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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分析
严雅琪 1，刘安定 1，赵金龙 2
（1.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2.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
［研究意义］河南省是文化资源大省，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等特点，然而纺织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占比较小。文章通过对河南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分析其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使其能够更好
地活化与传承。[研究方法]文章根据国务院文旅部公布的 5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4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归纳整理、数据统计、图文采集，系统分析河南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特征
及其时空分布状况。[研究结果与结论]整理分析发现：河南省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开发，国
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仅有 2 项，仅占河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量的 0.02%，省级纺织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有 10 项，占省级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的 1.8%，其被分为纺织、印染、刺绣和服饰四大类别；河南省
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地域空间分布较广且分散，分布特点呈带状分布，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集中分布在豫北、
豫东地区，豫西、豫南地区分布较少，区域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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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aloging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nan Province
YAN Yaqi, LIU Anding, ZHAO Jinlong

(1.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The Hubei Research Centr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uhan 430073 China )
Abstract：Henan Province is a province with large cultural resources. I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quantity, variety and rich content.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small. This paper analyz⁃
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s of its formation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nan Province
so that it can be better activated and inherit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batche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pub⁃
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four batches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nan Province through induction, data statistics and
image collec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and developed. There is only two nation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accounting for 0.02%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enan Province, and 10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embroidery and clothing;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project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scattered, mainly in western Henan, less in eastern, northern and central Henan,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regions is unbalanced.
Key words: Henan textil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taloging

河南地处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

土壤、历史渊源、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有着完整而

的发源地之一，孕育着纺织手工艺赖以生存的文化

发达的手工技艺[1]。但是，面对河南省种类繁多，数
量繁杂的的文化资源，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其中并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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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公布的 5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河南省共有

120 项，属于纺织类的非遗仅 2 项，河南省人民政府
于 2007 年至 2010 年共公布 4 批省级非遗名录(含两

批、三批扩展名录)，共有 437 项名录，纺织类的非遗

也仅 10 项。河南省纺织类非遗包括开封市的汴绣
工艺，长葛市的长葛绒制作技艺，滑县、新安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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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棉纺织技艺（老粗布织作技艺、黛眉手织布工

遗项目除传统戏剧类以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

艺），陕县、灵宝市的中原棉布印染技艺（捶草印花

间舞蹈、曲艺、传统体育类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

技艺、棉布豆花印染技艺），方城县、鲁山县的中原

艺、传统医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数量分布较为均

养蚕织绸技艺（拐河丝绸织作技艺、鲁山绸织作技

匀。传统戏剧类所占比例较大，占非遗项目总数的

艺），商城县的布鞋手工制作技艺（毛底布鞋手工制

20%。在 2007 年，国家把豫剧、宛梆、怀梆、大平调、

作技艺），滑县的秦氏绢艺，禹州市的顺店刺绣，灵

越调、大弦戏、四平调、曲剧、道情戏、目连戏十个传

宝市的灵宝刺绣，镇平县、浚县、鹿邑县的布艺(镇

统戏剧列于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由此可见，河南

平布艺编制、浚县万福虎、鹿邑虎头鞋虎头帽)织

省对于传统戏剧类的非遗项目比较重视，资源挖缺

造技艺，这些纺织类非遗项目被分为纺织、印染、

的较为深入。笔者认为，河南省对于戏剧类文化资

刺绣和服饰四大类别。就区域分布来看，主要以

源的挖掘开发可以换一种思路，不仅仅局限于戏剧

豫西为主，豫中、豫北、豫东的数量则不相上下。

本身，戏剧服装作为审美客体最为直观的外在形式

河南省纺织类的国家级、省级非遗数量差异明显，

也是戏剧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戏剧表演的全

主要以省级的非遗为主，存在很大的结构性问题，

过程且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帮助塑造角色外

对纺织类非遗的挖掘不够充分，还需加强纺织类

部形象的艺术手段，散发着独特的美学意蕴。从而

非遗的后续申报、保护与管理等工作，把握分布差

可以戏剧服装为切入点对传统戏剧资源挖掘开发，

异，推进整体保护，不断优化河南省非遗的级别结

这样不仅为传统戏剧的保护活化提供一个新的视

构和类型结构。

角，同时也缩小了非遗项目数量分布的差异，从而

1 河南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现状分析
1.1 名录整理

完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
（2）内容。在 12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笔者对河南省国家级纺织
类非遗名录整理见表 1。

