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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田野考察及其传承的思考
文 / 王秀丽
割绒纳绣鞋垫是中国传统的民俗服饰用品，也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期冀的产物。鲁南地区传统割绒
纳绣鞋垫在形制、色彩、
图案纹样等方面不仅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服饰观念，而且体现了鲁南地区传
统手工艺人的独特审美和高超技艺。由于采用割绒纳绣工艺，区别于其他种类的绣花鞋垫，这也是鲁南割
绒纳绣鞋垫的特别之处。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割绒纳绣鞋垫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也随着商品化进程的加快而淡出人们的生活，如何将这一民间艺术进行保护和传承值得我们思考。
文章基于实地考察与调查，
首先，
从传统技艺考察入手，对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整个工艺过程进行详细
的介绍；其次，
对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手工艺特色及现状分别进行分析和调查，做出相应的思考，以期为
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借鉴。
田野考察；
传承
鲁南；
割绒鞋垫；

割绒纳绣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民间手

“袜子，
间割开，因名‘割花’”。山东民俗志中：

工艺，主要包括纳绣和割绒两项工序。通过纳

从前多是棉布做的，亦有夹、棉之分。荣成地

绣和割绒，最终制作成两片图案对称的立绒

方流行纳绣袜底，图案多种多样。” [2]《乳山

绣品。山东省临沭县地情资料库中记载：
“清

市志》记：
“乳山地区过去人们穿鞋子，以纳鞋

末至建国初，男女均穿纳底圆口布鞋，着手工

底为主，先把壳子按照脚的大小剪成纸板状，

缝制粗布袜，女鞋足头处有绣花和割花。”这

多层叠加，定好厚度以后，用捻好的粗麻线或

明确记录了割花（绒）的史料起源时间。据《沂

粗棉线一针一线缝合。一般是一双鞋底儿一块

州府志》记载：
“ 沂蒙一带，俗重婚嫁，先期纳

纳成，纳好后拿快刀沿玉米层剖开，剖开来的

彩，问名佩存，古制至合髻，男尚亲近，女尚厚

鞋底一分为二，
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两只。”[3] 这

奁”既在婚嫁前要纳彩礼，婚嫁时的女奁要丰

些资料显示，割绒纳绣工艺源于清末，流行于

厚，其中的绣品便有绣衣、绣裤、云肩、香包、

建国时期，主要的传统应用形式是割绒纳绣

枕头、腰围子等”，[1] 这说明临沂地区婚前有

鞋和割绒纳绣鞋垫（图 １，见下页），流行的

绣品作为彩礼的一部分。
《山东省志·民俗志》

主要区域是鲁南地区，主要工艺是纳绣和割

的衣食住行民俗中记载：
“花鞋、童鞋，男孩可

绒。随着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

穿至 12 岁左右，莱阳、海阳最为流行。鞋头花

方式以及人们对民俗观念发生了变化，鲁南

用绒线绣制，既美观又结实，绣时将一双鞋面

地区割绒纳绣工艺的原始生态环境受到了一

对贴，中间夹几层玉米皮，纳绣完毕用刀从中

定的影响，导致割绒纳绣鞋垫等割绒绣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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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部分人视为“过时的民间手工艺品”。如

棉织物较其他织物舒适性、吸湿性好、耐磨且

今鲁南地区的割绒纳绣鞋垫，既面临着传统

价格亲民，
这使得棉织物在割绒纳绣鞋垫中很

技艺的萎缩，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

受欢迎。

机遇。如何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

绣花线，
是刺绣的专门用线。割绒纳绣鞋

式将是保护和传承这一手工艺的关键，也是

垫的用线一般是天然的棉线或棉混纺线、毛混

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纺线，
绣花线经过一定的加工染色形成五颜六
色的彩线。由于棉纤维具有一定的硬度，
所以
完成的鞋垫的毛绒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且能长
时间保持这种立体感。
其他辅助材料主要包括：夹层、衬布和隔
衬布。夹层是指两鞋垫绣片之间的材料，
鲁南

