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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花毡工艺和纹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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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哈萨克族的花毡与其民族的传统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都体现出哈萨克族独特的审美价值。[研究结
果与结论]哈萨克族的花毡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和难易程度可分为四种：擀花毡、补贴花毡、绣花毡、印花毡。其纹样有
动物纹样、齿牙纹、植物纹样。其中动物纹样是以动物的局部特征进行表征；齿牙纹样体现了哈萨克族对刚毅的崇尚，
体现了对强大的追求；植物纹样中缠花纹的花毡表征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的愿望，这一纹样具有鲜明的汉族特色，这
也反映了与汉族等民族的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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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chniques and Pattern the Decorative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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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orative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traditional lif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aesthetic val⁃
ue of Kazak nationality. The decorative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nufactur⁃
ing processes and difficulty: pressed decorated felt，subsidize decorated felt，embroidery decorated felt，decorated felt prints. Its
patterns include animal patterns, tooth patterns and plant patterns. Animal patter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The tooth pattern reflects the Kazak people's admiration for fortitude and the pursuit of power; In the plant patterns,
the marriage with fine and multi branch patterns is expressed by decorative felt to pray for more children and more happiness,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Ha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Keywords: the decorative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craft; pattern

毛毡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家庭必需品，用

能防潮，结实耐用，一条花毡可用十多年。由于现

途极为广泛，哈萨克族极富民族风格的建筑——毡

代化的生产、生活使传统花毡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消

房和各种陈设，以及鞋帽、袜子、衣服等各种生活必

失，其工艺和美学价值的抢救性研究十分紧迫。目

需品也都用毛毡制作。因此，制毡工艺是哈萨克族

前对于新疆哈萨克族花毡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学和

最主要的传统手工艺，哈萨克族的妇女几乎都会制

文化视角的研究和应用 [1- 10]，对于工艺研究甚少。

作，家家都有。毛毡制成以后，一般由妇女将其裁

而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核，美学和文化研究

剪制作成各种花毡、坐垫、毡口袋、衣帽、靴鞋、毡房

则是其外延。内核规定了外延的方向，外延深化和

的房毡及其他各种用具。花毡是哈萨克最有代表

丰富了内核。本文从哈萨克族花毡的工艺出发，然

性也是最为普及的家庭工艺毡制品，其绣制工艺复

后从工艺角度来研究其纹样，以期系统地研究哈萨

杂、图案繁多、耗工多、劳务量大，制品美观大方，又

克族花毡。

1

哈萨克族花毡的制作材料
哈萨克族花毡的制作材料有原材料和染料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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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哈萨克族花毡的原材料
哈萨克族花毛的原材料是羊毛、羊毛线、彩色

2017 年度新疆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布、线等，其中羊毛是主要原材料，羊毛线、彩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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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都是辅助原材料。之所以羊毛是哈萨克族花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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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材料，因为羊毛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而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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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效果强，再者羊毛比一般动物毛量多并且着色效

（3）絮羊毛。用红、兰色羊毛絮满整个图案，这

果好。羊毛根据所剪下的时节不同可以分为秋羊

是第二层。然后用自然色黑毛絮四边，边里絮自然

毛和春羊毛，秋羊毛较春羊毛粗糙，因为毡子要求

色灰羊毛，这是第三层。

耐用，因此制作毡子的主要原材料以秋季剪下的小

（4）水壶盛热水，用笤帚均匀地洒热水。之所

羊羔的毛（秋羊毛)为最佳选择。制作毡子所需要
的羊毛量很大，所以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原材料的
积累。一般制作坐垫毡子所需要的羊毛最好是黑
色或红色，而且该类毡子需要羊毛量要比制作毡房
毡子所需要的羊毛量大得多。

以洒热水在羊毛上，在于在热水的作用下，羊毛纤

1.2 哈萨克族花毡的染料

压成的形状可经久不变，作为可塑性，它能增进织

哈萨克族花毡根据是否使用染料分为两类，一
类是不需要化学染料，只需天然的各色羊毛制作花
毡，这类花毡制成后颜色不是很鲜艳，但是环保安
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第二类是需要染料，染
料分为植物质染料和矿物质染料，均用土法制成。
比如用桑树根制染黄色，
用核桃皮制染黄绿色，
红花
和茜草制染红色，
红柳根和杏树根制染褐色，
锈铁屑
制染黑色，靛蓝染深蓝色等。同时在染色过程中需
要加扎克石料作为媒介剂。制作过程中染料选择非
常重要，
一定要选择质量上等染料，
这样的染料不仅
色彩艳丽，
而且不掉色保证毡子长期的使用。
对于染料颜色的选择要求用色大胆有视觉冲
击力。一般一条哈萨克族花毡同时出现 7～8 种颜
色, 它们是白底黑花纹红边或红底白花纹绿边，还
有绿底黄花纹红边、雪青底红花淡绿边等。白、黑、

