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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连南排瑶儿童绣花帽研究
廖经逍，胡小平
（华南理工大学 设计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研究意义]粤北连南排瑶童帽是瑶族文化的载体，是其审美情感的实物表达。[研究方法]文章以排瑶童帽为研
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与走访询问，掌握连南排瑶地区童帽的资料，[研究内容]从排瑶童帽的种类与结构着手，分析排瑶
童帽整体特征，着重对排瑶儿童绣花帽的色彩、刺绣装饰和立体装饰三个特征进行研究，解读粤北连南排瑶童帽中包含
的浓浓母爱与原始信仰。趣味丰富的瑶族儿童绣花帽，通过变换其装饰元素，形成不同支系瑶族各自的特征，然而，它
们在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中，都传递出相同种类的情感，是解析瑶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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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mbroidered Paiyao Children's Hats in Liannan Northern Guangdong
LIAO Jingxiao，HU Xiaoping

(School of Desig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aiyao hats in Liannan of northern Guangdong is the carrier of the Yao culture and the physical expression of its
aesthetic feelings. This article takes Paiyao children's hat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information on children's hats in the Paiyao area in Liannan have been collected. Starting from the types and structures of
Paiyao children's ha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Paiyao children's hats, focusing on the alignment of chil⁃
dren's hats. Research on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Yao children's embroidered hats: color, embroidered decora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ons, to interpret the strong maternal love and primitive beliefs contained in the Yao children's hats in Lian⁃
nan Pai Yao of northern Guangdong. The fun-rich Yao children's embroidered hats transform their decorative elements to for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Yao ethnic groups. However, they all convey the same kind of emotions in their aesthetic appe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is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for analyzing the Yao culture.
Key words: North Guangdong; Liannan children's hats; embroidery patterns; cultural connotations

连南瑶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排瑶聚居地，位
于广东省的西北部，大部分属于山区，工业影响较

规划进行划分，大致分为 4 大支系 16 个分支 40 个

小支，粤北排瑶属于盘瑶支系 [2]。瑶族服饰具有鲜

小，手工业保存较好。瑶族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

明的地域特色，各支系瑶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

溯到蚩尤时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民族之

同，生活方式各异，在服装上形成了鲜明的地域风

[1]

一 。勤劳、勇敢的瑶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

格。粤北排瑶又称八排瑶，以此区别于粤北过山

进行迁徙，由北方到南方，由游耕到定居，创造出了

瑶，当初按姓氏划分的八排瑶后来演变成东三排和

灿烂民族文化。瑶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和

西五排，而今村寨更为丰富，早已不是当初的“八排

语言，但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事物皆为口口相

二十四冲”，而是衍生出更多小支[3]。瑶族童帽的种

传，瑶族人民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传递出了独具魅力

类划分方式有很多，不同支系之间童帽形制有差

的民族文化。瑶族按“支系——分支——小支”的

异，同一支系之间，也分不同种类，如贵州省的白裤
瑶族童帽，就分为银帽、花帽、黑帽三种形制 [4]。排
瑶各小支之间童帽也展现出差异性，但其总体形制

收稿日期：
2020-11-28；
修回日期：
2021-05-29。
基 金 项 目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2020 年 百 步 梯 攀 登 计 划 项 目
（J2TW20200404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C218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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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

是一件实用的物品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其三具

1

排瑶童帽的种类与结构

有教育性，是大爱无言的深沉情感，是传递亲情和

排瑶小孩出生几个月后，不论男女，均戴绣工

民族信仰的媒介。连南排瑶童帽的差异性主要在

精巧的绣花帽，其间缀上几枚古铜钱或小铃铛，幼

于其装饰和结构的不同，其整体形制和包含的文化

[5]

稚可爱 。排瑶童帽的种类丰富，结构相似，根据使

内涵是一致的。

用者的性别、年龄、所属地区以及童帽的造型、装
饰、制作方式，排瑶童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按使用者的性别可划分为男童帽和女童帽以及男
女混用童帽；按童帽的装饰特色也可以划分为有吊
坠装饰的童帽和无吊坠装饰的童帽；排瑶各小支之
间儿童绣花帽也有所不同，以涡水河为界限，按地
区划分，排瑶大致可分为东三排和西五排。东三排
儿童绣花帽有油岭童帽、南岗童帽、大麦山童帽；西

