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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个，其中 １５ 个划归为传统美术类，
１４ 个划

性保护示范基地（以下简称“中国国家级纺织

归传统技艺类。

），指在通过生
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１ 传统美术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

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中国国家级纺织类非

护示范基地的整理

遗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

表 １（见下页）为传统美术类国家级纺织类

益，并促进相关纺织产业发展，使国家级纺织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录。通过表 １ 可

类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国家

知，传统美术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

级纺织类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

示范基地有 １１ 个刺绣示范基地和 ４ 个唐卡画

性互动。对于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刺绣示范基地有 ７ 个来自汉族，苗

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国家级

族、
土家族、
藏族、
哈萨克族各 １ 个。４ 个唐卡画

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研究却没

示范基地均来自藏族。

有具体的专题研究，总是将其“淹没”在纺织类

（１）刺绣示范基地。中国刺绣的历史悠久。

非遗的相关研究的对策分析中，究其根本原因

刺绣是指用绣针、绣线在布料上绣制出各种纹

是没有对其进行整理，进而有针对地对相关生

样图案。刺绣早期作为一种纹样的标记而存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进行调查研究。笔者认为，

在，发展至后来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品。

对于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中国四大历史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均

的整理研究非常必要。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中

来自汉族。汉族妇女手巧心细，善于捕捉生活

国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有

中的点点滴滴，并将其记录在手工刺绣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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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1
项目
工艺

刺绣

唐卡画

传统美术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录

A List of national Demonstrative Base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about traditional fine arts for Productive Protection
基地名

项目

地点

民族

甘肃省庆阳祁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庆阳香包

甘肃庆阳

汉族

陕西省西安大唐西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民间绣活（西秦刺绣）

陕西西安

汉族

苏州镇湖刺绣艺术馆有限公司

苏绣

江苏苏州

汉族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湘绣

湖南长沙

汉族

潮州市潮绣研究所

粤绣（潮绣）

广东潮州

汉族

开封市素花宋绣工艺有限公司

汴绣

河南开封

汉族

黄梅巾帼挑花工艺有限公司

挑花（黄梅挑花）

湖北黄梅

汉族

青海省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土族盘绣

青海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土族

台江芳佤银饰刺绣有限公司

苗绣

贵州台江

苗族

汶川杨华珍藏羌织绣文化传播公司

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藏族刺绣）

四川汶川

藏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红旗农场

哈萨克毡绣和布绣

新疆吉木萨尔

哈萨克族

青海黄南州热贡画院

热贡艺术

青海同仁

藏族

夏河县拉朴楞摩尼宝藏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藏族唐卡
（甘南藏族唐卡）

甘肃夏河

藏族

西藏唐卡画院

藏族唐卡（勉萨画派）

西藏拉萨

藏族

康定大吉香巴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藏族唐卡
（噶玛嘎孜画派）

四川康定

藏族

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大部分汉族刺绣工艺

就形成了叹为观止的楚绣工艺品。后来经过长

品精致细腻，为达到水墨画的晕染的效果，采

期演变和发展，形成了 ７２ 种针法，以鬅毛针最

用了渐变色刺绣，使绣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为有名，
栩栩如生的展现出了动物的毛发［１］。⑤

来自汉族的刺绣示范基地有 ７ 家。①甘肃省庆

潮州市潮绣研究所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

阳祁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

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构图饱满，金

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庆阳香

碧辉煌的凹凸浮雕效果展现出了独特的粤绣

包绣是庆阳市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按照剪纸

风格。⑥开封市素花宋绣工艺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的图样，在丝绸布料上用彩色的绣线，绣制出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

多彩多姿的图案，内芯填充上丝棉和香料，造

基地，宋绣（汴绣）具有生动典雅、清丽脱俗的

避灾、
祈福的寄
型各异。在当地作为一种祛邪、

艺术审美情操。⑦黄梅巾帼挑花工艺有限公司

托。②陕西省西安大唐西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挑花工艺品多以深色传统布坯为

护示范基地，皆因为陕西省具有历史久远的民

绣布挑制而成，色彩绚丽，对比强烈，深刻地凸

间平面刺绣传统，以浓郁的传统风格和鲜明的

显了黄梅挑花的特色。

地方特色著称。③苏州镇湖刺绣艺术馆有限公

同时，其他 ４ 个少数民族的刺绣也独具民

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

族特色。①青海省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保护示范基地，以苏绣为主，绣线采用桑蚕丝

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线，
生动细腻、
精美绝伦。④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护示范基地，主要以独具特色的土族盘绣为

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主。盘绣不使用任何棚架工具，以一手拿线一

护示范基地，以有 ２，
０００ 多年历史的湘绣为代

手拿布料的方式直接操作，绣线往往色彩丰

表，针法多样，绣线富有层次感，早在战国时期

富，用 ７ 种颜色交织在一起。②台江芳佤银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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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

点，汇聚天地万物，风格写实，以金银类矿物原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位于苗绣之乡的台