图 1 ：割绒鞋垫成品正反面

1 传统技艺的考察

地区割绒纳绣传统的夹层材料是玉米皮，厚厚
的几层玉米皮经拼接处理变的平整以便备用。

割绒纳绣技艺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有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夹层的选料变得多样化，纱

化的，笔者在鲁南临沭县石门镇白毛村 236 号

窗网和麻布片也可用来做夹层。夹层的厚度是

一家手工业者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整个制

割绒纳绣工艺中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夹层的厚

作过程分为材料准备、制作鞋垫夹层、绘制图

度直接决定两片鞋垫割绒后绣线毛绒的长短；

案、纳制和割绒四大板块。图 2 是割绒纳绣鞋

衬布是最里层和最外层的两片作为绣地的材

垫的制作流程图，详细介绍了割绒纳绣鞋垫的

质之间的材料，一般铺设三至四层甚至更多，

制作步骤与流程。其中，包含了多种制作技巧

衬布层数的多少不仅影响到鞋垫绣片的硬度

和方法。

和牢度，
还可以起到调节鞋垫绣片厚度的作用；
隔衬是两片鞋垫绣地最中间的材料，隔衬的作
用主要是为了纳绣完毕后从两鞋垫中间割开时
避免刀具的倾斜走位，同时也增加“毛绒”长度
目的是
的辅助作用。隔衬多为异色的两片织物，
为了
“割绒”
时能将两鞋垫区分开来。
鲁南割绒纳绣是复杂而费时费力的一种
民间技艺。在其制作过程中，以上材料缺一不
图 2：鲁南割绒纳绣鞋垫制作流程图

1.1 制作材料准备
割绒纳绣鞋垫的制作材料包括绣地、
绣线
和其他辅助材料。

可，
而且是割绒纳绣工艺完成的必要条件。
1.2 制作过程
“打阙子”
，
（1）打坯子（图 3，
见下页）：
俗称
用浆糊将旧棉布一层一层拼贴粘在一起，
在保

绣地，又称“绣底”
，即劳动者将要在其上

证平整的基础上晒干后取下用于制作鞋子、鞋

面进行刺绣的材料。简单地说，它是割绒纳绣

垫或云肩等民间服饰的结构形状。①用剪刀将

缎、绢、
的载体。从刺绣的发展史上看，罗、绸、

碎布裁剪成规则的形状，并将边缘修剪整齐。

棉、麻都是刺绣的“绣地”
。在考察中发现，
鲁南

②将桌子打湿，
并将剪好的碎布料拼贴在桌子

地区的割绒纳绣鞋垫的绣地主要是以棉纤维

表面，
为使得拼接后的布料保持平整要选择同

为主要材质的，或者是棉混纺材质。这是因为

样厚度的碎布进行拼贴。第一层上面刷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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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鞋垫坯子的制作

