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21

贵州苗族辫绣之辨
赵红艳，
叶洪光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辫绣是贵州黔东南地区苗绣技艺中的特殊绣法，因其在成品效果上与绉绣、绞籽

绣、
双针锁绣十分相似，
常被混为一谈。[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
田野调查法和对比研究法，从制作
工艺和艺术风格上将辫绣与绉绣、
绞籽绣、双针锁绣三者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
①辫绣和绉绣、绞籽绣在风格上均呈现出粗犷、古朴、浑厚的艺术面貌，这是由于其工艺具有共同之
处，
即针法一致，
且都需打辫子、
盘带。但辫绣是将带子平盘，
绉绣还需起褶，
绞籽绣则是要将带子翻转
拧结成突起的圆圈状；
②辫绣与双针锁绣在风格上都呈现出强烈的抽象性和立体感，
但在针法上则全
双针锁绣双针运行、以线盘绕。
然不同，
辫绣以带盘绕、
单针固定，
关键词院辫绣；
纹样；
风格
苗绣；
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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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iao Braid Stitch in Guizhou
ZHAO Hong-yan,YE Hong-guang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Braid stitch is a special technique in the Miao embroidery i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It is often confused with wrinkling stitch, wring stitch and double needle stitch because they're similar.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aid stitch, wrinkling stitch, wring stitch and double needle stitch in terms of their techniques
and styles. It concludes that braid stitch, wrinkling stitch and wring stitch present the same artistic style of
straightforwardness,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power because their techniques have much in common. But
what differs is that braid stitch just puts belts into flat loops, wrinkling stitch needs to make pleats and

wring stitch needs to twist the belt into a raised circle. Both braid stitch and double needle stitch present
strong abstractness and three -dimensional sense in style, but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stitching.

Braid stitch is coiled with tapes, fixed with a single needle, while double needle stitch runs with double
needles and coils with th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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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绣是先将彩线编织成带，再根据图案轮

币、螺丝等重

廓盘绕于剪纸上，最后用同色彩线固定在绣布

物，避免丝线

上的一种特殊绣法。在苗绣这一少数民族绣种

缠绕打结。编

中，辫绣属于代表性绣法之一，主要流传于贵

辫条的凳子

州黔东南州的雷山、台江和西江等地。不同于

高约 50cm，凳

平绣、破线绣等苗绣绣法一针一线所形成的细

脚宽约 25cm，

腻效果，辫绣独具粗犷、古朴之感，有着浓烈的

做得相当精

艺术表现力。然而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
掌

致（图 1）。丝

握辫绣技艺的传承人年龄普遍较高，年轻人对

线编织的方法如图 2 所示。编好带子后，辫绣

这一耗时、费力的技艺缺乏兴趣，传统的辫绣

与绉绣、
绞籽绣均需根据纹样轮廓的要求将带

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目前关于苗族辫绣

子由外至内地盘绕盖在粘有剪纸纹样的绣布

的研究和报道并不多见，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

上，直到完成整个绣面。但这三种绣法的盘

主要是在对苗绣大类的研究中，谈及到辫绣的

绕方式有别：辫绣只需将编带平盘（图 3），而

工艺，并加以对其技艺效果的简述，例如钟涛

绉绣在盘绕的同时，需绣娘用指甲尖推挤丝

的《苗绣苗锦》[1]、李彦的《台江县苗族刺绣文化

带形成褶皱，然后依纹样皱缩弯曲（图 4）。绞

探析》 等，缺乏对于辫绣的专门性研究。此外

籽绣则是要将辫带翻转拧结成突起的圆圈状

绞
还有部分研究和报道中甚至将辫绣与绉绣、

（图 5，
见下页），
因此当地苗族人也称之为扭绞

籽绣等技艺混为一谈，使得辫绣的生存与发展

辫绣较之绉绣、
绞籽
绣。从工艺的繁复程度看，

更为艰难。因而，笔者考虑到对辫绣技艺的辨

绣要简易些，但依旧费时费工，制作一对衣袖

析是保护和传承苗绣这一民族民间手工技艺

花需要 3 个月的时间。

[2]

