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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服饰及其文化内涵和价值的探析
文 / 林开耀
黎族服饰文化光彩夺目，
它是黎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民族表征形式之一。随着
现代服饰的流行，
黎族服饰逐渐衰落，
民族服饰习惯已在当前黎族人民生活中式微，黎族民族服饰的记录
和开发已显得愈发重要。文章重点介绍黎族五大方言的妇女、男子和儿童服饰以及服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
价值，
以期为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保存些许文字、
图片信息。
黎族；
服饰；
文化

黎族是最早在海南岛上繁衍生息的民族，

都充分证明了黎族服饰历史悠久。
“儋耳”
是指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独特的传

黎族人戴有大耳环的习俗（图 1），使得耳朵拉

统文化。其中，
黎族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是黎族

得长长的。
“雕题”
是指黎

悠久历史文化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人的绣面纹身 （图 2）。

它的发展历史有文献可考的记载始于商周时

关于“儋耳”
、
“雕题”的习

期，历经了 3000 多年。元代，
从松江乌泥泾（今

俗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上海市徐汇区）来到海南岛的黄道婆，向黎族

年代初期。
“穿胸”
亦称
“贯

妇女学习了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回到松江后革

匈”
，指贯头上衣（图 3），

新黎族棉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棉纺织技

即所谓 “以 头贯 穿 不突

术水平，被誉为创下“衣被天下”之奇功。随着

③
穿”
。贯头上衣是宋代以

黎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
黎

前海南 岛黎族 先民最为

族服饰的图案艺术与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黎

流行的服装。现在白沙黎

族服饰是黎族人民的智慧结晶，不仅在历史上

族自治 县境内 的黎族润

有过辉煌的成就，而且今天依然保存着绚丽多

方言妇 女依然穿着这种

彩的迷人魅力。本文旨在介绍黎族服饰的发展

服饰。
“椎髻跣足”中的

阶段、五大方言中的妇女、男子和儿童的服饰

“椎髻”
即把头发结成类似锥

以及黎族服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以期为

形的发髻，而“跣足”则是光

保护和传承黎族文化做些许贡献。

脚的意思。

1 黎族服饰的发展阶段

2 黎族五大方言服饰

自古至今，
黎族服饰的发展从儋耳①、
雕题②、

由于黎族所处的地

穿胸、椎髻跣足到现代筒裙的服装历史过程，

域、语言、服饰、生活习俗

图 1：儋耳

图 ２：雕题

图 ３：
穿胸（贯匈）

林开耀（黎族），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织锦工艺大师，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国织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琼州学院民族研究基地研究员，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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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差异，内部分为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

