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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之艺术特征及民俗内涵
周 杰，沈奕君，王宏付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无锡 214122)
摘 要：[研究意义]虎头枕中包含丰富的地域文化、人生礼仪，是展现传统装饰艺术形式和民间精神文化风貌的重要载
体。[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检索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基于虎头枕活态传承的角度，分析了苏北地
区民间虎头枕的造型、色彩及纹饰特征，[研究结果]总结出在大运河文化及淮河文化的影响下，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具
有区别于其它地区虎头枕的审美风格，并梳理出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造型拙趣大气、纹饰繁简得当、色彩艳而不俗的艺
术特征。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是探究苏北地区布艺民俗的重要内容，解读其蕴含的民俗内涵，具有传承和活态应用的
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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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lklore Connotation of the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ZHOU Jie, SHEN Yijun, WANG Hongfu
(School of Design,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 China )

Abstract: The tiger pillow contains rich regional culture and life etiquette,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show the art form of
traditional decoration and folk spiritual and cultural outlook.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
er research methods a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hape, color and decorative features of the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ctive state of the tiger pillow.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has an aesthetic styl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and Huaihe Riv⁃
er culture. We also sort out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tiger pillow. The modeling is simple and interesting, the compo⁃
sition of pattern design is harmonious and the color is brilliant and uncommon. The folk tiger pillo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loth art in Northern Jiangsu.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ained folklore connotation ha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inheritance and appli⁃
cation of active state.
Key words: Northern Jiangsu; folk tiger pillow;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olklore connotation

虎文化源远流长，古今民间素有崇虎民俗，如

凶悍的野兽较少，当地人鲜有受到野兽伤害，在古

十二生肖有虎、虎能镇邪祛病、
“虎相”是贵相、饲虎

海州（今连云港）一带甚至还流传老虎不吃人。因

祈子、各族节日礼虎仪式等等，深刻影响着民众的

此，苏北地区民间百姓不但不怕老虎，还认为虎是

[1]

生活 。虎头枕是民间百姓仿照虎的形状并结合地

驱魔避邪的神兽。当家中有婴儿出生或有病人时，

方审美趣味，制作出集实用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于

在床头贴一张老虎画以镇邪气。孩子出生后要叫

一身，同时传达吉祥与祝福的枕头。在苏北地区有

虎名，并且头戴老虎帽、脚穿老虎鞋，胸前紧贴老虎

关老虎的传说当中，出现过关于苏北民间百姓不怕

肚兜，棉袄袖口衔接老虎袖笼，睡觉时还要枕虎头

虎的说法。苏北地处淮北平原，少崇山峻岭，威猛

枕。史料记载有关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的来源与
发展不多，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窥探一二，在“徐州
汉代三绝”的汉画像石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百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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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披肩帽、鞋靴上，似有“虎头”的“影子”。此后，
有关“虎头”的服饰也一直活跃在苏北地区的广袤
大地上。经过田野调查，发现苏北地区至今仍保留
着制作和赠送虎头枕的传统习俗，像端午节、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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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希望夫妻和睦恩爱，早生贵子，这说明虎头枕仍

通常包含虎须在内一同构成虎的嘴部造型，由数股

留存在当地百姓的民俗生活中。目前，国内对于虎

棉线拧成一簇缝制于虎鼻下方，缝制时用棉线绕圈

头枕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山东、北京等地

或钉线绣的形式在这数股棉线的中间位置缝制出

区，多采用文字记载、实物拍摄等手法对虎头枕造

虎的嘴部形态，一般呈扁平的椭圆形，左右两端自

[2]

