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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族花毡是柯尔克孜族主要的生产和

出各种各样的毛毡，把这些毛毡用在很多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更具有新疆民

上，如花毡、白毡帽、毡房、衣服等。因此做花毡，我

族融合的地域特色。笔者多年来从事新疆地区毡

们需要春羊毛，图 1 所示。

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试图对新疆的毡
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字整理和工艺的数字化
记录，以期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对于柯尔克孜族
的花毡笔者通过实地调研，采访柯尔克孜族花毯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期进行文字和数字化记录
的保护与传承。

1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原材料和制毡工具
1.1 原材料

a.黑色羊毛

b.灰色羊毛

（1）羊毛。羊毛是柯尔克孜族做花毡的主要材
料之一。柯尔克孜族的羊毛按照颜色分四种——
黑色、白色、灰色和蓝色。羊毛按照季节分两种，是
秋羊毛和春羊毛，秋羊毛是指母羊都生育完，带到
草原前（5-6 月）从羊上面割下来的毛。秋羊毛比较
长、结实，所以用它来做各种大小不一样的绳子、被
褥、衣服等。春羊毛比秋羊毛短，羊从草原上带过
去前（7-8 月）或羊从草原上带过来后（2-3 月）从羊
身上割下来的毛。春羊毛分这样两种的原因是，如
果 7-8 月羊肥的话可以割，不肥的话等到 2-3 月再

c.白色羊毛
d.混合色
图 1 柯尔克孜族制作花毡所需要的各种羊毛
Fig.1 All kinds of wool needed by the Decorative Felt Techniques
of Kirgiz

（2）骆驼毛。用骆驼毛来做缝制花毡过程中所

需要的细线，使花毡显得更美。骆驼毛一般在 5-6

月剪下，这种毛分两种。一种是从脖子、胸部、尾毛
等部分剪下来的毛，另一种是从全身剪下来的毛。

割，因为羊不肥它身上的毛就没有了本身该有的特

我们平常做缝花毡时用的就是第一种，因为比较

性。春羊毛较短，但特质好，通过人工作法可以做

软，光泽度也好，
结实，因此用它。

1.2 制毡工具
制毡工具有古老的，现代的，可柯尔克孜族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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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们用的古老工具到现在为止还在使用，现代的工
具并不多。古老的工具有芨芨草帘、松毛棍、扫把、
剪刀、水壶（图 2-a）、牦牛干皮（图 2-b）等等。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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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是指牦牛身上屠宰后剥下来的鲜皮，上面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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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有时候还可以洒洗衣粉和硫酸氢钠（助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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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晾晒而成的皮，过两个礼拜后才可以用，这
些皮呈现很好的弹性，
用这些皮来做蓬松羊毛。

1 m 左右的长条形状。将水加热后放盐，助染剂和

染料，水、盐和染料的比例多根据我们准备的开水
和毡子的尺寸来放。如果没有盐，也可以放适量的
酒代替。在开水中煮的时间 0.5h 左右。煮好后，为

了燃料充分扩散，把毡子放到帘子上再用手擀揉，
完了后将毡子展开铺在塑料布或草地上晾干待用。
第三步画剪图案：颜色不一样的两个染色完的
a.所需工具
b. 牦牛干皮
图 2 柯尔克孜族的制毡工具
Fig.2 Felt making tools of Kirgiz nationality

2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制毡工艺
2.1 擀压花毡的制作工艺

擀压花毡除了柯尔克孜族外有些其他民族也
使用。它的做法比较简单，下面介绍制作原理。
第一步整理羊毛：首先选羊毛，做花毡的羊毛

毛毡背着缝在一起开始画图案，画的时候用粉笔或
香皂画，因为花毡也分几个部分，这些部分上画的
图案也不一样。花毡的边缘部分要画公羊角，鹿
角，牛羊角等，中间部分要画三角形，圆形，大雁，猎
鹰等的形状和脚印。完了后一个个的用剪刀剪下
来。
第四步缝制：花毡缝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
序，如果缝制不好直接影响到花毡的质量。缝制的