言男子身所穿的裤子被称为“犊鼻裤”
，
因为裤

赛方言、美孚方言五大方言区，五大方言区之

子像“丁”字形，故也称为“丁字裤”
，这种服装

间的差异使得黎族服饰种类繁多，
丰富多彩。

是由一端三角形布和另一端至三节长短及宽

2.1 哈方言服饰

窄不一样的长方形布构成，原料是棉布或野生

黎族哈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南部沿海

火索麻布。穿戴时，
三角布形贴在后腰，
长方形

和西部及偏内陆山区，是黎族五大方言中人口

布由后到前夹在两腿之间，并经下胯遮住男裆

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支。由于居住的地域和环

部至脐部，
然后用连接在三角形布两端的系裤

境最为复杂，语言也十分丰富，即使在同一个

线夹腰系着绑牢即可。

地区的哈方言也有多种不同分支的杂居，
据统
计约有十二个分支土语，其服饰也有十二种不

黎族哈方言的儿童

同类型的款式。因此，哈方言服饰是黎族各方

服饰没有太多的讲究，
着

言中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区分标致最

重于帽子。小孩的帽子使

复杂的服饰种类。

用一块织锦布料制作而
成，有精美的花纹图案

哈方言妇女服饰主要由筒裙、上衣、头巾

（图 6）。黎族男女幼儿都

和银装饰品组成（图 4）。筒裙有长筒裙和短筒

戴这种花帽，
但女孩戴这

裙之分。哈方言妇女

种黎锦花帽为多数，
男孩在头的前面或者背后

服饰款式多样、色彩

留有一小块黑头发，胸前还要戴有狗牙齿，以

和图案非常丰富。上

表示避邪、
出入平安。

衣对襟、无领、饰边，

2.2 杞方言服饰

且款式多为前摆长、
后摆短，上衣的衣背

图 6：哈方言儿童帽子

杞方言服饰体系，大体上是以四大土语群
图 4：哈方言妇女服饰

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服饰，即保亭土语服饰、五

在其后摆的地方绣有本民族的族徽标志。哈方

指山土语服饰、琼中土语服饰、昌江王下土语

言罗活土语等分支的妇女还戴项圈和耳环。哈

服饰。这四个土语群的服饰既有共性又有个

方言妇女服饰图案常以动植物、生产工具、
几

性，后来由于居住的条件和区域不同，加上各

何图案纹样为表现题材。

种原因造成的杞方言人口在历史上有较大规
模的迁居，
以及受到黎族其他方言和汉族的服

哈方言的男子服饰由上衣、犊鼻裤、头巾
组成。上衣是对襟无钮、无领（图 5），有短、
中、

饰文化影响，使得杞方言服饰出现了土语、区
域或者兼容并存的特点。

长上衣。上衣有长袖和短袖两种。上衣用两块
长布料缝制而成后，两侧上肩处缝着衣袖，
中
间开襟，上衣不缝衣领，也

长裙、
上衣、
头巾、
银装饰品等组成（图 7）。服饰

没有纽扣。有一定社会地位

可分为两大款式，
一种

的头人往往头缠头巾，身穿

是中、
短筒裙配对襟上

着对开襟衣，且无领无钮，

衣，
另一种是长筒裙配

袖口绣有精美花纹图案，上

右衽上衣。

衣后摆下端保留有 8 至 10
图 5：
哈方言男子服饰

杞方言妇女服饰主要由短筒裙、中筒裙、

厘米的流苏作为装饰。哈方

从区域分布来讲，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

图 7：
杞方言妇女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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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西北地区妇女穿戴及膝部的中、短筒裙配

