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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分析
赖文蕾 a，刘安定 a，赵金龙 b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现较为强烈的区域民俗文化，
将该区域区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析有助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该地域经济发展与文化认同感。
[研究方法]文章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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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归纳整理出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的纺织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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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种类可分为传统服饰、纺织工艺、刺绣技艺三大类，其中传统服饰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占 60%，刺绣技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量占 9%。②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遗三大类中，传统服饰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为藏袍和其
他少数民族服饰，纺织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羊毛织物为主，刺绣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出现在唐卡上；③受地
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在以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和日
喀则市市区所包围的中海拔地势的区域内，
以该区域为核心向西部和东部的高海拔地势稀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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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ist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District Level
and Abov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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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district level and abov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s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hibits a strong regional folk culture. The sorting and analysi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dis⁃
trict level and above will help protect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reg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five batches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Gov⁃
ernmen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five batche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confirmed and pub⁃
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to summarize and sort
out a list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ove the district level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conduct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list.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① The types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ove the dis⁃
trict level in Tibe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ditional clothing, textile crafts, and embroidery skills, of which tradi⁃
tional clothing accounts for up to 60%, and embroidery skills account for up to 60%. At least 9%. ②Among the three major tex⁃
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tegories above the district level in Tibet,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are
Tibetan gown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clothing. The textile crafts are mainly wool fabrics, and the embroidery crafts mainly ap⁃
pear on Thangkas. ③The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ove grade 1 in Tibet area is concentrated in the middle-elevation
area surrounded by the urban areas of Lhasa, Nyingchi, Shannan, and Xigaze. With this area as the core, it is sparsely scattered
to the high-elevation areas in the west and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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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使西藏成
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藏族文化是世界文
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世代生活在世界屋脊

师。赵金龙，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

上的藏民族，不仅面临着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威胁，

学）副主任。

还面临着自然资源缺乏，生活条件艰苦等困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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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藏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

37

艺 这 三 大 类 别 ，其 中 较 为 典 型 的 种 类 有 藏 袍 和

[1]

文化和物质生活方式 。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众

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氆氇及卡垫的织造、唐卡刺

多，包括有人口最多的藏族，及珞巴族、门巴族、僜

绣工艺等。

人等较为特色的藏区原住民。该地地处青藏高原，
山高地远，环境复杂形成了天然与世隔绝的屏障而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与特点

造就了千奇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且由文化和旅

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且由文

游 部 分 别 于 2006 年 、2008 年 、2011 年 、2014 年 和

化和旅游部确定并公布的截止于 2020 年的五批国

2020 年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归类统计（表 1），申报单位属西藏自治区的国家级

家级非遗名录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公布的五

纺织类非遗总数共计 12 项，分别有，属传统服饰类

批区级非遗中摘录出申报单位属西藏自治区的纺
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舞蹈、

共计 8 项，第一批有 2 项——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羌

传统手工艺、戏曲音乐、传统医药等非遗项目，其中

舞、普堆巴宣舞）、珞巴族服饰、藏族服饰，第三批有

织类非物质遗产名录可以鲜明的看到藏区在自然

姆、山南门巴戏，第二批有 3 项——宣舞（古格宣
2 项——陈塘夏尔巴歌舞、羌姆（拉康加羌姆、直孔

该地纺织类非遗极具地方代表性，彰显了别样的藏

嘎尔羌姆、曲德寺阿羌姆），第四批有 1 项——羌姆

区风土民情，展现民族多样化的风采。
为促进国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西藏

（桑耶寺羌姆、林芝米纳羌姆、门巴族拔羌姆、江洛

自 治 区 民 族 特 色 优 势 ，对 西 藏 地 区 纺 织 类 非 遗

德庆曲林寺尼姑羌姆）；属纺织工艺类共计 2 项，第

一批有 1 项——藏族邦典、卡垫织造技艺，第五批

做统计整理以及继续研究和传承发展是提高当

有 1 项——毛纺织及擀制技（泽贴尔编制技艺）；属

地经济水平的重要环节。笔者对该地纺织类非
遗 归 纳 整 理 时 ，与 其 他 学 者 归 类 的 纺 织 类 非 遗
范 围 不 同 的 是 ，笔 者 将 舞 蹈 戏 剧 中 的 特 色 演 出
服饰也归为纺织品类一并做统计分析。依据纺

