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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大布的工艺研究
文/李

强，
刘安定，李建强，李 思
红安大布既是鄂东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是红安地区脱贫致富的新模式。基于地方志、相关文

献的研究和红安将军红土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试图全面、系统、详细地介绍红安大布这一染织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过程，
并对红安大布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一些建议。
红安；大布；
纺织；
文化遗产

红安大布作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鄂东传统家庭手工纺织技术的杰出代表之一，

个阶段是红安景庄布阶段，其幅宽较红安土布
大一倍，
称“大”
更是当之无愧。

其产品和工艺展现了鄂东人民曾经的生产、
生

红安土布是自明代以来，黄安民间采用世

活状态，
成为现代学者研究鄂东历史、
文化不可

代相传的手摇纺车、
脚踏织机等古代传统纺织

或缺的民俗素材。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

机具（主要用于纺麻织布的机具）生产出来的

而工
与建设的核心是工艺的复原、记录、传承，

手工棉纺织品。它的规格为：幅宽 0.47 米，匹

艺的记录成为其重中之重。[1]基于地方志、
相关

长约 13.33 米。[2]

文献的研究和红安将军红土布农民专业合作社

红安景庄布并不是黄安所特有的，它是

的实地调查，本文试图对红安大布的工艺进行

1904 年由湖北黄冈县宋家坳铁咀塆机户林东

全面的记录和展示，以期对红安大布非物质文

民从汉口引进铁木混合机 （铁木混合机与 20

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和开发做出一丝贡献。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中国的铁轮机即铁木织机

1 红安大布的界定和发展

有区别），采用汉口纱行出售的机纺细纱作经

1.1 基于织具变迁的红安大布发展阶段之界定

纱，
用本地土纺棉纱作纬纱，
织出匹长约 13.33

红安大布是现代纺织技术引进到黄安（今

“景庄布”。[3]
米，
幅宽约 0.9 米的
“夹纱布”
，
时称

红安）以前当地农户使用人力作为动力，采用

何谓铁木混合机？它是在中国传统织机上引进

木制或铁木混合纺织机具生产出来的棉纺织

飞梭机构，
即在土布织机上加装滑车、梭箱、拉

一是粗糙、
品。红安大布之“大”的意思有两重，

接梭改变
绳。这样把传统土布织机的双手投、

土，
二是幅宽要大。据此，笔者将红安大布的发

成只用右手（或左手）拉绳投梭，左手（或右手）

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红安土布阶

腾出来拉筘打纬。这样既加快了速度，又可使

；第二
段，织物较丝织物粗糙，所以称之为“大”

织物幅宽加宽。[4]正因为铁木混合机较土布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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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优越，生产出来的织物品质较高，鄂东地区

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 年 5 月

农户纷纷仿效，使景庄布大规模生产，逐渐成

1 日，
全球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开幕，红安的大布

为与沙市“荆庄大布”
、安陆“府布”齐名的晚清

传统纺织技艺项目亮相世博会“中国元素活动

湖北三大名布之一，远销省内、外。[5]难怪 1908

区”
，
在展馆的传习区内进行了展示。2012 年，

年日本人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明文赞誉

红安大布获得 2011 中国合作经济年度成就奖

景庄布：
“黄安、麻城、黄冈等县的景庄布细密、 “中国具有影响力合作社产品品牌”
。
光洁、亦复耐久……”。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

