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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挑花方巾婚恋主题图案分析及其文化探究
刘

欢，王

柯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通过分析黄梅挑花婚恋主题图案，探究黄梅挑花图案在婚恋礼中形成的文化寓意。[研究方法]文章
以人生四大礼仪中的婚恋主题图案作为研究对象，对黄梅挑花文献、民间作品进行归纳整理、图文采集，以此来分析黄
梅挑花题材在婚恋主题中的造型元素及造型结构。[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黄梅挑花图案存在非必要构成元素和
必要构成元素，主要以团花、填花、边花、角花、花边进行构成；图案造型结构规律以格律体、平视体搭建构图；鱼、蝴蝶等
自然物归纳于繁衍生育崇拜，龙、恩哥蟠桃逐渐演变成情感生活寄托，成为文化寓意的凝聚和体现。通过对黄梅挑花婚
恋图案元素构成、造型结构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可帮助现代设计师更加理性地了解婚恋主题图案，并从中提取设计灵感
并赋予现代服饰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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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heme Pattern of Marriage and Love of Huangmei
Cross-Stitch and its Cultural exploration
——Take the pattern of the square towel with flowers as an example

LIU Huan, WANG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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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uangmei cross-stitch theme patter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formed
by the Huangmei cross- stitch pattern in the wedding ceremony. Taking the marriage and love theme patterns in the four eti⁃
quette of lif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llates the literature and folk works on picking flowers of Huang⁃
mei cross-stitch and collects pictures and texts, so as to analyze the modeling elements and modeling structure of the theme of
picking flowers of Huangmei cross-stitch in the marriage and love them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non-essential elements
and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pattern of picking flowers of Huangmei cross- stitch , mainly composed of group flowers, filling
flowers, edge flowers, corner flowers and lace. The pattern modeling structure law constructs the composition with the rhythmic
body and the horizontal view body; Fish, butterfly and other natural objects are summed up in the worship of reproduction, while
dragon and boon copanpeach gradually evolve into emotional life sustenance, and become the aggregation and embodiment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By summarizing the regularity of the elements and modeling structure of huang Mei's love and marriage pat⁃
terns, it can help modern designers to understand the theme patterns of love and marriage more rationally, extract design inspira⁃
tion from them and endu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lothing.
Key words: Huangmei cross-stitch ; themes of love and marriage; modeling elements; modeling structure; cultur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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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巾在婚恋民俗观念之中，充当了少男少女的定情

黄梅挑花方巾涉及婚恋图案较多，黄梅民歌唱

物。然而在目前学术界对于当地人生婚恋礼仪习

道：
“挑花手巾四四方，绾个结儿丢过墙；千年不见

俗中的黄梅图案研究较少：例如黄梅县非物质文化

结儿散，万年不见姐丢郎。
”深刻说明了黄梅挑花方

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写的《黄梅挑花》，涉及到
了黄梅挑花的婚恋礼的记载，但记载内容主要以挑
制的物件及嫁妆为主，缺少对于图案本身造型特征
及观念的描述[1]；另外《黄梅县志·上》中对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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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记载，主要记载为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四时八
节等，缺乏完整礼仪习俗中对于黄梅挑花图案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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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析[2]。大多数学者对黄梅挑花的研究存在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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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特色、色彩特征等艺术特色研究 [3-6]，很少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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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婚恋主题图案进行专题研究。因此，传统黄梅
挑花技艺的保护和创新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展，其中
礼仪主题图案元素也没有专题文献记载，严重影响
了黄梅挑花的保护和传承 [7-8]。婚恋主题方巾图案
在造型元素构成、造型结构上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
特点，从事研究黄梅挑花中婚恋主题图案仪造型特
征、民俗观念较为少见。黄梅当地县志及黄梅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列书籍中，缺少对于黄梅本地婚恋主
题图案中造型元素、造型规律的记载及在婚恋中挑
花艺人对于情感生活、繁衍生育、图腾崇拜的寄托

图 3 恩哥蟠桃
Fig.3 Boon Flat peach

[9]

