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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族服饰文化传承研究
文/李

楠
以塔吉克族服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塔吉克族服饰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及传承现状进行

了调查、分析和思考，认为现代社会变迁对塔吉克族服饰的销蚀是导致该民族服饰面临消亡的最主要原
因。并着力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①认定、培养传承人与设立传习所；②全民族性的传承与保护；③理
论指导实践，实现双向的良性互动。
塔吉克族服饰；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在中国美术馆里，油画作品《塔吉克新娘》

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曾令整个画坛为之一振。深沉的黑底背景上以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解决，相反，在全球现代性

红色为主调的塔吉克人物形象，直奔喜庆主

把塔吉克族服饰列
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

题：从披巾到外衣再到项圈的红色调变化，极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
并没有改变它

富层次性；新娘头上的硬圈帽，外沿暗红色底

目前的尴尬处境。这门传统服饰该如何活态延

子上有亮红的刺绣花纹，它和银项圈、银耳坠

续？保护文化多样性该如何应对社会变迁现代

共同体现出塔吉克民族特色。[1]这件被誉为中

化的挑战？

国新古典主义油画开山之作的作品是 1983 年

1 塔吉克族服饰与独特的文化

油画家靳尚谊先生对塔吉克民族的传神写照，

塔吉克族服饰是塔吉克民族文化特别外

民族服饰不仅艺术地表现和美化了人物，
更充

显的一个表征。2003 年，
考古学家在新疆喀什

分展现出塔吉克族悠久的传统服饰文化的内

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普乡一

涵。这件油画精品对研究我国塔吉克族服饰文

处台地上，
发掘出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拜火教

化、
民间美术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早在《塔吉克

遗址，
其历史可追溯至 2，
500 年前。这一发现

新娘》问世之前，中国塔吉克族服饰已经蜚声

支持了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
在亚欧

世界。然而就是这么一项工艺精湛、历史悠久

大陆各文明之间活跃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的传统服饰，近 20 年来从该行业内部频频发

长久居住在此的塔吉克人作为这一古老文化、

出“危机”
、
“抢救”的呼声。尽管主客观原因有

习俗的主要传承者，
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

很多，但现代社会变迁对塔吉克族服饰的销蚀

居民之一。学术界认为，
这个民族的先祖在公

是导致该民族服饰面临消亡的最主要原因。中

元前 2，
000 年左右，
从中亚草原分别迁徙到了

国文化部果断地把“塔吉克族服饰”纳入到非

伊朗高原、
印度、欧洲以及中国的塔里木盆地。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2011 年 5 月宣布它

现在有这个古老民族的亚洲国家不只是中国，

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一般项目（HW15080）
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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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接壤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

游牧生活没有太大的改观。虽然他们生活艰

也都有塔吉克人的分布。[2]

辛，更谈不上富足，但风格鲜明的塔吉克族服

本文所讲的中国塔吉克族 （高原塔吉克

饰却较好地保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高寒地

人）和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塔吉克族（平原

区没有明显的四季分界，他们的服装主要以

塔吉克人）不是一个民族，两者在语言、历史、

棉、
皮衣和夹衣为主。20 世纪 50 年代塔什库尔

文化、宗教信仰上都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塔吉

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它是新疆地区东联西

克族是一支独特的高原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在

出、西进东销的主要国际通道，该地成为中国

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及附近一带，人数相对于

最大的塔吉克族聚集地。从地貌上看，帕米尔

平原塔吉克人较少，是伊朗部族的后裔。中国

高原就是一个脱色的世界，颜色单调，所以当

塔吉克族以游牧为生，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

地塔吉克人喜欢红色、黄色、白色这样醒目的

文字。[3]

颜色，配上鲜艳的装饰，成为苍凉高原上最靓

塔吉克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那
里过去交通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保留

丽的风景。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服饰被称为
“高原彩虹”
之首。

了许多传统、独特的服饰。塔吉克族服饰文化

泽普县有一个布依鲁克塔吉克民族乡，作

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石头城（位于

为已经成立 30 年的民族聚集区，能够大量展

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

现塔吉克多彩的民俗事象，
因此泽普在改革开

重要驿站，作为中原王朝的辖境，处于东西交

放以后也发展成为塔吉克族的文化县。纪录片

通的咽喉孔道上。从彼时起，塔吉克族先民受

《叶尔羌河的抒说》在此取景，
呈现了塔吉克族

到当时业已发达的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
形

的服饰风情。这里的塔吉克服饰从高原冰山上

成了暖裘毛褐、奇巧装扮的穿衣习惯。北魏至

的塔吉克服饰发展出装饰性更强的特点，糅合

—喝盘陀国。
隋代，这一带出现了西域古国——

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和对财富、生活的态

喝盘陀人是中国塔吉克族的远祖，多用皮毛、

度，
那些巧夺天工的绣花技艺和富有特色的民

塔
毡褐为面料。唐代，
此地属安西都护府管辖，

配饰千姿百态，
盛装更
间图案，
形式变化多端，

吉克族服饰继承古西域服饰“胡服”、
“袷袢”
形

为夸张大胆，
是其独特审美意识的流露。[4]

