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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绣花鞋的艺术特征研究
许

毓

（云南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昆明 650500）
摘 要院[研究意义] 楚雄彝族绣花鞋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由于服饰构件的属性让它受到学者们的忽视。[研
究方法]文章通过田野调研，实地考察和收集楚雄绣花鞋的相关资料，[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楚雄彝族绣花鞋的形
制有童鞋、成人女鞋和成人男鞋三种款式，造型别致，鞋头分为圆头、尖头和勾头三种形制，形状各具代表性；楚雄彝族
绣花鞋的装饰图案题材丰富，真实地反映了楚雄彝族人的民族文化、习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刺绣针法与图案相融合，工
艺精美，色彩搭配鲜活；楚雄彝族绣花鞋是艺术审美与实用功能融汇一体的民族工艺品，对其艺术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具有较大的创新设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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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院TS941.11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20）05-0069-06

Research 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roidery Shoes of
Yi Nationality in Chuxiong
XU Yu
(Design College, Yunnan Arts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Embroidered shoes by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has very much higher value in both appreciation and utility，but
because of the attribute, they are ignored by scholars. Through fieldwork researches, a lot of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about
embroidered shoes have been done which include children's shoes, adult w omen's shoes and adult men's shoes.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round toe shoes、
pointy shoes and hook shoes, each shape is representative. Yi
Nationality in Chuxiong is very rich in design themes,it truly reflects the national culture,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people; the embroidery stitch merges with the design, exquisite technology, color matching vividness, and all join in the shoes
appearance. After all, the art and the culture inheritance can help us to protect this item, and give us a bigger innovation
design space.
Key words: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embroidery shoe；
embroidery；pattern

云南地区民间绣花鞋现今逐渐淡化甚至消

绣装饰，工匠所做的绣花鞋偏重现代绣花鞋样

亡，
其中楚雄彝族绣花鞋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

式，
缺失了传统绣花鞋手工刺绣的艺术价值。目

相结合的代表性产物。楚雄彝族支系众多，
在楚

前，研究云南民族服饰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多数

雄境内现划分为纳苏、罗罗、诺苏、山苏、米切濮

研究中对其绣花鞋的艺术特征的分析都太过简

等 13 个支系 。楚雄彝族绣花鞋是楚雄系彝族各

略，
因为绣花鞋作为服饰构件中单独穿戴的一部

支服饰中重要的部件，
有着较高的观赏价值和实

分，常被研究学者所忽视，绣花鞋在学术层面研

用价值，
现在的民间绣花鞋产品生产多依赖于机

究相当匮乏。笔者从艺术学、
民族学的角度，
对楚

[1]

雄彝族绣花鞋的形制特征、图案题材和刺绣针法
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探索楚雄彝族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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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的造型、
材质和装饰特征。

1 楚雄彝族绣花鞋的形制特征
绣花鞋是楚雄彝族传统服饰中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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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楚雄彝族绣

线绣制。楚雄彝族老式的圆头绣花鞋的鞋口较

成人女
花鞋按年龄和性别特征可划分为儿童鞋、

浅，鞋头扁平，刺绣花样精美，图案题材丰富，绣

鞋和成人男鞋三种类型。

线用细毛线。更早期的老式绣花鞋是用丝线绣

1.1 儿童鞋

制，楚雄彝族妇女称丝线为衣线，丝线比毛线细

儿童绣花鞋是楚雄彝族服饰中最受欢迎的

老
腻，
具有光泽感。鞋帮面料多用棉布缝制而成，

质朴的彝族
服饰配件。孩子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式绣花鞋多用丝绸做鞋帮的。鞋底是多层的粗布

人民喜欢将一些具有美好寓意的图案绣在孩子

纳底，
也叫
“千层底”
。

的鞋子上，
希望她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楚雄彝

在楚雄彝族绣

族童鞋的形制有圆口绣花鞋、扣襻绣花鞋、虎头

花鞋中除了常见的

鞋和凉鞋等几种样式。儿童鞋的形质与成人绣花

整帮圆头偏带鞋

鞋基本相同，
主要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脚

外，如图 4 勾头合

掌大小来确定鞋子尺寸[2]。图 1 圆口扣襻童鞋是

图 4 勾头合帮宽边绣花鞋

帮宽边绣花鞋是女 Fig.4

Hooked -head and integrated
upper wide-edged shoes

基本的童鞋样式，鞋底做千层底，刺绣图案较成

子婚嫁鞋中最独特

人绣花鞋简单，但图案多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

的样式。勾头鞋是中国鞋履文化中出现较早的一

彝族视虎为祖先 ，
图 2 中虎头鞋是彝族儿童鞋，

种样式[5]，但是楚雄彝族的勾头绣花鞋的结构和

[3]

