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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服饰文化及其传承
文 / 兰东兴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服饰丰富多彩，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村民的服饰体现着审美，蕴含
在
着历史，规范着村民行为。服饰是族群的标志，可以解读出文化，反映着时代变迁和生活方式。文章认为，
服饰变化的过程中，材料变化比款式快，苗族和一些待识别民族的变化相对缓慢，单一民族聚居区比多民
族杂居区稳定，
女性的服饰变化要慢一些，而且女性服饰一般从内而外，从下而上，头饰保存得最好。要保
护和传承服饰文化，
是一项系统工程。
贵州少数民族；
村寨文化；
服饰；
传承

多数人认为，衣服起源于原始人对身体的

不如说真
与其说是为了记录贵州的奇风异俗，

保护，后来衣服才逐渐有了遮羞的功能，进而

实地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眼光中的满朝文武对

又有了审美，并用衣服作为身份的象征。但我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态度。宋元时期的诸多文

们从存留下来的岩画以及泥塑观之，很可能衣

献都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服饰充满好奇，也反映

服产生之初同时满足着保护身体、遮羞和生殖

出作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

崇拜三种需要。生殖器部位固然是身体最脆弱

在对服饰的直观描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用大

的一部分，但是最原始的衣服几乎只遮掩着生

量篇幅介绍各民族的服饰特点以及汉化的特

殖器部位。生殖崇拜几乎是原始人都曾有过的

征，
字里行间反映出叙述者把服饰作为民族的

思维认知，遮掩生殖器及时对身体的呵护，
也

标志和文明的标志。晚清至民国，有些深入贵

是对其崇拜的表现。[1]贵州少数民族一直延续

州腹地的外地人，把他们看到的、知道的贵州

着朴素的思维，对身体的认知和态度一直保持

少数民族的服饰细加分类，并配上图画，出现

着神秘性和高度尊重。而随着社会发展，他们

贵州少数
了不同版本的《百苗图》。由此可见，

服饰的有些元素坚守恒常，而有些则发生变

民族的服饰风格多样，
特点明显，
内涵丰富。

化，恒常中隐含着民族文化的符码，变化中跳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曾经说：
“衣着是规则

动着时代的音符。

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
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

1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2]
语言。”
在人类生活史中，
衣服是生活的外化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记载，在《后汉

建筑和生活方式一样,
形式。
“服饰如同语言、

旧
书》、
《南中志》等文献中都相当详细。在新、

是一种明显的标志和区别符号, 它被用来区

《唐书》的《南夷传》中，都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

[3]
别群体的特征。”
事实上，
贵州的少数民族也

贵州地方首领谢元深朝觐时的穿戴。这段文字

是用服饰在判断各群体的文化属性和族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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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是他们的文化符号。