1.2

现状分析

（1）结构。根据国家已经
公布的五批非遗名录统计，河
南省共有 120 项非遗项目，其中

民间文学共有 9 项、传统音乐共

有 8 项、民间舞蹈共有 9 项、传

统戏剧共有 23 项、曲艺共有 5

项、传统体育类共有 10 项、传统

美术共有 9 项、传统手工技艺共

有 12 项（图 1）。从整体数量分

布情况来看，河南省国家级非
Tab.1
序号

所属类别

Fig.1

图 1 河南省国家级非遗名录种类数量对比图
Comparison of categories and number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in Henan
Province

表 1 河南省国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特点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enan Provincial Nation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公布批次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特色
纯手工制作，制作出来的绣品各不相
同，汴绣有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异色

1

刺绣

第二批（2009）

汴绣

开封市(豫东）

绣、双面三异绣等多种样式。绣工极为
精致、针法细腻、不露边缝、图案严谨、
格调高雅、
色彩艳丽而不俗气
金镶玉是我国特有的镶嵌工艺，在黄金

2

服饰

第五批
（2020）

金镶玉制作技艺（郏县
金镶玉制作技艺）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上镶嵌各种玉石，这种工艺历史悠久，
制作出来的工艺品外形精美，并且寄托
着人们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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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纺织类的仅有 2 项，其中金镶玉制作技艺属于

了开封汴绣产业的进一步扩张，汴绣不仅在开封以

服饰类，汴绣被归类于刺绣，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平

及周边区域实现了长足发展，并逐渐向南方及省外

顶山市郏县和开封市。此外，在 2007 年汴绣被列

市场扩展，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分公司，这一举措
迈出了汴绣扩张征程的第一步[3]。③汴绣工艺与市
场结合紧密。据统计，现汴绣产业的规模及所占市
场份额在刺绣行业当中排前 5 名，可直接转化为经
济效益[4]。④政府的及积极参与。2007 年 1 月，河
南省成立了开封汴绣行业协会，参与协会的会员单
位达 27 家。行业协会的成立表明当地政府正逐渐
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为汴绣健康、有序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5]。汴绣可以为其他纺织类项目提
供一条有效的学习路径。

为河南省省级首批非遗之一。在河南这个文化资
源大省，纺织类非遗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汴绣能
成为唯一一个既被列为国家级又被列为省级的纺
织类非遗项目，可见河南省对汴绣的重视程度非同
一般。笔者将汴绣能“突出重围”归纳为以下四个
原因：①汴绣艺术本身技艺娴熟并且能够不断自我
革新。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汴绣人不断对刺

绣技法进行创新，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创造出双面
绣、洒线绣、反枪绣、辫子股绣、滚针绣、垫绣等，工
艺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在保留民族风格的基础
[2]

上，创作出众多符合时代要求的刺绣作品 。②注

2 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现状分析
2.1 名录整理
笔者对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整理见表 2。

重汴绣传承人的培养与发展。伴随产业的不断革
新，一批优秀的汴绣美术大师出现，如王少卿、程曼
萍、王素华等。截至 2008 年，汴绣行业已有国家级
和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20 位。充足优质的原材

料、娴熟的刺绣技术和一大批优秀的刺绣艺人促进
Tab.2
序号 所属类别

2.2

现状分析

（1）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数量分析。河南省
2006 年公布第一批省级非遗项目 148 项，其中纺织

类非遗项目有 2 项，2008 年公布第二批省级非遗项

表 2 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特点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enan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公布批次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特色
是用绢质材料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属于彩扎工艺的
一种形式，做工细腻，始终保持不变质、不退色、不

1

第一批（2006）

秦氏绢艺

河南省滑县

变形。创作内容宽泛，从人物形象到花鸟昆虫，瓜
果素材等题材等无所不能，所呈现出的效果惟妙惟
肖，
几乎可以假乱真
以棉纱作地组织，以粗疏毛纱作绒纬织成，经拉绒、

2

第二批（2008）

长葛绒制作技艺

河南省长葛市

染色、卷绒等处理后，在织物表面形成棕、黑色的鬈
曲毛绒，
外观酷似羔羊皮
老粗布是一种手工制作的纯棉纺织品。通过纺线、
经线（牵机）、刷机、掏综、闯杼、织布六道工艺织成
老粗布。