刺绣技艺类共计 2 项，第一批有 1 项——藏族唐卡

（墨竹工卡直孔刺绣唐卡），第五批有 1 项——藏族

唐卡（拉萨堆绣唐卡、班玛马尾钉线绣唐卡）。西藏

织品类特性将摘出的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

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遗其代表性较强，所列举出

类非遗重新划分为传统服饰、纺织工艺、刺绣工

的名录极具典型性。

表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特点
Tab.1 L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序

所属

号

类别

公布批次

项目名称
日喀则扎什伦布

1

第一批

2

寺羌姆
山南门巴戏
古格宣舞

3

4

服饰

第二批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达县

舞 普堆巴宣

西藏自治区墨

珞巴族服饰

项目特色
羌姆是一种宗教舞蹈，
其服饰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羌姆服装多数都是
以绸缎为主要材质，
又以蟒袍为主，款式特殊，
袖口呈喇叭状，绸缎蟒袍
山南门巴戏的服装主要是当地生活服饰与藏族服饰相结合的产物

西藏自治区札

宣

舞
传统

申报单位

“宣”舞是一个以说、
唱、跳相结合的舞蹈，
其服饰精美华贵，
它不仅仅是
用来展示藏民族富丽华美服饰独特美的一个载体且具有浓郁的象雄文
化色彩

竹工卡县
西藏自治区隆
子县、米林县

珞巴族主要利用植物纤维、
棉花和兽皮等作为衣服的原料。由于气候环
境的差异和与外界接触程度的不同，
珞巴族各部落的服饰也有着明显的
不同[2]

西藏自治区措 藏族服饰是藏族地区最具典型代表的服饰品，其样式繁多，
种类多样且
5

藏族服饰

美县、林芝地
多县、申扎县

6

第三批

陈塘夏尔巴歌舞

装饰繁复，
男性服装分有三大类，有常服、
礼服和武士服；
女性服装最大

区、
普兰县、
安 的特点即服饰华丽，
配饰品种类繁多且价格昂贵，
往往一件礼服就是在

西藏自治区定
结县

显示女性的身份地位与家境状况
陈塘夏尔巴歌舞表演的服饰以当地妇女的盛装为主，她们穿黑色氆氇，
头戴鲜花和孔雀羽毛点缀的帽子，
在脖子、
胸前、手腕等部位配有各色银
饰，
跳起舞来叮叮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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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拉康加羌
姆 、直 孔 嘎 西藏自治区洛

羌

7

姆

尔 羌 姆 、曲 扎县、墨竹工

服装除骷髅鬼卒等少数穿短小精悍的裤装外,大部分都在僧袍上穿华丽

德 寺 阿 羌 卡县、贡嘎县

的绣花宽袖长袍,尤其是主尊和护法神,登场时都穿彩色绣花大袍,形似

姆

京剧中的大袖袍服，十分华丽，藏语叫朴嘎。其中有些寺院的长袍,便是
中央王朝所赐。还有一种乐队唢呐手穿的袍服,完全像清代的官服,僧

桑耶寺羌
姆 、林 芝 米
8

第四批

纳 羌 姆 、门

羌

巴族拔羌

姆

姆 、江 洛 德
庆曲林寺

人们称之为蒙古装。他们的服饰中也有用绸、布等各色面料拼接成各种
西藏自治区扎 图案的云肩。腰系丝织面缎做成的围裙，足穿长筒或短筒藏靴。羌姆表
囊县、林芝县、 演中的服饰特征受高原文化的影响,服饰的色彩绚丽,颜色深厚且纯正,
错那县、日喀

多用深颜色的红、蓝、黄、绿、紫等。服装宽大、华丽,符合高原民族的审

则市

美观念及特殊的地理环境[3]

