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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
张玉琳 a，刘安定 a，赵金龙 b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
b.纺织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湖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但对于纺织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统计和分析不够完善，导致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实施难以开展，研究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是提高非遗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研究方法]文章以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4 批省级染织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为研究对象，通过素材收集、归纳整理、数据分析、图文展示，系统分析湖南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特征与地域分布状况。[研究结果与结论]整理发现：湖南省省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少，占省级总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数量比 8%，主要分为纺织、印染、刺绣、服饰四类；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地域性整体呈现出以湘西为主
的非遗产集聚中心向其他地区非均衡式分散的演化特征；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对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空间和时间分布产生影响；非遗的保护与升级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文化的协调发展
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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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nan Province is a multi-ethnic province with profound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rious forms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not perfect, as a result of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for and implement dyeing and wea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y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article takes the 4 batches of provincial dyeing and wea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published by the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Hunan's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e is sys⁃
tematically analyzed including heritag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rough material collection, summari⁃
zation, data analysis, and graphic display.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unan Province is small, accounting for 8% of the total provincial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whi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embroidery, and clothing.The overall regionality of the n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unan Province has shown an unbalanced evolution of the non-heritage agglomeration centers in the west of
Hunan to other region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 the non-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The liveness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an impact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e protection and upgra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s⁃
tainable economic and coordinated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nan textil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analysi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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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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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简称“非遗”）丰富，种类繁多，纺织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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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是以侗锦、苗族花带技艺、邵阳蓝印花布、花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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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花、湘西苗绣、苗戏、龙舞等组成的纺织类非遗
体系，呈现出很高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1] 。国务院
办公厅在 2005 年下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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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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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学界对非遗也有较多的

江 县 、花 垣 县 、麻 阳 苗 族 自 治 县 、南 县 、保 靖 县 、

研究和分析，但大多采用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方法

临 武 县 、隆 回 县 、土 家 苗 族 自 治 州 、衡 山 县 为 代

进行描述

[2- 3]

，运 用 空 间 和 时 间 的 分 析 方 法 相 对

表 的 民 族 服 饰 ，这 些 只 占 湖 南 省 省 级 非 遗 项 目

不 足 ，从 新 的 视 角 把 握 湖 南 省 活 态 的 空 间 和 时

比例总数的 8%，纺织非遗项目地域上整体呈现

间 上 的 分 布 特 征 ，对 于 加 强 非 遗 的 活 态 传 承 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已公布的 4 批国家级

非 遗 名 录 中 属 于 湖 南 纺 织 类 非 遗 项 目 共 25 项 ，
在此基础上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了 4 批省级非

遗 名 录, 其 中 纺 织 类 非 遗 项 目 共 29 项 ，如 表 1 所

示 ，其 中 包 括 以 通 道 侗 族 自 治 县 和 花 垣 县 为 代
表 的 纺 织 工 艺 ，以 邵 阳 县 和 凤 凰 县 为 代 表 的 印
染工艺，以沪溪县、溆浦县、土家苗族自治州、绥
宁 县 、永 兴 县 、永 顺 县 、张 家 界 市 永 定 区 、江 华

出以湘西为主的非遗集聚中心向其他地区非均
衡 式 分 散 特 征 ，不 能 够 从 全 局 把 握 非 遗 的 结 构
和分布特征 [4] ，染织类非遗项目的申报中应建立
一 定 的 保 护 机 制 ，在 传 承 和 创 新 中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认 同 感 [5-6] ，让 非 遗 文 化 成 为 人 类 的 共 同 瑰
宝和人类文明的活态延续。

1 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现状分析
1.1 名录整理

县 、长 沙 市 、湘 潭 市 为 代 表 的 刺 绣 工 艺 ，以 湘 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沙市、邵阳市、鹤城区、平

