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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研究
文 / 夏克尔·赛塔尔，李 强
维吾尔族制毡工艺源远流长，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性、传承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其工艺及产
审美、
经济等价值，
对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意义重大。基于对新疆维吾尔族传
品中蕴含着历史、
文化、
科学、
统制毡工艺的实地考察，
试图对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现状、制作过程、产品及图案进行系统阐述。
传统工艺
维吾尔族；
制毡；

制毡工艺是指将动物毛经湿、热、挤压等

湖乡、
恰特哈勒乡、
三堡乡、
二堡乡、
胜金乡、葡

物理作用而制成块片状无纺织物的工艺。 新

萄乡）、托克逊县、鄯善县、库车县，新和县、沙

[2-3]
疆是中国境内最早懂得制毡工艺的地区，
维

雅县、
拜城县、
温宿县、
乌什县、柯坪县、
阿瓦提

吾尔族先祖（丁零人）自三国时期进入新疆地

县、巴楚县、伽师县、疏附县、疏勒县、岳普湖

区以来，一直主要从事游牧业生产，积累了丰

县、
麦盖提县、
英吉沙县、莎车县、
泽普县、
叶城

富的制毡工艺。基于对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

县、和田县、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于田县、

工艺分布地区的全面调查和工艺制作的重点

策勒县、民丰县 34 个县，占南疆 44 个县一级

考察（吐鲁番地区亚尔乡恰江村、和田地区和

单位中的约 77.2%。从以上分布的数据看，
新疆

田县和墨玉县托胡拉乡），本文试图对新疆维

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集中分布在南疆，其消

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现状、制作过程、产品

费群体以农牧民居多，因为南疆维吾尔族人口

及图案进行系统阐述。

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

1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现状分析

1.2 现状原因分析

[1]

1.1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现状

传统制毡工艺在新疆南、北疆形成如此巨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属于衰退型

大的分野，
主要在于两地城市化的程度不一。

传统手工技艺，它的衰退主要表现在数量方面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

的减少，既有生产地的减少，也有生产者和使

型转向城市型的历史过程。虽然现在每个城市

用者的减少。 目前，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

暂时各有特色，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每

艺分布在县（包括县级市）一级单位的乡村，
在

个城市更显现出趋同性，这是全球经济化、市

北疆主要分布在奇台县、吉木萨尔县、伊宁县、

场化发展的必然。（1）新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尼勒克县、巩留县、新源县、霍城县、昭苏县 8

使许多维吾尔族城市人口使用电、暖气供暖，

个县，占北疆 43 个县一级单位中的约 18.6%；

使用床、
椅休息，逐渐改变了维吾尔族穿毡袜、

在南疆主要分布在和静县、博湖县、且末县、若

戴毡帽、
睡毡毯、坐毡垫、穿毡筒的传统生活习

羌县、
轮台县，尉犁县、吐鲁番市（亚尔乡、艾丁

惯。（2）随着新一代维吾尔族年轻人到全国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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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求学、经商，为了适应各地的风俗，逐渐改变

“死
剪下的毛（统称“活毛”）作为原料外，还把

其生活方式，回到新疆后，他们又传播了新的

毛”
和“刮毛”
作为原料。
“死毛”
和“刮毛”指从

生活方式。可见，城市化是新疆维吾尔族传统

“活毛”
被宰杀的绵羊身上剪下和刮下的毛。与

制毡工艺日渐衰退的根本原因。

比较，
“死毛”
和
“刮毛”
的油脂和明胶大幅度降

南疆较之北疆其传统制毡工艺保存得好

低，不能单独用于制毡，只能把它们与“活毛”

些，主要在于多数维吾尔族人口聚居在南疆，

混合 3：
1 的比例才能制作毡子产品，它们的质

多从事比较保守的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
更容

量较低，不太耐用，因此这些毡子产品大多仅

易保留其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性；而北疆的

做毡面。

维吾尔族人口多散居在各个民族之中，且很多

2.2 维吾尔族制毡工艺的作业程序

在开放的城市中生活学习，这样必然出现民族
维吾尔族制毡工艺使用一套传统工具，主

融合和民族同化的现象，其民族传统生产、
生
活方式必然发生改变。

要有剪刀、小锛子、芨芨垫、秤、档子、弹毛弓、

2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制作过程

木叉、
芨芨帚、
绳子、
大锅、
木架、
木模等。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的制作过程
包括原料的选取和具体的工艺作业程序。
2.1 原料的选取与毡子的质量
在新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绵羊毛不仅

