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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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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江西省省级以上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发展
地域文化经济。[研究方法]文章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所公布的 5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文旅部确认并公布的 5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整理分析，旨在归纳整理出江西省省级以上的纺织类非
遗名录并就名录内容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服饰、
纺织技艺和刺绣技艺这三类为主；数量上，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要比省级以上其他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总数要少、占比要少，其中江西省国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江西省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总数的 5%，江西省
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 4%；时间维度上，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较多出现在隋唐至明清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有较大影响；空间地域上而言，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地域性分布整体为聚状分散、点状聚集，赣北、赣中、赣南均有块状同类分布，地势地貌、植被种
类等对其分布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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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ist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ovincial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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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has very strong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on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econom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ive
batches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five
batche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confirmed and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aims at summarizing and sorting ou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conducting a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content of the list.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Province is mainly composed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textile skills and em⁃
broidery skills; in terms of quantity, the total number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less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other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which accounted for 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Province, 4%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time dimension,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mostly appeared during
the Sui, Ta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t that time; in terms of
spac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s generally scattered in clusters and clusters in
points. There are similar distribution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Jiangxi. Topography, landforms, vegetation types, etc.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its distribution.
Key words: Jiangxi textil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talogue sort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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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具有很强的地域文
化特色，例如客家服饰中的“大襟衫”款式低调、色
彩简朴、样式男女老少皆宜而极具包容性；客家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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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1]；夏布制作工艺、夏
布绣、豫章绣等都极具地方特色，彰显着江西民俗
文化中的服饰、纺织魅力。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
纺织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江西省也在紧紧抓住
这一机遇，在实现纺织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扛起
了推进建设工业强省的“先锋”旗帜[2]。为加强江西
纺织类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做好江西省纺织类非遗
的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这个问题，众学
者[3]从不同角度对江西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做了不同
的研究，但对于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遗的名
录及分布情况并未做过系统分析，笔者依据国家
政府部门公布的非遗名录针对性的将江西省省级
以上纺织类非遗摘取出来，对其进行一个更加深
入的分析。

1 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遗名录整理
1.1 国家级名录整理

录共计 49 项，申报单位属江西省的非遗名录共计 5

项，属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仅 1 项；2011 年第三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 355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

名录共计 9 项，申报单位属江西省的非遗名录共计
6 项，属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数量为零；2014 年第

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 306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

非遗名录共计 24 项，申报单位属江西省的非遗名
录共计 20 项，属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仅 1 项。2020

年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 198 项，其中涉及纺

织类非遗名录共计 40 项，申报单位属江西省的非

遗名录共计 12 项，属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仅 3 项。
由此进一步可知，江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计 9 项，占全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 5%，
占比较少。

江西省国家级染织类非遗项目可分为传统服

饰、纺织工艺、刺绣技艺三大类，传统服饰类占比最

据国务院文旅部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公示文件，笔者统计（表 1），2006 年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共计 518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共
计 31 项，申报单位属江西省的非遗名录共计 19 项，
属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共计 4 项；2008 年第二批国
家级非遗名录共计 657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

多为 78%，纺织工艺类和刺绣技艺类各占 11%。其

中传统服饰类有 4 项且属于国家级非遗第一批次：
南丰跳傩、婺源傩舞、乐安傩舞、永新盾牌舞，第五

批次有传统服饰（赣南客家服饰）、采茶戏（吉安采
茶戏）、傩舞（萍乡耍傩神）；纺织工艺类有 1 项且属

第二批次为夏布织造技艺；刺绣技艺有一项且属第
四批次为夏布绣。

表 1 江西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
Tab.1 National Textile Intangible Heritage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xi Province
序号

所属类别

公布批次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特色

1

南丰跳傩

抚州市南丰县

傩舞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起到祈求平安、求福避祸的

2

婺源傩舞

上饶市婺源县

作用，因缘起于祭祀文化，故其服饰上色彩鲜明、样式独

3

乐安傩舞

抚州市乐安县

永新盾牌舞

吉安市永新县

第一批（2006）

特，流传到现代社会中的傩舞已成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方
式
盾牌舞是流传于明间的舞蹈。文献记载：九位表演的武