序号

所属类别

公布批次

（2006）

项目名称

侗锦

申报单位

通道侗族自
治县

项目特色

编织一幅侗锦的任务量非常大，要经过轧棉、纺纱、染纱、绞纱、绞经、
排经、织锦等十多道工序；花纹上的特点是由两种工艺实现的，一是织
花，
二是挑花

纺织
第二批
（2008）

第一批
（2006）
2

现状分析

表 1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
Tab.1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第一批
1

1.2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见表 1。

花带图案种类繁多且富有变化，以大自然的万物作为描绘对象，讲究
苗族花带技艺

花垣县

对称均衡、对比强烈、随意大胆。苗族花带不仅是苗族服饰上的一般
饰物，
而且是湘西文化旅游中最典型的手工艺纪念品之一
蓝花布印染从制作到成品，要经过数十道工艺流程，尤其是蓝花布印

邵阳蓝印花布

邵阳县

染的图案，内容丰富多彩。这门手工艺复杂、制作精细，有很高的艺术
价值和研究价值

印染
第三批
（2011）

扎染工艺十分特殊，制作讲究，工序复杂，制作工序为设计、构图、绘
凤凰扎染技艺

凤凰县

画、绣扎、浸泡、浸染、起染、拆线、清洗、晾晒、整理作品、贴熨、装裱等，
每道工序都必须严格认真，
丝毫不能马虎
踏虎凿花来源于苗族服饰纹样，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多用于绣花底

踏虎凿花

沪溪县

样、庆典、祭祀活动等，在湘西苗族服饰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
称为“绣在衣服上的文明”，踏虎凿花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鲜明的艺
术个性以及精湛的工艺技巧享誉国内外

第一批
花瑶挑花取材广泛，形态多样。花瑶挑花主体图案的材料都用平粗深

（2006）
花瑶挑花

3

怀化市溆浦
县

蓝布作底和白色粗线挑成，花纹古拙粗犷。花瑶挑花工艺精致，挑花
时行针的长短、用线的松紧，均需一致，在工艺上独具一格。与机绣不
同的是挑花全凭挑花女娴熟的技巧、心中的构图和对美的理解。在以
动物和生活为题材的挑花中，
充分反映出花瑶民族的信仰和习俗

刺绣

苗绣构图紧凑、饱满、圆浑,线条有粗细、虚实变化,流畅飘逸。设色不
湘西苗绣

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

第二批

刻意于固有色的表现,多依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大胆进行夸张、想象,
灵活地加以运用。崇尚红、绿、蓝、黑等色,其纹样、色彩的夸张富于变
化,既着意于生气勃勃的客观对象的表现,又揉进梦幻般的幻想色彩,
形成了苗绣独特的艺术风格

（2008）

挑花针法与刺绣不同，以平布作底，挑制时，先用线勾出轮廓，再按图
湘西苗族挑花

沪溪县

案隔一根纱或几根纱插针，不能错乱，多是背面挑，正面看，花纹多呈
几何图形，
构图严谨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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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传统手工刺绣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多样、构图淳朴、绣法独特、色彩艳
苗族插绣

绥宁县

第三批

丽，常以水波纹、山脉纹、芒纹等描绘古老的原始图腾，立体感强，再现
当地民族风情，充分展现苗族妇女的才智和审美情趣，具有很强的艺
术感染力

（2011）

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原生态造型，具有独特的表现技法和语言文化。湘
大布江拼布

永兴县

南一代以布为载体，用不同的布料拼出图案，拼出花纹，表达出当地人
民对生活和事物的认知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与企盼
又叫十字绣，是在直纹平布上，按照布纹的经纬十字交点与底布色相

土家族挑花

永顺县

反的线挑成图案。它不需织机，工艺也远比织锦简单，是令人赏心悦
目的艺术品

土家族刺绣

张家界市永
定区

配色上别具特色，选用青、蓝、大红等深色布料做底布，图案纹样的绣
线多选浅色，或者相反的颜色，绣线选用深色，对比强烈，两种用法使
刺绣品更加质朴和逼真，
色泽鲜艳生动，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美感
为服装或其他用品上织绣而成的装饰品，常用于床毯、被面、腰带、头
巾等方面，绣锦为纯手工，可随时随地操作，且花纹不受经纬线的限