中原棉纺织技艺
3

黛眉手织布工艺流程复杂，要经过纺线、染线、经

（老粗布织作技艺， 河南省滑县，
新安县

纺织

黛眉手织布工艺）

线、刷线、织布等大大小小 72 道工序。这种布采用
纯天然彩棉为原料，按照我国传统的工艺，首先通
脚踏木板机编织，然后再用手工的勾织、刺绣、插花
等工艺，最后经过数十道手工工艺，才呈现出的现
代家庭享用艺术品

第三批（2011）

拐河丝绸织作技艺拐河丝绸，从抽丝到织成绸布，
需要几十种纺织工具，三四十道工序，工艺精湛、复
中原养蚕织绸技艺

4

（拐河丝绸织作技
艺，
鲁山绸织作技
艺）

杂。再加上拐河山多水好柞树多，适合养蚕，织成
的绸子坚韧、
轻软、颜色好。
河南省方城县，鲁山县 鲁山绸织作技艺就是用当地柞蚕丝或桑蚕丝纺织
成丝织品。要经过缫丝—滑丝—络丝—牵经—刷
经—打纬—织绸—漂炼—等几十道工序，整个流程
都是纯手工制作。所织出的织物薄如蝉翼，手感顺
滑，
柔韧性好，并且不容易起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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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镇平布艺编制是把钩织、蜡染、刺绣、剪贴、缝纫、雕
刻、裁剪、布艺等十多种工艺糅合在一起，用钩针、
剪刀、缝衣针等工具将线、布、铁丝、头发、木雕等材
布艺(镇平布艺编
5

第四批（2014） 制、
浚县万福虎、鹿
邑虎头鞋虎头帽)

河南省镇平县、浚县、
鹿邑县

料进行巧妙的运用，通过造型、雕塑、绘画的方式使
人物和动物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效果。
浚县万福虎有画虎、剪贴虎、绣虎三个系列。万福
虎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艺，严谨有序，层次分明。
一只万福虎一共需要 24 块布，象征一年中的二十
四节气，
寓意平安吉祥
首先把一种学名叫“太阳花”的植物嫩叶，夹在白布
里面，然后在平整的石头上用木棒槌锻打出太阳花
的液汁，使其叶脉纹路渗印在白布里面，形成白底
绿花的花布。这样印出来的花布，不仅朴拙美观，
并且低碳环保。

中原棉布印染技艺
6

印、染

第三批（2011） （捶草印花技艺）棉

河南省陕县，
灵宝市

布豆花印染技艺）

棉布豆花印染技艺是用蓼蓝叶的叶与茎经过粉碎、
浸泡、发酵、沉淀、取膏等程序制成颜料“靛青”，先
在需要印染的土布上用豆腐和石灰粉制膏，通过印
版，事先制好图案，晾干后，放入染缸浸泡 48 小时，
同时不停上下提翻捶拉使上色完好，再用清水多次
冲洗晒干，然后“搓花”，形成多种颜色的印花布。
它的图案古朴、大方、典雅，
深受人们喜爱
纯手工制作，制作出来的绣品各不相同，汴绣有单

7

第一批（2006）

汴绣工艺

河南省开封市

面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双面三异绣等多种样
式。绣工极为精致、针法细腻、不露边缝、图案严
谨、
格调高雅、色彩艳丽而不俗气

8

刺绣

第二批（2008）

顺店刺绣

河南省禹州市

第三批(2011)

灵宝刺绣

河南省灵宝市

顺店刺绣产品主要为古装戏衣、秧歌衣和工艺饰
品，
其布料绚丽多彩，图案有设计感，
工艺精美。
灵宝民间刺的针法有拉锁子、辫子绣、打子绣、包针

9

绣、纳纱绣，除此之外还有平针、盘金、补绣一等传
统技法。灵宝刺绣纹样图案丰富，
且寓意吉祥
毛布底鞋柔软、舒适透气性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

布鞋手工制作技艺
10

服饰

第三批（2011） （毛底布鞋手工制

河南省商城县

作技艺）

涵，毛布底鞋纳底图形为芝麻粒元宝针，寓意步步
高升；绣牡丹寓意富贵；绣鸳鸯寓意爱情；绣祥云寓
意吉祥如意；
虎头鞋寓意壮胆、辟邪等

目 154 项，其中纺织类非遗项目 2 项，2011 年公布第

三批省级非遗项目，其中纺织类非遗项目有 5 项，
在 2014 年公布的 72 项省级非遗项目中纺织类非遗
项目仅只有 1 项。从河南省四次公布的非遗名录
的项目数量中可以看出（图 2），虽然河南省省级的
非遗数量众多，但纺织类的非遗所占比例过低，仅

