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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开发与非遗保护双重视野下的
苏州缂丝手工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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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 保护的推进，苏州缂丝技艺的传承危机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其

代际传承的实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活跃的市场为苏州缂丝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但潜在的问题

也使缂丝的核心技艺正在流失。文章认为，苏州缂丝作为技艺类的世界级非遗项目，核心任务是文化传

承，核心价值是“技”和“艺”的统一。以此为根基的非遗保护学术化与市场行为规范化，可以使苏州缂

丝手工艺与市场开发之间形成内向和外向的良性互动，以多样化的形式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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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of Suzhou Kesi handicraf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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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tection poli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crises of inheritance of Suzhou Kesi have
been relieved greatly． But，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 inheritance is far from being solved． The active market
brings new thought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Kesi，but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lso make the core
technology of Kesi losing． Suzhou Kesi is the world-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 Its core task is cultural
inheritance，and core value is unification of“technology”and“art”． Based on this root，the interaction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market behavior standardization can help Suzhou Kesi
craftsmanship and market development fulfill the mutual benef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mot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Suzhou K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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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起源于古埃及和西亚地区缂毛技术，经过

两千多年的发展，缂丝已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独

具东方魅力的丝织品。因为“通经断纬”的织造技

艺，缂丝悬空视之，其满幅透空的针孔，犹如万缕晶

珠，呈现出在丝绸上雕刻的效果，才有了“刻丝”“克

丝”或“剋丝”之称。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成为缂丝最

大的生产地，其缂丝作品细腻精致、浑朴高雅，在艺

术和技 术 上 都 代 表 了 缂 丝 在 当 时 的 最 高 水 平［1］。
2006 年，苏州缂丝作为织造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作为中国桑蚕丝织

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不断完善，

苏州缂丝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市场活跃

和非遗保护的双重语境中，本文通过梳理苏州缂丝

的现状、整理有益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究其

核心“技艺”传承的真实处境。

1 苏州缂丝技艺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缂丝手工艺的原型是“缂毛”，在西汉至南北朝

时期从西域传入今新疆一带。唐代传入中原时，其

使用的原料已以丝为主。唐代缂丝多应用于书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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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帐等，宋代开始，随着缂丝技艺的成熟，缂丝书画

流行。南宋时苏州的缂丝多以国画山水、花鸟为范

本，色彩丰富、工艺细密，逐渐形成典雅秀美风格。
当时缂丝名匠如松江朱克柔、吴郡沈子蕃和吴熙等

传世佳作颇多，并织款留名，故历史上就有“北有定

州，南有松江”之说［2］。
元代特殊政治背景使缂丝成为皇宫贵族制造袍

服等日用品的主要面料，开创了缂丝大量使用金彩

的先例。明宣德年间，随着国力的富强，织造再度复

兴，并重新摹缂名人书画。至明末，苏州张花村家家

有缂机，户户有工匠，被称之为“缂丝村”。清代，皇

室缂丝用品数量增多，缂织龙袍、风衣、披风和屏幛、
帘幕、被褥、枕衣、包帙、垫袱等，连乘輿、仪仗等器具

也以缂丝品装饰。自乾隆二十年( 公元 1755 年) 至

光绪十二年( 公元 1886 年) ，苏州织造局共办解缂丝

品 26 批，每批多者一二百件，少者三五件，织物主要

是蟒袍、马褂、补子等［2］58。
从清末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缂丝在

苏州衰落到冰点。1949 年后，在政府的重视下，缂丝

技艺得到恢复和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

期，因出口日本的缂丝和服腰带及贵袈衣订单的大

量增加，苏州各地纷纷建立缂丝厂，缂丝从业者最高

时达上万人。90 年代以后，随着国外市场的急剧变

化，缂丝日用品面临困境，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需

求日益减少，专业人才老化，缂丝技艺濒危。
缂丝之所以濒危，与其技艺的特殊性直接相关。

做工精细，品质高贵是以人工为保障的。历史形成

的缂丝“通经断纬”和挖织技艺，使缂织的图案正反

如一，目前这种技术只有手工才能做到，大型缂丝更

需要多人合作。因此，缂丝生产周期长，其人工成本

相当高昂［3］。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清初缂织蟒

水袍与蟒水褂至少要 70 两。《清内府藏刻丝画录》
记载，乾隆二十八年( 公元 1763 年) 缂制的一幅《五

彩无量图轴》耗时达 494 工［2］59-60。
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缂丝技艺的特殊性使得

