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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辉山介绍，海南黎族（绣花）头巾多
产自海南岛昌化江中下游区域，大致可分为
两种，一种是有纹案但无文字，另一种有纹案
且有文字，两者工艺之美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有文化研究和传承价
值。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在位于今东方境
内的九龙城、感恩城等地区，汉语言文化比较
发达，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交流中，当地不少
黎族百姓也逐渐崇尚并借鉴汉族语言文字的
精华，将汉文化中的诗歌、家训用在黎锦的织
绣工艺品上，其中，多用于头巾上，这个传统
也随着织绣作品得以传承下来。

昌江黎族自治县黎族织锦县级传承人刘
小珍坦言，目前在昌江擅长黎族绣字头巾技
艺的艺人并不多，这小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
昌江最为偏远的王下乡等黎族村寨，平时对
外交流也较少。

另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在白沙鲜见掌握黎族绣字头巾技艺
的传承人，近些年来也少见源自白沙本地的
绣字头巾作品，估测现今散落在白沙民间的
绣字头巾作品多为外嫁女早些年携带过来
的。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白沙黎族居民与位
于昌化江周边区域的市县（昌江、东方、乐东）
的黎族人联姻比较多，由此推测当地现存的
绣字头巾多来自外嫁女的嫁妆。

相比之下，东方市民间还保存着一些黎
族绣字头巾。据东方市黎族纺染织绣省级传
承人符庆香介绍，当地的黎族绣字头巾多存
在于东河镇、大田镇，底色相对丰富，大多为
黑色、深蓝色，也有红色、黄色。“做工讲究精
细，纺、染、绣工序太多，传承有一定难度。”符
庆香说，一件1米长的头巾，从构思到编织，
再到绣字绣图案，即使是每天织、绣七八个小
时，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工，这也导致
近些年新品越来越稀缺。

“廖善新收藏的作品品种比较多，上面所
绣的文字寓意也很美好，比较难得。”王辉山
此前鉴赏过廖善新的藏品，“从这一层面来
说，文化融合、民族融合不仅丰富了海南黎锦
的内涵，也对黎锦传统技艺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然而，随着老匠人的先后离世，黎族绣字
头巾技艺日渐萎靡，收藏者往往只能从内容
以及工艺层面考证或估测织造时间。

绣字头巾
待解“字”谜

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早在2004年时，廖善新与圈
内友人前往东方市东河镇、江边乡
采风时，就对当地女孩子戴在头上
的绣字头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廖善新说，除了喜爱头巾上织
绣的精美纹案外，他也开始琢磨绣
字头巾上字体不同、寓意各异的诗
歌或家训内容。然而，与传统的黎
锦上衣、筒裙等服饰相比，技艺精
湛又不失美好寓意的绣字头巾，显
得相对稀少。

“其实，在此之前，海南黎族绣
字头巾早已经被不少省外甚至是
国外的藏家相中了，可以说是名声
在外。”尤其是八九年前，他曾多次
前往北京、贵州等古玩市场，陆续
淘得20多件原产自于海南黎族的
绣字头巾，有几件甚至是从外国人
手里竞价买回的。经初步查证，这
些作品的织绣年代多在民国时期。

“这是海南黎族的文化，转了
那么大一圈才回到我们海南人自
己的手上，当然很珍贵。”廖善新
说，这几年他寻访绣字头巾的痴迷
不减，尽管出价年年涨，奈何收获
甚微，虽已时隔多年，现今，每每凝
视着这些头巾藏品时，他仍显得爱
不释手。

仔细琢磨廖善新的那些藏品
不难发现，绣字头巾上的古诗词很
多是对子，既有五言绝句、七言绝
句，也有七言律诗等，书法既有工
整秀美的楷书、隶书，也不乏狂野
苍劲的草书、篆书，且部分是横竖
穿插成文，廖善新虽经几番琢磨未
得其解，也曾多次请教过部分收藏
爱好者，未能将一些作品的字义完
全释解。

事实上，早年在民间寻访过程
时，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也曾看
到过个别黎族绣字头巾作品出现
汉字笔画错漏的情况，甚至会有一
些内容和寓意不太好的文字被织
绣在头巾上，从这一层面来看，织
绣者可能并未领悟到所绣文字代
表的意思，最初可能仅仅是把文字
当作另外一种美感不一样纹案，然
后对头巾作品加以修饰。当然，绣
艺精美，寓意美好的头巾，自然值
得珍藏。

聚居在海南岛昌化江中下游
的黎族人民，过去家里有女孩“订
娃娃亲”或出嫁时，先由父母确认
黎族头巾的诗词、训教等内容，再
由母亲一针一线照字刺绣完成。
此外，早期妇女们喜庆节庆聚会、
习艺时也会手挽头巾，互相切磋绣
工等。