4

士头裹长巾，上穿黑底镶白边胸云花的对襟短衫，下着
黑色紧口裤，
裹绑腿，脚蹬黄麻草鞋[4]
客家服饰形制多样，是历史中从中原汉族服饰流传而

传统服饰

传统服饰（赣南

5

客家服饰）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

来，客家人迁移到赣南地区之后，原本的中原汉族服饰
吸纳赣南地区的瑶族、畲等当地少数民族服饰而演变为
现在的客家民族服饰

6

第五批（2020）

采茶戏（吉安采
茶戏）

江西省吉安市

服饰以传统客家服饰形制为主，为舞台效果，服饰颜色
较为鲜艳
傩舞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起到祈求平安、求福避祸的

傩舞（萍乡耍傩

7

神）

江西省萍乡市

作用，因缘起于祭祀文化，故其服饰上色彩鲜明、样式独
特，流传到现代社会中的傩舞已成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方
式
万载夏布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品种多样，纱质细软、边缩

8

纺织工艺

第二批（2008） 夏布织造技艺

宜春市万载县

平整，织造均匀，色泽清秀、不皱折、不变形，易洗涤，清
凉爽汗，唐时初列为贡品。万载夏布绣材质因其质地独
特，
已成为江西省的特产之一

9

刺绣技艺

第四批（2014）

夏布绣

新余市

新余夏布绣凸显绣地夏布的肌理与色泽,丰富了刺绣的
表现语言,走出了差异化的发展之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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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西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整理

自 2006 年至 2017 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五
批关于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示文
件，统计（表 2）可知，2006 年第一批江西省省级非
遗名录共计 62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共计
10 项；2008 年第二批江西省省级非遗名录共计 102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仅 1 项；2010 年第三
批江西省省级非遗名录共计 206 项，其中涉及纺织
Tab.2
序
号

所属
类别

公布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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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非遗名录共计 10 项；2014 年第四批江西省省级
非遗名录共计 118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共
计 2 项；2017 年第五批江西省省非遗名录共计 72
项，其中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共计 3 项。由此可
知，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560 项，其中

涉及纺织类非遗名录共计 26 项，占省级非遗总项
目的 4.64%，占比较少。

江西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可分为纺织工艺、

表 2 江西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
Provincal Textile Intangible Heritage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xi Province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特色

1

第一批 ☆万载夏布
（2006） 制作技艺

新余市万
载县

同表 1 夏布织造技艺的项目特色内容

2

第二批 夏布制作工
（2008） 艺

上饶市信
州区

上饶市信州区的夏布制作工艺有其地方特色，如今也成为了夏布生产的重要基
地，
产量占比较高

3

全南蓝巾帕
制作技艺

赣州市全
南县

蓝巾帕是客家妇女围裹于头部的具有装饰功能和实用性功能的服饰品，其制作
技法复杂、
工艺繁复，
体现客家妇女的女红技艺

4

分宜夏布制
作技艺

新余市分
宜县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的苎麻夏布始于唐末，于清乾隆年间,以其“轻如蝉翼、薄
如宣纸、
如罗娟、平如水镜”而著称[6]

袁州夏布制
第三批 作技艺
（2010）

宜春市袁
州区

袁州夏布制作工艺在袁州区的较多象征均有分布表，其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

进贤张公夏
布制作技艺

南昌市进
贤县

张公夏布制作技艺与其他制作技法不同的是在于其以家庭手工生产为主要生
产的主要方式，产量较小，但由于其手工制作，品质较为精细优良。张工夏布制
作技艺距今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文献记载其与曹雪芹家族有关，这对“红学”
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永修杨氏弹
花技艺

九江市永
修县

永修马口杨氏弹花是制作棉花被等家纺的传统加工技艺。弹花技法会根据顾
客的要求来变动，
大多工序复杂精细

7

第五批 棠阴夏布织
（2017） 造技艺

宜黄县

棠阴夏布织造工艺相比较其他地区的夏布制作技艺而言是更为精细的，固其生
产制作流程也更加复杂，制作更为细致。棠阴地区也是国际国内可以进行夏布
深加工的唯一地区

8

东湖赣发绣
技艺

南昌市东
湖区

赣发绣不仅仅是一门刺绣技艺，它也是将绘画技艺与刺绣技艺相融合的综合性
艺术。赣发绣刺绣材质顾名思义是以发丝为线，故其融合了发丝所属者的感情
寄托，
是一项有感情的刺绣作品

新余夏布刺
绣

新余市渝
州绣坊

江西传统夏布绣选用夏布作绣地,因其有材美工巧与就地取材之便,其在刺绣
工艺与审美文化上有着汉族民间绣活的共性,醇厚的绣地与稚趣的图案相得益
彰,遵循实用绣“制器尚用”的造物理念[7]

