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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土布蓝靛染色的工艺研究
张馨翌
江西 南昌 330201）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学院，
摘

要院仫佬族土布蓝靛染色工艺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其蓝靛染色工艺极具原生态，可为中国蓝靛

重新明晰仫佬族传统土布的蓝靛染色工艺技法
染色工艺提供研究模板。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复原实验，
和步骤。文章认为：
仫佬族土布蓝靛染色工艺在生产、
技法、穿着、
商业、时尚、
传承角度存在着一些问
题，
只有实现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
仫佬族人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发展，
才能使仫佬族土布蓝靛染色工艺
得到有效利用和有所突破。
关键词院蓝靛染色；
复原实验
仫佬族土布；
中图分类号院TS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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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digo Dyeing Process of Mulao Nationality's
Homespun Cloth
ZHANG Xin-yi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China)

Abstract:Mulao nationality's indigo dyeing process has 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digo dyeing process is quite original, which can provide a research template for China's indigo dyeing

proc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restoration experiment, the indigo dyeing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of Mulao traditional homespun cloth have been clarified again.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duction, techniques, wearing, commerce, fashion and inheritance of Mulao
nationality's indigo dyeing process.Only b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ulao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can the Mulao nationality's indigo dyeing

process be effectively utilized and broken through.

Key words:indigo dyeing;Mulao nationality's homespun cloth; restoration experiment

蓝靛是将蓝草植物的叶经加工制得的粉

、送给
姑娘们的“出嫁衣”
、老人们的“防生衣”

末或团块，用于染布，染色后的布料呈青蓝色，

老人的“千层底”
、小孩子穿的“背带”
、送给情

其色彩不易褪色、有透气防霉的效果。仫佬族

均用这种布料做成。其
人的定情信物
“童年鞋”

土布蓝靛染色是仫佬族的民俗文化象征，
作为

制作方法与众不同，
整个过程需要经过几次反

衣料的蓝靛布，仫佬人亲切地称其为“家布”
。

复浸染、清洗、涂米汤、薯莨、牛皮胶糊面、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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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碾压或槌打等才能完成，染制的土布光泽、

蓝靛染色采用的是氧化还原法，靛蓝染布时，

美观、耐用。清光绪年间修的《重刊清平县志》

纤维出缸时呈黄绿色，一经空气氧化，纤维立

和民国时期撰写的《清平县志》都有提及：
“仫

即转变成蓝色。蓝靛染色工艺的重点在于掌握

佬……用青布巾搭头巾，头绣红绒卉，仍旋绕

—吲哚，吲哚是吡咯与苯并
蓝叶的有效成分——

缀红绒四道。”
可见，
仫佬人穿戴蓝靛染布的史

联的化合物，吲哚最早是由靛蓝降解而得，具

实。2016 年仫佬族土布染制技艺被列入广西壮

有弱碱性，片状白色晶体，遇光日久会变黄红

族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保存

色。蓝叶中的吲哚又分为吲哚羟、
吲哚醇、
吲哚

在罗城仫佬族博物馆的仫佬族头勒显得庄重、

酚等。其中吲哚酚其化学结构是一个杂环有机

有力，青布上用五彩丝线或绒线绣成花卉虫草

化合物，
具有氧化性，为蓝紫色，遇光或在空气

等艺术图案，曲面边缘处绣满的云雷纹图案分

中变成黄色或红色。只有在新鲜的蓝叶中，这

布均匀，深青的底色与艳丽的图案形成鲜明对

些有效成分才容易顺利的浸出，所以蓝叶一般

比，充分体现了仫佬女子巧妙的心思、手艺、
智

在雨天或晴天的清晨采摘，蓝叶采回后，要立

慧（图 1）。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市韶山南路

即清洗和浸泡，不能被阳光暴晒。一般在采收

南端民族文化广场内的凯里民族博物馆，展示

回去的路上，顺便在河溪边清洗泥垢，去除枯

着仫佬族用蓝靛染布制作的服装（图 2）。本文

叶与杂草，
保留新鲜的蓝叶。因为只有干净的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复原实验，重新明晰仫佬族

蓝叶才能制作出纯净的靛泥，染出纯色的土

传统土布的蓝靛染色工艺技法和步骤。

才能
“青
布。染蓝需要多次复染才能达到深度，
胜于蓝”
。纤维的红中偏紫、
绿中发青的体现，
都离不开靛蓝与其他植物染料相互作用的结
果。在众多植物染色工艺的范畴中，蓝靛染色
工艺独特之处的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染色实验材料
染色实验准备材料：
图1
Fig.1