型进行展示和描述。宋敏 在文中提到虎头枕是家

然散开的棉线则为虎须[6]。虎头枕耳朵对造型特征

居用品类一种，并简单说明了其造型、色彩、面料和

影响较小，通常是用白棉布裁剪成三角形并捏出褶

美好寓意。汉声室[3]以图片的形式收录整理了民间

后缝制，再用红色棉线缝制出分叉状线条作为装

各地的传统民艺虎，以材质分成剪纸虎、布质虎、面

饰。此外，苏北地区民间手艺人会在虎脸周围绲

花虎、版画虎、泥虎、杂虎，其中布质虎图片多达 508

边，绲边会让虎头更加完整、简洁，有的绲边上还会

张。李欣等[4]在分析山东地区民间布老虎纹样特征

装饰流苏、兔毛等饰物，使虎脸内外两部分形成鲜

时，从舒适性和造型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山东地区虎

明对比，
即整个虎头枕呈现别致大气之韵。

头枕的实用功能与娱乐功能，而专门针对苏北地区

与其它地区的虎头枕造型相比，陕西华县地区

民间虎头枕地域性的相关研究也较少。本文在大

虎头枕写实性较强，
“虎头”造型夸张，
注重“虎爪”的

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苏北地区的淮安、宿

动态感表现，呈现出生动朴实的造型特征（图 2）。

迁、徐州、连云港、盐城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在分析
其艺术特征的同时，对虎头枕的文化内涵予以一定
的解读。

1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艺术特征
1.1 造型特征
苏北地区民间百姓大多未见过真实老虎的形
象，所以创作的老虎形态基本是建立在上一辈口中

宝鸡地区虎头枕主要采用贴布绣，使五官隆起有立
体感，体现出厚重、粗旷的造型风格（图 3）。河南地

区虎头枕则是普遍将“虎眼”处理成“近圆形”，
整体
[7]
造型体现出“拙”
“淳朴”的特性 。由此对比可见，
苏
北地区民间虎头枕五官结构紧凑饱满，整体造型灵
巧与大气，而其他地区虎头鞋则偏向于华美与写实
（表 1，
见下页）。

的虚幻的老虎形象之上。这一创作活动是充分的
融合了传统的民间观念和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这既
是一种民俗文化观念的表现，又是一种自我情感的
流露。这种精神情感正是以虎头枕的造型为载体，
从而表现为虎头枕的外在形象。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具有“三大一小”的虎头
枕典型特征，即头大、眼大、嘴大、身子小。虎头枕
外轮廓线条流畅，四肢粗短有力，整体圆润饱满，呈
现出拙趣大气的视觉感受（图 1）。其中，虎头的造

图 2 华县地区民间虎头枕[3]
图 3 宝鸡地区民间虎头枕[3]
Fig.2 Folk tiger pillow in Huaxian Fig.3 Folk tiger pillow in
Baoji

1.2

纹饰特征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纹饰集中表现在虎身部

型表现较为丰富，最初虎头枕的眼部造型为圆形，

分，起到装饰和表达民俗情感的作用。纹饰题材多

在技艺的传承过程中苏北地区民间手艺人变圆形

选用自然界的植物及动物，造型上表现出明显的均
衡或对称。通过对现实中的物像进行删减、概括、
填充及夸张等手法使主题形象突出，最终形成以枝
叶为骨架，主体物置中心的构图样式，具有主次分
明、留白适宜、繁简得当的特征，同时注重虚实变化
和节奏韵律 [8]，将形式美法则表现的淋漓尽致。苏
北地区百姓不是将纹饰中的植物及动物进行简单
构置和组合，而是根据各类主题，结合自身的民俗

为桃形和上挑的水滴形，使得虎眼更具生气。眼珠
部位用粗线绕针圈打结，
形成圆环状的绣结，
形成立
体视觉效果，增添老虎生态的灵动性。虎鼻造型多
为三角形和倒“山”字形两种，
鼻子轮廓线条饱满，
内
部还会用线缝制叶脉、
“王”字、菱形的线条装饰，宿
迁、淮安地区的民间手艺人还会在线条交叉处运用
打籽绣作为装饰，针迹突出，具有独特活力[5]。嘴部

审美，营造出相应的喜庆祥和的氛围，从而表达对
生活的祝福和热爱。如表 2，通过“蝶恋花”的主题，
将自然界中的蝴蝶与花朵进行形态概括，结构调

整，虚实结合，呈现出一幅春暖花开，彩蝶飞舞的良
（a）趴卧造型虎头枕
（b）站立造型虎头
图 1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
Fig.1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辰美景，体现了纹饰的空间节奏韵律之美。如表 2

中，
“童子葫芦，莲藕“纹样中，中心对称的结构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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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实物图示

纹样图示

73

表 1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五官特征
Facial features of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虎脸五官特征
眉眼

鼻子

嘴部

造型特征

耳朵

五官结构紧凑，眼部夸张，
配色明快
宿迁市

五官造型简约，无过多装
饰，
风格活泼稚气

五官造型圆润饱满，风格
质朴大方
淮安市
五官结构紧凑，配色清新
雅致

五官造型简约，用色沉稳，
神态憨厚威严
徐州市
五官层次丰富，风格趣味
粗犷

造型神气可爱，无过多装

盐城市

饰

Tab.2
纹样主题

实物图示

表 2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纹饰特征
Pattern design of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纹样图示

