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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探析
罗高生，黎爱斌，林 灵
（新余学院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新余 338004）
摘 要：[研究意义]夏布绣艺术是主要流行于新余、重庆、内江、浏阳等地的民间绣活，它以粗犷古朴的材质、灵活细腻的
针法、鲜明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了重要的民间文化意象。[研究内容和结论]文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夏布绣
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夏布绣艺术的保护、传承、创新及再生发展等方面调研报告了夏布绣艺术的现状及其问题。研究认
为：夏布绣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营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和夏布绣艺术传承人主观能动
性的“场域”、构建夏布绣艺术文化意象和文化认同的“惯习”以及建立夏布绣艺术品牌特色和产业发展体系的“资本”，
可切实提高夏布绣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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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rass Cloth Embroidery
LUO Gaosheng, LI Aibin, LIN Ling

（Institute of Jiangxi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Xinyu University, Xinyu338004 China）

Abstract: Grass cloth embroidery is a folk embroidery work mainly produced in Xinyu, Chongqing, Neijiang, Liuyang and other
places. It forms an important folk cultural image with rough and simple materials, flexible and delicate stitches, and vivid and
rich lif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Grass cloth embroide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
vestigates and repor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from the
aspects of protectio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art is a proces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creating a“field”tha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lo⁃
cal government and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inheritors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and a“habitus”that builds the cultural
im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the "capital"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brand char⁃
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ystem,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embroi⁃
dery.
Key words: grass cloth embroidery; protectio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夏布绣起源于北宋[1]，多产于江西、四川、湖南、

义，导致夏布绣艺术日渐式微，面临着不少保护、传

重庆等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夏布绣以古朴绚

承、创新与再生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并引发知识产权

丽的艺术风格、浓郁典雅的审美形式长期以来广泛

风险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亟待研究解决。通过对夏

地根植于民众的衣食住行、节庆礼仪和信仰禁忌等

布绣艺术从濒临失传、消亡到复兴与发展的调查与

[2]

社会生活中 。然而，随着农耕经济的解体，由科技

分析，对当下夏布绣艺术的生态重构和传承发展体

引发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影响并改变着人

系再造进行阐释，揭示当代夏布绣艺术在社会发展

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礼仪信仰，也瓦解了夏

和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生存和应用空间，探寻夏布绣

布绣艺术赖以生存的民俗环境、功能载体和丰富涵

艺术保护与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关于国家级非遗
夏布绣艺术的学术研究主要在夏布绣艺术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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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与特色、技法要素以及夏布绣产业等方面，但
着眼于当代夏布绣艺术所处的新环境和新形势，对
它的研究也应从过去对其历史、技艺和风格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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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本文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绣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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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创新和再生发展进行了调研，旨在梳理
夏布绣艺术在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利用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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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艺术的传承；④夏布绣艺术的创新；⑤夏布绣的
再生发展（表 1）。

表 1 问卷构成及内容
Tab.1 The composition andcontents of the survey

些问题提出一些对策，以期为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

分类

问题

认知

2 道选择题

A.认知程度；
B.认知渠道

保护

3 道选择题

A.面临问题；
B.保护内容；C.保护方式

为了解夏布绣艺术的现状，课题组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21 日向 372 位居民先后发放了调查问

传承

3 道选择题

A.面临问题；
B.传承体系；C.传承方式

卷，并于 1 月 25 日之前收集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16
份，无效问卷 56 份。在有效问卷的 316 人中，按性

创新

3 道选择题

A.面临问题；
B.创新内容；C.创新方式

别 划 分 ，男 性 为 147 位（46.5％ ），女 性 为 169 位

（53.5％）；按年龄划分，7-17 岁少年 69 个（21.8％），

再生发展

1 道选择题
1 道问答题

A.措施
B.建议

展提供一种学术思路。

1 研究方法
1.1 调查对象

18-40 岁青年人的 105 个（33.2％），31-65 岁中年人
的 84 个（26.6％ ），66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的 58 人

（18.4％ ）；按 职 业 划 分 ，有 78 名 学 生 和 教 师
（24.7％ ），141 名 上 班 族（44.6％ ），72 位 农 民

（22.8％），其他 25 个（7.9％）。按区域分布，新余市
87 个（27.5％），重庆市 83 个（26.3％），内江市 77 个

（24.4％），
浏阳市 69 个（21.8％）
（图 1-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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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图 2 年龄
Fig.2 Age