杞方言的儿童服饰

对襟开胸上衣。这一地区妇女服饰中的筒裙及

与该民族男子服饰基本

其上衣的图案丰富多彩，多以人纹为主体，
并

相同，不同是男童用红

大量采用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的构思理念，

头布缠头或者 使用斗

反映了杞方言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思想，
上

笠，这种斗笠用大蒲葵叶编

衣在背面的图案和筒裙对接构成有祖先崇拜

织而成（图 9），女童服饰款

为主与自然崇拜为辅的画面的图案。

式和其 民族妇 女服饰基 本

图 9：
杞方言男童戴蒲葵叶斗笠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南部和陵水黎

相同，
但色彩比一般妇女服

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区的杞方言妇女穿戴长筒

饰较为绚丽丰富多彩 （图

裙配右衽上衣。因这一地区多为平地，故筒裙

10）。

长而宽。这一地区的杞方言妇女服饰款式接近

2.3 润方言服饰

赛方言妇女服饰，但又与赛方言妇女服饰又区
别，其筒裙有通体织花纹和裙头、裙尾织有花

图 10：杞方言女童服饰

润方言主要分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
其他市县没有润方言。

纹图案两种服饰款式。筒裙图案有人形纹、
蛙
纹、米粒纹、水波纹、藤子纹等。上衣为低领、
圆
形右衽长袖，
有镶边，纽扣是一种布纽排列。

润方 言妇女服 饰由 上
衣 、短 筒 裙 、头 巾 构 成（图
11）。

杞方言男子服饰是由吊襜裙、上衣和头巾

润方言妇女上 衣较为

构成（图 8）。吊襜裙裁剪很简单，
由前后重叠的

独特，为“贯头衣”
，它与中

两条同样的布裁剪而成，每条吊

国古代西南部族“哀牢夷”④

襜裙分上、下两块布片缝合起来，

服饰有渊源。时至今日，
在

上片是菱形，菱形的下部在要裁

白沙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润方言妇女依然

剪时必须根据个人的腰部大小而

身穿着
“贯头衣”
，保留着古老少数民族的服饰

定，底边一侧缝着另一块方形布

款式。这种上衣的款式领口为“Ｖ”
字形，中央

片，这块布片同菱形的布片缝接

前后开口、无领、无纽、长袖，上衣两侧的衣襟

在一起，缝合的底部边全长正好

下摆处绣有精美的图案，
上衣的袖口处也有绣

贴在身体周围。吊襜裙穿起来分

着花纹。在上衣的下摆处绣的图案内容十分丰

前后两片，前长后短。杞方言男子上衣主要有

富，
色彩协调绚丽，
图案的花纹多以人形纹、龙

两种，
一种有袖，另一种无袖。杞方言男子上衣

纹、蛙纹最为常见，也有鹿、鸟、黄猄以及各种

上没有纽扣，仅有一条小小的带子绑系着，
上

植物纹样，
刺绣工艺精湛，
想象力丰富，
因图案

衣多开敞前胸，
灰色。这种衣服裁剪非常简单，

正反一样精致，
故称为白沙黎族
“双面绣”
。

图 8：
杞方言男
子服饰

图 11：润方言妇女服饰

只要把两块布料重叠拼排，按身材特点进行裁

润方言妇女之所以穿戴的筒裙是短式筒

剪，裁剪完成后，将两块布的一侧缝在一起，留

裙，在于润方言居住的环境比较险恶，为了便

下另一侧没有缝合就构成上衣的前面，
前面上

于行走于山区小路。裙子要求紧贴腰部，裙脚

处挖个圆形做领口，圆形缝棉布为花边，除此

短及大腿，
上不能遮过小腹，下不能过大腿，穿

以外，上衣就没有任何的花边，只是在衣的后

戴时不需绑扎腰带。这种短筒裙通常是由三幅

背下摆处扎着比较多的穗子。

彩织黎锦布料缝制而成，称为裙头、裙身、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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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但是同一条短筒裙里，裙头、裙身、裙尾三