变化，把已婚和未婚区别开来，头饰特征成为

1.1 服饰是族群符号

人生两个主要阶段的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女

服饰虽然是物质形态的，表现为质料、
款

性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男性用它来处理和

式、色彩、装饰等外在特征，但是每一个族群、

女性的关系。在对歌玩山的民俗活动中，
具有

集团或人们共同体，在不同的场合、时令、
年龄

婚后头饰特征的女性就只能把玩山作为一种

等条件下对服饰有具体的文化规范。贵州少数

娱乐活动，而不是为了恋爱，男性在与她对歌

民族众多，民族的支系众多，各民族支系分布

时就不应表达恋爱的内容。[4]在村民看来，
服饰

广泛，但是人们总能从服饰上辨识出民族、
民

应该符合自己的年龄，服饰提醒或规范着人们

族支系、区域分布、所处的文化环境等细微差

的活动内容。

别，原因就是服饰具有文化特征并受文化规

1.2 服饰传承着文化

范。服饰以及服饰穿戴属于民俗，女性的服饰

据古代文献记载和世代流传的古歌，
苗族

在结婚前后存在差异，平常和隆重场合的服装

曾经遭受战败的悲剧，经受过家园被摧毁的

也不太一样。服饰表现着民俗，民俗为服饰文

苦难，承受过被驱赶流亡的屈辱，他们将沉重

化提供展示空间。换言之，岁时节令、宗教活

的历史凝结在服饰中，今天还有很多村民能

动、人生礼仪对服饰都有内在的规范。这种规

够讲出本民族女性服饰上的符号所表达的意

范制约着个人行为，也内化成文化传承机制。

义 （图 1）。对于他们而言，
“服饰图案不是神

同样，具有相同规范的人群在交往中共同遵守

话、史诗这种口头文学，亦不是舞蹈这种动态

着规范，具有不同规范的人群在接触时都不得

艺术，作为一

不考虑对方的规范。例如彝族姑娘只梳一条辫

种凝固文化的

子,婚后才梳两条辫子,不拢髻，不缠足。大方

符号，集体潜

县六寨喜鹊苗少女的腰间有一条黑白相间的

意识同样发挥

束带，交叉捆札在胸前，十五六岁以后就把长

作用，只是显

发挽束成高高的发髻，并在发髻上别上一把梳

现方式，将与

子。黔西北的歪梳苗凡是上了年纪的女性都将

上述有别。”
在

长发挽于耳畔，扎成一个发髻，未婚女子的发

黔东南雷公山

已
髻上绑着缀有彩珠须吊的彩绣圆环状发带，

为中心的清水

婚的女子则在外梳的发髻旁斜插一把梳子，
并

江和都柳江流

带上环状黑色假发试样的帽子。布依族妇女结

域，这里是全

婚前后服饰有明显的区别，有的地方婚前戴银

国乃至全世界

碗而婚后包头帕，有的地方婚前包头帕而婚后

最大的苗族聚

戴假壳；有的地方婚前头发拢成拱形，发上插

居区，其服饰

骨椎，
婚后戴银碗。镇宁县玉京一带的村寨，
姑

图案、造型多以鸟兽虫鱼、草木花果为题材，有

娘在十三四岁之前都包头，不穿裙子，十五六

的还用线条语言描述了开天辟地、洪水滔天、

岁以后穿裙子，挽发髻作拱桥状垂于脑后，发

兄妹结婚、射日射月等人类起源的神话，将千

髻上从前往后插一只大银插，生育后卸下银

行古歌凝结成一纸图幅、一方绣绘。黔西北喜

插，在发髻下端改戴银碗，生育期已过就既不

自腰以下由三
鹊苗女性服饰的下装为百褶裙，

戴银碗也不戴银插。银碗一般是在女人生育后

个部分缝制而成：第一部分为蓝色，代表蓝天

的第三天由娘家带去并换下银插。通过头饰的

和大海，那是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第二部分

图 1：
平塘苗族村寨红苗支系的服饰头发盘
绕的样式、
衣服上的花纹都可以解读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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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最大，上面有许多蜡染图案，代表现在居

植物纹，相传在饥荒的年代，它曾帮助彝族祖

住的天地与河流；第三部分是长约四寸的精美

先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繁衍了后代。[8]