（a）正面

（b）背面

（c）正面

（d）背面

图 2 大麦山童帽与三排童帽（a、b 为大麦山童帽；c、d 为三排童
帽）
Fig.2 Damai Mountain Beanie and Three-row Beanie

2

排瑶童帽的装饰特色

排瑶儿童绣花帽作为瑶族文化的瑰宝，有其别

五排有金坑童帽、大坪童帽、盘石童帽、香坪童帽、
涡水童帽。图 1 为南岗地区童帽和军寮地区的童

致的民族特色。排瑶支系众多，服饰各有差异，但

帽，它们在形制及装饰手法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色

是无论是哪一支系，在其色彩表达、刺绣纹样装饰、

彩皆以红色为主，既展现出排瑶童帽的共性，又体

立体装饰上，
都展现出统一的瑶族思想。

现出其划分区域功能的差异性。

2.1

色彩
瑶族绣花童帽色彩明丽，充满童趣。瑶族“好

五色衣裳”，对五色的喜好最初是出于图腾崇拜以
及对祖先怀念的需求，随着瑶族文明意识的不断发
（a）正面

（b）顶面

（c）正面

（d）顶面

图 1 南岗童帽与军寮童帽（a、b 为南岗童帽；
c、
d 为军寮童帽）
Fig.1 Nangang Children's Hats and Army Children's Hats

排瑶童帽分为里外两层，里层不做装饰。部分

地区排瑶童帽表层拼接刺绣布块，如图 1（c）
（d）所

展，逐渐演变成一种对美的追求 [6]。瑶族盛装善用
对比色，色彩饱满，粤北排瑶多个支系，妇女盛装服
饰配色皆以红、黑为主色，辅以白、蓝、黄等色[7]。排
瑶儿童绣花帽与排瑶服饰一样，也是五色缤纷。如

示，军寮童帽在帽子前端缝一段刺绣贴布，形成一

图 3 所示，油领童帽底布为黑色，刺绣以红色为主，

个突起的三角布块，瑶族当地人称“鼻子”。据广东

布上进行刺绣，而另一部分则是在底布上缝制绣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邓生一妹女士所言，这段

片，丰富童帽的层次。童帽刺绣的配色以红色最为

“鼻子”是吉利的意思，能够保佑孩子平安长大。排

突出，与黑色的底布形成经典的红黑对比，红色与

瑶童帽还喜在外围挂吊坠装饰，具有辟邪祈福的功

黑色在童帽的用色中，占比几乎持平，形成色彩对

能。不同地区的排瑶，童帽的后端结构会发生改

比，视觉效果醒目。在以红色为主的刺绣图案上，

变，如图 2（b）大麦山童帽背面，会缝制一块长约

6cm、宽约 5cm 的方形布料，四周缝上铜钱或银铃作
为装饰，帽子的顶端有盘王印刺绣纹样。与大麦山

辅以黄、白两色。部分地区排瑶童帽直接在黑色底

会辅以黄、白、绿等颜色，辅助色以小面积的刺绣图
案出现，丰富刺绣块面的层次，在一片红色绣片中，
零星点缀着各色刺绣图案，形成错落有致的画面。

童帽不同，三排、油领地区童帽外层帽身，是由两块
不同颜色的面料拼接，在帽子后端形成一个面料对
比，如图 2（d）所示，瑶族绣娘称其为“尾巴”，这段

“尾巴”不做刺绣装饰，而是缝制吊坠，带有吉祥的
寓意。排瑶童帽工艺复杂，从帽身制作，到缝制刺
绣装饰，工序繁琐且耗费时间，折射出瑶族妇女灵
巧的心思与勤劳的生活态度。排瑶童帽是瑶族服
饰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其一童帽具有

图 3 油领童帽
Fig.3 Youling Beanie

保暖防风的实用性；其二是具有审美性，排瑶童帽

在瑶族文化的传统观念里，红色具有再生与正

由手工制作而成，工艺繁琐，装饰丰富，已经不仅仅

义的性质，黑色则代表沉稳与智慧，色彩所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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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瑶族的审美偏向，也传递出心理情感与民
[8]