刷浆糊时注意要刷均匀，为防止晾晒时裂开，

图 ５：
鞋垫夹层的制作

边缘也要刷上浆糊。以上过程反复三至四次。

一遍；第三种形式是直接绘制纹样，是民间艺

③为防止边缘起翘，不能在强光下暴晒，一般

人通过创作的手法将纹样表现在鞋垫上。无论

是在阴凉处风干。

使用哪种方式绘制纹样，由于两面绣片对立，

（2）裁剪和绘制纹样：裁剪分为鞋垫坯样、
衬布、隔衬和玉米皮的裁剪。这几项的裁剪都

两侧的纹样必须保证上下完全对称。
（3）纳制和割绒：首先，在纳制前配好色。

是按照当地的“鞋垫纸样”来进行的，这个“纸

一般情况下用 3 至 4 股线，
可根据线的粗细来

样”是当地民间艺人琢磨出来，然后传给其他

做调整。开始纳制时从边缘任意一点开始，第

父老乡亲。裁剪完毕将鞋垫坯样和三四层衬布

一针不用打结，针距 1.5 至 3 毫米，并且要用

沿边缘缝合在一起（图 4～图 5）。然后以鞋垫

“对针绣”的纳制方法将沿着鞋垫的边缘绕两

绣片、夹层、隔衬的顺序以“正对正”的形式缝

周。在纳制的过程中，一般针脚在 1 至 2 毫米

合在一起。最后，绘制纹样。当地绘制纹样有三

之间，
针距在 1.5 至 3 毫米。纳制鞋垫讲究“针

种方式：一种剪纸贴稿，是借助“剪纸纹样”将

，使层层白布结成整体
眼细、麻绳粗、刹手紧”

图案描在鞋垫上；第二种是漏印摹稿，是将绘

不走形变样。
“割”
就是用利刃把绣好的鞋垫整

有纹样的有色漏纸平放于鞋垫绣片，用笔再描

体分割开来，
得到两只完全对称的同色异向的
鞋垫。割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将鞋垫平铺
在桌面上，左手按住鞋垫，右手平行拿刀用均
匀的力度将鞋垫由右向左割开；
第二种是两个
人合作完成，一个人用双手竖向把住鞋垫，使
鞋垫处于悬空状态，另一个人用刀子由上向下
割，
用力同样需要均匀。割开之后，
将鞋垫上的
辅助材料剥离，
然后用直尺类工具对毛绒面进
行来回刮擦，
将渗入切割绣线绒毛中的杂屑清
理，
这样还能够起到蓬松毛绒的作用。

2 典型特色分析
图 4：玉米夹层的制作

通过对鲁南地区割绒纳绣技艺的考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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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承的方式和现状

艺美术的共性，还具有其他民间工艺品所没有

每一种手工艺都有着其独特的技艺及文

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割绒纳绣的图

化内涵。在历史久远的过去，人民的智慧创造

案、色彩、材质、工艺造型和寓意等几个方面。

了手工技艺。同时，
手工艺发展至今，
也经历了

鲁南一带农村生活方式和谐单一，辛勤劳作的

许多蜕变，
经历这些蜕变后才使得手工艺变得

民风为割绒纳绣鞋垫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如此成熟。除此之外，我们往往忽略了人的作

鲁南地区的割绒纳绣鞋垫的图案多种多样，
大

用，人们不仅创造出了手工艺，而且还传承了

致分为三类：花鸟动物类、几何类和文字类。无

手工艺。如果没有人类的传承，
几十年、
几百年

而
论哪种题材，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甚至上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会传承至今？传承

且达到了劳动人民美好理想的寄托的目的。其

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笔者在鲁南临沭县石门镇

表现方法既不是纯自然主义照抄生活，而是对

白毛村考察得到，鲁南区割绒纳绣鞋垫传承的

生活细节的提炼想象和创作。“色彩在鞋垫作

方式大概分为 4 种：①家族式代代相传。鲁南

品的整体表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艺设色

地区的农村妇女们在自己十一二岁的时候就

讲究色彩明度的对比，更讲究色相、色彩冷暖

开始学习女红，临沭县 52 岁的刘富翠曾回忆

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4]鲁南人喜欢红火热

到：
“当时家里姊妹多，我是家里的老小，这些

烈、丰富鲜明的颜色，所以她们的作品色彩效

手工活我也要学，母亲在秋收季节过后时就开

“红花绿叶
果鲜艳、
热烈、
明快。曾有配色口诀：

始准备做冬天要穿的棉鞋、棉袜，还有就是割

扶；红黄相间，喜煞娘心；红红绿绿，图个吉利”

绒鞋垫，她边做边教我们这里面的技巧，我们

等。

很快就能上手。”这种代代相传的模式也是割
在材质上，鲁南地区割绒纳绣主要是以棉

绒纳绣鞋垫的主要传承方式。②师徒相传。在

毛等质地为主要的材料作绣地。这与鲁南当地

传统手工作坊中，师徒之间保持着较强的“血

的气候有关，棉毛质的材料有很好的保暖性能

维系，在家
亲”
关系，
以便技术秘密通过“血亲”

