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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之比较研究
张

叶洪光
媛，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苗族挑花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艺术魅力，但是在保护与传承方面面临着难题。[研究
方法]文章以春海苗族挑花馆藏品和章长干的《苗族数纱》图版部分中的泸溪苗族挑花作品以及顾伟伟所提供的花溪苗
族挑花作品为研究依据，结合田野考察、文献查阅、图案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文字描述和图表展示的方式系统地整理两
对其进行归纳和分析。[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泸溪苗族挑花与
地苗族挑花的图案类别、
构成形式、针法种类及色彩，
其挑花题材多吉祥寓意纹样而花溪保持
花溪苗族挑花二者同属苗族，因二者地缘差异。泸溪受到楚汉遗风文化的影响，
“十”
字纹的几何构成；
前者喜用色彩对比和明度对比，
着的原生文化色彩；构成形式前者花套花的圆形团花构成，后者
后者擅用明度对比和色彩点缀；
前者针法单一严谨且具有格律，后者针法丰富灵活多变。对两个地域的苗族挑花的艺术
特征差异分析，
总结出二者的异同，具有传承意义，
为今后苗族挑花艺术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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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Luxi Miao’s cross-stitch and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ZHANG Yuan，
YE Hong-guang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A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 Heritage of China，Miao's cross-stitch has unique artistic charm, but this art is now
facing inheritance difficulties. Taking Luxi Miao's Cross-Stitch works in Chunhai Miao's Cross-Stitch Musseum and the book
of Miao's Cross -Stitch and the pictures of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provided by Gu Weiwei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review,analysing research and describing and charting pattern and form，needle and col原
or。It concludes that the both of Miao's Cross-Stitch belong to Miao nationality，Due to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the ex原
ternal cause of the culture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features different，
Luxi Miao's Cross-Stitch has mostly auspicious patterns,
circle form and contrast color，needle single and strict，Huaxi Miao's Cross-Stitch still keep the authentic culture, prefer in原
tersperse color and black in contrast with white，
rich needle kinds.
Key words:Luxi；Huaxi; Miao's cross-stitch; comparative studies

泸溪苗族挑花与花溪苗族挑花同是我国少

前对于两个地域的苗族挑花的对比研究基本没

数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杰出代表，二者分别于

有，
大多数学者对苗族挑花的研究也只停留在对

2011 年湖南省泸溪县苗族挑花入选第三批国家

其艺术特征及其应用、工艺针法的研究[2-6]，这不

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324喻-25）和 2006

利于苗族挑花的地域个性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本

年第一批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文选取两个地域极具代表性的苗族挑花，对其艺

各具特色[1]。目
名录（321喻-22），
图案精致典雅，

术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能让我们更加清晰认识挑
花的多样性，
为苗族挑花今后的发展拓宽视野。

1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纹样题材的差异
1.1 题材内容的差异表现
2019-12-17；

2020-03-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FH0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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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泸溪苗族挑花作品中纹样题材的表征。
首先，
在泸溪苗族挑花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大量
诸如祈福，祈寿，祈祷富贵荣华、事业有成、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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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等一些在中国民间美术中较为常见的题材，

苗王印等。其中苗王印也被叫做苗掌印，为了纪

即吉祥寓意之题材，如“双凤朝阳”
“鲤鱼跃龙

念抵抗外族入侵时，牺牲的苗族先祖，是花溪苗

门”
“麒麟送子”
、
汉字纹“福禄寿喜”等主题的图

经常运用在当地苗族
族挑花中非常重要的纹样，

案内容十分常见。其次，泸溪县属于湘西武陵山
区，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
这里也是盘瓠文化发源地。盘

Tab.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attern between Luxi Miao’s Cross -Stitch and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瓠是湘西苗族的图腾先祖，所
以盘瓠文化在泸溪苗族挑花文

地域

分类

题材名称

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狗神花
吉祥
寓意

是泸溪地区较具有代表性的纹
样，一直流传至今。另外，因为
泸溪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自

图腾
崇拜

然风景也成为苗族挑花常用的
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多以写实
真，这些题材内容描绘记录当