占省级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的 1.8%，比较而

言，河南省在申报具有本地特色的纺织类非遗方面
稍显落后。
（2）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类别分布分析。河
南省国家级纺织类非遗从类别上可分为纺织、印
染、刺绣和服饰四类，其中纺织类有秦氏绢艺、长葛
绒制作技艺、中原棉纺织技艺（老粗布织作技艺，黛

图 2 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数与非遗项目总数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of total number of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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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手织布工艺）、中原养蚕织绸技艺（拐河丝绸织作
技艺，鲁山绸织作技艺）和布艺(镇平布艺编制、浚

南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分布较为分散、
分布不均。
可知，河南省 10 项纺织类非遗分别分布在 滑

县万福虎、鹿邑虎头鞋虎头帽)5 项，印染类有中原

县、长葛市、新安县、方城县、鲁山县、镇平县、浚县、

棉布印染技艺（捶草印花技艺）1 项，刺绣类有汴绣

鹿邑县、陕县、商城县、灵宝市、开封市、禹州市。其

工制作技艺（毛底布鞋手工制作技艺）1 项。由此可

作技艺）两项纺织类非遗项目，灵宝市同时有灵宝

工艺、顺店刺绣和灵宝刺绣 3 项，服饰类有布鞋手

中滑县具有秦氏绢艺和中原棉纺织技艺（老粗布织

见，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类别间项目数量起伏较

刺绣和中原棉布印染技艺（捶草印花技艺）。分布

大，结构性问题尤为突出，仅纺织类和刺绣两类就

特点呈带状分布，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集中分布

占其总数的 80%。究其原因，发现纺织工业长期以

在豫北、豫东地区，豫西、豫南地区分布较少，区域

也是河南省当前先进制造产业建设的五大支撑产

豫北地处平原，自然资源丰富，农业耕作条件较好，

来都是河南省的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

分布不均衡（图 3）。分布区域仅在豫北、豫东地区，

业之一，其兴衰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同时豫北的旅游业比较发达，这使得不少依托于农

义。因此，河南省地方政府尤为注重纺织类文化资

耕文明的非遗项目得以生存和发展。

源的挖掘与保护。由此说明，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

5 结语

项目，
更容易得到关注。
（3）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地域分布分析。河

Fig.3

通过整理河南省纺织类非遗名录得出三点结
论：①河南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共 12 项，其中国家级

图 3 河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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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项目 2 项，省级非遗项目有 10 项，所占比重不

ZHANG Tiand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

不均衡，大多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农业耕作条

[3]肖华.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及其政策含

到 2%。②河南省纺织类非遗项目在地域分布上
件较好的平原地区。③河南纺织类非遗数量过
少，且结构性问题明显，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加
大纺织类项目的申报力度，不断优化河南省非遗
的级别结构和类型结构，要把握分布差异，推进
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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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机构和
项目的英文翻译
赵金龙，叶洪光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武汉 430073）

为便于湖北省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

文翻译表达如下：

英文翻译的统一和规范，特将相关机构和项目的英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荆楚纺织非遗馆
红安大布传统纺织技艺
土家织锦——西兰卡普
大悟织锦带制作技艺
华容土布制作技艺
枣阳粗布制作技艺
天门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
土家苗族绣花鞋垫
大冶刺绣
堂纺叠绣
荆州民间刺绣
枝江民间手工布鞋
英山缠花
郧西七夕
嫘祖信俗

Research Center for Hube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ngchu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The Traditional Textile Technique of Hong’an Hand Loomed Cloth
Tujia Brocade :Silankapu

The Textile Technique of Dawu Brocade Belt

The Textile Technique of Huarong Hand Loomed Cloth
The Textile Technique of Zaoyang Hand Loomed Cloth

The 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ique of Tianmen Blue Calico
The Traditional Dyeing Technique with Vegetable Dye
The Embroidered Insole of Tujia and Miao
Daye Embroidery

Tangfang Stacked Embroidery
Jingzhou Folk Embroidery；

Zhijiang Folk Hand-made Cloth Shoes.
Yingshan Entwining Art

The Chinese Valentine’s Day of Yunxi
The Sacrifice to Lei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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