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加接触就会发现，娇小温柔、动作敏捷的和田良子

其实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她灰白的长发松松地盘在脑后，从背后看似乎只有

二十来岁，说话时温和而明亮的眼眸注视着对方，语速不

快但是咬字清晰，逻辑鲜明。哪怕只是许久之前见过一面，

她也会脱口而出叫出你的名字。

即便在高压繁忙的工作环境中，和田良子仍然淡定

从容。她每年大半时间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不是在工作

坊和学校教课，就是组织高端艺术旅游，或者与传统作坊

合作生产手工产品。在加州伯克利山腰上的家里，她也从

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工作和生活对于和田良子来说是密不

可分的：所有朋友都被她发展成可以并肩战斗的工作伙伴，

所有工作伙伴都和她培养出亲密的友谊。她能让初识者对

她推心置腹，世界各地的同行也愿意追随她，共同完成许

多公益项目。

和田良子的国际化程度如此之深——她是日本人，但

已经在美国生活四十多年，说一口流利的略带日本口音的

英语，能用两种语言写出优美的著作。她丈夫是一位希腊

裔牙科医生，根据和田自己的描述，她是躺在看牙的椅子

上认识现任先生的。她是艺术家、学者、老师、策展人、

组织者，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松散的纤维艺术民间组织“世

界绞缬协会”（World Shibori Network）的创始人和精神

领袖。

她 和 玛 丽 · 莱 斯（Mary Rice）， 简 · 巴 顿（Jane 

Barton）合作的著作《绞缬 ：日本搓花染色创新艺术》

（Shibori: The Inventive Art of Japanese Shaped Resist 

Dyeing，1983）首次将东方古老的绞缬工艺介绍到西方，

该书被西方许多纤维艺术家视为绞缬染织的启蒙之作，多

年来一版再版，成为许多纤维艺术工作室和院校教学的必

备经典。

老手艺成为时尚

绞缬，是一种把布料的局部进行扎结、防止局部染色

而形成预期花纹的印染方法。它的操作程序是，根据设计

需要先把布料上的某些部分用针线穿缝或结扎起来，防止

它染色。通过这种方法人为控制染料的走向，颜料能够在

布料上呈现出由深而浅、具有晕渲效果的花纹。中国的染

缬工艺目前仅存于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工艺美术院校纺

织设计课程里，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事实上，这种古老的纺织工艺东晋时已在民间流传。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紫缬”和“鱼子

缬”图案。史载，六朝时绞缬已是“贵贱服之”。隋唐时期，

绞缬更是风靡一时，唐代名作张萱的《捣练图》中，几位

贵族侍女穿着的服饰就是绞缬工艺制作的，体现了当时的

流行风尚和工艺水准。五代时，染缬沿袭唐代的繁盛并继

续发展。宋代以后，绞缬工艺在中国逐渐没落，流传到日

本后却发扬光大，通过绞缬工艺先对棉布和丝绸等布料完

成染色，再制作成和服等衣物。自江户时代以来，绞缬在

日本得到发展和提升，并传承至今。

在过去 400 年间，绞缬的传统工艺流程几乎没有改变，

而且分工合作细致 ：一件绞缬作品从开始到完成往往要经

过四五双手的分工劳作，由此可以想象当年整个村庄都投

入生产线的盛况。

1960 至 1970 年代，崇尚自由和东方文化的思潮席卷

西方世界。手工艺，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传统手工艺得到了

嬉皮士的青睐。刺绣、编织、扎染等民间纤维手工艺大行

其道，彩虹色扎染的 T 恤和头巾甚至成为嬉皮士的象征，

每过一段时间便卷土重来，反复成为时尚。

1970 年 代 初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停 止 开 设 设 计 系 艺 术 硕 士 课 程

时，许多艺术家迫切地寻找一个可以探索和学习手工

艺，创新和实验新工艺的地方，“纤维工坊纺织艺术中心”

（Fiberworks, Center for Textile Art）在 1973 年应运而生。

这个位于伯克利市的以教学和交流为主的纤维艺术

工作室提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为艺术家和画廊展览提供

传统和当代纤维艺术服务，很快成为众多艺术家的聚集中

心。作为工作室早期的主力教师之一，和田良子培养了整

整一代纤维艺术家，并成功地聚集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艺

术家群体。纤维工坊也成为第一个将纤维艺术从手工艺提

升到纯艺术高度的平台。

20 世纪末，日本的绞缬染织工艺经历了严重的衰退。

对和服的需求降低导致传统乡村作坊的生存，尤其是名古

屋市有松町、鸣海町等众多以绞缬为生的居民的生计受

到了威胁。而此时的西方，自 1975 年引入绞缬手艺，纺

织面料设计师和艺术家正对于学习绞缬技术充满热情。

folk art

和田良子

世界绞缬染织协会的创始人和精神
领袖。1944 年生于日本， 纺织设计
专业本科，1971 年科罗拉多大学
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绘画和概念艺术系研究生
毕业。1970-2000 年代在美国伯克
利纤维工坊任教。现为世界绞缬染
织协会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
授，伯克利慢手工工作室创始人，
曾任加拿大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纺织品研发顾问，英国伦敦
拼布编织刺绣展览顾问。