瑶族织锦

江华县

制，在色彩上极富瑶族特色。以瑶家“八宝被”为代表的瑶锦文化在人
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誉为“少数民族织锦文化的活化石”，

第四批

是中国民族织锦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深受人们喜爱

（2014）

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吸取了苏绣和粤绣的优点发展起来，历史悠久、形
象生动，结构上虚实结合，色彩鲜明，各种针法极具表现力，通过丰富
湘绣

长沙市

的色线和千变万化的针法，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
殊的艺术效果，注重精刻画物象的外形和内质。湘绣出的绣品生动逼
真，色彩鲜明，形神兼备，动静互彰，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
能奔跑，
绣人能传神”的美誉
最初主要应用在宫廷服饰制作，后转变为戏服所用，主要有设计、扎样

剧装戏具制作

湘潭市

技艺

刷活、刺绣、剪裁承做四个工艺流程。特别是在刺绣环节，综合运用打
籽绣、捻针绣、垫绣、盘金盘银绣等针法来制作，正是有了精湛的工艺
手法，
才有了制作精良的戏服，以及独到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苗族服饰被誉为“无字史书”，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

湘西苗族服饰

湘西土家族 工艺手法，在运用这一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技法，有挑中
苗族自治州 带绣、染中带绣和织绣结合。服装中的各种图案的运用是苗族生活环
境的缩影，
体现了苗族妇女高雅的审美

4

服饰

第一批

长沙湘剧

长沙市

祁剧

邵阳市

怀化上河阳戏

（2006）
平江花灯戏
苗戏

盘王节

南县地花鼓

怀化市鹤城
区

湘剧讲究功架气派，服饰上有袍子、胯衣、黄布袄、罗帽、纱帽等，不同
的装扮突出不同的路戏
其服饰图案有团龙、独龙之别；颜色上有红、绿、黄、白、青五种颜色。
服饰多用粗线条诠释出美感，
是古老戏剧的审美缩影
服饰装扮在戏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服饰装扮中有袍、长衫、头帽、
角角巾、围裙等，还借用现实生活中的服装，增加戏剧的生动性，以一
种新的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传承

岳阳市平江

扇子和手巾的挥动生动体现表演者的角色特点，道具简易，服装简朴，

县

腰间常束一根腰带，
演出时不受时间、场地和人数的限制
花垣县

怀化市麻阳
苗族自治县

益阳市南县

苗戏的舞台服装特色显著，均以苗族现代服装为基础，用专业剧团的
戏服，
并在苗族现代服装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男子头缠红巾、上插羽毛、身穿齐领对襟衫、腰挂长鼓、脚踏环子；女性
衣着刺绣有各种几何图案或花、虫、鸟、兽花纹，极为美丽。男女盛装
出席，
以歌道情，节日氛围浓厚
表演的服饰有白、红、黄、兰，道具有花扇、手帕等，服饰妆扮与歌唱内
容基本相同，
特别注重用扇子和手帕来表达人物的情绪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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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苗族服装大多遍施图案，刺绣、挑花、蜡染、编织、镶衬等多种方式并
湘西苗族服饰
第二批

绘画

用，做工十分考究，令人眼花缭乱。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
保靖县

和智慧的体现，这种服饰绘画融入各种情感美元素的艺术是一个民族
共同的记忆和身份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里，苗族服饰在诸多历史因

（2008）

素的综合作用下，
保留至今
临武傩戏

临武县

傩戏表演大多戴面具，其佩戴冠帽和发饰较为直观地表现角色性格，
增加其神秘感和审美上的视觉感受
花瑶服饰色彩完全是对大自然的直接反映，花瑶女子婚嫁时着盛装，

第三批
（2011）

花瑶婚俗

隆回县

由火红的头饰、深绿色的绸缎面料组成，火红的头饰表示太阳，是花瑶
女性服饰中最亮丽的饰品，花瑶的婚俗体现了最古老、最真挚的原始
情感，
每一件服装上的都体现了其深刻的寓意