纹样元素

主题描绘

纹样寓意

构图方式

“蝶恋花”

蝴蝶、
桃花

甜蜜爱情
美满婚姻

均衡

“花与鸟”

喜鹊、
梅花

喜报早春
祥瑞之兆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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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桃花”

桃花

祈福辟邪
爱情美好

均衡

“蝴蝶”

蝴蝶、
桃花

福禄吉祥
借指长寿

对称

“童子葫芦，
莲藕”

童子、葫芦、
莲藕、
荷花

多子多福
子孙聪慧

均衡

“虎驱五毒”

老虎、五毒、
花卉

驱凶辟邪
吉祥安康

均衡

“鱼戏莲”

鱼、
莲藕、
荷花、
莲
蓬

连生贵子
美满婚姻

均衡

纹饰主题突出。其纹样结元素多样但排列有序，童

最大限度的突出纹饰图案的块面感和造型的形式

子位于纹饰画面中间，并且手拿葫芦，脚踩莲藕，十

感。纹饰主体物通常用粉色、黄色、橙色等，枝叶用

分的引人注意。

深绿、浅绿、蓝色等，冷暖有进行节奏性搭配，看起

1.3

来层次分明（表 4）。在整体细节上，民间妇女常在

色彩特征
在旧时经济条件极其落后的苏北地区，运用鲜

“虎头”的眉、眼搭配无彩色黑白用以中和，枝叶的

亮的色彩营造出五彩缤纷的虎头枕送给孩童，可以

叶尖处用白色绣制，起到调和过渡色彩、丰富画面

体现出对孩童的深深的关爱之情。红色是喜庆、美

的作用，使画面呈现出和谐的秩序美。苏北地区民

丽的象征，能够衬托出民俗活动中喜事应有的热闹

间在色彩的表达上总体是鲜明果敢、热烈奔放的，

氛围。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通常就以鲜红或暗红

是受其相邻北方民俗、民风中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

为底色，奠定了红火喜庆的基调。从虎头枕五官色

的影响，但极其注重对比色间的协调搭配，呈现出

彩来看，眼周多用粉色大面积装饰，具有醒目、突出

艳而不俗、多而不乱的色彩特征。

的作用，再用黄色或者白色提亮眼部中心，打造出
灵动的感觉。嘴部通常用红色，胡须用大簇的亮

表 4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纹饰色彩说明
Color description of pattern design of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Tab.4

黄色。鼻部和虎眉常用冷色系的蓝色、绿色等，虎
鼻上还会用暖色对比色线作为装饰。虎头五官色

序号

部位

调整体上呈现出明快艳丽，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

1

（表 3）。纹饰色彩上，运用冷暖色相互匹配、协调，
Tab.3

表 3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五官色彩说明
Color Description of Facial Features of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序号

部位

1

颜色说明

颜色说明

色相

运用面积

枝叶

冷

20%～30%

2

花朵

暖

15%～40%

3

动物

暖

30%～50%

2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的民俗文化内涵
2.1 审美风格体现大运河文化的影响

色相

运用面积

眉毛

冷

5%～10%

2

鼻子

冷

10%～15%

3

眼睛

暖

30%～60%

4

嘴巴

暖

5%～15%

苏北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连接了苏北和山东行政

5

胡须

暖

20%～30%

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齐鲁、中

大运河是以人工河道为主要干道连接南北，并
通过与其他东西之自然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
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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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时，通过人工开凿的分

饰和收藏价值。这种将多样的功能有机统一起来

支运河及长江、淮河等河道，将苏北各城市相连通，

的处理手法正是苏北民间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的

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可以较

具体体现。

快地渗入百姓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

2.3

美好寓意体现人定胜天的信心

因而苏北地区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流动开放的特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遵循天道，因此老子

