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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悟织锦带的织造工艺及纹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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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大悟织锦带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是真实的鄂北人民生活的写照，极具民俗价值，但相关工艺研究缺
席和纹样研究不深入，不利于这项纺织类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研究
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大悟织锦带的织造工艺较为繁琐，按照“一梭地、一梭花”的操作方法进行织造，以打纬刀挑起数
根“奇数根经纱”或“奇偶数根经纱”起花；织锦带的纹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规律性和审美性，其纹样寓意概括了大悟人
的文化追求和审美趣味，
以最朴实的情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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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Weaving Technology and Pattern of Dawu Brocade Band
ZHANG Yulin1a, LI Bin1a,WANG Yan2, ZHAO Jinlong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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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430073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Dawu brocade band, as a kind of folk handicraft, is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life of the people in northern Hubei. It is of
great folk custom value. However, the absence of related craft research and the in-depth pattern research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is text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
a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eaving process of Dawu brocade band is relatively cumbersome. It is woven accord⁃
ing to the“one shuttle ground, one shuttle flower”operation method picking up several“odd warps”or“odd and even warps”with a
beating knife; the pattern of the brocade band has strong subjectivity, regularity and aesthetics. Its pattern implies that it summa⁃
rizes the cultural pursuit and aesthetic taste of Dawu people, and tells people's feelings with the simplest emotions and the pur⁃
suit of beautiful things and the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Dawu brocade band; folk custom; craft; weaving; pattern

大悟织锦带是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鄂东北）

捆绑的实用功能，

的传统手工艺品，该织锦带实际并非丝织品，而是

审美功能位居其

较粗的棉线或彩色丝线织成，具有粗犷、厚朴感，花

次。织锦带随着

纹蜿蜒曲折，布局和造型也都十分严谨，其织造方

当地民间习俗的

法属于传统手工技艺，以简易织机织造出的各种锦

演变经历着产生、

带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大悟织锦带主要

发展、流传、兴盛

流传于大悟县中南部的城关、阳平、新城、四姑、河

和衰落五个阶

口等乡镇（图 1）。大悟织带最早出现于清代，具有

段。最初当地的
农妇不舍得扔掉
织布剩余的线头，Fig.1
将其染上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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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悟织锦带主要分布点
Main distribution points of Dawu
brocade band

颜色，织造出质朴的带子，这时的织带主要用作捆
绑；第二个是发展阶段，为了适应当地落后的生产
力和经济水平，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将织带卖

燕，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李斌，博士，

给布庄，从而赚得比原物更多的物品，亦被称为“打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赵金龙，湖

赚件”；第三个为流传阶段，随着织锦带图案的丰富

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副主任。

和完善，清代末叶，出现以彩色花纹为主要样式的

4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十月/第十卷

第五期

织锦带，广泛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受人们喜

样，再将基本纹样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就可织出

爱；第四个即兴盛阶段，民国年间，机纺的丝线在大

千差万别的锦带来。

悟民间广泛应用，丝线强度高、光泽好，手艺人将其

1.1 大悟织锦带的织造工序

嵌入棉线，给织锦带镶边，起装饰作用，使得织锦带

大悟织锦带由大悟织机进行织造，其织机的操

更为精美细腻，极大地激发了手艺人对丝线的重
视，织锦带也因此成为人们喜爱的工艺品；最后是

作步骤如下（图 2、图 3 即是手艺人操作时面向织机

衰落阶段，解放后随着现代化批量生产的织锦带工

的方位）:

（1）第一纬织平纹。利用上机准备中分经板形

艺品逐渐增多，人们的选择余地随之增大，而传统

成自然的开口，用纬线棒投纬；用打纬刀从右向左

的手工织锦带费时费力，且市场极小，让本来为数

打纬；用手向上提起综杆，将下层的偶数根经纱一

不多的手艺人纷纷选择转行，织锦带也因此面临绝

根根牵吊起来，形成新的开口；插入打纬刀，立起打

迹的现象。学界关于织锦的研究很多 [1-13]，然而大
悟织锦带作为湖北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
仅有对大悟织锦带的图形[14]和装饰[15]这两个方面的