缂丝的消费群体非常小众化，社会参与度不高也使

其艺术价值不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非遗政策的

针对性保护之下，缂丝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非遗法》明确提出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
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时任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则采

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周和平曾在 2009 年的“两会”上强调，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个民族的 DNA。2017 年 3 月，文化部出台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将进一步提高非遗保护

传承水平，增强传承活力，并开始实施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在国家政策性保护下，苏州缂丝获得了新的生

机，但其技艺困境仍然存在; 而由于市场的介入，其

保护也变得微妙复杂。本文梳理了各家缂丝机构和

艺人在非遗保护和市场开发中的发展思路，客观分

析两者对缂丝手艺传承的作用与局限。

2 作为非遗项目苏州缂丝在“技”和
“艺”的传承与创新
2． 1 缂丝手工艺“技”的传承

苏州缂丝的技术保护和传承，多体现于文物的

修复与复制，或以难度著称的炫技性创作中。宋代

以来，中国缂丝名家们的作品由于保存不善，面临发

霉、氧化甚至损坏的问题。如明清龙袍、前人缂丝名

画等历经战乱时期，如今已不再完整，亟待人们补救

复原。20 世纪 60 年代，王金山与李荣根应邀前往北

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复制宋代缂丝作品，如沈子蕃的

《梅花寒鹊》、朱克柔的《蝴蝶·山茶》等［4］。
在苏州缂丝行业中，复制龙袍最有名的当属苏

州王氏家族。从王氏第一代清廷匠师王金亭至第四

代王茂仙，代际传承至现在的第五代传人王嘉良，王

氏缂丝家族为缂丝龙袍技艺积累了大量经验［5］。王

嘉良作为江苏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与其子王建江成

功复制了明代皇帝的衮服。
祯彩堂缂丝工作室耗时 18 个月成功修复了原

作有 97 处破损的《群仙祝寿图》，还成功复制了很多

名家字画，如宋代缂丝名家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
等。除此以外，还有李荣根依照辽宁省博物馆和台

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张《八仙祝寿图》原尺寸复制

《八仙图》，以及金英缂丝艺术工作室的华惠英复制

南宋画作《山居图》制作缂丝挂屏等。
文物修复与复制也是苏州缂丝艺人向前人大师

学习的过程。唐代缂丝已创造 了“掼”“戗”“勾”
“缂”和“搭梭”( 笃门闩) ，以及刻鳞法等技法，宋代

出现“结”的技法，多用于山石、花瓣，明代发展出双

套缂法、朱缂法、缂金法等，有时还用颜色渲染补笔。
清代受西方装饰风格和其他美术工艺的影响，出现

“三蓝缂”“水墨缂”等新的装饰品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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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历史各时期缂丝技法的现代苏州艺人，

