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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倮倮族传统服饰的形制和艺术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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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越南倮倮族与中国彝族有同源关系，属于彝族分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倮倮族固守着自己的文化
传统，
特别是他们的传统服饰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研究方法]文章以倮倮族服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居住在
越南北部山区倮倮族的实地调查以及越南民族博物馆倮倮族服饰藏品的考察，采用文献研究、标本比对研究的方法，对
其服饰的形制、装饰工艺、图案色彩的特征进行分类归纳，并对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语义进行详尽解读，以探寻中越跨
图案新奇，在
境彝族文化的发展轨迹。[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
倮倮族服饰极富巧思，形制装饰一体多元、色彩艳丽、
对中越跨境民族的传统文
艺术特征上具有普遍相似性，也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它真实记录了倮倮族社会历史的变迁，
宗教信仰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化、
历史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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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the Lo
Lo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ZHANG Yao-jun

(School of Painting & Design,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Lo Lo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has the same origin with the Chinese Yi ethnic group and is a branch of Yi
ethnic group. In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Lo Lo ethnic group sticks to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particular,
their traditional costumes still retain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The article takes Lo Lo ethnic group's costum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Lo Lo ethnic group living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northern Vietna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o Lo costume collections in the Vietnamese National Museum,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comparison of specimens, this paper has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Lo Lo costume shapes, decoration techniques, patterns
and colors, and thoroughly interpret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emantics contained in the Lo Lo costum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cross-border Yi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his study shows that Lo Lo costumes are
very ingenious, shapes and decorations are multi -faceted and patterns are novel. It truly records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Lo Lo ethnic group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istorical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 the Lo Lo ethnic group; Yi ethnic group; traditional clothing; pattern; artistic features

越南倮倮族源于中国彝族支系，
是在越南定

彝、蛮子或门彝，均为彝人之别名，
其语言、习俗

（第
居较早的民族之一。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

越
与彝族大体相同。根据习俗、
语言和服饰特征，

六集）载:“戍辰年(1508 年)云南倮倮人流入兴化

南民族学者将倮倮族分为黑倮倮和花倮倮两大

镇(即今老街省)水尾区域” 可见在 700 多年前，

支系。但据笔者研究，其实还有一支人数较少，即

云南倮倮人就已进入越南境内。倮倮族自称蛮

服饰极具特色的白倮倮支系，他们同样不可忽
视。黑倮倮主要居住河江省同文县和高平省保乐
县，花倮倮主要居住在河江省苗旺县的新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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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上奉一带，
以及同文县的垄刀乡、崇拉乡。白
倮倮散居在河江省一带，
因喜穿白色花边服饰而
小聚居的特点，
得名。由于倮倮族分布呈大杂居，
因此各支系的传统服饰既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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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体现出自身文