艺术家让绞缬这种几近失传的传统印染方法起死回生，并用当代艺术观念和
精尖科技手段使之大放异彩。

Art289编辑_赵妍   Art289设计_梁绍棠

文｜Art289特约撰稿 度度 发自美国伯克利、中国杭州

绞缬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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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萱《捣练图》中，几位贵族仕女穿着的服饰就是绞缬工艺制作的，体现了当时的流行风尚和工艺水准。供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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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契机成为 1992 年日本奈良举行第一届国际绞缬会议

（International Shibori Symposia）的原动力。此次会议由

和田良子和有松的绞缬商人，奈良爱知县乡村作坊协会会

长武多弘树共同担任主席。

从固守传统到创造传统

从奈良开始，国际绞缬染织会议以几年一次的频率

在世界各地有纺织传统的城市举行，至今已经在印度艾哈

迈达巴德（1996），智利圣地亚哥（1999），英国哈罗盖

特（2002），澳大利亚墨尔本（2004），日本东京（2005），

法国普罗旺斯、里昂、巴黎（2008），中国香港（2011）、

杭州（2014，第九届会议——“丝路之缬 ：绞缬 · 夹缬 · 扎

经染色”）举办。

2014 年杭州会议的主场展览“丝路之缬 ：当代艺术”

（Resist Dye on the Silk Road: Contemporary Art，2014.10.13-

2014.12.7）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带来的绞缬作品，从

古代传统工艺的复制品，到用新技术、多种材料加工而成的

新式绞缬作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建军和中国防卫科技学

院的崔岩因绞缬而相识，如今他们是并肩奋斗在绞缬染织

研究和创作领域的伴侣。在研究敦煌莫高窟 194 窟盛唐时

期的彩塑立姿菩萨时，由腰际垂至足底的一条裙带上，红

褐色底上装饰着的规整连续的扇形白色花纹吸引了他们。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参考前辈，包括日本的 原麻子（音

译），中国的王㐨的研究成果，他们断定这是用折叠缝扎

方法制作而成的绞缬作品，染料是红花（Safflower）这

种天然植物，是汉唐织物中最鲜艳亮丽的红色来源。为了

再现这件纺织物，两年多来，他们做了大量田野考察，走

访了新疆、四川、河南这 3 个代表性红花产区，研究了红

花的种植特点和品质区别，特别注重对新疆的调研和考察，

因为历史上那里是红花种植传播使用的重要一站。之前，

他们在《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物理小识》

等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读到过关于红花染工艺的记载，在

国内此工艺早已失传，红花多当作药物种植而不知其染料

价值。在柳宗悦的著作《日本手工艺》中他们得知日本山

形县还保留着红花染工艺，于是专程前往寻访这个江户时

代便是重要的红花产地的民艺中心。在那里他们得知，日

本的红花主要用途仍是制作染料，山形县红花染从业者自

己种植，同时也从中国四川和新疆进口。更重要的是，日

本不仅保留了红花染色工艺，还保存着将新鲜红花制成红

花饼的工艺，大大缩小红花体积，并令红色素增多集中，

这是专门针对红花染色所用的加工方法。在日本和中国专

家的共同努力下，他们进行了红花种植和染色实验，通过

叠坯、缝绞的绞缬步骤和红花染色，最终成功复原了这件

绞缬作品，也让失传的红花染再次出现在华夏土地上。

来自日本传统绞缬和蓝染中心的名古屋有松的村濑

家族则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作为一个传承这个行业一百多

年的家族，现任第四代传人村濑裕一辈子都在和绞缬打交
Suzusan品牌由日本传统绞缬和蓝染中心的村濑家族创立，他们设计制作的现代
绞缬灯饰在欧洲各大家居展上频获大奖，绞缬配饰也深受欢迎。供图｜Suzusan

 “纤维工坊纺织艺术中心”（Fiberworks, Center for Textile Art）在1973年应运
而生。右为和田良子早期作品。供图｜Gyöngy Laky 

2014 年杭州会议
的主场展览“丝路
之缬：当代艺术”
中，来自世界各地
的艺术家带来的绞
缬作品，从古代传
统工艺的复制品，
到用新技术、多种
材料加工而成的新
式绞缬作品，林林
总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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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建军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的崔岩 ,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参考前辈等等努力，让失传的红花染再次出现在华夏土地上。供图｜杨建军

制成红花饼

拆线后晾晒

杨建军在采摘红花

缝扎

捶捣鲜红花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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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的两个儿子都留学西方，接触了当代设计理念之后