代表图案

麒麟送子、双凤朝阳、
凤戏 牡丹、鲢 鱼 跃龙
门、双龙抢宝、长命 富
贵锁、迎亲图、双凤 朝
阳

传统
题材

然资源较为丰富，动植物与自

为主，图案十分生动，形象逼

背扇上 （表 1）。花溪苗族挑花具有追念祖先、纪

表 1 泸溪和花溪苗族挑花图案题材的比较

狗神花高腰围裙 蝴蝶福寿花高腰围裙

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景，表

日常
生活

达苗 乡 人 民 朴 素 乡 俗 的 情 感

建筑纹、骨牌花纹、长
命锁纹、龙舟纹 、文 字
人物纹
纹、九宫灯纹、

现实
题材

（2）花溪苗族挑花作品中

双龙戏珠

狗神花（盘瓠崇拜）、神
手茅箭花、蝴蝶花、枫
叶、阳球花

泸溪苗族
挑花

（表 1）。

凤穿牡丹

纹样题材的表征。花溪苗族挑

骨牌花

自然
风光

花纹样题材创作来源主要以自
然环境中的动植物为主，没有

寿桃花、茅箭花 、桐 子
花、牡丹花、梅花、菊
花、南瓜花、枫叶花、柿
子花、石榴花、蜜蜂花
虎纹
纹、狮子纹、鱼纹、

石榴花纹

九宫灯

荷花纹

吉祥图案和文字。花溪苗族当
地的植物花卉有大豆花、十字
传统
题材

花、鸡冠花、荞子花、刺梨花、浮

图腾
崇拜

苗王印

萍、野花、蕨 花、阳雀花、四瓣
苗王印

花、碎花、屋架花等，这些花卉
题材被当地苗族认为是寓意着
日常
生活

美好与幸福，是对美好事物的

银帽花
铜钱纹、阁楼、

追求，所以将好看的花卉图案
挑绣出来，装饰生活，愉悦心

花溪苗族
挑花

情。花溪苗族当地的动物纹样
题材主要有燕子纹、羊头纹、猪
蹄叉、
牛蹄叉、
水爬虫、狗牙瓣、
鱼骨花、猫爪纹、鸟纹、老鹰纹，
其中鱼骨花、牛蹄叉纹、羊头纹
是当 地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基 本 纹
样。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纹样，
如
雪花纹、太阳纹、阁楼、银帽花、

现实
题材
自然
风光

八角花、大豆花、梅花、
菊花、荷花、十字花、鸡
冠花、荞子花、麦穗花、
牡丹花、刺梨花、浮萍、
野花、蕨花、阳雀花、石
榴花、灯笼花、四瓣花、
碎花、屋架花；燕子纹、
螃蟹花、羊头纹、猪蹄
叉、牛蹄叉、水爬虫、狗
牙瓣、鱼骨花、蝴蝶纹、
猫爪纹、鸟纹、蛙纹、雪
花纹、太阳、田园、河塘
等

阁楼纹

银帽纹

蝴蝶纹

四羊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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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历史、表达爱情和美化自身的功能，其表现手