单个纹样为几何图形。与鸡相关的纹样，不仅出现

族精神 。排瑶儿童绣花帽经过岁月的不断打磨，

在排瑶童帽的刺绣图案中，其他支系瑶族也有，如

演变成今天的红、黑色对比效果，展现出瑶族祖先

白裤瑶族人认为鸡是光明的使者，渴望拥有鸡的美

们敏锐的色彩感觉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更传递出

丽与勇敢，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图腾运用童帽上[13]。

瑶族人民顽强生存，敬畏自然的民族精神。红色自
古以来都是地位的象征，是瑶族盛装中最常用的彩
色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瑶族服饰色彩构成从原
始的民族心理观念性的解释，开始走向重归色彩本
原装饰意义的心理创造，从追求色彩的心理平衡走
向色彩的纯意识审美[9]。排瑶儿童绣花帽中红色的
运用，一是排瑶长者对孩童的关怀，具有美好祝福
和喜庆的寓意，采用红色作为主要装饰色是希望给
孩子带来福气；其二是鲜明艳丽的红色与昏暗的黑
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使童帽更具玩味。连南排瑶童帽色彩对比一明一

图 4 三排童帽
Fig.4 Three rows of children's hats
表 1 排瑶地区女子便装上衣形制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shape of women's casual jackets in Paiyao area
鸡冠纹

树木纹

小草纹

桥梁纹

暗、一华一素，风格多姿。刺绣图案搭配各种色彩，
造就了明丽多姿的童帽。瑶族妇女变幻的刺绣与
古老的传统手工结合，赋予了瑶族童帽朴实而又神
排瑶儿童绣花帽的装饰中最具特色是瑶族传

秘的魅力。

2.2

刺绣装饰

统平面刺绣图案，以几何抽象图案为主，内容丰富，

刺绣装饰是瑶族童帽精巧华美的重要原因之

不同纹样具有不同的寓意。刺绣纹样或三三两两

一，瑶族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瑶族姑娘爱绣花，

组成一条连续不断地“线条”，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会绣花找不到婆家。
”瑶族妇女以拥有精湛的刺

在其它图案之中出现，共同构成一块完整紧密的刺

绣手艺而自豪，从自己的嫁衣，丈夫的服饰，到出

绣装饰。排瑶刺绣童帽完整性强，刺绣填充满而紧

门用的绣花袋，小孩的绣花帽等，都是传统瑶族女

密几乎不留空隙，精美细致。纹样有植物、动物、生

性在闲暇时绣制的 [10]。连南县瑶族刺绣采用的是

活景物和神话之物，通过变形抽象，以几何刺绣的

挑花技法，是瑶族的一种传统刺绣技法，反面挑花

形式展现出来。植物有小草、花朵、松树、松果等；

正面看，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瑶族刺绣无需绘

动物有蛇、鸡、鸟等；景物如雪花、桥梁、河流等。童

制草稿，只凭借着瑶族绣娘的喜好，顺着刺绣面料

帽刺绣组合方式百变，如以原野纹、龙纹组合出现，

的经纬直接绣制，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排瑶刺绣

描绘的是一幅山林景色；以眼珠子纹、蛇纹、双花纹

针法约有六种:十字挑、斜挑、平挑、锁边、结绳、滚

排列组合出现构成的别致图像，是期望孩子耳聪目

边 。排瑶童帽常常用到锁边、结绳等技法，帽檐

明，不受山林毒物的侵害，有坚强勇敢的寓意，也是

处皆为锁边装饰，锁边有完善童帽完整性的作用，

父母对于生命的敬畏与渴望；以鸡冠纹、桥梁纹、树

使童帽在视觉效果上更加和谐统一，而十字挑、斜

木纹、原野纹、大花纹、半花纹等自然环境中存在的

挑、平挑则更多用于绣制纹样。

事物组合出现，传递的是瑶族绣娘对哺育瑶族成长

[11]

粤北瑶族刺绣图案，不是简单的临摹，而是选
取实物最具特征的部分，进行抽象变形，以几何折
[12]