瑶族长鼓舞

临武县

起舞时，舞者身穿节日盛装，腰间扎红绸，脚裹白色绑腿，使整套动作
刚劲有力，
充分变现瑶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刚强的气质
表演鼓舞的男女穿节日盛装，男子上穿满襟衣短衣，胸部及下边滚花
边，下着长花裙或大口花裤，脚穿男式船头花鞋，头戴丝绒大黑头帕或

第四批

湘西苗族鼓舞

湘西土家族 花帕，耳挂碗口大小银耳环，手戴银手镯。女子更为隆重，头戴银帽或
苗族自治州 花帕，耳饰为龙头耳环、瓜子耳环，颈部配银花项圈，手戴银手镯，下穿

（2014）

百褶裙或镶花大花裤，腰系绣花围腰，脚穿女式绣花鞋。男女服装色
彩艳丽，
耀眼夺目，一场鼓舞表演，
就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苗族服饰展会
表演者多以男性为主，演员的服饰是圆领白色紧身衣，上衣扣子为褐
龙舞

衡山县

色，形状似云朵；扣子两边有龙状花纹，袖口有龙身鳞片装饰，腰间有
红或绿绸带；头裹白色羊肚毛巾，下身穿浅黄色紧腿裤，脚蹬云头布
鞋，
艺术感强烈

1.2.1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活态性区域特征
分析
纺织类非遗是人类瑰丽的宝藏 [7]，区域
分布性保护是纺织类非遗活化传承的有效
措施之一，分布上重视活的、动态的、精神的
因素，在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挥各
领域的优势，实现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已
刻不容缓。根据国家已经公布的四批非遗
名录，从活态定性的地域分布上看，较为直
观地反映出湖南省非遗项目的分布特征。
湖南省省级非遗区域上分布在湘西土
家族自治州、邵阳县、临武县、永兴县、隆回
县等。如图 1 所示，湘西地区以湘西土家族
族自治州为一个密集点，以点带面形成一片

集聚型的空间区域，湘南和湘东地区非遗较
为分散。湘西地区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为主的非遗项目有苗族花带技艺、凤凰扎
染技艺、踏虎凿花、湘西苗绣、湘西苗族挑
花、湘西苗族服饰、苗戏、湘西苗族服饰绘
画、湘西苗族鼓舞共 9 项；通道侗族自治县
为代表的侗锦 1 项；邵阳县为代表的邵阳蓝

印花布 1 项；怀化市溆浦县的花瑶挑花 1 项；

绥宁县的苗族插绣 1 项；永兴县的大布江拼 Tab.1
布 1 项；永顺县的土家族挑花 1 项；张家界市

图 1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区域特征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Provincial textile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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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的土家族刺绣 1 项；江华县的瑶族织锦 1 项；

绣、沪溪县的苗族挑花、保靖县的苗族服饰绘画、临

具制作技艺 1 项；邵阳市的祁剧 1 项；怀化市鹤城区

年，主要有凤凰县的扎染技艺、绥宁县的苗族刺绣、

长沙市的湘绣和长沙湘剧共 2 项；湘潭市的剧装戏

武县的傩戏共 5 项；第三批次项目公布时间为 2011

的怀化上河阳戏 1 项；岳阳市平江县的平江花灯戏

永兴县的大布江拼布、隆回县的花瑶婚俗共 4 项；

南县的南县地花鼓 1 项；临武县的临武傩戏 1 项；隆

为代表的土家族挑花、张家界永定区为代表的刺

1 项；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的盘王节 1 项；益阳市
回县的花瑶婚俗 1 项；临武县的瑶族长鼓舞 1 项；衡

第四批次项目公布时间为 2014 年，主要以永顺县
绣、长沙市的湘绣、湘潭市的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湘

山县的龙舞 1 项。由此得出，地方性突出，
“非遗”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鼓舞、衡山县的龙舞、

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非遗

项。由此得出，由于政府的挖掘力度大、投入资金

[8]