制的遗存并对其升华。明清两代，在塔什库尔

莎车县孜热甫夏提塔吉克民族乡的塔吉

干中心地带已有一批塔吉克族的小村落，经济

克人发挥其民族悠久刺绣历史的优势，其刺绣

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服装用自治土

风格与形式在众多民族绣品中最具特色。绣工

塔
布和外来的丝绸渐渐增多。清末民初之后，

常将虚幻与具象、
写实与写意交织在一起, 出

吉克族服饰逐渐从新疆传入内地，仍然保持着

于感性认知再造出来的新形象,织就成精美的

鲜明的民族特色。塔吉克族服饰几千年来伴随

纹样美观大方，
塔吉克族服饰。服饰色彩华丽、

着中华文明一起成长，是中国民族重要的文化

极为秀美，具有“造型简练、色彩对比强烈、图

遗产。

案装饰性强”
的民族工艺特色。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中国塔吉克

除了塔什库尔干、泽普、莎车几个主要的

族的大本营，这里山高天寒、草场稀疏，资源馈

皮山、阿克陶
塔吉克族居住区外，附近的叶城、

乏，游牧生产方式明显。这个中国唯一的塔吉

以及岳普湖等地也存在少量的塔吉克族居民。

克自治县里生活着中国 60%以上的塔吉克族

颜色艳丽、
绣技精美的塔吉克族服饰品类

人，农牧区里几乎全是塔吉克人，他们辗转于

坎肩、
袷袢、
头巾、
繁多。既有像花帽、连衣裙、

夏季牧场和冬季营地之间，多年来这种散淡的

衬衣长裤、
腰巾、
围裙、
手套、
腰带、
毛袜、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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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力
手帕、皮靴之类的实用品，也有像铜链、

吉克族女子的标志，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独树

斯拉”银链、
“阿勒喀”
、流苏、白扣、银元等之类

一帜。
“库勒塔”
圆形硬壳，
黑色的绒布制作，
顶

的装饰品。

部和帽沿四周都绣有红、黄、绿和蓝色的精美

中国塔吉克人之所以会把塔吉克族服饰

图案，而且帽子的花纹千变万化，没有任何两

发展出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意蕴，除了本身

顶帽子的图案是一样的。戴在高鼻梁、大眼睛

所呈现的形式与色彩特征之外，还有更复杂的

的塔吉克族姑娘头上，犹如顶着一个花箱。大

三点原因：

多时候在帽子上要蒙一块长长的红色、粉色或

（1）从宗教习俗角度看，塔吉克族服饰背

黄色头巾，
别致而迷人。到了冬季，
她们还在圆

后有强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在支撑着。塔吉克族

帽里衬些棉花或驼绒，并增加后围作保暖，这

在历史上曾信仰过多种宗教，每种宗教的象征

款
“谢依达依”
冬帽依然花团锦簇，
十分艳丽。

符号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复合式地呈现。首先
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塔吉克人对太阳的崇拜表
现在塔吉克妇女帽子上，是一种简化的“十字”
形符号刺绣。塔吉克族最开始信奉拜火教，
服
饰中“圆形、方形、三角形和亚腰形”纹饰母题
的提炼和应用，顺理成章就成了宗教因子的视
觉阐释。袄教中把红色当做火、把白色当做神

图 1：
塔吉克族女子的
“库勒塔”帽

的色彩象征在服饰中也反复呈现，譬如塔吉克

（3）塔吉克族服饰习俗与他们生活的环境

婚礼中新郎、新娘要穿红白色的衣服，新郎帽

密切相关，
也就是服饰与人的生活相宜。塔吉

子上要缠上红白两色的绸带。 对塔吉克服饰

克族的各种服饰，
都是适应所处的自然环境和

影响最大的要数新疆的伊斯兰文化了。虽然同

生产、
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由于长期生活在高

清
维吾尔族相比，塔吉克族的宗教活动极少，

原草场并从事畜牧业，塔吉克族穿着多取之于

真寺很少，教徒也不封斋、不朝圣，但塔吉克族

袖口、衣襟、
牲畜皮毛。他们喜欢在帽檐衣领、

服饰的图案以几何、花卉、植物为主，基本上不

下摆镶以细毛皮，冬天还穿一种用黄羊皮、牛

出现动物图案，因为伊斯兰民族反对偶像崇

“却罗克”
。[6]这
皮或驼皮自制的尖头软底皮靴

拜。可见，塔吉克服饰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它是

种服饰不仅可以御寒，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非常典型的特色文化。

于抵挡风沙的侵袭。

[5]