为主，在构成框架基础之上，在其空白处添加附

法多以抽象的几何图形呈现，纹样造型十分丰

加装饰纹样内容进行填充和丰富，一般呈现为上

富，
构图严谨均衡、
图案具有几何化、程式化的特

下、左右旋转对称式排列，形成的近似圆形的主

点。

体团花纹样，团花纹样外围再配上四个方向的角

1.2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差异的成因

隅纹样，
俗称“四菜一汤”
，
构图均衡饱满，有主次

造成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图案题材差

之分。团花图案追求的是一种意态的圆形饱满的

异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所致。泸溪

表现，无明显圆形轮廓线，而是在一种意念的圆

苗族地处湖南省西北部，而花溪苗族则居住在贵

形范围内填充适合纹样造型，圆满而充实，表达

州省贵阳市的南部，两地海拨和纬度有较大差

了一种古老的天圆地方、无始无终、相辅相成的

别，自然地形地貌也不一样，使两地动植物种类

圆通哲理。也有一些图案追求自然形的特征夸张

具有当地地形特色。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

化的自由纹样。

导致两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巨大差异。春秋战

花溪苗族挑花纹样变化丰富，其纹样结构多

国时期，泸溪是楚国的黔中郡，是楚、巴、黔的重

以
“十”
和
“X”
两种方向的十字形共同作为图案构

要通道，汉代时湘西设立郡县，由此可见楚汉文
化在此地碰撞与融合；其次，泸溪县邻近湖北汉

成的基本型（图 2），可以对主体“十”字纹本身进
行变异形成不同种类的
“十”
字纹，再以多个不同

区，在这种多元文化氛围浓郁的环境背景影响

“十”
字纹为中心放射、
轴心的
“十”字纹围绕主体

下，
使得泸溪苗族挑花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多

填充、
发散等方式进行有规律的逐层添加附加装

“龙”
“凤”主题、汉字、吉祥寓意挑花题材图案。

饰纹样，
且每一层纹样都不同。这种由中心向外

花溪地理环境比较特殊，以高原山地峡谷为主，

逐层扩张的方式使纹样由点变面，由小变大，组

位置偏僻闭塞阻止了其他民族的侵入，
使贵州这

合形成一个方形纹样，
再以这个单独纹样为基础

个地区的苗族聚落都维持了其传统文化的原始

继续进行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
直至铺满整个画

面貌，但是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当地苗族在生活

面，
花不到头，
看不到边际，
空白处填充其他植物

所以其挑花多以当
中能接触到动植物种类繁多，

花纹，
精致有序排列，
画面丰富饱满，具有鲜明节

地动植物为题材。

奏感和韵律感。还有一种边框造型方法，先构成

2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图案的构成

一个边框，再在边框内填充适合纹样，这种方法

差异
2.1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图案构成差异

限制了纹样的范围，
但是保证了图案的工整性。

的表现
泸溪苗族挑花中最常见的构成形式就是团
花纹样，
具有对称和圆形空间布局的特点。团花
纹样多以固定的“方格形”
“十字形”
“米字形”
“田字形”
等作为构成图案的框架（图 1），中间为
规整的几何形，
外轮廓主要以正方形、菱形、
圆形

图2
Fig.2

花溪苗族挑花图案构成示意图

Pattern structure of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2.2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图案构成差异
的成因
泸溪苗族挑花被称为古老文化的遗存和延
“十字
续，
是因为它的图文构成有远古文化气息。
纹”
“方格纹”
“米字纹”等这些纹样构成与半坡
遗址陶纹、马家窑文化马家厂型陶纹、庙底沟遗
图 1 泸溪苗族挑花图案构成示意图
Fig.1

Pattern structure of Luxi Miao's Cross-Stitch

址陶纹一脉相承，
十分相似。花溪苗族早期服饰
装饰以蜡染为主，蜡染纹样基本为几何纹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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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
“十字纹”
“井纹”
等组合，
重复构成。花溪苗

料技艺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色

族挑花作品多是以有蜡染图案的面料作为底布，

彩。本文收集了春海苗族挑花艺术馆和章长干所

再在上面加以挑花，
挑花会跟蜡染暗纹相协调和

著《苗族数纱》图版部分共计 413 件苗族挑花作

呼应，所以挑花在构成上也以几何构成为主，
这
样的挑花作品画面和谐，层次丰富。花溪苗族挑
花的图案构成是受到蜡染几何构成的影响，挑花
多为几何纹样。

3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色彩表现的

品，以及顾伟伟提供的 103 件花溪苗族挑花作
品，对单色和彩色挑花作品作了数量统计，并选
取了部分典型挑花图案，
对其色彩进行分析研究

（表 2耀表 3）。泸溪苗族挑花追求在图案色彩与底
布色彩之间形成强烈的明度对比关系，在用色上

差异
3.1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色彩差异的

有单色和彩色之分。泸溪苗族挑花作品大多以蓝

表现

布上用黑色棉线或丝线进行挑绣，形成了黑色的

审美观念和材
泸溪苗族挑花受到生活环境、

底白花、黑底白花或是白底黑花为主，白色家织
肌理装饰 ，或是在黑色或蓝色的底布上则用白

表 2 泸溪苗族挑花图案色彩特征标注
Tab.2

Labeling color of Luxi Miao's Cross-St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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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 3 花溪苗族挑花图案色彩特征标注
Tab.3

