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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传统挑花头巾的设计研究
徐芷璇
江苏 南京 210000）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摘

要院安徽省望江县地区的挑花头巾是当地较具代表性的传统女性实用服饰品，
体现了农家妇女灵

田野调查等方法，
结合多位传承人的口述讲解和望
巧的工艺技法和朴素的生活美学。通过查阅文献、
江挑花传习所 100 多条挑花头巾藏品的归纳整理，
对其穿戴功能、
使用材料、
制作工艺、
图案呈现等方
面展开设计分析，
总结其具有的穿戴便利、
材料易得、
工艺独特、
图案简约等一系列设计特征，
以此探
寻其中蕴含的设计思维和内涵。
关键词院望江挑花头巾；
钻针针法
设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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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ross-stitch
headscarves in Wangjiang
XU Zi-yuan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Wangjiang cross -stitch headscarves, a kind of typical, traditional and practical clothing

accessory for local women in Wangji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show the skillful craftsmanship and
simple aesthetical style of peasant women.In this paper,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work and other

scientific methods, in combination with oral explanations from several inheritor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ore than 100 cross -stitch headscarves collected in the local Wangjiang cross -stitch
learning institute, the writer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cross -stitch headscarves' wearable functions,

materials used, stitch techniques and design patterns, and concluded that it had a series of design features
such as the ease of wearing, the accessbility of materials, unique techniques and the simple pattern, so a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 of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connotation therein.

Keywords：
Wangjiang cross-stitch headscarf; artistic design analysis; stitches and needling methods

望江，
古雷池所在地，
安徽西南门户[1]。当

性的实用服饰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也

地传统的生产生活围绕农业、渔业进行。四季

具有极强的审美装饰效果。本文从望江挑花头

分明的气候与水土环境适宜棉麻作物的生长，

巾的穿戴方式、
使用材料、制作工艺、图案呈现

优质的原料也促进了挑花工艺得以萌芽与发

四个方面展开设计分析，以期发掘望江挑花头

展。挑花头巾作为当地妇女在生活中较具代表

巾的设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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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望江挑花头巾穿戴使用的设计分析
望江当地有俗语称：
“家住望江县，头上搭
块片”
。这一“片”即是指挑花头巾，俗语不仅反
映了旧时望江地区妇女头戴挑花头巾的普遍
程度，
“搭”字也生动地描绘了望江挑花头巾的
穿戴方式。便利而极具功能性的穿戴方式，使
得望江挑花头巾的实用性极强，在农家妇女的
生产生活中体现其独特价值。
望江挑花头巾的穿戴方式突出特点在于
便利，佩戴加调整的时间在 1 分钟左右，并且
头巾打结固定好后，就像帽子一样可以随取随

图 2 挑花头巾佩戴效果示意图（人物：陈杏珍）
Fig.2 Effect of wearing the Wangjiang cross-stitch headscarf
(character: Chen Xingzhen)

