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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的情感性及其文化文本
—— 《土家织锦的文化生态与视觉艺术》
—读
黄思华
渊武汉纺织大学 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袁湖北 武汉 430073冤
叶洪光、冯泽民编著的《土家织锦的文化

纹饰。在该著作中，土家织锦成为了一种视觉

生态与视觉艺术》
（图 1），
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性的文化文本，
作者通过对土家织锦的艺术特

社于 2016 年 6 月正式出版发行。该著作以民

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勾勒，进一步阐释了土家

俗学的视角切入，选择了具有民族性特质的土

织锦内在的精神性构成与文化关联。

家织锦作为重点，采取了艺术考古学的方法，

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土家织锦是中国少

以十个章节的文字配以图片对土家织锦进行

数民族的
“四大名锦”
之一。但在现代技术的冲

了分门归类，包括了动物纹、植物纹、文字纹等

击下，土家织锦核心技艺的传承岌岌可危，
“20
世 纪 80 年 代 湖 南 地 区 土 家 织 锦 艺 人 有 约
3，
000 人，
现在仅有约 300 人，
并且在不断地减
[1]
少。”
在技术化的时代，
机械技术在极大提高

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了土家织锦的式微，保
护土家织锦文化生态的诉求显得极为迫切。
叶洪光、
冯泽民注意到了土家织锦技艺传
承的重要性，
在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陈列着自费百万锱铢积累的织锦艺术作品。
20 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他们着迷于收集刺绣
坚持不懈地寻
作品，
走遍了 32 个省市自治区，
觅土家织锦。这种前期工作的艰辛，正是为了
让研究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恰是反映了对
传统文化的崇尚与热爱。
这是因为，只有基于充分详实的田野调
查、实物搜集等前期工作的准备，才得以深入
土家
探讨土家织锦之中的文化底蕴。譬如说，
族的民谣就是构成土家织锦精神性构成的重
要因素，
“四十八沟沟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
图 1：
《土家织锦的文化生态与视觉艺术》
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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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若看得新式样，
陪装嫁奁中意不？”[2]这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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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从侧面表述了四十八钩纹的文化内涵，类似

同土家族的虎钮淳于上的虎一样，有一种保护

的还有《舍巴歌》、
《挖土罗谷歌》等等。在民谣

[5]
神的意味。”
虎纹饰不仅体现了土家族人对

的传唱中，才让民族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流传

虎这种动物的敬畏，而且还体现了深层次的信

下去。由此可知，民谣与传说作为文化生态的

仰，这种精神内涵通过土家织锦进行艺术表

实证，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获得珍贵的研究

现，
超越了这种文本的材质层次而进入到民族

资料。

精神图式。

更加重要的是，叶洪光、冯泽民通过搜集

这种基于织锦材质的纹饰，
往往是通过抽

土家织锦这种独特的民间艺术作品，配合民谣

象形态来进行艺术表现的。这种抽象的提取往

与传说才得以阐明土家织锦文化生态的实际

往来源于日常生活，那些通过夸张与抽象化的

存在。土家织锦的视觉图式凝聚着土家族人日

纹饰图案，绝大多数都具备着象征意味，与婚

常生活的话语，它正是一种充满历史记忆的文

嫁、
祭祀、
民间信仰有所关联，
由于每种纹饰背

化文本，
“对艺术品的研究引导我们深入地去

后具有的故事，
才构成了土家织锦材质层次的

理解它所赖以产生的民族、阶层、文化等。”[3]

