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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服
饰文化的民族。”海南省民族研
究所原所长王儒民认为，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族人以自
己的聪明与智慧创造和积累了
独具特色的黎族服饰文化。

据专家调查考证，黎族服饰
的发展历史可上溯至我国商周
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
史，其中，有被称为人类“服饰活
化石”的树皮衣，有儋耳遗风的
大耳环，更有传承几千年的黎族
筒裙及其丰富多彩而又具有深
刻文化内涵的服饰图案。黎族
服饰制作技艺堪称一绝，单面
织、双面织和双面绣技艺最具代
表性。黎族服饰及其制作技艺
传承至今，其历史研究价值、文
化价值、艺术价值及旅游开发价
值日益突显，成为海南本土文化
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
服饰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从2009年起，我们研究所
就有计划地派出专家分别赴三
亚、东方、保亭、白沙等市县，开展
黎族传统服饰的普查及实物征集
工作，共征集到黎族五大方言区
传统服饰100多件（套）。”王儒民
告诉记者，2012年，各专家小组
又多次实地重点调查，走访近百
位黎族服饰工艺传承人，在拥有
大量的调查采访及实物资料基础
上，不久前，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
写并出版了专著《黎族服饰》。

街头难觅黎族传统服饰

在现代外来文化的巨大冲
击下，人们对黎族服饰保护、传
承的观念和认识渐渐淡薄，如
今，绝大部分黎族地区不管是干
部职工、农民，还是学生，日常生
活中都已改穿汉族服装，黎族服
饰的现实社会实用功能正在削
弱。行走在五指山市和保亭街
头，已经难觅黎族服饰踪影，到
农村，偶尔能见到几位老人还在
穿黎族服饰。

“我从小到现在都没有穿过
黎族服装，连结婚都没穿，家里
也没有黎族服装。”今年40岁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毛
介村委会排寮村黎族村民黄颖
妹说，村民平时也很少有人穿黎
族服装，除非是重大节日，才有
人穿出来跳舞，少部分村民在结
婚时会穿。而且黎族服装制作
比较精美，有的衣服上还镶有云
母片，平时劳作容易损坏，平时
舍不得穿。”

保亭金江农场南茂分场的
黎族村民陈厚志说，黎族男子的
服饰本来就很简单，现在基本都
汉化了，只有一些黎族妇女还保
留一些黎族服装，但平时也少
穿。他认为，黎族服饰工艺的濒
危状况，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
自然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形色色、

款式多样的服装充斥市场，人
们可以自由购买，加上年轻人
追求时尚，基本不穿传统民族
服装了。目前，黎族男子的服
饰几乎都完全现代化，交通方
便的村寨中的黎族妇女也极少
穿着民族服饰，仅在传统节日
和婚丧场合穿戴。

据调查，目前五指山地区
除了每年的“三月三”节日有黎
族群众穿着五彩斑斓的传统服
饰参加表演外，平时基本上很
少见到有人穿。就整个海南来
说，现在只有白沙黎族润方言，
昌江和东方还有少数年老的黎
族妇女以及一些民族风情游的
景区工作人员还穿戴传统黎族
服饰。

把黎锦及黎族服饰
技艺传承下去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村委
会村民刘香兰是“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传承人。

“我13岁开始跟母亲学习黎族
服饰制作，现在熟练掌握黎族
杞方言纺、染、织、绣技艺。”刘
香兰告诉记者，她自己种植棉
花、染料植物等黎族服饰制作
材料，平时有空还会去给学校
学生上黎锦技艺课。

作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传承人，刘香兰非常注重
对黎族服饰的保护和开发，学
习一些新的图案编织，平时尽
量穿黎族服装。刘香兰告诉记
者，她结婚的时候就穿黎族婚
礼服装出嫁的，现在还保留
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大
部分黎族青年结婚都穿婚纱
了，偶尔会有人举行黎族传统
婚礼，“我儿子过几天就结婚，
完全按照黎族传统婚礼来操
办，请了八音乐队，也准备了服
装。”

“我参加演出，或者给学生
们上课培训的时候，会穿黎族
服装，不过这些舞台服装是通
过改良后，仍保留一些黎族服
饰图案，颜色较为鲜艳。”黎族
竹木器乐传承人黄照安告诉记
者，他在十几年前下乡采风时，
就发现黎族村庄很少人穿黎族
服装，他还专门就此现象给保
亭县领导写信，得到有关领导
的支持，在每年的保亭嬉水节，
县领导带头穿黎族服装。

黄照安说，他亲身经历过
“文革”时期，黎锦和黎族服饰
被当“四旧”，不仅禁止生产、穿
戴黎族服饰，一些地方还将没
收来的黎锦、筒裙集中当众销
毁，现在回想起来还很伤心。

“当时，我家里精美的黎锦、筒
裙和帽子都被没收走烧掉，真
的太可惜了。”黄照安说，这使
黎锦蒙受了空前灾难，黎族传
统服饰文化因此遭到严重摧

残。
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高和

曦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
速，机纺线日益取代传统手纺
线，化工染料日益取代天然染
料，黎锦制作时间长、技艺要求
高、成本投入大，难以和现代工
业纺织品竞争，人们也多在市场
上购买现代工业纺织品，整个手
工织造面临被机器织造全面取
代的命运。同时随着步入信息
化时代，黎族人民的审美观、价
值观发生了变化，黎族传统文化
从封闭走向开发。在新生活方
式的影响下，黎族青少年已经不
再普遍穿戴黎族传统服饰。