物的美观。

维逐渐膨化、发软、失去弹性，同时羊毛纤维的表面
鳞片会打开，各个方向的羊毛纤维通过鳞片突出的
张角，把各个纤维卡住，使纤维固定下来，这时如把
羊毛压成各种形状并迅速冷却，虽解除压力，其已

（5）把 芨 芨 草 垫 卷 起 来 ，然 后 用 毛 绳 绕 着 捆
紧。卷起来的芨芨草垫成圆筒形。
（6）5～6 名妇女两脚轮流踢推芨芨草垫，使它

朝前滚动，踢滚芨芨草垫需要 1h～1.5h。

（7）解开芨芨草垫筒，把成型的毡子铺开，上面

再洒热水，然后把毡子卷起来，用细绳绕着捆紧，接
着 6 名妇女一起并排跪着用胳膊擀毡卷 1h 左右。
其间，
在卷起的毡子两头再用水壶浇热水。

（8）把毡子铺开晾干。制作大花毡需要 12kg 羊

毛。根据毡子的大小，羊毛的用量也不一样。哈萨

克族擀花毡见图 2，该花毡饰以多层齿牙几何形边
框纹，突出中心三组主体纹样，纹饰粗狂，两边对
称。

红、绿等色有强烈对比度，
红、
黄、
淡绿比较柔和。

2

哈萨克族花毡制作工艺
根据制作工艺的差别，可以把哈萨克族花毡分

为擀花毡、补贴花毡、
绣花毡、
印花毡。

2.1 哈萨克族擀花毡的制作工艺
哈萨克族擀花毡的制作
工艺分为八个步骤（图 1，QQ

2.2 哈萨克族补贴花毡的制作工艺

扫二维码看视频）。

哈萨克族的补贴花毡系指一条毡子上的花纹

（1）弹毛。在一张干牛皮
上放羊毛，4～5 名妇女围坐，
两手各持红柳细棍，有节奏地

用细棍打羊毛，把羊毛打松。 图 1
其间，女主人按照本民族的古
老习俗向大家撒糖果（可以推
测，以前撒的是油炸果），以期
吉祥。

哈萨克族擀花毡的
制作步骤
Fig.1 Manufacturing steps
of the decorative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2）铺第一层毛。在芨芨草垫上用剪好的毡条
摆图案，这是花毡的第一层。在芨芨草垫上摆放的
毡条图案，不仅有制作图案作用，更重要的是具有
固定羊毛的作用。

图 2 哈萨克族的擀花毡
Fig.2 The pressed decorated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互补，使其色彩变化更加丰富，纹饰更有趣味。即
按照预先设计，先选两种颜色的毛毡为基础，在这
两种单色毛毡上以同一种纹样拓剪下来，将剪拓的
图案互换，并与两种底色毛毡相补而缝合，即 A 色

与 B 底色互补，B 色与 A 底色互补，然后再在其后背

缝贴一块单色毛毡。这种花毡除了具有独特的纹
饰效应外，还具有装饰趣味强，结实耐用的特点。
有的匠人把花毡分为四块乃至八块，每一片与相应
一片色彩调换。补贴花毡多为哈萨克、维吾尔、塔
吉克等民族使用。
哈萨克族的补贴花毡的最大特色是纹样阴阳
交错配置，形成静中有动的幻影效果，图案纹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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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纹饰相同而色彩不同。用剪裁方法剪贴纹样，用

哈萨克绣花毡的纹饰与蒙古族密缝毡相似，不

阴阳交错的办法转换色彩，使纹样粗犷有力。其实

同之处是它在密缝毡的基础上将有些花卉枝叶用

哈萨克族擀花毡中也有补色效应，如图 2 中白、黑

平针绣满各种色彩，犹如中国画中的勾勒和平面构

两种颜色就是互补色，形成互补效应。哈萨克族补

成中的单线平涂效果，耐人寻味，这也是蒙古族绣

贴花毡大多显得华丽而粗犷（图 3），而柯尔克孜族

花毡独具的特色，见图 5 所示。图 5 是以套绣法用

的补贴花毡大多显得纹饰细腻和做工精细（图 4）。

单线条勾勒的双线条空花纹饰。它是以棕褐、黑、
大红三色分块为底色，再以黄，玫、蓝，土黄，褚色在
底色上刺绣纹样，纹饰之魅丽，除了纹本身的构成
以外，还要看色彩用得是否得体。边框纹样黄和玫
瑰色的分用，
使边饰的图案具有特殊的美感。