南昌宣纸刺
第四批 绣
（2014） 永丰畲族刺
绣

南昌市西
湖区

宣纸刺绣又称为宣纸绣，纸绣。以宣纸为载体，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和手工刺
绣工艺相结合的一种传统技艺

吉安市永
丰县

龙冈畲乡刺绣是一项民间工艺，
刺绣种类繁多，题材丰富，
且融合民族特色

第五批
豫章绣
（2017）

南昌市东
湖区

“豫章绣”的特殊针法，突出水墨画的特点，在墨色过渡上与原作一样，正面直观
看是水墨画，反面感觉象素描，笔触感特别清晰象铅笔画的草稿。豫章绣是原
作的二度创作，作品的艺术感、层次感和立体感进一步凸显[8]
客家服饰作为中华服饰文化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服饰文
化从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服饰文化

5

纺织
工艺

6

第三批
（2010）
9
刺绣
技艺

10

11

赣南客家民
俗

江西省赣
州市

12

南丰跳傩

抚州市南
丰县

第一批
婺源傩舞
（2006）

上饶市婺
源县

14

乐安傩舞

抚州市乐
安县

15

万载开口傩

宜春市万
载县

13

传统
服饰

傩舞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起到祈求平安、求福避祸的作用，因缘起于祭祀文
化，故其服饰上色彩鲜明、样式独特，流传到现代社会中的傩舞已成为一种娱乐
大众的方式

开口傩属于傩戏的一种，其动作更为简单、拙普，服饰上较为庄重严肃，上有刺
绣龙凤纹样，
相比于其他傩戏的鬼神化，开口傩就显得更为庄严、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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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6

宁都中村傩
戏

赣州市宁
都县

中村傩戏的服饰可以用颜色或性别作为区分，可分两种。一种是红色为男性穿
着，一种为绿色为女性所穿着。服饰上的图案纹样较为特殊，以道教纹样为
多。表演者头上均会裹扎头巾

17

崇仁跳八仙

抚州市崇
仁县

崇仁跳八仙也属于傩戏的一个分支，它的戏曲服饰是依据历史文化中对“八仙”
神仙的衣着描述再依据现在戏曲中对舞台服装的审美所改变过来的服饰

18

德安潘公戏
（布帐傩）

九江市德
安县

与其他傩舞不同的是，其表演形式不同

19

☆永新盾牌
舞

吉安市永
新县

同表 1

20

大余南安罗
汉舞

赣州市大
余县

现存的南安“罗汉舞”演出服，服饰颜色亮丽、形式多样，彰显当地文化特色。服
饰形制以和尚服为主，外批蓝色绸缎褂子，腰上系有“腹臀包”内塞芦花，头戴面
具，
大小罗汉头饰不一

21

贵溪畲族马
灯舞

鹰潭市贵
溪市

畲族马灯舞顾名思义是以马灯为主要表演道具。马灯舞服饰根据舞蹈所要表
现的娱乐氛围而有黑、青、蓝、紫这几种颜色，男子表演者服饰的裤装形制较多，
女子表演者服装以罗群为主，
上点缀小花

22

定南客家服
饰

赣州市定
南县

客家服饰形制多样，是历史中从中原汉族服饰流传而来，客家人迁移到赣南地
区之后，原本的中原汉族服饰吸纳赣南地区的瑶族、畲等当地少数民族服饰而
演变为现在的客家民族服饰

23

南丰妆迎

抚州市南
丰县

南丰“妆迎”源于古代的祭祀舞蹈，现如今其服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清代
戏曲服饰特点使得妆迎服饰更为绚丽多彩。
“妆迎”服饰形制有八种，制作长短
以及历史人物身高而定