Labeling color of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线挑绣，形成白色的纹样，画面上明暗对比强烈

是对比色作为点缀，如用大红和粉色为主色调，

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
典雅之美感。后来随

则用绿色或蓝色等进行调和；如果是绿色为主色

着苗绣、苗锦的兴起，对挑花在用色方面产生了

调，
加以浅绿、
黄色、
红色、
粉色调和。由此可见，

一定的影响，一部分人开始用五彩线来装饰纹

泸溪苗族挑花艺人对比色搭配有一定经验，对其

样。泸溪苗族妇女极为喜欢用写实配色，红花配

色彩面积比例的较好把控和擅用邻近色、类似

绿叶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
这种红与绿强对比色

色、对比色进行调和，用黑色底布进行衬托鲜艳

搭配较难把握，
考验挑花手艺人对色彩的把控能

的块面色彩，营造出
“以淡衬浓”
“以黑衬花”的沉

少量同类色或
力，
红色以玫红居多，
以块面呈现，

稳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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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苗族挑花色彩也有单色与彩色之分，早

到二者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特点的影响，挑

期的花溪苗族挑花是在有蜡染花纹的布上进行

花开始出现彩色的，追求对比色搭配的醒目感，

挑绣，
是蜡染与挑花相结合的作品。后来逐渐发

在应用过程中形成独具挑花风格的色彩应用特

也形成独特的
展成为以单纯的挑花为主的装饰，

点。花溪当地苗族早期装饰纹样主要以藏青色的

风格。花溪苗族挑花的色彩搭配中经常可以看到

蜡染图案为主，后来发现挑花更加立体，色彩更

蜡染的痕迹，
尤其是一些较为传统的老花中更为

加丰富，表现力更强，就逐渐在蜡染作品当中融

明显。虽然现在基本也很难看到蜡染与挑花相结

入挑花元素，
先是以白色的线在深色底布上以线

合的作品，但是挑花色彩受到蜡染的影响较大，

勾勒几何形状，后来慢慢开始点缀少量，小面积

现在的挑花大多也都是以黑或深蓝色为底，用白

的的鲜艳色丰富图案，
直至现在也出现了以块面

丝线挑出图案大轮廓，然后再用橙色、黄色、
绿

鲜艳色装饰的挑花作品。

色、
玫红色等鲜艳的颜色以点状小面积填充或作

4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挑花针法技艺的差异

点缀，这就和蜡染成蓝底白花的效果一致，远看

4.1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针法技艺差

看其白色外形，
近看其中花纹其局部色彩会更加

异的表现

丰富些。整幅作品色彩深浅对比强烈，
图案突出，
细节色彩丰富耐看。随着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

针法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针法类别。目前学术界对两地苗族挑花

花溪苗族挑花现在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以大块色

针法及其归类还未达成共识，
传统泸溪苗族挑花

彩进行填充色彩艳丽的挑花作品。

针法主要分为十字针、
平针、
牵针 3 种基本针法，

3.2 泸溪苗族与花溪苗族的挑花色彩差异的
成因

但是笔者认为平针、
牵针这 2 类针法在单位针迹

形态上都是以短针为基础也可以归纳为同一类；

早期的泸溪苗族挑花色彩为单色，藏青底或

而花溪苗族针法种类丰富，
目前有学者将其分为

苗锦兴起，
受
黑底白花，
或白底黑花。后来苗绣、

交叉类、平行类、夹角类、附加针法 4 个类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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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标准定义不清，如平行类针

至逗花针作为挑绣整幅作品的主要针法时，基本

法、夹角类针法、附加针法这 3 个类别的针法都

是见不到十字针的痕迹。由此可见泸溪苗族挑花

在长
在非经纬交叉针法平针的基础上衍生针法，

以十字针作为主要针法，针法单一固定；花溪苗

度、倾斜方向、排列方式做了变化，造成其差异，

族挑花主要挑绣针法则变化多样，不仅以十字针

而这 3 类针法都是属于非经纬交

叉类针法，将它们单独分类略显
繁复和牵强。笔者将现有的针法
分类方法进行整合，重新按照经
纬纱线交叉针与非经纬纱线交叉
针两个大类将两地挑花针法进行
整理。整合之后的分类方法见图