（1）剪刀：在给绵羊剪毛和制毡过程中使
用，
主要用于剪齐毡毛。
（2）小锛子：用于剁断或剁碎植物颜料的
根茎和绵羊毛。

使用范围广，而且是制毡工艺的唯一原料。维

（3）芨芨垫（图 1）：
它用完全成熟并晒干的

吾尔族人把绵羊毛统称“毛”，同时根据自然毛

芨芨草的茎做成，每四根为一个循环，其中两

色的不同，分为白毛、黑毛、灰白毛。按照剪绵

根草茎与另外两根草茎头尾（头、尾分别是指

羊毛季节，又将绵羊毛分为秋毛、夏毛、数九

芨芨草茎的顶端和末端）交错排列，这样的排

毛。秋毛指秋季剪的绵羊毛。秋季绵羊膘肥体

列方法可使一个循环的芨芨垫面形成一个较

壮，所以毛的质量也好，如纤维较粗，有光泽，

然后用多根
规则的矩形面。设计好循环数后，

所以
弹性好，韧性强，同时其产品不易被虫蛀，

细绳将整个芨芨垫面编织成垫。芨芨垫的主要

用秋毛制作的毡子美观耐用。夏毛指夏季剪的

然后将芨
功能是首先将毛按照规则铺在其上，

绵羊毛，
剪夏毛的绵羊是从冬牧场和农业区刚

芨垫卷起来擀制绵羊毛。

迁到夏牧场，体质瘦弱，所以其毛的质量较差，
纤维较细、柔软，弹性差，易松开，象败絮一样，
很难在弹毛机上直接弹，弹前要先把毛卷成胳
膊般粗的卷儿，用小锛子剁成 4 厘米长才能弹
不耐用，
同时
毛。用夏毛制成的毡子容易走样，
易被虫蛀，不易保存。数九毛是春季剪的绵羊
毛。一般在寒冷山地、温暖气候平原夏季迁到
山区放牧的绵羊夏春两季各剪一次毛，而终年
图 1：维吾尔族制毡手工艺的主要工具

在农业区饲养的绵羊，除了在夏季和秋季各剪
，
它
一次毛外，春季还要剪一次毛，称“数九毛”
在各种性能方面位于夏毛和秋毛之间。
在维吾尔制毡业中，除了把从活绵羊身上

（4）称：用于称毛、染料、水和其它附加材
料。
用于量芨芨垫上铺
（5）档子：旧长度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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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的宽度和长度。现用软尺或卷尺代替档