装时，裙子是用丝绸或黑色天鹅绒缝制，后腰系

化的历史渊源关系。由于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的

一块绣有边饰的长方形黑巾。腿上穿护腿裤，形

越北山区，
倮倮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得到

扎五色条纹带。
似
“管”
状，
绣有虹纹、
菱形等，

了较为完整地保留，特别是倮倮族妇女传统服

越南高平省保乐县的黑倮倮是从河江省同

饰，
较好地传承和延续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关

文、苗旺迁移过来的，至今已有 300 年以上的历

于彝族服饰文化的相关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在

史 。但保乐县黑倮倮妇女着装与同文县黑倮倮

中国西南地区彝族服饰的艺术学、
文化人类学及

不同，为上衣下裤。妇女头缠黑、
白两条头巾，上

民族学方面的研究，
对于跨境彝族的服饰文化及

穿紧身黑布对襟短衫，衣长至肚脐，衣领和门襟

比较研究成果相对少见。笔者曾多次赴中越边境

有红色绲边和白色贴边。衣袖连体，
腋下插片较

有幸接触到越南
地区考察跨境民族的文化艺术，

形如笋状。袖管分
小，袖管窄紧，
管径逐级递减，

北部倮倮族（彝族）的服饰实物标本及活态服饰

两段：上段从袖山到袖肘，绣有数圈黄、绿、红的

文化，通过对越南倮倮族服饰的数据采集、整理

丝线，图案与越南越北地区泰族妇女的包头巾相

分析，
有助于人们了解彝族传统服饰的跨文化传

似；下段从袖肘到袖口，
由花布与条纹拼接而成，

播与发展，
同时为中越跨境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一

后背中部是三角形构成的矩形图案。保乐县黑倮

定的资料参考。

倮妇女不穿裙，
穿黑色宽裆裤，
由于裤裆深，裤头

1 倮倮族服饰种类与形制
1.1 女装

宽松，穿时需要一般需要翻折多层系紧。另在腰

倮倮族女装因支系和分布区域不同，服饰风

间加系一条黑色围裙，无图案 [图 1-（b），笔者
摄]。盛装时穿绣花裤罩裙。

越南河江省苗旺、
上奉的花倮倮女装也是上

格表现各异，包括贯首衣、对襟短衫、宽裆长裤、

衫下裤，
加罩裙。妇女上穿黑色对襟短衫，
长至腰

腰带、
绑腿裤等。
裤罩、
褶裙、
头巾、
越南河江省同文县黑倮倮女装为上衣下裙，

部，圆领贴项，
在胸、领、
袖、
裤摆以及围裙上有大

如图 1-（a）
（越南民族学博物馆）。
妇女包黑头巾，

面积三角贴布绣，襟摆处缝缀五彩玻珠或缨络。

头巾两端绣有花纹、
塑料扣子及彩线缨子。上穿

连身袖管呈直筒状，
用红、
深蓝色布条及绿、白相

黑色方领贯首衣，衣长及腰，前胸线至下摆绣有

间的花边拼接而成，
腋下用黑布镶插。花倮倮妇

“日”字形的飞鸟图案，后背与前胸的图案相同。

左右裤腿上各绣有一
女穿黑色或蓝色的宽裆裤，

袖管肥大，宽约 28cm，
用红布和蜡染花边环链拼

个倒 L 形图案，与上衣中部的倒 T 形图案相对

穿黑色多褶长布裙，
裙摆处有荷叶褶边装饰。盛

罩），规格为 60cm伊120cm，裤罩的 2/3 有三角形

成，
与衣身连为一体，
腋下用蓝布或黑布插角。下

(a) 同文县黑倮倮女装

应。从后腰到前腰系一条绣花裤围裙 （又称裤

(b) 保乐县黑倮倮女装

图 1 黑倮倮女装

Fig.1

Women's clothing of the black Lo Lo

(c)苗旺县花倮倮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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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覆盖。由于裤罩是包裹在裤子外，以致很多
人误解她们是穿裙而不是裤子[图 1-（c），越南民
族学博物馆]。

花倮倮妇女的头巾也是用三角图案拼缀而
成，上面缝有珠链、亮片以及用彩色绒球串成的
流苏，
整套服装造型利落、
简洁而不失艳丽。苗旺
乡花倮倮男女均系绣花腰带，
长度约 1m，宽度超

81

劳动。
越南彝族男子外出机会多于女子，因此在服
尤其是来自现代文明
饰上更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的渗透。10 多年以前，
倮倮族男子大多还穿着传统
服装，
但现在，
尤其是年轻人已很少穿本族传统服

