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传统
列娜·伊布朗别克娃
加利勒·塔里韦杰夫
扎赫拉·穆烈尔塔里韦尔基

（卡拉盖） 头巾。所有
关于头巾的某些事物

头巾是一种穿戴打扮，
是女人们用来包头或者覆
盖整个身体的---在世界
上有很多。在阿塞拜疆也
不少,
其中包括欧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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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沙尔、叉沙埠、面
纱、头巾。在千变万化的
时代，它们变的或多或少
的重要和抢手，但是头巾
是一直保持有意义和被需

要的。同样的头巾和其他
覆盖物有什么区别呢？试
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这是材料。
头巾应该是由天然的丝制
www.irs-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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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它有一种固定的
种类，一直以来被称作
“卡拉盖伊别以”—丝
绸头巾。丝绸头巾由没有
染色的丝线制成，这些布
匹丝线编织的密度必须是
每平方厘米28-30根线。
第二——这是形状：头
巾必须是方形的，由一整
块丝绸布面制成。
第三—这是尺寸：头巾
必须要大，但是不能超过
160cm。
另一个特点——这是色
调：根据不成文的传统头
巾整体染色，要么，仅仅
在它的边缘的整个范围保
留白色。
头巾最重要的属性
是图饰：头巾必须有
几何图饰或程式化的
植物装饰，必须要充
满在一定的技术上，这
www.irs-az.com

个技术在阿塞拜疆被称
作《巴斯玛娜赫士》，
在世界上也很著名被称为
《热巴斯玛娜赫士》技
术。图饰可以在边缘上，
也可以是整个头巾。
最后一个是，社会功
能---头巾的使用：自古
以来头巾是每天穿戴的，
也有特殊情况事件---婚
礼，生孩子，哀悼，节日
等等。每一个场合，要严
格按照事件的性质和意
义。考虑到颜色或者色彩
组合，花纹特点，类型结
构，方法，持有者年龄。
在同一时间，头巾平衡了
社会差异---富人和穷人
的头巾彼此没有差别。
以上所列的头巾的各
自的特点和其他类型的头
巾。所以，《欧尔配克》
像存在的方形头巾，但是

他的尺寸没有规定标准。
在图饰《欧尔配克》中
《巴斯玛娜赫士》技术从
来不应用，他一般绣上（
奇克缅）白色或者彩色的
丝线，在材料上业主一般
用金或者银《卡克尔杜
仔》,《揪拉巴腾》，与
头巾不同，能立即允许判
断主人的物质财富水平。
也与头巾不同的是，欧尔
配克像标尺，有丝绸毛边
（萨叉克），中间2-4排
的网格（哈纳）。
另外一种头巾--《沙
尔》，是用羊毛或者别的
某种材料制成。这立即限
制了图饰技术《巴斯玛娜
赫士》的应用，因为这种
技术要求运用很热的水-达到80度，对于羊毛是不
能接受的。同样的，对于
《沙尔》没有尺寸，没有
形状，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叉沙埠》和面
纱，穿着是伊斯兰宗教的
指示的一部分，可以使用
不同的布匹，包括和丝
绸，但与丝绸头巾不同，
更稠密，比如，卡那乌丝
绸。重要的是，与头巾不
同----女人们应该学会
从头到脚的包裹，胳膊和
部分脸也要隐藏起来。
由于这个---一个关于这
个样式的覆盖物的基本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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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一是形状---不是方
形的，是矩形或者，而尺
寸---160*200或者更大，
取决于持有者的身高。这
些覆盖物颜色的色域非常
有限。这应该是黑色的，
白色的或者深蓝色。
头巾的历史。头巾的
历史与养蚕业的发展历史
在阿塞拜疆紧密相关，几
个世纪以来，被称为著名
的桑蚕业国家，是北方与
南方的中间环节，东方与
西方的伟大的丝绸之路。
历史事实证明，自古以来
在阿塞拜疆就已经开始从
事养蚕业----在这里他们
44