不同 。各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产过程

江华县的瑶族织锦和临武县的瑶族长鼓舞共 8

密集区，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度高，动态性活跃，

多，第一批次非遗项目最多，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

非遗更为丰富。

非遗项目数量有明显下滑，活态定性变化显著，第
四批次非遗项目略有上涨。总体上看，
非遗项目申报的时序格局波动较大，非
遗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当前的重
要研究课题。
1.2.3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类别分
析
大湘西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繁多、特
色浓郁、价值巨大，保护性开发势在必
行。湖南省纺织类非遗处于一个大的
系统中，文化遗产的普查和分类是非遗
文化抢救和保护的重要工作，也是一项
基础性的任务，需按照它的存续和活态
传承的方式来进行保护，原生态开发和
原汁原味地再现非遗文化，可以更好地

图 2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时序格局分布图
Tab.2 Time series distribution map of Hunan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list

1.2.2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活态性时序格局分析

湖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正是源于湖南得天
独厚的历史和人文条件，形成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非

缩小非遗项目间的差距。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从类别分为
纺织、印染、刺绣和服饰四类，如图 3 所

示，其中纺织类有侗锦、苗族花带技艺共 2 项，印染

类有蓝印花布、凤凰扎染技艺共 2 项，刺绣类有踏

物质文化遗产，对全国乃至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9]，
通过时序上对湖南省非遗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见证
湖湘文化的活态性发展。
整体上得出，湖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四个批次
间的项目数量起伏较大，四个批次项目的活态性时
序分布显著。如图 2 所示，第一批次非遗项目的公
布时间为 2006 年，共有 12 个非遗项目，分别是通道
侗族自治县的侗锦、邵阳县的蓝印花布、沪溪县的

踏虎凿花、溆浦县的花瑶挑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的苗族服饰、长沙市的湘剧、邵阳市的祁剧、怀
化市鹤城区的怀化上河阳戏、平江县的花灯戏、花
垣县的苗戏、麻阳苗族自治县的盘王节、益阳市南
县的地花；第二批次项目公布时间为 2008 年，主要

是花垣县的苗族花带技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苗

Tab.3

图 3 湖南省省级纺织类非遗名录类别分析
Category Analysis of Hunan Provinci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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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凿花、花瑶挑花、湘西苗绣、苗族挑花、苗族插绣、

经济价值。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非

大布江拼布、土家族挑花、土家族刺绣、瑶族织锦、

遗项目数量间呈一定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不仅满

湘绣、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共 11 项，服饰类有湘西苗

足当地生活和精神需求，也为非遗保护提供充足的

族服饰、长沙湘剧、祁剧、怀化上河阳戏、花灯戏、苗

资金支持和保障，同样，经济发展也会提升政府和

戏、盘王节、南县地花鼓、苗族服饰绘画、临武傩戏、

社会对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投入程度和保护效

花瑶婚俗、瑶族长鼓舞、苗族鼓舞、龙舞共 14 项。

果[10]，从而影响当地非遗的项目数量。在现代文明

当地的民俗风情，有着极高的美学价格和社会价

发展水平与非遗项目数量之间的比例失衡，当非遗

由此可见，刺绣和服饰极具民间工艺特色，再现了

冲击下，我国非遗的生存空间正在恶化[11],导致经济

值，四类非遗项目数量不均衡性显著。

符号被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经济价值的强化，从

2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分布的原因分析
2.1 非遗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非遗分布与