笔者在与传承人帅根元②讨论时还发现，

用，极其省时省力。使用时可以直接在头上打

该挑花头巾的佩戴方式还与自清代至民国时

结：将头巾横对折成合适宽度，花纹朝上，折边

期当地妇女的流行发型相关。据他回忆，
当地

搭在额头，四个角沿耳后在后脑勺部位扎两道

年轻妇女常梳“团巴巴鬏”的发型，用网兜兜

结固定，适当调整前后与松紧即可。而标准做

住，上插银质“鬏心花”“气钻花”“顿包花”③

法则要配合坐姿：将头巾横对折叠好搭在膝盖

等不同式样的发钗，有条件的还围插一圈“小

将需要
上，将对折边朝前，四角向里窝住膝盖，

别针”
作为固定与装饰。挑花头巾的佩戴方式

打结的两角向里折 30毅左右，呈锐角状打结两

可以在后脑勺打结处上方将发髻露出，如此前

从前
次固定。调整折边，
拎起呈三角形的头巾，

后左右皆有可观之处，更加衬托使用者的素雅

往后套在头上。将头顶的尖角折平，两侧折角

美丽。

自然翘起，
适当调整即可（图 1）。扎好的头巾搭

望江楼花头巾穿戴方式的另一个突出特
点是遮阳防风的功能性。佩戴挑花头巾时头顶
没有多余装饰，
利于排湿透气。两侧的“角角”
起到对脸
可以根据阳光照射角度翘起或耷下，
部和颈部的防晒作用。而两侧各有一寸余宽长
条状挑花纹样，较头顶部位是加厚的，若是起
风降温等天气，
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同时这
种佩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配合发型的需要，并
清楚完整地展示两侧挑花纹样，装饰功能突
出。其他被遮挡、
折叠、
打结的边边角角皆是留
白，没“浪费”一分精力，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

Fig.1

图 1 头巾佩戴步骤示意图（人物：陈杏珍）
Steps for wearing the Wangjiang cross-stitch headscarf.
(character: Chen Xingzhen)

淳朴自然的审美趣味。

2 挑花头巾材料的设计分析

在头上，正面呈“几”字形，侧面显出头部左右

根据传承人和当地村民的描述以及传习

两侧各一块长方形挑花纹样，跃然是一位典型

所的大量藏品显示，
望江挑花头巾的配色主要

的望江农家妇女的形象（图 2）。示范头巾戴法

是白底青花，也有个别案例是青底白花、红底

（耳边
的传承人陈杏珍①称：
“头顶耷着才好看，

白花、
白底红花等，
由于此类案例为极少数，故

的两个角）要向上翘，翘角角地人才精神哩。”

笔者只以普遍的白底青花展开分析。白坯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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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
靛青色棉线是制作挑花头巾的主要材料，

这也是挑花工艺能够在民众手中广为流传的

农家自纺、自织、自染，虽然具体工序繁琐耗

原因之一。

时，但因为都是农家自用的物什，所以尚算易

3 挑花头巾挑花工艺的设计分析

得。

望江挑花头巾挑花工艺独特，
具体体现在
原料上乘，加工成材料制成的物品也更经

其针法、工具和制作工序上。望江挑花头巾挑

久耐用。望江地区农家采摘当地优质棉花纺织

花使用的“钻针”针法在其他地区一般很少单

而成的白坯布，也称“老布”
，经纬分明、纹路平

独使用；
其他地区制作挑花头巾一般直接用手

正、绵密厚实是挑花的好材料。妇女们用棉花

拿捏，不使用绷框，而望江挑花头巾则需使用

纺线，棉线经过打线、浆线、络线、定经、掏缯、

绷框；由于针法与工具的不同，故而望江挑花

闯杼、
倒纬等十多道工序织成经纬交织的白坯

头巾中的挑花产生与之对应的独特制作工序。

布[2]。根据制作材料的特质，
新的老布做的挑花

3.1 钻针针法

手巾，本来就硬挺一些，洗晒时不用拧揉，
直接

民间美术文集《美在民间》中提到：
“安徽

晾挂沥水即可。若是手巾用旧软塌了，一般会

民间挑花头巾是在织成的格子布上挑花的，
线

用米汤浆洗，这样晒干后的头巾比较容易定

[3]
“在织
需要注意的是，
面相映，
协调而明快。”