图 3 泸溪和花溪苗族挑花针法分类图

3。泸溪苗族挑花针法经纬交叉针

Fig.3 Needle categories of Miao's Cross-Stitch
表 4 花溪苗族挑花针法统计

有十字针，非经纬交叉针法有平

Statistics on needle of Huaxi Miao's Cross-Stitch

Tab.4

针和牵针；花溪苗族挑花经纬交
叉针法有十字针和米字针，非经
纬交叉针法又分为平行类针法和
非平行类针法，其中平行类针法

花溪苗族挑花
经纬交叉针法

非经纬交叉针法（平针）
平行类

主要有平针和逗花针，非平行类
针法有鱼骨针、包针。由图 3 可

名称

夹角类

十字针

平针

斜针

逗花针

鱼骨针

包针

98

94

34

15

25

28

见，两地挑花在十字针基础上保
存原有状态，而在非经纬纱线交
叉针法类别平针方面花溪苗族挑

形状

花做了丰富的延伸与创作。
（2）针法应用频率。笔者对两
地苗族挑花作品进行统计, 得出
其针法使用频率方面的特点。在
针法应用频率方面，两地使用十

图例

字针法频率虽然都很高，但是泸
溪苗族挑花更加极致，工艺针法
方面基本只限于十字针法和牵针

使用频率

的挑花形式，十字针作为作品挑
绣的主要针法（表 4），牵针一般

表 5 泸溪苗族挑花针法统计
Tab.5

也只作为点缀动植物尖尖部分，

泸溪苗族挑花

常用但是使用面积很小，偶尔也
会出现平针一种针法挑绣的挑花
作品。花溪挑花针法丰富，
所见挑

Statistics on needle of Luxi Miao's Cross-Stitch

经纬交叉针法
名称

花作品基本都是 3 种以上的针法

形状

的使用频率高（表 5），但是也会

图例

为点缀，
使用面积很小的情况，甚

使用频率

非经纬交叉针法
十字针

平针

413

355

相结合使用，其中十字针和平针
出现十字针在整幅挑花作品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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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挑绣针法，
可以用平针或逗花针作为主

针法种类较多，每种针法都有其特殊行针路径的

要挑绣针法，少量十字针法为辅，还可以多种针

经纬方向、数纱根数也不尽相同，例如有些长针

法同时。

就是数多根纱为一个单位组合的图案，或者交叉

（3）行针过程。笔者亲自跟两地传承人沟通

针法和非交叉针法的组合，
所以多种针法应用于

与学习过挑花针法，
对其挑绣过程有一个基本了

一幅挑花作品当中，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其工整

解。在一幅挑花作品绣制过程中，
泸溪苗族挑花

度，
使挑花最终完成的效果正反形成差异。

主体图案皆由一种针法完成，严谨且具有格律，

5 结语

要求从哪起针从哪收针，中间不允许有任何错

泸溪与花溪两地苗族本是同源同族，由于苗

针、
跳针的情况发生，绣线的粗细要求严谨一致，

使苗族分散
族先祖早期为躲避战乱而四处迁徙，

行针走线扯线的力度要均匀（图 4）。而在花溪苗

而居。随着时代的变迁，
历史的发展，
受居住地理

族挑花挑绣过程中，
依照所想挑绣图案特点和要

环境、文化背景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两地挑花

求，为达到某些纹样的效果的丰富性，绣线的长

这种差异性也反映
艺术呈现出较为明显差异性，

短粗细可以灵活变化，亦可跳针处理，一幅挑花

出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分析泸溪与花溪苗

排列形式变化
作品中刺绣形式和针法种类很多，

弄清楚两地
族挑花的地域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

丰富，
灵活多变中又有规律可循（图 5）。

苗族挑花的差异，有利于辨别两地挑花的艺术特
色，
也能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和发展苗族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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