而削弱了文化价值的本体性。由此看出，第二批次

人文地理环境

遗项目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讲，湖南位于长江中游的南部，
多丘陵和山地，丰富的地理环境对促进或阻碍人口
聚集和文化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区域分布情况。地势平坦的地区，交
通往来便捷，人口聚集度更高，较少受外文化的入
侵，非遗文化不易被破坏。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环
渤海等地区地势起伏较大，却成为我国非遗分布最
为密集的地区，因此得出，地势平坦的地区并不是
非遗形成的必然性条件，这一点在湖南省湘西地区
尤为明显，该区域地势起伏大，环境相对封闭，少数
民族密集度高，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由此
形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自然地理环境
就显得弥足珍贵。
湖南省具有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资源，相传
炎帝神农在此地织麻为布，坐落于炎陵县西部的炎
帝陵成为聚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非遗以人为
中心，人文地理环境是非遗形成与分布的重要因
素。该地区各民族、各地方非遗的差异性显著，特
色突出。湖南的少数民族大多聚集湘西地区，少数
民族的聚集区带来了丰富的纺织类非遗，以湘西地
区为例，如湘西苗绣、苗族花带技艺、凤凰扎染技
艺、踏虎凿花、苗族挑花、土家族挑花、苗族服饰、苗
戏等等，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相对分散，各
民族纺织类非遗数量也相对稀少。湖南省非遗文

和第三批次项目数量的减少说明湖南省纺织类非
第一批次和第四批次项目数量多的地区大多聚集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但是非遗集聚性高，这显然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
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由于政府的重
视程度、投入资金程度和人口聚集程度等因素，导
致非遗项目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当非
遗文化的经济价值超过本体价值，非遗的保护和传
承就成为当前的重点研究课题。

3 湖南省级非遗上升为湖南国家级非遗的
重要性
非遗指的是各民族代代相传并视为文化遗产
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12]。湖南省级非遗
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流变中形成并一直传承至今
的结果，其形式是需要被感知和动态性的生产活
动，如湘西土家族的苗绣，它以最普通的装饰手法
来表现苗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其强烈的表意功能
挑绣出原始图腾，再现历史和民俗风情，与历史遗
产相比，更多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生产，去延续
它的存在[13]，保护和传承对非遗文化的繁衍以及非
遗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等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文化的协调发展意义重
大。
非遗依靠的是个人或者团体为载体，密切联系

化传承历史久远、形式质朴，其生活性和实用性突
出，湖南省纺织类非遗文化大多以一种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和娱乐方式进行输出，纺织类非遗因此成
为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

着它的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故而产生出独具特色

2.2

分别公布的四批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非遗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

的纺织类非遗，它是各民族个性和审美的动态性表
达，独一无二的地方印记和地域色彩成为湖南省非
遗的文化标志。2006 年、2008 年、2011 年和 2014 年

湖南省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第一批次和第四批

纺织类非遗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机构的重视和关

次居多，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明显减少，省级非遗

注，并在各新闻媒体中持续报道，将文化作为彰显

项目在申报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纺织类非遗作为

地方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以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

一种珍贵的资源，对于经济产业的开发有着重要的

打造当地的文化名片，为省级非遗上升为国家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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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夯实基础。纺织类非遗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
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仅在建设先进文明社会方
面有着重要意义，也是经济、社会、历史和科技等方
面不可或缺因素之一，湖南省纺织类非遗急需更多
的关注、保护和传承，所以加强湖南省非遗文化的
升级刻不容缓。

4

结语
湖南省纺织类非遗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

值和传承价值。部分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布区域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如吴
清、李细归等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得出
结论，经济发达的省份为非遗的密集区，但部分省
份有特殊情况。通过对湖南省活态性区域特征、活
态性时序特征和非遗类别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湖
南省非遗的产生数量与经济发展并无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本文研究得出这和湖南省的自然地理环
境、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湖南省
级纺织类非遗名录的整理发现，纺织类非遗项目占
省级总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比值小，四类非遗项目
中刺绣和服饰占比最大，项目地域性整体呈现出以
湘西为主的非遗产集聚中心向其他地区非均衡性
分散特征，使得非遗分布的密集区和匮乏区一目了
然。因此在非遗项目申报时，要考虑非遗项目的可
持续问题和地域协调问题，合理地保护、宣传、传承
和研究，借助现代社会的数字传播方式与传统的保
护模式方式并存，在保留其本体性的前提下积极融
入到新时代、新生活，让非遗文化焕发新生机，并在
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爱护非遗文化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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