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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艺术设计系“沐九染缬工坊”扎染工作室为例,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资源,从传统工艺

的品牌创新、工艺创新、设计创新、载体创新、传播创新等途径入手,探寻创新创业思维在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中的应用,在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工艺的同时为高校传统工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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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文化

生态转变和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极大冲击,使得中国

优秀 传 统 手 工 艺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面 临 着 巨 大 的 挑

战[1-2]。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保护政策的出

台,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保护传统工艺进行了积极的尝

试和探索,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基地,
也在积极地探索传统工艺人才的培养模式。现有的高

校传统工艺人才培养模式弥补了旧有传统工艺人才培

养的诸多弊端,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以厦门

大学嘉庚学院艺术设计系“沐九染缬工坊”扎染工作室

为例,用创新创业理念及思维分析传统工艺本质属性,
结合现代创新创业思维认知,寻找传统工艺创新传承

突破口,使传统工艺在创新基础上依托创业实践得以

传承发展,为处于发展瓶颈期的高校传统工艺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

1 传统工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发展

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由文化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明确指

出了传统工艺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代表民族地域特色,
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技艺精华沉淀,蕴含

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艺是人们采用手

工劳动的制作技艺,相比于现代先进的生产制造方式,具
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征。传统工艺在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

由于思想意识的局限及其传承模式的影响,一般采用师徒

制、家族式的传授方式,其单一性直接导致传统工艺人才

的断层和流失。受思想观念、文化程度、创新意识、生产模

式及宣传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传统工艺人才培养及

发展遭遇困境。
高校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人才资源,学术氛围

较为活跃,拥有良好的创新能力。针对传统人才培养

模式的弊端,高校也在积极探索,目前主要的培养方式

以相关专业开设和兴趣社团建设为主,在课程教学的

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工艺的理论研究为主,实践部分较

为薄弱,社团活动主要以简单的实践为主,较少涉及到

理论研究部分[3]。在高校人才模式培养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以及

创新模式等方面,高校资源平台建设完善和人才引进

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师资队伍和课程设置的短板,
最为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将传统工艺在创新的基础上进

行发展和传承。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发展,传统工艺作为重

要的资源大量出现在高校设计相关专业、并且以创新

设计或创新创业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说明创

新创业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已经渗透到了传统工艺人才

培养之中,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关于传统手工艺项目申报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

势,高校也在逐渐探索创新创业理念在传统工艺人才

培养中的应用,但由于传统工艺学科的本体论尚未成

熟,导致此类项目申请成功率较低。

2 扎染工艺的发展及问题

扎染作为中国古老的纺织品染色技术,采用防染

原理,在染色过程中,扎结的方式和松紧程度会形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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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丰富的晕染效果,在进行扎染的过程中主要用到绳、
线、针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结,将图案部分扎结紧凑,
浸染之后得到不同的图案,具有现代印染方式替代不

了的独特审美特征。
扎染的发展历史悠久,史料记载起始于秦汉时期,

设置有专门的染色机构,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4]。
近代的扎染工艺已经发展成为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名片,同时也受到了较多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制作模式仍然以手工为主。传统的扎染手工艺主

要以人工制作为主,在制作的过程中先要对织物进行前处

理,然后经过晾晒、扎结、染色、洗浮色、后处理等一系列工

序,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产量较低。
(2)形式较为固定,缺乏创新。扎染的图案主要以

古老的民俗文化图案为主,和现代审美特征脱节。而

在现在的扎染图案创新中,雷同图案极多,虽然颜色上

会有区别,但都是采用相同的图案来进行扎染产品的

制作。
(3)染料加工成本高。传统扎染染液一般采用植

物染料,随着化学染料的出现,其便宜、上色率好、色彩

鲜艳的特征对传统的扎染工艺产生直接威胁。
(4)缺少产品载体。扎染呈现载体以纺织物为主,

大多数都是棉麻制品、丝绸等,产品类别相对比较局

限,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传统扎染工艺的发展。
(5)经济效益较低。产品缺少创新性,单一的特性

使人们很难接触到此类工艺,使人们难以产生消费的

欲望。
(6)缺少创新营销。传统的扎染技艺大多以作坊

的形式存在,手工艺人都专注于自己手艺的发展,一般

都是人们登门拜访、慕名而去,缺少有效的营销手段。

3 创新创业思维下扎染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

及实践

  “沐九染缬工坊”是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下成

立的扎染专业特色工作室。工作室秉承发展优秀传统

工艺、打造文化创意品牌、创建文化创意平台的理念,
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到工作室的建设和发展之中,经
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逐步打破传授技艺为主的旧有