目前从事红安大布纺织人员近 2000 人，

最早言及红安景庄布的文献只有《汉口》一书，

年产红安大布 30 万米，
年产值 3000 万元。规

笔者可以断定：红安景庄布出现应该在 1904－

模生产经营的只有“红安将军红土布农民专业

1908 年之间。

合作社”一家企业，该企业现有入社社员 350

红安大布发展的两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

人，
入社社员遍布红安县华河镇及周边的乡镇

明，即使在红安景庄布生产阶段还存在着红安

50 多个村 700 余户。目前有 300 余台土布织机

（1）铁木混合机的
土布的生产方式。原因有二：

现在年创产值 300 余万元。每
进行生产加工，

投入需要一定的成本，并不是每个农户都能支

名织工年织布纯收入 8000 元以上。

付得起的。只有以纺织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农

2 红安土布的生产工艺

（2）20 世纪上半叶红
户，才会引进铁木混合机。

红安土布的生产工艺包括纺纱工序、纱线

安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以农耕为主的

织前准备、
织造。
织前预处理工序、

农户没有必要引进铁木混合织机。

2.1 纺纱工序

1.2 红安大布的发展

红安土布的纺纱工序包括去棉籽、弹棉、

红安土布自明代出现，直到 20 世纪前 10

卷筵、
手摇纺车纺纱四道。

年出现红安土布和红安景庄布呈并驾齐驱之

（1）去棉籽。
红安土布去棉籽采用手剥法、
轧

态。日军入侵红安地区后，采用入室抢劫、
摊派

棉法并用。手剥法是指不利用任何工具，
用手剥

物资、物资统制、低价征购等一系列手段，打击

籽，这一方法也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去棉籽

了红安地区棉花的种植、大布的生产，红安大

方法。轧棉法是指利用工具挤压棉籽出棉花团

布的生产日益萎缩。

的方法。轧棉法有铁杖赶籽法、
搅车轧棉法。

[6]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红安大布的生产日渐

铁杖赶籽法最早出现在宋代南方少数民

恢复，但随着解放后湖北现代纺织业的兴起，

族地区，如北宋成书的《泊宅编》、南宋成书的

红
传统织工相继改行，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福建、广西、
《岭外代答》和《诸番志》中都记载：

安大布也渐渐退出市场。1966－1968 年的
“破

海南岛等地人“以铁筋碾去其子”
或“以铁杖赶

四旧”运动，致使红安的传统织机付之一炬，
部

尽黑子”
的方法。元初成书的《农桑辑要》中将

分织艺也相继随着传承人的故去而失传。

铁杖赶籽法收录，加以推广，到明代铁杖赶籽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世界日益重视非物

法才传入处于长江流域的红安地区，
因为在明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红安县委、县政府的重

代棉花才在红安地区大面积种植，
成为当地人

视和支持下，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红安大布

民主要纺织原料。

被列为黄冈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红安地区采用的搅车轧棉法为一人操作

录。2009 年 5 月 27 日，红安大布被列为湖北省

的搅车轧棉法（图 1）。图 1 中下轴的转动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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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红安地区曾经使用过的搅车

手摇曲柄控

者长时 间拿

制；而上轴

弓操作的 劳

的转动则由

动 强 度 （图

踏板突然受

2）。

力，通过细

图 2:弹棉花

（3）卷

绳带动位于

筵。卷筵，又

上轴顶端的简易曲柄转动，好似手拨曲柄一

称擦条，
相当于现代的梳棉成条。其目的是使

样，上轴在力的惯性作用下转动，等到上轴转

经弹棉已松散的纤维，呈筒条状，以便纺纱时

动到上一次踏板时的位置时再一次脚踏踏板，

纤维能连续顺利地从棉条中抽引出。据《农政

如此循环不已。上轴顺利转动的关键是踏板踏

全书》记载，卷筵工具淮民多用“蜀黍梢茎，取

动时间的控制，上轴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

长而滑”
，
而其他处民众用“无节竹条代之”
，由

柄转动面的 11 点钟或者 1 点方向最佳。到底

此可知红安地区卷筵多用无节竹条操作。其操

在哪个方位踏动踏板，这还得由手摇曲柄摇动

作很简单，
“先将棉毳条于几上，以此莛（卷筵

的方向决定，因为上、下两轴的运动方向相反

工具）卷而擀之，遂成棉筒。随手抽莛，
每筒牵

才能有效地去籽。如果手摇曲柄是逆时针转

。
纺，
易为均细”

