饰是腊尔山苗族妇女的主要饰

滕俊，
《民族画报》社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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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们已把它视为富有、贤德、美貌的象征。

居住相对的分散，在服饰和

在盛大节日或其他隆重的场合中，苗族妇女佩

银饰上有些细微差别。但在

戴的银饰重量高达一二百两。现在银饰多为苗

着盛装时，
都必须有银饰，只

族妇女所用，男的已不多用，只是偶尔见到戴

不过是多少而已。腊尔山苗

上一套银链或一支银手镯，大都不是为了银装

族妇女一般是在节日之时、

饰，而是与宗教相结合的一种辟邪品，起到魂

结婚时节、
走亲戚、赶集以及

定就福的作用。银饰更是苗族青年妇女最喜爱

国家组织的活动中佩戴银

的装饰品，苗族青年男女相爱以后，往往互赠

饰，
苗族妇女个个都是全副银装。其中苗族青

定情信物。这样银饰就成为腊尔山苗族青年男

年男女结婚之时最为隆重，
也最为热闹。平常

女相爱的爱情信物，
“男所赠者，为戒指、手镯、

苗族妇女佩戴的银饰则较为简单，只有耳环、

项圈、花绒布匹、糖饼之类；女所赠者，为花巾、

手镯、戒指之类。这样在腊尔山苗族妇女中便

荷包、银饰之类”⑦。有的文献也有这样的记载：

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穿苗装时并不一定戴银

“离别拿出银手镯，送给情妹戴手腕，手镯戴上

饰，
而佩戴大量银饰时则必须伴有苗装。

妹的手，两颗心儿一起拴。”⑧一些苗族情歌反

由于腊尔山地区经济发

映得更是如此。苗族《竹枝词》对此是这样描述

展的不均衡，高山和平坝的

的：
“队队银圈戴满肩，谁家娇女正翩翩。乍听

苗族妇女在银饰佩戴的数

山外歌声起，天上飞来赤脚仙。”在一般情况

量、质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

下，妇女都戴有二、三件银饰，它们往往起到一

差别，同时还要看家庭的人

定的社会效果，可以利用银饰的特有功能进行

员组成和年龄的大小。不过，

编织、刺绣、挑花、剪纸等，它们更起到一种装

耳环、手镯、戒指这三件银

“衣和饰的结
饰美观作用。正如费孝通所说：

饰，
在腊尔山苗族家庭中都具有。经济状况好些

合，突破了衣着原有的单纯基本功能而取得了

的苗族家庭，不仅具有普通的银饰，往往拥有

宗教等社会制
更加复杂作用。成为亲属、权力、

二、
三套完整的银饰。

度的构成部分，更发展成了表现美感的艺术
品，显示出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力。”⑨
“苗族银饰，男女皆然，穿绸穿缎，戴金戴

“一切所与民族的艺术……是往往和那些
訛
輯
輥
民族的经济关系最密切关联的。”
绚丽多彩、
银

光闪烁的苗族妇女银饰，是腊尔山苗族社会长

银，盛装之极，格外俏丽。”⑩在腊尔山苗族中，

期发展的产物。从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的结构、

男性现几乎不佩戴银饰，而女性佩戴银饰又有

式样、
花纹、
图案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

年龄之分，幼儿时重视头饰，其中以青年苗族

腊尔山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适应

妇女为最，因这个时期是男女青年相互爱慕时

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反映了腊尔山苗族经济的

期，也是一个比富有、比技巧、比劳动成果的重

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接受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和

要时期。同时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也有不同场

作用。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在历经了一个比较

合、经济状况之分。

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地完善和丰富。同时也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和服饰是紧密联系

反映了腊尔山苗族美学观念的继承，从而使腊

的，可以说富丽多彩的盛装和琳琅满目的银饰

尔山苗族妇女保持了原有的民族历史文化传

是分不开的。由于腊尔山地广人稀，苗族群众

统，
使银饰在苗族妇女中越来越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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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有着观赏、美化生活
已成
的作用，也多为生活之需，有其实用价值，

方条、圆条多用来制作粗重的银饰，其工
艺简单，
费工不多。

为苗族最喜爱的装饰物。苗族人民对美的追

扁条是先将银条摊开成扁平的条、块、片

求，在原始时代就逐渐产生。苗族妇女银饰的

等，
然后制成银饰品，
这些凿有细致的纹样，其

变化和发展，常常是以美观、实用为原则，力求

工艺精细，
费工也较大。

两者能达到完美的统一。不同场合、不同方式

张片这类形状较为复杂，做工也很细致，

的佩戴，反映了苗族文化的进步和历史生活风

制作上费工很大。将银条捶成大张薄片，再剪

貌，在了解苗族人民生活状况、民族心理、物产

成小块，放在模子内压成各种花纹轮廓，贴在

以及工艺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花纹模板上雕成细致的花纹，形状有圆形、方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均是本民族男性工