显性符码，与显性符码相比较，那些意识层面

土家织锦意欲表现的视觉图式不仅关联于现

的隐喻属于隐性符码。显然，这种文化文本体

实的图景，
而且更加紧密关联于宽广与悠久的

现了土家族人热爱生活与生活审美化的愿景。

族群文化。

考虑到织锦工艺自身的诸多限制与规定

土家织锦的视觉表现作为一种显性符码，

性因素，土家族人采取的设计方式契合着传统

正是构成这种独特的族群文化的关键因素。土

思想。这种设计方法与平面设计原理有着异曲

家织锦近代又称西兰卡普，主要用于制作服饰

同工之妙，
“聪明的土家民间艺人因材施艺，采

与其他艺术品，这种日常穿着的民族服饰就形

用化圆为方的平面设计原则，其纹样多简洁大

成了可分辨的标示性符码，
“ ……人们寻找和

方，
只保留或采用其最显著的特征，
将土家织锦

展示可标示身份的可分辨性特

的美学特色发挥到极致。”[6]这点与

征，这一类的特征往往包括服

中国传统思想所提及的“自然而

饰、语言、
房屋式样或一般的生

为”
分不开，
可以说，
设计活动应当

活方式。”[4] 土家织锦在艺术

并通过这种
顺应材质本有的特质，

表现上的视觉张力，在区别于

方式让事物本有的样貌显现出来。

其他民族风格的同时，也反映

而在当代设计中，
由于新技术

了土家族人的审美旨趣，穿透

标准化生产得
的介入使批量生产、

于这种设计活动之中的，还有

以可能，
但却忽视了设计的情感性

更深层次的宗教意识。

因素。技术不仅对手工业生产造成

值得注意的是，土家族人

了威胁，
而且还让设计物趋向于同

也崇尚并敬畏虎图腾，这种审

质化、媚俗化，并且迅速地在时间

美旨趣与宗教意识密切相关。

的洪流中消逝。其实，
设计对个体

正是如同土家织锦中的 《八虎

关怀来讲，之所以具备与众不同的

抬印》
（图 2）就能印证这一点，

意义，
正是因为这件特殊的物品与

“虎是巴人的图腾崇拜物，在后

我们的回忆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赋

世土家人心目中是神秘而崇高
就如
的，土王的印用虎来抬护，

予了日常生活一定的意义。
图 2：
《八虎抬印》

无可置疑的是，
手工艺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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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的情感性因

是当下崇尚功利的学界
藏爱好为一体的行动，

素，是现代技术

所匮乏的，显然也是值得我们所尊敬与借鉴

所无法营造的。

的。

该著作作者也认

叶洪光、
冯泽民著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相

为，
“土家织锦手

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土家织锦上的纹

工制作凝聚了织

饰本身在艺术特征上体现为色彩丰富、
对比度

锦人的心智和经

强，它们无疑是视觉艺术极佳的选择题材，在

验，同时还有制

符合设计原理的前提下，由此能够体现一种独

作中的真挚情

特的民族审美趣味。

感。” 在织锦作

而且，当代设计往往忽视了传统文化，因

品 《韭菜花》
（图

此汲取并体现民族性特质是至关重要的。在传

3）中 ，我 们 看 到

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设计思想与素材，
而且最

了五彩斑斓的彩

重要的是，
“开端性的东西绝对不是新东西，因

线将大地悄然分

[8]
为所谓新东西只不过是稍纵即逝之物。”
远离

割，平面化的块

了传统文化的设计往往是脱离语境而粗暴的，
显

状图像是韭菜花

然这种民族性特质并不是无根无据的新东西。

[7]

的喻象。韭菜花

图 3：
《韭菜花》

应当看到，如此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

属于大地，而在土家夫妇那里保存着。在横向

相关问题。譬如，土家织锦的民族元素如何在

交错的田埂之上，土家夫妇日复一日地耕种，

视觉传达设计中得以具体运用，
并且构建一种

毫不畏惧现实生活的苦难，始终坚守至秋收的

如何让土家
独特的视觉文化。在服饰设计中，

季节。土家族人的朴实与细致的人格品质，
经

织锦的艺术表现符合于日常生活，
在身体的穿

由土家织锦这种文本所彰显出来，织锦作品中

让传统
着过程中不显得突兀等等。总而言之，

的精神，恰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事

是艺
元素切中于当代设计与审美文化的语境，

物，从而进行深情地叙事与言说。

术、设计与审美需要去尝试与探索的文化问

叶洪光、冯泽民的著作《土家织锦的文化
生态与视觉艺术》，为土家织锦传统纹样文化

题，
同时也是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思考这并加以
实践的问题。

生态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著作中出现的土
家织锦，正是一种相当于一手文献般珍贵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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