模式,组织不同专业的具有扎染兴趣的学生,以高年级

带低年级的方式,不同专业之间的互助学习方式来提

高学生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学生扎染基本技能的提升,
强化扎染实验和理论性的研究,能够将扎染传统工艺

以创新创意思维应用到不同产品,创立独具特色的品

牌,在创新品牌和产品的基础上了解市场,将创新扎染

产品逐步市场化[5-6]。

3.1 传统工艺品牌的创新

扎染创新发展刚刚起步,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良性

发展趋势。工作室在成立之初考虑到以品牌的创新来

驱动扎染工艺的发展,在进行品牌设计时,不仅考虑到

扎染工艺的特性、扎染的文化底蕴,还考虑到对外宣传

的有效性、消费者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以现代营销手段

对扎染工艺的品牌进行设计。

图1 扎染品牌创新设计

扎染过程以植物染色为主,在中国扎染发展历程

中,尤其以蓝染最具有代表性,在进行品牌设计时,整
个色调以靛蓝色为主,遵循简单、便于识记、能凸显扎

染文化的设计原则,“沐九”由染字分解而成,“沐”具有

万物润泽的含义,“九”为重复、反复之义,与扎染工序

一致,体现出传统工匠精神,“九”与“久”谐音,寓意扎

染传统工艺能够长久流传,扎染品牌创新设计如图1
所示。
3.2 扎染工艺技法创新

扎染图案是视觉呈现最主要的形式,丰富多彩的

图案形成于最基本的技法,现存的传统工艺技法已经

满足不了图案多样化的需求,工作室在发展的过程中,
本着重传统、求创新的原则,在重视扎染传统技法的基

础上,结合新技法和形式,激发学生的探索。
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针对扎染起源、发展演变、

工艺技法等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扎染工艺具有实践性

较强的特点,理论研究的不深入导致实践作品缺少创

新性。针对重实践、轻理论这一特点,工作室以小组形

式对扎染起源、发展演变、扎染工具及工艺技法进行研

究,再由各小组进行汇报讲解,不仅锻炼学生的资料搜

集、文案展现能力,也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能力。老师针对基本技法现场演示,使学生能够直观

地感受到各种技法所呈现的效果,然后分组训练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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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亲身体会,并形成文字性记录。如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依据染色实验得出了同色同媒、同色多媒、多色多

