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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侗布是侗族人民的手工纺织品,有其特定的民族特征。湘西作为侗族人民的聚集之地,其侗布展现出独有的

特色。通过对湘西侗布的实地考察,总结出湘西侗布的哲学、工艺、实用特征,探讨了湘西侗布的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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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族是由古代百越发展而来的少数民族,约300
万人口,主要分布在湘、桂、黔三地交界处。湘西主要

指湖南西北部地区,分为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代表的南

侗族和以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代表的北侗族,是历代侗

族人口的聚集之地,湘西侗族地处山区,有着淳朴的民

族风俗和传统的服饰特征。其中,侗布作为湘西侗族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自纺自染的劳动

产物,研究湘西侗布的哲学思想、制作工艺、实用功能

的特征,探讨湘西侗布的现代应用传承方式,有利于保

护和发展这一古老的民族技艺。

1 湘西侗布的特征

1.1 “天人合一”的哲学特征

“天人合一”是我国道家传统的哲学思想,表达尊

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内涵,倡导人、自然、物的和谐

发展,侗布是侗族人民自纺自制的民族面料,其“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首先体现在选取天然纤维棉花作为

侗布的原材料。湘西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处于湘、黔、
桂三省六县交界之地,侗族人民顺应温暖湿润的自然

气候,巧妙运用当地的红壤种植棉花、水稻等经济作

物,为侗布的生产提供环保的原材料。用棉花纺纱后,
再凭借民族智慧,用织布机织造成布,体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其次,“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侗

布的染料上。侗族人民因地制宜,使用当地的蓼蓝、板
蓝等兰草植物作为侗布的染料,经过多次的浸染、晾晒

等工序使颜色着附于布料上,由于是植物染料,侗布穿

在人身上还具有杀菌、排毒消炎的功效。另外,相对于

其他民族服饰的绚丽色彩,由侗布制出来的服饰、床上

用品等颜色较为素雅,基本以藏蓝色、深棕色为主,这
也反映了侗族人民朴实的性格与追求平和自然的民族

文化精神。

1.2 “繁复讲究”的工艺特征

湘西侗布的工艺繁复,制作讲究。主要经过织

布—制作染料—染色—晾晒—捶打等多道工序。首

先,侗族人民将自己种植的棉花去籽晒干,搓成棉条后

用纺车加捻成棉线,将棉线上浆保证其硬度,再用传统

的织布机织造成棉布,棉布有粗纱、细纱之分,用于服

饰制作,形成原始的侗布。第二道工序为制作染料。
在制作染料前需要制作蓝靛,它是侗布染料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板蓝、蓼蓝等草本植物放入大桶中加水浸

泡,经过约3天时间让其自然充分腐化,然后将未烂的

植物捞干净,并加入石灰制成蓝靛[1]。然后将事先酿

制好的糯米水、草灰水制成碱水,按照配比加入蓝靛,
进行搅拌,形成深蓝色的环保染料。染料制成后,第三

道工序就是染色和晾晒了。侗布的染色工艺十分讲

究。为使染色均匀,在染布之前要先将原始棉侗布去

浆,然后将其打湿折叠放入染缸中浸泡约1h,再拿出

来平铺于染桶或树枝上,晒干后再放入染缸中浸泡,如
此循环6~10次后,再放入水中漂洗,将未着色的染色

颗粒洗去,进行平铺暴晒,直至染料着色牢固形成深蓝

色的侗布。第四道工序为捶打,这是侗布制作工艺中

最具特色的工序。侗布染色后,要将豆浆水或蛋清水

涂在侗布表面进行上胶晾干,然后进行高温蒸煮,再晾

晒,如此反复2~3次,如图1所示,用木锥捶打半个

月,天然的棉油脂从布表面溢出,形成光亮的色泽,使
颜色偏深的侗布沉而不闷,形成独具一格的侗族“亮
布”。

1.3 “实用为本”的功能特征

先秦 《考工记》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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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的思想指

导了古代器物设计,同时也成为现代艺术设计审美评

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侗布的天然原料和染料以及其传

统的手工织造都体现着“材美工巧”的特征。侗布的另

一重要特征就是具有重要的“实用为本”的功能性。民

间造物向来强调经久耐用、方便易用的实用特征。侗

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所用,让织物为人们服务。侗布

作为侗族人民自织自纺的生活用品,大量运用于日常

生活中,侗布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如图2所示,心
灵手巧的侗族人民用侗布来制作头饰和衣裤,因其具

有耐磨性、透气性良好的优点,有利于侗族人民平时劳

作、田间耕种、上山砍柴等日常劳作的功能性需求。其

次,侗布又称“亮布”,经过捶打后面料光泽性良好,制
作出来的侗族盛装服饰具有良好的质感和光泽感。侗

布做工精致、织造工序繁多,侗族人民视“侗布”为珍

品,用来制作青年男女的盛装、头帕、背扇、绑腿等,并
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在清代,侗族妇女自纺自织的