古时候称为“儋耳”
，穿耳朵的时间都是在农历

个部色彩图案各有不同的特色。花纹图案以红

的二月到三月，据说这时候春暖花开，人们精

色为基调，织有人形纹、鱼纹、蛙纹、牛纹等，想

神舒畅，
花神也会保护，
因此，
这时间穿耳朵不

象力非常的丰富，变化繁多，色彩新颖，光彩夺

化脓。女孩到了 15 岁就开始纹身（图 13），
纹身

目。

和绣面是一种的习俗，自商周时代称为“雕
题”
，据《桂海虞衡志》记载：黎族“绣面乃其吉
润方言男子服 饰有上 衣、

礼，女年将笄，置酒

吊襜裙、
缠头巾（图 12）。润方言

会亲属，女伴自施

男子服饰的上衣因受汉族影响

针笔，涅为极细虫

较早，故男子多穿汉式服饰，有

蛾花卉，而以淡粟

的是在汉服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纹编其余地，谓之

而成，其方法是：从汉族地区购

绣面”
。

买衣服，然后刺绣上各种各样
的黎族花纹图案，也有在原有

图 12：润方言男
子服饰

图 13：
润方言女孩 15 岁纹身和绣面

2.4 赛方言服饰
赛方言主要分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

的小块棉布上用各色线刺绣上黎锦图案，
然后

南部地区、陵水黎族自治县的西北部，少量部

缝制到上衣的背部或者口袋、衣袖等处作为装

分散居在儋州市、三亚市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饰。

县，
有
“布配黎”⑤之称。20 世纪 50 年末至 60 年

润方言男子的吊襜裙，是用前后各一块布

代初，中国在进行民族识别和语言调查后，因

料制作而成，就像哈方言的“犊鼻裤”
，但又有

曾在保亭县加茂镇确定为调查点，故也有人称

区别，它有一块近似的布料，而哈方言的“犊鼻

为
“加茂黎”
“德透黎”等。赛方言服饰与其他
、

裤”没有，润方言男子吊襜裙较简单，规格不

方言一样，
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

大，在穿戴时仅掩盖私处的局部即可。润方言

程中，
服饰几度演变，
除上衣外，筒裙则基本保

男子装束与其他方言的装束不同之处是用两

留着原有的风貌。

条头巾包头，第一条是用红而宽的头巾缠在里
面一层，第二条是用蓝色或者较深色彩且较窄

赛方言 的妇 女 穿长

的头巾缠在外面，最后再扎一条织有蓝色花纹

而宽的筒裙、上衣 （蓝

的小花缏，这样有红色与蓝色相互衬托，显得

色）、
头巾（黑色），盛装时

既调和又对比鲜明，美观大方。

带有月形项圈、项链等
（图 14）。筒裙大小根据

润方言的儿童服饰没太多的讲究，
儿童到

各 人的 高 、矮、胖 、瘦 而

4 岁后，
就有男童装、
女童装之别，
俗话说
“男孩

异。一般来说，赛方言妇

趋素，女孩趋花”
，不是没有道理。女孩的服饰

女在穿筒裙时，裙子遮住小腿为宜，裙长一般

与妇女服饰基本一样，都是用色线绣成，
上衣、

在 65 厘米至 90 厘米，裙宽为 54 厘米至 66 厘

短筒裙、头巾都是传统的“贯头衣”，在上衣两

米。它有两种款式，
一种是有裙头和裙尾的筒

侧的衣襟下摆处绣有精美的图案，同时在上衣

裙，
有图案色彩且分为上、
下两部分；另一种是

的下摆处绣的图案内容非常丰富。而男童服饰

不分裙头和裙尾的筒裙，
整条裙的宽度基本一

则没有丰富的色彩。

样，
图案也不分上、
下两部分。筒裙在穿戴时，

女童到 10 至 12 岁，一般都要穿耳朵，故

图 14：赛方言妇女服饰

先将套在身体一侧用一手握住，另一手将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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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回到臀部，再将裙头边的一部分扎在身后，

族的长裤，
腰上束有布带。

然后用裙带系绑紧裙头即可。这样便于在臀部

2.5 美孚方言服饰

形成了一个褶纹，裙底部也变得较宽，宽大的
底部筒裙没有绷紧身体，便于行走和工作。

美孚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西部的东方
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美孚方言服饰在黎