图 3 职业
Fig.3 Occupation

图 4 地域
Fig.4 Region

问卷构成及内容

资料分析及对策
法国思想大师布尔迪厄提出“文化再生产”

(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论，构建了“场域(field)+资

本(capital)+惯习(habitus)=行动作为”的文化再生产
经典数学模型，揭示了社会文化的动态消长 [4]。根
据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结合实地调研和
问卷统计结果，对夏布绣艺术的现状和问题总结分
析,并提出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的对策。

2.1

图 1 性别
Fig.1 Gender

内容

夏布绣艺术的认知

本次问卷中第一题为选择题。调查结果显示
（表 2），有 85.2%的人是不太了解“夏布绣艺术”，只
有 14.2%比较了解，仅有 0.6%是非常清楚的。调查
结果表明，大家对夏布绣艺术并不是非常清楚，这
也体现出了夏布绣艺术在生活中逐渐消失的现
象。夏布绣艺术作为的一种民间艺术随着时代的
发展正在逐渐消亡，人们对她的认知度偏低。对夏
布绣艺术的认知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在本次调查
中，60.5%的人是通过网页信息、网络游戏、短视频
等网络方式了解，23.7%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夏
布绣艺术的“惯习”是在“场域”中各行动者身上体
现的一种性情倾向，作为一种精神图式长久地留存
于人的思维、语言以及行为模式中[5]，
“惯习”与夏布
绣艺术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
成的，是持久的、可变换的一些性情系统，是一些被

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

建构的结构，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夏布绣艺术建构

加强刺绣针法、夏布材料、纹样图式和技艺经验等

性结构而起作用[6]。在网络游戏中融入夏布绣艺术

夏布绣艺术内容的多元化抢救与保护，也要构建包

的文化元素，让玩家在游戏时潜移默化地了解夏布

括个体传承、学校传承、企业传承、社会传承在内的

绣艺术。短视频 APP 也可以让年轻人轻松和容易

夏布绣传承体系，更要创新夏布绣艺术形式以适应

地了解夏布绣艺术基础知识、制作流程等。因此，

新的生活方式，促进夏布绣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广

发扬夏布绣艺术可以通过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网络

泛应用 。因此，问卷设计了以下 5 个方面内容：①

途径，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夏布绣艺术，有利于

[3]

夏布绣艺术的认知；②夏布绣艺术的保护；③夏布

加强民众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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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夏布绣进入了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

表 2 夏布绣艺术的认知
Tab.2 Cognition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化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编

题目 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绣的认知程度？
（单项选择）
选项

非常清楚

比较了解

不太清楚

完全不了解

比例

0.6%

14.2%

52.6%

32.6%

号：I-FRZX-30)。第二，做好夏布绣艺术普及宣传

和推广，加强夏布绣艺术的全民保护意识。第三，
保护技艺经验、刺绣针法、夏布材料和纹样图式等
夏布绣艺术本真性和经典性的内容。

您认为夏布绣艺术通过什么途径更容易被大众了解
题目
到？
（单项选择）

2.3

夏布绣艺术的传承

传承是夏布绣保护与发展的关键，夏布绣艺术
的传承措施、传承形式、学习方式等直接关系到夏
其他
布绣传承的效果。调查显示（表 4），关于夏布绣艺
术传承面临的问题，85.9%的人认为传承人逐渐老
去是最大的问题，年轻人不愿意继承（75.5%）也是
比例
60.5%
14.2%
23.7%
1.6%
主要原因。在夏布绣艺术的学习方式上，观看夏布
绣纪录片或网页成为大家的首选（36.9%）。其次依
2.2 夏布绣艺术的保护
次是参加夏布绣体验式手工坊（28.6%）、参观夏布
保护是夏布绣振兴发展的必要基础，保护方式
绣 博 物 馆 、艺 术 馆（20.4% ）、参 观 夏 布 绣 展 览
和保护内容又是夏布绣艺术保护的关键。关于夏
布绣艺术保护面临问题的调查数据显示，
“缺少应 （14.1%）。当前，网络方式已经成为夏布绣艺术传
承的重要方式。第一，出台政策法规完善夏布绣艺
用的产品”
“关注度不高”
“保护方式陈旧”等都是
术的主体保护与传承机制，构建包括传统师徒制、
主要问题（均超过 78%）。在保护方式上，有 35.4%
学校教育传承、社会公共文化传习在内的夏布绣艺
的人认为数字化保护更能有效地保护夏布绣艺术；
术传承体系。第二，发挥夏布绣艺术传承人（群）、
立 法 保 护 是 其 次 ，也 占 27.2% 。 在 保 护 内 容 上 ，
绣娘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行业
92.1%的人认为针法技艺最重要，其次分别是纹样
传承或社会传承等传承方式传承夏布绣艺术。
图 式（90.8% ）、夏 布 材 料（86.3% ）和 刺 绣 工 具
网页信息、
网 络 游 戏 、 报 纸 、杂 志
选项
电视、
广播
短 视 频 等 （纸质媒体）
网络

