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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ancient Hmong Totem culture, Guizhou Batik Art has kept its amazing vitality.
They are all taken from nature, regardless of the pattern of butterfly, bird, fish, flowers and stripes,
or dragons. They are worshiped by Hmong people as their clan totem entrusted with a primitive
and positive view of life that can convey an idea of animism, homology, equality and harmony
among all creatures. There are inextricable links between ancient Hmong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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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古朴的蜡染文化是苗族图腾文化的产物，至今仍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无论是蝴蝶纹、鸟纹、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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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纹，还是龙纹等等，都取自大自然，苗族人崇拜它们并奉为氏族图腾，寄托着原始而又真挚的积极
生命观，传达了一种万物有灵、万命同源、众生平等、和谐共处的理念。古代苗文化与华夏文化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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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语，出自奥吉布瓦人阿尔贡金部落的方言“奥图特曼”，原意是“兄
妹亲属关系”。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它“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族徽”[1]。而所谓图腾文化就
是由图腾观念衍生出来的一种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最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图腾文化的核心便是图腾
观念。图腾观念激发了原始先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逐步滋生出了图腾神话、图腾标志、图腾禁忌、
图腾仪式、图腾生育信仰、图腾艺术等。
贵州蜡染图画作为图腾艺术的一种类型，是通过绘在布料上的动植物形象和几何图像记录了苗族先
民们对原始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表达了苗族先民们对本民族图腾标志的特殊情结。这些特异的蜡染图画
符号就像是记录苗族历史的一部活的书籍，世世代代在苗族艺人手中薪火相传。它们代表了苗文化的灿
烂，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解读。因而，探究苗族蜡染图画这部“无字的史诗”，显得尤为重要，解
读这些符号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苗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的原始文化，并从中窥探
到华夏文化遗留的踪迹。

2. 蝴蝶纹
在苗族蜡染中，姿态各异的蝴蝶图案，是蜡染艺人们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这些栩栩如生的蝴蝶纹
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宏伟博大境界。它们的形象，有的与自然界的蝴
蝶一模一样，有的则是在蜡染艺人的头脑中经过艺术加工了的，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如长着圆圆人脸
的蝴蝶，还有长着鱼身的蝴蝶，非常新奇有趣。在苗族人们心中，它们都是最美的蝴蝶妈妈。
苗族对蝴蝶的崇拜，由来已久。我国古史传说认为，苗族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活跃于中原
地区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他曾与炎帝作战，并且大败炎帝。后来，炎帝和黄帝联合来战蚩尤。蚩