（2）从人类学和美学观念角度看，塔吉克
族服饰保留了传统独特的高原民族特色。塔吉

2 文化保护与社会变迁的冲突
塔吉克族是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群，人

克服饰之所以以其独特的形式构成和色彩称

均收入在新疆地区最低，物质生活极为贫困。

绝于世,这与塔吉克人的体貌特征有关。塔吉

特别是塔什库尔干位于海拔 4，
000 多米的高

克人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特征，眼窝很深、
肤

寒地区，地广人稀，距离喀什最近的城市都要

色很浅、头发淡金、薄唇高鼻、眼睛碧蓝或灰

300 公里，
全是山路，
交通不便。这样恶劣的自

褐，和中原人的外形完全不同，因此服装的审

然环境足以造成文化的阻隔，
决定了他们无法

美情趣和式样搭配与其他民族相比也完全不

过多地依靠外来资源，
也生成了塔吉克族独有

同。这种独特性在塔吉克的女帽中被体现得淋

的文化特质：他们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

漓尽致。塔吉克族女子一年四季头上都戴一顶

以家族为核心，敬老爱幼、团结互助、自尊自

帽（图 1）。这种库勒塔帽几乎成了塔
“库勒塔”

爱、离婚率低、社会治安最好、犯罪率基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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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从塔吉克族的分布规模上看，他们营造出

有文化上的变迁。[8]塔吉克族牧民的异地搬迁，

一个紧密联系的生存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主要

从牧场搬至平原，必然要放弃熟悉的文化模

依靠亲属、家族和乡邻之间的互助维持，而不

式，
去适应另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最明显的

是政府和宗教，所以塔吉克至今以族内婚为

变化就是服饰这个民族文化符号，
在许多平原

主、甚至近亲通婚的习俗，目的就是加强这种

地区已经消失得几近干净，只有头顶上的“塔

互助体系。他们的文化处处表现出一套自身的

吉”帽子还能标志着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

价值体系、权威体系和救助体系，生活在同一

塔吉克族的服饰文化因此整体性地陷入了生

个地区的人彼此之间多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

存危机。

“新中国成立
系。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说：

让塔吉克人搬迁直接影响到了塔吉克族

之前，一些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时，塔吉克人

服饰保护这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探险家们认为出现在

塔吉克服饰与塔吉克人高鼻深目的体貌特征、

他们眼前的塔吉克人虽然贫穷，却很诚实。我

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
这些事项与高寒的环境

想，这种诚实源于塔吉克人的亲缘体系，塔吉

相适应。搬迁下山的塔吉克人离开了帕米尔高

克大家庭培养的是互助、诚实的人，如果不具

原就不是纯粹的塔吉克了，他们进入温度很高

[7]
备这种品质，
则无法在大家庭中立足。”
塔吉

的塔里木盆地生活，突然之间完全变成农民，

克族自身营造出一种和睦、安定的传统社会结

游牧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分散，与游牧活动相

构，这使塔吉克族个体得以在非常艰苦的环境

关的服饰也将难得一见了。传统的塔吉克族的

中生存、
发展。

服饰很大程度上被当下的现代服饰取而代之，

从 1949 年建国到 2000 年，这 50 年时间

这对保护民族服饰是一个冲击（图 2）。如今穿

里，塔吉克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由于人口压力

塔吉克族传统服饰的人少了，就连做这种衣服

过大，当地牧民面临着草场严重不足的困难，

的人也稀少起来。

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加之雪灾和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的频繁发生，游牧生产方式似乎已经走到
了尽头。在许多人看来，畜牧业是一种落后的
生产方式，所以农业定居成了塔吉克人摆脱困
把
境的最佳模式，近 80%的塔吉克人开始种地，
草场开垦为农田。可是帕米尔这样的高寒地区
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的举措也没有增
加塔吉克人的收入，塔吉克人的贫困生活状况

图 2：亚库提一家拍照留念

并没有得到改变。针对于此，党和政府决定拨

位于帕米尔高原最高处的塔什库尔干地

从
款帮助塔吉克人走下大山，实行异地搬迁，

区，
塔吉克服饰传承的窘迫现状非常明显。传

事农业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
旅

统服饰制作起来耗时耗力，渠道少，价格昂贵，

游的繁荣，外来人口日益增多，外来的文化不

导致这项制作技术在弱化。同时，审美观念的

断进入，帕米尔高原再也不是一块封闭的净

变化，
使得很多年轻人喜欢现代衣服的便捷与

土。从 2000 年开始，政府投入 3 亿帮助 1 万塔

美观。该地区采取的做法：
①为了不让塔吉克

吉克群众搬迁下山，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

服饰这个传统失传，
只能利用部分的服饰如帽

是政府最早扶持、安顿塔吉克人的移民搬迁

子，
搭配上现代服装，来保住民族特色。譬如，

地，这一举措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善，
还

塔吉克男装的主打产品已不是传统服饰，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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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现代化的服装。过去，塔吉克男子都有一