料绘制的宝石线成为了与别的画派的区分点。

江，
绣品大多为平面纹样，
针法多样。③汶川杨

画面往往富丽堂皇，采用布、丝绸、针线等装

华珍藏羌织绣文化传播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

帧。①青海黄南州热贡画院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藏羌

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主要

织绣使用的材料并不像其他民族一样柔和细

展示民间热贡艺术，包含唐卡、堆绣、刺绣、壁

腻，绣料粗糙厚重，譬如粗布、氆氇等，绣线类

画、
雕塑、
热贡藏戏等。②夏河县拉朴楞摩尼宝

似毛线。整体风格粗犷豪迈，
色彩明艳、
配色大

藏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

胆，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④新疆生产建设兵

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富有藏文

团农业建设第六师红旗农场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

化特色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呈现出具有鲜明民

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所生

族特色的唐卡画，以纺织物和动物皮革作画，

产的哈萨克毡绣和布绣是当地人民的日常生

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图案生动有趣。③西藏

活必需品，
它图案多样、
工艺繁复、
耗时耗力。

唐卡画院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

（２）唐卡画。唐卡画是藏族宗教文化的产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以唐卡画派之一的勉萨

物，广泛存在于藏族寺庙内，分为纸质手工作

画派为主，佛像造型尺寸严谨，线条细腻，以兰

画和布面手工刺绣，极具地方特色。唐卡画风

叶描法最为有名，画面有虚实的变化。④康定

格的工艺品属于纯手工制作品，作品体积较

大吉香巴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

大、制作工序复杂、色彩丰富，制作周期往往需

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要近半个月的时间。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影

２ 传统技艺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

响，唐卡画发展至今分为三个画派：勉萨画派、

护示范基地的整理

钦泽画派、噶玛嘎孜画派。其中噶玛嘎孜画派

表 ２ 为传统技艺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

尤具民族融合的特色，它吸收了汉族山水画特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录。通过表 ２ 可知，传统

表2

传统技艺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录

Tab.2 A List of national Demonstrative Base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about traditional craft for Productive Protection
项目
工艺

织锦

地毯

印染

基地名

项目

地点

民族

江苏省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

江苏南京

汉族

四川省成都蜀锦织绣有限责任公司

蜀锦织造技艺

四川成都

汉族

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河村土家织锦
技艺传习所

土家织锦技艺

湖南龙山

土家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啰耶侗锦织
艺发展有限公司

侗锦织造技艺

湖南通道

侗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壮锦厂

壮族织锦技艺

广西靖西

壮族

鄄城县鲁锦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鲁锦织造工艺

山东鄄城

汉族

海南合田旅业有限公司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海南保亭

黎族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海南海口

黎族

青海省海湖藏毯有限公司

加牙藏族织毯技艺

青海湟中

藏族

西藏自治区江孜地毯厂

藏族卡垫织造技艺

西藏江孜

藏族

阿拉善左旗恒瑞翔地毯有限责任公司

地毯织造技艺
（阿拉善地毯织造技艺）

内蒙阿拉善

蒙古族

洛埔县时代地毯厂

地毯织造技艺（维吾尔族地毯织造技艺）

新疆洛埔

维吾尔族

贵州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

苗族蜡染技艺

贵州丹寨

苗族

大理市周城璞真综艺染坊

白族扎染技艺

云南大理

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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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类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基地有 ８ 个织

性保护示范基地，主要生产历史最悠久的黎

锦示范基地、
４ 个地毯示范基地、
２ 个印染示范

锦，
工序复杂、
花纹多样。黎锦在当地被广泛运

基地。其中织锦示范基地有 ３ 个来自汉族，分

用，
品种多达一百多个［３－５］。

别为南京云锦、
四川蜀锦、
山东鲁锦。５ 个来自

（２）地毯。①青海省海湖藏毯有限公司于

少数民族，海南黎锦有 ２ 个，广西壮锦、湖南侗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锦和湖南土家织锦各 １ 个。４ 个地毯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历史悠久，风格

有 ２ 个来自藏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各 １ 个。印

加牙藏
粗犷大气，
色彩跳跃。与其他地区不同，

染示范基地贵州苗族和云南大理白族各 １ 个。

族织毯不仅使用羊毛编织，还使用牦牛绒、驼

（１）织锦。江苏省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

绒等编织织品。②西藏自治区江孜地毯厂于

司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保护示范基地。①南京云锦依然使用传统的提

销售西藏卡垫、
地毯为
示范基地。它是集生产、

花木机手工织造，色泽华贵多彩，在明清时被

一体，多用毛纱、棉毛混纺、棉纱纺制而成，采

作为御用贡品供皇家使用。作为中国四大名锦

用天然矿物质染料，通常色彩和图案丰富多

之首，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手工丝织工艺最伟大

彩、各式各样。③阿拉善左旗恒瑞翔地毯有限

的成果。②四川省成都蜀锦织绣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

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阿拉善地毯以绵羊毛为

护示范基地。四大名锦之一的蜀锦颜色艳丽，

原料，手工编织、图案古朴秀美、古色古香，反

图案取材相当丰富，把花鸟鱼虫、几何纹样、自

映了蒙古族人民勤劳淳朴的特点。④洛埔县时

然人文景观等进行了很好的融合。③湖南省龙

代地毯厂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

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河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维吾尔族地毯色彩鲜