养殖蚕，从中获得细的丝
线，用它制成出色的纺织
品，生产出惊人美丽和优
雅的成品。
关于这些信息在古代
史料中就有记载。在中世
纪的旅行家的旅行记录，
参观阿塞拜疆，阿尔-伊
斯塔赫里 和阿尔-穆卡达
希（在十世纪），马可波
罗（在13世纪）关于丝绸
制品从这里有提及。爱维
亚茄楽瑟勒在17世纪提到
在纳何其万关于丝绸的应
用；写到，在舍基《在葡
萄园和花园《饲养桑蚕和
生产无与伦比的丝》，只

有在西尔万马赫穆德巴德
的一个地区生产《....一
千个驼包的丝绸》。
根据资料西尔万盛产
丝绸，在杰尔滨特从沙马
基区运输大量的丝绸制
品，都不能与她竞争。
特别的是巴斯卡尔，和穆
朱不同。这里从事生产各
种各样的丝绸布匹---达
拉，莫夫,哈斯赫尔美,杰
里士,娜玛仔，塔腾勒克,
卡那乌斯.卡那乌斯布匹
在俄罗斯具有很高的声
誉，它甚至被称作《沙玛
黑卡》。但最流行的是丝
绸头巾。
www.irs-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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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亚当· 欧列
尔伊,访问了沙马基区萨
菲国王大使馆成员，他写
道关于他的居民，《他们
主要的职业是-纺纱，编
织，刺绣丝绸和纸张》。
从十六世纪下半年到十七
世纪，奥杜巴特和纳西
切万是最大的丝绸贸易中
心，从这里发往威尼斯，
马赛，阿姆斯特丹，伊斯
坦布尔，阿勒颇。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的《高加索》报刊中写道
《在莫斯科从沙马基省和
俄罗斯其他省份甚至在国
外发出29000普特的丝绸
和丝绸制品，除了这个当
地居民还广泛应用丝绸和
www.irs-az.com

其他丝绸服装》。格里戈
里·加加林 ---俄罗斯美
术爱好者，艺术研究者，
皇家学院的首席张伯伦，
皇家艺术学院的副领事，
参观了沙马基，清楚了说
明了这一点。根据科学院
院士 苏穆巴特扎德的资
料，在沙马基的手工业和
工场手工业的技师数量已
经达到650，从事布匹和
丝绸加工，而历史学家奇
拉戈扎德 指出，从丝绸
中能出来男人或者女人的
服装。其中一种最普遍
和畅销的丝绸制品就是头
巾。手工头巾和纺织品加
工的质量不同。从事这些
的家庭成员和业主都掌握

染色的秘密和图饰语言，
通过高超的技巧获得。并
非巧合的是，阿塞拜疆丝
绸制品，特别是十九世纪
和二十世纪初独特的头巾
在世界展览会公开展出。
因此，今天能看到的一百
多年以前的头巾制品，就
可以很明确的告知我们，
哪里或者谁制造的。
在民间风俗中关于阿塞
拜疆头巾的描写，在阿塞
拜疆文献中和阿塞拜疆造
型艺术中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在苏联时期集中穿着
面纱，没有触及头巾，但
他的使用还是明显减少。
作为女性服装的属性头巾
在农村地区多半保留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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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在城市很多女性彻
底放弃了它。在2000年
初，民间工艺制造头巾还
原了一个原始状态制造保
留了所有的技术要求，还
符合了产品结构和美学特
征。《头巾》公司宣传举
办活动，并在2005年率先
在阿塞拜疆展览头巾的历
史。在本次展览会中曝光
的头巾是在丝绸中心和著
46

名的舍基编织成的，然
后图饰和染色是在丝绸中
心的一个头巾城镇，著名
的巴斯卡勒。他们纷纷
推陈出新，提出了现代阿
塞拜疆的艺术----塔季
亚娜·阿轧巴巴耶娃,伊
娜·克斯基娜，伊拉哈·
瑟纳罗娃,法赫里亚·玛
美多娃,以及专家们关于
头巾的发展思想、组成