赣州市定
南县

定南客家童帽的装饰简练、抽象写实并用和内涵丰富。装饰手法以刺绣和镶贴
为主，
刺绣图案多样且以动物纹样为多

第三批
（2010）

24

第五批 客家童帽制
（2017） 作技艺

注：
☆表示同时是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

刺绣技艺、传统服饰三大类，纺织工艺类占比 27%,
刺绣技艺类占比 19%，传统服饰类占比 54%。其中

新盾牌舞，属于第三批次的有 4 项——大余南安罗

制作技艺，第二批次的有夏布制作工艺，第三批次

3

纺织工艺类有 7 项，其中属第一批次的有万载夏布

汉舞、贵溪畲族马灯舞、定南客家服饰、南丰妆迎，
属于第五批次的有 1 项——客家童帽制作技艺。

时间维度分析

的有全南蓝巾帕制作技艺、分宜夏布制作技艺、袁

以时间为度，罗列具体历史朝代中起源发展的

州夏布制作技艺、进贤张公夏布制作技艺、永修杨

江西省纺织类非遗，追本溯源是探析江西省纺织手

氏弹花技艺，第五批次的有棠阴夏布织造技艺。刺

工业兴衰的重要研究方法，依据时代特征分析当时

绣技艺有 5 项，其中属第三批次有东湖赣发绣技

经济政治状况所给予纺织业的条件可以解释为何

艺、新余夏布刺绣，属第四批次的有南昌宣纸刺绣、

在唐宋年间至明及清初江西的纺织业较其他时期

永丰畲族刺绣，属第五批次的有豫章绣。传统服饰

更为发达。

类有 14 项，属于第一批次有 9 项——赣南客家民
俗、南丰跳傩、婺源傩舞、乐安傩舞、万载开口傩、宁
都中村傩戏、崇仁跳八仙、德安潘公戏（布帐傩）、永

Fig.1

以江西省纺织类非遗的起源发现时间为依据，
整理如图 1，由各非遗起源时间分布图可知：

（1）傩戏类非遗起源时间最早，在原始社会以

图 1 江西省纺织类非遗起源时间维度分布图
Time dimension distribution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rigin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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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已存在，新余夏布刺绣产生时间最晚，为现代

促进或阻碍人口聚集和文化交流的方式对文化

社会的产物。傩舞也称巫傩、鬼戏，是汉族最古老

演变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着“非遗”的空间分布情

的一种祭神跳鬼、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

况 [9]。地理位置上，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

蹈。傩文化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和艺术色彩，它起源

下游地区、东南丘陵地带，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

于汉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巫术意识。茹

主，地势整体南高北底、三面环山，属亚热带季风气

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神秘仍是

候，降水充沛、四季分明，植被多为常绿阔叶林。省

未知的，天气的变幻莫测以及大自然中不可捉摸的

内水系发达，拥有五条动脉水系，分支河流达 3700

现象，在当时只能认为是神灵所为。为了生存的延
续，为获得足够的水、食物、适宜的气候等，人们只
能听天命、尽人事，在自然因素不可控的环境下，人

多条，这五大水系又以鄱阳湖为中心，由四周向内
汇集（图 2）。江西省位于内陆地区，冬季受高气压
影响的冷空气向南直下，经过崇山峻岭的削弱，但

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来祭祀上天，以求得风调雨

到达江西境内时已不再强烈；夏季低气压旋对海洋

顺。巫傩便由此应运而生，这也是原始社会时期必

影响较大，进而在沿海地区受台风等自然灾害较

然的产物。非遗产生时间最晚的是现代发展起来

大，而江西为内陆省，沿海隔着福建省，如此一来，

的夏布绣。夏布绣本是一种民间刺绣，为迎合现代

受到海洋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几乎没有，除此之外，

社会的审美，夏布绣传承人结合多种刺绣技法，将

历来自然灾害的高发区都位于板块交界处，而江西

民俗化的民间夏布刺绣改良成为符合现代审美艺

省在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交界处和亚欧板块和

术价值的新余夏布绣，
这是时代要求下的产物。

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都距离较远，所以几乎大型自

（2）隋唐至明清时期的江西纺织类非遗种类最

然灾害并未发生过。综上地理环境分析可知，江西

多，以夏布制作技艺和民俗戏剧服饰类为多，夏商

省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系发达、水源充沛，四季分

周时期以及隋唐以前，种类数量较少，几乎没有。

明，故植被种类较多可就地取材，地形复杂而交通

以宋代年间数量为最，纺织类行业在这一时间发展

不便，种种原因使得江西省自古以来形成的自给自

迅速。唐宋年间，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宋代时，江

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至今也仍然存在于偏远

西地区就已进入了史上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成

村落。

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在交通方面，江

根据图 2 的江西省地形图与图 3 笔者做的一个

西是华南通向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需要北上经商

江西省纺织类非遗分布图（行政区域分化图与江西

的人都要经过江西前往华北地区。因此，往来的商

省省级以上非遗申报所属单位相结合而制成）结合

人不仅促进了当地的人口增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
品交易，这必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增
长带动手工业的发展，作为江西的手工业技艺，夏
布刺绣技艺在这一时间段发展盛多。
（3）历史上由于频繁战乱等原因而引发了多次
民族大迁徙，其中，前几次大部分是往南方迁徙，较
多定居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第一次大迁后落脚
于赣南地区的中原人努力适应当地生存环境，服饰
文化融合当地古越族、
畲族、
瑶族等地方土著服饰特
色，在宋代年间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服饰文
化。
（4）明代中叶以后，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
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市井文化开
始盛行。盾牌舞、
马灯舞、
罗汉舞等喜闻乐见的大众
娱乐方式就此展开，
此时，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商品
交换，
手工业、
刺绣技法、
女红技艺也由此盛行于市。