在实践中还创造了穿刺法、双面异地拼梭法、双面异

色法、双面三异缂法、子母经、缂绣混色法、缂丝毛、
透缂、凤尾戗、参合戗、木梳戗、包心戗、长短戗等［7］。
20 世纪 60 年代王金山与李荣根等试制全缂丝人物，

并且创造绞花线缂丝技法和“金地斜坡接梭法”等技

法。80 年代初，王金山通过改造织机和创新技法，达

到经面多层的要求，首创双面三异缂丝，而后俞家荣、
王嘉良等也相继创作了双面三异缂丝作品。王嘉良缂

织的图章，不会出现正反字，是缂丝的创新产品。同

时，他还创新了原有的“拉拨”技法，使整幅织物的图

案产生凹凸有致的空间立体感，增强了视觉效果［5］350。
炫技主要以精工摹缂绘画的观赏性缂丝为主要领

地。蔡氏织绣、陈晓君缂丝工作室、祯彩堂、仟亿丝吴

文康的西部民间缂丝工作室等，其中祯彩堂的唐卡缂

丝大量销往日本。缂丝佛画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人

物的面相、皮肤的晕色效果是缂丝佛画最费工和见功

底的绝活。如祯彩堂缂丝《文殊菩萨》，还在菩萨的头

光、背光的光晕处理，以及披帛飘带的透明质地处理

上，显现出了高超的技术。祯彩堂完成了长 4． 8 m，宽

4． 6 m 的巨幅缂丝《观无量寿经图》，是目前已完成佛

画中的大手笔［8］。

2． 2 苏州缂丝手工艺“艺”的拓展

苏州缂丝在“艺”层面不断向传统缂丝领地之外

作尝试性拓展，如新缂丝画，而且油画、水墨与泼墨、
抽象画、摄影作品等不断进入缂丝摹织的行列，挑战

着缂丝技艺的可能性，也打开了缂丝进入现代审美

的通道。20 世纪 60 年代，俞家荣的《天坛》吸收西方

写实油画的特点，运用多种戗色技法，首次将缂丝与

摄影相结合。陆美英《黄甲图》，首创水墨画风格的

缂丝作品。马惠娟的《云龙图》，开创了缂丝以泼墨

写意画为稿的先河。陈文祯彩堂张大千泼墨山水缂

丝作品，也是经典之作。
20 世纪 90 年代，苏州刺绣研究所的缂丝艺人和

美国室内设计师韦斯强合作，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西

方设计理念的缂丝作品，如《大卫像》《黑人女孩》
《抽象山水》等。过焕文亦以日本浮世绘为蓝本，经

试织而成的日本浮世绘精品《春雪》《九美图》《雪月

花》等，深得日本专家的好评［11］。2017 年苏州工艺

美术学会主办的第六届民间工艺家评审活动中，蔡

氏织绣《梦露肖像画》，采用了漫画形式; 御工坊缂丝

工作室送审的袁雪芹缂织的克利姆特的《吻》，尝试

寻找一种缂丝手工艺表现的独特性与摹缂对象风格

独特性合璧的通道。
另外，以设计为媒，苏州缂丝作了许多跨界尝

试。如苏州大学李超德在 2013 年的个人书画展上

展出的十二柄书画缂丝团扇，是他与缂丝艺人王明

荣老先生、制扇者蔡念群共同完成的创作。新文人

画与缂丝低调的奢华通过“透缂”的核心工艺，将绘

画、缂丝、制扇、红木制作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完成

了一次传统手工艺和现代设计的完美对话［12］。新水

墨山水画与缂丝还可以组合而成室内陈设，如祯彩

堂的屏风《远山》，而设计师范炜焱将缂丝跨界应用

于家具、陈设等，走的是传统缂丝时尚化通道。
2． 3 “技”与“艺”之间的设计

缂丝从丝织面料升华成艺术品，正在于“技”和

“艺”的完美结合。相对刺绣而言，缂织的过程不可

重复，艺人们在创作缂丝时，每时每刻的想法都融入

作品，这种再创作的过程使缂丝具有与国画类似的

不可重复的即兴表现性，构成了其“艺”的属性。
在目前的优秀缂丝艺人中，有的注重于“技”，有

的偏向于“艺”。对于新摹织对象的尝试，以及缂丝

实用品需求的上升，都对缂丝技艺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在“技”和“艺”之间，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起到了