形或半圆形等。

匠所制。在腊尔山大部分苗族村寨中都有苗族

丝有粗丝和细丝两种，粗丝可以单独构成

银匠，这些银匠除少部分已脱离农业生产、专

一件银饰品，而细丝一般很少单独组成银饰

门制作银饰外，大部分都只是以制作银饰作其

品，基本上都是同张片结合后才构成一个整

主要副业。脱离农业生产的银匠除给别人加工

体，
起着联系银饰品之间的一种信物。丝的制

外，还把银饰拿到集市上出售。腊尔山苗族制

作比较快，用特制的丝眼板，把丝放入粗、细、

作银饰来源已久，明代开始出现，到清康熙年

又可以
方、圆等不同的眼孔中，既可拉出粗丝，

间，开始兴起，清光绪四年，义宁徐家干有这样

拉出蚕丝般得细丝。

的记载：
“喜爱银器，无论男女戴耳环、项圈，
项

经过银匠制作出来的银饰成品中，又有粗

訛
輰
圈之重或之多至百两，均出自本匠之巧手。”輥

细两类。一类为粗片，
它一般不要求精工制作，

现在，国家对腊尔山实行特别的优惠政策，
专

用银分量大，佩戴的目的是显示富有，这类银

门向苗族地区提供银制品原材料，使得银饰在

饰在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中有项链、项圈、手

腊尔山苗族妇女中更加盛行起来。腊尔山苗族

镯等；另一种是细件，它的制作则很精致，
费工

妇女银饰的原料来自这几个方面，在商店购买

大较大，有的要经过多程序的加工，使得每一

国家特拨的银子，购买旧的银饰再加工成别的

件银饰都是精工之作，
闪耀着腊尔山苗族银匠

银饰，复制新的银饰，用别人想要的物品来换

的聪明才智。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中属于细件

取旧银饰或银子。

制成的银饰有银花、银耳环、银铃、银牌、银牙

银饰的制作是经过比较复杂的过程的，先

签、
银蝴蝶、
银披肩以及最为出名的银冠等。

是锻炼，把纹银放在银窝内，然后把窝放到炉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品种多样，粗细有

子上，待银子全部熔化液体后，倒入长条状的

别、
实用得体、
制作考究，
既体现了苗族人民共

糠槽内，银液凝固后，取出来捶打。先捶成四方

同心理素质及其爱美特征，更体现了苗族妇女

形的长条，若需制银片的便把它推宽而成。需

的坚强性格及民族精神。

制丝条的可捶成圆形的细条，再用丝眼板拉成

2 苗族银饰的构成

各种粗细不同的银丝。在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

“苗族银饰是苗族人民用来装饰自己和美

中，除了某些是单独由粗重的方条构成的以

化生活的一种手段。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
苗族

外，大部分都是由细的方条、圆条、扁条、张片

创造了
人民发现了美，
从而运用丰富的想象力，

及细丝相互结合而成的。

如银花、
银雀、
银龙、
自然界中的动植物银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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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圈、
项链等。
饰的银饰物有轮圈、
扁圈、

以华
贵高雅，别有风采，表现了苗族以富为美，

轮圈形状是中央弯弯，两边围圈，后边为

訛
輱
輥
独具
贵为美的审美观。”
苗族银饰是多姿多彩、

一套钩，圈上纹有花纹、银辫，其四菱突起，活

民族风格的，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

像青藤缠树，
是苗族青年男女相爱的象征。

的一枝绚丽奇葩。银饰是苗族传统文化和现实

扁圈是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中占地面积

生活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苗族那独特的审美

大、
纹样较多的一种银饰品。银匠先把银制品

使之更加具有艺术
艺术。经过多年的艺术加工，

打成扁形，
贴花草于其间，两端为套钩，中间是

的感染力。在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中，
从头、
颈、

双龙抢宝，旁边则有对称的花卉图案，腊尔山

肩、手、胸、背、脚等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银饰，

苗族妇女多扣戴在颈后，刻有图案纹样的戴在

使其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光照夺目。

胸前，
形成两头小中央大的形状。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中，属于头饰的有银
银梳、银簪等。
帽、银冠、
苏山、
耳环、