仫佬族博物馆展示的仫佬族头勒

The headscarves of the Mulao ethnic group

纯棉布 2m；
蓝叶 500g；
生石灰 65g；
薯莨水
500g；牛皮胶水 250g；米酒 500g；草木灰水
250g；
搅拌棒 1 只。

3 蓝靛泥制作的实验步骤
根据对蓝靛染工艺的研究，
现将制作蓝靛
的实验分解为以下步骤：
（1）制作蓝靛水：清洗 500g 蓝叶，因为只
有干净的蓝叶才能制作出无杂质的蓝靛泥，染
出土布的颜色更纯净
（图 3）。洗净后的蓝叶
必须马上放进染布容器
图 2 凯里民族博物馆展示的仫佬族服装

里，注满 6，
500g 清水浸

Fig.2 Mulao costume displayed at the Kaili National Museum

泡，清水与蓝叶的比例

1 蓝靛染色的工艺原理
靛蓝染色与其他植物染料染法不同在于

一般取 13:1，以高于蓝
叶表面 30～50cm 为宜。

图 3 清洗蓝靛叶
Fig.3 Cleaning indigo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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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水过多，蓝靛水的蓝色浓度低、染色较淡；

作的关键环节，生石灰与蓝靛水的比值取 1:

水过少，蓝靛水的蓝色浓度低，染色较深。为防

200 为最佳，
因此将 65g 生石灰放入容器中，加

止蓝叶漂浮在水面，影响浸泡效果，可在蓝叶

水 6，
400g,如果石灰过少，
制出靛蓝呈深蓝色，

上面放置一块干净的石头，为保持干净可在石

染布不易上色，染出的布料颜色较青。如果石

头外套上塑料袋，以防石头上的杂质融入蓝靛

灰过多，
制出的靛蓝呈灰淡色彩，
没有光泽，染

水中（图 4）。蓝叶浸泡的时间长短根据周围气

出的布料颜色不鲜艳，
优质的蓝靛呈深色略带

温而定，一般情况下，天气较热，温度达到 35℃

紫红，染出的布料蓝里透红，是上等的染色布

以上时，需浸泡 3 个昼夜左右；天气较凉爽，
温

料。石灰水制成后，
必须用纱布滤袋过滤掉其

度在 18~25℃之间，需浸泡 3~5 个昼夜；天气

中的残渣（图 7），这样以便制作出的靛泥更加

较冷时，需浸泡 7 个昼夜。笔者制作于 7 月末

细腻，
易于染色。

的夏季，气温较高，所以将蓝叶浸泡了 3 个昼

（3） 制作蓝靛：准备好之前制作的蓝靛

夜，蓝叶逐渐软化变色，触摸蓝叶与茎表面有

水，注意观察其色彩呈现靛青色（图 8），用木

滑腻感，搓动即可软烂，清水变成深蓝色时，

棍充分搅拌蓝靛水呈旋涡状，将石灰水倒进

表明蓝叶中的吲哚酚已经全部渗出，这时可

蓝靛水 中，两 种 青白 的 液体 中 和后 变 得浑

以捞起全部的蓝叶，靛青色的蓝靛水就制成

浊，继续 搅动，使石 灰水与蓝 靛水 的 有效 物

了（图 5）。

质充分融合并且发生化学反应，其中氢氧化

（2）制作石灰水：生石灰要选用当年烧制

钙、二氧化碳、焦谷氨酸、吲哚等发生反应会

的新灰，长期露天置放的陈石灰是不能用的，

产生碳酸钙沉淀。搅拌过程中会产生丰富的

因为它的有效成分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发生

蓝色泡沫 ，蓝色泡沫 上下浮动 ，逐渐 变 成白

反应（图 6）。生石灰含有氧化钙，遇水会变成熟

色，
蓝靛水也从蓝色变成黄绿色（图 9），
又变回

石灰，生成氢氧化钙。石灰水的浓度是靛蓝制

蓝色。直到气泡消失，
混合的液体变成了纯蓝

图 4 清水浸泡图
Fig.4 Water immersion

图7
Fig.7

图5

捞出蓝叶

Fig.5 Pulling out blue leaves

加水 6,400g 搅拌均匀的石灰水

Adding 6,400 g of lime water to stir well

Fig.6

图 8 靛青色蓝靛水图
Fig.8

Indigo blue water

图 6 准备 65g 石灰粉放入容器中

Prepare 65g of lime powder to be placed in a container

图 9 加石灰水搅拌变成蓝绿色
Fig. 9 Adding lime water and stirring
to turn blue-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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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图 10）。将搅