征。分析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的审美风格特征，可

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以

从中感受南北地域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碰撞与调

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在人还不能用自己的能力

和。素有“百河之城”的盐城通过老通扬运河、串场

战胜自然时，人不得不在顺从自然界的基础上发展

河与大运河相联系，其虎头枕乖巧伶俐，色彩较为

自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成

雅致，刺绣精细密实，审美风格明具有江南风味。

为人类利用自然界而战胜自然界的最高智慧。在

“南船北马”的淮安，是古淮河和大运河的交点，这

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地、人、艺术、道德是一个

里的虎头枕朴质趣味、憨态可掬，色彩艳而不俗，装

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

饰工艺得当，以双头虎头形制为主，审美风格兼具

人性是相通的。以人的情感赋予物的形式，从而达

北方的豪迈和江南的婉约风味，是南北地域交融的

到统一。虎作为祥瑞的神物，便是强大力量的象

物质体现。位于“汴泗交汇”处的徐州，审美风格则

征。因此苏北地区民间百姓希望借助自然中虎的

受到了与其接壤的山东地区影响，色彩华丽，装饰

力量战胜自然。旧时，苏北地区长期受战乱匪患、

手法夸张，注重立体感，除了双头虎的这种形式外，

洪水灾害的折磨，生命是非常脆弱的，特别是孩童

还有单头虎、四头虎、字母虎、枕头虎、套虎等造

的生命显得异常娇嫩，长辈们送给孩童虎头枕，希

型。从上述关于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的审美风格

望可以借助虎的力量祛除病害灾殃，降服各种邪物

差异分析可见大运河文化具有将不同文化相互吸

和五毒蛇虫，以求孩童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后来，

收、交融、调和而建立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虎拥有的强大的力量延续到了对生命繁衍的崇

2.2

拜。苏北地区百姓认为虎头枕二虎相合的形制表

多样功能体现俭朴美德
中国有“勤俭持家，俭以养德”的古训。苏北地

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具有交媾的隐喻，因此将虎头

区虎头枕通常是民间百姓用零碎的布料和积攒的

枕送给新婚夫妇，并融入了带有生殖繁衍的纹饰，

饰物来制作的，既实现了物质生活的实际需要，也

如鱼是具有生殖暗示的图符，莲花则暗指了女阴，

表达了苏北地区民间百姓精神层面的需求，是集真

蝴蝶采花蜜，帮助花朵授粉，借葫芦、莲藕的莲蓬多

善美一体的艺术创造。为了让虎头枕发挥更多的

籽象征子孙繁荣，莲花与果实同时生长，寓意“连生

功能，苏北民间百姓始终没有停下探索和实践的脚

贵子”等等，都蕴含了对美好生命的期盼。从苏北

步，将其功能不断丰富。如虎头枕的背部造型设计

地区虎头枕所呈现出的形态与人们长期以来所赋

成向下凹陷的圆弧形，适合孩童睡觉枕卧时头部的

予它们的寓意来看，其都是带有写意性的、隐形的、

的舒适弯度；里料用柔软轻盈的棉花充分紧密填

极富浪漫色彩的艺术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

充，棉花保证虎头枕表面平整，手感柔软适宜，触抱

的心理需求和愿望[10]，以此表达人们希冀的万物和

时有厚实的适重感，在疏通血管、促进睡眠等方面

谐又凌驾自然之上的情感思想。

具有显著功效；表面采用亲肤性好且手感温暖的绒

3 结论

布，长辈能够放心孩童抱在怀里玩耍；虎头丰富的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造型丰富多彩，装饰精巧

针法和材料变化所形成的肌理感可以传达出别致

得当。因地理、人文等因素影响，在审美特征上呈

的视觉感受[9]，具有装饰和空间立体效果，又极具装

现出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寄

Tab.5

表 5 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功能
Function of folk tiger pillow in Northern Jiangsu

托着人们朴素美好的情感与祝福，凝聚着苏北地区
的民俗文化底色。它从物质形态上保障了苏北文

性能类型 具体功能 适用场景

使用对象

功能内涵

化的栖息与传承。对于苏北地区民间虎头枕的艺

枕用

日常

儿童

枕型考究

术特征探究及文化挖掘，不仅维系地域文化的传承

助眠

日常

儿童

柔软适手

玩具

日常

儿童

造型可爱

发展，展示民俗文化价值，更能解读出苏北地域民

辟邪

生子、
端午

新生儿、
儿童

镇宅驱凶

俗文化与“天人合一”思想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

祈福

结婚、
生子 新婚夫妇、
儿童

寓意吉祥

透视苏北地域民俗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之关系，对研

工艺精致

究中国地域民俗文化及地域文化融合规律有着重

实用性
娱乐性
象征性
艺术性

装饰

日常

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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