线的形式构成纹样 。刺绣图案呈线条状，是延绵
不断的二方连续装饰纹样。刺绣的起针、落针可以

的大自然的敬爱之情，也透过对自然的感恩之心，
无言的教导孩童要学会感恩。

2.3

立体装饰
瑶族童帽的立体吊坠装饰，承载了瑶族人民的

根据童帽的大小结构进行改变，调节方便，且不影

期盼。民族服饰大多喜用立体吊坠装饰，例如羌族

响刺绣块面的完整性和对称性，可临时增添刺绣块

“尾巴帽”喜用铃铛、银泡、流苏等作装饰，表达对福

面，集美观性和便捷性于一体。如图 4 所示，三排

寿平安的期盼[14]。瑶族喜戴头饰，排瑶男性头饰插

瑶族童帽的刺绣图案是瑶族居住的环境，树林草木

有雉羽、白羽毛或插五彩条;女性头饰装饰有锥鸡

旺盛，鸡游走在小桥田野间觅食，童帽所用的四种

尾羽、银针、银鼓、银牌、珠穗、毛绒球等[15]。与成人

主要刺绣纹样是用平挑的刺绣方法，如表 1 所示，

头饰一样，排瑶童帽也喜用吊坠装饰，铜钱和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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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常见的立体装饰，如图 5 所

物的敬畏与崇拜，传递着对自然的感恩之情，这种

以 ，油 领 儿 童 绣 花 帽 装 饰 有 铜

无言的传递方式，反映出瑶族人民朴实的生活原

钱、绒线球和白色鸡毛。瑶族人

则。以服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通过给孩

民将铜钱、铃铛视作辟邪之物，

子带上绣花帽，教给孩子融入瑶族社会集体的第一

用红线将铜钱和铃铛分别穿成

课，即学会感恩，心怀感恩之心，于社会即为爱护生

长度约为 5cm 左右的吊坠，将它

存环境，于家庭即为孝顺父母，是将传递其民族精

作为装饰缝制在童帽，寄托了瑶
族妇女期盼孩子平安成长，免受
邪恶事物侵害的愿望。

神思想的重要媒介。粤北瑶族的小孩格外受到其
图 5 油领儿童
Fig.5
Children in
Youling area

族群重视，在生育观念里，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
[16]

。排瑶无论男童帽或是女童帽，皆有其各自的特

以帽子前端为中轴线，围绕着帽子的维度一

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作用，影响着人们的

圈，每隔一处吊上一定数量的吊坠，最后在童帽的

价值观念。童帽最初作为一样防寒保暖的工具，追

后端缝制数量较多的吊坠，有的是五枚铜钱配三个

求的是实际功能，如今精美灵动的排瑶绣花童帽，

铃铛，也有缝六枚或四枚铜钱，不同小支的排瑶有

是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打磨，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