彝
老虎生动的表情直观地反映了彝族图腾崇拜，

造型与其它地区的勾头鞋有较大的区别，鞋帮左

族人希望虎能庇佑他们的子孙，健康成长，具有

右两片分裁，在鞋面正中线将两片鞋头缝合，缝

辟邪驱鬼的含义，
常在儿童鞋子的正面绣一对小

线装饰于外表面，鞋头翘起部分多为圆角，鞋底

老虎，
栩栩如生。

微翘，
鞋头上翘形似小船。
此外，楚雄彝族
绣花鞋 还有图 5 所
示的尖头合帮宽边
鞋，它是比较传统的
鞋尖是老
一种鞋形，

图 1 圆口扣襻童鞋
Fig.1

Children's shoes with the
shape of round buckles

1.2 成人女鞋

图 2 虎头童鞋
Fig.2 Children's shoes with
the shape of tiger

鹰嘴的造型，也称 Fig.5
“鹰嘴鞋”
。它是彝族

图 5 尖头合帮宽边鞋
Pointed integrated upper wideedged shoes

老年妇女常穿的款式，这种老款式绣花图案较
少，只在鞋前帮和后跟处绣有一些小花样，因为

楚雄地区彝族女子绣花鞋形制多样，根据款

是老绣鞋，所以绣线都是用丝线绣制，鞋帮面料

式可划分为圆头整帮扣襻鞋、勾头合帮宽边鞋和

为棉布。最具特色的是这种绣花女鞋的后跟部加

尖头合帮宽边鞋三种，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

有鞋尾巴。

[4]

还流行有一种名为“三寸金莲” 的小脚鞋，现在

1.3 成人男鞋

已经不再穿用。楚雄彝族青年妇女和老年妇女日

楚雄彝族男子绣花鞋多为凉鞋形制，女子则

常穿的鞋型多为图 3 中那款整帮圆头扣襻绣花

几乎不穿凉鞋。楚雄男子所穿的绣花鞋样式虽然

鞋。圆头绣花鞋有新

简单，但是刺绣纹样

式和老式之分，新式

较为精细，常常配有

圆头绣花鞋是现在楚

一双绣花鞋垫，穿起

雄地区常见的一种样

来既美观又舒适。楚

式，特点是鞋型饱
满、配 色 鲜艳 、花 样 Fig.3
大气，图案多用粗毛

图 3 整帮圆头扣襻鞋
Full upper and round -head
buckled shoes

雄彝族凉鞋由后帮片
和前帮带状片组合而
成。如图 6 所示，
楚雄

图 6 男子凉鞋
Fig.6 Men's sand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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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男子凉鞋由三个部分构成，
鞋帮面多用牢固

条进行自然连接，这种大花样是现在楚雄常见的

的棉布缝制而成，
鞋底是多层棉布叠合缝纳而成

一种多用粗毛线绣制的形式花样。表 1 中的花卉

图 8 为凉鞋宽
的千层底。图 7 为男子凉鞋后帮，

是楚雄彝族绣花鞋上常用的图案，有山茶花、马

带上均绣有精美刺绣图案，后帮多绣大朵花样，

缨花、
小梅花、
菊花、
荷花等。楚雄彝族绣花鞋中

多绣连续
如马缨花、
山茶花，
由于宽带形状细长，

也会用到一些桃子、藤条、蕨菜等吉祥寓意的植

的花卉纹样。楚雄彝族的男孩子也常穿凉鞋，其

物图案。心灵手巧的彝族姑娘可以自由地将她们

样式和成人男子凉鞋一样，
只是尺寸偏小。

生活中所见所想的美好事物通过刺绣图案表达
出来，
异彩纷呈的图案与绣花鞋相得益彰。
表 1 楚雄彝族绣花鞋花卉纹样
Tab.1

Flower pattern of embroidered shoes by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图 8 凉鞋宽带