纬刀，使开口更大，方便投纬；投纬；放下打纬刀，打
纬；放下综杆，
回到原始位置。
（2）第二纬织花纬。在综杆的右侧插入打纬刀

探究，鲜有从织机的织造工艺及纹样特征进行论

选取花纬根经纱，同时用左手配合选取花纬根经纱

述，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查阅、实地考察、视频采

（此时选取的是上层的奇数根经纱）；用左手将综杆

集的方法，探讨织机的织造工序与上机原理，并对

轻微向上提起，形成开口，便于打纬；右手将打纬刀

织锦带的纹样特征及其寓意进行详细解读，通过采

从右向左打向综杆处，形成新的开口；将左手捏住

样绘图和动画视频的方式将织锦带的工艺和纹样

靠近织口的花纬根经纱；右手将打纬刀抽出，移至

呈现出来，以期更好地记录和保护这一纺织类非物

综杆的左边，打纬刀插入花纬根经纱层，将打纬刀

质文化遗产，
并将其更好地传承下去。

从右往左打向织口，形成新的开口，方便投纬；立起

1 大悟织锦带的织造工艺

打纬刀；
投纬；
放下打纬刀，打纬。

湖北省大悟织锦带的织造工艺简单，织造工具

（3）第三纬织平纹。用手将综杆向上提起下层

主要由长板凳、纬线棒、综杆、分经板、打纬刀组成

的偶数根经纱；插入打纬刀，立起打纬刀；投纬；打

（图 2）。将长板凳作机床，用筷子、索线临时编织提

纬；放下综杆，
回到原始位置。

花综片，不用梭，用手把纬线送进织口，不用筘，用

（4）第四纬织花纬。此步骤中的花纬织造过程

刀状竹片或木片轻砍，牵线时椅子靠要平，手带线

与第二步骤中的花纬织造过程完全相同，只是在用

要匀，花线头需记清。织造时，因花纹变化较多，不

打纬刀和手同时选取花纬根经纱时，选取的是上下
仅要凭借长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贮存在脑中的各种
两层经纱线，这是由于手艺人对织锦带花纹的不同
图案，还要靠灵巧的双手来掌握，因此，在织造时打
审美需求而有所改变。因此，在选取花纬根经纱线
纬刀要放平，打纬时力量要均匀，纵线需拉齐，经线
时，可根据织锦带花纹的编排进行有规律或无规律
要挑准，整个工艺以手工为主。它的决窍主要体现
地选择和织造。
在牵线和织造纹样上，牵线时要根据带的宽窄和花
（5）第五纬织平纹。第五纬平纹织造过程与第
纹的样式而定经线的多少，在长期的织造过程中， （3）步骤完全相同，故省略。
按照“一梭地、一梭花”的操作方法，以挑起“奇数根
以上五个步骤皆为大悟织机的操作过程，如织
造多变的花纹，可根据花纹的要求一直循环（1）、
经纱”或“奇偶数根经纱”起花，形成十几种基本纹
（2）、
（3）步骤或（1）、
（4）、
（5）步骤或（1）、
（2）、
（3）、
（4）、
（5）步骤即可，整个生产需长期的练习实践才
能达到熟练的程度，看似结构简单的织造工具却耗
时、耗力，这主要是由于选取花纬根经纱的繁琐操
作所导致。笔者根据大悟织锦带的操作步骤和锦
带的纹样特点制作出动画视频（附文后视频文件）。

1.2 大悟织锦带的上机原理
大悟织锦带的上机准备工序包括牵经、上机、
图 2 大悟织机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awu loom structure

穿综、穿筘、制梭这五个步骤，筘的功能有三个，一
是固定经纱，二是控制经纱的密度，三是打纬，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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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织机却省略了筘，取而代之的是竹制的打纬刀去

高织造效率，更好地去保护和开发这项织造工艺。

完成筘的第三个功能，而筘的第一、第二个功能则

其优化方法即是将长板凳下方的两根方形横木改

由综杆去完成。

为圆形的活动横木，见图 3 中的大悟织机结构优化

（1）牵经：就是指整理经线，是传统织造的首要

图。左边圆形横木作为卷布轴，即卷取机构，其作

工序。将经线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整齐，在牵经的

用是使织口处初步形成的织物引离织口，这时需断

过程中，需要制定好织锦带的长度和宽幅，因此要

开带子和经线形成的闭合回路，而是将左边织好的

求牵经人员在来回牵引时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牢

带子和右边的经线分别卷绕到卷布棍上和卷经轴

记显花彩经的数目，然后在纱线的一端打结，确保

上，同时与织机上其他机构相互配合，确定织物的

结实，以防织造时打结的地方有所松动而造成织造

纬纱排列密度和纬纱在织物内的排列特征。右边

时的张力不匀。

的圆形横木则是卷经轴，即送经机构，其作用是在

（2）上机：所谓上机就是组合所有部件进行织

织造的过程中，使经纱的上机张力更加稳定，能够

造。大悟织机选取生活中常用的简易木制家具长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当张力过大时，可以通过释