盘圈是项圈中的第三层饰品，多为五匝
一盘，也有十匝一盘的，匝匝钻花，以增美观。

银帽是用各

中间打一银花板横压之，使成一盘，再用银丝

色绚丽色料做

纹紧，以免松散，
后面安有套钩，再用扁形空心

成，需银十至三

银条盘绕而成。

十两，帽前有三

项链是由几十个银链组成，每个银链洽

至 五面圆镜，两

接着一个银链，需银不多，但起到丰富、充实、

旁有银制的苗族

美观作用。

先祖、罗汉或银花，并有“富贵长命”、
“金银满

手上配 有 银饰 品 在腊

堂”、
“福禄寿喜”等字样，帽后则吊有一快扁圆

尔山苗 族妇女 中是最 常见

形银牌，附有佛像、罗汉等，并用银泡子垂下吊

的，一般只有手镯、指环（戒

有鸟、蝴蝶、
桃、
铃、鱼、花卉等。

指）两类。不过其造型挺多，

银冠与汉族的凤冠相似，在接龙大典时佩

光手镯就有十几种。特别是

戴，上有银质鸟兽、虫鱼、花卉。此物件需银较

儿童的手势比青年人还多。

多，苗族妇女戴上它走动起来，栩栩如生、
叮铛

儿童的银镯下吊有银饰物，

作响，
引人注目。

有猴子、挑子、锤、田螺、印、

耳环为银环一个，下制成虫、花卉、鱼配
之，有龙头环、桃环、虫环、花环等，腊尔山苗族
妇女几乎人人都有。
苏山是插在头发中的一种银饰品，
由三、
四

鼓、梅花、秤、剪刀、算盘、扁
、
担等。此外还伴 有“富”
“贵”
“命”
、
“长”
、
等字样。
手镯有方、圆、竹节、扁、

根银条组成，
在上端分出十几个不同式样，
配有

空心、丝、龙头、实心等十几

花、
鸟、
鱼、
虫等，
并附有三、
四件关刀、
银针等。

种，
钻花卉于其上，
一般是每只手上戴一只，
多的

银簪是由银针附上结构对称的十朵梅花、
蝴蝶构成，
一般插在头发中的发髻里。
一
腊尔山苗族妇女对颈上银饰较为讲究，
般是同头饰、胸饰一块在节日盛会上佩戴。颈

可以戴上二、
三只。
戒指是戴在手指上的银饰物，有钻花、四
方、
四连环、
吊花、
马鞍形等十几种形状。拇指不
戴戒指，
其余的同汉族所戴的戒指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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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饰是指腰间的银饰物，

相互成银珠网，
纹，
套几个银圈，
每圈再套银链，

是腊尔山苗族妇女加以最多的

两边为小银花缀之。
下吊银须，
中有小朵梅花，

装饰地方，苗族妇女中的主要

腊尔山苗族妇女在脚上装饰银饰品较

银饰几乎都集中在此，其价值
和重量占整个腊尔山苗族妇女
银饰的一半多，因此这里的银

银铃等。
少，
只有儿童佩戴，
一般有银脚圈、
訛
輲
附：
上述部分银饰成本如下：輥

银饰名称

银两（两）

费时（天）

价格（元）

银冠

15—25

7

105

银簪

0.7—1

1

3

银牌

4

2

10

饰物廉洁而成，长约半米，大的挂扣长度能达

耳环

2

1

2.5

到一米左右。挂扣一边为一荷花钮，另一端为

牙钎

5

6

15

饰数量也最多。
挂扣是用几十甚至百余朵梅花造型的银

一挂钩，佩戴时挂在左边衣扣上，
悬于右襟前。
有珠
银钮为腊尔山苗族妇女所爱佩戴的，
形、
盘形两种，普通扣衣安单纽钻有花纹。
牙钎是挂于胸前右方，上端安有一个小银

挂扣

6

2

18

扁手镯

5

2

60

轮圈

12

3

100

盘圈

14

3

90

扁圈

6

5

27

圈，套挂于胸扣上，下面是直径不到两毫米的

3 苗族银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

银链，连缀着各种图案及铃铛而成，中央有一

绚丽奇葩

个银盆，装着针、线、，外为一些虫、鱼、鸟等纹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类别繁多，多姿多

