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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裤瑶族服饰文化特征成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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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白裤瑶族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服饰文化极具研究价值。[研究方法]文章通过田野调查法
及资料整理分析法结合唯物辩证法，研究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的成因。[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白裤瑶文化特征的
成因是依据服饰文化特征的外延（服装、饰物、穿着方式、妆容等以服装外向为主的因素）与内核（以服装的作用所体现
的文化为主——神话、传说、
祭祀、
风俗等方面内容）的影响与作用下而产生的。
关键词：
白裤瑶族；服饰文化；成因；特征
中图分类号：TS94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95-4131-（2020）06-0051-05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ostume Culture
of the Baiku Yao Nationality
HE Ning，LIU Chongrong，GUO Li，ZHOU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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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the Baiku Yao's costume culture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Baiku Yao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collation analysis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auses of costume culture of the Baiku Yao is influenced by the exten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stume Culture (clothing, accessories, dressing patterns, make-up and other outward-oriented factors of
clothing) and the core (the role of clothing to reflect the culture-based--myths, legends, sacrifices, customs, etc).
Key words: the Baiku Yao; costume cultur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白裤瑶族作为最早一批申遗成功的民族，对其
民族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越

分析研究白裤瑶族服饰文化特征的成因。

1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

来越多。然而，现今对其服饰文化的研究有着明显

白裤瑶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但却拥有自身

的缺憾，一方面缺乏对白裤瑶服饰文化中服装与文

的语言。因此白裤瑶文化都是以口口相授的形式

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服饰

传承下来的。对其文化理论的研究只能通过田野

文化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并进行

考察法、历史文献研究法结合运用。笔者实地调研

表象的论述。本文中白裤瑶服饰文化的研究对象

并对文化传承人的口述的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同时

主要以居住在广西的南丹、河池及临近贵州省的荔

结合古今关于白裤瑶研究的书籍及论著，总结白裤

波县的偏远山区的白裤瑶为主。笔者从人文学、政

瑶服饰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采用多维度的

1.1 民间传说性

研究方法，同时结合白裤瑶服饰文化中的宗教信
仰、神话传说、民间风俗、服饰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白裤瑶的民间传说几乎贯穿整个民族文化，白
裤瑶的民族历史文化、服饰文化及民俗风俗文化都
与之有深刻的联系、影响与相互作用。与白裤瑶服
饰文化相关的民间传说主要有 2 个，它们不仅反映

服饰及其起源、民俗、信仰，同时也若有似无地反映
收稿日期：
2020-05-21；修回日期：
2020-12-0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19Q08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7BH172）。
作者简介：何宁，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讲师；刘重嵘，武汉
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郭丽，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
授。通信作者：
周奕，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讲师。

一些民族历史。①关于姐弟俩－朴、拉肉穿着棉质
服装参加葬礼的故事。因为在当时白裤瑶人不会
纺棉，因看见两人穿着的服装而耽误送葬仪式中砍
牛，最后此仪式只能在下午 4～5 点举行，同时向姐
弟俩学习种棉、纺纱、织布、染布、制衣的方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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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多在白裤瑶的古歌中有所传唱。其可看出