图1

打辫子（照片由杨正文教授提供）
Fig.1 Braid band

的当务之急，认为可通过和在成品效果上与之
助
相似的绉绣、绞籽绣、双针锁绣的对比研究，
力于这一特殊绣法的甄别和保护。

1 辫绣与绉绣、
绞籽绣的比较
刺绣技艺分为针法、绣法与绣种三个层
次：针法指的是用针的基本方法，包括其穿绕
形式和结果，但与绣地和绣材无关。绣法是有

图 2 丝线编织方法图示（笔者绘制）
Fig.2

Illustration of silk thread weaving method

选择的组合运用一定的针法，搭配绣地或绣材
形成的刺绣方法和结果。绣种是一定的针法和
绣法的组合,并结合刺绣的题材、图案构成、配
色、
用途等其他要素组成的一种刺绣风格[3]。辫
绣、绉绣、绞籽绣都属于黔东南地区苗绣的代

图3

辫绣针法图示（笔者绘制）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braid stitch

表性绣法，在刺绣工艺上都需要剪纸纹样、辫
带等材料，但在针法上基本相同。
制作辫带的过程被称为打辫子，指的是用
8 根细线（也有用 9 根、
11 根或 13 根的）辫成
3mm 左右宽的带子[4]。苗家绣娘们一般采用手
工编带，将多股线固定于卷轴上，末端坠以古

图 4 绉绣针法图示（笔者绘制）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wrinkling st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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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绞籽绣针法图示（笔者绘制）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wring stitch

由于工艺存在差别，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也

图 8 绞籽绣（笔者拍摄）
Fig.8 Wring stitch

就有所不同。辫绣是将编带平盘于绣布之上，
形成长长的、
具有运动感和延伸感的曲线条[5]，

例如图 9 所示的“双龙抢宝”纹，长 22cm，宽

相聚于平整、圆润、饱满的绣面，多用以表现

十分粗犷古
8cm 的绣面上，
三种绣法搭配使用，

鱼、龙、蝴蝶、
花卉等主题纹样（图 6）。绉绣由于

朴，
极具抽象性。

需要起褶，编带产生交替起伏和隐匿的以编带
宽度为单位的短线，相聚成凹凸不平、富有肌
理感的绣面，主题纹样多为龙纹和七环套花纹
样 （图 7）。绞籽绣因其盘钉时需要翻转拧成
“籽”状，因而形成了类似于苗族打籽绣的点状
形态，点相聚成手感粗糙如沙砾，但看上去又
十分细腻精致的一幅幅绣面，多用以表现蝴
蝶、花卉纹样（图 8）。该技法因工艺繁复少有人
掌握，现今已近失传。三种绣法也可搭配使用，

图 9 “双龙抢宝”纹（笔者收藏）
Fig.9 ‘Shuang Long Qiang Bao’pattern

2 辫绣与双针锁绣的比较
双针锁绣属于古老的锁绣绣法中一种，也
有学者称之为扣绣[6]、双线重叠绣 [7]或挽绣 [8]，
广泛流传于贵州省雷山、
台江台拱地区。从成
是最易与辫绣混淆
品效果看与辫绣极为相似，
的绣法。
双针锁绣的名称显示了其针法特点，即双
针绣制（图 10）。在刺绣时先将丝线一分为二，
一线较粗作为扣线只在绣面上盘绕，另一线较
细作为定线，用于穿扣扎紧，两根针和两股线

辫绣（笔者拍摄）

一起完成一针，并交替运行。最后形成的一环

Braid stitch

扣一环的带状效果，
与辫绣中的“辫子”看上去

图7

绉绣（笔者拍摄）

图 10 双针锁绣针法图示(笔者绘制)

Fig.7

Wrinkling stitch

图6

Fig.6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double needle st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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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相似，但双针锁绣双针运行和以线盘绕的

甄别和保护、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现代服

方式与辫绣单针、以带盘绕在工艺上具有本质

装服饰品设计中刺绣装饰手法的应用具有指

的差别。

导价值。

双针锁绣既可装饰勾边，又可作为刺绣主
体使用，
后者在贵州苗绣中更为常见, 常用作

参考文献：

绣上衣、
婴儿背带、
围裙。但因双针锁绣以丝线

[1]钟涛.苗绣苗锦[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5-6.