尼姑羌姆
邦典,是藏族女性服饰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丝线或羊毛经传统方法
染色、纺织，形成的一块彩色长方形围绕式衣物, 是藏族女装独特文化
9

第一批
纺织

藏族邦典、
卡垫
织造技艺

西藏自治区山 魅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4]。邦典用处较为广泛，不仅可用于装饰，其实
南地区、日喀

用性也很难强。卡垫是藏族常见的家居用品，制作精美的卡垫也可作为

则地区

赠品相送。卡垫的原料多用羊毛等纤维较长及弹性好的材料。卡垫结
构紧密,色彩艳丽,多以龙、凤、鹿、花草为图案, 具有浓郁的藏族艺术风

工艺

格,是最富盛誉的西藏手工艺品[5]
毛纺织及擀制技
10

第五批 （泽贴尔编制技
艺）
藏族唐卡（墨竹

11

第一批

西藏自治区山
南市

西藏自治区昌
卡县

12

藏族唐卡（拉萨
第五批

堆绣唐卡、
班玛
马尾钉线绣唐
卡）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直孔刺绣唐卡是众多流派中极富特色的一支，历史
上一直以家族传承的方式流传于较小范围[7]。直孔刺绣唐卡与大部分
绘画唐卡不同的是多了刺绣这一装饰技法，使得唐卡画面触感强烈，具
有立体效果

刺绣
技艺

趣质朴、民族风格浓厚、地域特色鲜明、审美观赏价值高，其用料主要以
色达县本地所产牛羊毛为主，
故此编织技艺广为普及[6]

工卡直孔刺绣唐 都县、墨竹工
卡）

藏族牛羊毛编织技艺编制精密、品种繁多、形式独特、色彩艳丽、乡土情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昌都
市

堆绣唐卡存在历史悠久，形式贴补技艺也成为剪贴布扎花唐卡，是藏族
特有的手工业造型技术。绣唐卡讲究堆、贴、绣等技法，图案构图造型遵
循规则，画面整体较饱满且形式多变。堆绣唐卡较为特别之处在于绣制
唐卡时会用马尾缠上彩色的丝线，
有的局部会装饰珠宝

2 西藏自治区区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与特点

西藏自治区区级纺织类非遗名录及特点（表 2），

饰、那曲安多服饰、申扎县巴扎乡服饰），第三批有 4
项——藏族服饰（羊卓服饰、朗县金东牧民服饰、江
达服饰）、米林“博嘎”舞、工布江达错高梗舞、陈塘

名录总数共计 23 项，其中属传统服饰类共计 13 项，

夏尔巴歌舞，第四批 1 项——藏族服饰（吉隆服饰、

萨嘎县旦嘎乡甲谐、琼结久河卓舞、萨迦县“索”、隆

项——山南杰德秀围裙编织工艺、拉萨风马旗，第

第一批有 1 项——珞巴族服饰，第二批有 7 项——

子县珞巴族服饰、僜人服饰、米林珞巴族服饰、藏族
服饰（扎扎服饰、林芝工布藏族服饰、科迦村妇女服

森郭服饰）；属纺织工艺类的共计 9 项，第一批有 2

二批 2 项——门巴族编织技艺、米林珞巴织布制作
技艺，第三批 1 项——江孜协玛氆氇编织技艺，第

表 2 西藏自治区区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特点
Tab.2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Regional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Features
序
号

所属
类别

1
2

传统
服饰

公布批次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第一批

珞巴族服饰

林芝地区文化局

第二批

萨嘎县旦嘎乡甲
谐

萨嘎县旦嘎乡

项目特色
同表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第 4 项
甲谐舞蹈具有原生态之美感，其服饰由男女装之分，男装服饰高贵
典雅，材质主要是绸缎，颜色以红、黄为主，表演突出粗犷之美；女
装服饰为传统藏式服装，
表演突出柔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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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3