在祭祀过程中都会出现，并且鸡作为图腾变成图

白裤瑶服装起源说及棉质服装及制作工艺的出现，

片，被绣缝在白裤瑶人的服装中。祖先崇拜和自然

同时考察出白裤瑶举行丧葬中的砍牛仪式的时间，

崇拜皆被反映在其服饰中，可称之为其民族信仰的

以下午 4～5 点为吉时。②白裤瑶族中广为流传的

文化符号。

土司骗夺瑶王印的传说。这一传说不仅对其服饰

1.3 地理社会性

有影响，主要体现在白裤瑶族女子服装背部绣的

白裤瑶服饰文化体现出固有的民族地理社会

“大印图案”及男子齐膝短裤上的“五指印图案”，是

性。笔者研究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白裤瑶服饰形

这个传说的体现。而且这个传说也反映一定民族
历史，在朱荣所著《中国白裤瑶》中便指出这一传说

态与形制的文字描述及 20 世纪 30 年代留存的照

“反映了历史上莫氏土司与白裤瑶之间的矛盾斗

有较大的变化。白裤瑶服饰形态与形制被保留与

争”。这两个民间传说不仅是白裤瑶民族文化的一
种体现，
也间接反映白裤瑶服饰、
祭祀及历史文化。

传承得如此完整，主要有两点原因：①生活的迁徙

1.2 宗教信仰性

到云贵。因为地处偏僻山中，所以自给自足的自然

片，发现在岁月的流逝中，其服饰形态与形制并未

性。白裤瑶早在宋前，为躲避乱世几经迁徙从湖南

在研究白裤瑶服饰文化中，与之相关的宗教信

经济状态及生活方式得已延续。白裤瑶人的服装

仰也多被学者研究。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都是由家中妇女自制完成，手工制作形式及制作工

心态，既是现实又或是人脑中的一种反映。在解放

具古老简陋。但也因此孕育出独特朴素的白裤瑶

以前，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民的祈愿祈福的一种方

服饰。②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通过调查发现，白

式，而且也可作为当时权力者集中及控制权力的一

裤瑶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温时高时低，

种手段。在《白裤瑶社会》一书中，分析研究白裤瑶

但阳光与雨水较为充足。这些都被折射在长期生

的宗教信仰共有八种形式。笔者在进行研究中，发

活于此的白裤瑶服装中，主要体现在服饰的材质、

现与白裤瑶服饰文化相关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两种：

色彩及功能上。白裤瑶地理环境为其发展棉花等

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白裤瑶对祖先异常崇拜，每

农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为其民间手工纺织提

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的时候都需要祭祀、供拜祖

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白裤瑶乡受地形环境的影

先。特别是供拜瑶王。将瑶王之前所用印章，经过

响，自然环境营造出单调的自然环境色彩及村寨整

艺术化的处理作为图案，化为服饰中必有的一种形

体的色彩都为单调简单的，没有鲜亮的色彩。因此

式图案。白裤瑶先民生活及实践的环境都离不开

对白裤瑶服饰色彩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服饰

自然环境。有人曾说过：
“在白裤瑶胞的观念形态

色彩以黑、白、蓝为主。当然，因受当地天气冷热变

中，世上生物都有灵，死物有魂，人类就生活在神灵

化的影响，白裤瑶服饰不仅具有遮体、保暖的功能，

之中。
”白裤瑶人认为树木、山水、动物等都有神

其亦具有透气凉快的作用，白裤瑶女子服装中的

灵，可以保护平安与预测未来。自然中的一些现象

“两片衣”就是典型的代表。如图 1 所示，白裤瑶女

不仅让先民不能理解和认知，而让其产生敬畏之

子的“两片衣”为黑色，由前后两片（趋于正方形衣

心。同时自然中的一些事物被他们寄予了美好的

片）及两根长条的布片环绕缝缀在肩腰两侧，留出

寓意，作为图腾运用在服饰和祭祀事宜当中。如鸡

领部尺寸，在肩线处缝合，而侧腰线处不缝合。从

图 1 白裤瑶女子服饰及上衣款式图（自制）
Fig.1 Women's blouses and style drawing of the BaiKu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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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装可看出，白裤瑶族的服饰仍保留原始的裁剪

裤瑶成年男女并不常带这款“保命圈”。除了“保命

及缝纫工艺。
“两片衣”的材质为厚的棉麻布，吸汗

圈”，在白裤瑶成年男女服饰中最爱使用的是具有

透气的同时也兼具保暖的功能。而服装中最具特

祈福并涵有美好寓意的流苏挂饰。由红线穿上蓝

色的侧腰线不缝合也体现了白裤瑶服饰文化的地

色、白色的玻璃珠与具有好运的铜钱做成流苏穗的

理文化性，早上温度较低，而中午之后气温升高炎

造型，常佩戴在衣后或衣侧，即具有祈福的涵义又

热，不缝合的侧腰处理，可透气散热。白裤瑶生活

具有装饰性，见图 3 佩戴流苏挂饰的白裤瑶人所

的环境不仅从正面反映其服饰形式与特征，也从侧
面反映出白裤瑶的民族历史发展及生活方式。

示。白裤瑶人会将好看服饰体现在舞蹈歌谣方面，
服饰、舞蹈、歌谣三者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因为闭塞的地理环境且长期以“耕山为生”，与