4

地域空间维度分析
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而丰富的地形地貌以

图 2 江西省地形图
Fig. 2 Topographic map of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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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外明代写意画艺术在
该地兴盛而推动了豫章绣的
发展。宣纸刺绣起源于明时
的江苏地带，因历史战乱缘
由、朝代更迭，在新中国成立
后，其第八代传承人迁居于南
昌，自此而使得这一刺绣技艺
得以在江西省流传下去。不
论是前两种刺绣技艺来源于
“皇亲国戚”，还是后一种刺绣
外传于此，这都离不开自古以
来南昌作为江西较发达地区
的原因，这与南昌靠近中原地
区，水系发达、交通便利有关。
（2）夏布制作技艺及夏布
绣这一类非遗分布在新余市
和宜春市，呈聚状分布，由于
其南北两面有九岭山和连云
山隔断，使得此种织造技艺汇
集于此。夏布制作技艺的发
展离不开原料苎麻的供应。
苎麻喜温喜光而适宜生长在
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较多生长
在山区、丘陵冲击平原上，适
宜砂质土壤和粘壤。江西省
的气候环境对于苎麻生长较
为适宜，且苎麻对土壤的适应
性较强，即使江西省这样的红
壤、砂壤较多地区对于苎麻的
生长也是适宜的。新余市这
Fig.3

图 3 江西省纺织类非遗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Province

一地带，有赣江水系的分支而
水源充足，且该地山地、平原

可知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非遗整体分布呈现块

等地形多样，光照适宜而苎麻生长旺盛，伴山吃山，

状分散、
点状聚集分布，具体分布：

遇水吃水的小农经济使得人们就地取材，利用苎麻

（1）赣北地区以南昌市为中心区，以刺绣类非

的纤维特性制作出土布，经过工艺制作技艺的提

遗为主，该地区分布有宣纸刺绣、赣发绣、豫章绣，

升，使得夏布质感越来越细腻而逐渐用于朝圣贡

这三类刺绣非遗所属地聚集于此与南昌市是为“省

品。

会”城市的关系较大。赣绣和豫章绣均起源于此，

（3）赣东部和赣南部多以传统服饰非遗为主要

宣纸刺绣为外来所传入。南昌为历史名城，自有

分布地区，属傩戏类非遗均聚集在赣中部的抚州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称，洪都即为现如今的南

市，中村傩戏虽属赣州市但其也位于抚州市附近；

昌。历朝历代，南昌孕育了众多的名人，明末清初

属客家民俗类的传统服饰类非遗分布赣南地区，全

的写意画大师八大山人便是出于此。除此之外，词

南、定南客家服饰特征较为典型。这由于客家先民

人、画家、艺术大师等人才辈出。赣发秀的第一传

历史进程中多次的迁移后的终点在赣闽粤交界地

承人为娄妃，她是明代居于南昌宁王府的一位妃

带，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具有山高林密、与世隔绝

子；豫章绣的发明者为南昌新建县人、亦皇族人

的特殊性，且当地土著居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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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这些流离失所的客家人在这里生产生活并
长期定居于此，融合着中原民俗习惯和当地土著居
民文化习俗的客家风俗民情逐渐应运而生，服饰的
特色由外表现着客家民系的特色。

5

结语

本文统计分析认为：①江西省省级以上纺织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总数上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分
布较多的省来说数量要少一些。②江西省省级以
上纺织类非遗以纺织工艺、传统服饰和刺绣技艺这
三类为主，较为典型具体非遗名称分别有：纺织工
艺类的夏布制作技艺，传统服饰类的客家民俗服饰
和傩戏服饰，刺绣技艺类的豫章绣和夏布绣。③从
时间上看，因江西省在唐宋以后到清代以前历史地
位较高，该时间段所分布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较多。④通过江西省的行政区划、气候、地势地貌
等空间状况来看，纺织类非遗名录项目的地域性分
布整体呈现出聚状分散、点状聚集的特点，其中赣
北、赣中、赣南均有块状同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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