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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字绣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休闲方式 ,在现代刺绣产业中发挥着时尚、趣味的优势。它给消费者带来“栽

花结果 ,自娱同乐 ,雅俗共赏”的喜悦 ,为家纺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在现代设计与生产中如何发挥传统与时尚的优

势 ,体现两种艺术的价值 ,是现代设计师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从针法、图案、产品等角度剖析了两种刺绣产品的

特点和优劣势 ,提出刺绣产品未来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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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绣简单易学和强烈的视觉效果 ,使它一进

入中国市场便得以风行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十字绣以一种休闲模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它将刺绣

与人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给消费者带来“栽花结果 ,

自娱同乐 ,雅俗共赏”的成就感 ,通过刺绣和设计能

减缓现代人生活压力 ,给人们带来时尚、情趣和休闲

的享乐。作为刺绣的一种方式 ,十字绣产业的不断

升温 ,给传统刺绣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在竞争中 ,如

何发挥十字绣与传统刺绣的优势、展现各自魅力 ,使

其产业在碰撞中得以发展和繁荣 ,是设计师面临的

一大挑战。本文将通过比较分析十字绣与传统刺绣

工艺的特点 ,提出这两种刺绣工艺在未来市场上的

发展的创新模式。

1 　十字绣

十字绣 ,是一种利用经纬交织的网格 ,将不同颜

色的线用十字交叉的方式交叉在网格上的绣法。十

字绣的历史和来源 ,目前有几种说法 :一是来自欧

洲 ,二是十字绣是我国传统刺绣艺术的一种 ,自我国

唐代就开始有这种针法了。撇开十字绣的历史文化

渊源 ,从民族、民间服饰中人们经常能看到品目繁

多、技艺精湛、图案丰富的十字绣绣品如图 1 所示就

是其典型代表。

十字绣因绣法简单、绣品高贵华丽、精致典雅、

别具风格等特点曾风靡欧洲 ,成为皇室贵族女士休

闲娱乐的“女红”[1 ] 。十字绣在我国民间俗称 :“挑补

绣”或“挑花绣”。挑花针法与刺绣不同 ,以平布作

底 ,先用线勾出轮廓 ,再按图案隔一根纱或几根纱插

针 ,经纬纱交叉呈“十”字形为“座标”,对角插针成

“×”形 ,通称“十字 花”,或作“一”字形[2 ] 。在我国

主要流行于贵州中部以云南等地区 ,挑花绣有明挑

和暗挑两种绣法。十字绣在我国民间艺术中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现和应用 ,它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世界认可和保护的艺术[ 3 ] 。

　　　　　乌克兰十字绣服饰　　　　　匈牙利十字绣桌布　　　　　　我国彝族挑花绣衣服　　　　我国苗族挑花绣衣裙

图 1 　民间十字绣服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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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绣 ,作为民间刺绣的一种常用针法 ,关于它

的传播和继承在史料上并未有详尽介绍。因此 ,可

以说它是一种刺绣方法在世界各地受到不同的关注

和人们心灵的共鸣得以使它风靡。十字绣受宠的关

键是在它将刺绣者的情感与刺绣紧密联系起来 ,人

们将它作为了一种诸如健身之类的娱乐休闲方式。

它能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 ,让人们在刺绣过

程中放松自己 ,减缓生活的压力 ,即 :既能给刺绣者

带来实用的装饰品装点美化刺绣者的生活 ,又能够

在刺绣的过程中享受自我设计、自我满足、自我实现

的价值需求。

十字绣以一种休闲时尚进入国内市场 ,从开始

到繁荣 ,只不过有几年的历史 ,但其产业却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 ,图 2 所示效果。十字绣绣品从简单的刺

绣平面效果 ,发展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产品系列

繁多的经典绣品 ,其产业占领并充斥着传统刺绣业 ,

其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平面房屋装饰　　　　　　　　细腻的人物　　　　　　　层次感强的牡丹花　　　　　　　古典的欧洲风情