连接技术与艺术的关键作用。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目前苏州缂丝行业中设计

师的配比非常少( 图 1) 。大部分缂丝企业或工作室，

都以传统的题材、体裁进行制作，或者在出现新样式

时互相摹仿，而新样式的出现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优秀的设计师。

图 1 祯彩堂设计人员与缂织人员比例

Fig． 1 The proportion of design staff and
weaving staff in Zhencaitang

祯彩堂设计师陈文向笔者介绍了设计师在缂丝

中的作用。首先，设计包括创意设计和制图( 图案)

设计，创意设计是一种抽象思维，并与设计师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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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密切相关。而在制图设计中，制图的准确度、工
艺性，符不符合工艺要求，会极大地影响缂织出来的

效果，需要设计师通晓缂丝的各种技法及其适合表

现的载体。比如，“拉拨”跟日本缂丝及南通缂丝是

同一种工艺，通常应用于缂丝实用品与日用品，因为

这样做出的缂丝没有缝隙，不会因面料的高低不平

而影响使用。其次，工人的技艺水平通常表现在对

图案缂织的精确度、想象力、原创力、色彩感觉及个

性表现等方面，每个师傅在根据画稿缂织时都会受

到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戗色时，他们会灵活

处理，甚至同一位缂丝师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戗色

手法。因此，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设计师与工

人之间的配合，是缂丝“技”与“艺”贯通的关键。
熟悉缂丝技艺，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比如在

创新缂丝上，陈文将日本的“罗”“絽”，中国称为双经

绞罗的布料结构与缂丝的织艺结合起来，设计出有

质感有变化的日用品图案。相反，如果设计师不熟

悉某种技艺，也就无法为手艺人设计相应的图案稿，

如双面三异技艺，缂丝设计师几乎都不懂，因此目前

的双面三异缂丝产品非常稀有。

2． 4 苏州缂丝技艺传承的成果与危机

在非遗保护政策的促进下，苏州缂丝的技艺传

承迫在眉睫的危机得到了缓解，缂丝技艺在设计的

参与下，其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历史高点。
首先，在缂丝织造的“技”的层面，无论是传统缂丝的

复制与修复，还是织造技法的新探索，苏州缂丝基本

涵盖了历史积累的各种技法，包括非常稀有的双面

三异技法，构成了缂丝作为非遗项目的核心内容。
其次，在缂丝的“艺”的层面，新缂丝画对于文人画、
油画、当代艺术等新品种的摹缂，以及与现代装置艺

术与传统工艺美术的跨界组合，都对缂丝进入现代

生活、适应当代审美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缂丝“技”的提升与“艺”的开拓相互适应，使一

些缂丝作品达到了技和艺的完美结合，如一些佛画、
唐卡精品。同时，文人水墨和泼墨画的题材也对缂

丝提出了很高的艺术要求，在技与艺的结合上，还需

要进一步的探索。
虽然与十年前相比，苏州缂丝已不再冷门，但缂

丝行业仍然非常小众。调查显示，目前苏州个人做

缂丝的主要有王明荣、丁扣女、马惠娟、李荣根、房国

萍、张磊等，缂丝工作室有王金山缂丝工作室、王嘉

良缂丝世家工作室、陈文的祯彩堂、曹美姐的仁和织

绣、陈晓君缂丝艺术工作室、施才珍的珍刻堂、朱荣

明的仟亿丝缂绣坊、范玉明的经纶无尽织绣艺术、罗
关根的翔宇缂丝、吴文康的西部民间缂丝织绣厂、谢顺

利的仁利缂丝、陆美英的兰亭缂丝工作室、华惠英的金

英缂丝工作室、蔡霞明的蔡氏织绣等，整个苏州缂丝艺

人仅有 200 多人。2017 年，第六届苏州民间工艺家申

报中，织绣类占 29%，而缂丝艺人仅占织绣类的 4%。
如果说传承困难是非遗面临的普遍困境，那么，

苏州缂丝技艺的传承问题更加突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由沈金水、王茂仙缂丝大师培养了王金