图 7 凉鞋后帮
Fig.7 Back-top of sandals

Fig.8

Wide-band of sandals

多姿多态的花卉

缠枝马缨花

2 楚雄彝族绣花鞋的图案题材
彝族刺绣图案是一种标识性艺术，以刺绣的
形式体现在纷繁绚丽的服饰体系中[6]。楚雄彝族
主要有动物图
传统绣花鞋的图案题材丰富多彩，
案、
植物图案、
几何图案，以及由多种题材复合而

各种形态的山茶花

成的图案。按照形式结构又可分为单独图案、适
合图案和连续图案。楚雄彝族传统绣花鞋主要以
适合纹样居多，
这是因为绣花鞋的外形轮廓较为
固定，鞋子的刺绣纹样多分布于鞋面上，为了达
到饱满的装饰效果，刺绣图案构图题材丰富多
样。从图案的构成形式上看，楚雄彝族绣花鞋保

2.2 动物图案
楚雄彝族绣花鞋的刺绣图案都是以鞋头为

持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念。

装饰重点，
图案由鞋前帮向后帮方向延续起伏变

2.1 植物图案

左右两边
化，
自然连续。以鞋头中心线为对称轴，

楚雄彝族绣花鞋中的植物图案多以花卉为

图案基本对称。为了达到热闹而丰富的装饰效

主，地处滇中楚雄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

果，
彝族妇女在图案的设计上喜欢将植物图案和

件，四季如春的云南使得各类奇花异草争奇斗

动物图案复合在一起运用。动物图案多与花卉图

艳，
彝族妇女能巧妙地将自然界的动植物形态通

案组合设计，动物图案与花卉纹样相辅相成，构

过抽象的手法转化成独特的

图饱满而生动[8]。动物图案有凤凰、鸟、鱼、蝴蝶

刺绣图案，真实地再现了楚

可能是彝族
等。图 10 是一对鱼与花的组合图案，

雄彝族的生活环境。花卉图案

人对生殖崇拜的一种表达，鱼是多子的动物，象

有马缨花，
马缨花是彝族崇拜

征着多子多福。凤凰是动物图案中最为美好的象

的图腾，
绣娘们会把马缨花绣

征，
常用在婚嫁鞋上。凤凰是楚雄彝族传统绣花

在衣服、
裙子、
帽子和鞋子上，

鞋中喜爱用的象征性图案，代表着幸福的爱情和

[7]

象征着忠贞的爱情 。花卉图
案可以作为主体图案来装饰
鞋帮，如图 9 是一片全部以
植物图案装饰的鞋面，各种
形态的花朵之间用叶子和藤

婚姻的美满，
多用于女子婚嫁鞋上。蝴蝶是彝族
图 9 花卉组合图案鞋帮面
Fig.9

Floral combination

pattern upper sur原
face

居住的山中常见的昆虫类动物，
因其具有美丽的
翅膀，翩翩起舞，彝族妇女喜爱将其绣在服装和
鞋子上，
蝴蝶与花卉的组合图案寓意着彝族人对
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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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楚雄彝族绣花鞋的刺绣针法与色彩特征
楚雄彝族服饰图案刺绣技法丰富多样，有平
贴花绣、
打籽绣，
绣、织绣、
挑花、
单线绣、
钉线绣、
镶补绣、锁绣等十余种。刺绣图案的布局技巧相
当讲究，图案装饰效果取决于刺绣针法的表现。
楚雄彝族传统绣花鞋刺绣针法主要有平绣、镶补
图 10

绣、
挑花、
单线绣。聪明的绣者往往在一双绣鞋上

动物图案绣花鞋（武定县高桥镇）

Fig.10 Animal pattern embroidered shoes (Gaoqiao Town, Wuding

采用多种针法，以彝族人独特的审美进行图案创

County)