表 4 夏布绣艺术的传承
Tab.4 Inheritance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75.4%）的保护。
“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
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7]。
“场域”这个概
念所涉及的是对当地政府、市场、民众等行动者占
据位置的多维空间的阐述，每个场都处于权力场之
中 [8]。第一，政府通过政策法规、项目目录、计划规

题目

您认为目前夏布绣艺术传承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多项
选择）

选项

外来文化和
传承人逐渐 年轻人不愿
缺乏有效的
现代文化的
老去
意继承
传承机制
冲突

划等权力场域的具有方式对夏布绣艺术保护营造

比例 85.9%

了积极的“场域”。2014 年，夏布刺绣产业发展项目

你认为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对夏布绣艺术的传承？
（多
题目
项选择）

入选全国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同年，夏布绣
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编号：Ⅶ-77）；
表 3 夏布绣艺术的保护
Tab.3 Protection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75.5%

69.4%

54.3%

保护和扶持
夏布绣艺术 社区开展夏 做好普及宣
选项 夏 布 绣 传 承
进校园
布绣传习
传和推广
人和绣娘
比例 79.2%

86.6%

74.0%

88.2%

题目 您认为目前夏布绣艺术保护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多项选择）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可以了解和接触夏布绣艺术，您会更
题目
喜欢什么方式？
（单项选择）

一 味 迎 合 市 场 ，导
关 注 度 不 保护方式陈 缺少应用的
选项
致夏布绣技艺的失
高
旧
产品
真

参观夏布绣 观看夏布绣 参加夏布绣
参观夏布绣
选项 博物馆、艺术 纪 录 片 或 网 体 验 式 手 工
展览
馆
页
坊

比例 89.5%
题目

78.7%

92.3%

55.3%

您认为哪种保护方式最能够有效保护夏布绣艺术？
（单项
选择）

选项 立法保护

数字化保护 生产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

比例 27.2%

35.4%

21.0%

16.4%

题目 您认为夏布绣艺术应该保护的内容有哪些？
（多项选择）
选项 刺绣针法

技艺经验

夏布材质

纹样图式

比例 92.1%

86.3%

75.4%

90.8%

比例

2.4

20.4%

36.9%

28.6%

14.1%

夏布绣艺术的创新
创新是夏布绣艺术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的方

式和载体是创新的主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产品
存在大量模仿和抄袭（68.1%）、产品品种单一和功
能简单（65.9%）都成为夏布绣艺术创新需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详见表 5），52.8%的人认为产品低端、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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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滥造也是夏布绣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关于夏

术产品的形式和功能上不断创新，形成相关产业

布绣艺术的创新方式，82.6%的人认为文化创意设

链。最后一道题是问答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

计非常重要，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人们评价创

府应该出台政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大宣传和

新是否好的重要标准。在创新的产品上，大家对日

投资力度，以促进夏布绣艺术的再生发展。
“资本”