入绣费时费力，故在绣制一些较大面积的纹样
时，不会像辫绣那样密集地铺满绣面，而是会
留有空隙，以环状的形态进行相互搭配。双针
锁绣其锯齿形规律排列的线迹富有起伏变化，
但较之辫绣要细腻些，多以表现龙（图 11）、
鸟、
花卉等纹样，造型生动，富有趣味。

ZHONG Tao. Miao Embroidery and Miao Brocade [M].Guizhou:
Guizhou Renmin Press,2003：
5-6.

[2]李彦.台江县苗族刺绣文化探析[D]. 贵州民族大学, 2012.

LI Yan.Analysis of Miao Embroidery Culture in Taijiang County
[D].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2012.

—中国刺绣技法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3]赵丰.针法、绣法、绣种——

[A]. 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
251-258.

ZHAO Feng.Stitch,embroidery method and types: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Chinese embroidery techniques [A].Symposium on

Works of the Gu’s Embroidery[C].Shanghai: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ress,2010：251-258.

[4]吴平，杨竑.贵州苗族刺绣文化内涵及技艺初探[J]. 贵州民族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118-124.

WU Ping,YANG Hong.O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echniques of

Guizhou Miao people’
s embroidery [J].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图 11 双针锁绣(图片来源于民族服饰博
物馆)
Fig.11

Double needle stitch

3 结语
辫绣与绉绣、绞籽绣、双针锁绣虽在工艺
或成品效果上具有相似性，但归根结底属于不
同的绣法，必然存在差异性。辫绣和绉绣、
绞籽
绣在针法上没有区别，在工艺上都需打辫子以
及盘带，但盘绕方式存在明显区别，从而以长
线、短线、点为单位元素塑造出不同的肌理效
果。辫绣与双针锁绣在针法上则全然不同，辫
绣以单针、以带盘绕，双针锁绣双针运行、以线
盘绕，终因其线性肌理形成的层层带状使得三
者看上去十分相似。但视觉的判断是感性的行
为，对苗绣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则需要理性
的分析。在丰富多样的苗绣大类中，对不同绣
法间的异同的把握，是确保苗绣文化多样性和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2006(3)：118-124.

[5] 丰蔚. 传统苗绣工艺的现代应用性探析 [J]. 艺术评论, 2010
(12)：
86-90.

FENG Wei. Modern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iao embroidery
technology[J].Arts Criticism, 2010(12)：
86-90.

[6] 丰蔚, 李友友. 贵州少数民族锁绣工艺应用探究 [J]. 丝绸,
2011(8)：
38-40、
44.

FENG Wei,LI You -you.Chain stitch applicability of Guizhou
national minority[J].Silk, 2011(8)：38-40、44.

[7]鸟丸知子. 一针一线:贵州苗族服饰手工艺[M]. 蒋玉秋，译.上
海：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46-47.

TOMOKO Torimaru.One Needle, One Thread: Guizhou Miao

（Hmong）Embroidery and Fabric Piece Work from Guizhou in

China[M].Translated by JIANG Yu-qiu.Shanghai: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2011：
46-47.

[8]曾宪阳, 曾丽, 邹蓝. 苗绣:一本关于苗绣收藏与鉴赏的书[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52.

ZENG Xian -yang, ZENG Li, ZOU Lan. Ethnic Miao Embroi原

dery -The zeng’
s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M]. Guizhou:
Guizhou Renmin Press, 2009：52.

丰富性的基础。一方面对辫绣与绉绣、绞籽绣、
双针锁绣的对比分析，有利于苗绣非遗项目的

李强）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