动，那踏板应在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柄转

（4）手摇纺车纺纱。红安土布手摇纺车纺

动面的 11 点钟方位时脚踏最好，
因为这样上轴

纱使用的工具是单

正好呈顺时针方向转动；如果手摇曲柄是顺时

锭手摇纺车 （图 3）。

针转动，那踏板应在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

它的结构：车架是由

柄转动面的 1 点钟方位时脚踏最好，因为此时

两组横木相连在一

上轴正好呈逆时针方向转动。不管如何使两轴

起的一大一小两个

转动，
喂入棉花的方向与两轴转动方向一致。

木框构成。大木框架

图 3:单锭手摇纺车

手剥法、铁杖赶籽法不需要比较复杂的机

内放着绳轮，
小木框架内置锭子。绳轮是由两

所以在红安
械，
其机械生产成本基本上不存在，

组竹片或木片制成
“米”
字形轮辐构成，两组轮

而搅车轧棉法则是
土布纺纱生产过程比较普遍；

辐相距 20-25 厘米左右，固定在轮轴上，用绳

需要制作成本，
只有少数比较富裕农户或主要以

便成为纺
索在两组轮辐顶端交叉攀紧成鼓状，

生产土布为生的农户才有需要、
有条件使用。

车的绳轮。曲柄装在绳轮的轮轴一端，而锭子

（2）弹棉。弹棉又叫弹花，主要功能是开松
棉花纤维、除杂，其使用的工具是弹弓。弹弓形
制经历了由小到大，弹的操作经历了手弹、
槌
弹，
弓弦经历了线弦、绳弦、蜡丝弦、羊肠弦。
红安土布弹棉使用大弓和槌弹。所谓大弓，

垂直于绳轮所在的面，绳轮和锭子则靠绳弦或
皮带相连。
单锭手摇纺车的操作：将卷筵而成的棉条
缠绕在锭子前端上，
纺工右手摇动曲柄使绳轮
转动，从而通过皮带或皮绳带动锭子转动，同

；所谓槌弹是指有槌子
“蜡丝为弦”
“
、长五尺许”

时纺工左手握持棉条，
逐渐加大牵伸棉条的力

突然打击弓弦，
引起弦强力弹震，
从而开松弓下

度，这样棉条的牵伸和加捻被同时完成，棉条

的棉纤维。大弓很重，
常在弹花者背后绑一个有

也逐渐被牵伸成越来越细的纱线。当纱线达到

减轻弹花
韧性的竹棍，
竹棍一端系绳吊起弓柄，

一定长度时，必须将其回绕在锭子后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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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工手臂的长度是有限的，这样决定了每次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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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用作经纱。