将传统工艺和现代理念相结合，创作出新一代绞缬产品。

长子村濑弘行留学英国和德国学习艺术和建筑，之后在德

国创立了 Suzusan 家族品牌，主要经营绞缬服装、配饰、

灯饰、家居纺织品。次子村濑史博在德国留学后决定回日

本加入家族企业，目前负责 Suzusan 在日本的经营。村

濑家族的座右铭是 ：不要固守传统，要创造传统。他们设

计制作的现代绞缬灯饰在欧洲各大家居展上频获大奖，绞

缬配饰也深受欢迎，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与著名时尚

品牌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çons）等都有合作。

来自艺术和技术的升华

英国姑娘黛博拉 · 米尔纳（Deborah Milner）的经

历截然不同。她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 Design）和皇家

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服装设计系，是科班

出身的时装设计师。自 1991 创立自己的服装工作室以来，

她以独树一帜不同凡响的剪裁著称，曾经和亚历山大 · 麦

昆（Alexander McQueen）等著名一线设计师合作，作品

包括英国王妃妹妹皮帕 · 米德尔顿（Pipa Middleton）在

皇家婚礼上穿着的礼服。在时装界风生水起之时，她厌倦

了商业化的设计，希望寻找一种不同的创作方式。在一次

去南美休假和旅行的途中，她发现传统手工艺的色彩和质

感与工业产品迥然不同。通过和世界知名天然美容和护发

产品公司 Aveda 合作生态文化项目（Ecoture），她得以将

自己的兴趣和创作相结合，用传统绞缬和蓝染方法完成了

一件名为“百结裙”（Knotted Dress）的作品。这件作品

把绞缬工艺中的半成品——缝制和打结的部分作为成品保

留下来，化腐朽为神奇，成为这件服装的亮点。这也是当

代绞缬艺术与雕塑等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说到创新，不能不提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

在这里，教授姜绶祥和研究员苑国祥通过材料的研究和创

新，在绞缬织品表面镀上包括金、银、铜、铝在内的多种

金属，并用激光进行表面处理，将表面纤维高温气化，去

除部分染料，刻蚀，让布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质感和效果。

他们与服装设计师合作，根据衣服的版型选择材料，设计

表面处理方式和图案，然后选择性地进行绞缬染，再通过

打裥（打褶儿）和高温高压定形完成最后形态，最后的成

品充满了太空感和未来感。传统工艺和尖端科技的结合让

绞缬这种古老的手艺在时装 T 台上大放异彩。

20 世纪初，日本曾经繁荣的家常和服市场被西式服

装代替。传统家常和服制作者发展出一套新战略用以制作

较昂贵的礼服和服，设计思路中大量运用绞缬染织工艺等

需要大量精工细作的装饰。为寻找廉价劳力，他们先是将

制作中心转移到韩国，韩国经济腾飞后，又转移到了中国。

至 1980 年代，某些类绞缬的制作已经大部分移至中

国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区。这些地区原本有着绞缬蓝染历史，

因此有许多有经验的手工艺者。但他们自身的蓝染绞缬织

品多年来工艺没有改进，除了自身穿着的民族服装，他们

制作的售价低廉的旅游产品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因此来

自日本的订单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杭州会议结束后，和田良子带着部分与会的各国艺术

家，马不停蹄地奔赴西北丝绸之路，沿途考察绞缬染织在

中国古代纺织品中的应用。绞缬能否浴火重生？至少和田

良子对此充满信心。

姜绶祥

绞缬工艺创新代表人物之一。博士 ,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英国皇家
艺术学会院士。
姜绶祥的研究工作涉及服装、家
用和产业用织物的应用，传统和
现代服饰设计研究，物理与化学
技术处理的技术方法 , 开发功能和
装饰织物。作品被中国丝绸博物
馆及旧金山艺术博物馆等收藏。

苑国祥

与姜绶祥一起从事绞缬工艺创新
工作。博士，香港理工大学纺织
及制衣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世界
手工艺协会亚太理事会（WCC-
APR）会员，美国表面设计协会（SDA）
会员。主要从事服装设计和表面
创新设计，以及品牌管理方面的
研究和应用。 
设计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展览并获
奖。设计作品“一 & 衣”被中国
丝绸博物馆收藏。

黛博拉·米尔纳将自己的兴趣和创作相结合，用传统绞缬和蓝染方法完成了一件名为“百节裙”的作品。米尔纳本身是一名独树一帜的时装设计师，曾经和亚历山
大·麦昆等著名一线设计师合作。摄影｜Manuel V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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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的姜绶祥和苑国祥通过材料的研究和创新，让传统工艺和尖端科技结合， 让绞缬这种古老的手艺在时装 T 台上大放异彩。供图｜姜绶祥

《深海》（Deep Sea） 尼龙、铝（化学腐蚀） 2008年 摄影｜张翀 《金色笔迹》（Golden Painting） 涤、银（化学镀） 2007年 摄影｜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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