且吸湿透气性比较好，所以棉毛等天然材料的

族间或小范围村落中传承。师徒相传的弊端是

使用是最佳的选择。辅助材料的多样性也是鲁

学徒对师傅惟命是从，师傅总会受到封建思想

南割绒纳绣鞋垫的主要特征。作为辅助材料夹

的影响而“留艺保身”
，其结果就是在一定程度

层的玉米皮，不仅体现了鲁南劳动人们“就地

上阻碍了传统手工技艺的流传。③邻里相传。

取材”的能力，而且恰巧迎合了现代社会低碳

在农村邻里之间的关系相比城镇要融洽很多，

环保的生活理念。

当地的农村妇女有饭后闲聊喝茶的习惯。每天

在工艺造型上，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的

邻里会在不忙的时候也会聚在一起聊天，有时

独特工艺特征是“纳绣”
与“割绒”的并存。也就

边聊天边做手工活。她们的聊天内容时常涉及

是说，同其他刺绣工艺相比，割绒纳绣工艺的

鞋垫的新花样，
鞋垫的纳制怎么样既省劲又美

特点就是“绣”的工艺与“割”的工艺的相融合。

观等。这种聊天式的聚会形成了鲁南地区割绒

纵观其他刺绣工艺，都是以“绣”为主要工艺手

纳绣鞋垫的一种传播方式。④远亲跨地区相

“ 割”的
段，而割绒纳绣工艺是以“绣”为基础，

传。在齐鲁南部农村流行走亲戚。谁家有个远

工艺是最终完成整个工艺的标志，也就是“割”

方亲戚真是很骄傲的，她们会在过年过节的时

的工艺使得本是一片的绣地一分为二，这是割

候来回走动。走亲戚的时候同时会赠鞋垫给对

绒纳绣工艺区别于其他刺绣工艺的最主要特

方，
表达亲人之间的关怀和问候。在笔者的家

点。

乡山东宁阳陈美村王国强的母亲告诉笔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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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媳妇就是临沂的巧媳妇，这个割绒鞋垫就

机械化割绒纳绣鞋垫是否会代替纯手工制作

是她儿媳亲手教给她的。

的割绒纳绣鞋垫，
这样我们传统的割绒纳绣鞋

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工艺的传承现状

垫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离我们的生活远去，这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地区尚有较好的保