山等一批缂丝艺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传承人遵循

国家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国

家级传承人只有王金山一人，省级传承人为王嘉良，

市级传承人谈水娥和马惠娟，但这些优秀手艺人都

已步入老龄行列。
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是保证行业延续

的内部核心。而新成立的缂丝专业委员会也显示了

缂丝从业人员的普遍老龄化和受教育程度不高。以

祯彩堂为样本，其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图 2) 与文化

程度结构( 图 3) 均不堪合理。

图 2 祯彩堂从业人员年龄分布

Fig． 2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staff in Zhencaitang

图 3 祯彩堂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

Fig．3 The education level distribution chart of staff in Zhencaitang

—49—



Vol． 55，No． 10
Oct． ，2018

第 55 卷 第 10 期
2018 年 10 月

缂丝艺人老龄化、人数少、文化程度低，是缂丝

技艺传承面临的重要问题。缂丝易学难精，从入门

到缂织纹样大约需要十年，而黄金创作期也就十年

左右。国家虽然对缂丝专业艺人有一些资金补贴，

但学习缂丝的学徒没有任何鼓励政策; 即使有前来

学习缂丝的年轻人，多因“非遗”名头而来，很难坚持

日久。在相对热闹的表象下，高质量的新一代缂丝

技艺的传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技由人传”，

老一辈艺人们的技术只有被传承下来，年轻一辈的

艺人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钻研，否则，在不

久的将来，将无人能修复博物馆里的缂丝文物。因

此，缂丝技术的传承，最终将落实于新一代缂丝艺人

的栽培上［9］。然而目前，连王金山这样的大师也面

临着接班人困境的问题。

3 市场化语境中苏州缂丝发展的新思路
缂丝技艺的传承困境，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