芨芨面铺一级

子。

毛、层面铺三级

（6）弹毛弓（图 1）：它的形状象弯针，是一

毛和穗子，上层

种木制工具，由弓子、肚板、弦、
木槌组成。木槌

面铺二级毛，然

的作用是不断打击置于毛中的弦，产生持续弦

后用手把四边的

动，对毛起到开松的作用。

毛整理得和芨芨

（7）木叉（图 1）：它是一种用剥皮的红柳条

垫一样齐。

和木绷子做的工具。9 只红柳条分别穿过木绷

（3）踩毛（图

子上的 9 个小孔，使其形制呈扇形。木叉的用

5）：
毛铺好后，
用

途是把弹过的毛平整地铺在芨芨垫上。

芨芨帚按标准均

（8）芨芨帚（图 1）：
这是把一束芨芨绑紧做

匀地洒水 （按 1

成的一种工具，形状象锅帚。用于在芨芨垫上

斤毛洒 1.2 升水

铺的毛洒水。目前有些制毡工用铁皮喷水壶代

的比例），
然后用

替芨芨帚。

木叉平整，接着

（9）绳子：即一般的绳子，用于擀毡时滚动

图 3：
小棍子击打开松毛

图 4：铺毛

把铺毛的芨芨垫
从一头卷 起来，

芨芨垫。
（10）大锅：即大生铁锅，用于染毛和染缭

使其呈 圆柱形，
然后用绳子把它

花毡。
（11）木架：它是两根长 2 米的木杆用一横

绕着捆紧。当芨

木连接两头架立，用于把染过色的毡、毛挂在

芨卷捆好后，1-3

上面晾干。

个工人 用脚 踩，

（12）花纹木模：它用于在毡子上印花纹，

图 5：踩毛

每一个工人伸出一只脚放在芨芨卷上用中等

用质量好、干的杨树木或柳树木制成。它分为

力气踩，
使它向工人的方向滚动。当芨芨卷滚

边模和里面花纹模两套。有些既可以用于印边

到脚前时，
用脚把它推开再踩。如此反复地踩

花纹，
也可以用于印里面花纹。由于花纹样式

一小时。在做花毡时，它的正反面都要铺在芨

不同，花纹木模的形状和大小也各异。每一种

芨垫上卷成圆柱形踩毛。

侧面冠
花纹木模都有名称，如三线模、烟囱模、

（4）擀毡（图 6）：当踩毛完后，打开芨芨卷
取出毡子（这时可以叫毡子）。但这时毡子还没

模、
贵冠模、喜钱模等。

有 完 全 成 型 ，密
（1）松毛：有两种松毛方法，一种是用弹弓

度低，不易展开，

弹毛（图 2），
另一种是用小棍子击打开松毛（图

所以还需要用手

3）。

掌 和 上 臂 擀 ，即

（2） 铺毛 （图

把毡子铺在芨芨

4）：铺毛时，使用木

垫上，把它的一

叉均匀铺面。毡子

头卷起来，用手

由三层组成，从下

掌和上臂反复均匀地擀。这样擀一段时间后，

往上分别是芨芨

再把芨芨卷往上卷着擀，直到全部擀完。擀毡

面、层面和上层面。

图 2：
弹弓弹毛

图 6：
擀毡

的时间需要两个小时。当毡面出现一条一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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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普及，
产量很大。

了。毡子擀好后，把它挂在木架上晾干。擀毡时

（2）白扁豆毡：它是正反面都用染过色的

若哪个边或部分擀得太多，就变厚起毛，所以

毛制作而成的毡子。在芨芨面和上层面混合铺

毡子的每一个边和每一个部分都要在同一时

黑毛和红毛，或混合铺黑毛和用南瓜花染的

间用相同力气均匀地擀，否则就会影响毡子质

毛。而处于芨芨面和上层面中间的层面则铺黑

量。

毛，这种毡子的面看起来象白扁豆堆中的扁
维吾尔族用传统工艺制造的毡子的大小

豆，
豆荚是一种颜色，豆头是一种颜色，
呈圆点

根据原料和需要而制作，一般毡子的最小平面

花斑，
发出黑色或黄黑色的光泽。所以这种花

是 2×1 米，
最大平面是 4×2 米。拜毡（用于做

。
毡称“白扁豆毡”

礼拜）的平面是 1×0.8 米。

（3）自然色花毡（图 8）：
它是用一种自然色

维吾尔族用传统工艺制造的毡子的印染

毛做底子（芨芨面），
用另一种自然色毛做花纹

工艺与汉族织物的印染工艺相似，并不具有鲜

面（层面和上层面）的毡子。一般分白花毡和黑

明的民族特色。

花毡两种。白花毡是以自然色白毛做底子，用

3 维吾尔族传统毡子产品的分类和图案

自然色黑毛做花纹；而黑花毡则正好相反，以

3.1 维吾尔族传统毡子产品

自然色黑毛做底子，用自然色白毛做花纹。由

根据工艺不同，维吾尔族传统毡子产品分
第一性毡子和第二性毡子。

于自然毛的颜色有限，
故这种毡子面上的光泽
较弱，
看起来比较朴素。

第一性毡子是把自然色的毛直接擀成的
毡子，不对毡子进行印染处理，根据颜色分为
以下 6 种：
（1）自然色单色毡(图 7)：它是用各种自然
在
色毛制作的毡子，其是毡子最古老的样式，
。这种毡子的面上不
维吾尔族民间称“单色毡”
、
“黑
做或印染花纹，根据自然毛色称“白毡”
毡”、
“灰白毡”，制作简单，外表朴素，除了当作
家庭用品外，还可以做帐篷、窝棚、雨毡帽、鞍
丁零、高车、铁勒、
回纥
韂等。据相关史籍记载，
，使用
（回鹘）等游牧部众居住的是“穹庐毡帐”
的交通工具是毡车，乘骑用的鞍韂，都用“单色
毡”制作，可见维吾尔族先民的单色毡的制作

