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档案

奉雪妹 ， 女 ，1959年4月
生，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人，被
誉为瑶乡挑花之王。 其与徒弟
共同创作的 《狮啸山林 》，曾在
文化部举办的 “中国民间艺术
一绝大展”中获得铜奖。 她还致
力于倡导、推广、普及花瑶挑花
技艺和挖掘、培养挑花人才，发
起、组织开展了花瑶挑花大赛、
花 瑶 服 饰 展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
2006年 ，经文化部确定 ，花瑶
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 目 名 录 ，2007
年， 奉雪妹被认定为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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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化的根———非遗传承人17

本报记者 秦慧英 刘银艳
通讯员 彭叶荣 罗健康 林彬晖

鲜艳夸张的帽子， 天空一般湛蓝
的上衣，五彩缤纷的腰带，黑白素雅的
挑花裙，配以艳丽的裙摆裙边。奉雪妹
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50多岁的
她，因着这样一身装扮，透出几分小姑
娘的柔媚和天真。

她说， 即便是现在， 在虎形山一
带，但凡遇上节庆、赶集或是出去走人
家等或隆重或正式的场合， 花瑶的妇
女们都是穿这个。

一条挑花裙，花上大半年
时间，飞针走线25万多次

她们唱着清亮婉转的山歌， 敬你
一碗烧喉的米酒，奔放、热烈、多情。可
是，当她们坐下来，拿起针线，画面一
下子便静了下来。 奉雪妹给人的印象
便是如此，动如脱兔，静若处子。

拿针线的女子，大抵都是贤淑的，
如果还能将针线活做得细致、漂亮，则
更加不得了。“挑花裹腰， 又俊又俏”。
在花瑶， 评判一个女子是否贤惠的标
准，就是看她身上穿的挑花裙，挑花是
花瑶姑娘的“名片”，心灵手巧才嫁得
好。

不过，比起一般的针线活，花瑶挑
花古老、神秘而精美讲究。它的正面，

由无数个细小的十字架拼拢而来，组
合成复杂精美的整体布局图案。 更神
奇的，是翻过来看背面，全部是平行线
条构成，也是一组图案。奉雪妹一边淡
淡地跟我们介绍着， 一边又抚摸着那
些精密的针脚， 仿佛触摸着她拿着针
线挑花的那些静谧时光。

奉雪妹是虎形山一带挑花手艺最
好的女子之一。7岁开始，她便与4个姐
妹一起跟着母亲学习挑花。 心灵手巧
又十分勤快的奉雪妹天生就对挑花有
着非同一般的领悟力。11岁，她已经成
为村里的挑花能手，15岁便做了“师
傅”，到20岁俨然已经成为瑶乡鼎鼎有
名的挑花之王了。

出嫁时节， 谁家女子打开那神秘
的“女儿箱”，要是能抖出一二十件陪
嫁的挑花裙， 那就足以让后生们眼神
发亮，心如蜜甜了。奉雪妹说，不要小
看这一条挑花裙， 那得要花瑶女子花
上大半年时间，飞针走线25万多次。那
鲜红的颜色里， 或许还夹杂着她们指
尖刺破的鲜红。

40多个年头， 奉雪妹一大半的日
子是与挑花相伴， 就像大多数花瑶女
子一样。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流转着波光。 这样的女子或许更加细
致而有想象力。花瑶没有文字，很多的
历史与故事就在姑娘们的裙子上绣了
出来。奉雪妹喜欢琢磨这些故事，也喜
欢将她眼里所看见的东西搬到裙子
上。花鸟树木，各种小动物小虫子，或
者俏皮地在老虎肚子里绣上几朵花。
不管多复杂的图案， 她比着现成的模
样就可以绣出来， 不用画稿、 不用放
样、不用打板，虚虚实实，跃然布上。

“我不太会说话，很多话都绣到了
布上。”奉雪妹腼腆地说。这样的女子，
不必要通过交谈， 在她们的针线世界
里，便可看到灿美如花。

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如果要问花瑶姑娘的装扮什么
最打眼，估计要数她们头顶的花帽子
了。但在这之前，她们的头顶却是用

长长的彩色花带一圈圈缠起来的盘
头。

“花带很长很长，非常麻烦，即便
是从小开始练习， 盘头最少也得半个
多小时。” 奉雪妹觉得这样不仅麻烦，
而且也不牢靠，碰上人多或者劳动时，
一不小心就会弄散掉。