图 4 打骨牌
Fig.4 Playing domino

从图案其形式法则来

愿望 。本文基于黄梅挑花婚恋主题图案特征及文

看，团花的构造形式以单个

化探究，以期拓展黄梅挑花各类主题图案研究，这

物体为形式变化围绕中心

为鄂东黄梅挑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指明

点进行九十度重复而形成

了方向。

的均齐样式，挑制花纹灵活

1

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造型元素

多变并掌握了三重节奏变

在黄梅挑花图案的

化，因此达到灵活多变的效

造型构成中（图 1），大多

果。在黄梅挑花的婚恋主
图 5 鹭鸶戏莲
Fig.5 Bittern play lotus

整体挑花物件中以团
花、填花、边花、角花、花

题图案中多以喜庆欢快为
主，所以团花在造型结构

边这五种图案元素构

的表达中多以几何图案为主，规律性的图案旋转而

成。在婚恋主题图案整

成更显轻松喜庆。

体图案构成中（图 2），一

1.2

般以团花作为主体象征
物。其团花、边花、花边
为设计元素中的必要

边花
边花图案作为黄梅挑花整体图案中的第二构

图 1 造型结构
Fig.1 Modeling structure

成要素，在图案中占比较大。边花的造型位置主要
分布于团花的上下左右的位置，用于修饰中心花使

构 成 图 案 ，另 填 花 、角

得整体图案构造更加丰富多变。在系列婚恋主题

花多以辅助构成图

图案边花中，边花图案分布依旧以中心花为中心向

案。在设计造型中，黄

外散开，从来对团花形成烘托之意。系列婚恋主题

梅挑花多以中心散开

图案中（图 6），上下花边多以七仙女、七女送子、打

法的设计手法，讲究其

莲湘、迎亲图、取媳妇等人物故事为主，左右花边多

对称、均衡之美。更重

以二虎抢宝、八瓣莲纹、鲤鱼跳龙门、二龙戏珠、双

要的是在于黄梅挑花

狮爬球等动植物题材为主。

讲究数纱，隔三纱五纱
挑制一针，因此黄梅挑
花图案更具规律性。

1.1

Fig.2

图 2 凤追凤
Phoenix follows phoenix

团花
团花又称作“中心花”，在团花、填花、花边、角

花、边花之中占据中心视觉点的位置。团花在挑制
的过程之中，更多的代表了礼仪时节的选择，也称
叫为作品之名。在分析其 504 张挑花图片中，团花

在种类之中有近 40 余类，有挑制婚恋主题图案主
题团花有近 20 余类。例如其凤戏牡丹、四季骨牌

Fig.6

图 6 福寿双桃（边花：
迎亲图 七仙女 二虎抢宝）
Fu Shou double peach (Side flower: wedding picture seven
fairies and two tigers robbing treasure)

花、鲤鱼跳龙门、龙凤呈祥、鲤鱼穿莲、丹凤朝阳、恩

以品名福寿双桃为例，中心团花为挑制福寿双

哥蟠桃（图 3）、打骨牌（图 4）、鹭鸶戏莲（图 5）、凤追

桃，上为挑制迎亲图，下为挑制打莲厢，左右均为挑

凤、十样锦、喜鹊弹梅、
等图案造型。

制二虎抢宝。在边花迎亲图造型中，图案顺序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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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俗风俗进行挑制，解释为娶亲日，新郎官骑马，

在。在图中右上与左下、左上与右下图案为对称相

媒人与新娘坐轿。图中前面轿子抬的是媒人，中间

同，其图案为莲纹、如意纹、万字符组合而成，几何

骑马者为新郎官，后面有一花团锦簇的冠盖便是新

形态的挑花手法作为表现形式。

[10]