图 2 　现代十字绣绣品片段

2 　传统刺绣

刺绣 ,又称丝绣 ,扎花 ,是在绸缎、布帛和现代化

纤织物等面料上 ,用丝、绒、棉等各种彩色线 ,凭借一

根细小钢针的上下穿刺运动 ,构成各种优美图象、花

纹或文字的工艺 ,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 ,

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刺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早在原始社会

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 ,华夏民族的部族联盟首领在

举行重大庆典和祭祀等礼仪活动时 ,就必须穿着绘

绣有日、月、星辰等图纹的上衣和有水藻、火等图形

的下裳 (裙)礼服[4 ] 。中国刺绣艺术在历经了中国刺

绣史上第一个全盛期 ———战国秦汉时期后 ,在唐宋

时期又达到一个新阶段 ,刺绣技术和生产得到了空

前的繁荣 ,刺绣技艺进入到巅峰时期。明清时期民

间刺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苏绣、粤绣、蜀绣

和湘绣四大名绣典型代表作如图 3。如苏绣图案秀

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 ;湘绣

强调写实 ,质朴而优美 ,巧妙地将绘画、书法、及其他

艺术与刺绣融为一体 ,有“绣花花生香 ,绣鸟能听声 ,

绣虎能奔跑 ,绣人能传神”的美誉等。还有京绣、瓯

绣、鲁绣、汴绣、闽绣等。

　　　　　　苏绣 (猫) 　　　　　　　粤绣 (八仙过海) 　　　　　　　　湘绣 (五子登科) 　　　　　　　　　蜀绣 (熊猫)

图 3 　中国四大名绣绣品代表作

　　传统刺绣以其精湛的技艺 ,精美的图案 ,典雅高

贵、地域浓郁的风格深受不同阶层、不同人士的喜

爱。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 ,女子满 10 岁就开

始学习女红及为妇之道[5 ] 。女红是古代女子重要的

生活组成部分 ,也是女性特有的休闲娱乐方式。即

便是现在 ,少数民族的一地地方还沿袭着女子从小

开始绣花的习俗。民间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

刺绣品种也很多 ,形成有自己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刺

绣艺术。以我国白族刺绣为例 ,白族尚白色 ,认为白

色是光明、纯洁、高尚、吉利的象征 ,刺绣作品常以白

色与青色搭配 ,有清爽、和平、淳朴、实在、感情真挚

的含义。青对白含有清清白白、光明磊落的意味。

纹样题材取自植物、动物、自然景观、人物及抽象意

义的图案等 ,造型丰富多样 ,蕴含着着强烈的民族感

情和生活气息。表达了白族人民对大自然和生活的

热爱 ,表达着白族人民的宗教哲学观点、祖先、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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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崇拜的文化特征 ;传递着白族人民顺应自然规

律的生态思想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和审美艺

术[6 ] 。从刺绣位置上看 ,前胸、后背、衣襟等核心位

置是主要图案的关键位置起着传承和展示的作用 ;