刺绣裙边，褶皱里隐藏着苗族故土的城池、
高

1.3 服饰具有地域文化色彩

山和一路迁徙经过的河流与山川。
“一般地说，

服饰总是有区域性的，
在贵州少数民族聚

神话、史诗长于叙事，舞蹈亦可以叙述；而作为

集区，
不同的地方会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村寨建

美术范畴的服饰图案长于表情拙于记述，
而恰

筑和穿戴不同服饰的村民。几十年前，人们都

恰难于叙事的服饰图案，苗族居然成功地用它

习惯于按照服饰的区别划分族群或民族支系，

生动地记述了艰辛的族源史、战争史、迁徙史。

如文献中的红苗、
黑苗、
青苗、
花苗、
紫姜苗、长

这是服饰图案在没有自己通用文字的苗族中，

花仡佬、红仡佬、
长桶仡
裙苗、短裙苗、
长角苗、

替代文字语言功用，发挥出图画文字文化价值

佬、
披袍仡佬、
青裤瑶、白裤瑶等。人们各自按

的显著例证。又由于它艺术地翔实地记述苗族

照服饰类型选择婚姻交流圈，
也按照服饰类型

生息、发展、战争、迁徙的历史功绩，而使没有

选择建村立寨，选择族群归属，形成相对固定

文字的苗族，在凝固于服饰上的花纹图案中找

的生活区，所以服饰类型既是族群的标志，也

到了自己的特殊文字。” 在《苗族古歌》中，
叙

是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黔西北大花苗、小花

述了蝴蝶同苗族祖先有血缘关系，最早是枫木

苗、歪梳苗、回族、彝族、白族、布依族、满族与

变成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出人类的祖先姜

汉族等错综分布，
但是具体在某一个村寨或者

央，然后才有了苗族。苗族人民把对于蝴蝶的

某个局部地区，仍然是某个民族或支系为主

崇拜外化在自己的服饰之中，并通过服饰的图

体，服饰特征非常明显，各自散落在本支系居

案表达对母神崇拜，同时也通过这种图案把对

住相对集中的村寨中。安顺市的镇宁县城关镇

母神崇拜的思想传承下去。 侗族传统服饰按

大山村和石头寨距离很近，但是大山村属第二

“佬、坦、纹”三大支系分三种类型, 构成特定

语系布依族，石头寨属第一语系，两地的服饰

的风格, 并由之所表现的款式、审美原则作为

差异较大。平坝县高峰镇（今划归贵安新区）的

民族间区别的标志之一,对于本民族服饰可以

平寨布依族和大狗场村的仡佬族毗邻而居，服

相互认同, 因此,它具“族徽”的文化功能。侗

饰明显不同。黔东南苗族分成很多支系，
清代

族是多神崇拜民族, 在服饰上往往绣有与图

现在他们
的文献中就有上九股和下九股之别，

腾崇拜相关的图案, 以此表示对神祗的崇拜，

的服饰色彩、花纹、刺绣、配件、款式等依然差

表示有神灵附身, 并相信这样可以得到它们

别很大。

[5]

[6]

的保佑，尤其是在少儿服装上和妇女盛装上体

彝族服饰式样多种，可分为凉山型、乌蒙

现出这种信仰性价值功能。[7]彝族是一个尚黑

山型、红河型、滇东南型、滇西型、楚雄型六个

的民族，尊虎为祖先，称是黑虎的后裔，以黑

款式。贵州彝族的服饰属于乌蒙山型，
具体又

虎、黑鹰为图腾。乌蒙山一带的彝族自称“罗

可分为威宁式和盘县式。黔西北彝族和滇东

罗”
，彝语的意思为“虎”。他们的服饰大都以黑

北、川南彝族整体分布在乌蒙山，其服饰类型

色为基调, 辅以红、黄色等。至今乌蒙山彝族

基本上一致，而且因为在此居住的时间久、人

的服饰还完整保留了尚黑传统，在衣服上绣有

数多、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变化小，因此服饰

虎斑、虎纹图案或老虎形象等。这样的颜色和

安顺、
黔西等地
传统保存得比较完整。而盘县、

图案一方面表达当地彝族同胞祈求虎祖先庇

的彝族居住更分散，与其他民族交流更频繁，

佑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永

借鉴了其他民族的元素。清朝末年《大定府志》

远都不忘祖。他们的服饰上还有一种叫蕨菜的

记载，
当地的彝族服饰就吸收了汉族的笠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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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女子的发型和汉族一样中分为二，用青布

点。总体而言，
布依族服饰的类型与三个土语

缠盘，质料改为细棉布或丝绸。到了近现代，

区相吻合。贵州西南部的望漠、册亨、
罗甸、安

大方、黔西、织金一带的彝族与汉族服饰已几

龙、
兴义、
兴仁等县属第一土语区，其服饰是大

乎没什么差别。而盘县、兴仁、安龙等地的彝

襟衣、大裤脚、
盘肩、
袖口，
襟沿有图案纹样；中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服饰也受其文化影