尤被黄帝所杀，帝斩其首而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所以枫木附有蚩尤灵气。在《苗族古歌》里有一首
《砍枫香树》这样唱道：“枫树砍倒了，变作千百样。树根变什么？树根变泥鳅。住在泥水里，总是不
露头。树桩变什么？树桩变铜鼓。有了喜庆事，大家拿来敲，唱歌又跳舞，有说也有笑。树干生疙瘩，
疙瘩变什么？树干生疙瘩，变成猫头鹰。深夜对明月，咕噜咕噜叫。树叶变什么？树叶变燕子。春天来
回飞，翩翩空中舞。树梢变什么？树梢变脊宇。一身绣花衣，俊俏又美丽。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
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2](“树”即枫木，苗语“妹”即母亲之意，“榜留”即蝴蝶妈妈)。妹榜留
长大后，去游方时，与水泡恋爱并生下 12 枚蛋，后来请脊宇鸟帮忙孵化出了人类始祖姜央和世间万物。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蚩尤–枫木–蝴蝶妈妈–脊宇鸟–姜央这一曲完美的生命乐章，它显示出了苗族先
民们对枫木、蝴蝶产生的求同认亲与崇拜心理，并以此作为自己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
苗族先民为什么会选择以卵生的生命形式作为人类的生命形式呢？黔东南州作家主席韦文扬在他的
“蝴蝶图腾与丝绸起源”一文中考证，险恶的生存环境迫使祖先们从周围的世界认识事物，以它们为参
照，寻求自立自强的真谛。由此他们发现了蝴蝶生卵–卵成虫–虫变蛹–蛹化蝶的神奇再生历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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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拥有蝴蝶那样的生命程式，认为只要以蝴蝶作为人类的母亲，就能获得它那样的轮回再生。于是，
对蝴蝶这一卵生生命形式的崇拜也就诞生了[3]。
也正是在苗族蝴蝶图腾崇拜下，苗族诞生了养蚕业和蚕文化。典籍记载蚩尤部落是发明和饲养蚕的，
《绎史》卷五说：“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蚩尤部落的蚕神向
黄帝贡献蚕丝技能，才使得中国蚕丝业得到较早较大的发展，并由此诞生了中国美丽的丝绸文化。所以
说，苗族的蝴蝶崇拜功不可没。

3. 鸟纹
鸟纹也同蝴蝶纹一样，是苗族蜡染中永恒的创作主题之一。纹样造型极为丰富大胆，有虫身鸟足，
鸟头葫身，鸟翅生花，龙头鸟身，鸟头龙身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就是“鸟衔鱼”图案。在这个
图案中，“鸟”是男根的象征，“鱼”是女阴的代表，“鸟衔鱼”则隐喻两性之爱，属于生殖崇拜的含
义范畴。
另外，鸟还有祖先崇拜的意蕴。前面我们提到，脊宇鸟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出了人类的始祖姜央，所
以它对于苗族人民是有恩惠的。
这些寓意显示了苗族人对鸟的崇拜，以鸟为图腾标志。而且鸟图腾是一种分布很广，影响很大的原
始文化。在远古社会，中国许多氏族部落都流行和信仰过鸟图腾，以鸟作为祖先和繁衍子孙的象征。依
据学者们关于《山海经》的地理研究，这些鸟图腾的分布大部分遍及黄河和长江流域。
而现今定居在贵州丹寨的苗族人，相传在远古，丹寨苗族先人为躲避战乱从黄河流域迁徙落脚到丹
寨，他们带来的只有水牛和芦笙，由于没有种子，只有靠渔猎艰难度日。终于有一天，他们捕捉到一只
锦鸡，宰杀后将其内脏抛弃，没有想到锦鸡肚子里未消化的谷物竟然生根发芽，为丹寨人提供了宝贵的
种子，并从此安居乐业下来。丹寨人认为这只锦鸡是祖先的化身，将其视为神鸟，并把它画在布上，寄
托对鸟神的感恩之情。所以在蜡染图画中，鸟的翅膀和尾巴往往是谷穗的形状。还有点豆纹，也即“点
蜡”，暗喻五谷之种。
丹寨苗族自称“嘎闹”(苗语意译为“源于鸟图腾部落”)，系远古蚩尤部落中以鸟为图腾的“羽族”
后裔。《山海经》云：“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也。”先民们还崇拜鸟，以鸟为祖
先，希望能像鸟一样生出羽翼，上能通天，又可以拥有不死之身，借此达到强大种族的目的。
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苗族人还创造和发展了锦鸡文化、百鸟衣文化、蜡染文化、鸟笼文化、芦笙文
化、背带文化等鸟图腾文化。其中，蜡染文化就是鸟图腾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在蜡布上看到
的简练传神的鸟纹，正是苗族人们世代传承下来的对远古鸟图腾的一种怀念和崇拜。这虽看似原始而又
简单，折射的却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尊崇。苗族人爱屋及乌，把对鸟的崇拜拓展到了整个鸟类生活的自然
界，具有极强的环境保护意识。

4. 鱼纹
鱼是人类所钟爱的动物，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内涵。在原始社会早期即母
系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充足的食物来源对于一个氏族部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鱼类则极易