娘 。由此可以说明，图案在挑制的过程之中结合

1.5

于生活背景，
反映了当时黄梅地区的民俗特点。

1.3

填花

花边
花边挑制于在边花的上下二端，左右并不挑

制。花边在挑制中起到美化和固定的作用，挑制图

填花一般挑制于边花的交接之处，起到填补空

案为简单连续图案。例如多用字、蝴蝶、水鸭、云头

间连接相邻之间的图案。在图案造型选择中，图案

纹、如意纹、蚕头尖(小三角形)、茉莉花苞(长六边

一般挑制简单几何形纹样。在婚恋主题图案中，填

形)、狗牙齿(锯齿形)、瓜子米(正六边形)等连续组

花一般挑制蝴蝶戏金瓜、斑鸠石榴、莲花骨牌、划龙

成。

船、八角莲、瓶插莲花、莲花铜钱心、石榴花、寿、喜、

2 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造型结构
2.1 格律体构图

八卦花、
鱼、鸟、
人等图案。
以品名挑花为例（图 7），填花则使用凤形几何

格律体是一种"剖方为圆，依圆成曲”的构图
图案。七彩羽毛与七彩尾翼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图 10）。是以曲直方圆几何形骨格作为基地，从经
在挑制上“S”形态的轮廓表现，粗犷简单的几何外
纬线、对角较中运用巧思 [11]。左右,后，上下，高低，
形轮廓，却不丢失凤凰本身的轻盈、精致之美。图
品名打骨牌的以琴棋书画的字样进行填花（图 8），

四防八面，从奇数、偶数,大形、小形曲短、直瓣，主
体、宾体,形豫、容固虚实之中安拼布局。利用米字

则反映出当时人对于琴棋书画的祝愿，由此可以说

格、九官格等格式制造出干万别而又格律灌严的图

明黄梅挑花是代表挑花女在每一时期的美好期盼

案，所以称之为格律体构图。

的浓缩。

图7
Fig.7

1.4

鹭鸶戏莲（填花：凤）
Bittern playing lotus
(flower filling: phoenix)

图 8 打骨牌（填花：
字花）
Fig.8 Playing domino (flower
filling: word flower)

角花

Fig.10

图 10 格律体构图（来源于《图案基础》雷圭元）
hythmic composition (from The《Pattern Foundation》by
Lei Guiyuan)

黄梅挑花婚恋图案在造型结构中（图 11），图案

造型规律多表现为方中见圆，圆中见方的造型规

角花一般在图案中处于装饰作用，呈现三角

律。方巾图案的造型规律以格律体九宫格和米字

形图案样式分布在方巾四角。角花所存在的造型

格为构图，中心基本都以曲直方圆的几何形物体根

几乎都会根据团花的造型形式去相互变化影响，
角花所存在造型形态一般抽象几何化存在以二到
三个物体进行组合。四个角花并不完全相同，一
般以右上与左下、左上与右下图案为对称相同。
在婚恋主题图案中一
般挑制蝴蝶戏金瓜、
斑鸠石榴、莲花骨牌、
划龙船、八角莲、瓶插
莲花、莲花铜钱心。
以品名麒麟送子
图案为例（图 9），角花 图 9
的造型形式一般以等
腰三角形的形式存

麒麟送子（角花：八瓣莲纹
万字符）
Fig.9 Kirin SongZi(Horned flower:
Eight lotus stripes swastika)

Fig.11

图 11 黄梅挑花格律体构图
Huangmei Cross-Stitch rhythm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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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旋转复制而形成圆形。边花上下、左右形成对称