袖口、衣边等位置往往刺绣着经过精简提炼的二方

连续等几何纹样 ,起到装饰和加固的作用。刺绣作

品风格多样 ,雍容、典雅、高贵、细腻 ,、粗犷、俗艳尽

显其中。其应用也极为广泛 ,例如枕套、床楣、披巾、

头巾、台帷、绣服、鞋帽、戏衣等 ,也用于镜屏 ,挂幛、

条幅等。

3 　十字绣和传统刺绣的比较

3 . 1 　针法

针法是指绣线按一定的规律的运针方法 ,刺绣

工艺主要体现在针法和选配线色的技巧。十字绣的

针法单一 ,常用的有“X”“Y”“/ ”3 种 ,它们能绣出任

何图形、大小和性质的绣品。十字绣针法简单易学

是它受消费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消费者可以在短短

的几分钟内掌握十字绣的刺绣要领 ,并将之应用到

作品中。

图 4 　刺绣作品《父亲》

传统刺绣工艺繁多 ,技巧

复杂。从古至今刺绣针法极

为丰富 ,据统计经初步整理的

蜀绣针法就有套针、晕针、斜

滚针、旋流针、参针、棚参针、

编织针等 100 多种。绣法上

有 :包梗绣、镂空绣、补花绣、

贴线绣、金银线刺绣、阴影绣、

雕绣、抽绣、缎带绣、绳绣、串

珠绣等多种针法 ,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呈现出风

格各异、效果不同的绣品。刺绣人员会根据不同的

刺绣布制 ,色彩及题材 ,灵活综合运针 ,充分表现物

体形象的质感和风格。对于传统刺绣艺术而言 ,一

件精美的绣品中至少要用到的针法就有几十种之

多 ,刺绣人员必须有娴熟的技艺和较高的艺术修养。

有苏绣皇后之称的姚建萍大师历经一年时间 ,应用

几百种不同的针法 ,上万根丝线绣出《父亲》的作品 ,

见图 4。这一杰作的问世是她多年来潜心研究肌肉

造型、色彩、绘画以及刺绣针法 ,将刺绣艺术与人物

造型结合的成果。我国少数民族妇女几乎个个都是

技艺精湛的绣娘 ,与其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刺绣艺术

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3 . 2 　材料和工具

3. 2. 1 　绣线

中国市场上十字绣的绣线品种较为单一。普通

的十字绣商品 ,仅为顾客提供单一粗细的棉质纱线。

随着十字绣工艺和产业的发展 ,十字绣的绣线也在

向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变化 :如法国 DMC   提供的绣

线就有 40 多种 ,有棉线和金属线等 ,珠子、亮片等饰

品也正成为消费者喜爱装饰十字绣的材料。

传统刺绣需要绣线品种、花样繁多 :有人造丝、

涤纶长丝、棉、丝、金银线、缎带、毛线、变色绣花线

等。根据刺绣的需要 ,有时要将一根花线劈为 1/ 48

加以应用。可见其工艺要求之精细。除了绣线 ,现

代刺绣也将新型的装饰品应用到刺绣作品中 ,如 :珠

管、粒珠、金属亮片、人造宝石、贝壳等。

3. 2. 2 　基布

十字绣的绣布非常特殊呈四方网格状 ,格眼方

正 ,有如坐标图。目前我国市场上十字绣的基布质

地较硬 ,服用性差 ,一般成品作为挂链、靠垫、枕套、

窗帘、壁挂等 ,不作为贴身用服装材料。而传统刺绣

不受此限制 ,任何材质的纺织品 :棉、麻、丝、毛、化

纤、混纺、皮革、经编、纬编等都可以作为刺绣的基

布。选择绣布时刺绣人员会考虑基布的材质与刺绣

纹样的风格协调和统一。丝光滑爽的真丝刺绣服

装、内衣一直立足于高档产品之列 ,这是十字绣产品

无可比拟的。

3 . 3 　图案

十字绣图案灵活多变 ,主题丰富 ,常见的有婚

庆、圣诞、卡通、风景、动物、花卉、风情、风景、字画、

肖像、宫廷人物、寿诞等。与传统刺绣图案不同的

是 ,十字绣图案以色块构成 ,它有图案色彩的配色方

案和入线位置坐标。刺绣人员通过数线和色在坐标

图上的位置 ,在十字绣特殊面料上穿针入线。因此

在国外也把十字绣称为计算绣 ( counted cross

stitch) 。应用电脑技术 ,可以轻松将任何图片转化

成十字绣图案。将自己的照片转化为十字绣图案的

刺绣方式悄然兴起 ,将朋友、家人的肖像绣成作品作

为馈赠佳品 ,正成为一种潮流在都市中流行。

传统刺绣工艺的图案只是一张平面图 ,刺绣人

员要依靠自己对色彩的认知和掌握能力来配色。传

统刺绣纹样虽然也是品种繁多 ,风格各异 ,但是与十

字绣相比 ,其复杂繁琐的刺绣过程 ,会令普通消费者

“望而却步”。

3 . 4 　色彩

十字绣讲究色彩的过度和视觉效果 ,图案设计

偏重于色彩提取 :邻近色被减缩至几种颜色。以牡

732008 年第 5 期 　　　　　　　　　　　　　　　　　　



丹花绣品为例 ,传统刺绣工艺需要十几种色线才能

完成 ,而十字绣最多则需 4、5 种色线就可以完成 ,见

图 5。可以说如果十字绣是色块的空间混合艺术 ,

那么传统刺绣就是线性空间混合在织物上的展现。

　　　牡丹 (十字绣) 　　　　　　　双面绣牡丹 (苏绣)