子不溶于水，棉布又属于亲水材料，这就意味

拌后的液体放置

着蓝靛无法浸透到棉布的纤维中去，不能上

1 ~2 个昼夜进行

色。因此，需要一种“催化剂”
，可以选用碱（草

沉淀，直到泥水

木灰）进行发酵来催化。所以需要碱水，
也就是

分离，将上层的

草木灰水，是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属于不可

清水舀掉，留下

溶物质，质地轻呈碱性，它作用是给染液提供

沉底的蓝色沉淀

碱性环境，
同时还可以防止染色时掉色脱靛。

物——
—蓝靛。

（3）制作蓝靛水：
首先，
将制好的蓝靛泥与

经过一系列

要选用度数高的
米酒融合搅拌成偏稀的靛泥，

工艺制作获得的

纯米酒，
蓝靛泥与米酒的比例为 1:1，
其作用是

蓝靛，它是一种不溶于水的钙盐化合物，这种

为加快后续碱水与蓝靛泥的发生化学反应（图

物体在自然光的照射下产生柔和幽蓝的光泽

11~12）。然后，
将搅拌后的稀靛泥与碱水融合，

效果，被仫佬族人视为珍稀之物，不仅拿到集

继续搅拌，使蓝靛泥与碱水充分融合，碱水中

市上售卖，还可当做馈赠亲友的礼品。

的钾离子能足够置换掉蓝靛泥中的钙离子，变

4 染色实验步骤：

成灰蓝略带黄色的均匀液体，液体的 PH 参考

图 10 再次变回蓝色
Fig.10

Turning blue again

因
（1）练布：染布之前要对布料进行清洗，

值为 9~11 之间最佳（图 13）。这种液体是蓝靛

为纯棉布料纤维不仅含有天然杂质，还有胶

，用手接触一下
溶于水的隐形色，称为“靛白”

质、蜡质、浆料，以及在纺织过程中会沾染人为

染液，
如果感觉发粘，蓝靛水就制作而成了，仫

的油脂、汗渍等，这些都会影响染色过程中布

佬人还会在染液中添加艾草液，
这样不仅可以

料对蓝靛的吸附能力，需要浸泡、清洗等方法

辟邪，
夏天还可以驱蚊。
（4）染布：
将制作好的蓝靛水直接进行染

去除，也成为“练布”。传统仫佬人练布要经过
泡水、揉搓、捶打、蒸煮、日晒、清洗等步骤，这

布，
让
“靛白”
充分渗透到棉布纤维中去（图 14），

样也可以使土布更柔软、
干净、洁白。由于条件

棉布与染液的比值为 50:1（染液的密度当作 1

限制，笔者在市场购买批量生产的纯棉布料，

来处理）。30 分钟左右捞起棉布，
让“靛白”
充分

而非手工自制的纯棉土布，相对来说较柔软，

氧化成靛蓝，这时会发现棉布先呈现绿色，又

杂质较少，因此清洗时只经过泡水、揉搓、
日晒

逐渐变为浅蓝（图 15，
见下页）。这种神奇的色

过程。

彩变化在仫佬人看来是神灵魔法，
对这种染色

（2）
“催化剂”：由于蓝靛泥其中含有钙离

图 11 蓝靛泥成品
Fig.11 Indigo mud product

图 12 蓝靛泥与米酒混合
Fig.12

Mixing indigo mud

with rice wine

工艺产生敬畏之心。待布料上的水充分蒸发，

图 13
Fig.13

蓝靛泥与碱水混合
Mixing indigo mud with
alkaline water

图 14 将棉布放入蓝靛水中
进行染布
Fig.14 Putting cotton cloth
into indigo water for
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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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棉布呈现绿色
Fig.15

Cotton cloth appearing

图 16 晾晒
Fig.16

green

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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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过莨”将蓝靛染色后的棉布浸泡入薯莨水中
——
Fig.17 “Soak in dioscorea cirrhosa water”—soaking
the cotton cloth dyed with indigo in dioscorea
cirrhosa water

用石磙滚化，或者用木棒敲打，这样蓝靛会更

满牛胶后，
摊开放在平地上晾干（图 18）。最后，

有力的附着在棉布纤维上，制作出来的棉布富

，传统
将棉布进行滚压或捶打，也称为“辗滚”