型，并且浆洗过的布料更加结实、耐脏，
可谓一

成的格子布上挑花”是合肥等地流行的做法。

举两得。

而望江民间流行的挑花头巾是在织好的白坯

挑花所用的靛青色棉线的纺线及染整工

“游花手巾”
。或者
布上挑绣图案，当地俗称为

艺与其他地区大致相同，但线的粗细有讲究，

直接使用纺织的条纹布做头巾，当地俗称“三

一般由 3 股纺布用的线纱拧成。这种粗细比例

条巾”或“青花手巾”
，此类头巾为当地年老的

关系应是当地妇女长期实践得来的经验，因为

妇女使用，因没有使用挑花工艺，故不做展开

要配合挑花头巾所用的“钻针”针法，需要用线

分析。

密铺穿插于两条纬线范围内上相邻经线。所以
一旦挑花用棉线过细，则不能完全覆盖底布，

望江地区挑花头巾主要使用“钻针”的挑
花针法，也有少量使用“挑针”“游针”
（图 3）。

亦不够显色，纹样的呈现和整体视觉效果便会

“钻针”
针法在湖北黄梅、湖南泸溪苗族等地一

弱化。如果棉线过粗，则会使底布经纬组织变

般作为辅助针法使用 （各地针法名称略有不

形，纹样不够细致，美观耐看程度亦会打折扣。

同），
不会单一大面积使用。尤其是挑花头巾的

故而当地农妇皆使用三股粗细的棉线搭配老

针法应用上，
其他各地皆是使用正面十字反面

布作为适宜的挑花材料。

一字的“挑针”针法。望江地区所用“钻针”针

挑花所用的材料也就以上两件而已。加上

法，在平纹织物上用线密铺上下穿梭跨纱，以

所用工具铁针和木质绷框，也都是民众家中寻

跨纱的位置变化形成规律的几何图案，最后在

常 自 用 之 物。
寻常，说明材
料简单与普
遍；自用，说明
材料的质真与
朴素。同时也
意味着门槛
低，受众广。

Fig.3

图 3 望江挑花头巾运用的三种针法
Three needles used in Wangjiang cross-stitch headsca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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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为简单的木质直榫结构，因专
为制作头巾使用，所以大小是固
定 的 。 一 般 长 约 50cm， 宽 约
30cm。上下两边都做出柱头，讲
究的会请木匠雕琢花样，左右方
形榫头也会稍微露出一小节。柱
头与榫头不仅起到装饰作用，更
在上绷时起到固定绷线的作用。
当地有谜语称：
“ 四四方方一块
财，十指尖尖（纤纤）捧在怀。牵
起藤来绷绷紧，一朵鲜花慢慢
开。”
谜底即是做挑花头巾。谜语
本身不仅说明了方形绷框的使
用方法，还生动描绘了妇女在使
用绷框做头巾时的情景。同时也
印证了在当时当地的妇女同胞之

图 4 钻针针法效果与走针示意图
Fig.4 Effect of stitches and needling methods

间
“做挑花手巾”
这个行为的普及
与这个行为背后所体现的珍贵民

织物上形成正反互为阴阳的提花效果（图 4）。
3.2 使用工具
挑制头巾的工具一般为针与绷框，工具的
使用与工艺形成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针

俗信息。
3.3 制作流程
望江挑花头巾的制作工序紧紧围绕工具

具虽小，但是作为连接挑制者与挑制对象的媒

与针法来展开，主要有如下 7 个步骤（图 5，

介，其重要性不可忽视。针的适合参数是根据

见下页）：

针法使用、执针方式、材料应用多个方面共同

（1）裁布、
缝线。首先根据头型需要裁一块

决定的。针的直径粗细、长短、韧性、表面光滑

大约
合适大小的布。老布的宽度都是一定的，

程度甚至针眼大小等因素直接影响执针者的

是 48cm。一般身材高健者裁二尺二（约 73cm）

使用体验与挑制效率。挑花与刺绣不同，挑花

长的布，身材娇小者二尺（约 67cm）布就足够。

重挑，
而刺绣重刺。刺绣时配合绣线、绣底以及

裁好后竖对折，在 10cm 左右处从一头开始沿

针法操作等，使用两头尖尖、针体细短的绣针

一条纬线平针缝合（多用细白棉线），注意不能

用
才好引线与回针。而挑花所用的棉线与底布，

歪斜，
否则影响后期挑花数纱。缝合约 30cm 处

针需比绣花针更粗，
一般针长约 4cm，针眼大小

目的是使两块挑花区
即可。缝线部分为头顶，

需超过 0.1cm，
而粗细直径在 0.1cm 内为宜。使

域能够相邻，且整个挑花区域在绷框范围内，

用时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捏住针的中部，中指指

这样上绷一次即可，不用二次挪动。另外挑花

腹抵住针尾，运用手指间的配合带动针尖在底

区域相邻也可以方便比照两片挑花的位置是

针法。
布上下游动，
如此才能趁手地运用“钻针”