琼结久河卓舞

琼结县久河乡

琼结久河卓舞鼓手的裙子做得比较规范，其同雅砻部落的历代赞
普所穿的裙子一样，壁画中可得到证明。卓舞鼓手上衣只有两件，
不同县区穿着服饰有所差别。较为特色的是琼结久河卓舞鼓手将
12 条彩带斜扎在腰带上，下垂同裙子平行，带上系着佛龛，有条件
的舞者会在衣服上系上 2 条串铃，舞蹈时它会发出啜啜啜！啜啜
啜……的声音[8]

4

萨迦县“索”

萨迦县文化局

萨迦索演员的服饰为其一大特点，男装上穿白衬衣，外罩黑氆氇，
且有两条红腰带用于装饰；下着黑昆。配饰则后配银式、前戴玛瑙
项链、脚穿靴子，头戴“嘎夏”帽子；女演员则穿着传统的藏族服饰
配戴玛瑙、
珍珠等装扮自己

5

珞巴族服饰

隆子县多玉乡

表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第 4 项

6

僜人服饰

察隅县文化局

僜人居住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区，服饰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
点。僜人男着“定卡多”实用性与装饰性并存，女着“定左”以装饰
性为主，
且身上均配有各式银饰

米林县文化局

珞巴族服装原材料取用山羊毛，制作时将两块窄幅的长条成品布
拼在一起，但在中间留一段一尺的长度布缝合而作为领口，穿时从
头上套下，腰上束带，如此即形成一件没有衣领、前襟、和后幅不缝
合的套装

扎扎服饰 措美县哲古镇

扎扎服饰是藏族传统服饰中的一种，以独特的“反穿花氆氇”而闻
名。腰带是该服饰的亮点之处，其腰带中间编织有精美的图案而
引人注目，
由此腰带是该服饰穿着时必不可少的一件配饰

林芝工布
林芝地区文化局
藏族服饰

工布藏族服饰被称为“谷休”，它的特征是无袖无领的套头式长坎
肩，
长坎肩的颜色一般为黑色或深褐色紫色等，男女老少皆宜

7

米林珞巴族服饰

藏族
服饰

8

传统
服饰

“孔雀”服饰是普兰妇女最为独特的服装，顾名思义其装饰外形如
科迦村妇 阿 里 普 兰 县 科 迦
孔雀，底用白色山羊皮，上嵌棕蓝色氆氇以示孔雀翅膀，底部开三
女服饰 村
道叉便以示孔雀的尾羽，
风姿卓越，
别具色彩
那曲安多
安多县文化局
服饰

安多藏族的服饰样式多样，大体上可分为氆氇袍、羔皮袍、羊皮袍、
羊毛袍和单褂袍等。各类服饰表现强烈的地域特色，制作简易但
装饰性和实用性都很强

申扎县巴
申扎县巴扎乡
扎乡服饰

巴扎服饰被称为“疯装”，实际上是一种绛红色的氆氇长袍，以五颜
六色的氆氇与呢子做底子，相互拼接形成褶皱样式

羊卓服饰较为特色的服饰即装饰黑白相间或黑棕和白相间的氆氇
山 南 地 区 浪 卡 子 裙。羊卓服饰上装穿着丝绸料的衣服，外披精美的黑色氆氇马甲，
羊卓服饰
县文化局
下装则会佩戴围裙，围裙上面装饰特色图案，例如龙凤纹样、八喜
图等
藏族
服饰

9

林芝市朗县金东牧民服饰是当地文化和当地民俗的完美展现，该
朗县金东 林 芝 地 区 朗 县 文 服饰原材料是由兽皮或牲畜皮手工制作而成，由帽子、衣服、裤子
牧民服饰 化局
和鞋子组成，帽子称之为“锅夏”，衣服称之为“堆巴”，裤子称之为
“贝秀”，鞋子称之为“娘嘎羌鞋”
江达服饰 昌都地区文化局