一般用春羊毛，取出羊毛里面的有些杂质完了后，

时候要准备好四样东西，大针、边缘粗线（用羊毛来

为了去掉怪味用温水来洗干净，在这里要注意不能

做，左捻和右捻两种）、刺绣细线（用骆驼毛来做）、

用热水洗，洗热水的话羊毛容易失去性质。洗完后

缝针细线（用纯黑羊毛来做）。首先把剪好的图案

再用凉水洗一次。完了后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晒干。

毛毡两个配合放一起，一定要配颜色，比如黑白、红

第二步染色：要染的羊毛必须是白色羊毛。羊

绿、棕黄等，完了后已准备好的两条边缘粗线（左捻

毛晒干完后为了做图案要染色。先秤羊毛，一般

和右捻）放两个图案中间用缝针细线开始缝，缝的

1kg 羊毛用 100g 染料，锅里面的水开完了后放染

时候一定要整齐。全都缝好了下面层要放尺寸一

料，要等到染料全都混合完为止。混合完了后加

样的黑色或灰色素毡，两个背在一起用刺绣细线开

盐，苏打再把准备好的羊毛放进去，开半个小时，不

始刺绣，刺绣的时间比较长，人少的话一个冬天才

停地搅拌，要把羊毛反复翻滚 5-6 次。然完了后把
羊毛取出来晒干。

第三步准备做花毡：找阴一点的地方放芨芨草
帘，下面放个大一点的袋子。然后下面第一层放素
羊毛如黑，灰色等。第二层放已经染好的羊毛，放
的时候按照自己要做的图案放好。这里要说的大
约花毡平均用 8-10kg 羊毛。

秀完。最后用边缘粗线缝四边，把两层缝缀在一
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花毡。

3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种类和结构
3.1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种类
柯尔克孜族传统花毡有三种——擀压花毡、补
贴花毡、组合花毡等，它们的制作工艺和方式有一
定的区别。关于花毡的使用，我国柯尔克孜族人和

第四步擀压：所有羊毛放好了帘子上后，会得

吉尔吉斯斯坦柯尔克孜人有一些差别，比如我国柯

到想要的花毡形状、图案。用浇花的水壶来洒开
水，帘子卷绕用绳子捆紧不停地滚动，开水里面要

尔克孜族人基本上不做擀压花毡（图 3），近代几乎

加点洗衣粉。滚动的时候也不停地洒开水。过了

花毡是把素毡制作完了后再用厚度不一样的两种

一个小时后毛毡和帘子分离，毡子的四边要拉一

素毡压制而成，因此它比较结实；而擀压花毡只是

拉。为了更结实妇女们用胳膊再次滚动半个小时

用作素毡的方法来做，只是一层，所以不是很结

左右，
完了后用凉水洗，然后晒干。

实。可在吉尔吉斯斯坦它用途较广。擀压花毡作

2.2 组合花毡和补贴花毡的制作工艺

法和作素毡的方法差不多，具体又可分两种，一种

不制作，原因在于它不如补贴花毡结实。因为补贴

第一步擀压：
与擀压花毡的制作工艺相似。

是把清理干净的白色羊毛根据自己的喜欢染成各

第二步染色：柯尔克孜牧民早期使用的毡制品

种颜色，再按照图案的需要把这个彩毛备用，按照

以羊毛原色为主。其中以黑白两种颜色的毡制品

擀毡的方式进行擀制成形。另一方式是按照设计

最为普遍。随着颜料提取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柯尔

的图案颜色，将白色羊毛擀制成若干张白色毛毡，

克孜牧民逐渐学会了染色。初期，她们使用矿物和

然后将其各自染成需要的色，晾干后剪裁成条状备

植物提取染料。染色前先把白毡剪成一尺多宽，

用按预先设计的纹样，进行擀制即可。柯尔克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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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种花毡为“阿拉克依孜”，即擀制花毡或压制花
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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擀压花毡分为平面和纵断面两个部分。首先
是毡子的纵断面，从上到下，依次可以分为上面层
及下面层两个部分。意味着在毛毡的制作过程中
要分两次进行摊铺，上下两层采用不同的毛，在摊
铺之前要分类摆放并进行清洗和弹毛。下面层是
直接摊铺在竹帘上的，在擀毡的时候处于最外面。
上面层也就是毛毡的正面，可以在这一层直接按照

