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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水族马尾绣艺术特征及应用探析
王卫静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州 510630）
摘

要院[研究内容]文章以贵州水族马尾绣为研究点，分析其历史起源、
材质、制作过程，
工艺特色、图

案题材以及艺术特点，
进而探索可借以发挥设计的图案题材，
进而提炼，结合独立纹样、二方连续、四
方连续等图案形式进行再创作，
并将改良设计后的图案应用于系列文创作品和服装的设计中，
同时将
传统工艺与现代产品相结合，
研发出具有黔南州特色又具备现代工业气息的艺术产品。[研究意义]通
以期更好的传播贵州传统工艺，
过对水族马尾绣的艺术研究和设计应用探索，
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得到
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发展，
也为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一些新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院马尾绣；
艺术符号；
图案提取；
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4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19）05-0059-05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Province
WANG Wei-jing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Gu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orsetail embroidery in Guizhou and analyzes its origin, material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design themes that can be used in a seri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works and combines traditional techniques with modern products to produce artistic produc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Guizhou and modern industrial fea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ethnic group in order to better sprea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artistic design.

Key words: horsetail embroidery;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 techniques; design application

在贵州水族地区，流行着一种历史悠久的

绣、
平绣、
空心绣、挑绣、结线绣及螺形绣等，针

民间艺术——
—马尾绣，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法有马尾绣、
平绣、十字、打籽、
乱针刺。其中，

础、多样的艺术形式。水族人们对生活的感受

马尾绣是很独特的一种绣法，其工艺精湛，立

和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都体现在刺绣作品

体感、艺术感极强，是最古老且独具特色的远

上。这里的刺绣技法很多，常用的工艺有马尾

近闻名的一种刺绣。马尾绣是水族妇女世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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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承的代表性工艺，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

成，凭自己的生活积累及艺术修养，不需要剪

品古色古香、华美精致、结实耐用，但其制作过

纸图案做底样。先将两三根马尾毛合股，再用

程却繁琐复杂。马尾绣是一门传承了上千年的

比马尾毛还细的白色丝线缠绕成“马尾线”
，然

技艺，是水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有刺绣“活化

后用彩色马尾线在背孩带上镶拼成几何图案

石”
美誉。2006 年5 月，
贵州省水族马尾绣经国

和图案骨架，
这一过程是刺绣者凭着自己的想

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象完成的。图案主要是牛角花、回纹、水车纹、

产名录。马尾绣是研究水族的珍贵艺术资料，

鱼骨纹、
花椒纹、
斜纹，
再用针穿白线将图案固

透过马尾绣可以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图腾

定。最后用结线绣和螺线绣将图案骨架填满，

崇拜及民族文化。本文以贵州水族马尾绣为研

谓之“补花”
，再缀上“金线”闪亮发光，于是构

究点，通过对各方面资料搜集，探寻其对当地

成一幅结构完整、色彩鲜明、
缜密精致、形象生

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带来的作用。通过分析其

动、
豪华富贵的美丽画面。其中，
黑、红、黄、白

起源、工艺特点、制作过程、艺术特征、应用价

几种颜色对比，形成层次分明的视觉效果。背

值，进而探索可以借以发挥的图案题材，经过

孩带美观、结实、
耐用，
是母亲给女儿准备的最

艺术创编，再次升华，以此展开系列文创作品

好嫁妆。

和服装的设计，把零碎的传统技艺与人文风情

马尾绣绣花鞋是一种翘尖布鞋。制作方法

结合起来，形成特色艺术成果。使得产品既有

是在鞋帮上先用彩色丝线刺绣成底色图案，再

民族风格，又有艺术特色，以期通过产品的流

采用马尾绣，用丝线缠马尾，在鞋帮上卷曲成

通能够更好的传播马尾绣传统文化。

各种几何形图案拼镶，
然后在边缘镶补。其工

1 水族马尾绣的艺术特征

艺十分复杂，
但立体感强，
精美别致。所以水族

水族马尾绣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艺术
载体、
制作工艺、纹样题材三个方面。
1.1 水族马尾绣的艺术载体

妇女多在庄重场合时才穿。
1.2 水族马尾绣的繁复工艺
制作的绣品
马尾绣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