时间成本不能保证其经济上的收益。而将缂丝置于

市场化的语境中去考虑其发展，也许会打开一些新

思路。目前，市场主导下的苏州缂丝有了一些新的

发展方向。
首先，在产品开发上，经济利益的刺激使缂丝的

产品更加多样灵活。比如，旅游产品的泛化，使地方

性文创产品越来越千篇一律。而缂丝作为一种难以

低成本复制的地方产品，反而成了一张苏州名片。
除了各家工作室的自营门店，这些文创用品也出现

在苏州平江路、山塘街、星光天地或诚品书店等人流

量较大的旅游休闲空间。缂丝的文创用品样式繁

多，如缂丝手机套、iPad 套; 缂丝、封面的笔记本、笔

袋; 缂丝宫扇、香囊、钱包、拎包到手提包，以及茶具

类的茶席、茶杯垫、茶叶包等。它们使缂丝不再是博

物馆的橱窗中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能拥有的日

常用品，也让更多人了解了缂丝［8］。
这些新产品的开发，更加关注其功能性。目前，

缂丝技术研究人员已利用高分子材料对蚕丝加以改

进，缂丝材料可以防水、防晒、防霉、防油、防污等。
为了达到缂丝面料手感的多样性，还可以通过加捻

熟丝来替代，使布料柔软，适合作为服装面料。在缂

织前期制线整经时，也有把羊毛或羊绒与真丝捻合

起来，可以使缂丝手感更柔软。而用金银箔线为经

线去缂织画面，又可使织造出来的缂丝有层次变化

的金属光感，增加了艺术观赏性。焱鼎缂丝还在原

材料中添加记忆性的化学材料，可以使缂丝面料随

意变型。
其次，在品牌打造上，缂丝先天的昂贵，使其具

有奢侈品的潜质。以近年来崛起的国际奢侈品购买

力为背景，缂丝的奢侈品牌打造应该是一个市场化

的方向，而讲好故事成为品牌打造的关键。将缂丝

产品作为奢侈品打造的主要是新生代设计师。如范

炜焱的“焱鼎”品牌，其出品的礼品、家具、家纺用品、
包袋、披肩及服饰等物体，整体或局部选用缂丝，在

设计中和其他元素相结合，突出打造一种传统与当

代完美融合的生活空间［10］。“焱鼎”的一款缂丝落

地灯，还获得了 2017 年米兰国际家具展评审特别

奖。除了范炜焱，谢晴容的“一克丝”主要将传统织

绣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有服饰、日用品、家居用

品等，近年还与玛莎拉蒂合作推出了高级定制服饰

和包包。国际化品牌的塑造，有利于缂丝走出国门，

向国际舞台推进。
再次，苏州缂丝手工艺表现出了与商业观念的

主动适应，从皇家用品向奢侈品的观念转换，以及品

种开发与现代审美的适应，如家具、灯具、缂丝屏风、
缂丝门帘等，这些在公共环境和私人空间中皆起到

装饰作用的新产品，是一条探讨传统缂丝进入现代

生活的新思路。
最后，由于商业行为的灵活性和市场化的快速

反映机制，市场开发视野下的缂丝相较于作为非遗

项目的缂丝，在产品推广上更加灵活、快捷。随着自

媒体公众平台的普及，作为一种轻便、集中、目标性

更强的宣传媒介，也成了苏州缂丝推广的有效新途

径，对于缂丝知识的普及和消费人群的拓展方面，起

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4 苏州缂丝在市场开发与非遗保

护之间的问题及应对
将缂丝置于非遗保护和市场开发的双重视野中

去考察，可以看出，围绕缂丝而产生的商业活动，在

客观上有利于缂丝的不断创新，提高其社会认知度，

普及缂丝作为非遗项目的知识。但实际的情况是，

专注于缂丝技艺的手工艺人与专注于市场推广的缂

丝企业对缂丝有着认知上的巨大差异。非遗项目保

护的公益性与缂丝产品开发的商业性，并不是天生

就能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两者有着不同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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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品类偏好的不同

自唐宋代以来，苏州缂丝以宫廷服饰和缂丝书

画为主。目前苏州缂丝产品，主要仍分为欣赏品和

实用品。比较苏州缂丝在不同语境中其品类分布的

差异: 在文化保护的语境中，如展览、收藏、比赛和评

奖场合，欣赏品的种类与数量要远超过实用品; 而在

商业产销的语境中，实用品则超过了欣赏品。
以 2017 年 5 月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梭写春秋

丝绘乾坤 首届苏州缂丝艺术精品展》为例，展品仍以

欣赏品为主，占 75%。其中，传统书画类仍居绝对优

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于缂丝企业的调查结

果。以苏州缂丝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祯彩堂

为例: 2008 年之前的欣赏品与实用品比例约为 3︰7，

2009 年至今，虽然比例略有变化，但欣赏品的销售比

例仍远低于实用品。有趣的是，虽然在 2008 年之前

的欣赏品成本与利润比为 100︰125，略高于实用品的

100︰120，但在 2009 年之后，欣赏品的成本利润比增

高到 100︰250，而 实 用 品 利 润 率 则 略 有 上 升，为

100︰150。
究其原因，祯彩堂陈文认为: 缂丝展示其技艺最

好的载体是欣赏品，但同时也意味工时更长、艺术价

值更高，相应的价值更为昂贵。因此，在展览或评奖

中，欣赏品是更好的选择; 而在经营中，实用品的受

众更为广泛。虽然欣赏品利润率更高，但其销售量

更小。对于企业来说，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实用品的

种类和数量会推出的更多一些。
4． 2 推广侧重的不同

传统的公益性推广途径主要依托于博物馆和美

术馆等公共教育空间。特别是在苏州的各博物馆和

美术馆，都已将缂丝作为一种苏州文化，融入到相关

的展览、讲座和活动中。除了上述首届苏州缂丝艺

术精品展，2017 年 8 月 18 日，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开展缂丝织艺体验活动。11 月 28 日《美在苏工》非