伸棉条的长度也是有限的。如何回绕纱线到锭

（3）倒筒。倒筒即络筒。络筒使用的工具是

子后端呢？纺工只需通过手臂牵动纱线将锭子

纡子是直径约 4cm，
单锭手摇纺车和纡子，
长约

前端的纱线牵移到锭子后端，继续摇动曲柄、

20cm 的中空竹筒。
首

转动锭子完成卷绕。纱线全部回绕在锭子后端

先，将单锭手摇纺车

后，纺工再重复从锭子前端牵伸和加捻纱线。

的锭 子 插 入 纡 子 中

每一次重复操作都会是纱线越来越细，直至达

空部分，这样锭子转

到织造的要求。

动会带动纡子转动。

2.2 纱线织前预处理工序

其次，将浆纱过的纱札一头绕在纡子上，右手

红安土布的纱线织前预处理工序包括染

摇纺车曲柄，左手通过前后牵引纱札，控制纱
札在纡子上的形状，
这样纱札慢慢都会络到纡

纱、浆纱、
倒筒三道。
—将锭子上纺好的
（1）染纱。首先，取纱——

子上（图 7）。

中间略鼓、两头略小

2.3 织前准备

的纱线团从锭子上抽
—
出来。其次，挽纱——
用竹条制成“ ”的器
图 4：
挽纱

图 5:染色

图 7：倒筒

红安土布织前准备包括牵经、穿综、
穿筘、
上机、
制梭心。
（1）牵经。牵经即整经。红安土布的整经方法

具（俗称“线扒子”
），

很具湖北特色，在一

将纱线挽在线扒子平

条横卧在地上的横木

行竹条两端，成一札

上，根据所织织物的

札的线圈状，即纱札

经密要求，利用榫卯

（ 图 4）。 最 后 ，染

结构在横木上插入若

色——
—将一札札的纱

干根 筷 子 大 小 的 圆

图 8：
牵经

札放入已添加天然植物染料的染缸或染锅内，

棍。根据所织织物的颜色、
图案特征，
将各种不同

经过多次浸染成色（图 5）。

颜色的纡管插入圆棍上。织工在纡管上找到纱线

（2）浆纱。浆纱是指在经纱上施加浆料以

的一头，
将所有纱线均匀卷绕在经轴上（图 8）。

提高其可织性的工艺过程。红安土布的浆料是

（2）穿综。红安土布是老百姓家常使用的

由水、米汤加少量面粉搅拌而成，它的粘度适

粗布，它追求结实耐用，所以它以平纹组织结

宜。将染好色的纱札

构为主，因此基本上只需要两片综，分别控制

浸入盛有浆料的锅

奇、
偶数根经纱层以完成换层。每片综由上综

中，加温煮透，待浆水

竿、
下综竿、
带综眼的综绳构成（图 9）。穿综即

完全渗透至棉纱后取
出，用手搓揉片刻，拎

是将经轴上的经纱一头按奇数根和偶数根分
图 6：浆纱

干穿入竹竿或木杆上晾晒，晒至不滴水时用拉
弹方法除掉纱上残存杂物，直至晒干（图 6）。浆
纱后的棉纱纤维紧密绵合不散露，在穿综、
穿
筘、织造时光滑爽手不易断头。浆过的棉纱全

图 9:综的构成（李强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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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两片综