赛方言妇女上衣各地差别不大。目前我们

族服饰中独树一帜，开胸对襟上衣、扎缬染筒

所见主要有两种款式，一种是有较为古老的传

裙、独特的头巾等，都体现了美孚方言服饰个

统对襟上衣，这种是低领、对开襟、无纽扣的黑

性。美孚方言妇女服饰的筒裙是以绞缬染织锦

色衣，自织棉布制作，在裁剪时前襟长、背面

为主体或者说以绞缬染织锦为主要部件构成，

短，领子与衣襟接口处两边各缝有一缕红线，

形成具有美孚方言服饰的特色体系。

为穿戴时系衣之用。另一种是右衽高领、长袖、
排纽的上衣，俗称“包胸衣”，这种上衣在赛方
言地区随时都可以见到，
很有地方民族特色。

美孚方言的妇女服饰主要由上衣、筒裙、
头巾组成（图 17）。
美孚方言的妇 女上

赛方言由于毗邻汉区，其男子与汉族的交

衣对襟、
无纽、
长袖，
仅用

往较多，
因而其服饰受汉族服饰的影响较多，
甚

一对小绳子代替纽扣，
色

至上衣多穿汉服。过去赛方言男子装束比较简

彩多为黑色或深蓝色。其

单，常把发髻置在额前，不插

上衣裁剪方法很特别，
由

发梳，男子一到冬天就用深

两条左右同形的方布块

蓝色或黑色的布巾缠头。男

构成，
而且方布块布能遮

子上衣多是自织的棉布料或

住上身的前面两侧。
两条

麻纤维的粗布裁剪而成，对

方布块在背面的正中央，
从上到下缝在一起。其

襟、
无领、
无扣、
长袖，
在胸前

衣领用一块宽约 6 厘米的长布料裁剪，并直缝

仅仅用一对小绳子来代替纽

在上衣前侧一半的地方，领边还缝着白色棉布

扣（图 15）。赛方言男子下穿

图 15：赛方言男子服饰

图 17：美孚方言妇女服饰

作为装饰，上衣两侧的缝口和袖边也是用白色

着不过膝的吊襜裙，
吊襜裙裁剪非常简单，
用两

棉布缝制，
上衣背后两侧有不对称的棉布档背，

块布重叠裁剪而成，
不用缝合，
在穿戴时前后各

在后背还加缝两块方块布，并且缝在后领及衣

一块，
一般说来前长后短。黑色的没任何图案，

领的两侧，
上衣沿边和袖口镶有白布边。这种款

灰色有暗纹。

式是黎族美孚方言妇女服饰独有的。
美孚方言妇女的筒裙主要有中老年筒裙、

赛方言女童服饰上衣为右衽、低领、
长袖、

青年筒裙、
儿童筒裙三种款式。在此，
我们主要

排纽扣（图 16），平肩滚边，衣的颜色多为蓝色

介绍中老年筒裙和青年筒裙。中老年筒裙是由

和绿色，领边、襟边、袖口处滚一层有白色或者

扎染棉织锦布料缝制而成的长筒裙，筒裙有黑

红色花边，女童以红绳结

白两色的花纹图案，而且这两种色呈现有等级

头发，下穿着长筒裙，腰

层次的色晕。
“1978 年，
在我国福建崇安县武夷

束彩带，垂于右侧。男童

船棺出土的纺织品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

上衣着对襟或右衽无领

东晋至唐代的丝绢棉织品，敦煌千佛洞壁画女

短衣，前襟有排纽布扣，

供养人的衣裙上缬团花图案和唐代人物服饰

早期穿吊襜裙，后改穿汉

花纹《簪花付仕女图》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其

图 16：赛方言女童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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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种布料就是现代黎族美孚方言妇女的筒