不同搭配。童帽整体装饰的吊坠数量并不统一，但

的形制，期间不断融入童帽中的是父母对孩子的关

其数量都是围绕单数进行变化，有的 23 枚，也有多

爱，是日渐安稳富裕的瑶族人民对新生命加入族群

以吊坠总数皆为单数。除了有辟邪和吉祥寓意，排

3.2

的为 27 枚，瑶族传统观念中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所

的重视和渴望。

原始的信仰

瑶童帽的吊坠还具实用性，孩子带着挂满吊坠装饰

瑶族人民依山傍水，房屋环山而建立，遵循万

的帽子活动时，立体装饰之间会互相碰撞发出叮铃

物有灵的自然观，对自然界一直保持着一颗敬畏之

响声，孩子的家人可根据响声判断孩子的方位。童

心，这种对自然的崇拜体现在瑶族人们生活的方方

帽的立体装饰为孩子增加了玩味，也给人带来灵动

面面里。瑶族母亲在劳作时，都会将满月之后的婴

烂漫的愉悦感。

儿背到田间，在婴儿的身边扎上一些桃树叶或布荆

3 排瑶童帽的文化内涵
3.1 深厚的母爱

枝叶，据说这样可以辟邪[17]。排瑶人民生活节奏缓

排瑶童帽是连接亲人的纽带，藏着教育孩子心

慢，自给自足的连南排瑶与外界交流较少，医疗设
施不发达，鬼神信仰一直存在于瑶族的生死观中，

怀感恩的秘密。一顶瑶族童帽工序繁琐，由手工制

在瑶族传统社会观念里，疾病并不完全能用常理解

作而成，每一个环节都注入了瑶族妇女的心血，耗

释，而是有一种超越自然的未知力量存在，这种未

时较长，除了有它本身的实用性之外，还被赋予了

知力量是需要借助某些物品或仪式才能驱赶或者

特殊的情感价值。图 6 为香坪童帽绣片，底布为黑

消除。瑶族民间信仰基本目的是避灾祈福，其功利

色，刺绣紧密，几乎不露底色，它凝结的不仅仅是一

心显而易见，通过缅怀先祖和信奉神灵的同时，祈

位母亲的辛劳汗水，更包含了她对孩子深沉的爱。

求祖先和神灵保佑自己与族群的安逸 [18]。瑶族没

对于父母而言，制作童帽时的一针一线都倾注着对

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借助瑶族服饰以及传统的仪式

孩子浓浓的关爱，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温

习俗，可以解读瑶族文化中的鬼神信仰。许多民族

暖；对于孩子而言，童帽是儿时精致的玩物，是长大

的民间习俗和宗教信仰都表达了原始人类在现实

后的一份珍贵回忆，值得一生收藏存放。透过绣花

奋争中祈求力量、祈求慰藉以及向往理想境界的心

童帽，
父母之爱不言而喻。

灵期盼，这种原始信仰源于人类意识深处对生命的

图 6 中，排瑶童帽刺绣中的抽象纹样，刻画了

一幅幅山林野兽的自然景象，是瑶族人民对自然万

向往，
是自然崇拜和天神崇拜的根源[19]。
连南排瑶地区有着这样一个风俗，当新生婴儿
出生满一百日时，婴儿的家人会宴请亲朋好友和街
坊邻里，俗称“百日酒”，以此欢迎新生命进入族群
社会。在孩子满一百天之前，孩子的母亲会为其准
备好具有辟邪祈福功能的“百日婴儿帽”、绣花裙、
背袋等物品，如图 7 为排瑶传统婴儿背带，图 8 为妇

图 6 香坪童帽绣片
Fig.6 Xiangping Children's Hat Embroidery

女盛装绣花裙。在婴儿满一百日当天，用背带将婴
儿固定在母亲的后背，防止婴儿滑落，再将绣花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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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肩部，既可为婴儿挡风，又作为装饰，最后为婴

是最原始的一种信仰，瑶族童帽折射出瑶族基于鬼

儿带上的“百日婴儿帽”，婴儿的家人会带着穿戴好

神崇拜、
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

的婴儿到瑶族的香堂烧香，祈求祖先与神明保佑其

4

平安健康，免受灾祸，图 9 即为油岭地区“百日婴儿

结语
排瑶儿童绣花帽是瑶族服饰文化中不可替代

童帽”。这些物品就是抵御和祈福的工具，不但具

的组成部分，它的结构、种类以及装饰特点无一不

有实用性，也带有人们对于未知力量无可奈何的祈

展现出瑶族人民的审美偏好与求同存异的文化内

祷性[11]。这种仪式是宗教表达方式的一种，仪式的

涵，是母亲对孩子简单而深厚的关爱，是族群对于

举行能够很好地传播和保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生命的重视，也是瑶族人民对于自然力量和未知神

不单是百日婴儿，连南排瑶地区流传着小孩童容易

明的敬畏之心的侧面体现。排瑶童帽的形成与变

撞邪的说法，因而瑶族妇女都会为自己小孩制作用

化，折射出瑶族人民内心的真实渴望。研究瑶族传

于辟邪的绣花帽，民间传说儿童的“花”不稳定，很

统服饰是为了更好的记录和传承民族文化，关注瑶

容易撞邪或被带走，戴上它可以辟邪[20]。戴上童帽

族童帽对于研究瑶族精神情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

即就是有了神明的庇护，孩子便能在安全的环境里

义。希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服饰的研究，让更多人了

平安健康的成长，童帽则不再是一件保暖的饰品，

解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魅力，激起更多人对传统民

也是寄托祝福和期望的工具，
是传递情感的媒介。

族服饰的关注。

注：
图 1 作品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2(a)(b)作品为广东省瑶绣传承人沈佩英提供，作者自摄；(c)(d)
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3 作品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7 排瑶背带
Fig.7 Pai Yao Strap

图 8 排瑶盛装绣花裙
Fig.8 Pai Yao dress embroi⁃
dered skirt

图 4 作品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5 作品为作者自摄；

图 6 作品为作者自摄于连南县香坪市场；
图 7 作品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8 作品为广东瑶族博物馆提供；

图 9 作品为广东省瑶绣传承人邓生一妹提供，
作者自摄；
表 1 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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