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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    苏绣

内容摘要：本文以苏绣为例，以其从原生态走

向市场态的挑战、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与现

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三个方面探讨了传统

民间文化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如何获得文化

再生的问题。

关键词：苏绣  传统技艺  文化再生

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人生活

方式的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传统手

工艺日渐衰落，生产日趋艰难。而作为民间工

艺之一的苏绣却在经历考验之后生存了下来，

特别是位于苏州西郊、太湖之滨的镇湖民间刺

绣，更在这一时期焕发了生机，与手工艺整体

衰落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传统手

工艺如何在当代获得再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

问题。

一、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

传统的民间艺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

原生态的民间艺术，这主要是指仍以原生态的

形式存留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民间生活中的那

一类民间艺术，例如市场化之前的镇湖民间刺

绣。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滋养民间艺术的原

生态逐渐遭到破坏，使这类民间艺术开始走向

消亡，而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愈快，其消亡的

速度就愈快。另一种是市场态的民间艺术，如

城乡旅游市场的各类艺术品，这是文化工业的

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

术品，只是保留了传统民间艺术的形式，并在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生

产，使传统民间艺术以一种市场化形式存在。

作为民间工艺的镇湖刺绣在农业社会是以原生

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民间生活中，农业经济的

生产方式构成了其生产的经济基础。随着工业

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生态的苏绣被卷入

了现代社会和市场化的大潮中，“市场化是20

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传统民间艺术最深刻的

改造。市场化使当代传统形式的民间艺术生产

改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工业生产。”⑴ 20世纪

90年代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也表明，文化活动不

仅如从前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精神活动或意

识形态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一种

经济与产业活动⑵。于是，苏绣由传统的手工艺

品逐渐演变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品，虽

然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苏绣由原生态走向市场态是一种发展的必

然趋势，而当传统的民间艺术以商品形式出现

时，意味着它的功用和适销性要优先于品质和

艺术性。现代市场经济尤其利用民间艺术的价

值转型来实现其利益目标，它调动各种生产方

式甚至是工业化批量复制投放市场，获取利润

的动机主导着民间艺术的形式和性质，对功利

的要求超过了质量本身，艺术性让位于市场交

易所获取的利润多少，于是“不计时间的手工

劳作被驱迫得匆忙和浮躁起来，‘熟人社会’中

的商品交往形式也一律被某种更为抽象的交换

方式取代了。”⑶在这种情形下，苏绣也逐渐从

民间艺术变成了大众消费的物品，导致其质量

和品位的下降。传统手工艺品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是一种不计工时、具有创造性的手工劳动，

拒绝复制和批量生产。但是，近年来镇湖刺绣

的质量在逐渐下滑，普通绣店为了赚钱，大量

生产劣质绣品，对一些经营者来说，苏绣变成

了能够赚钱的工具，丝毫无艺术性可言，在镇

湖人眼里苏绣已从原先的工艺品变成了现在的

“工业品”，艺术的质量和内涵已经荡然无存。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和商

业价值似乎总是一对矛盾。布尔迪厄在《文化

生产的场域》中指出：符号（文化）商品是一

个双面的现实，它既是商品又是符号的载体，

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依然是相对独立

的，虽然经济的支持可能会强化其文化的资格

获取。一方面文化消费公众和经济的手段会侵

入文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在价值会拒

斥文化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市场化没

有完全抹去符号产品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区

别。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苏绣文

化原有的品质，就显得异常迫切。对待传统的

手工艺不仅要看到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要挖

掘和传承其固有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

二、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传统的手工艺品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

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由于生活

环境的变化，工艺品无论在物质功能上，还是

审美情趣上都需要找到发挥自身功能和价值的

新途径。从历史上看，苏绣最初是江南农妇支

撑家庭的手工业，然后发展成为大户人家小姐

消遣的闺阁绣，再到为统治阶级生产冕服和官

服的宫廷绣，供养和满足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

绣品的需求。而今天，苏绣开始一方面着眼于

国内市场，根据人们服饰的变化而生产不同的

产品，如绣花袄、绣花裙；另一方面积极开拓

国外的市场，生产刺绣被面、和服腰带、绣衣

等产品，其中和服腰带几乎全部出口日本，这

类绣品主要是由当时的苏州刺绣厂生产。苏绣

以日用品的商品绣形式进入了现代生活，为社

会提供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满足了社会需求，

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苏绣伴随着现代人们的

生活而存在和发展，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并相

互促进。

从苏绣看传统技艺的文化再生
Look at Cultural Rebirth of Traditional Craft from Suzhou Embroidery

叶继红  Ye J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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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服为例，日本的刺绣和服集中体现了

日用品和艺术品的统一，日本人将他们对艺术

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和服上。作为民族

服装的和服，是在中国隋唐服装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极富日本传统文化特色，千百年来与日

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直到现在，逢年过节或

在婚礼、葬礼、毕业典礼及庆祝会等隆重场合

上，和服仍是日本人的首选。另外，日本艺妓，

高级宾馆的服务人员也以和服为职业装，花道、

茶道等文化活动以及民间舞蹈和传统艺术表演

中也离不开和服。和服本身非常讲究织染和刺

绣工艺，加之穿着时的繁冗规矩，使它俨然成

了一种艺术品。为了使和服完全融入日本的现

代社会，设计师不断在花色和质地上推陈出

新，将各种大胆的设计运用在花色上，使现代

印象巧妙地融入了古典形式之中，真正成为人

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

“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因为它们

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

人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是当前生活的一部分，

它们就还是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



ART&DESIGN
2005年陆月·总第146期

009

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在它还

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的人们的需要。”⑷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苏绣提供了如服饰等