片雕刻有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并涂有黑色。美

裙，这种筒裙黎族称之为纯扎染筒裙。青年筒

孚方言男子头饰有时也可以用白布来代替头

裙是黎族青年姑娘所穿戴的筒裙，青年筒裙是

巾或头戴棕榈树叶做成的大斗笠等。

比中老年筒裙色彩较为鲜艳，它除了采用扎染
棉织锦的深蓝色外，还利用各种色彩的棉线织

美孚方言的男童服饰

成筒裙，图案为各种动物、
花草等。美孚方言妇

与成年男子服饰并没有太

女筒裙的穿戴方法和赛方言妇女的穿戴基本

大的变化，但是女童服饰

一样，在穿戴时都要根据个人的高、矮、胖、
瘦，

很有特色，女童的筒裙有

把筒裙的一端在腰部卷叠，并在前面打一个褶

纯粹扎染的筒裙，也有彩

折然后系紧，一般筒裙长可及脚踝。美孚方言

织筒裙，它比美孚方言的

妇女筒裙是黎族筒裙中最长的一种，它是由五

妇女服饰的色彩色更丰

块幅面料缀接缝而成。筒裙从上至下的叫法与

富，有常服（图 19）和“娃

其他方言叫法不相同：裙下 (其他方言称裙

娃亲”服饰（图 20）之 分。

图 19:美孚方言女童常服

头)、裙二、裙眼、裙化和裙头(其他方言称裙

“娃娃亲”
为美孚方言的一种习俗，美孚方言儿

尾)。这五幅布料当中除了裙化有彩色锦外，
其

童在 6 岁到 13 岁时父母双

他四幅都具有特色扎染黎锦。

方都要为自已的童男、童女
订“娃娃亲”
，并为他(她)们

美孚方言的男子服饰主要有上衣、下短

举行婚礼仪式，婚礼仪式必

裙、
头饰等（图 18），其服饰与黎族其他方言的

须 要制 作 儿 童 服 装 来 满 足

男子服饰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美孚方言

“娃娃亲”
的需求。因此，
“娃

的男子上衣与美孚方言的妇女上衣基本相同，
都是对襟、竖领、短袖、无纽，衣领有两块长方
形布条，背部缀方布一幅，就像海军士兵上衣

图 20:美孚方言
“娃娃
亲”
时女童服饰

娃亲”服饰是比较丰富多彩
的。

美孚方言的妇女服饰图案是把日常生活

服饰一样。美孚方言男子上衣裁剪方法和女子

所见所闻的植物及景象反映筒裙上并加命名。

上衣裁剪方法是一样的。这种裁剪方法很特

比如主花纹黎语称为“联庞敢”和“联庞杠”
。

图 18:美孚方言男子服饰

别，它是由两条相同方布

“联庞敢”指花织有钩刀图案，
“钩刀”代表男

料构成能够遮住身子的前

性；而“联庞杠”指花织有镰刀图案，
“ 镰刀”代

后两侧，而且这两条布是

表女性。
“联庞敢”
和
“联庞杠”
两种款式的筒裙

在背面的正中间，从上到

在美孚方言地区用途较广，它既是常服，同时

下缝在一起，衣服的领前

又有特殊的用途，在儿童“娃娃亲”
订婚和青年

和衣袖边是一种暗褐色棉

男女将要结婚的时候，男方必须要准备好织

布成。这样褐色和黑色服

“联庞敢”
和“联庞杠”的筒裙各一条送给女方，

饰放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协调，美观大方，整个

作为订婚礼物，如果女方接受这两条筒裙，表

上衣仅设有一个扣，但有时在裁剪也没有纽

示双方婚姻顺利。如果说日后女方有退婚，就

扣，仅用一条小绳子来代替纽扣。美孚方言男

必须把“联庞敢”
和“联庞杠”
的筒裙还回男方，

子头饰很有特点，把长头发挽在脑后成为发

则说明这次订婚失败。

髻，然后在脑后稍微高一点处用发簪插入发髻

3 黎族服饰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里，有时发簪是一根豪猪剌或针形的骨片，
骨

黎族五大方言的服饰都有各自显性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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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饰色彩、形制、质料和结构都包含着丰富

服饰直观地反映出黎族五大方言各自不同的

的文化内涵。

服饰习俗和其中蕴藏着的审美追求、审美的情

3.1 黎族服饰体现地理环境、
生活方式

操和审美理想。它主要源于海南岛独特的地理

黎族是一个统称，内部分为五大方言，
从

位置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海南岛是四面

服饰中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着装者的方言、年

环海的岛屿，属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地区。

龄、性别、贫富等方面的差异，其中男子服饰和

中部属低海拔山区，
四周为平原。因此，
阳光充

女子服饰差异特别大，而且女性服饰绚丽多

足、
雨量充沛，
植被原材料十分丰富，这是丰富

彩，
具有地方民族特色。

多彩的黎族服饰的资源基础，如“草棉、木棉、

地理环境是形成服饰文化取向的重要因

葛藤、
树皮、
苎麻、炎索麻、羊蹄藤麻等”
都成为

素，黎族服饰也是因其地理环境形成自身的独

黎族各方言服饰的主要材料；人物、动物、植

特性。例如，
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润方言的服饰特

物、生产工具、汉字以及自然界的现象都是黎

征就与居住在山区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由于

族服饰图案的来源；海贝、珍珠、鸟羽、金、银、

地形、地貌环境恶劣，加上气候变化多端，黎族

铜等，
也是被黎族各方言做成饰品来增加其服

润方言的男女服饰都是穿宽衣短裙，这样便于

饰的装饰效果。海南岛的黎族地区，
青山绿水，

行走山路，
而且穿脱方便，
适应在恶劣环境中生

风景优美，
环境十分宜人。特别是在境内有众

活，
也适应变化多端的气候。而黎族哈方言和美

多的奇花异草，
珍禽异兽，
青山满目苍翠。这些

孚方言主要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带，男女都身穿

都为黎族方言服饰提供了许多美的借鉴和启

黑衣长裙，
便于行走平地，
适合海洋性气候。

迪，黎族方言服饰的每一件织品，处处都体现

黎族五大方言都有不同的服饰款式，
一方

着黎族质朴的审美情感。

面，这是由各方言中各土语不同生产力发展水

3.4 黎族服饰体现出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影

平而致，另一方面，其各自纹样不同还与各方

响

言的不同土语宗族标志有关。

任何的服饰都是不会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

3.2 黎族服饰直观反映穿着者的性别、年龄、

断地变化发展着。应该说，
黎服饰的演变发展

贫富等差别

历史已经有几千年，
黎族服饰在宋代以前发展

黎族五大方言都有不同的服饰，各种方言

极为缓慢，
基本上保留着周秦时期黎族服饰风

不同的服饰全面地反映了黎族社会关系的发

貌。宋代以后，
由于封建统治势力在黎族地区

展和伦理意识，这五大方言服饰不再局限于遮

的加强，
黎族社会经济与汉族贸易的进一步发

风挡雨、御寒冷这一种单纯的实用目的，而是

展，这样使黎族服饰发展变化速度开始加快，

反映了进入阶级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差异性和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变化更为迅速。而且从平原