否对称，
缝合的线亦作为挑花时数纱的记号。

为了方便施针操作以及挑制对称规整的

（2）折叠底布、
固定。将缝合部分作为居中

长方形纹样，当地还出现了专门制作这种“钻

横置于绷框，布头右侧与绷框右侧平齐，其余

针”挑花头巾的工具——
—长方形绷框。这种绷

上、
下、
左三侧依据绷框折叠成合适大小，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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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幅巾”的描述与望江
地区流行的挑花头巾样
式一般无二，
“坐卧一片
门”与望江地区传统丧
葬习俗
“摊门板”可以对
应，根据描述该物品用
来裹头和陪葬用。无独
有偶，
在与望江距离 100
多公里的湖北省黄梅县
蔡山宝山村地区出土的
明代墓葬中，发现墓主
人头部盖有素色挑花头
巾[5]。这就说明，
以挑花
头巾作为陪葬物品和丧
图 5 制作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四角用针线初步固定，此时绕线不必绕紧。

葬服饰是有例可循的。基
笔者在
于以上几条线索，
与传承人王世福④的交流沟通中基本确认：
“二

（3）调整、再固定。在初步固定四角后，适

幅巾”极有可能就是指望江挑花头巾，且这个

当调整，保持缝合线不歪斜，再次固定四角，
将

记载应该是目前望江挑花文献记载的最早记

线绕紧。

录。如果该结论成立，
就可以基本推断望江挑

（4）绷线。用针线（多用麻线或粗棉线）将

花头巾图案的基本样式早在距今两百多年的

固定好的布沿绷框四边缠绕绷紧，线头缠在绷

并于该地普遍使用。
清代乾隆年间就已出现，

框的柱头上。
加
（5）加固。使用筷子绕线一周进行调整、
固，
将松掉的线头重新绕紧。

与其他地区挑花制品相比，
望江挑花头巾
上图案是最简约的。望江挑花头巾在长约两尺
（67cm）、
宽约一尺五（50cm）的白坯布上于头巾

（6）挑花。绷好布头后将中线折叠部分上

的一侧平行分布两条长方形二方连续纹样，纹

翻，将样本头巾折叠成合适大小，在大致位置

样一般长 15~20cm，
宽 4~6cm，所占面积不到整

对照样本开始挑绣。一边挑制完毕将中间折叠

体的十分之一。黄梅挑花头巾一般采用 70cm

部分翻开，将绷架上下调换，开始挑制另外一

见方的青底大布，上用彩线进行挑制，四面的

边。

角花围绕中间特色的中心花、骨牌花呈对称或

（7）下绷拆线。将绷框绕线、四角固定线、

放射状分布，
花团锦簇，
构图丰满。湖南苗族等

缝合线依次拆下，即完成挑花头巾的制作。

地男女通用的素挑长方巾长约 40cm，
除了四角

4 挑花头巾图案的设计分析

的角花，中间每隔一段距离便有约 30cm 大小

望江挑花头巾的图案具有简约雅致的特

的团花整齐分布在头巾上，纷然繁复，令人惊

点，仅在侧面左右两条长方形区域装饰纹样。

像望江
叹。纹样大小直接影响手工制作周期，

清乾隆版《望江县志》卷七人物篇中记载一位

这种挑花头巾，
技法熟练的妇女在农闲时一个

烈妇虞氏：
“ ……时大寒惟着单明衣二幅巾裹

星期内便能完成，而黄梅、湘西苗族等地用时

头坐卧一片门嘱家人薄敛速葬……。”[4] 其中

则以月计。而固然黄梅、苗族等地头巾纹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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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望江、
黄梅、湖南苗族挑花头巾对比（人物左起：汤彩霞、陈霞、张春海）
Fig.6 Comparison of headscarves between Wangjiang,Huangmei and Miao nationality in Hunan (Characters
from left: Tang Caixia, Chen Xia, Zhang Chunhai)