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③传承过于单一也是割

留，在交通不便和信息获取困难的地区，传统

绒纳绣这一传统手工艺的面临的主要问题。单

的割绒纳绣技艺有较好的保留。另一方面是经

单靠原始的代代相传、邻里相传、师徒相传是

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技艺已消失。就鲁南临沂市

不够的。

为例，在市区已经很少有人从事这一女红。不
过，笔者在临沂兰山小商品市场上考察到割绒

针对鲁南割绒纳绣技艺传承的现状和问
题，
笔者作出以下思考：

纳绣鞋垫作为商品来销售。这一现象说明了割

（1）有人提出“满足社会个性需求，
以个人

绒纳绣鞋垫已经不单单是农民自给自足的绣

智慧、
个人制作更能体现特色的个体或作坊生

品，它已经由绣品直接转化为能在市场上流通

产就比较适合；
而满足社会共性需求和规模化

的“商品”。但是在偏远的农村，还是会有喜欢

消费，生产工艺程序复杂，以集体智慧和协作

此技艺的中年人在坚持纳制割绒纳绣鞋垫。

更能达到成效的，就以适合条件的规模化生产

4 鲁南地区割绒纳绣技艺传承的问题与思考

比较相宜。因此，
当代中国工艺美术，
不论是产

鲁南地区割绒纳绣技艺传承面临着 3 个

品品种还是生产方式，都不能一概而论，不能

问题：①传承人年龄偏老龄化的问题几乎是包

一刀切的搞一个模式，
而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

括鲁南地区割绒纳绣在内的所有手工艺在发

[5]
和规律，
走多元的发展道路。”
所以，
作为民间

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看似一个微不足道其实拥有巨大生命内涵的

因是年轻人的生活每天被工业产品和信息产

割绒纳绣鞋垫，也是工艺美术的范畴。既然传

品所包围，导致年轻人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加

统的传承方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那

上人们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毕竟现代的社会是

就要想方设法去寻求新的方式。笔者认为，应

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学习手工技艺文化不能

首先就
该建立此手工技艺传承方式的多元化，

给人们带来客观的经济收入，年轻人更不愿意

是传承主体的多元化。除个体传承外，
比如政

去拿自己的青春去做赌注。这些表象都是传统

教育行业等等都可以作
府、
企业、
工艺研究所、

割绒工艺面临传承危机的原因之一。②工业化

为传承的主体。

生产的冲击，使得传统的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

（2）商品生产是一种生产，文化再生也是

垫面临一次巨大的挑战。在鲁南地区，
笔者考

一种生产。健康的文化再生既包括传承，也包

察到割绒纳绣鞋垫已经作为商品在临沂市商

括扬弃，
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再生需要多元的社

品市场上买卖。但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已经可

会机制来支撑。因此，
当地地方政府加大力度

以将两片鞋垫绣地对贴在一起，并且绣地上面

管理宣传割绒纳绣这种手工艺产品，提高手工

印满了各种形式的图案，无论是绣地的制作还

艺人的地位，
加大对手工艺人的补贴力度。一

是图案的绘制都以工业化机器完成，这一变化

双割绒纳绣鞋垫的制作周期至少两天，
因为制

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发展需要。这样的

作周期长的特点，所以卖的价格自然就提高。

产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这样的结果也对城乡

但是靠这样的生产模式也是不能满足人们的

手工交流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事物总有它

需求，所以政府应该加大补贴力度，让这种规

相反的一面：被工业化代替的传统手工艺的前

模小的手工作坊可以低成本高收入的运行，制

途堪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市面上的

作的手工艺人有了利益保障才会有作坊或厂

服饰与文化：非遗探幽

主持：华梅
家规模不断扩大。

61

规模的现代生产作出让步，提升割绒纳绣鞋垫

（3）加大教育力度。教育乃强国之本，
对于

的销量。前者按理说应该推崇的，但是一味地

那些被大众忽略的手工艺，我们为何等到其即

去追求传统，是保住了传统技艺，但是要知道

将面临消失的危险时才会注意到它。为何就不

对非遗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技艺上，也要对非

能预先做些措施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而不

遗物质本身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和美学价值进

是亡羊补牢。类似鲁南地区割绒纳绣鞋垫的制

行学习和宣扬，
这样才是对鲁南地区割绒纳绣

作及其文化内涵等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将其当做

工艺的真正保护，因为这种技艺不仅应该记载

一门美术鉴赏课来教授。这样，
无论是城市还是

到了书本上、网页上，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感

乡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从小接触并认识这些

和文化内涵要被传承和发展。这样的保护才是

手工艺品。

全面而切实的保护。同时，后一种发展模式侧

（4）通过现代媒体进行鲁南地区割绒纳绣

重经济利益却忽略了传承物的“核心技艺”，假

技艺的宣传。21 世纪初，
乡镇网络使用率已达

设一味的去追求传承物的经济利益，
而放弃传

到顶峰。乡村的网络发展促进了割绒纳绣鞋垫

统的东西，势必会物极必反，这就会就背离了

技艺的传播。这为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创造了优

人类文化发展的初衷和方向，造成的后果不仅

越的条件。很多手工艺人缺乏网络实践经验。

仅是让我们的未来丧失了一种技艺，
更是一种

乡村村委会还可以进行网络知识普及，现在鲁

民族传统保护意识的丧失。

南地区有些乡镇做的比较好，把自己的作品拿
到网络上去展示和销售。此外，通过网络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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