作，普通的一双布鞋在彝族妇女随心所欲、自由

2.3 几何图案

变化的针法下变成了一双精美的服饰品。

几何图案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简单装饰性图

3.1 平绣

案，
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构成元素。传统的绣花

平绣是刺绣中最基础的针法，适用范围极

沿着
鞋上的几何纹样通常会装饰在鞋口宽边缘，

广，
单针单线，
针法多种多样。楚雄彝族平绣通常

鞋口以连续纹样的形式排列，如八角花、锁花边、

先用牛皮纸剪出绣花图案，贴在绣片上作底样，

狗牙纹和波浪纹，其中最常见的几何图案是平绣

最终纸样会被绣线
然后根据剪纸花样沿边刺绣，

狗牙纹。表 2 是楚雄彝族传统绣花鞋中常见的几

完全盖住[9]。平绣常见的针法有齐针和插针两种，

何纹样。锁花边绣的锯齿状纹样也用于鞋口一

图案均匀细腻、绣
齐针绣的针脚整齐，
排列均匀，

圈，
但是其针法为单线锁绣，
有镂空的效果。铜钱

面平滑饱满 （图 11）。在楚雄彝族刺绣中的平针

纹是以单独纹样的形式绣制在鞋帮侧面，作为一

绣多用在动植物图案上。齐针刺绣图案色彩变化

种主要装饰纹样。而菱形花纹是一种用于男子绣

十分鲜明，色线变更处可见一条齐平的边缘线，

花凉鞋宽带上的主要装饰纹样。除了表 2 中列举

色彩的组织变化多采用同色系或邻近色过渡的

出的纹样也能呈现出各种几何形态。几何纹样结

牟定县常见的一种新式绣花鞋，刺绣花卉图案硕

构简单，
多由线条构成，但是其装饰效果明朗，
增

大而饱满，多选用粗毛线绣制，绣花鞋的花瓣多

加了绣花鞋整体图案的层次感。

采用套针绣，两种色线相互排列，使这两种色线

的几何纹样以外，楚雄绣花鞋中的挑花针法绣制

方法来表现。图 12 和图 13 的两款绣花鞋是楚雄

表 2 楚雄彝族绣花鞋传统几何纹样
Tab.2
八角纹

Traditional geometric pattern of embroidered shoes by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铜钱纹

图 11 平绣针法
Fig.11 Plain embroidery

锁花边

狗牙纹

图 12 毛线边平底绣鞋
Fig.12

Woollen thread -edged
flat -soled embroidered
shoes

波浪纹

菱形花纹

图 13
Fig.13

锯齿边平绣鞋

Sawtooth -edged plain
embroidered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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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脚一长一短相互衔接，绣线相交错但不凌
层次分明，比平绣的过
乱，
线条的长短控制恰当，
渡效果自然、
逼真。楚雄彝族绣花鞋底外边缘常
用粗毛线做成毛边底，
有的是用棉布折叠成锯齿
状的三角形折角装饰，
是楚雄彝族绣花鞋中特有
的样式。

3.2 镶补绣
楚雄彝族绣花鞋中的镶补绣运用于鞋前端
或鞋后帮。如图 14 所示，
镶补绣是先用彩色的布

图 17 挑花绣针法
Fig.17

Cross-stitch Fig.18

图 18 鞋口挑花绣鞋
Welt cross-stitch embroidered shoes

料剪成理想的图案，将其粘贴在鞋帮上，然后在

花技法是以垂直交叉的“伊”形线迹为单位 （图

用其它针法沿着图案外轮廓加固一圈。图 15 是

17），如图连续组合而成的几何形态纹样，针脚排

定边缘的绣花鞋。一般贴布图案的颜色与边缘色

腰飘带、
挎包和绣花鞋上。围腰飘带上的挑花纹

线的色彩呈对比效果，使得整体图案层次分明，

样布局饱满，纹样题材丰富。而楚雄绣花鞋上的

同时与绣花鞋前帮部分的平绣图案的组合搭配

挑花纹样较为简练，多呈连续“几何化”纹样，图

使得整个鞋面的装饰效果更加饱满，风格古朴。

18 中的绣花鞋是牟定县浅口圆头绣花鞋，
红黄两

一双鞋后帮用镶补绣进行图案装饰，再用锁绣固

列疏密有致[10]。楚雄彝族的挑花常用于尾饰、围

图 16 是一双两片合帮鞋，鞋子前端由镶补绣装

色绣线挑花形成的四瓣花沿着鞋口装饰一圈，连

饰，黄色的镶补图案与紫色的鞋面对比鲜明，图

续的几何纹样简单耐

案外轮廓用金色线做钉线绣，这种针法在汉族刺

看，帮面则是用单线绣

绣中称作
“盘金”
，
图案轮廓线的立体化可增添整

进行丰富。人们为了增

体图案的艺术效果。

加鞋子的舒适感，常会
在鞋子里面会放置一双
鞋垫，刺绣精美的绣花
鞋配上一双绣花鞋垫才

图 19 绣花鞋垫
Embroidered insoles

Fig.19

算完美。楚雄彝族绣花鞋垫常见的有平绣和挑花
两种针法，挑花绣制的鞋垫要比平绣的耐磨，图
图 14

图 15 后帮面镶补绣

镶补绣

Fig.14 Patchwork Embroidery

Fig.15 Patchwork Embroidery
on back upper surface

其余部
19 的绣花鞋垫中间部分平绣的桃子图案，

分是用挑花装饰。

3.4 单线绣
单线绣是楚雄州绣花鞋中常用的装饰线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绣花鞋上的单线绣几乎都