找到，且繁殖数量多，成为先民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对鱼的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方面先民们希
望得到图腾鱼的保护，可以捕到更多的鱼；另一方面则出于延续种族的迫切，对于鱼的强大的生殖能力
充满了羡慕。关于这一点，从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西安半坡陶器上的众多鱼纹图案就可以佐证。因此
鱼的原始寓意是象征生殖崇拜。
后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逐渐取代乱婚、群婚制。于是，作为生殖崇拜的鱼自然而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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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配偶婚姻领域，被赋予情爱的意象[4]。
无独有偶，在苗族蜡染中频繁出现的鱼纹，也多是扮演着繁衍子孙和配偶婚姻的象征，她的形状她
的多子她的润滑，一切的指向都预示着它是女性的隐喻和表达。它是一个寄托了求孕多子的吉祥符号。
所以，苗族人民对鱼纹的理解更多地保留了生殖崇拜的原始意识。在蜡染中出现的鱼纹大多躯体肥硕，
有的大鱼腹内还有小鱼，有的鱼腹内还有鱼子似的繁密斑点。这些都传达出了原始生殖崇拜的信息。而
且在蜡染图画中还频繁出现一种鱼纹组合体，如长着鱼身的飞鸟。在苗人看来，鸟是男根的象征，鱼是
女阴的象征，所以鱼鸟的复合体则代表了夫妻恩爱，多子多福。还有长着鱼身的蝴蝶妈妈，长着鱼身的
龙，则是借助鱼的极强繁殖力来寓意种族的繁荣、昌盛。
同样的寓意我们在《诗经》中也可以找到相似之处。鱼在《诗经》中可以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其
中有 23 首诗都涉及到了鱼，记载了约 14 种鱼类。诗人们偏爱以“鱼”为比，或以“鱼”起兴来表达爱
情和婚姻主题。《卫风·硕人》是渲染卫侯迎娶齐女的诗。诗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
鱣鲔发发。”以鱣鱼和鲔鱼的捕获之多为喻，表现诸侯的婚嫁声势。《曹风·候人》也云：“维鹈在梁，
不濡其翼。”写女子倾慕那礼宾的年轻官员，以鹈鹕(一种吃鱼的水鸟)比作对方，把自己比作鱼，以鹈鹕
不下水食鱼责备男子不主动求爱，使得“季女斯饥”，十分的饥饿难耐。作者正是以食鱼来隐喻求偶和
性爱[5]。
苗族蜡染中的鱼文化与华夏鱼文化如此的类似，这绝非是个偶然现象。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蜡染图画
中著名的“阴阳鱼”纹找到苗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共同点。“阴阳鱼”在苗族人眼中是贵和一家的象征，
它的形状和原始先民所作的“古太极图”也即“阴阳鱼太极图”极为相似，甚至连名字的叫法都差不多。
这也成为了苗族与华夏族同源共族的佐证之一。所以说蜡染图画中的鱼纹，是对中国原始图腾鱼生殖崇
拜意识的完好保留，同时还是对《诗经》中原始先民们朴素的情爱心理的部分映射。

5. 龙纹
在苗族蜡染艺人眼中，龙是一切最漂亮、最神气、最有本事、最富有的事物的象征总称，它的形状
是憨态可掬的。
而在历史上，龙也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图腾。作为
图腾的龙，与其他图腾有不同之处。它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
是多种生物的身体特征集合而成的一种复合体。而龙的原型最初是蛇神化而来的。关于这一点，何星亮
在他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蛇类中最接近龙的是蟒蛇，由于蟒
蛇是蛇类中最长、最大的蛇，是蛇中之王，且又奔走如飞，无毒，古代便以为它是神蛇、善蛇，奉之为
图腾。后来，蟒蛇图腾被神化，成为今天所知的龙[6]。”它，威武高大、潇洒矫健，象征着高尚富贵、
喜庆吉祥。当然，这也是与苗龙最具特色的一点。
据说苗族始祖蚩尤是“人身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双角牛头又是传统龙文化里
的龙，传说里龙是马脸牛头。所以苗族人的龙崇拜里也涵盖了祖先崇拜的寓意。而且相传龙还与苗族祖
先姜央及其他动物是兄弟，同为蝴蝶妈妈所生养。故蜡染中的苗龙处处表现出与人、生灵的友好、平等、
和谐，充满了人性，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形象。在蜡染图案中多见龙纹的四周还配有多种植物，体
现出龙与自然的相安、平和及依随，充满了生活化的乡土气息。

6. 花草纹、几何纹
蜡染图画上，随处可见的花草植物纹和几何纹，在苗族人看来这是对祖先迁徙历史的一种记录。
苗族先祖蚩尤在逐鹿之战被黄帝大败之后，苗族人民就开始了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漫长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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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生活的困难越大越需要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在《苗族古歌》中这样唱道：