第三批

昌都的传统服饰张扬外露，粗犷大气，显示男人的强悍和女人的健
美与率直，女装最为典型。江达服饰又是昌都地区中极具地域特
色和性格特征的服饰

跳“博嘎舞”时，舞者身“纳木”即一黑色坎肩，头戴“冬巴达贡”帽，
林芝地区米林县
这是用竹编和熊皮毛制作而成的帽子，身挂着狩猎时用的弓和箭
文化局
筒，
右手握着珞巴长刀，
整体风格粗犷有力

10

米林“博嘎”舞

11

高梗舞服饰纹样与其他服饰不同的是在服饰上多绣有祥云、瑞鸟
工布江达错高梗 林 芝 地 区 工 布 江
等神话图案，寓意吉祥如意。穿着藏袍时会搭配菱形褂子以及藏
舞
达县文化局
式长靴，
头上佩戴尖帽，
帽上挂有经幡、
后系背披

12

陈塘夏尔巴歌舞

吉隆服饰
13

第四批

藏族
服饰
森郭服饰

陈塘夏尔巴歌舞表演的服饰以当地妇女的盛装为主，她们穿黑色
日喀则地区定结
氆氇，头戴鲜花和孔雀羽毛点缀的帽子，在脖子、胸前、手腕等部位
县委宣传部
配有各色银饰，
跳起舞来叮叮作响
西藏吉隆县吉隆沟邻近尼泊尔，故其藏袍形制增添了尼泊尔服饰
日喀则地区文化
风格。较为特殊的，妇女藏袍“曲巴”的式样有两种，即“曲巴普美”
局吉隆县
(无袖袍)和“曲巴普悦”(有袖袍)
森郭服饰与古象雄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服饰粗犷。其中妇女
阿里地区文化局
服饰有“热衮”和“古”两种；热衮服饰依据质料分四个等级为不同
改则县
阶层妇女穿着，
“古”则是氆氇袍，
一般作礼服且由上层妇女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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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山南杰德秀围裙
山南地区文化局
编织工艺

杰德秀彩色围裙藏语叫做“邦典”，是一种藏族人民常用的毛织围
裙。其色彩丰富，纹样多样，集装饰性与功能性于一体。因该地是
围裙编织技艺历史悠久且产量极多而有“邦典之乡”的美称

15

拉萨风马旗

拉萨市民宗委

风马旗是古象雄时代所留传下来的习俗，用于祭祀祈福。常见的
风马旗质料有麻纱、丝绸和土纸；形状有方形、角形、条形等。风马
旗可大可小，
小的有条缕装，
大的有一整块布随风摇曳

16

门巴族编织技艺

错那县勒布乡

门巴族编织技艺历史悠久，其服饰造型多样，纹饰繁复主要有人
物、
花卉、
牛和太阳为主，
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

14
第一批

第二批
17
18
19

第三批

江孜协玛氆氇编 日 喀 则 地 区 江 孜 “协玛”是氆氇的一种，且属于品次排名第二的种类，其材质原料来
织技艺
县委宣传部
源于羊绒，
即上品的细毛
拉萨市文化局拉
拉 萨 、札
萨市城关区
藏族
什伦布寺
同表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第 12 项
唐卡
日喀则地区文化
堆绣唐卡
局扎什伦布寺

纺织
工艺

20

珞巴族传统织布分为纺织、染整、织布、织造等步骤。纹样织造时
米林珞巴织布制 米 林 县 南 伊 珞 巴
则借助木质的棒子或竹子等梭子挑织而成。编织出来的布匹呈现
作技艺
民族乡
粗犷之美

第四批

卡垫是在旺丹冲斯地毯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卡垫织造的独特技艺
藏族卡垫织造技
日 喀 则 地 区 文 化 在于其穿杆结扣法，用当地独特的织造方法、配色审美以及独特纹
艺（岗巴冲斯、旺
局岗巴县、
白朗县 样为卡垫增添不少异域风采。卡垫的种类很多，以编织工艺不同，
丹冲斯）
可分为冲斯、
尺不戒、
旺丹冲斯等几类