部地区的惠水、长顺、龙里、贵定、紫云等县大

响，与汉族、布依族、苗族等的服饰有交融。从

部分为第二土语区，这一带的布依族喜欢穿

清前期爱必答 《黔南志略》 卷二十七记载可

青、蓝色衣裤，头饰较复杂，服饰多样化；西北

知，兴义府的彝族服饰同布依族相同或相似:

地区的镇宁、
关岭、
六枝、
普定等县属于布依族

“兴义府，古夜郎地，宋为于 矢部，元 为普安

第三土语区，这里地理位置相对边远，其服饰

路，隶云南行省。倮（按：指彝族）男薙发，以白

保持着诸多传统样式，
特别是百褶长裙的纹样

花布巾缠头，衣同仲苗（按：当是称布依族为

与铜鼓图案相似。由于大区域中又有小区域，

仲家）。妇女长袍薙裙，银环贯耳，髻首稍异仲

因此在一个土语区甚至一个县内，又有不同的

妇。”由于杂居区民族间的文化接触，彝族吸

服饰。在贵州的瑶族，
即使同样生活在黔南荔

收别的民族文化成分，成为区域性服饰变化

波的瑶麓，东西两边的村寨服饰就明显不同，

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为白裤瑶，
一为青裤瑶。

苗族、侗族、瑶族、水族、壮族和汉族等在
黔东南广大地区都有分布，尽管今天已形成杂

2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变迁
服饰显然不只有遮羞、护体的功能，它还

居局面，但是仍能直接从服饰上就能分辨出各

具有审美和社会交流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

民族或支系的居住范围，看出民族或支系之间

和时代变迁，
服饰也在发生变化。体现在外观

的文化差异（图 2）：台江县石洞苗族的服饰显

形态上，服饰的材料、做工的精细程度、款式

然有别于丹寨县男皋乡或兴仁镇；榕江县空申

等方面都和自然环境、生活状态、生产技术关

村、加簸村的短裙苗服饰在色彩上就不同于卡

系密切。一个地方的服饰款式、色彩、图案无

寨、宰岑寨；榕江的晚寨、从江的高增、黎平的

不渗透着思想和审美，而思想和审美都具有

地扪分属于不同服饰类型的侗族。

一定的稳定性，通过制作和穿戴将服饰所蕴
含的思想和审美表现出来，因此服饰的接受
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对其所蕴含的思想和审
美的接受。

2.1 服饰变化与时代发展同步
在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过去人们的服饰不
是购买的，
从纺线、织布、染色到裁剪、
缝纫、刺
绣整个过程都是由家庭成员完成。村寨是相对
封闭的社会单位，
家庭又是村寨中相对封闭的
基本单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完成服饰制作
的全部过程，
所以服饰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明

图 2：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差异
左图为卡寨短裙苗，上衣、短裙和裙摆都为深褐色，帽子前
端呈尖角；
右图为空申短裙苗，
衣服、短裙和裙摆均尚黄，而且绣
有回纹，头饰为毛巾怕，
两地相距约 20 公里。

都非常注意服饰制作的传承，女孩从幼年开

在数十年前，布依族村寨分布在许多环境

始，家庭的年长女性就指导她缝纫、裁剪和刺

不同的区域，其服饰也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特

绣，
到出嫁之前必须缝好自己的嫁衣和新郎的

时代的封闭文化。在历史上，
贵州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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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有些女孩还给自己的家人缝制衣服作为