图 8:自然色花毡

（4）染色毛缭花毡：这种毡子都用白色或
黑色的自然毛做底子，
用各种颜色的薄毡缭做
花纹。染色毛缭花毡分为薄白毡和薄黑毡两
种，
其中“白”
、
“黑”词汇的所指不是花纹颜色，
而是底子的颜色。
（5）笼头毡：
这种毡子用白毛做底子（芨芨
面），用一种颜色染的毛铺在毡子的底子上面
（仅在毡子边上相当于层面，其他部分就是层
面和上层面），
不做花纹。毡子边上的黑毛（此
处，黑毛相当于上层面）把芨芨面和层面的染

图 7：
自然色单色毡

毛嵌框起来，好像给马套上笼头一样，所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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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头毡分“红笼
之为“笼头毡”。根据颜色不同，

子图案的素材多取自花卉树木、动物、生活用

头毡”和“南瓜花笼头毡”两种。目前这种毡子

品、
劳动工具、
居住构建、
几何图形、自然物象、

不多见。

乐器、
宗教符号等，
如四叶花、向日葵花、菊花、

（6）唐力马提花毡：它属于花毡，分为铺毛

三叶草、水红花、马莲、石榴花、鸡冠花；骆驼

花毡和白扁豆花毡两种。铺毛花毡是指在白色

掌、
骆驼肚、
狗爪、
马蹄、
公羊角、
燕尾、石鸡眉、

或黑色薄毡的边和层面不做图案的地方铺上

茶盘、茶壶、梳子、花绳、车轮、木耙、钉子、窗

另一种颜色染的毛而制作的毡子。这种毡子在

棂、台阶、壁龛、清真寺祭坛、清真寺圆顶、单

不铺毛处显出底子的颜色，而在铺毛处盖住了

线、双线、弧线、三角、双三角、菱形、月亮、星

底子毛显现铺毛的颜色。若底子毛是黑色就称

十字符号等。由此
星、
光芒、
水波、
弹布尔旋钮、

黑花毡，底子毛是白色就称白花毡；白扁豆花

可见，
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子的图案都取自于这

毡是指边和层面花纹部分与薄毡相同，而白条

一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充分体现了

部分和反面则与白扁豆毡一样制作的毡子。它

维吾尔族制毡工艺是这一民族最具民族特色

属于是毡子中的精品。

的传统手工艺。

第二性毡子是指第一性毡子做好后，在其

4 结语

面上进行染色或印花工艺的再加工毡子。它分
单色染毡、染色花毡和印花毡三种。

在当今城市化日益加速的时代，随着维吾
尔民族不断的城市化和周边民族的融合，
具有

即自
（1）单色染毡：它是一种无花纹染毡，

并逐
其民族特色的制毡工艺也随之日渐衰退，

然色白毡用另一种颜料染色的毡子。其颜色有

渐湮没在城市生活和机器化大生产之中。如何

南瓜花色、红色、红柳色、桃花色、橄榄色、
天蓝

使新疆维吾尔族传统制毡工艺成为一项活的

色等。这种毡子大多被当作坐垫，铺在墙边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前新疆民俗界、技术

毯或花毡子的上面，不仅为屋内增添光彩，
而

史界、
文化界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旅

且保护地毯和花毡。

游开发中虽然传统制毡工艺得到一些发展，但

（2）染色花毡：它是自然色白色的毡子（用

真正要保护
如何在城市化不可逆转的情况下，

白毛或灰白毛做底子，用黑毛缭花纹而制作的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维吾尔族传统

黑色花纹的毡子。
毡子）用颜料染成有彩色底子，

成为一
制毡工艺必须摆脱低档日用品的标签，

红柳花色等颜色。
底子大多是红色、
南瓜花色、

项传承民族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的艺术

（3）印花毡：它是在单色毡上印花而制作

品和文化名片。

的毡子。印花毡的制作要用花纹模子。花纹模
子分为边花纹模子和里面花纹模子两套，
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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