遗传承巡展第四季《织圣经纬》在南京九华美术馆开

展。12 月 9 日，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我

们在一条线的两端: 欧洲挂毯 VS 中国缂丝不得不说

的那些事儿”讲座等，使缂丝的推广走出苏州，走上

学术性的道路。而大部分的缂丝企业，一方面得益

于公益性普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在商业性的推广

中，突出缂丝的“贵”，而对于其基本历史和技艺文化

的内容涉及较少。甚至有些以“缂丝”打头的品牌很

少，或从不参与公益类的评奖、展览或推广活动。

4． 3 在保护与开发之间的问题与机会

因此，在看到市场化开发给缂丝带来的新思路

时，需要警惕可能存在的市场行为对于缂丝技艺的

透支性索取。一方面，商业追求利润的本性会使其

不断压缩成本，而扩大利润空间，缂丝手工艺会被剥

削成低劣的快餐式加工，真正的缂丝技艺精华反而

会被加速丢弃。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的自发性和

盲动性，也会带来缂丝产品低劣化、同行竞争同质化

的行业风险，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会使真正的缂丝被

误读。
文化保护是非遗政策的初衷。没有市场的手工

艺传不下去，而纯粹市场化的技艺类非遗又会把好

经念歪。作为商业活动的缂丝产品开发，当其原料

不再是“丝”，而其手工艺也不再是“缂”，仅是“织”
的时候，会使缂丝技艺模糊。纯粹以经济利益为目

的的市场营销，文化普及的作用以“缂丝”为名目而

进行的商业活动，对反哺缂丝手工艺的传承被质疑。
如何在非遗保护和市场开发之间找到平衡，文

化保护学术化与市场开发规范化是一条值得探索的

思路。一方面，文化保护的学术化，主要是指缂丝技

艺传承的主体，设计师和艺人们应了解多个工艺美

术门类，多方面汲取知识，在技法、材料、审美等各个

方面不断尝试，才能百炼其技，开拓缂丝创作思路。
2017 年 5 月，苏州市工艺美术学会缂丝专业委员会

的成立，使苏州缂丝新老艺人有了交流合作、资源共

享、共谋发展的专业化平台。而代际传承要考虑在

原有师徒制的基础上，借力于现代教育。可以借鉴

德国双轨制教学模式，与一些纺织院校合作，开设缂

丝相关的课程，将课堂授课与大师工作室结合起来，

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素质高、技艺成熟、职业稳定的缂

丝手工艺人。另一方面，市场开发规范化也意味着

缂丝行业的标准化。由仁和织绣发起的缂丝行业标

准将在 2018 年 4 月起实施。也许标准还有不断改进

的空间，但以行标来规范缂丝的市场行为，应该是一

个未来的方向。
学术化的非遗保护与规范化的市场开发，两者

形成的良性互动，可以使缂丝企业形成一种文化自

律，使缂丝本身已经具备了历史所积累的文化价值

和市场需求所预见的经济价值得以在向内沉淀和外

向扩张技中互相支持。“技”的传承、“艺”的拓展、设
计的创意，以及品牌打造者的文化关怀，可以塑造传

统缂丝的新形象，在国际化视野中使古老的缂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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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进入当代。

5 结 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应不忘非遗保护

的初衷，是保护一种因历史原因而濒危的文化; 另一

方面，应探索这种文化在当代的适应性。对苏州缂

丝来说，就是传承这份独特的技艺，并拓展其在当代

的价值。作为非遗项目的苏州缂丝手工艺，在市场

化语境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
非遗保护的学术化和市场开发的规范化，能使从悠

久的历史中保全下来的缂丝技艺，继续得以传承，并

在丰富多样的市场开发中，获得新的生机; 同时，经

济利益又可以反哺技艺的传承，使缂丝艺人能沉淀

匠心，在“技”和“艺”两个方面继续钻研，而这正是关

于苏州缂丝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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