别穿入两片综的综眼中。
由很多筘齿构
（3）穿筘。筘的形状像梳子，

的下综竿相

成，与梳子不同的是它的筘齿被四根两两长短

连，两片综的

不一的 木 条 封闭

上综竿则分别

起来。每个筘齿起

连结在机架上

到固 定 经纱 的 作

方一根杠杆的

图 12：
清人卫杰所著《蚕桑萃编》中的互动

用，因为筘固定，

两端。当一踏

式双综双蹑织机

板被踩下时，与此相连的综片下降，使一层经

穿入 筘 齿 的 经 纱
亦被固定；通过每

图 10：
穿筘

纱向下形成开口；
而同时另一综片因杠杆的作

个筘齿穿入的经纱根数，起到控制经纱密度的

用被提升，使另一层经纱向上形成开口，正是

作用；通过打筘可以将纬纱推向织口、打紧纬

因为两片综的这种互动关系，使引纬、打纬的

纱。红安土布穿筘徒手操作，
也可采用穿筘刀操

梭口很大。当踏动另一踏板时，
亦然，
正好也完

作（图 10）。

成经纱的换层。

（4）上机。将绕着经纱的经轴、经纱穿入的

（2）红安土布织机的操作。首先，
织工踏下

综和筘都安装在织机相应的部位，经纱一端固

一根踏板后，
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投一纬；然

定在经轴上，另一端则固定在织轴上，经纱在

后，
织工的脚离开踏板，
经纱面恢复开口最小状

经轴和织轴之间的张力适当，不能太紧也不能

态，
打筘将这一纬纱线打紧；
然后，
织工踏下另

太松，太紧容易经纱断掉，太松不能织成紧密

一根踏板，
完成经纱换层，从右到左（或从左到

有错的织物。

经纱面
右）投另一纬；
最后，
织工的脚离开踏板，

像漏底船形，
两
（5）制梭心。梭子由木制成，

又恢复开口最小状态，再次打筘将这一纬纱线

端有孔，
通过一根细轴

即可织造平纹织物。
打紧。重复以上操作，

—即梭心，
穿过纡管——

3 红安景庄布的生产工艺

将纡子固定在梭子上

3.1 红安景庄布与红安土布的生产差别

（图 11）。固定纡子上的

红安景庄布与红安土布的生产工艺大致相

纱线一端，投梭可使

（1）纱线的使用略有区别，
景庄
同，
不同有两点：

纡管上的纱线自动抽出。如何制梭心呢？首先

纬纱还是采用单锭
布的经纱采用机制纱，
更细，

将未经过浆纱处理的纱札经过单锭纺车倒筒

手摇纺车纺出的土纱；
（2）织机略有不同，
织造红

到纡子上，再将纡子安装在空心梭子上。

安景庄布的铁木混合机是在土布织机（互动式

2.4 织造

双综双蹑织机）上去掉原有的筘，
加上飞梭装置。

图 11：
梭子

（1）红安土布织机的结构。红安土布织机

3.2 飞梭装置的结构

是采用的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互动式双综双

飞梭装置是一种将投纬、打筘合二为一的

蹑织机约在元、明之际出现，它的图像形信息

纺织器件，飞梭装置包括击梭器、梭子、筘、支

在清人卫杰所著《蚕桑萃编》中清晰地展现出

架、
手柄、
筘座、
筘座支架、铁轴八部分组成（图

两个踏
来（图 12）。它的显著特点是：有两片综、

13）。飞梭装置通过支架架在织布机框架结构

板。两片综分别控制奇数根经纱层或偶数根经

上面的两根横木上，投纬后，织工水平向机前

纱层，每片综由上、下两个综竿构成。两个踏板

拉动飞梭装置的支架即可打筘。飞梭装置结构

服饰与艺术：
设计界

主持：李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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筘。(3)重复以上操作。这样可完成平纹的操
加之
作，
其速度比土布织机上的操作要快得多，
经纱更细，
其织物品质明显高于土布的质量。

4 结语
当前红安大布的开发，
主要集中在土布方
面，
而红安景庄布并没有得到开发。景庄布的
开发，既可提高红安大布的工作效率，也可提
图 13：
飞梭装置（李强、王燕绘）

高它的产品质量，红安当地可以通过对红安景

的关键是在筘的前面有一个筘座，整个经纱面

庄布进行开发，
完成对红安大布的升级。此外，

在未开口时紧贴在筘座上，在筘座上面进行经

在产品开发方面，一方面，以环保、绿色为原

纱的开口操作，不影响打筘操作。在筘座两端

则，适度地开发出较复杂纹样的高级织物，满

各有一个垂直于筘座的筘座支架，每筘座支架

足高档消费。另一方面，
要拓展红安大布的产

上各固定一根铁轴一端，铁轴另一端上面有一

业链，要根据红安当地的民族特色，大力开发

“H”
“H”
穿入铁
个铁圈，
击梭器呈
型，
型中的
“一”

红安大布的服饰类纺织用品，
强化红安大布的

轴，
使击梭器在铁轴上可自由地击打梭子，
完成

产业链。最后，
红安大布的销售模式可以多样

投纬。正是因为铁轴一端上面有一个铁圈，
使得

化，
既可设立红安土特产商店，出售红安大布；

击梭器被固定在铁轴范围内活动，避免进入织

也要大力推进红安大布相关产品进超市、卖

口里。梭子放在击梭器前面，
梭子下面有 4 个小

场；
还可以开发红色旅游、红安农家乐，以现场

轮子，使梭子的“船体”略高于紧贴在筘座上的

展示的方式让游客、食客了解红安大布，为红

经纱面下层，
并且在筘座上刻有一条凹槽，
使梭

安大布做足广告。红安大布虽然是染织类非物

子沿着这条凹槽压过开口经纱面下层快速通过

质文化遗产，但它还需要采用不同方式去继

经纱开口，
提高投纬速度。两个击梭器通过绳子

承、
发扬它，让这些遗产发挥它的经济价值、文

连接手柄，
手柄从左到右水平拉动，可使左边的

化价值，
不能成为博物馆中的
“死”
遗产。

击梭器击打梭子投纬；
手柄从右到左水平拉动，
可使右边的击梭器击打梭子投纬。
3.3 铁木混合机的操作
铁木混合机的操作与土布织机的操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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