图 3 擀压花毡
Fig.3 The pressed decorated felt

补贴花毡，柯尔克孜语叫“西尔达克”或“鄂勃
朵”，它是最常见、最复杂的花毡。柯尔克孜妇女把
白色素毡染成各种颜色，染、晒干后上面画图案，再
用剪刀剪成需要的花纹图案，用贴补的方法把它们
缝缀成各式花毡。花毡的底层是一张素色素毡，一
般用黑色或灰色羊毛擀制而成。表面一层用彩色
毡子剪裁、拼贴、缝制成同纹不同色的图案。最后
把两层缝缀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花毡。制作者
一般根据花毡的用途决定其尺寸，居民则根据自己
房间地面或炕的大小来决定尺寸。
组合花毡是柯尔克孜族妇女祖祖辈辈的聪明
和才智的成果。除传统的纯羊毛花毡这种主流款
式外她们还根据材料以及社会上流行的纹样和技
术进行创新，这种花毡的结构由外边缘，边缘和中
间三部分组成。通常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或
材料混和使用。其图案风格均以补贴花毡的纹样

图样摆设图案，然后进行揩压。
组合花毡的平面组成部分,是指从毡子的边缘
到毡子的中间部分。一般依次可以分为穗子、边缘
以及花纹三个部分。不同的毡子类型在平面部分
组成上也有不同，有的只是简单的一部分，有的由
四个部分组成。由制作者制作毡子的复杂程度决
定。平面组成部分中的穗子指的是毡子边缘伸出来
的小毛头，这种毛头由羊毛拧成小拇指粗细般长度
都在 10cm 左右，
在揩制时夹在毡子边缘。颜色一般

有白色、
黑色或者彩色，
不同颜色的穗子搭配不同颜
色的毡子，通常两者颜色相近为宜，主要起装饰作
用，
使毛毡看起来更加美观。其次是边缘部分，
边缘
部分位于穗子和花纹之间，用于毡子收边处理，同
时也形成了中间花纹的框架。补贴花毡的组成部
分和组合花毡大致一样，不一样的是它有边缘和中
间，没有任何图案，就是把颜色不一样的毛毡剪成
正方形补贴缝在中间。图 5 是组合花毡的结构图。

为主。把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毛皮缝制在花毡
中部，用补贴花毡作边框，冬天铺在炕上既温暖舒
适又美观大方，柯尔克孜人称这种花毡为“库鲁东
勒”。柯尔克孜族聚居区用羊毛毡和花平纹布拼接
成的花毡组合。使用织品和花毡搭配，组成独特而
新颖的“哈加尔热西尔达克”(织毯花毡)也是一种创

新。这种花毡的组合方式是，将织花毯作为花毡的
中心部分，边缘用补贴花毡。这种使用不同材料组
合成的花毡类型在柯尔克孜牧区也能经常见到。
将彩色毛毡裁剪成棱形格形式拼贴成花毡，如图 4
所示。

【1】-外边缘（衣热克），
【2】-内边缘，
【3】-中间图案部分（阿衣其克），
【4】-中间团部分（塔克塔）
图 5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结构图
Fig.5 Structural drawing of Kirgiz decorated felt

3.3 毡子的平面规格

花毡古往今来有各式各样的，都是柯尔克孜族
家庭,尤其是大部分农牧民家庭中卧室和客厅的主
要铺盖物。此外,花毡作为精美的装饰品以一定的
艺术价值为室内增添了美感和舒适感。毡子的平
面 规 格 是 指 花 毡 的 的 大 小, 通 常 分 三 种 大 花 毡
（430*180cm）、中 花 毡 (330*150cm)、小 花 毡 (250*

图 4 柯尔克孜族的组合花毡
Fig.4 Combined decorated felt of Kirgiz nationality

3.2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结构

柯尔克孜族花毡的结构，按照花毡的分类不同
而各异。

100cm)。花毡按平面分中间和边缘，它们的平面规

格不一样，边缘（25*30cm）中间有图案的部分一个
个（6*10cm）,有图案的正方块边框（0.5*10cm）,这就
是一般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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