图 5 哈萨克族绣花毡
Fig.5 The embroidery decorated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2.4 哈萨克族印花毡制作工艺
图 3 哈萨克族的补贴花毡
Fig.3 The subsidize decorated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哈萨克族印花毡是指在素毡用印花工艺进行
纹样的制作，现在已很少使用了。印花毡有镂版印
花和模戳印花两种。镂版印花是先将纹样拓画于
铁皮上，制成空花版，镂印时铺于素毡之上，按设计
稿分部位镂印出整体纹样，再铺平套色镂版镂印其
他色彩，未镂印的套色，按需涂刷其他色彩。模戳
印花是在大块硬木的平面上将纹饰雕成凹凸状模
戳，按预先设计图案用黑色拓戳出整体纹饰，再套

图 4 柯尔克孜族的补贴花毡
Fig.4 The subsidize decorated felt of Kirgiz nationality

哈萨克族的补贴花毡的纹饰内容极为丰富。
补贴花毡纹饰多取材于游牧生活中常见的猎鹰、大
雁、羝角（公羊角、鹿角）、牛羊骨和少量的花卉、蔓
草，亦有齿牙、三角、方、圆、直线、斜线等几何纹
样。这些纹样以高度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力求似
形非形，意到笔不到的写意效果，再以阴阳交错的
处理手法和以强烈的红、蓝、绿、橙、褐等色对比构
成补色效应，
极富于动感。

2.3 哈萨克族绣花毡的制作工艺

色、填色。

3 哈萨克族花毡的纹样
3.1 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一般会被运用在哈萨克族的补贴花
毡上，大多数以抵角纹样为主要风格。因为宗教信
仰的原因，哈萨克族的纹样不能出现动物、人的形
象，这是避免图腾崇拜，但不影响哈萨克族在其生
活中对动物的喜爱。抵角纹是指羊角纹或鹿角纹，
它是一种用动物的局部特征来表达对动物喜爱的
纹样。它们会被运
用在外围边框上，

哈萨克族绣花毡是指在各色底毡上用彩色的

也可以用在中心纹

条线、棉纱、毛纱绣满纹饰的花毡。它的纹饰大多

样 ，又 或 者 用 在 四

有一幅较宽的边框，中间长方形空地内再构置各种

方 连 续 构 图 上 ，或

格律纹样，也有广场状毡，只在其形制内刺绣一个

者也可以将面积较

单独纹样，也有毡上缝毡，再在缝毡上绣花的毡

大的纹样放在毡子

子。有的边饰要剪成毡花、布花补贴于边上，产生
二青相结合的特殊效果，刺绣方法有补贴绣、平针

中央。图 6 中间的

绣、辫针绣、纳针绣等。

羊角图案寄寓着牲

图 6 哈萨克族补贴花毡中的抵角纹
Fig.6 Horn pattern in subsidize Decorat⁃
ed felt of Kazak nationality

纹样就是抵角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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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兴旺。

明的汉族特色，这也反映了与汉族等民族的文化的

3.2 齿牙纹样

融合。

虽然齿牙纹样不是哈萨克族花毡纹饰里的主
角，但是它却是哈萨克族花毡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纹
样，只是这种纹样在构图中得不到很大的置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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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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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其民族审美的活化石，它展
现了其生存的环境和信仰。哈萨克族的花毡有擀
花毡、补贴花毡、绣花毡、印花毡。擀花毡是最基础
的花毡，被广泛地使用。补贴花毡则稍微复杂些，
比擀花毡多些审美的情趣。绣花毡则体现了写实
的特色，更加费时费力，这更是哈萨克族妇女审美
的综合体现。印花毡则是一种技术型花毡，表现在
量化生产方面，这可能是商品经济下催生出来的结
果。哈萨克族的花毡的纹样有动物纹样、齿牙纹、
植物纹样。其中动物纹样是以动物的局部特征进
行表征；齿牙纹样体现了哈萨克族对刚毅的崇尚，
体现了对强大的追求；植物纹样中缠花纹的花毡表
征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的愿望，这一纹样具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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