，尤
水族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有“马尾绣”

抽象、
夸张。马尾绣虽
具有浮雕感，
造型概括、

其妇女背小孩用的背孩带，穿的绣花鞋，还有

历经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但其造型的理念和程

女性的围腰和胸牌、童帽、荷包和刀鞘护套等。

式化的符号基本没有变化。

这些充分体现了马尾绣的艺术价值，体现了浓

马尾绣的制作过程非常繁杂，共六步：①

郁、独特的民族风格，展现了水族妇女娴熟的

制作马尾线。取马尾 3~4 根做芯，手工将白色

刺绣技艺。

丝线紧密地缠绕在马尾上，预制绣花线；②固

往
马尾绣背孩带是艺术载体的典型代表，

定框架图案。将这种白丝马尾芯的绣线盘绣于

往要经过 52 道工序才能完成，主要包括三部

传统刺绣或剪纸纹样绘画纹样的轮廓上；③

分，上半部为主体图案，由 20 多块大小不同的

。用 7 根彩色丝线编制成扁形彩线，填
“填心”

马尾绣片组成，周围边框在彩色缎料底子上用

绣在盘绣花纹的轮廓中间部位；④镶边。按照

大红或墨绿色丝线平绣出几何图案，而在上部

通常的平绣、
挑花、乱针、
跳针等刺绣工艺绣出

两侧为马尾绣背带手，下半部为背带尾，有精

其余部分。⑤订
“金钱”
。在绣品上订上小铜片以

美的马尾绣图案与主体部位相呼应。整体来

增加绣品亮度；
⑥装订。由于马尾绣制作工序繁

看，是一块“T”形的布面“帘子”
，上面绣有精美

琐细致，
并且每一步都是纯手工制作，
为了方便

马尾绣图案。上端两边有带子，
“帘子”可包住

操作，人们将绣品分解成若干小片，待每一片

婴幼儿。背孩带绣花图案特点是只凭经验完

都完工后，再用针线将它们按次序订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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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工序完工后，一件完整的马尾绣工艺品就