21

安多牧民使用的眼罩称为“咪热”有着游牧一样的历史，是为保护
眼睛防止雪盲症而创造的一件织物，是 牧民为生存创造的智慧结
安多县眼罩编织 那 曲 地 区 文 化 局
晶。
“咪热”(眼罩)编织材料使用幼黑牦牛的尾毛，质地柔软。眼罩
技艺
安多县
的线用手搓出，编织样式有六十根黑线加一根白线和八十根线这
两种

22

第五批

昌都市贡觉县文
氆氇是藏族地区常见的一种毛织品。氆氇原料来自羊毛，不同部
化新闻出版局、山
位的羊毛编织分为不同等级的氆氇。不同等级氆氇按用处可分为
藏族氆氇编织技 南 市 贡 嘎 县 文 化
礼服、常服、农作服、鞋垫、门帘等。氆氇材质细密平整，质料光
艺（贡 觉 相 皮 氆 广播电影电视局、
滑。其花色不多极具民族特色，常见的色彩有黑色、红色等，黑色
氇、贡嘎堆氆氇、 林 芝 市 工 布 江 达
氆氇多用于男女式长袍、鞋帮。最有特色的要算色条氆氇，它是用
林芝太昭氆氇） 县 太 昭 古 城 氆 氇
各色彩线织成的宽窄不等的彩条呢，可用来做服装或装饰。除此
加工农民专业合
之外，十字花图案的氆氇也十分常见
作社

第二批

墨竹工卡直孔刺 墨 竹 工 卡 县 扎 雪
同表 1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纺织类非遗第 11 项
锈唐卡制作技艺 乡

23

刺绣
技艺

四批 3 项——藏族唐卡（拉萨、札什伦布寺堆绣唐

卡）、藏族卡垫织造技艺（岗巴冲斯、旺丹冲斯）、安
多县眼罩编织技艺，第五批 1 项——藏族氆氇编织
技艺（贡觉相皮氆氇、贡嘎堆氆氇、林芝太昭氆氇）；
属刺绣技艺类的共计 1 项，为第二批的墨竹工卡直
孔刺锈唐卡制作技艺。

高山阻隔与封闭的环境促使服饰仍然较多保留着
最原始的状态，形成了粗犷有力、夸张淳朴的特色
服装。②服饰作为文化的表象特征，能直观的感受
到一个地区的社会人文环境，藏区历史悠久而富有
神秘感，这种神秘感较多的来自藏区浓郁的宗教文
化，影响范围之大渗透在当地的历史、文化、艺术、

3 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非遗类别分析
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遗划分三大类，
传统服饰类名录共计 21 项占该地区纺织类非遗总
数的 60%，纺织工艺类名录共计 11 项,占比 31%，刺
绣技艺类名录共计 3 项，占比 9%（图 1）。传统服饰
数量超过总量的一半，究其原因可知：①由于藏区
少数民族种类多样，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珞巴族、
门巴族、僜人等为客体的少数民族群体，以藏族为
主的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体现为在西藏高原这个特
殊的地域中所孕育的具有多元特色的藏族文化。

图 1 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遗类别占比
Fig.1 Proportion of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dis⁃
trict level and abov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信仰和习俗中。祭祀舞蹈种类之多，故事背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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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唐卡的制作上，其原因是西藏自治区属于高原

的西北部分布极为稀疏几乎没有。西藏南部地区
地势较低，该地区设有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和日
喀则市，分列雅鲁藏布江河流两岸。冲击平原提供
的肥沃土壤和平坦地形促进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
的优良条件，使得纺织类非遗分布集中于雅鲁藏布
江中下游两岸且数量较多。低海拔地区地势相对