装，
改穿有 4 个口袋的对襟开衫，
立领，有 6 个布
扣，
穿戴与越南岱族、
赫蒙族男子基本一样了。

蓝、
红等彩色条
过 10cm，
腰带两端绣有粉红、黄、

2 倮倮族服饰的艺术特征

倮有很大差异。不过，
居住在新街地区的花倮倮

一直居住在人烟稀少的石山高原区，险恶的地理

着装与保乐县黑倮倮的基本相同，妇女穿对襟短

环境，加之与外界交流甚少，这使得他们的服饰

衫，
鲜有装饰图案，
裤子稍短。

较完整保留了传统服饰的特点。

1.2 男装

2.1 平直、
宽松的廓形结构

纹。花倮倮妇女服饰无论从款式到花纹均与黑倮

各支系均是上衫
倮倮族男装相较女装简单，
下裤，
但款式有所不同。越南保乐县黑倮倮男子

越南倮倮人自明清时从中国滇桂地区迁入，

倮倮族服装无论是衫、裤、裙，均是平面裁
剪，
无腰无省，
属于宽松自然的离体式结构。

穿黑色棉布上衫，长至胯下，垂直稍宽，立领约

妇女上装多为圆领对襟直袖衫，造型宽短、

款
3cm，
右衽有钮，
两侧开叉。下穿黑色宽裆长裤，

长条形窄小的袖筒，袖裆有正方形的独立插片，

地干活或外出时，
爱戴竹笠帽。苗旺县花倮倮男

18cm，
下摆及腰。上衣以前颈中线轴的对称结构，

式简洁利落，全身皆黑色，无花纹[图 2-（a）]。下
襟边
子所穿的黑布衫呈直垂形，
对襟，无领无扣，

呈三角形。衣身结构完整，幅宽 40cm，插片

前后、
左右衣片铺平可以重合。由于越北高原山

和袖口均有红色绲边，
宽约 2cm，
头巾、
腰带与裤

区的气温变化较大，各地颇不相同，月平均气温

族男子的对襟衫基本为短装，穿脱方便，结构简

成与当地热带季风气候有关。一方面宽短、利落

单，
易于裁制，
选料多用棉麻、
葛布所制，
有无领或

的款式便于夏季穿脱、散热，冬季在内可加衣或

小立领，
穿着便捷，
方便出行与劳作。倮倮族的宽

系腰带，
既能装饰又可保暖；
另一方面在爬山、劳

裆裤不分男女，
其款式结构相同，
只有尺寸大小之

作时利落而不拖沓。倮倮人生产的织物很窄，约

分。宽裆裤以黑、
蓝色居多，
裤头用料与裤腿不同，

20cm，仅为苗、瑶、泰等民族织物一半大小，因此

脚上绣有三角形拼成的阴阳图案[图 2-（b）]。倮倮

常用粗棉布或用布头拼接，
裆裤宽松、
舒适，便于

约 15益，
有时也冷至 5益。
因此这种款式结构的形

适用于平面、
对称的服装接缝结构，也适于拼布、
贴补绣的制作（图 3）。

(a)保乐县黑倮倮男装

(b) 苗旺县花倮倮男装

图 2 黑倮倮男装
Fig.2 Men's clothing of the black Lo Lo

(a)白倮倮服装款式

(b) 花倮倮服装款式

图 3 倮倮族服装款式

Fig.3

Clothing style of Lo Lo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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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倮族无论男女，均穿大裆裤，分腰头和裤
在前
管两个部分，
前后片结构相同。为便于活动，

