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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艺

Folk Customs and Art

新疆维吾尔族传统黄金耳饰艺术探微
The Traditional Gold Earring Art of the Uigur nationality
热娜·买买提
Rena Maimaiti

内容摘要：新疆维吾尔族黄金耳饰艺术，体现了维吾尔族传统黄金首饰的制作工
艺，蕴藏着维吾尔族的审美观念，表现出了浓郁的西域民族艺术气息。本文主要
对维吾尔族的黄金耳饰的造型种类、制作工艺、装饰纹样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维吾尔族、黄金耳饰、造型种类、制作工艺、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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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必备的首饰，仅为妇女所佩戴。向衍

2. 巴旦木耳环（图 2）
，形状类似于

铜、玉等首饰。在《汉书 · 西域传》中

斌先生曾经写道：
“维吾尔族妇女戴耳环

巴旦木。巴旦木是南疆比较常见的一种杏

写到龟兹
（今之库车）
盛产金属；
《宋史 · 高

源于何地值得深究。南宋初期庄季裕之
《鸡

的内核，呈上圆下尖的椭圆形，可食、可

昌传》中云：
“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

肋编》云‘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

治多种病，是稀有的干果。巴旦木在人们

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
”

维吾尔族人自古以来就喜欢戴金、银、

有二十余枚者。
’这说明穿耳戴环饰乃伊

眼中是幸福和喜悦的象征。巴旦木果果皮

现代考古发掘的实物不少，如在哈密

朗萨珊王朝时期盛行的风俗。西域毗邻古

非常硬，是不屈不挠的力量的象征。巴旦木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金耳环，伊犁尼勒克

伊朗，西迁定居于塔里木盆地的回鹊族在

图案是维吾尔族最常用的、较喜欢的图案之

吉林台库区墓群出土的金戒指 [1]，又如在

[4]
妆饰上必受其影响，
故有穿耳戴环之好。
”

一，是在巴旦木形状的基础上变异过来的。

伊犁特克斯县墓地出土的，属于公元 5-7

维吾尔族传统金耳饰的式样造型特别

3. 格拉斯耳环（图 3、4）
，形状类似

世纪的葡萄形状的金孜然（耳环）
，阿珂奇

丰富，有孜然、巴旦木耳环、格拉斯耳环、

于樱桃。格拉斯（樱桃）也是南疆常见的

县出土的属于公元 2-3 世纪的鱼形金孜然

希尔蒂里克耳环、悬吊型耳环、锁式耳环等。

一种水果，成熟时颜色鲜红、玲珑剔透、

（耳环）等 [2]。另外，在库车、吐鲁番等地

1. 孜然（图 1）
。这是维吾尔族妇女

味美形娇、颜色红润、形状似枸杞，可以

石窟壁画也能见到佩戴首饰的供养人。在

耳环中的一种传统样式，形状类似于半圆

直接采摘食用，味道甘甜爽口。格拉斯耳

著名的学者默罕默德 · 喀什格里的《突厥

形，在半圆形金盘上镶嵌各种花纹和用金

环分上面有花纹的和没有花纹的两种。传

语大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有关首饰

属做的小珠，类似于盛满花的花篮。孜然

统的格拉斯耳环上面没有花纹。格拉斯耳

的名称：Altun——金子，

上面的图案有花卉、树枝、树叶、花瓣、

环非常受老年妇女和小女孩的喜爱，老年

戴的耳环；Kupa——妇女戴的耳环的一种；

瓜果，还有家禽等造型。
“孜然”一词来

妇女喜欢戴没有花纹的耳环而小女孩则喜

Tolojiao——妇女戴的耳饰；Balkan——妇

自于波斯语 “

欢戴上面有花纹的格拉斯耳环。

女戴在脖子上的项圈；Kimsan——镶在花

财富等 [5]，维吾尔语借用作黄金制作的耳

帽上的金饰；B o o g m a k——戴在新娘子头

饰的统称。维吾尔族妇女结婚时几乎每人

尔”
。这些来自民间的能工巧匠，
技艺娴熟，

上的冠；Tizildurmak——镶在靴子尖上的

都佩戴用黄金铸成的孜然。

能因材施艺，工艺非常精湛，无不受人赞

——妇女

[3]

硬币；Yuzuk——戒指；Bilazuk——手镯等 。

”
，原意为金子、金钱、

孜然有库车孜然、喀什孜然、和田孜

制作黄金耳饰的工匠俗称“扎尔格

叹。许多首饰作坊规模虽小，但是产品的

这些表明首饰在维吾尔族人生活中有悠久

然、曼塔孜然、克皮乃克孜然（蝴蝶形状）

种类繁多，花色齐全，不但备有成品，同

的历史，维吾尔族人历来就喜欢用精致的

等种类。这些孜然图案的样式主要区别于

时还可随意定作。

首饰来装饰自己，其中用黄金铸成的耳饰

花样的制作，在喀什，将金粒子摆成鸡眼

黄金耳饰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尤其

是最受欢迎的首饰之一。

睛的形状，再在周围放上无花果形状的贵

是孜然的制作工艺要求首饰匠有较高的手

金属；在和田，做成扁形的月牙。在和田

工技术。制作孜然首先要把纯金和少量的

一、维吾尔族传统黄金耳饰的造型种类

孜然要制作得大一点，喀什则制作得小一

铜放到博塔（能够耐高温的碗，一般用陶

及制作工艺

点。这种耳环样式制作过程比较复杂，要

泥制作）里熔化，等到冷却后，用小斧头

求首饰匠有较高的手工技术。

锻压成可以从柯拉（上面有很多大小不同

用黄金铸成的耳环、耳坠是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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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眼的用来做细金条的器具）的洞眼穿

