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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刺绣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的研究
叶洪光，黄

琳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
传承人是传承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她们的群体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刺绣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发展。基于湖北省刺绣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特征的研究，
认为其具有数量分布不均和由高龄
化、
年龄断层、
基因变异引发危机的特征，
并针对这些危机提出三个层面的传承人群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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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社会和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的关注度不断增加，湖北省刺

应对策略，以期为湖北省刺绣类非遗的传承与
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

绣类非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湖北省刺绣类

１ 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的数量和群体

非遗数量众多、品种丰富，涵盖了国家级、省级

特征

等各级别的刺绣类非遗，如地方性刺绣——
—汉

１．１ 湖北省刺绣非遗传承人的数量

—黄梅挑花、红安绣活、阳新布
绣，民间绣活——

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数很少，但随着

贴、土家族苗族绣花鞋垫、大冶刺绣、荆州民间

申报、认定以及传承活动的不断推进，人数将

刺绣、堂坊叠绣等。它们是特色鲜明且具有极

会更多。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具有三

高的文化价值的荆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重要

点特点：

性不言而喻。学术界关于湖北省刺绣类非遗的

（１）由于刺绣类非遗项目属于传统美术类

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多数研究成果的着

非遗项目，其占比体现刺绣非项目在其大项中

眼点于具体的刺绣类非遗，在具体刺绣类非遗

的地位，但相当于整个湖北省的非遗项目而

的历史发展、艺术审美、文化内涵、设计应用、

言，
说明其开发不够（表 １）。

产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颇丰，而较少有研究者从
非遗的主体——
—传承 人的

表 １：湖北省省级各批次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数量概况表（单位：人）
批次

总人数

传统美术类传承人数

刺绣类传承人数

涉及项目

第一批

１８３

１７

６

红安绣活 ２ 人、
汉绣 １ 人、
黄梅挑花 ３ 人

第二批

１１６

４

１

黄梅挑花 １ 人

第三批

１５３

１５

４

汉绣 １ 人、
英山缠花 １ 人、
土家族苗族绣花鞋垫 ２ 人

第四批

１１９

１３

６

汉绣 ２ 人、
阳新布贴 １ 人、
荆州民间刺绣 １ 人、堂坊叠
绣 １ 人、大冶刺绣 １ 人

总计

５７１

４９

１７

群体特征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对非遗传承人的研究缺
席不利于非遗传承与发展
的研究。本文首先对湖北省
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的数量
和群体特征现状进行总结。
然后对其现状提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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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批次间数量起伏较大。在国务院公布