侗布享有盛名,并成为皇家贡品[2]。

图1 捶打侗布工艺

2 湘西侗布的传承方式

通过对湘西侗族自治区的实地调查,侗布这一民

族技艺的传承正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方面。首先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

冲击,只能在湘西通道自治县里的小村庄看到一些老

人在家中制作侗布,许多侗族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传

承,加之侗布的工艺复杂,耗时费力,现代的侗族人民

大多穿着现代流行服饰,侗布的制作技艺出现失传的

危机,侗族逐渐丧失着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服饰面料。
另外,侗布应用局限于侗族传统服饰的制作,与现代生

活难以融合,种类单一,产品大多样式陈旧或款式雷

同。这些问题都使侗布面临着难以发展的危机,如何

使侗布技艺在现今的经济社会形态中继续绽放光彩,
主要有以下几种传承方式。

图2 侗布制作的劳动服饰

2.1 发挥侗布的织物风格特色

织物风格是面料带给人的直观感受,由于侗布是

侗族人民手工制作,对侗布的传承首先要保留侗布特

有的织物风格特征,体现民族特色。从织物风格上来

看,侗布是侗族的传统古布,呈现出拙朴、素雅的风格,
具有手工感,另外在织物性能上侗布有染料环保、透气

性良好的优点,因此,要充分发挥侗布的优势特色,结
合现代流行元素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设计出具有

现代感的自然朴素风格的服饰。在款式上以宽松款为

主,满足现代人追求轻松大自然的生活方式,结合侗族

男女服饰的款式元素,在色彩上以侗布的藏蓝色为主,

搭配其他流行面料的亮色进行对比,结合侗锦进行图

案细节设计,使服饰展现传统的同时又带有时尚的风

格,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在种类上,打破侗布多用

于服装的局限性,发挥侗布又称为“亮布”的独特魅力。
亮布是在侗族地区极为流行的一种青紫色衣料,是侗

族印染纺织物的上乘之品,由于其色泽、质地、工艺一

点也不亚于刺绣和织锦,因此可将侗布拓展到一些配

饰和装饰用品,如包包、抱枕、床上用品、布艺装饰等方

面,创新侗布的旅游产品,发展湘西侗族的旅游产业和

文化,实现侗布运作的市场化和经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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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打造侗布的民族面料品牌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一带一

路”战略便被建设成“对话之路、开放之路、经贸之路、
科技之路、文化之路”,是交融文化艺术、输出国家意

识、树立国家形象的重中之重[3]。侗布作为我国珍贵

的民族手工技艺,在外贸文化交流中要发挥其重要的

民族文化地位,建立侗族独有的民族面料品牌,是让人

们了解认识侗布以及建立我国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途

径。如今,绿色环保、生态自然是现代人们所倡导的绿

色健康理念,穿着棉、麻、丝或新型技术生产的环保面

料是人们推崇的健康生活方式。打造以侗布为主的民

族品牌,首先要发挥侗布的环保性能,传承植物染色的

制作工艺,倡导健康、绿色的品牌理念,侗布品牌服饰

类和家纺等产品更应强调舒适性、纯天然,以及无污染

的原材料方面的开发。另外,随着服装个性化高级定

制需求的增加,人们更加喜爱具有手工质感的服饰品,
保留侗布的原生态,发展侗布的新生态,将面料进行创

新,进行面料肌理改造等二次设计,如借鉴日本著名时

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对面料的褶皱设计,将侗布进行肌

理创新,体现品牌特色,结合侗锦、侗绣进行高级定制

的细节设计,生产出精美优良的原创民族产品,体现侗

布所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民族内涵,另外,在模式上还

可借鉴其他民族面料品牌成功的案例。如天意梁子倡

导“平和、健康、美丽”的品牌理念,以中国独有的古老

生态环保丝绸品———莨绸为品牌的特色面料,对莨绸

进行保护、开发、创造,使莨绸被世人熟知,还作为国礼

馈赠给其他国家。

2.3 搭建数字化的推广平台

在首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吴论坛”会议上,苏州

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诸葛铠先生指

出:“手工艺的 ‘原生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 ‘新
生态’才是 ‘活态’的。侗布作为传统民族工艺,同样

需要以“新生态”活态的方式发展[4]。通过对湘西侗族

自治区和牙屯堡地区的实地走访,发现如今侗布主要

存放于一些小商铺里与其他旅游产品搭配出售,在通

道皇都侗族文化村尚存一个古老的侗锦博物馆,里面

展示了较少数量的代表性侗锦作品,但是缺乏专门针

对侗布的博物馆和推广平台。另外,侗族是一个没有

文字的民族,侗布的制作靠着本民族语言进行传播,这
就更需要借助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侗布技艺进行保