时，首先要看施助者是否尊重受助者的价值

身标准的“袷袢”，即一种无领、无口袋、
无扣的

观、
传统文化，
是否在保持原有价值体系、文化

长大衣，袷袢的腰间还要系一块三角形的腰

体系的基础上帮助对方发展。在实践中，我们

巾，腰巾上绣有花图案。如今袷袢已经几乎消

往往会把受助者原有的东西全盘否定，认为自

失迨尽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服和皮夹克。

己的才是正确的、
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

②在装饰方面尝试使用刺绣代用品，近年来，

应该立足于塔吉克社区原有的文化基础为之

他们尝试用机绣和印花材料替代手工刺绣。过

服务，
破坏原有基础的做法就不可取了。政府

去塔吉克姑娘人人擅长刺绣，无论男子的“吐

用 3 亿元安顿 1 万塔吉克居民，平均下来每位

玛克”帽顶、衬衫缘边、三角腰巾，还是女子的

塔吉克人都有 3 万元的补助，如果把这笔人均

“库勒塔”帽沿、连衣裙、坎肩和腰巾，都绣有精

3 万元的资金用在他们的社区，在塔吉克族的

美的图案。现如今为了节省时间、
降低成本，
机

传统生活中引入一些现代的因素，
那就可以干

绣和印花广泛应用到塔吉克服饰当中。

很多事情，
或许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生活

对于塔吉克服饰的传承而言，最大的危机

“长期以来，
水平。”
另一位民族学专家关凯说：

可能还在于因为原有文化体系的抛弃而导致

我们似乎并没有对不同少数民族的不同性质

造物习俗、尤其是用物习俗的流失，并且导致

的传统文化表示出特别的尊重。我们是在用全

传统手工劳动的后继者严重匮乏。塔吉克服饰

展开实践。对草场的
国统一的标准制定政策、

的文化价值并不局限于技艺秘诀、工艺技巧等

划分、让塔吉克人搬迁下山，实际上是在挑战

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以手工的方式表现出

塔吉克人原有的文化系统，
侵蚀塔吉克人原有

塔吉克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俗等人文内涵，

[9]
的社会文化体系。”
当然，
他们对塔吉克人保

这才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塔什库尔干县

留这套传统文化的呼声与政府决策有些冲突，

城的一位塔吉克族妇女比比努尔·伊拉拉洪从

毕竟很多人仍将经济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认

小喜爱绣花，她家的墙上、柜子上、床上挂了许

为传统社会必须向现代社会转换才有意义。但

“现在的年轻人都
多她的刺绣作品，她介绍说：

因为社会变迁可能导致整个塔吉克文化变迁，

喜欢穿现代的衣服，制作塔吉克民族服饰的人

进而风俗骤变、服饰失传，这一难题确实令民

越来越少了。我和几个爱绣花的姑娘一起研究

族学家们忧心忡忡。

和制作塔吉克族传统服饰，这种衣服既可以满

3 对策

足过节时大家的需要，又可以满足旅游者的需

中国塔吉克服饰这个古老的衣装文化在

很
要。”像比比努尔这样的服饰艺人并不太多，

近 20 年里已然改变，或者说产生于当地高原

多拥有制作技术的人早就改了行，断档失传的

—服饰发
生活上最有价值的文化基因之一——

危机使塔吉克服饰难以为继。

生了丢失现象，
历史无情地让塔吉克服饰成为

对塔吉克牧民搬迁定居后原有风俗消融

了亟待保护的遗产。很多服装学者担心塔吉克

的问题，长期从事民族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们有

族服饰在未来因抢救不及时而成为绝唱。对

“过去我们是从
着自己的看法。杨圣敏教授说：

此，
笔者有三点建议：

农耕民族的角度看待所有的民族，认为农业生

（1）认定、
培养传承人与设立传习所。这一

产方式优于游牧、狩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目的是能够将塔吉克族的服饰真实有效地传

实行退耕还草等政策，但是人口较少民族还没

承下去。只有明确了传承人素质的重要性，才

有完全享受到这些政策，他们民族文化的价值

能有效开展这项传承活动。当然传承人必须精

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在提供‘帮助’

通塔吉克族服饰研究与制作，然后依靠自己

服饰与文化：
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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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的头衔建立传习所，推动塔吉克服饰

引起
命的讴歌。如此辉煌的民族文化在衰败，

的研究。甚至国家可以给予传习所办学所需用

广泛关注。然而传承的路却布满了荆棘，该通

地、资金、税收上的帮助。

往哪里，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2）全民族性的传承与保护。注重整个塔
吉克族的教育与宣传，尤其是从小学生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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