媒、多色同媒、混色同媒及混色多媒的染色方式,对扎

染形式的多样性起到促进性作用[7]。
在针对创新性的扎染形式探究方面,主要是结合现代

技术的发展去探索扎染形式的多样性。倡导学生关注现

代技术原理,找到传统技艺在现代技术中实现的可能,能
够以创新性思维将现代技术融入到传统的扎染技术中。
如针对蓝印花布的印染装置创新设计中,对蓝染印花灭绝

原因和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发现蓝印花制作工艺中的刻

版、刮浆工艺与3D打印技术极为相似,从此方面入手,尝
试通过3D打印将糊状物质直接打印到布面上,从而解决

刻版复杂、板式固定的问题[8]。

3.3 设计思路创新

从目前存在的扎染图案形式来看,图案纹样受传

统形式的固有思维影响较大,相对比较单一。大致分

为具象和抽象两种形式,具象形式一般表现在蓝染之

中,一般以中国古老的纹样传承为主,如松鹤延年、喜
上眉梢之类的民俗文化,此种图案样式不易进行创新

性的演变,很难迎合现代的审美特征。抽象形式表现

较为常见,可以通过夹、扎、挤压等较为简单的方法,将
留白部分压紧后植入到染液之中,从而达到防染的效

果。在这个过程中,效果控制的难度较大,一般都是按

照相对模式化的手段来进行图案的创作,虽然说扎染

具有不可预知性的效果,但是后期抽象图案的呈现大

多数都是相似的。
工作室以此为突破点,引导学生以创新性思维进

行扎染图案的创新,摆脱扎染表现形式受传统思维的

局限。在创作过程中,鼓励学生寻找创意图案来源,以
生活场景、传统元素等灵感进行创作,结合扎染的基本

技法,如夹染、缝染、扎染、蜡染等之间的相互融合实现

图案效果的创新。图2所示作品,以中世纪中西方文

化元素的宗教石刻文物为创作元素。将人物形态进行

抽象提取,将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飞天、道教的祥

云、伊斯兰教的拱顶等多种宗教元素融于一体。反映

出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泉州港的开放与包容,表现出不

一样的文化底蕴。
在创作过程中,先对人物形态及相关元素进行提

取,结合扎染的一系列技法,首先将布底色染成黄色,
然后再将人物形态和相关元素通过缝扎的方式来保护

黄色,放入红色背景色染液中进行染色,最后将红色底

色通过以香炉元素为视觉中心的径向捆扎方式,放入

灰色染液中进行染色,来丰富背景色的肌理,形成丰富

多彩、变化多端的画面效果。

图2 寻迹

(a)       (b)        (c)   
图3 家居类扎染创新设计

3.4 产品载体创新

扎染制品多是以纺织物为制作载体,产品种类主

要以平面化视觉形式呈现到消费者面前。随着人们生

活方式向多样化的发展,扎染产品也从服装逐渐延伸

到生活用品,以其独有的艺术形态丰富产品的种类,如
壁挂、配饰、围巾等。但是此类产品并没有脱离扎染以

纺织物为主的表现形式。
扎染制品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并与产品载体相

结合,是将扎染产品融入人们生活的重要步骤。工作

室从产品的构成要素出发,引导学生进行扎染产品创

新。通过对扎染在产品载体中的物质和精神功能的研

究,扩大扎染的创新应用领域。注重学生对产品设计

要素的研究,扎染中产品造型受到点、线、面、形态、色
彩等设计要素的影响,而图案多样性可以为产品造型

提供相对较多的可能。
在产品创新训练过程中,按照产品种类进行划分,

可以将产品分成不同专题,如家居类、玩具类、学习用

品类专题等,让学生针对种类专题进行扎染应用创新

探究。如图3所示作品,为扎染在家居类专题中的创

新应用设计,学生可以根据家居类专题进行产品细分,
结合不同产品的使用功能进行创新应用,如图3(a)所
示,扎染与海边漂流木的结合,灯罩采用竹子骨架进行

固定,从而给人一种宁静质朴的感觉;如图3(b)所示,
扎染与屏风的结合,图案采用独具特色的元素,与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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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船木结合,从形态和色彩上表现闽南元素特征;
如图3(c)所示,扎染与座椅的结合,扎染图案采用“一
带一路”中青花瓷图案造型元素,鲜艳的眼睛与座椅的

古朴形成鲜明的对比。

3.5 传播途径创新

扎染工艺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但由于手

工艺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扎染手工艺只被为数不

多的人了解,导致人们对其认可度不高,扎染工艺中色

素的提取以及染色步骤相对比较麻烦,很多年轻人不

愿意去了解此类工艺[9]。以上原因直接影响到扎染产

品的销售和文化的传播,扎染工艺的环保、健康、精神、
文化等特点并没有很好结合当下信息社会进行传播。
工作室主张从工艺本身特点出发,总结扎染信息传播

特点,使扎染作为文化符号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将其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因素注入人们的消费观念。
在探究过程中,学生通过对扎染工艺的资料整理,建立

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平台,宣传扎染的历史、文化、制作

工艺等,来倡导人们了解优秀的扎染工艺,引导人们的

消费理念。如图4所示,学生通过跨专业的合作,开发

针对扎染宣传、销售、体验等方面的APP,人们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了解扎染文化、工艺等,可以线上定制扎

染成品和购买体验原材料,以一种新的理念对扎染的

传播路径进行探索。

图4 扎染APP开发界面

4 结语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沐九染缬工坊,以创新创业理

念贯穿于传统工艺人才的培养,提升学生创业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传统工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弥足珍贵的教学资源,高校在传统工艺人

才培养中,以灵活的教学方式、创新创业的理念激发学

生的主动探索精神,在创新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传统工艺,同时为处于发展瓶颈期的高校传统工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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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TrainingModeandPracticeofInnovative
TalentsinTraditionalTie-dyeProcessundertheBackground

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TANGGang,SUNPei-xian,BUJun,XUYu-wei

(TanKahKeeCollege,XiamenUniversity,Zhangzhou363105,China)

  Abstract:Takingthetie-dyestudioof"mujiutie-dyestudio"inthedepartmentofartanddesignofTanKahKeeCollegeofXia-
menUniversityasanexample,combiningtheresourcesofappliedundergraduatecolleges,startingwithbrandinnovation,technology
innovation,designinnovation,carrierinnovationandtransmissionwayinnovation,theapplic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conceptinthetalentcultivationmodelwereanalyzed.Whileinheritingexcellenttraditionalcrafts,italsocouldprovidenewideasfor
thetrainingmode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talent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Keywords: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traditionaltechnology;tie-dye;cultivationof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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