是缝纫机绣制，
针距均匀，
线条流畅。但是老式绣
花鞋的单线绣多是纯手工绣，线条虽然没有机绣
的流畅，但针脚整齐，
前帮面镶补绣

线迹纹样饱满，简练而

Patchwork Embroidery on front upper

质朴。单线绣的纹样多

图 16
Fig.16

surface

3.3 挑花
挑花是中国传统的刺绣针法，汉族和少数民
“挑
族都有使用。云南地区妇女喜欢把刺绣称作
花绣朵”
，
挑花就是彝族喜用的一种刺绣针法。挑

由几何图形构成，如半
弧形、三角形、网格形
等。如图 20 所示，楚雄

图 20

彝族绣花鞋的前 帮中 Fig.20
心部位常绣上一 些艳

平绣与单线绣鞋

Flat and Single -thread
embroidered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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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琳.楚雄彝族服饰图案研究与现代运用探讨[D].昆明理工大

丽而热闹的花卉图案，
而

学,2008.

鞋后帮部位则是用单线

SHEN Lin. A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ostume pattern in
Chuxiong Yi nationality[D].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绣，两种不同效果的刺

Technology,2008.

绣针法形成了鲜明的对

[3]李友华.虎图腾文化起源探析 [J].民族艺术研究.1992(4):64-65.

比，经过绗纫的鞋帮可
提高布面 的挺括性，穿

图 21 蓝底单线绣花鞋

戴有型。图 21 是牟定县 Fig.21
传统的蓝底白线装饰的

Blue sole single -thread
embroidered shoes

绣花鞋，
鞋口一圈是挑花纹样，
鞋面部分是单线绣
中常见的弧线形连续纹样，形似花瓣，
又似叶片。
挑花和单线绣制作的绣花鞋纹样简单耐用，绣线
不易磨损，
其纹样增加了鞋面的肌理效果[11]。

4 结语
刺绣艺术和足服的完美结合诞生了“绣花
鞋”这一中华民族独特的鞋履，绣花鞋沿袭了东
方装饰唯美的审美风尚。云南地区民族绣花鞋的
艺术特征和传统技艺在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中是
不可或缺的。通过对楚雄彝族绣花鞋艺术特征的

LI Youhua.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tiger totem culture [J].
Ethnic Art Studies, 1992(4):64-65.

[4]王冠琴 ,丁鼎.绣花鞋制作 技艺[M].北 京 ：文化 艺 术出 版社 ,
2014：
74-79.

WANG Guanqin, DING Ding.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Embroi原

dered Shoes

2014：
74-79.

[M].Beijing：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5]杜钰洲,缪良云.中国衣经[M].上海：上海 文化出版社 ,2000：
196-206.

DU Yuzhou, MIAO Liangyun.Chinese Costume Bible [M].Shang原
hai：Shanghai Culture Press,2000：
196-206.

—以楚雄州为例[D].云
[6]吴馨瑜.旅游视野下的彝绣变迁研究——
南艺术学院,2014.

WU Xinyu. Research on the vicissitude of Yi Embroidery-taking
Chuxiong as an example[D]. Yunnan Arts University,2014.

[7]杨淑.楚雄彝族服饰图案艺术文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51-52.

YANG Shu. The Art and Culture of

Costume Pattern of

Chuxiong Yi Nationality[M].Beijing：Science Press,2017：51-52.

分析，
笔者认为：
淤楚雄彝族绣花鞋形制多样，制

[8]梁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刺绣集萃[M].昆明：云南美术出

针法映射了楚雄彝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特

LIANG Xu.Traditional Handcraft Embroidery Collection of Yun原

征；
于现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民族

House, 2017：105-108.

作精良，质朴典雅的刺绣图案，细致精美的刺绣

传统绣花鞋在我们生活中逐渐消失，楚雄彝族绣
鞋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具在现代鞋类产品开
发中具有较高的创新设计价值，
在传承传统艺术
文化的同时，可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基
础和设计素材，促进设计艺术从民族化、本土化
的角度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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