称《百苗图》
）中绘制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时

留念，给未来的公婆缝制衣服作为见面礼。女

隔 200 年，和今天的服饰已经有了很大的区

子出嫁前或出嫁后，每逢重大活动，都穿上最

别。没有多少人再坚守在手摇纺车、木制织布

炫丽的盛装，以此表明自己精明手巧。在村寨

机旁，没有人再会拒绝纤柔的棉布和绸缎，没

中，女孩缝纫和刺绣的水平通常是对其评价的

有人固执地不穿皮鞋，
没有人觉得穿斜祍长衫

重要标准，也是评价其父母教育好坏的标准。

干农活比穿对襟短衣更方便。

正因为衣服基本上靠家庭内部生产，衣服制作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变化，其实就是贵州

基本上在家庭内部完成，衣服缝制技艺被作为

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与时代同

评价女人及其家庭的重要标准。所以，少数民

民国以前变化较慢，最
步。明代以前变化较小，

族村寨过去都非常重视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

近几十年从材料到制作方式、
从色泽到款式都

和学习，精美的服饰反映出女孩心灵手巧，
代

在发生巨大变化。今天在贵州的城镇，
日常生

表着家庭教女有方。服饰制作技艺的学习过

活中很难得看见身着民族服饰的人，
也难以根

程，表面上是在掌握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
实

据服饰去判定人们的民族身份。虽然在少数民

际上也是在传承文化：传承着服饰审美文化，

但是变化已
族聚集的村寨还能够领略其风采，

传承着关于服饰中图案的故事，传承着制作过

然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程中的所有技艺，传承着家庭伦理和民族认

2.2 服饰变化因民族而异

又称
知。例如荔波县洞塘乡板寨村的长衫瑶，

结合爱必答《黔南识略》、罗饶典《黔南职

“大屁股瑶”
，该地的女性和榕江、剑河、雷山等

方纪略》、
（乾隆）
《贵州通志》 等书对贵州少数

地的短裙苗一样，过去都崇尚短裙，女性的裙

民族服饰的描绘，我们发现黔东南苗族、黔中

子长度仅有几寸，就是因为当地人在审美上认

关岭和紫云等地苗族、
黔西北苗族的服饰还基

为女性臀部丰满肥大是富贵和好运的象征。在

本上保留着当时的风格。主要分布在黄平县、

黔东南很多苗族和侗族，女性的服装、头饰、项

凯里市、施秉县等地的待识别民族家人，其服

圈、手镯、脚链都是银质的，因为当地人觉得银

（乾隆)《镇远府
饰至今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

不仅是财富，而且寓意着吉祥，女孩全身都披

志》对亻革家人服饰的记载和今天亻革家人状态非

金戴银，表示家庭富有，父母勤劳，本人在家庭

常接近：
“犵兜，镇远、
施秉、黄平皆有之。好居

中有地位。

高坡，
不篱不垣，
男子衣类土人，好短衣，
偏髻，

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发掘服饰中所蕴含的

蚕茧累累如贯珠。
绣五彩于胸袖间，背负海巴，

文化，怎样解读服饰所表达的文化，而服饰最

人多嗜酒，
四时佩刀弩入山逐鹿，罗雀，其药箭

基本的功能就是实用性。既然人们的生活方

相比较而言，侗
伤人，
见血之死，
然无敢为盗。”