不爱说话的奉雪妹爱动脑筋，喜
欢不断尝试。在一番琢磨之后，她终于
想出了一个化繁为简的好办法。 那便
是今天广泛流行于瑶族女子头顶的大
花帽。

她用竹篾条编成一个斗笠般的锥
形骨架，在顶部预留一个大圆圈，然后
将花带编满锥台形骨架的正反两面，
再在最外围缀一圈彩珠， 后边垂两条
色彩艳丽的长须穗。这样，一个类似于

花瑶女子盘头的帽子便形成了， 既有
古老的风韵，又带着现代的时髦。

奉雪妹教过书， 后来到了县城总
工会工作。见的世面多了，眼界自然开
阔了不少。她绣的图案有的古拙，有的
时尚，总是让其他人另眼相看，纷纷前
来比着样子绣。“你看， 这是我自己做
的单肩包，上面也都是挑花。”奉雪妹
拿出随身背着的包给我们比划。 深蓝
色的包包看上去与市场上卖的没什么
不同，细看，上面的图案却另有乾坤。
细密的针脚，非常有触感的图案，还有
肩带上的小花边细节， 都让这个背包
显得别样而精致。

实际上， 奉雪妹的这些创造更来
自于勤奋。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第一
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昨天的挑花， 边看
边揣摩，以图“艺术再加工”。有时候，
寒冬半夜有了新想法， 也马上起床改
动，从不间断。在她的带领下，代代相
承的花瑶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了一次次
大胆的改革： 一丈多长的女子绑腿改
良成了粘贴式和筒状挑花绑腿； 两丈
多长、 二十余节的女子腰带被改良成
了扣带式腰带，简短而精美……

“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挑花
也要进商场！ ”

古老的挑花在备受赞赏的同时，
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 挑花手艺工艺
繁复，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随着老
一代挑花妇女的相继去世， 年青一代
愿意学习的越来越少。

“以前的妇女们，绣品针线都是随
身带着的， 干活累了就停下来挑花当
作休息。 现在的年轻人可没这样的心
咯！” 奉雪妹感叹。“以往的文化交流、
展览等活动上，像土家织锦、蓝印花布
等非遗产品都有不错的销量， 但花瑶
挑花， 大多时候都只是展览、 观赏而
已。”如今，挑花依然是绣在花瑶女子
裙摆上的鲜艳， 然而一条裙子却是一
个女子半年多的心血， 它的价值究竟
是多少呢？对于普通人，这样的裙子没
有使用价值， 装饰也不适宜。 没有市
场，愿意做的人便更少。

作为传承人的奉雪妹在深深的忧
虑之中， 也想方设法承担着传承的重
任。 她加大了对瑶寨姑娘们的培训力
度， 家里头不但姊妹们原本就会，弟
媳、侄女、外甥女也都在她的发动下学
起了挑花， 徒弟已经有了七八十人之
多。她还萌动了改革挑花技艺的想法。
大胆地在构图、色彩、题材、功用等方
面进行创新。“我认为挑花的古老技艺
应该可以与现代时尚结合起来。 靓丽
的挑花腰带与现代时尚的裙子， 年轻
女孩的背包与手工的挑花……” 奉雪
妹说得有点激动，“如果有合适的时
机，挑花也要进商场！”

她还打破了以往只有黑白挑花裙
的状况，向其他工艺品、装饰品制作艺
人学习， 创造性地开辟了彩色挑花壁
挂等诸多旅游外卖产品，如此一来，使
得花瑶姑娘们既能沿袭挑花传统，又
可增加收入。 同时， 在她的努力争取
下， 花瑶挑花还被列入了虎形山瑶族
乡的学校教育乡土教材， 她会定期给
孩子们上挑花课。

临别时，奉雪妹戴起漂亮的花帽，
背起手工做的挑花包，慢慢走远。远远
看去，像一朵大大的山茶花。谁说花瑶
这个浪漫唯美的名字， 不是因为挑花
而来的呢？挑花，曾经是瑶族女子生命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今却渐渐被压
在了母亲的箱底。

对奉雪妹以及如今仍然坚守着挑
花的花瑶女子来说，一花一世界，她们
希望用自己的一双手， 延续起这一片
用针线挑起的五彩斑斓。

奉雪妹：
一花一世界

湖南西南部的隆回县虎形山， 瑶族同胞的聚居地之一， 这里的瑶胞因服饰色彩艳丽而得名花

瑶。 不过， 最让花瑶女子摇曳生姿的， 是她们手中世代相传的独门记忆———花瑶挑花。 这一被沈从

文先生盛赞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 如今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它究竟有着怎样

的美艳呢？ 也许， 从它的传承人奉雪妹身上， 便可一窥究竟———

在花瑶聚居地，田间地头、溪边林中，都能听见山歌声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