和模式。另一个方向是
加工不传统的头巾穿着
形式（新生活头巾），
是艺术家服装设计者伊拉
哈 米尔纳吉尔·色纳罗
娃提出的。
头巾的制造。头巾的制
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费力又独特。它由四
个完全不同的活动状态组
成。第一---是丝绸布匹
的制造---布匹。第二--压模。第三---施加到布
匹表面得纹饰---花纹，
最后，第四---染色。染
色是头巾制造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步骤。《波亚克
奇》
从事染色---整个
头巾制造过程中的核心。
一个有特殊天赋的人可以
完成以上技师的所有活动
部分。然而，这是一个非
常罕见的情况。如今这些
大师加徳勒·沙菲伊夫,
阿巴萨勒·塔勒波夫在巴
斯卡勒出现，在沙马基的
拉菲克·阿斯克罗夫，在
舍基的阿弥拉斯郎和拉沙
德·沙弥罗夫。许多世袭
技师们一直以来被称为造
头巾者。
自古以来，发生染色的
技巧部分，被认为是特殊
的地方，几乎神圣。根据
居民巴斯卡勒说，他们的
祖先认为《波亚克奇》接
www.irs-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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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上帝，他被赋予了伟大
的礼物，他掌握质量的秘
密和所能做的一切。因此
任何人，捐钱捐物，波亚
克奇可以祈求上帝为他们
解决一切问题。他也相信
存在有益于健康的色调，
比如蓝色，红色，赭石色
或者金色。
头巾图饰的特点。头巾
的混合图饰由花纹组成，
具有悠久的历史模式。该
混合构成可以是同心的
或者是头巾周围边缘的形
式---边饰。边饰，例如
一系列的 《阿克扎闽》
或者《叟嘎馁》第一眼看
着很简单，伴随着着色技
术《巴斯玛娜赫士》的记
录，要求他们的完成随着
时间的推移，最大限度的
仔细和需要更多的材料。
同心结构，雕梁画柱，他
们严格遵守规则，世界秩
序的特点在于传动，千百
年来把所有民族放在一
起，彼此了解然后清楚自
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该组
合物的装饰图案呈现的植
物和几何图案，某些标
志和符号，元素的平衡和
和谐组合。这样的构成与
在沙马基生产的头巾不
同，并且特别的是，他们
在 巴斯卡勒，被叫做 《
巴斯卡勒》。这样的头
www.irs-az.com

巾代表阿塞拜疆美丽油画
《静物头巾》是到目前为
止，从居民那里买来的，
由文学资料和轧利波夫十
号的口头描述，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
和名字，如“SAH”（沙
皇，国王），“沙赫-布
塔”（皇帝布塔），“裘
布塔”---小布塔，裘胥
里布塔-韦其布塔》,《居
里布塔-花布塔》,《士尔
斯利布塔-生气的布塔》,
《揪特布塔-成对布塔》,
《哈蜜儿布塔-怀孕的布
塔》,《塞富吉布塔–恋
爱的布塔》,《巴达木布
塔》---杏仁布塔和其他
的。他们被切割，挖掘，
从硬木中---梨或者核
桃。加利卜也可以由金属
制成，使得明确书法装
饰。独立组由加利卜共同
的标题《戈贝克》组成。

《头巾》丝绸中心在巴
斯卡勒传播，随着头巾制
造进行的研究工作，加深
了头巾的历史，这是举办
丝绸头巾博物馆的基础。
这个在阿塞拜疆唯一的博
物馆结构建造按照专业博
物馆院士耶分基耶夫的想
法还有归功于艺术博士耶
分基耶夫的积极参与。展
品中木织机机器，是制造
头巾的物品。其中最重要
的是形式加利卜，其中一
些超过200 - 300年。
头巾装饰的意义：比
喻和类比。每个头巾元素
和构成都赋有特定的含
义，并填充有一定意义的
元素组合物。头巾图饰表
达生活和颜色与产品的
普遍观念，观赏语义创造
情感丰富的人际交往的空
间。图案，固定在模具
（加利卜）出现在代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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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很容易破译的文化
社区代表代码。
头巾的颜色和图案帮助
在社交过程中创造某种情
绪。例如：红色头巾是新
娘一个必不可少的礼物，
上面有错综复杂的蔓藤花
纹，这是给她的公公和婆
婆的，当新娘在婚礼上，
客人必须抛出鲜艳颜色的
头巾在新郎的肩上。平
日里，要是离家或是家里
来了重要客人，女子的头
上必须带上颜色沉稳的头
巾——“叟噶内”,“叟
度尔玛”(洋葱，黄色)戈
赫维伊（咖啡色）以及其
他。黑色的头巾代表着严
峻，庄重，可以配合表达
48