传很早以前, 天上有九个太阳, 晒得树枯河

做成了。

干,一位勤劳的水族妇女背着孩子去找水,火

1.3 水族马尾绣的纹样题材

辣辣的太阳晒得母子俩几近晕死。这时,飞来

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艺术传统的艺术符

一只蝴蝶,在母子头顶展翅遮住了太阳,母子

号, 融自然、图腾和生殖崇拜于一体, 表达了

俩因此得救。从此,水族人民便在背带上绣上

先民们祈祷幸福的良好愿望, 以及追求美的质

蝴蝶图案,象征着平安、吉祥。这个传说与水

朴情感。水族是一个典型的性温意善情深的民

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寄予了当地居民对

族, 处处以质朴、
和善为美。因此, 水族文化中

自然的尊重之情、对生活的热爱之意,具有浓

蕴含的审美心理思想, 倾向于在对征。水族妇

烈的少数民族地方色彩。

女们对自然和生活中的各类事物有着敏锐的观

蝙蝠是水族马尾绣绣品上常用图腾，所谓

察力和审美力，
在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过程中，
她

蝙蝠“福”
，代表着福气满满，体现了水族人民

们将自然万物和民俗风情经过想象再加工后，

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及向往。

将其反映在马尾绣工艺上，绣品上的花鸟鱼虫
造型别致，
颇具民族韵味和艺术效果。

龙凤也是元素之一，但是水族先前的团纹
样，
龙凤较少，
后面近代，
因为龙凤在中国传统

马尾绣的刺绣图案有着固定的框架和模

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吉祥的象征，又是

式，整体效果古朴、抽象、典雅。水族人最主要

幸运与成功的标志。所以水族人才开始在绣品

崇拜的动物是鱼，不论是端节的祭祖祭品鱼包

纹样上绘制龙凤，也代表着水族人民对美好幸

韭菜还是绣品上的龙鱼图案，随处可见鱼的影

福生活的憧憬。

子，水族认为鱼是祖先的影子，是人类的教命

花、草、鸟、闪电也为必不可少的元素，作

者。鱼和水族的祖先、神灵都构成了不可分割

为陪衬小元素出现于绣品当中，植物一般是葫

的统一体。在水族人眼里，如果失去鱼，
就失去

芦、
桃花等花，
暗示水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

水族人将鱼作为图
了祖先、
神灵的庇护。因此，

敬畏和对平安、
吉祥、幸福生活的热切渴望，表

认为
腾物，视之为水族的亲属、祖先和保护神，

达出水族人民对多子多孙的向往，都是艺术形

鱼具有超自然的生命力，给水族人民的生存带

式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内涵。

来希望。水族人的生产和生活也因为有了鱼图
如
腾而显的神圣，显示出整个民族的生命力，
图 1。

铜币及铜饰被水族人民认为是驱邪避凶
的吉物，
有保佑平安的寓意。
衣服或装饰绣品上，
也会应用水族文字，
体
都表
现水族特有的文字文化。不论水书还汉字，
如图 2。
达了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图1
Fig.1

贵州水族马尾绣上的鱼纹

Patter fish on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Province

蝴蝶也是水族马尾绣绣品上经常使用的
图案元素，蝴蝶图案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

图 2 衣服上的水书
Fig.2

Characters of Shui notionality on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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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绣的主色调随着时代变迁，也发生
了变化。以背带的主色调为例，由解放前的主
黄色变为解放后的主红。这与封建社会以黄
色为高贵，而如今人们以红色为吉利的观念
相关。

2 水族马尾绣艺术应用探索

图4

马尾绣图案精美，绣法巧妙。其中的马尾

Fig.4

Tea bag and cuppad series with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Province

绣服装成为了女子们参与节日活动的盛装；
马尾绣钱包、香包等则成为馈赠亲友、家居装

水族马尾绣茶包和杯垫系列

2.2 应用设计的服装系列

饰、收藏研究的佳品。通过分析水族马尾绣艺

对于复杂的图案，可以打散提取，根据提

术特征，符号归纳，进而提炼设计一些独具特

取的图案特点，结合服装设计，直接作为单独

色的图案，并将其以一定的文创产品形式呈

如图 5，
纹样作为装饰图案，
或者设计成二方连

现出来。

续图案，
应用门襟、
衣袖等适当部位，
如图 6。以

2.1 应用设计的文创产品

水族马尾绣为灵感进行的系列服装和文创用

马尾绣图案形式多使用一些单独纹样和

品设计系列，
面料可采用贵州传统蜡染蓝靛色

适合纹样，
如图 3。对于简单的图案，可以直接

棉质或牛仔面料，配以水族马尾绣精美工艺图

研发设计一些日常小用品，为设计增添一份地

案，
简单实用又不失民族特色。马尾绣积淀着

域特色和古老的艺术魅力，笔者尝试设计了几

水族的宗教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文化符号, 是

如图 4。
个小的文创作品，

图5
图 3 马尾绣常见的图案形式
Fig.3

Common Patterns of Horsetail Embroidery

Fig.5

水族马尾绣单独纹样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 Patterns with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Province

图 6 水族马尾绣二方连续图案在门襟的应用
Fig.6

The Application of Two -way Continuous Patterns in the Gate with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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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造型艺术, 在质材选择、艺术造型、色彩
搭配、意向符号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其背后
蕴含着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 值得当代艺术
界们借鉴和运用。

3 结语
马尾绣是贵州水族地区现存的最古老而
又最具有生命力的原始艺术之一，是研究水族
民风、民俗、图腾崇拜及民族文化的珍贵艺术
资料，具有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水族马尾绣
图案精美、色彩丰富、技法精湛,具有独特的艺
术风格, 展现了贵州水族人民的思想观念、文
化习俗、
审美理想。当代设计师应分析马尾绣
的设计思想、技术、文化和审美，深入探究马尾
绣的设计智慧。水族马尾绣一定要切合时代的
要求，结合市场经济特点，利用网络信息和高
科技技术使其更贴近时代的脉搏，走出一条有
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探寻马尾绣与当代生产
生活的衔接点, 激发马尾绣艺术内在的动力
和创造活力, 融入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建构,
才能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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