“我们离开了浑水，我们告别了家乡，天天在奔跑，日日在游荡，哪里才能生存啊，哪里才是落脚的地
方！让我们摘下路边的野花，插戴在姑娘的头上，让我们割下树浆，染在阿嫂的衣上，让我们把涉过的
江河，画在阿妈的裙上，不要忘记这里有过我们的胎盘，时刻记住祖先用汗水浇过的地方[7]。”
就这样，苗族妇女们为了牢记跋涉的艰辛，便将沿途所见的花草植物描绘在衣裙之上，如荞花、梅
花、桃花、杏花、梨花等，多是山间田野常见的花草植物，以寄托绵绵的古老情思。同时，由于苗族没
有文字，祖先们就以这样图画的方式传达给自己的子孙知识和智慧。“梨花纹”相传是苗族的祖先在迁
徙途中曾到过一处叫梨花坳的地方，正逢梨花盛开。在长期迁徙中的先祖耗尽精心，差一点被奔波不定
的生活所拖垮，但是忽然见满山遍野生气勃勃的梨花，感到世界是如此的美丽，于是又增强了生活的信
心。也因此，梨花留给苗族的是深深的美感。
对于几何纹，苗族人相信它与民族的生息和战争迁徙有关。几何纹以抽象的意象色彩，表达了苗族
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体现了对祖先的缅怀，对迁徙路线与艰辛过程的记录，寄托着苗族人热爱
生活的情感和祈福消灾的愿望。“九曲江河花”、“三条母江花”正是对族群迁徙途中大小河流的描绘。
还有螺旋纹，丹寨苗族称之为“窝妥”，正是缅怀祖先历经险滩恶浪的心情，也象征着族群的团结和吉
祥。
除了上述所谈到的几种主要的蜡染图画外，还有比较重要的太阳纹，又叫芒纹，也叫铜鼓纹。关于
太阳的传说，在苗族古老的祭祖歌《吃牯藏歌》中曾反复七次唱道：“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
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8]。”这里是说苗族的老家乡是在海边日出处。而苗族人也坚持说自己的祖先来
自日出的地方。所以他们 13 年一届的“吃鼓藏”祭祖节日上杀牛时，在牛未死前，先要把牛头扭向东方，
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同时，苗族人也认为太阳是万物之源，万物向着太阳才有生机。因此太阳纹
也寄托着苗族先氏们对太阳的崇拜与执着。
此外，还有著名的牛纹、螺旋纹、水波纹、云雷纹、雄鹰纹、万字纹、星辰纹、井字纹、山川纹、
湖泊纹、人纹等等。

7. 结语
苗族是一个在中原地区的民族，其发展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然而其历史命运却是如此的悲惨。从
逐鹿之战之后，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居，举族向大西南迁徙。贵州苗人是迁徙途中定居下来的一
支，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环绕，再加之以农耕为主，经济相对闭塞。所以，贵州蜡染能够很好的
保存下来。蜡染虽然诞生于农耕时代，但是从其文化背景来看，却是流淌着最原始的血液。不管是蝴蝶
纹、鸟纹、鱼纹、花草纹，甚至龙纹等等，它们都是取自大自然，苗族人崇拜它们并以此作为氏族图腾。
它们在苗族人的手中世代传承，直到今天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内化为苗族人生命的一部分。蜡染纹
样的流变和各种图画位置的巧妙安排和变化，如卵生生命与卵生生命结合，卵生生命和花草植物的结合，
卵生生命与几何图形的结合，揭示出了苗族先民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尊重，体现出了他们积极的生命观，
希望把美好的希冀都寄托在一起，表达对民族未来生活的信心。所以在那些设计精美、寓意深刻的蜡染
图画符号中，融入了原始先民们无穷的智慧，传达了一种万物有灵、万命同源，众生平等、和谐共处的
理念。
但是因为图腾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建立在“图”的基础之上的，蜡染图画作为一种视觉文化，一种图
画符号，所要传达给人们的是一种原始而又丰富的文化情感，虽然历经了历史的千年淘洗，仍然呈现给
我们一种惊人的生命力。随着当今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变革，贵州苗族作为图腾文化的最后一个桃
花源地，也开始迎来了时代潮流的冲击。为了保护这部无声的图画史诗巨著，我们有必要去继承，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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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慢慢的融入到现代人的视觉文化中，以一个崭新的形态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化背景下。让这种原始情
结重新唤起人们生命本真的状态，重塑人们的博爱感恩之心，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保护自然环境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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