Fig.7

图 7 望江挑花头巾纹样示意图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tern of Wangjiang cross-stitch headscarf

此丰富精美，穿戴在头上时却只能显露小部分

形态
上，
二方连续的纹样
“既有强烈的韵律感，

的纹样，大部分都被折叠遮盖，并不能完整的

又活泼灵动”[6]，
散点式、
波浪式、
折线式的骨式

表情达意。如此看来，望江的挑花头巾不可不

皆有应用（图 7）。每个纹样分上中下三部分构

谓省力讨巧（图 6）。

成。上下两部分较窄，常见有狗牙边、
云钩纹、

在望江挑花头巾固定的两块长方形挑花

四点梅、
牵牛花、回纹等。中间部分较宽，常见

区域中，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们充分发挥创造

有洋菊花、
牵牛花、八瓣莲、石榴花、麦子花、蜂

力。左右两块不同的二方连续的组合纹样，加

追木瓜纹、
蝶纹、凤纹、
万字纹等。根据使用者

上钻针针法的图底反转的特点，得到正反成趣

的年龄与喜好，会有各种不同的纹样搭配：年

的四种效果。如此巧妙的表现形式，不仅美化

轻妇女多喜欢柔美活泼的元素，
如花草枝蔓与

穿戴者的头部，而且在使用头巾时，不受正反

飞蝶蜜蜂类；
已婚的妇人则更中意寓意家庭生

面的限制而影响美观，给妇女在繁忙的日常中

活幸福美满的纹样，如多子多福的石榴及双凤

带来极大的便利。装饰效果与实用功能统一，

朝阳等；而送予亲友长辈，则搭配福寿纹样为

简约而不简单。

宜。纹样的组合蕴含着挑绣者灵巧的构思与丰

妇女们用智慧的双手，从日常生活中获取

富的情感，
更遵循着一定的寓意与风俗。于蓝

不竭的灵感源泉。凝练而抽象的动植物纹样以

白相间之中勾勒出望江挑花清美雅致的气质，

及吉祥纹样是她们最常表现的。造型结构设计

也鲜活了当地妇女勤劳、
智慧、
淳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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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蓝白挑花头巾的农家妇女们，可能是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最富生活情趣的亮丽
风景了。传统的挑花头巾承载着过去望江人民
丰富的情感记忆，她们将质朴的心愿，美好的
向往挑绣在密密行行的纹样里，穿戴在头上，
馈赠给亲友。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时代变迁，
在
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挑花头巾被物美价
廉的机制毛巾及各式帽子所代替，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虽然其样式或许“土气”，
图案或许
“过
时”，但是它所承载着的古老手工技艺、
蕴含的
丰富民间美术素材、体现的功能与审美相统一
的设计思维以及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创造的集
体记忆与精神文化，仍值得今人探究与回味。
注释：
淤陈 杏 珍，女，1954 年 生，望 江 县 鸦滩 镇 望 马 楼 村 人 ，
望江挑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于帅 根 元，男，1930 年 生，望 江 县 鸦滩 镇 望 马 楼 村 人 ，
望江挑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 团巴 巴 鬏”意 为圆形 发 髻；
“ 鬏心 花”为
盂望江方 言，

插在发髻中 间起固 定作 用的发 钗；
“ 气钻花 ”为 插在
发髻 两旁用 于散热 去味 的空 心发钗 ；
“ 顿包 花”为插
在发髻上方 装饰和 固定 用的 发钗；
“ 小 别针”插于 发
髻一周用于装饰及固定。

榆王 世 福，男，1954 年 生，望 江 县 华阳 镇 人 ，望 江 挑 花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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