据着至高地位。如巴旦木、葡萄、石榴花、

的高度统一，这样的对称形式充分体现了

注释：

过，然后，做一个能穿过大洞眼的粗金丝

杏花、玫瑰花、棉花、桃花、牡丹、八瓣

秩序性，易于营造庄重、稳定、严肃的形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再做一个细金丝，接着把这些金丝条剁成

花、柳枝以及各种本地区常见的瓜果及各

式与风格。当然这种高度的均衡并非稳定

考古研究所：
“新疆考古十

小珠放到博塔里把盖子盖紧后用高火烧制

种植物的枝、叶、蕾、芽、种子等。这些

中不见活，纹样的编排上用线的粗细、光

年间”
，
《中国文化遗产（新

一个多小时。烧制时不能动正在烧制的博

纹样来自于维吾尔族的特定生活环境，因

挺与粗糙，面的大小与肌理，用色的深浅，

疆版）
》
，2007.2，第 100 页。

塔，否则小金珠会粘到一起，前功尽弃。

为维吾尔族生活中到处可见植物花草，这

色彩的纯度，色彩对比的强弱及构图的聚

[2] 买买提 · 玉苏普：
“维

等火灭了后用吹风的吸管用嘴轻吹，把灰

些植物花草可以给人们带来食物和美的享

散程度都会对饰物的风格有影响。均衡是

吾尔族妇女的首饰品”
，
《新

吹干净后，用清水洗净。过箩眼不同的三

受，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再生的能力给维

点、线、面及色彩在相互调解下形成的重

疆社科论坛》
，1995.3，第

种箩，把大小不同的金珠分出来，然后把

吾尔族带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些是维

量感一致，视觉稳定的静止现象，均衡是

59 页。

这些小金珠一个一个地摆放在月牙形细金

吾尔族手工艺术不可缺少的素材。

装饰图形最典型的特点。宇宙和自然万物

[3] 麻赫默德 · 喀什噶里：

丝上后焊起来，用另外的细金丝做一个刚

2. 几何纹样：方形、三角形、菱形、

都处在平衡运动中，没有这种平衡就没有

《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
》
，

要盛开的花朵放到正中间焊起来，也可以

六角形、直线、曲线、鱼鳞、方圆套格、

秩序。几何纹、植物纹附属于饰物上，人

民族出版社，北京，2002，

把正中间的造型纹样用模子翻制出来，最

蜂房等。这些图案主要用抽象的象征性的

们的视觉就需要一种稳定感，需要一种心

第一册，第 114、492、420

后再把这只耳环用刷子刷净。

语言，描述含蓄，以近乎极限性的繁丽的

理平衡感。纹饰结构上的繁杂与内容的装饰

页，第三册，第 16 页。

复杂机构来构筑视觉上的绚烂迷离，其作

手法上的单纯相互抵消，营造出轻松、宁静、

[4] 尚衍斌：
“维吾尔族服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首先把金子熔化后，

用在于打破视觉常态，使观者在目光顺着

优美的情感氛围，因此维吾尔族耳饰给人

饰形成及其特征的历史考

放到巴旦木、格拉斯图案的模子熔制出来，

藤蔓游走跳跃的时候，体悟到宇宙的精奥

再用金丝条做耳环钩，焊接钉铆起来即可。

和美妙。

巴旦木耳环和格拉斯耳环的制作工艺

[6]

总体印象是均衡、宁静、和谐、统一。

探究维吾尔族耳饰艺术就能发现，维

察”
，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
1994.1，第 33 页。

以前，首饰匠们都用手工来制作黄金

3. 还有各种生活器具的图案（壶、盆、

吾尔族耳饰艺术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东西方

[5]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

耳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孜然耳饰等较

罐、 瓶、 盘、 工 具 齿 轮 等 ）
， 各 种 神 鸟，

文化的影响，包含着多种艺术的成果，具

系波斯语教研室主编：
《波

复杂的造型用手工来制作，其余的几乎都

宇宙天体（凤凰、鹰、鸽子、百灵鸟、月亮、

有多元的文化特征。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

斯语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

用现成的模子翻模制作。

太阳、星星等）
，各种建筑形体（圆屋顶、

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都体现在维吾尔族耳

馆，北京，1997，第 1233 页。

塔柱、台阶、壁龛、砖瓦纹等）等。

饰纹样上，并且以其独特的风格呈现出民

[6] 罗静、樊德喜：
“新疆

族个性和艺术魅力。

维吾尔族首饰纹样审美

二、维吾尔族黄金耳饰装饰纹样
维吾尔族耳饰造型纹样中，耳饰纹样

可以总结，维吾尔族耳饰纹样采用对

特征探究”
，
《文教资料》
，

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

称、均衡的形式和风格，对称强调对称轴

2008.1，
（下旬刊）
，第

成于观念。

两边的纹样造型及色彩的同形同量，重心

81-82 页。

1. 植物纹样：植物纹样自始至终都占

稳稳地落于对称轴上，可谓追求力与重心
热娜·买买提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