板凳作机床，该机床不仅轻便简易，还可以随织造

放经纱改善张力，同理也可将经纱卷绕起来提高张

场地的不同而变换不同的场所。以手艺人面向织

力。需要注意的是，卷布轴和卷经轴都是可以转动

机的方位看，先将整理好的经线循环绕在长板凳

的，在使用卷布轴来卷曲织物的同时，也要转动卷

上，再将木制的一块分经板用线缠绕固定于约长板

经轴释放一定的经纱来保持张力，从而继续完成织

凳的二分之一处，需要注意两点，为了将经线固定

造。根据以上的操作原理，证明笔者提出的优化方

好，一是要同时捆绑板凳和板凳下方的经线，
凳子左

案是可行的。

下端的经线将织成的锦带末端系紧，以此形成织造
时所需要的张力；二是要将上层的奇数根经纱线放
置于分经板的上面，偶数根经纱线压在分经板的下
方。在织造的过程中，把织造好的带子从凳子左边
向下扯，到一定程度后，要解开经线和带子组成的
闭合环路，再将织好的带子重新系紧，这样就重新
组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就能继续进行织造了。
（3）穿综：大悟织锦带只需穿一片综，当上下两
层经纱交替运动时，形成梭口。穿综时，上层的奇
数根经纱穿入综线的缝隙间，下层的偶数根经纱则
穿过综线最下端的环绕线上。同时还需考虑织机
下端打结处每根经线的位置，只有将其梳理清楚，

图 3 大悟织机结构优化图
Fig.3 Dawu loom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iagram

2 大悟织锦带的纹样特征及其寓意解读
大悟织锦带有着显著的艺术文化特征，它将各

才能确保经线之间不会打结，控制经线的密度，也

种不同的图案以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的

有利于织造时张力的控制。

方式排列在一根很窄的带子上，在长期的编织过程

（4）制梭：梭子一般指引导纬线进入梭道的工

中，创造提炼，形成了统一而多变的样式。织锦带

具，在手工织带织造过程中，梭子既可以引导纬线

大量用于帽带、围裙带、抱裙带、裤腰带、绑腿带等，

飞行，又可以打纬，同时还是挑花工具，用于织造更

亦可做男人的领带和妇女衣服的滚边，用途极为广

加复杂的织带，这种梭子是将纬线棒嵌入梭子壳

泛。虽然不同花纹被寄寓不同的含义，但这些纹样

内，因此使其具有多种功能。然而大悟织机所使用

都可概括为大悟人对“富、贵、寿、喜”的文化追求和

的梭是将纬线棒与梭壳分离，纬线棒只是将纱线缠

审美趣味，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是民间艺

绕于木棍或竹棍上制成，它的功能仅限于引导纬线

术创作和民众生活美学的快乐源泉[16]。

飞行，即投纬，所以只能称之为纬线棒，至于打纬和

2.1 大悟织锦带的纹样分类及纹样特征

选取花纬的功能为打纬刀所属。
第二个步骤中，由于缺少卷取机构和送经机
构，工序上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步骤。因此，笔者

大悟织锦带纹样的安排错落有致、繁而不乱、
疏密相间、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如表 1 中所示，其

纹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规律性和审美性，是大悟

将传统织机进行了优化，在优化内部结构的同时并

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朴实情感，成为传统的民俗文

不改变织机的整体机构，只是局部的优化，从而提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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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悟织锦带纹样
Tab.1 Pattern of Dawu brocade band