复制的刻画手法。例如黄梅挑花平视体构图上幅

之美，边花上为桃园三结义图案，下为鲤鱼跳龙门

画面，打花灯图案分别构成画面的前景与后景并前

图案，左右均为八角莲图案，上下左右均齐排放，因

后对称，中间图案状元游街多以人物侧面形象出现

此构建方形框架。四角角花称之为“依圆成曲”，角

并人物复杂不重叠，边花则挑制简单二方规律性连

花多为点缀连接之美，挑制于边花和团花之间，体

续纹样。下幅画面跟上幅画面造型构图较为相似，

现出点缀之美、
虚实之美。

前景后景均为麒麟送子图案并前后对称，中景则为

根据资料收集及图案对比中，可以发现黄梅挑
花方巾图案的造型规律依据于九宫格或米字格的

凤纹对称图案。

3

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文化探究

框架之中。其团花位于中心位置，单独纹样通过旋

《史记·汉书》有其历史文化和民风世俗的记

转而“依曲成圆”。边花左右纹样基本独立对称，其

载，黄梅更是荆楚初祖祝融的发祥地和中国农耕文

动植物题材偏多。边花上下纹样围绕团花挑制，其

明的创始地之一。自荆楚初祖祝融先后迁徙长江、

人物题材偏多。角花造型规律多为“依圆成曲”，填

汉江流域，不断与周围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后

补整体画面均衡之感。整体方巾造型可以拆分为由

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13]。

内向外的构造形式，由必要构成元素团花向外挑制

黄梅挑花图案作为黄梅人文化及记忆的传承，黄梅

必要构成元素边花，其团花与边花之间挑制点缀挑

人创造性的将民俗观念及美好愿望融入于挑花作

花填花元素，
最后非必要构成元素角花则依圆成曲。

品之中。婚恋礼作为黄梅人较为重要的礼仪之一，

2.2

其图案造型元素、图案造型构成、图案观念都包含

平视体构图
平視体构图,可以說是图案构图中的一种自由

着本土文化内涵。根据资料收集及田野调研中，民

式构图。它，不受格律的限制，但也有它自己的規

间艺人多在通过挑花作品表达出情感生活愿望、生

律 。如图 12 汉时刻装饰画中采用平视体构图方

育繁衍等民俗观念，由此可以概括为生殖崇拜、图

式 ，前 后 左 右 均 齐

腾崇拜两种文化寓意形式。

排 列 ，力 求 雕 刻 形

3.1 生育繁衍——鱼、
蝴蝶

[12]

象造型。在题材的

在黄梅挑花婚恋主题图案中，黄梅地处长江中

元素中形象刻画不

游地区在思想和文化上受到儒家思想及宋明理学

重 叠 ，在 视 觉 的 中

思想的长期浸泡。因此，在挑花作品中对于生育繁

心点与格律体视图

衍、延续子嗣表现出强烈的生殖崇拜。在黄梅挑花

完全不同。没有一 图 12

平视体构图（来源于《图案基
础》雷圭元）
Fig.12 Heads- up composition (from
The 《Pattern Foundation》 by
Lei Guiyuan)

婚恋礼作品中以巧借动植物自然属性的手法表现

个固定的视觉中心

寓意的如：金瓜、葫芦、石榴多籽，鱼、青蛙善生殖，

一水平面上。在画面中的人物、
动植物、
亭台都以侧

民族的传统观念下，已经形成观念性生育繁衍崇

面的造型形式进行刻画，
多展现出事物的造型之美。

拜 [14]。婚恋礼下的黄梅挑花鱼纹图案（图 14），黑布

点，画面中的前景
与后景都存在于同

整体图案构造看起来自由散漫，
但在前景与后景相联
系之中十分严谨，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均衡性。

此类挑花借喻祈求生子、
子孙绵延昌盛。
俗话说“千年草籽，万年鱼籽。”鱼纹在中华

为底，白线为骨，兼用粉红、草绿与白色丝线相组，
以几何形纹样挑制出鱼纹并伴之以水草。在整体

在黄梅挑花婚

的鱼纹图案造型构成中，鱼纹是成双成对的一种组

恋 礼 图 案 中 ，不 仅

合形式。鱼在自然界中[15]，有着超强的繁衍能力并

存在格律体图案构

有着鲤鱼跳龙门等很多传说故事。因此阴阳双鱼

图 ，还 有 其 平 视 体

合体，含蓄地反映了相依相伴、永不分离、男女交

构图。黄梅挑花平

合、繁衍子孙的严肃主题。

视体构图与汉时刻
装饰画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图 13），画

面的前景与后景均
为同一水平线

图 13 黄梅挑花平视体构图
Fig.13 Yellow plum pick a flower hori⁃
zontal view body composition

之上，讲究左右图案对称之美，整体采用排比、

Fig.14

图 14 黄梅挑花鱼纹图案
Huangmei Cross-Stitch fish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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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在自然界中不仅仅在于生殖力强，还有

龙戏珠图案成对称之美。在这里珠代表太阳、龙

破茧成蝶的蜕变，从中暗示了黄梅人对于蝴蝶纹

子，二龙分别代表男阳女阴。二龙戏珠即阴阳双

寄托的思想观念。蝴蝶纹（图 15）在黄梅挑花图案

龙相互交合，诞生新的生命，是先民生命之神崇拜

中，蝴蝶纹由白色丝线挑制骨线，每个蝶翼挑制淡

的象征。

蓝、粉红丝线或留出十字纹样，色彩对比强烈。整

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到:“在天愿作比

体蝴蝶纹周围挑制金瓜纹由此构成瓜瓞绵绵，在

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恩哥蟠桃作为一种特殊

纹样上表现为大瓜、小瓜和瓜蔓，或用瓜和蝶相组

图案的出现（图 17），黑布为底，白色丝线为骨，用

合，取蝶与瓞相谐音,表示子孙繁衍、兴旺昌盛。原
出于《诗，大雅.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色彩对比
:
强烈。