遗传承人，传统美术类非遗传承人占 ４９ 名，其

的四批国家级传承人中，仅在第一批里有一名

中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有 １７ 名，从总体来看数

刺绣传承人，是湖北黄梅挑花传承人石九梅，

量分布相对均衡。但是仍存在项目间不均衡，

后面三个批次均没有刺绣类的传承人进入国

部分项目仅有 １ 名省级传承人，比如阳新布

家级传承人名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贴、英山缠花、大冶刺绣、荆州民间刺绣、堂坊

省级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批次间数量分布也呈

叠绣都仅有 １ 名省级传承人，红安绣活和土家

现出较大的波动，第一批 ６ 人，第二批仅 １ 人，

族苗族绣花鞋垫分别有 ２ 名省级传承人，那么

第二批后呈现增长态势，
第三批 ４ 人，第四批 ６

挖掘和培育更多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其重点，着

人，
总体来说情况比国家级传承人要好一点，
也

重促进其传承队伍的培养，提高传承人群体的

折射出湖北省对于刺绣类非遗及其传承人刺绣

质量和数量，以更好发挥传承人在传承环节的

类非遗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不能保持进入国

重要作用。

家级传承人名录的传承人数量的平稳态势，其

１．２ 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群体特征

重要原因在于对代表性传承人挖掘、培育力度

刺绣类非遗传承人是关乎湖北省刺绣类
非遗传承大计的群体，其在年龄分布、专业水

不够以及对相关标准的僵化解读和套用。
（３）项目间数量分布不均。湖北省目前共

平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征，这些传承群体特征

有 ５７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四项国家级刺绣

也是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的现状和隐含的

类非遗，在 ６ 名传统国家级非遗美术类传承人

危机，因此深刻认识该群体的特征对于今后的

中刺绣类非遗传承人仅有 １ 名，同为国家级非

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有着重要

遗的汉绣、红安绣活、阳新布贴这三项没有国

的现实意义。

家级传承人。表 １ 反映的是湖北省省级刺绣类

（１）高龄化

非遗传承人数量分布情况，共有 ５７１ 名省级非

表 ２ 反映的主要是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

表 ２：湖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基本情况表

姓名

传承人级别

石九梅

国家级

胡得稳

所属项目

黄梅挑花

周桃荣
梅意清
刘寿仙

红安绣活

席和玉
黄春萍
黄圣辉
张先松
任本荣

汉绣
省级

批次

性别

出生年

年龄

一

女

１９５１

６６

一

女

１９５１

６６

一

女

１９５６

６１

二

女

１９３２

８５

一

女

１９６１

５６

一

女

１９７７

４０

三

女

１９６５

５２

四

女

１９３６

８１

四

男

１９４１

７６

一

男

１９３５

８２

陈永丰

土家族苗族

三

女

１９５３

６４

周银菊

绣花鞋垫

三

女

１９６５

５２

张仕贞

英山缠花

三

女

１９３４

８３

蔡月娥

阳新布贴

四

女

１９３６

８１

王孝珍

荆州民间刺绣

四

女

１９４７

７０

杨钿

堂坊叠绣

四

女

１９６４

５３

刘小红

大冶刺绣

四

女

１９６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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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的性别和年龄等基本情况，一共 １７ 名传

，若无人来传承自然就
非遗就因为它是“活的”

承人，其中女性 １５ 名，男性 ２ 名，因为刺绣类

“死了”
，
成了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断层，

非遗的文化特性，在中国自古便被置入女红之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些非遗项目只

列，因而很少有男性从事刺绣行业，所以传承

能维持最多几十年左右的光景就几近灭绝了，

人队伍大多数是女性也属正常。里面仅有的 ２

这将是中国文化基因库甚至是人类文化的重

名男性传承人皆属汉绣项目，这也是汉绣的特

大损失。

点之一。

（３）基因变异

那么观察她（他）们的出生年代，不难看

毫不夸张地说，非遗传承人是非遗的生命

出，年龄大是整体特点之一，其中年龄最年轻

素。无论从理论、概念、标准上还是现实中，都

的也有 ４０ 岁，而且年龄在 ８０ 岁以上的有 ５

无可非议。刺绣艺人的传承活动之于刺绣类非

人，约占 ２９％，这是一个高龄群体，而且所占比

，其传承活动一旦停滞，那么此
遗好比“心跳”

例很大。他们往往是传承人里面的脊梁式人

项非遗就面临着“休克”
，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就

物，技艺精湛、功底深厚，掌握着所属非遗项目

是它的“血液”
，驱动着非遗传承的心跳。那么

的核心技艺，虽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但是年

在某项刺绣类非遗所处的文化空间内培育其

事已高是其最大的危机，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她

，之所以强调
传承人群就好比是在为之“造血”

（他）们的离世，她（他）们所守护的非遗项目失

是在它所在的文化空间内培养是为了能够“血

去的将不仅仅只是一位传承人，而有可能面临

型”
相符，
不会出现“不良反应”
。

，甚至是生与死的转折，因而
文化基因“变异”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刺绣类非遗传承

抓紧对这批传承人掌握的技艺进行抢救性保

人无法很好将手中的技艺和脑海中的精神、文

护刻不容缓。

化等无形的非遗文化用更规范化理论化的形

（２）年龄断层
图 １ 直观反映了湖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
人的年龄分布情况，图中的百分比是对应年龄

式表达出来。这会导致传承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影响，也容易加大传承活动中信息交流中
的“他者误读”
，
加剧文化变异危机。

段的传承人数量在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传承

同时，在作为传承人之前，传承人自身也

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整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大

是普通人，也需要基本的经济收入才能维持自

人数越多、相对年轻的群体人数越少的趋势，

身正常生活，只有在不担心自身生存生活问题

也就是说传承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因为加入

的前提下传承人才能安心尽心从事刺绣类非

刺绣类非遗的年轻传承人数量呈明显递减趋

遗传承事业。如果自己手上的技艺不足以解决

势，这样的现象确实不容乐观。非遗之所以是

其经济收入问题，为了谋求更多收入获得更好
生活水平，就会出现两股分流。一批传承者选
择完全放弃转行从事其他行业挣取生活物资，
另一批传承者则选择向行业内其他做得好的
项目学习经验，由于没有足够专业的认知加
上她（他）们对于扭转生机的极大渴望，因而
容易在借鉴学习中迷失了自我，导致过多摄
入其他种类的文化因子而改变了原来的湖北
省刺绣类非遗项目的文化特性和面貌，变得

图 １：湖北省刺绣非遗传承人年龄分布图

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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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衍生品开发的相关内容，加大设计类课程的

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是一个复杂又

设置量，为培训后传承人寻找新的生路打基

庞大的工程，不仅只局限在对已经列入各级非

，传承人回到
础。培训做的事情是培养“种子”