一些特殊性的财产观念。从服饰上看，
有些反

地区向山区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黎族赛方言服

映的是男、女、老、少和辈分的差异，有的则反

饰，因为受汉族服饰文化影响较早，变化也较

映家庭中的主从关系，当然也不可否认反映了

大。黎族方言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汉化倾向。

黎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民族间的贫富之分。

五大方言的黎族男子服饰，
除了杞方言和美孚

3.3 黎族服饰体现审美意识观念

方言外，其他基本都穿汉服，有一些地方则在

人类很早的时候便会利用自然界的事物

汉服的基础上多了红色或者黑色彩头巾。黎族

和改造自然物以装饰自已，这即是原始的审美

妇女服饰，
由于与外界联系、交流日益增多，也

意识，审美是人类在早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有一定的改变。在僻居山区的黎族服饰，由于

的过程中的一种精神欲求和能力。因此，黎族

处在隔绝和相对落后的状态，
则保留有较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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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服饰，但在沿海地区和汉族杂居一起黎

出不断的创新与发展状态，
形成了以本民族与

族服饰基本上已经汉化。

地域风格为主，
同时又逐渐汉化和现代化的服

3.5 黎族服饰反映了民族宗教

饰文化特色。黎族传统服饰的这种发展现象，

黎族服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对某种

是文化变迁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文化抗争问题，

自然灵物的崇拜和宗教信仰，我们常称这些服

也是在民族服饰文化整合过程中普遍遇到的

饰为黎族特殊服饰。在这些服饰中，往往有一

一种文化内在的心理。即使是在一些现代文明

些衣物、饰物、图案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

程度较高、文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现

色，是黎族方言服饰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

象依然存在，
正因为各民族普遍具有这种文化

般来说，黎族特殊服饰与遮羞、御寒、美观、财

抗拒的心理，才能使得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服饰

富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在服饰中拥有一种

文化得以保存，
使人类文化服饰更增添异彩。

崇高而又神秘的意味，这些黎族特殊服饰所包
含的文化内容，大部分与原始自然灵物崇拜以

注释:

及某种宗教信仰有关联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①见《山海经·大荒北》卷十二.

是直接与某种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联系起来。

②见《礼记·王制》卷十二.

在黎族特殊服饰所反映的自然崇拜中，有祖先

③见吴永章著《黎族史》第 7 页.
④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卷七六.

崇拜、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石头崇拜，其中祖

⑤1932 年 7 月 21 日，德国生理学家、耶拿大学教授史

先崇拜居多。一方面，它反映了黎族各方言对

图博先生第二次进入海南岛, 开始工作的首日到达

自已祖先的怀念之心和崇拜的习俗；另一方

“布配黎”
（黎族赛方言村庄）居住的冲咸村(在儋州南

面，表明了黎族各方言的原始宗教，是一种的

丰一带)时，他即兴奋地记录下“幸而购得具有特征的

习俗，
同时也有制度化宗教信仰。

4 结语
黎族服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黎族

布配黎妇女服装”
。

参考文献：
[1]杨源，
何星亮.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M].昆明：

各方言在众多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穿或者少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穿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从

[2]海南省民族研究所.黎族服饰[M].海口：南方出版

市场购买的现代服饰。但是这不并意味着黎族

社，2013.

服饰从黎族生产、生活中完全消失。黎族服饰

[3]林开耀.黎族织锦研究[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1 年.

是黎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黎族文化的重要组

[4]王 学 萍 .黎 族 传 统 文 化 [M]. 北 京 ：民 族 出 版 社 ，

成部分，它是黎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和形象展

2000.

示，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之一。今天，
在海

[5]符 桂 花 .黎 族 传 统 织 锦 [M]. 海 口 ：海 南 出 版 社 ，

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进程中，黎族人民在重要

2005.

的节庆日，如婚姻、祭祀、丧葬以及过“三月三”

[6]中小学试用校本教材编委员.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M].海口：
南方出版社，2013.

这样的传统节日，多会穿着黎族传统服饰，
并

[7]王晨，林 开耀 .黎锦 [M].苏 州：苏州大学 出版 社，

以重新穿上黎族服饰为荣。

2011.

“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恒的现象”
。
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黎族与其他民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黎族服饰文
化也随之不断创新发展，不论是款式或者是图
案，经过不断借鉴、取舍、吸收异族文化，呈现

[8]胡 亚 玲 .海 南 黎 村 苗 寨 [M]. 海 口 ：海 南 出 版 社 ，
2012.
[9]容观琼.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M].南宁：广
西人民出版社，1990.
（收稿日期：
2013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