歌谣的内容传递思想与感情，内容有关祭祀丧葬

世隔绝，鲜为人知，外来文化也难以渗入，所以其服

或求爱等内容。歌谣在表现的形式上最为典型的

饰文化才得以完整的保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是打铜鼓，铜鼓上的纹样图案与服饰图案在寓

白裤瑶才慢慢与外面的文化有了联系。但从上个

意上有着联系。砍牛舞出现在丧葬仪式中，白裤

世纪开始，白裤瑶服饰的“汉化”也越来越严重，对

瑶人都必须穿本民族服饰出席，而猴鼓舞则是在

其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

祭祀与丧仪上出现。这两种舞蹈习俗不仅是白裤

务与责任。

瑶人风俗的体现，也可看出自然（动物）崇拜仪式

1.4 风俗文化性

过程中具象化的姿态表现。在图 4 中，白裤瑶男子

白裤瑶服饰文化从形制的使用与功能在不同
层次上皆反映其固有的民族风俗文化。风俗是指

正跳着传统的猴鼓舞，其舞蹈动作则是对猴姿态
动作的模仿。

在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
模式或规范。经笔者研究，归纳出白裤瑶服饰体现
的风俗文化主要有：①识别身份。不同形制搭配的

白裤瑶服饰具有区分社会成员的年龄与婚姻状况
的作用。白裤瑶孩童一般蓄短发带童帽。长到
13～14 岁时，可蓄长发不必戴帽，象征成年，可寻偶
和自由社交。当男子二十周岁、女子十八周岁，在

结婚之后头发便终身不剃不剪。女子结婚之后不
仅蓄发，而且会用黑布巾包头用白布条固定住。如
图 2 中的（1）和（2）图所示：
（1）图中的白裤瑶女子

（1）

将头发束起来，用黑布将头发包住，并用白色的布
条固定，有着这样服饰打扮的女子，皆为已婚妇女

的常见装束。而未婚的女子皆不束发包发，见（2）

（2）

图 2 白裤瑶族已婚女子服饰（1）与白裤瑶族未婚女子服饰（2）
Fig.2 Marriaged and unmarriaged Womenswear of the BaiKu Yao

图中的女子穿着所示，所以白裤瑶服饰有隐示身份
的作用。男子服饰识别身份亦是如此。②包发禁
发。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白裤瑶人成年后，男
子与女子便蓄长发，终身不剪，同时用黑白两块布
条包发。中国儒教古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
之则不孝”，但白裤瑶的包发禁发肯定与留发为孝
无关。经研究，得出此服饰习俗与瘟疫传说相关。
同时也可发现白裤瑶服饰文化中的风俗文化与民
间传说也是相互关联的。③民俗活动主要体现在
祭祀丧葬、祈福祈愿与舞蹈民谣方面。祈福祈愿方
面，白裤瑶社会里的青少年如果身体不适或生病，
其父母会打制一只或者时一双“保命圈”让其佩戴，
以求避恶驱邪、去痛除病。而这“保命圈”多为银
质，由 10 个姓氏的成年男子捐款打制而成。而白

图3

佩戴流苏挂饰的白裤
瑶人
Fig.3 Tassel accessories of
the BaiKu Yao

图4
Fig.4

跳猴鼓舞的白裤瑶男子
The dance of the Baiku
Yao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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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联系且又相互影响的。世
界的存在都是普遍联系且永恒发
展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
灭亡，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的结
果。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是影响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的主要外因，
是发展变化的条件，并且其加速
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而民间传
说、宗教信仰、风俗则是变化发展
的源泉和动力。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如图 6 所示，白裤瑶