心情承重的场合。而装饰
华丽的头巾，颜色的鲜艳
感可以营造欢乐和喜悦的
环境。根据古代阿塞拜疆
的传统，阿塞拜疆女子在
作战男子之间投掷头巾的
传统，可以使作战男子避
免流血。并且当一个女子
同意婚事的事实的时候，
她会给小伙子自己的头巾
向她求婚。关于头巾还有
很多故事，比如：头巾可
以治病，防止邪恶的眼
睛，和保护免受伤害。一
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冰
凉的头巾可以在炎热中创
造舒适。
装饰品的组成，头巾
的使用，不同于地毯。但

是，对于所有它的独特性
具有相同的通用特性和表
达所有不变的永恒主题。
它——动物（鹿，鱼，
鸟）鲜花和蔬菜生长的
基本原理，模式和组合物
的含义反应在名称海松树
脂。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头
巾的不同装饰风格——有
时严格定义的规则。还可
以根据主人的心理和情绪
状态《塔瓦克莎》。例
如，该组合物形成头巾的
图案《巴斯卡勒》，这是
指一组同心。由艺术家解
释为一种宇宙的图片与宇
宙的中心和人的想法，这
是很普遍的。这些观念和
信念最好的保护了人，
www.irs-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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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阿”,《沙阿-布
塔》)，这个山是(《基
克》哈士耶),并且，在
这个世界的物理结局，
生活在继续，在另一个
世界-最高的山-将会更加
丰富，多彩多样。大概是
这样，这些头巾单色和用
于许多不同的加利卜的制
造。有趣的是，在这个世
界上，因为头巾被认为是
图案化，和音形态，这是
在青铜器和陶器古代考古
学文化所呈现的。令人惊
讶的是，即使在今天巴斯
卡勒的主人叫他们加利卜
按照这些图像。例如，通
过加利卜头巾称之为<戈
贝克>（肚脐）的中心装
饰品应用。代表四分之一
部分加利卜同心组合物
形成一个等边交叉，并与
世界的中心以及相关的圈
子，圆形或周围有正方形
的宇宙。根据一些研究，
特别是考古学文化《加号
符号为圆形或正方形内封
闭的，代表着世界中心的
萨满教的概念，即“空间
脐带”》
头巾的折叠过程包含了
深厚的内涵和严格规范。
第一步，将其折成三段一
样长的，并且经过三次折
叠后应该形成具有18-20
厘米的侧面的正方形，这
www.irs-az.com

样做是因为长期的交流和
商榷以及长时间的头巾工
艺流传下来的。据他们的
说法，自然界中的规律是
不变的，是头巾经过时间
的流逝，自然的翻版。正
如自然界和生活中谜团，
众生，欢乐，自由，爱
情，悲伤。头巾正是包含
了所有，正如圣礼创造了
神奇的丝绸以及各种各样
神奇，秘密的制造。此外
头巾从中间分开具有三个
代表和两个互联的意思，
从自然开始——生与死，
善与恶，真理和谬论。接
下来是三个褶皱所代表的
含义，人们决定生活的向
往——爱与恨，强或弱，
智慧或愚蠢。这个思想，
是斯洛伐克技师们传过
来的——头巾。体现凝聚
百年的人，传播代代相传
的经验。它并不奇怪，正
如弗洛姆就有存在主义和
历史二分法的想法。这是
他在二十世纪初期符合和
谐相处的思想，因为他
是——通用的。
头巾的发展前景。2014
年11月26日，教科文组织
的代表名单中包括《传统
艺术与象征头巾，生产和
女性佩戴头巾》这证实了
诣在采取保护文化现象的
措施，主要是保存头巾现

象的文化。这是实现阿塞
拜疆共和国的国家政策在
文化领域的事实，以及保
护这一文化的愿望。在不
久的将来有望在阿塞拜疆
各地区举办头巾展览，演
讲以及技师班。最重要的
是教育单位组织为年轻人
打造关于头巾的技能和技
巧的创新，从而可以长期
保留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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