大悟织锦
带纹样图

续上表

纹样名称

象征意义

蝴蝶闹金瓜

丰收的喜悦

白果

男女双方紧密相连

花圃

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含苞待放的荷花

高洁、
清廉

开心果

开心愉悦

荷花

高洁、
清廉

瓶插向日葵

顽强的生命力

尖叶菊花

刚正不阿、
富贵安康

瓶中插菊

刚正不阿、富贵安康

尖叶菊花

刚正不阿、
富贵安康

七子星

人丁兴旺

太阳

热情活力，希望和温暖

菊与向日葵

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结

美好的祝福和心愿

兰草

美好、
纯朴、
坚贞

连体石榴

手足情深

牡丹

圆满、
浓情、
荣华富贵

苹果树

丰收、
平安

双石榴

多子多福、
团结友爱

四季青

青春常在，
活力四射

其他
纹样

大悟织锦带的基本纹样虽只有十几种，但将基
本纹样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织出千变万化的锦
带来。整个构图极其严谨，纹样较为抽象，可将纹
样分为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字纹样和其他纹样这
四种，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植物纹样居多。植物纹
样有白果、荷花、菊花、向日葵、兰草、连体石榴、牡
丹、苹果树、双石榴、四季青、团瓣菊花、圆叶荷花；
动物纹样有蝴蝶、金鱼、鲤鱼、鹭鸶、蜜蜂、亲嘴鱼、
喜鹊；字纹样有“谷”字、
“双喜”字、
“寿”字、
“双万”
字、星星包“万”字；其他纹样有蝴蝶闹金瓜、花圃、
开心果、瓶插向日葵、瓶中插菊、七子星、太阳、中国
结。这些纹样取自生活用之生活，其纹样颜色中最
常用的有白、黑、红、黄、蓝和绿，以高纯度的颜色进
行配比，常用的有互补色和对比色，如黑色和白色
的互补，红色和黄色的对比、黄色和蓝色的对比等

团瓣菊花

财源滚滚、
好运不断

圆叶荷花

刚正不阿、
富贵安康

蝴蝶

自由、
美丽

蝴蝶

自由、
美丽

金鱼

年年有余

鲤鱼跳龙门

逆流而上，
奋发向上

上，丰富着人们的生活，述说着淳朴的民间故事。

鹭鸶

吉祥如意、
一路平安

从设色上看，有深浅变化、主调鲜明；从形式上看，

蜜蜂

赞美勤劳的劳动人民

对比强烈、浓艳谐调、简洁明快，使人有安静、朴素、

亲嘴鱼

美好纯洁的爱情

喜鹊登梅

吉祥、
喜庆

“谷”字

五谷丰登的愿景

“双喜”字

双喜临门，
好事不断

“寿”字

健康长寿

“双万”字

福寿万年

星星包“万”字

健康长寿，
儿孙满堂

等，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色彩搭配，手艺人把主
动物
纹样

观感受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客观再现于织锦带

大方之感，又给人一种运动、新颖、和谐之韵，耐人
寻味、
引人深思。

字
纹
样

2.2 大悟织锦带的纹样寓意
每种纹样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
步，纹样中所要表达的吉祥寓意亦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白果象征男女双方紧密
相连；荷花象征高洁和清廉；菊花象征刚正不阿、富
贵安康；菊与向日葵象征顽强的生命力；兰草象征
美好、纯朴和坚贞；连体石榴象征手足情深；牡丹象
征圆满、浓情和荣华富贵；苹果树象征丰收和平安；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双石榴象征多子多福、团结友爱；四季青象征青春
常在、活力四射；团瓣菊花象征财源滚滚、好运不
断；蝴蝶象征自由和美丽；金鱼象征年年有余；鲤鱼
象征逆流而上、奋发向上；鹭鸶象征吉祥如意、一路
平安；蜜蜂象征对劳动人民的赞美；亲嘴鱼象征美
好纯洁的爱情；喜鹊登梅象征吉祥和喜庆；
“谷”字
象征五谷丰登的愿景；
“双喜”字象征双喜临门、好
事不断；
“寿”字象征健康长寿；
“双万”字象征福寿
万年；星星包“万”字象征健康长寿、儿孙满堂；蝴蝶
闹金瓜象征丰收的喜悦；花圃象征祖国的花朵茁壮
成长；开心果象征开心愉悦；七子星象征人丁兴旺；
太阳象征热情活力、希望和温暖；中国结象征美好
的祝福和心愿。这些纹样将汉字图案化、图案艺术
化，通过大悟人勤劳的双手以“物”的方式来“致用”
和“施艺”，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构建出端详和吉利
的意义，创造出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大悟织锦特
色，同时也能从纹样上感知到大悟人的幸福观和价
值观，他们寄予了生活最质朴的真、善、美，这些都
成为民间新的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源泉[17]。