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艳、图案繁多，具有强烈的西域风格和民族特

护示范基地。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生产的土家

色，织品多采用本地出产的和田羊毛，所生产

锦构图多以几何纹样为主，图案更是广泛地涉

的地毯厚实耐用。

及到了生活用品、文字等。④湖南省怀化市通

（３）印染。①贵州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

道侗族自治县啰耶侗锦织艺发展有限公司于

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护示范基地。它主要以苗族民间蜡染、民族工

做工精细、
构图严
示范基地。侗锦为木棉织品，

艺品为为主，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它的

谨、
色彩对比强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壮

蜡染多为藏蓝色底白色或彩色花纹，采用蜜蜡

锦厂于 ２０１２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

溶汁绘制花纹以防止染色。②大理市周城璞真

性保护示范基地。壮锦的图案花纹与剪纸花纹

综艺染坊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

类似，图案造型千变万化，在当地多为吉祥如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白族扎染用针线缝合将

意的意义。⑥鄄城县鲁锦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布料扎紧，使布料在染色时不易上色，这种技

于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艺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所记

护示范基地。鲁锦产品以棉纺织品为主，为多

录。

彩提花织物，具有浓厚而古朴的乡土气息，它

３ 地域、民族、类别分布分析

［２］

是山东民间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⑦海南合

由图 １、图 ２（见下页）可知：在 ２９ 个国家

田旅业有限公司和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

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里，四川

司均在 ２０１４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

省、青海省、湖南省各有 ３ 个，海南、江苏、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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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 （对于汉族），又
有负相关 （对于藏族），
这就是一个悖论。其次，
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或
自治区，譬如贵州、云
南、广西少数民族纺织
类非遗资源非常丰富，
居然国家级纺织类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却
非常少。反倒是民族分
布并不多的四川、青海、
图 1 各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数量及民族分布
Quantity and ethnic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demonstration bases for textile intangible heritage
for production protection in every province of China

Fig.1

湖南的国家级纺织类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较多。这让笔者有理由
相信非遗的建设是与地
方性政府的支持力度、
开
发力度紧密相关，
与自身
的资源并不是有必然的
联系，
这就为有一些纺织
类非遗资源的地区和民
族打了一剂强心针。
另外，我们发现 ２９
个国家级纺织类非遗产

不同民族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类别和数量
Categories and quantities of national demonstrative bases of textile intangible heritage for
productive protection in different ethnices of China
图2

Fig.2

业性保护示范基地中有
１９ 个来自县镇级地区，

肃、贵州、新疆、西藏各有 ２ 个，河南、陕西、广

在总数中占到了 ６５．５％，特别是传统技艺类高

东、湖北、广西、山东、内蒙、云南均有 １ 个示范

达 ７８．６％。在现代社会纺织工业设备和工业染

基地。在不同民族非遗示范基地分类中，汉族

料以及激光数码印花技术的飞速发展背景下，

刺绣达到了 ７ 个，
织锦 ３ 个。藏族唐卡 ４ 个，
地

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型工业纺织品逐渐代替了

毯 ２ 个，
刺绣 １ 个。黎族织锦 ２ 个。苗族刺绣 １

原来高成本、低效率的手工纺织品，而化纤面

个，
印染 １ 个。土族（刺绣）、
哈萨克族（刺绣）、
土

料、化学染料又成为了大多数面料制造商必不

家族（织锦）、侗族（织锦）、壮族（织锦）、蒙古族

可少的制作材料［６］。在国家级纺织类非遗产业

（地毯）、
白族（印染）、
维吾尔族（地毯）各 １ 个。

性保护示范基地广泛存在的县镇级地区，正是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奇怪的现象：首先，位

因为经济条件落后、科技发展水平低才会继续

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汉族的国家级纺织类非遗

使用传统制造方法，一门传统的技艺才得以延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却最多，而位于经济最不

续发展至今［７］。想要促进纺织类非遗文化产业

发达地区的藏族其次，这可以得出国家级纺织

的发展就应当精准扶贫，提倡大众创业、万众

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似乎与经济既有

创新，鼓励县镇级地区贫困人口创业，扩大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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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类非遗产业链的发展［８］。做到设计、生产、流

院学报，
2009（1）：
88-91.

通、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集成发展模式，使纺织

YU Linyan.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Tradi－

类非遗产业成为有生产力的劳动产品，从而获

tional Chinese Costume Elements[J].Journal of Xiamen

得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的种植与发展，促进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9（1）：
88-91.

纺织类非遗的循环保护与发展［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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