遗传承人名录的那些传承人，还要注重培养一

地方之后，立足于特定的地域而进行的传承活

批有很大可能成为传承人的群体，要把眼界放

动才是“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才能在解决他

开、视线放长远。无论是文化相关部门的工作

们生存生活危机的前提下更好地传承湖北省

人员、团队，还是研究院、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研

的刺绣类非遗。同时她（他）们自己认识到自身

究人员，其专业性决定了未来刺绣类非遗的挖

理论环节比较薄弱，因而强烈渴望加强相关专

掘、保护、传承、科研、发展、创新等各个方面的

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培训时结合参观考察相关

质量。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重大、

的展览等，实现信息共享，并鼓励传承人互相

不容忽视，因而重视刺绣类非遗专业人才的培

“晒出”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充分利用网

养是着眼于刺绣类非遗事业的长远发展。而且

络平台进行交流传播，分享交流自己所掌握的

非遗本就是来自广大人民的生活，它应该有一

行业信息，以实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局面，

个很强大的接受群体，如果说刺绣类非遗是一

集思广益才更有实力和生命力。
抱团发展、

场戏，那么也应该有许多观众来捧场才算是成

２．２ 非遗保护团队的专业化运作

功的。引导人们接受刺绣类非遗文化，并自然

刺绣类非遗传承这出”大戏“要唱起来还

地让刺绣类非遗文化走进他们的生活才是其

需要有人“搭台”
，有人做“幕后”
，才能给“观

非遗生存的必要条件。

众”带来刺绣文化的盛筵。人才水平决定着一

２．１“针对性”
的传承人培训

个团队的水平，所有团队的整体水平就是一个

湖北省的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群培训是湖

行业或领域的水平，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北省刺绣类非遗传承人相互交流的一个绝佳

的提出时间还不长，非遗相关体系也还在不断

机会，是一个向大师学技艺、向工匠学精神、向

地完善之中，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育体系尚未

教师学文化的互相学习过程，也是培训机构近

建设完善，非遗保护的工作者中许多是“半路

距离了解传承人的契机。传承人不仅可以通过

出家”
，并非专业的非遗工作人员培养机构输

培训获得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提高和拓展，还能

出，不足以应对当下以及今后挖掘和保护刺绣

在多方的相互交流中学习经验，倾吐诉求，为

非遗的工作要求。

之后的培训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笔

高校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地，寓传于教，

者认为举办这样的培训活动其核心工作不仅

将刺绣类非遗传承引入校园，引进课堂，扩大

局限于对传承人刺绣技艺的提高以及部分理

对青少年意向人群的影响和引导。还可以短期

论知识的增加等方面，通过培训达到开放性的

培训班的模式邀请刺绣类非遗大师进入校园

交流沟通从而深入了解传承人的内心诉求，并

开展刺绣类非遗传习活动，建立青少年学生和

以针对性的课程设置来提升他们完成内心诉

刺绣类非遗大师之间的链接。为组建高素质传

求的能力，才能让传承人得到更多真实有效的

承接班人后备军打基础。地方有条件的高校可

收获。

以依托自己院校的优势学科平台设立刺绣类

通过交流采访发现，刺绣类非遗衍生产品

非遗相关的专业方向，对专业内青年学生进行

的设计开发、地域文化特色的保持、对传承人

专业刺绣类非遗知识的教育，培养刺绣类非遗

自身理论知识水平的提升是他们参加传承培

保护的专业型人才。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

训班最希望获得的东西。希望培训内容包含非

针对性的培养，高校应针对地域性的培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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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关照到刺绣类非遗“出生地”地域文化及其
影响，培养的人才可以填补地方刺绣类非遗保

３ 结语
湖北省刺绣类非遗在数量分布上符合整

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人才缺口。

体上的均衡，但列入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名录

２．３ 非遗文化的“受众大众化”

的传承人数并不多，而且这个群体还面临着高

笔者认为必须强调刺绣类非遗文化土壤

龄化和年龄断层的危机。传承人面临的危机就

的重要性。
“非遗文化受众”
其实应该说是生活

是湖北省刺绣类非遗面临的危机，它关乎湖北

在非遗产生地的民众。让非遗活态传承，不是

省刺绣类非遗的生死大计，其重要性不容忽

让它去别的地方，也不是让它仅存于少部分的

视。只有充分认识到非遗传承人在保护和传承

传承者和文化爱好者之间。刺绣类非遗是来源

非遗中的重要性，加大宣传，利用教育途径，重

于民众生活的艺术，如果脱离了它的创造者和

视对非遗传承人群的针对性培训，保护团队的

文化土壤，必然会发生变化甚至是面临灭亡危

专业性培育，扩大文化受众的覆盖范围，才能

机。

使湖北省刺绣类非遗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
刺绣类非遗不仅是一个只关乎刺绣艺人、

空间。

政府相关部门的项目，非遗的本质要求它必须
完成从文化事物到文化生活的转变才算是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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