3 结语
作为民间工艺品中的又一瑰宝，大悟织锦带以
其特有的文化意蕴、织造工艺和纹样特征诉说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统一而多变的纹样
“取之于民、寓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中能更好地发
掘出民俗文化与民间智慧。在织锦带的整个织造过
程中，
由于花纬根经纱的选取、
卷布和送经的操作都
依靠双手完成，
使得整个生产实践过于繁杂，
效率低
下，
再加上现代化工艺产品的量化生产，
传统的织锦
工艺更难以“生存”。但民间传统的非遗值得我们去
保护和传承，这就需要大悟当地去重建和开发这项
民俗文化，培养更多的人去学习和研究这项织造技
术，
使其在良性的传播下继续存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徐仲杰. 南京云锦[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2.
XU Zhongjie. Nanjing Yun Brocade [M]. Nanjing：Nanjing Press，
2002.
[2]戴健. 南京云锦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DAI Jian. Nanjing Yun Brocade [M]. Suzhou：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9.
[3]黄能馥. 中国南京云锦 [J]. 装饰，
2004（1）：4-7.
HUANG Nengfu. Nanjing Yun Brocade of China [J]. Art & De⁃
sign，2004（1）：4-7.
[4]黄修忠. 蜀锦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HUANG Xiuzhong. Shu Brocade [M]. Suzhou：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1.
[5]钟秉章，卢卫平，黄修忠. 蜀锦织造技艺[M]. 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2014.

47

ZHONG Binzhang，LU Weiping，HUANG Xiuzhong. Shu brocade
weaving skills [M]. Hangzhou：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4.
[6]杨晓瑜.谈谈蜀锦不同时期的织物纹样特点 [J]. 四川丝绸，
2008（3）：49-52.
YANG Xiaoyu. Talking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bric
Patterns of Shu Brocade in Different Periods [J]. Sichuan Silk，
2008（3）：49-52.
[7]钱小萍. 中国宋锦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QIAN Xiaoping. Chinese Song Brocade [M]. Suzhou：Suzhou Uni⁃
versity Press，
2011.
[8]沈惠，朱艳. 苏州宋锦的演变及其价值 [J]. 四川丝绸，2006
（4）：
49-51.
SHEN Hui，ZHU Yan. The Evolution and Value of Suzhou Song
Brocade [J]. Sichuan Silk，2006（4）：
49-51.
[9]马红. 壮锦的审美艺术与传承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7（4）：95-97.
MA Hong. Zhuang Brocade's Aesthetic Art and Inheritance [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007
（4）：
95-97.
[10]云宁. 广西融水苗锦背带的工艺文化探析 [J]. 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17（3）：122-125.
YUN Ning. On the Craft Culture of Miao- brocade Strap of
Rongshui in Guangxi [J]. Journal of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2017（3）：
122-125.
[11]韩馨娴. 黎锦的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D]. 北京服装学院，
2013.
HAN Xinxian.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stuation Of LiJin’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D] .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3.
[12]龙博，赵丰，吴子婴，等. 云南傣族织锦技艺的调查[J]. 丝绸，
2011（12）：53-57.
LONG Bo，ZHAO Feng，WU Ziying，et al. Investigate on the
Technique and Artistry of Dai Brocade in Yunn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Silk，2011（12）：53-57.
[13]辛艺华，罗彬. 土家织锦的审美特征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71-77.
XIN Yihua，LUO Bi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ujia
Brocade [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
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1（3）：71-77.
[14]肖云. 大悟织锦带图形的形式语言与意义探究[D]. 湖北工业
大学，2020.
XIAO Yun. A Formal Language and Meaning Exploration of the
Graphics of the Dawu Brocade Band[D].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0.
[15]王振伟，高春玲. 大悟织锦带的装饰艺术 [J]. 湖北工程学院
学报，2016（5）：
62-64.
WANG Zhenwei，GAO Chunling. The decorative art of Dawu
Brocade Band [J].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16（5）：62-64.
[16]周星. 作为民俗艺术遗产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J]. 民族艺
术，
2005（1）：
52-66.
ZHOU X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as a Heri⁃
tage of Folk Art[J]. National Arts Bimonthly，
2005（1）：
52-66.
[17]乔继堂. 中国吉祥物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QIAO Jitang. Chinese Mascot [M]. Tianjin：Tianjin People's Pub⁃
lishing House，
2010.

扫一扫看论文视频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