服饰文化中的内核和外延靠着相
互作用与影响作为纽带联系着，
形成与决定其特征的成因。
影响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成

Fig.5

图 5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结构图
The structure map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iku Yao's costume culture

因中的内核中的民间传说、宗教
信仰、风俗文化让其形成特有的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得出白裤瑶服饰受其地理

服饰文化，而外因中闭塞的自然

环境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互作用与渗

地理与低下的生活方式造就封闭的社会形态和落

透（图 5）。让白裤瑶族的服饰文化具有民间传说

后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可在几乎无变化的服饰款式

性、宗教信仰性、地理社会性及风俗文化性这四个

与原始的服饰裁剪制作工艺中得以体现。外延是

显著特征。

内核变化与发展的条件，而事物受内因作用之后同

2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的成因

时也会反映外因的特性。因为白裤瑶地处偏僻山

服饰文化特征的成因基本依附佐证于服饰文

区加之其从原始社会形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形态，

化特征，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根据以上

所以这些外在因素让其服饰文化保留完整且呈现

研究，白裤瑶族服饰文化特征的四个主要特性，即

原始的社会文化性。同时此服饰文化其产生的成

民族传说性、民间传说性、宗教信仰性、地理社会性

因也正是封闭的、低下的社会形态中一种文化性的

及风俗文化性。把其四个文化特征中的所涵盖的

体现。例如，白裤瑶男子服饰中，其裤子上的图案

服饰文化有条理性与有目的
性进行规整，可将其分为内
核与外延的服饰文化。从内
核出发，主要以服装的作用
所体现的文化为主（主要是
指出神话、传说、祭祀、风俗
等方面内容）。这些都是影
响与决定白裤瑶服饰文化特
征成因的主要因素；从外延
出 发 ，主 要 研 究 以 服 装 、饰
物、穿着方式、妆容等以服装
外向为主的因素。
形成白裤瑶服饰文化特
征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为复
杂且存在着相互包含的关
系。即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
中一个特性可能与其他特征

Fig.6

图 6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成因图
The cause map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iku Yao'scostum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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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民间传说产生的。相传建立瑶族的瑶王在浴
血奋战之时，体力不支，用起沾满鲜血的双手，按住
了膝盖处并留下了自己手掌的印记。为了不让白
裤瑶族族人民忘记此事，白裤瑶族男子的马裤裤口
上处绣有形似手掌的图案。如图 7 所示，有五根长

条形图案及鸡仔花图案组成，中间是一根长的条形
图案，两边各两条短一点的条形图案，酷似手掌的
造型，所以可得出白裤瑶服饰文化的内核是白裤瑶
服饰文化特征形成因素中的重要原因。而且从古
至今，白裤瑶的男裤服饰特征基本未有改变，也都
得益于闭塞的地理环境。这也正是服饰文化中的
外延因素让其保持如此服饰特征的主要因素。其
次，在白裤瑶的社会形态和服饰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下，白裤瑶服饰形成特有且独具风格的服饰形态、
搭配、色彩、工艺及审美情趣的服饰文化特征。而
这三者之间相互渗透、促进、作用，正是影响与发展
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的主要成因。

图 7 白裤瑶男裤图案及手绘图案细图
Fig.7 Men's pants and pattern drawing of the BaiKu Yao

3 结语
白裤瑶服饰文化作为其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一
个组成部分，通过其地域特征、宗教文化、风俗文化
形成特有的服饰文化特征。笔者认为，白裤瑶服饰
文化特征的成因不仅是内因与外因相互影响的产
物，而且服饰及工艺特征也是与之相对应的体现。
其服饰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服饰显性或隐形呈现
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民
族信仰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都是普遍存在、相互
联系且永恒发展的。对白裤瑶服饰文化特征成因
的研究，对认识少数民族文化，承扬少数民族文化
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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