常 用 品 更 感 兴 趣（83.1% ），其 次 是 传 统 用 品

是夏布绣艺术积累的劳动，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

（76.3%）、装饰品（58.8%）和工艺品（46.2%）。第

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
“资本”赋予了

一，建立与专业设计师、院校等联合设计转化机制，

某种支配夏布绣艺术“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

以当代设计语言创新转化夏布绣艺术，链接夏布绣

配那些体现在夏布绣艺术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的

艺术的传统与当代。通过题材拓展、针法创新、夏

权力 [7]139。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

布材料开发、艺术形式的新突破等创新方式活化夏

应有计划、有组织、有效率地制定夏布绣保护的相

布绣艺术。第二，寻求夏布绣艺术在“市场态”中的

关政策法规，给予夏布绣艺术财政补贴，实行夏布

功能和形式定位。运用绘画、书法、摄影、影视等艺

绣艺术的分类管理，认定和资助夏布绣传承人及开

术手法创作夏布绣艺术品，运用设计手法将夏布绣

展夏布绣相关活动等。第二，制定夏布绣艺术再生

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创意产品，创作符合信息时代

发展的长远规划。建议当地政府制定《促进夏布绣

人们审美特征的新作品。第三，分析夏布绣艺术的

艺术产业的发展规划》，以提供金融政策支持，强化

生活基础、价值导向、审美趣味以及历史文化等因

夏布绣艺术特色，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夏布绣

素，深入把握其生成的文化原因和社会机制，从传

行业人才培养，构建夏布绣产业发展体系。第三，

统中挖掘、从现实中升华，使夏布绣创作既充满生

研究夏布绣艺术的色彩、纹样、图案、材质等与生活

活气息和时代精神，又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鲜明

相依存关系，增强文化认同与情感维系，培育夏布

个性。

绣艺术再生发展的文化空间（表 6）。

表 5 夏布绣艺术的创新
Tab.5 The innovation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题目

选项

您认为目前夏布绣艺术创新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多项
选择）
产品低端、粗制
滥造

比例 52.8%

产品存在大 产品品种单
量模仿和抄 一 ，功 能 简
袭

单

68.1%

65.9%

表 6 夏布绣艺术的再生发展
Tab.6 The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embroidery
题目

选项

统文化意义和
民族符号的作
品

比例 8.2%

创作符合信 运 用 绘 画 、
息时代人们 书法、摄影、
审美特征的 影视等艺术
新作品

手法创作夏
布绣艺术品

78.4%

63.6%

充分利用技术

参与

手段保护夏布

45.2%

选项 绣 艺 术 的 构 成
元素和技艺经
验

运用设计
手法将夏
布绣资源
转化为当
代创意产
品
82.6%

题目 您对夏布绣哪些产品感兴趣？
（多项选择）

比例 95.1%

构建传统师 在夏布绣艺
徒 制 、学 校 术产品的形 加大投资
教 育 传 承 、 式和功能上 力 度 ，打
社会公共文 不 断 创 新 ， 造夏布绣
化传习等传 形成相关产 品牌
承体系

业链

91.8%

91.2%

92.7%

题目 实施夏布绣艺术再生的几点建议？

3

结语
夏布绣艺术“场域”中的当地政府、传承人、民

众等行动者以一种精神图式的可被建构的“惯习”
和不同的“资本”形式进行着夏布绣艺术的保护与

选项 装饰品

工艺品

日常用品

传统用品

比例 58.8%

46.2%

83.1%

76.3%

2.5

选择）

无设计师

题目 您赞成用哪些方式创新夏布绣艺术？
（多项选择）
坚持创作有传

您觉得应采取什么措施使夏布绣艺术再生发展？
（多项

夏布绣艺术的再生发展
夏布绣艺术的再生发展是一个涉及到保护、传

承、创新和投资等多种要素的系统的工程。表 6 的

数据显示，对夏布绣艺术再生发展应该采取的措
施，有 95.1%的人认为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保护夏布
绣艺术的构成元素和技艺经验；92.7%的人认为应

该加大投资；另外构建夏布绣艺术的传承体系也相
当重要，占 91.8%；91.2%的人认为应该在夏布绣艺

发展。加强夏布绣的认知、保护、传承与创新是当
前夏布绣艺术走出现实困境的需要，更是提升夏布
绣艺术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以夏布绣艺术的保
护与发展为目标，调研了夏布绣艺术的认知、保护、
传承、创新以及再生发展等。基于对调研结果的分
析，本研究总结出目前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所存
在的问题，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现
有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课题
组认为，夏布绣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文化再生
产过程，既要切实营造利于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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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域”，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本”，制定夏布
绣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措施；建构有益于民众
夏布绣艺术保护与发展的“惯习”，做好夏布绣艺术
宣传推广和品牌形象建设；发挥夏布绣艺术传承人
的主观能动性，保护夏布绣艺术的技艺经验、刺绣
针法和纹样图式等本真性和经典性的内容，构建包
括传统师徒制、学校教育传承、社会公共文化传习
在内的夏布绣艺术传承体系。也要做好夏布绣艺
术的创新设计与再生发展，提升夏布绣艺术的提
取、转译、跨界融合设计水平，丰富夏布绣品种，活
跃夏布绣市场，推进夏布绣产业升级，扩展夏布绣
艺术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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