璎珞。除了在绣花头帕两端缀五彩窜珠外，也喜
欢在裤罩图案上配青色或红色的塑料珠流苏。

后片的裆部加插独立裆布，以增加活动量。因裤

因受异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以及多民族

腰宽大，
穿着时，
需把腰头折叠到合适大小，再用

共居关系的影响，因地制宜，倮倮族各支系服装

腰带系紧，根据个人情况将裤头提高或放低，以

在款式、图案、工艺等细节上难免会产生一些差

调节裤裆的深浅，十分适合山区人民的日常劳作

异和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主要基于保留本族传

和出行。妇女穿着大裆裤时，还可加系围裙或裤

统特征上的变化。倮倮族主要分布在越南的江

罩裙，
既能御寒又丰富廓形。这种亦裙亦裤的服

河、高平、宣光、莱州、老街等省份，范围较广，且

饰造型显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彰显出倮倮妇女

与赫蒙族、岱族等多族杂居，在社会经济及文化

服饰的独特个性。

上互有交流与渗透，
其审美观念也受到相应的影

2.2 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

响。譬如同文县黑倮倮所穿的荷叶褶裙，或是受

在越南，
绝大部分的藏缅语族都掌握纺织技

赫蒙族服饰的影响；而倮倮妇女服装的袖管条

术，
倮倮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纺织高手。倮倮族

纹，则与泰族服饰风格相似。又如在保乐县黑倮

的纺织品生产主要由棉花种植、纺棉、染色和编

倮的丧葬活动中，妇女盛装的围裙均绣有牡丹、

织等工作流程组成。他们的纺织生产系统完整，

凤凰以及“双喜”
“永结同心”
“美满”
“爱”等汉

倮倮
编织技术高度发达。除了自己生产原料外，

字纹样，这显然源于汉族（越南称华族）的影响，

族的织、
染、
绣工艺均具特色。倮倮族服饰工艺主

见图 4-（b）。除汉字外，围裙上还出现了
“双心”

要有拼布、
贴补、
镶绲、
织带、
蜡染和刺绣（包括网

的纹样。可见在近代变化中，
倮倮族传统服饰甚

主要是依据
绣、
锁绣、十字绣、斜绣等）和装饰物，

至融入了现代艺术的成分。

各支系的审美和喜好而定。如花倮倮服饰主要采

2.3 内涵独特的数理图案

用拼布、
贴补、
镶绲工艺，
配色多为鲜艳的红、绿、

越南倮倮族服饰类型虽然不多，但图案造型

镶绲、
蜡染和刺绣工
蓝、
白、
紫等色。黑倮倮贴补、

新奇，
风格古朴，
相比其他民族服饰更为艳丽。图

艺；
白倮倮服饰则以镶绲、
织带和刺绣为主。除了

案题材分几何图案、
植物图案、
动物图案等类型。

镶拼、刺绣，倮倮族妇女还常添加一些装饰物来

几何图案有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菱形、锯齿

美化服饰，譬如在服装、头巾及腰带的表面装置

纹、涡纹、
水波纹、
八角纹、十字纹等；
动物图案有

绒线、
绒球、
珠子、亮片、
花边、
塑料扣、银饰、铃铛

飞鸟纹、草龙纹、
螃蟹等；植物图案有蕨草、
雏菊、

等辅助材料，见图 4-（a）。这种装饰手法灵活多

马缨花等。倮倮人通过观察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自

变，
一般根据制作者喜好添置。年轻女孩尤其喜

然形态和现象，运用抽象、
概括、变形、简化、重组

欢在服饰上缝缀彩珠、绒球或编织绒线璎珞，使

等造型手法，
以线条、
图形或符号刺绣在服饰上，

服饰看起来更为活泼、灵动和亮丽，如白倮倮少

这使得他们的服饰极具特色。

女常在图案上缀缝纱线或用羊毛线制成的彩色

在越南倮倮族服饰图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应
是三角图案。倮倮族各支系都喜欢用它来做装饰
纹样，
布局多在袖子、
门襟、
后背和衣摆处。例如，
苗旺县花倮倮女装图案[图 5-（a）]，全身皆用三
黄、白色绣线。前衣襟
角形拼绣而成，配以红、
绿、

两侧各配 9 个三角形为一组的 14 组图，共同构
成 28 个阴阳图，
形成与二十八宿对应数。左右袖
(a)花倮倮服饰细节
图4

Fig.4

(b) 黑倮倮服饰细节
倮倮族服饰局部

Clothing part of Lo Lo nationality

子各拼有 3 组几何图案，其中 1 组图案由 10 个
三角形组成，
总共为 6 组。裤子上左右各配每组
为 9 个三角形的 9 组图为阴图，又以空白对应的

9 个阴阳图案，
与古彝历每月 36 日的数字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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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彝历为彝人祖先所
独创，是彝族传统文化
的代表，彝族先人利用
动物骨头创建出了自
己的日历，并以此计算
出日、
月和年。每当彝
族人要进行一项重要
(a)花倮倮服饰图案