以大红、粉红、淡黄与白色骨线相组。图案造型
构图上，格律体式构图四凤伴于方印周围。其中
恩哥是一种鸟类，代表着阳刚男性，蟠桃是一种
春桃，代表着阴柔女性 [16] 。似于古代用鸟以比喻
夫妻情爱，
《尔雅》
“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
:
”

《山海经》
‘崇吾之山有鸟,状如凫,一-翼一目,相
:

得乃飞。恩哥与蟠桃相互挑制在一起，相互亲密

Fig.15

图 15 黄梅挑花蝴蝶纹图案
Huangmei Cross-Stitch butterfly pattern

蝴蝶纹存在于角花、边花、团花等重要造型元

依偎在一起，即为爱情说，是对于爱情、美好的一
种象征。

素之中。蝴蝶纹在挑制中，可以发现一般都以成双
成对的进行挑制，由此表明蝴蝶一般双栖双飞，借
喻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在“蝴蝶弄金瓜”挑花品
中，翩翩起舞的蝴蝶象征男性，金瓜或南瓜都是多
籽葫芦的变体，象征生命繁衍的女性母体。整件挑
花品反映了男女相恋、
男女结合、
子孙繁衍主题。

3.2

情感生活——龙、
恩哥鸟
在黄梅民间艺人手里，龙被挑得栩栩如生。有

Fig.17

人还把龙的头挑成猪形、鱼形、虎形。龙系列挑花
工艺品寄托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赐福人类，盼望
人类勇猛强健，兴旺发达的种种心愿。由于黄梅地
处禅宗的发源地，又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和传播，
因此在形成了黄梅多元化的文化。在原始人心中，
蛇是一种令人生畏的神秘力量，于是产生起对蛇的
崇拜来，逐渐便把这种自然崇拜上升到社会崇拜，
形成了中华民族之魂——龙。龙，是原始人按特定
观念组装起来的。马头、鬼眼、鹿角、牛耳、蛇身、蜃
腹、鬣尾、鸡爪、虎掌、鱼的鳞和须[8]，所到之处谓“十
似”，虚构了既能在地面疾行，又能入水上天的神
力无比的强大动物，在文化含义虽一种生命的符
号。
“二龙戏珠”挑花品(图 16），以珠为中心纹样，
以白线挑出珠及龙纹骨架，内挑红蓝牌点，整体二

图 17 黄梅挑花恩哥蟠桃图案
Huangmei Cross-Stitch boon elder brother flat peach pat⁃
tern

在中华传统图腾崇拜之中，蛇和蛙是黄帝族
的图腾，而炎帝的图腾除蛇和蛙外，还有太阳神，
祝融族的图腾是凤凰[17]。对于黄梅而言，黄梅在婚
恋主题图案中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情感生活，最
初是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后获得了社会属
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成为精神力量的凝聚
和体现。

4

结语
通过对于黄梅挑花图案在婚恋礼中的造型元

素、造型结构和文化寓意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得出
黄梅挑花造型元素由团花、填花、角花、边花、花边
五种元素构成，并形成了以必要构成元素及非必要
构成元素构成的方巾图案。在造型结构中，方巾表
现为米字格、九宫格等格律体构图及前景与后景在
同一水平线的平视体构图。在当地的民俗观念中，
挑花艺人把繁衍生育与情感生活更多的表现在鱼
纹、蝴蝶纹、龙纹、恩哥鸟等具体物体之中。本文为
研究黄梅挑花婚恋主题图案设计构成及其民俗观

Fig.16

图 16 黄梅挑花龙纹图案
Huangmei Cross-Stitch dragon pattern

念形成提供了理论参考，丰富了婚恋主题图案中图
案造型及文化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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