具有生活实际功用的消费品，丰富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引起精神生

活的变化，相应地就需要有类似苏绣的工艺产

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苏绣在古代主要以

实用品为主，明代露香园“顾绣”的兴起开创

了以绣仿画的工艺，使实用品发展到了艺术欣

赏品，对苏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工业

生活中，人们厌倦了机械化和标准化，反而追

求纯朴简练、宁静致远、回归自然、个性化与

原创精神，这种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正好与苏

绣等手工艺品所表征的文化相契合。因此，苏

绣成为了慰藉人们精神的文化产品之一，精神

服务的功能得到加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

要。由于种种原因，苏绣的日用品市场在减

少，但一些欣赏品却逐渐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

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外，已经退出了历

史舞台的绣品，如古代的冕服和名片袋等，作

为符号，已成为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成为

人们认识历史的凭借。总之，“任何历史悠久、

技艺精湛或风格独特的传统手工艺，都必须形

成为新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新产品，去适应

和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⑸同样，苏绣的

发展必须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文化和

生活情境本身。

三、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

从苏绣的生产方式来看，从早期的手工刺

绣到现在借助缝纫机进行机绣，再到利用计算

机进行电子绣花，苏绣的发展在不断地利用现

代科技。虽然机绣和电子绣花不能够完全代替

手工刺绣，但可以提高刺绣的生产效率，节省

劳动时间，适应了现代发展的需要。在镇湖，值

得称道的是采用电脑对刺绣画稿进行辅助设计，

它是在镇湖手工刺绣的基础上，对部分环节

（上稿）进行的工艺创新，大大提高了画师上稿

的效率，从而适应了镇湖刺绣市场的发展。尽

管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这是一个新鲜

事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说明正确处理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关系的重要性。从苏绣材料

的发展来看，现代科技在开发新材料方面也大

有作为。苏州刺绣研究所通过科学实验最近开

发出新材料—三叶异形丝，这是对传统材料

的一次突破和创新，表明了利用有关技术的新

资源以及对现存的、更为地方化的物质材料加

以重塑的必要性。⑹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其历

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在消解传统，

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传统手工艺只

有经过与现代要素的重新组合，才能融入现代

社会。例如，利用电脑在现代服饰上绣出传统

的图案，从整体上说，它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传

统文化的温馨和慰藉。应该看到，传统与现代

不是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关系，任何社会中

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

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视

传统技艺的本质特性，相反我们应该运用当今

时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不断提高我们的传

统技艺水平，处理好继承发扬传统技艺与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苏绣的发展还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关系问题。早在清末，沈寿从西方的油画、

摄影等艺术中得到启发，发现了“面光者明，背

光者阴，阳者明，阴者暗”的光色表现问题，吸

收了西洋画中讲究光线明暗的优点，首创了把

油画作为刺绣画稿的“仿真绣”，使作品达到立

体感和真实感，提高了苏绣艺术的品位和档次。

仿真绣的成功“打破了苏绣千年来以中国画为

粉本的旧框架，使西洋素描、油画、摄影照片

等皆可作为‘粉本’上绷绣制，使苏绣作品的

面貌焕然一新。”⑺这表明，仿真绣是传统苏绣

文化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而进行创新的结果。

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在原有文

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不断解构和

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文化重构的结果有两种：

“其一，某种外来文化取代原有文化；其二，外

来文化与原有文化共存、融合，或者是丰富了

原有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形成了新的文化现

象。”⑻从苏绣的实际变迁来看，走的是后一条

道路。特别是苏州刺绣研究所近年来和美国摄

影家罗伯合作开发新产品，进行了许多有益的

探索。可见，苏绣要发展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

外来文化不断创新。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是由

大量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过程的结合形成的。在

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地区既传入外来文化，

也保留原有文化，社会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

富，民众的选择也就更多。“人们认识到不仅需

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

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

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

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⑼克兰在研究

媒体与都市文化以后认为，鉴于少数第一世界

（由工业市场经济组成）的支配地位，以及全球

性文化再现与美国和西欧有关的一种特殊文化

和社会价值混合物的程度，有必要发展融会了

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真

正的全球性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

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比，常常会引起文化自觉⑽

和民族认同的意识，促使其政府和民众有意地

保留甚至加强原有的、传统的文化。费孝通教

授指出，要是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

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够真正美人之美，形成

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只

有这样，才能够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

民族间、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应该

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真谛。为了认识到地方性

知识⑾，做到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

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

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新

的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再次，需要了解世界

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

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只有在从原生态到市场态的过程中

保持其文化内涵，只有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

要，只有使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结合，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之一的苏绣才能获得再生。

注释：
⑴李砚祖：“作为文化工业的当代民间美术”，《有形与无

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

2003，第69—72页。/⑵陶东风：“市场化、世俗化及传

统与自由的关系—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文

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52—

475页。/⑶陈岸瑛：“‘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保护

什么？如何保护？”，《有形与无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论

集》，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2003，第31—38页。/⑷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社区研究与社会发

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1—36页。/⑸濮安国：

“论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的发展”，《姑苏工艺美术》，

1993，第8—11页。/⑹（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

迪：《全球社会学》，文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2001，第359页。/⑺胡金楠：“苏绣艺术发展的三个里程

碑”，《吴文化论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

第343—352页。/⑻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

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99，第73—74页。/⑼（美）戴

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何力译，学

林出版社，上海，2001，第6页。/⑽文化自觉是指生活

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

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以达到“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出自费孝通：“东

方文化与21世纪和平”，《行行重行行（续集）》，群言出

版社，北京，1997，第287页。/⑾吉尔茨在《地方性知

识》一书中说：“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

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件

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

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

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

待，还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

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

才会出现。如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

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出自（美）

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北

京，2000，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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