(b) 黑倮倮服饰图案
图5

(c)白倮倮服饰图案

倮倮族服饰图案

Fig.5 Clothing pattern of Lo Lo nationality

工作时，譬如婚礼、葬
礼、建房或外出和播种
时，他们就根据这一特

花倮倮服饰图案基本据此格律来设计，每个单元

殊日历选择时辰和吉日。倮倮族服饰上的三角图

由两个直角等腰三角形与图底两色组成。这种图

案，实际上就是运用了数理的构成方法设计而

底转换代表
“阴阳”之意，
即象征着自然界中女性

成。这种巧妙、
智慧的设计理念，
其实是对彝历文

和男性的能量。它打破了构图模式的限制，
使图

化的传承，
充分反映出彝族宇宙哲学观念和审美

案产生了无限变化的可能。同文县黑倮倮服饰图

心理。除三角形外，
十字纹、
虹纹、
石阶纹，以及飞

案，
也是运用了这种数理组合的设计方法。其图

鸟、草龙、螃蟹、蕨草花等纹饰，不仅与民族信仰

案设计是以深黑色的布底子衬托八角星图案。图

紧密有关，也与越北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物产

案以中间门襟为中心，
左右两侧对称。而后背图

有关。在倮倮人传统观念中，太阳是万物生命之

案看起来更像一个倒置的 T[图 5-（b）)。其袖子上

源，对太阳的崇拜就是对大自然的崇拜，也就是

成。头巾裤罩两端各有 6 个八卦图，
中间以上 66

实是对太阳芒纹的一种简化，象征着太阳或火

配 66 个八卦图，
33 个“十”字图，共 99 个图，与

越南倮倮族与中国彝族一样尚黑，人们以黑

有 5 道花纹，
两边共 10 道，每道又以阴阳两圈构

对生命源头的崇拜。因此，
“十”
字和
“伊”
形符号其

个八卦图组成。裤罩两端各有 6 个八卦图，中间

福瑞之意。
种，
同时也代表着吉祥、

飞鸟
彝族传统数字观念和彝历天数相同 。此外，

“深邃三
为美，
以黑为贵。彝文典籍《彝族源流》称

纹也是较为典型的图案。如同文县黑倮倮妇女套

。彝族人认为黑色代表
十三层地，
成于黑色圆圈”

头衫的主题图案由彼此相对的鸟纹构成。一共被

大地，
穿黑衣表示了人类与之依附的大地一刻不

由不平衡的彩线标记
分成九个较小的飞鸟矩形，

可分离。因此，
倮倮族服饰则无论男女基本以黑

成矩形的边界。而其他一些动物纹、
植物纹、
几何

布为底，
图案搭配采用红、
黄、绿、
紫、
蓝、白、咖啡

纹则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如在龙纹之间穿插铜

等辅色。配色上注重色彩的层次、
明暗、
冷热的对

鼓花和太阳花等构成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

并不遵循严格的
比。但颜色序列总体相当自由，

纹样[图 5-（c）]。还有
“十”
字和
“伊”
形则通常作为

顺序。

连续纹样，
颇具特色。

走动频繁，
互相嫁娶，
他们之间都有着或远或近，

地纹出现，或以单独纹样装饰，或是组合为二方

从古至今，
居住在中越边境两侧的彝族支系

越南倮倮族经过频繁的迁徙，在长期社会生

或亲或疏的姻亲，甚至是血亲关系。越南倮倮族

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体系，这

为家人举行丧礼时，
还邀请中国云南富宁的毕摩

山川、
动植物等天地
些信仰有对待天、
地、
日、月、

过去，
敲打铜鼓送亡灵，男子敲打着铜鼓，妇女则

万物的自然崇拜，
有与动植物密切相关的图腾崇

集体排成一列跳引路舞，
寓意他们要把逝者的灵

拜，
也有因灵魂信仰而形成的祖先崇拜。这些信

魂送回祖先在中国的故乡。事实上，查阅有关典

尤其是其
仰文化对倮倮族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

籍文献，
也不难发现中越彝族交往的记载。民族

服饰图案，内中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

学者黄国政曾这样推断：
居住广西那坡的彝族是

倮倮族传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貌。众所周

在明英宗年间由云南的罗雄州（砚罗平、曲靖一

8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零年

四月 / 第九卷

第二期

带）迁往演南经蒙自广甫（富宁）进入那坡达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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