式、生存手段在发生改变，那么服饰的实用性

族、水族、布依族等民族妇女的服饰尽管保留

特征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变化。当我们惊叹贵州

着一些传统特征，但是其男子服饰几乎都没有

少数民族服饰款式多样、色彩斑斓、做工精美

本民族特色了，
只有极少数男子在重大而隆重

时，当我们为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大量消失

的祭祀场合还穿戴传统服装。尤其在黔西北和

而感慨和痛惜时，其实应该明白，所谓的传统

六盘水市的很多地方，
苗族村寨相对而言更有

服饰只是特定阶段的服饰，它是服饰变化的阶

传统气息，身着传统服装的人更多，即使在同

段性产物，包含着对历史上的服饰文化传承和

一个生活区域，
苗族村民服装的本民族特色更

自我创新。清代八寨（今属丹寨县）理苗同知陈

鲜明。这种现象在黔东南榕江县的朗洞、丹寨

浩在嘉庆年间所著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简

县的雅灰等地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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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饰变化受村寨人口构成影响
在黔中关岭县和镇宁县的扁担山地区和
黔西南贞丰、兴仁、安龙、罗甸、册亨、望谟一带
是布依族集中聚居区；在黔西北的大方、黔西
以及清镇等地歪梳苗比较集中，在威宁、赫章、
纳雍等地花苗居住集中连片；水族差不多聚集
在贵州南部的三都、荔波、独山、丹寨等地。在
这些地方，民族服饰的消失速度显然比该民族
从
零星散落分布的地方要慢得多。散落分布，

图 3：传统工艺下的织造

人数上削减了文化传承的力量，就更容易陷入

左图为车江三宝侗寨妇女晾晒蓝靛印染的布匹，右图为丹
寨王家村苗族妇女正在用古老的织机织布。

被其他文化的包围之中。
（嘉靖）
《贵州通志》安

2.5 服饰变化存在性别差异

庄卫“地杂百夷，环城百里皆诸夷窠穴……异

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服饰，在一定程度上

言异服，然与卫人错居，近亦少变。”清康熙三

只是特指女性服饰了，男性的服装已汉化殆

十六年（公元 1697 年）
《贵州通志》：
“思南府汉

尽，
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看见男性的民族服装

夷杂居，语言各异，渐被华风。汉民尚朴，务本

“仲家（旧时对布
（图 4）。清代《安平县志》卷五：

力穑，屏异教，行四礼，黜浮崇实，士慕正学，
骎

依族的称呼）……男子服饰与汉人同，妇人衣

骎文献之风。”、
“石阡府淳庞朴茂，不离古习，

尚青。”
《安顺府志》卷十五：侬家“男子薙发以

服嗜婚丧悉效华风。土著夷民，其俗各异，
涵濡

妇女长裙细折，多至
青布裹头，
衣服与汉人同，

日久，
可拟中州。”

二百余副，
衣甚短。”
“罗鬼（彝族）……男子薙
、

2.4 服饰变化与居住环境相关

发与汉人同。”补侬“薙发，通汉语。”
《镇宁县

[9]

目前城镇周边的村寨，无论从建筑风格还

志》卷三：
夷族“男子服装同于汉族……妇人则

是从服装形制上，能看到少数民族特征的村寨

异，
短衣长裙”
、
“黑苗……男装同于汉族，
女子

已经不多了，而在边远地区，村寨的民族特征

黑衣黑裙，
头耸高髻，包于黑帕。”从历史文献

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这种变化现象在历史

的这些记载可知，男性的服饰变化比女性快，

上就是如此。
（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记

自古亦然。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载“（平坝）卫自开建以来，百年于兹，渐被王

男性更具有权力，
或者说男性更容易接受外来

化”
；普定卫（今安顺）
“附郭夷民五种，习尚不
同，自立军卫以控制，卫之熏陶，渐染中原衣冠
“附郭夷
之俗，亦尚义重文。”普定卫（今安顺）
民五种，习尚不同，自立军卫以控制，卫之薰
陶，渐染中原衣冠之俗，亦尚义重文。”今天在
城镇附近，手摇纺车、木制织布机早已废弃，所
有的服装都是购买，而在边远的少数民族村
寨，还有人在家织布，亲手缝纫，用蓝靛印染，
这些古老的技艺还在民间传承（图 3）。也许当
地的村民并没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是封
闭的环境、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客观上促成
了传统服饰文化延续。

图 4：当前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现状
贵阳高坡苗寨日常生活或劳作中，男性装束与汉族一样了，
而女性还保留着民族服装的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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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过去到现在，苗族、侗族、布依族、水