样，下端吊有耳勺、大刀、牙签、挑针等物品，
具

使它成
彩。经过各地银匠的精心设计和加工，

有非常实用价值。

为一件特别精致的手工艺品。现在国家又给予

银牌是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品之一。面子

一定的扶植，使这种民族工艺更加绚丽多彩。

多凸形，刻有花鸟、麒麟、狮

苗族群众日常需求得到了满足，
其传统工艺也

子、宝塔、蝴蝶等形状于其中，

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两端安有银链，下吊银筒、银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是苗族银匠凭着自

珠，悬挂于胸前，儿童帽上钻

己丰富的想象力、
传统习惯以及现实生活而创

有八仙、关公，有的还在胸前

造的。多种多样的图形纹样是苗族人们审美意

挂有银锁等。

识的反映，
人们把它视为富有、贤德、美观的象

围裙链子有制花链子，还有两三层麒麟、

勤劳勇敢、
富有情感，
征。苗族人民忠厚朴实、

狮子、鱼虾、虫类、花卉点缀，两端勾于裙上，
链

是一个爱好生活、
有着美好向往的民族。在图

子中央挂于颈上。

案纹样、
形状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特征。

披肩是腊尔山苗族妇女所特有的盛装饰

1. 银饰造型上，大胆运用夸张和幻想色

品之一，也是披在衣领肩围的

有意削
彩，
以生活为准则，按艺术的加工处理，

银饰品。用二斤多银制成，以

减或增添，使之更加鲜明、实用，也更加美观。

红缎为底，留领上径直六市

在制作形状和纹样时，银匠往往运用丰富的物

寸，肩距五市寸，先制成圆盘

象反映喜庆、吉祥、人寿、年丰、友谊等生活内

形坯模，花带为边，银片分别

容，用这些来美化生活，表达苗族人民的思想

制 有龙 、凤 、狮 子 、牡 丹 等 花

情感。如
“鲤鱼跳龙门”
、
“梅花满场”等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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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愿望；表现男女爱情的

四是共同的心理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传承

“鸾
“双凤朝阳”
“龙凤配对”、
、

性。由于民族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影响，苗族妇

凤交颈”等以及反映生活情

女把这一古老的银饰艺术完好的保存下来，并

“狮
趣的“针筒”
“猴子喜桃”、
、

世代相传。

子抢宝”等，都是根据实际生
活创造出来的。
2.银饰构图上讲究图案规律，构图上下、

五是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鉴。腊尔山
苗族人民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而且
也借鉴了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来充实和完善

左右、
大小、
疏密、
粗细，对比恰当。点、
线、
面处

自己，使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更加丰富多彩，

理得体，运用多种几何纹样，使得构图简洁，
美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绚丽奇葩。

观大方。而这些“线、面、角、体等，都是从现实

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作为当地苗族人民

訛
輳
中得来的。”輥
图案纹样的设计除考虑到苗族审

喜爱的装饰物，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使其更

美心理外，还要根据一定形状和大小，在制作

加得到继承和发展。“苗族银饰也是在新的历

时，都有认真布局，使银饰显得对称、平稳、严

史条件下，不断地改进自身，使其与新的生产

谨、紧凑、丰满而虚实得当。总的来说，青年人

力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相适应，
进而与民

所用的银饰工艺讲究、图案丰富美观，而老人

訛
輴
輥
族的现代化相适应。”
因此，
我们要按照苗族

和儿童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人民的审美观和民族传统习俗，大力传承和弘

3.银饰材料的处理上运用多种锻造手段，
使图案对比成形。既有大块对比、
角圆对比、
点

扬发展这一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
总之，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既揭示了苗族

线对比，又有小部分点缀调合，既单纯又丰富，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和美学意识，又反映了苗

表现了苗族人民的淳厚、
粗狂的民族性格。

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它不仅表现出强烈的东方

从腊尔山苗族妇女银饰的图案、纹样、
形

艺术风格、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也更加丰富

状的形成和发展，
同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渊文中图片为作者摄

一是长途迁徙分散、互不统属的结果。苗

影作品冤

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长途大迁徙，分散在各
地的苗族为了保持本支系人口的发展和文化

注释：

传承，互不通婚，互不往来，从而导致了各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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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妇女银饰上的差异。
二是受交通条件的影响。腊尔山地处偏僻
山区，交通闭塞，使分散在各地的苗族相互交
流很少。
三是与自然环境有关。腊尔山地处山区，
生产条件差，
但有花有草、有鸟有兽，风光极其
美丽，为银饰的制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因而腊
尔山苗族银匠制作银饰的图案千姿百态，栩栩
如生，光彩夺目，显示了苗族人民独特的艺术
能力和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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