留。现在,大数据时代使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人机界面技术、新媒体技术得以广泛应用,建立政府层

面上的侗布数字化技术平台以及信息交流、资源共享

平台,利用数字化保存侗布技术,建立一个侗布数据

库,结合图像数字化技术、动画技术,使侗布从纺纱、织
造、染色、捶打、晾晒等制作步骤进行数字化保存,在尊

重侗布原生态风格的前提下,改良侗布制作工艺,如作

业模式数字化,利用现代化技术改良传统的织布机,工
艺技术参数化,优化织物性能。同时建立网络交互平

台,建立侗布数字化博物馆、文化交流互动馆、侗布制

作体验系统,互联网线上销售,拓宽侗布的市场渠道,
推广侗族文化,为侗布民族面料品牌建设和文化推广

提供充足的养分与能量,全方位提升受众与侗布之间

的连接,拓宽整个侗布行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 结语

湘西侗布作为侗族人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文化、功能、技艺等方面独有的特征及魅力,反映

了侗族人民勤劳智慧的民族精神。对侗布的传承,不
仅是单一的对侗布的保护,还需要将其放入整体民族

文化中进行传承,这包括民俗习惯、生活方式,在整体

中传承才能避免侗布发展的断层与脱节,使侗布真正

成为侗族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展现在当今社会中,同
时,从原生态到新生态的侗布发展,首先需要侗族人民

自身提升对侗布的传承保护意识,同时政府、企业、侗
布技艺传承人应该在侗布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政

府要加大侗布发展的扶持力度,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

从事侗布制作,并利用现代信息和数字化技术将侗布

进行优化改良,开拓侗布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市场,实
现侗布的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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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张力相同,组织稳定性较好。拆行编织鞋口在拆行

选择上隔针越多线圈间形成的浮线就越长其稳定性越

差,在需要厚鞋口时拆行方式通常选用一隔一和一隔

三组合使用,增加鞋口组织厚度的同时兼顾其稳定性。
普通编织鞋口在其织物稳定性上更优,拆行编织

鞋口通过拆行增加浮线改变织物厚度加强贴体性,隔
针浮线改变线圈间张力增加可伸缩性。在全成型3D
针织鞋面开发设计中设计师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鞋口

编织方式。

5 结语

拆行编织是把同一编织横列的线圈拆分到不同的

编织横列上,拆分出的横列线圈相加为一个满针横列,
在空夹层中形成浮线的一种编织方式。通过前后针床

一隔一拆分,单针床一隔三拆分,前后针床一隔一加一

隔三拆分,对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织的不同

厚度进行分析,实物外观效果与普通编织几乎无差别,
其性能上实现了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对贴体性和

伸缩性的要求。因此,全成型3D针织鞋面鞋口拆行编

织方法可以代替普通编织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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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KnittingMethodforFully-fashioned
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

ZHANGZe-jun
(CollegeofArtandDesign,HuizhouEconomicsandPolytechnicCollege,Huizhou516057,China)

  Abstract:Theprincipleofsplit-rowknittingmethodfor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wasintroduced,andthe

knittingprocessofregularknittingmethodsfortoplinewasalsodescribed.Bymakingonespliteveryotherrowonthefrontandback

needlebed,threesplitseveryotherrowonthesingleneedlebed,andonespliteveryotherrowplusthreesplitseveryotherrowon

frontandbackneedlebed,theresultingdifferentthicknessesofthe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bythesplit-row

knittingmethodwereanalyzed.Theregularandsplit-rowknittingmethodsfortoplineswerecompared.Theconstructionthickness

andthetensionamongloopswerealteredbythesplit-rowknittingmethodoffull-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andtopline,soas

tomeettherequirementsoftightfitnessandelasticity.

Keywords:fully-fashioned;3Dknittedshoeupper;topline;regularknitting;split-rowkn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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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haracteristicsandApplicationInheritance
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

PENGDi,CHENXiao-ling,PIShan-shan
(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TheDongminority'sfabricwasthehandmadetextileofDongnationalityandithadtheuniquenationalcharacteristics.

WesternHunanasthegatheringplaceofthepeopleofDongnationality,theDongminority'sfabricshoweditsuniquecharacteristics.

Throughthefieldinvestigation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thephilosophy,technology,functioncharacteristicsof

Dongminority'sfabricweresummarized.Theinheritancewayof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wasdiscussed.

Keywords:Dongminority'sfabricinwesternHunan;skillcharacteristic;applicationand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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