地区，粗犷、野性与力量的特征表现在生产生活的

低平、坡度平缓、气候宜人以及交通区位优越，自古

方方面面，刺绣作为一种小而精细的手工艺不符合

也是人类集聚之地，有利于文化的创造、发展与传

高原民的衣着审美，故在服饰上基本不会有刺绣这

播，而中海拔地区则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条件使得文

样的装饰手法。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宗

化能够自我保存，纺织类非遗数量较多且能够最大

教艺术品。唐卡画制作的精细程度表现对佛教的

限度保持其原生性，由此可见西藏复杂多样的地形

崇尚与信仰，而刺绣工艺相较传统绘画而言表现手

地貌对其非遗空间分布所产生的影响[9]。

法更具特点，呈现效果更为震撼，故刺绣工艺在佛

4.2 政治经济影响

同要求表演者穿着的服饰也不同，进而服饰种类也
由此增加。纺织工艺数量占比次之，且品种较为单
一，集中在羊毛织物上，当地典型的羊毛织品就是
氆氇和卡垫。刺绣技艺类的非遗数量最少，仅仅出

教传品上表现较多。

人文地理环境极大的影响了非遗项目的起源，

4 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遗名录的
影响因素
4.1 地理环境影响
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往往造就民族文化的独特
性，也造就了民族服饰的独特性。西藏地处青藏高
原，因其海拔之高而被誉为“世界屋脊”，气候类型
复杂多样，昼夜温差大，植被多样且多以草甸为
主。地广人稀的地理条件使得游牧业成为西藏地
区的支柱产业，为方便劳作，适宜气候多变，该地区

但政治经济则对非遗项目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为深入探讨西藏市域下政治经济对非遗数量的影
响，本文对西藏自治区的 7 个行政区块做了一个非

遗数量统计（同一项目申报地区不一样但都分别纳
入各自市域做数量统计）。统计表明（表 3），以西藏
国家级非遗和区级非遗数量为统计对象可知，拉萨

市非遗总量占比最大达 26%，其次是山南市占比
17.9%；以纺织类非遗为统计对象可知，山南市纺织
类非遗总量占比 25%，林芝市位于其次占比 20%。

非遗的产生、传播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

的主要服饰都是由动物毛皮制成，服装方便穿脱，
外套质地厚实用于保暖。动物皮毛也为纺织工艺

社会的经济发展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经济支

品氆氇、
卡垫等羊毛织品提供了原料基础。

撑，政策的扶持提高民众对非遗的重视。经济政治

纺织类非遗的分布状况与地域空间状况有着

发展水平与非遗项目数量呈正比关系：以表 3 中非

密切的联系。西藏自治区区级以上纺织类非遗集

遗数量占比最为显著的三个地级市为对象可分析，

中分布在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和日喀则市市区

拉萨作为西藏的省会城市，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优

所包围的中海拔地势的区域内，以该区域为核心向

良的地理条件使得人口聚居于此，自给自足的小农

西部和东部的高海拔地势稀疏分散。由纺织类非

经济促使该地域产生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和生活

遗分布情况和西藏的地形结合观察发现，西藏地形

习性为近年来非遗的项目申报提供了基础且为西

以高原为主，海拔高，地势复杂多样，总体西北地区

藏自治区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做好样板作用。
《中华

高于东南地区，虽西北地区面积广阔但由于气候条
件恶劣而多为无人区，故非遗在阿里地区和那曲市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提供必
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

表 3 西藏纺织类非遗的市域分布情况表
Tab.3 City distribution of Tibet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市域
山南市
林芝市
日喀则市
拉萨市
那曲市
昌都市
阿里地区

纺织类非遗国 纺织类非遗区
家级数量（项） 级数量（项）

纺织类非遗
总量（项）

纺织类非遗总
量占比（%）

国家级非遗 区级非遗数
数量（项）
量（项）

8

7

15

25.0

16

4

8

12

20.0

17

8.3

8

3
5
2
2
2

9
3
3
2
2

12
8
5
4
4

20.0
13.0
6.7
6.7

4

75
48
70

非遗总量
（项）

非遗总量占
比（%）

91

17.9

87

17.1

52

31

101

132

8

34

42

4

63
28

71
32

10.3
26.0
15.0
8.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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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艺、交流等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是非
[10]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场所和载体 。林芝市

市市区所包围的中海拔地势的区域内，以该区域为
核心向西部和东部的高海拔地势稀疏分散。

作为纺织类非遗纺织工艺类别名录最为之多的一
个地区少不了当地政府对该地的非遗的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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