图 5 　十字绣与传统刺绣的色彩比较

十字绣色彩鲜明、艳丽、色调简单且突出 ,具有

强烈的时尚性 ,传统刺绣色彩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气

息非常浓厚 ,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乡土味 ,从而使作

品落于俗艳之列 ,难登大雅之堂 ,这也是导致传统刺

绣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构图上 ,十字绣会以某个

主题为中心 ,做到重点突出 ,而传统刺绣在构图上往

往追求满地绣 ,有繁花渐乱迷人眼之嫌 ,不能达到有

效的视觉突出和强调的目的。

3 . 5 　工具和操作

同属于刺绣 ,两者使用的工具没有很多差别 ,都

是针、剪刀、图纸、布绷 ,布架等。十字绣对绣针的要

求不是很严格 ,但是它对图纸的要求比较苛刻 ,刺绣

时多一枝水溶性笔 ,会加速色线的定位 ,加快工作进

度。传统刺绣的绣花针品种繁多 ,要根据刺绣的内

容和风格选择。

十字绣对操作者没有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

度、民族条件等要求。传统刺绣在工艺、审美和创造

能力上对操作者则要求较高。虽然电脑绣花技术将

人们从繁琐的刺绣劳动中解脱出来 ,形式多样的刺

绣作品花样繁多 ,风格各异且精美。如缎带绣、丝线

绣、珠绣、亮片绣、绳绣、毛线绣、激光镂花绣等 ,在某

种程度上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刺绣的基本需求 ,但是

在个性化消费背景下 ,千篇一律的机械化雷同又给

产品的销售带来很大的压力。

4 　展望

411 　打破传统的固定模式

十字绣与传统刺绣艺术有很大的联系 ,怎样在

激烈的时尚竞争中 ,发挥二者的优势 ,让二者占领相

应的市场份额。首先 ,要打破固定习俗的模式 ,在生

产和设计中不断给消费者时尚、新颖的信息 ,最大可

图 6 　“渔”针织衫

能地激发消费者对产

品的好奇和需求。如

传统刺绣讲究对称完

整 ,在纹样布局上一般

遵循满地绣和中心位

置绣的原则。在图案

上讲究形象完整、布局

完整、意义完整 ,在人

们心中形成固定习成

的思维模式 ,减少了新颖和独创性。传统刺绣的创

新可以将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紧密结合 ,可以应用

分割、呼应、局部突出等手法 ,彰显刺绣艺术的魅力

和时尚气息。如图 6 的渔牌服饰 ,它的创意是将传

统刺绣艺术与书法艺术中阴刻和时尚元素亮片结

合 ,体现出时尚、成熟、文化、民族和艺术的韵味。

色彩设计上传统刺绣的创新在于摆脱民间刺绣

中色彩的俗艳和乡土味。体现时代、时尚、环保等意

识。流行色的合理应用是突显产品的时尚个性最为

便捷的方法。

412 　传统与现代元素的结合

“立足现在 ,展望未来”是两种刺绣产业面临的

同样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 ,各种新型元素及装

饰品 ,如人造珠宝、亮片、金属绣线、花式绣线、功能

性材料的开发和利用对刺绣产业的发展必然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 ,从其它艺术中吸取设计的灵感 ,将不同艺

术有效的融为一体也是现代设计新手段。总之 ,刺

绣产业必须从质地、花色、构图、元素、配饰等方面不

断推陈出新 ,在创作手法和创作灵感上有大的突破

和创新 ,在色彩、构图上更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的要

求。十字绣产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还有待于深入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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