裤的青年女子，在村寨中随处可见；只剩下发

族、毛南族等都没有形成男权社会，在家庭内

型和头饰仍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妇女，
在民族特

部或村寨内部都只有性别分工而没有地位高

色很浓厚的村寨中成为普遍现象。原因很简

低之分。男性服饰变化快，主要是因为劳动分

单：脚部是人们在劳动中活动量做大的，里边

工，男性传统的服装在劳动中没有后来接受的

的衣服是直接接触身体的，购买布料比纺纱织

汉族服装方便，实用性才是服饰变化的主要原

布更简单。

因。在这方面，
唯独彝族的男性稍有不同，
尽管

服饰的变化总是和时代的变迁保持一致，

他们的服饰也有变化，但很难说其变化速度和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有效管理贵州以

程度就超过女性。彝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崇尚英

来，
贵州在政治生活中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一

勇而且男权色彩较为突出的民族,因而象征勇

致，
少数民族村寨因此在文化上与主流社会靠

敢、威猛的黑色得以传承下来，椎髻发式象征

近。最近三十多年，
中国社会稳定，
坚持以经济

英雄而被视为“英雄髻”
，成为彝族男子的至

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贵州少数

尊，披毡和“擦尔瓦”表现出男子的英姿，腰佩

民族村寨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人们有购买衣

双刀的装束也成为勇敢的象征,因而这幅装束

服的能力，
因此改变了村民衣服的构成。中国

一直保留到 20 世纪中后期。在黔东南的苗族

的政治走向开明，思想越来越开放，贵州少数

各支系中，男子的服装到今天已区别不很大，

民族村寨的自然环境和村民的思想观念都发

但妇女的服装和头饰还十分复杂，地方性的差

生重大改变，不仅学习外边的生产经验、科学

异非常显著。以成年妇女的裙子为例，
有些地

技术，也吸收了外面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外面

方长得盖到脚背，有的短到只有数寸，束在脐

的服装文化。虽然目前保留传统文化、
张扬民

下几乎不能盖住臀部。上衣也是这样，有的是

族个性的呼声高涨，
但是挡不住村民走出去的

对襟，有的是右衽，有的是左衽，有的满身绣

脚步，不可能关闭迎接时代潮流的山门，传统

花，
有的全身素净。在装饰品的纹样、数量和制

民族服饰在用料、款式、加工方式等方面都发

作方法等方面也形态各异，有些厚重，有些轻

生变化，传统民族服饰穿戴的人数、场合、时

盈，有些为植物图案，有些为鸟兽图案，有些简

间、
目的都不同于从前。如果说贵州少数民族

洁，有些繁复。由这些特点所组成的服饰类型

村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服饰是村寨文化的剪

是有一定的地域性，尽管在杂居地带也发现有

影，
那么村寨服饰的变迁历程则反映着村寨社

相互影响的地方，但各自的特点还是充分地在

会发展的足迹（图 5）。

各自的地区保持着，人们可以从服饰上断定他
们的支系区别。[10]
2.6 服饰变化离不开实用性
即使在最边远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可能
见到任何一个人的全身穿戴是纯粹传统的，
细
心观察就会发现，村民很少用当地人自己纺的
线、织的布、染的色做成的衣服，更难得由家庭
成员亲手缝制；正在举行神圣祭祀的寨老或者
穿戴一新的新娘，也不可能是全身盛装，鞋子
已经很现代，里边的衣服已经跟上时代；上装
和头饰保留有传统特色，而穿着高跟鞋和牛仔

图 5：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变迁
左图为从江侗族高增乡，儿童的服装已经完全汉化，侗族老
年妇女服装的传统特征还很明显，
但是脚上却穿着塑料拖鞋。右
图为寨县卡拉村苗族年轻妇女，一身苗族正装，却穿着当下最时
尚的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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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自身的传承也与

在过去，无论是在学术话语中还是在实际

生活水平、生产关系、
自然环境、社会价值观等

行动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往往被扭曲、挤压

相互联系。今天保护传统的民族服饰，
不只是

为弘扬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被视为弘扬儒

单靠技艺传承就能实现的，
这是一项宏大的系

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由

统工程。

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各民族优
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保存在文化典籍之中，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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