黎族服饰：
改良才有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海南
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就把
黎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
列入工作日程，专门拨出经费，
挑选懂得纺织技术的中青年黎
族妇女进行民族技艺传承。通
过这一实践活动，发现了一批技
艺精湛的老艺人，一些古老的黎
族服饰工艺得到发掘和传承。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对黎锦
以及黎族服饰制作技艺保护和
传承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各民族
市县相继成立了黎锦技艺传习
所，确定技艺传承人。开展黎锦
技艺、黎族服饰技艺的民间传承
工作，为黎族织锦、黎族服饰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注入了新的活
力。

根据黎锦技艺的保护、传承
与产业化以及植物染料的市场
需求，2011年，省民族研究所启
动了黎族服饰保护性生产原料
基地项目，他们在基地种植了黎
族传统服饰制作植物原材料，加
大了对五指山黎锦染料的保护
和开发。

在五指山市，就有公司在
对黎族服饰进行改良、创新，并
把黎锦推向市场。近日，记者
在帝源黎族织锦公司看到，这
里的黎族服饰种类多样，老少
式样齐全，非常适合大、中型宾
馆、酒店及商场服务员穿戴，有
些也可作为平日休闲逛街之着
装，是现代社会中一道非常靓
丽的民族服饰风景线。

在五指山市旅游山庄等酒
店，能见到服务员穿黎族筒裙，
戴着富有黎族特色的帽子。“黎
族服饰必须要经过改良才有生
命力。”五指山市旅游发展局长
陈键说，他们设计定做了一批具
有黎族特色的服装，平时上班都
可以穿。“今年旅游局还拿出600
万元旅游发展基金，奖励给一些
餐馆、酒店和景区等，其中就要
求他们注重民族元素的保护和
开发，建议他们给员工配民族特

色服饰。”

黎族服饰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其纺、织、染、

绣等四大工艺，对中国棉纺技艺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上世纪

80年代，黎族服饰的保护传承工作步入正轨，进入21世纪后，黎

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时期。2006年，“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08年，黎族服饰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各专家小组又多次实地重点调查，走访近百位黎族服饰

工艺传承人，在拥有大量的调查采访及实物资料基础上，日前，由

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写的《黎族服饰》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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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民族研究所专家们研究分
类，黎族服饰从大的范围来划分可分黎族
男子服饰、黎族妇女服饰和黎族特殊服
饰，再进行细分，黎族男子服饰又分为黎
族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赛方言和美孚
方言男子服饰；黎族妇女服饰同样分为黎
族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赛方言和美孚
方言妇女服饰；黎族特殊服饰包括婚礼服
饰、丧葬服饰、祭祀服饰和首领服饰等。
各方言内部又因不同的土语群，产生了方
言内部服饰的差异，因此，黎族妇女服饰
五大类型之下又可分为若干个小类型。

经过广泛调查，专家发现，黎族哈方
言内部分出十二个小分支，妇女服饰也
相应分成十二个类型，哈方言妇女服饰
款式多样，图案花纹丰富，其服饰也有共
同点，哈方言妇女下装均为筒裙，只是长
短不一，上衣多为对襟无领，饰边简繁不
一。杞方言妇女服饰可分为两大款式，
一种是短筒裙配对襟开胸上衣，另一种
是长筒裙配右衽上衣。润方言妇女服饰
德尔地域特征十分鲜明，妇女上衣较为
独特，为宽大而稍短的古老“贯头衣”，这
种款式的“贯头衣”领口为“V”形，分中
央前后开口和中央前开口两种制型，不
对襟，长袖无领、无纽。润方言妇女下身
穿短而窄的筒裙，根据不同人的身材缝
制，一般要求裙子紧贴腰部，不扎腰带，
裙角短及大腿，上不能遮小腹，它是黎族
筒裙中款式最古老的一种，素有“超短
裙”之称。赛方言妇女上衣主要有两款，
一种是最古老的对开襟、低领的无扣黑
色衣，一种是右衽高领长袖衣。美孚方
言妇女下装是以绞缬染锦为主要构件的
长筒裙，上装是裁剪缝制方法较为特殊
的黑色或深蓝色开胸、对襟和无纽上衣。

男简女繁是黎族服饰的一大特点。
传统的黎族男子服饰较为朴素简便，上
装一般为对襟棉质或麻质上衣，下装则
因不同方言区而有所区别，主要有犊鼻裤
和吊襜。黎族妇女的服饰复杂多样，多姿
多彩。从基本款式来看，黎族妇女传统服
饰下装均为筒裙（史籍中有成为“都笼”和

“黎桶”），但因不同方言区和所处的地理
环境不同，黎族筒裙有长裙、中裙、短裙和
超短裙之分。黎族妇女筒裙图案更是丰
富多彩，据不完全统计，图案种类达百种
之多，不同方言区的筒裙织造技艺也各有
千秋。 （易建阳 容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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