“现今手头上的藏品，大多是
数十年前织造而成的。”廖善新说，
头巾上的字词可能涉及古诗与近
体诗歌的押韵、平仄问题，并涵盖
书法艺术等内容。随着年月消逝，
不少藏品的原创作者已年逾古稀
或去世，子孙及亲属未能传承这门
技艺，导致头巾上的不少字义一时
成谜。

廖善新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更
多的海南黎锦文化交流活动，也盼
望能有汉语言文字学者以及书法
行家帮忙破解黎族绣字头巾上的

“字”谜。

糅合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 集诗词格言母训家教于一身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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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海口
市蓝天路一间不
大的收藏室里，年
近六旬的廖善新
精心珍藏着近百
件黎族绣字头巾，
这是他花费了 10
多年时间用心寻
访海南黎族村寨
搜集而来的，多为
清代与民国时期
黎族美孚方言绣
字头巾，不仅集黎
锦纺、染、织、绣四
大传统技艺于一
体，还蕴含着海南
黎族不同时期的
母训家教、诗词格
言等文化内容。

海南日报记
者在采访过程中，
多名黎族纺染织
绣传承人表示，这
些黎族绣字头巾
藏品能反映出黎
族百姓在不同年
代的审美观、道德
观，是海南黎族留
给世人的宝贵记
忆遗产，需要好好
保护与传承。

廖善新的藏品长度大多为1米至2
米，其中以黎族美孚方言地区的头巾较
多，颜色多为黑色、深蓝色相间，这些黎
族绣字头巾的装饰图案精致，具有浓郁
的美孚方言特色，有动物纹、植物纹、几
何纹、花卉纹、人纹；此外还有一小部分
为双面绣图腾和技艺，正反面效果不亚
于黎族润方言地区的双面绣。

廖善新将一件件黎族绣字头巾平
铺开来，说道：“制作工艺精美，尤其是
那一针一线绣出的图案、诗词警句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值得用心来琢磨、研
究。”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黎族传统织
锦》一书曾记载：“（黎族）老年妇女的头
巾为黑色，几乎没有花纹图案，中、青年
妇女头巾两端织绣有各种精美的花纹
图案。”

早年，廖善新常奔走于海南中南部
山区从事民俗旅游推介，逐渐对黎族织
锦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好搜
集黎族绣字头巾。

“这些早期的黎族绣字头巾，一般
都是染好纱，织好布，再将文字和图案
绣上去的。”在廖善新看来，黎族绣字头
巾不仅是一件普通饰品，而是与长筒
裙、上衣等组成一套完整的黎族服饰，
属于实用品。从外形来看，黎族绣字头
巾看似不太起眼，却蕴含着丰富的黎族
民俗文化。

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2013年由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介绍，头巾有长
巾与短巾两种，早期的黎族绣字头巾使
用了黎锦的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先
将海岛棉用压籽机去籽，接着用脚踏纺
机纺线或手捻线、绕线，然后用植物、矿
物染色，再用踞腰织机织成长为1米至
2米、宽约0.3至0.4米的布条，最后，在
头巾上锈成纹案或文字。

正如《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言，黎
族的纺织品不仅是平常意义的衣着和
用品，它被赋予艺术的精华与丰富的文
化内涵，表现了丰厚的黎族传统文化。

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分析
说，从目前海南黎族绣字头巾藏品来
看，不少出自于清代与民国时期，黎族
绣字头巾寓意丰富、美好，也反映了黎
族地区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观、道德观、
审美观。

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载：当今
黎族，从民族学上分，有哈、杞、润、赛、
美孚等五大方言，每个方言的服饰，包
括上衣、筒裙、头帕（备注：头巾）、文身、
首饰五大要素，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此
外，该书还称：“居住于海南岛西部的黎
族美孚方言，其头巾和筒裙开始引入汉
字做图案。”

在廖善新的头巾藏品中，最常见的
文字是“福寿”“双囍”，也有寓意更为丰
富的诗词及律诗，如“正守十年不字在，
闺门贤圣学坚贞”“巧出奇花朵朵红，专
贞四德並三从”，传递的是清代传统的
礼义廉耻道德观；“无事读书习圣贤，词
华毕业在闺门”出自清代，“仁德四灵君
第一，怀清履浩自流香”出自民国，两者
表达的都是崇尚诚信、重文、尊礼的传
统信条。此外，“四维修来花千朵，中间
绣出麒麟书”“无事先攻毛类笔，能绣泗
水圣人书”等文字，体现的是传统男耕
女织的劳动价值观与审美观。

廖善新认为，绣字头巾上的诗词形
式独特，题材广泛，又兼顾到诗词格律
的基本形式和各种变化，不少作品书法
秀美、绣技精湛，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证
明，当时昌化江中下游美孚方言地区的
文化艺术水平是比较发达的。

受访中，多名黎族织锦纺染织绣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表示，海南黎锦是
世界级非遗项目，绣字头巾因有文字记
载，具备了很好的记忆遗产价值，这是
黎锦技艺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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