有光泽，经久耐用。将敲打后的面料再次投入

仫佬人通常用踩布石反复辗滚后的布面。经过

蓝靛水中，捞起晾晒，经过反复染晒、敲打 3~5

数次滚压、
捶打，
棉布的纱线变得扁平，先前竖

次，附着在棉布纤维上的蓝靛逐渐增多，颜色

起的绒毛被平伏，
当布面平滑细腻、自带光泽，

也逐渐加深。晒染的次数越多，染出的棉布颜

方为成品（图 19）。

色越深，如果晒染达到 5 次以上，其制作出的
棉布呈深至墨蓝色（图 16）。经过多次晾晒的布
使布
料，最后还要放进清水里漂洗，冲掉残渣，
料的颜色稳固，不易脱色，也称为“定色”
，冲洗
染布就完成了。
过的棉布再次晾晒，
（5）变色亮布：染色后的棉布虽呈现清湛
的蔚蓝色，但缺乏光泽度，色彩单一无变化，
仫
佬人逢年过节喜欢穿靓丽的盛装，这种服装的
布料蓝里透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这

图 18 蓝靛布
“过胶”
Fig.18

ingelatin”

就需要在染布之后在布里融入各种各样“变色
致亮”的元素—薯莨水与牛胶水。薯莨水呈铁

Indigo cloth“soak

图 19 捶打后的蓝靛布成品
Fig.19 Finished indigo cloth

5 结语

锈红色，
薯莨表面棕黑色，内部红色，干后铁锈

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仫佬族土布蓝

色。它是用薯莨煮出来的水，
将薯莨的洗净、
切

靛染工艺是中国独有的传统工艺，传承了仫佬

片、打碎后，
充分融入清水中煮制而成的。牛胶

族的精神与情感，也是仫佬族聪明才智的见

水则是用水牛或黄牛的皮加上清水，在火力小

证，
但是仫佬族传统土布的蓝靛染工艺正在面

而缓的温火中煮制而成的，成金黄透明色。首

临濒临失传的危险，因为它的工艺、技术存在

先，将染色棉布放入薯莨水中，浸泡 30 分钟

着不足之处。通过理论与实践研究，
对蓝靛染

后，在放在地上晾干，反复用薯莨水浸晾 3 次

工艺进行模拟复原，
发现蓝靛染工艺的存在五

以上，这个过程也称“过莨”，是为了让布料呈

点问题：
①从生产角度来看，
蓝靛染工艺有产量

青蓝带紫红色（图 17）。然后，再用牛胶水过面，

低、
污染环境等缺点。笔者认为在种植蓝叶上

俗称“过胶”，
也就是在棉布表面均匀浸抹牛胶

可以通过选育、杂交等方式，培育一些含靛量

水，使染色胶结黏固，布质硬挺，待棉布表面涂

温室等方式实
高的品种，
通过改良土壤、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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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约化来提高产量。在蓝靛染布的工艺加工
过程上，可以建设污水处理厂解决染布过程中
的污染物。②从技法角度来看，蓝靛染布工艺
的做法比较复杂，
“靛染工艺”流程费时费力，
整个过程都是力气活，年轻人不愿从事这个行
业。笔者认为，在整个染布制作工艺流程不变
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现代科技与机械技术，
制
作一些机器来代替人做费事费力的力气活，
进
行工厂化生产，实现提取靛蓝、染布过程机械
化，以便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③从穿着角度
来看，蓝靛染布过程中虽然有加固色的辅助
物，但穿久了会有轻微脱色的缺憾。笔者认为
可以从天然植物中选出若干种强化固剂，使各
种主、辅助物质能够牢固地附着在布料纤维上。
④从时尚角度来看，现代人们追求五彩缤纷的
服饰，
穿带趋向时尚化，
靛染工艺的色彩单一性
限制了其发展，蓝靛染色工艺制作的仫佬族服
装，只有在节日盛会及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仫
佬人身着的上才能见到。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天
然的方式解决蓝靛染布色彩单一的问题，其他
颜色的天然染料都可以在植物界找到，在蓝靛
染色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其他色彩的植物染料，
来丰富靛染工艺的色谱范围与色彩搭配。⑤从
文化保护与传承角度来看，仫佬族土布的蓝靛
染工艺需要创新，
要与时俱进，吸收其他民族的
比如
先进工艺，
在现有工艺的基础上丰富内容，
开发新的植物固化剂、
增加产品类型等。蓝靛染
可以通过引入旅游、
工艺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选拔并资助传承人、文字广告宣传片等方式有
效地保护和传承蓝靛染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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