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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缂丝以独到的织造技术形成特有的风格，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缂丝的历史沿革与艺术特色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分

析，论述了缂丝业的市场现状，探讨缂丝产业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及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产业发展的措施，为缂丝未来的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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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织锦、刺绣、缂丝成为织绣拍卖领域的

“三大主力”，其中以缂丝 受关注。缂丝又称“刻

丝”，与苏绣并称为姐妹艺术， 早通过丝绸之路从

西域传进中原[1]。缂丝作为 早用于艺术欣赏的丝织

物，素以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带秀的艺术特点

著称，同时由于经得起摸、擦、揉、搓、洗，获得

“千年不坏艺术织品”之誉称[2]。古人以“一寸缂丝

一寸金”来言明缂丝作品的珍贵。

1    缂丝的历史与艺术特色
1.1  历史沿革

据文献记载， 早的一件“缂”工艺品，是1959

年在新疆巴楚南脱库孜来古城南北朝时期的遗址中出

土的一块“红地宝相花的汉代缂毛残片”。1973年在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系于女舞俑身

上的菱形纹缂丝腰带，据考古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

早的缂丝实物[3]。《西域考古记》中有唐代宝相花

纹缂丝文字的记载，宋代更为盛行，南宋时缂丝生产

的重心由北方移至长江下游的江浙的苏州、松江等

地。元代缂丝已用于皇室贵族袍服中，清代缂丝织造

基本上被皇族垄断，晚清以后，缂丝逐渐走向衰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为了弘扬民族艺术，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金山，在10种传统技法的基础

上又创造了多种新技法，织成双面异色异样的缂丝织

物，揭开了缂丝新的一页，同时成功地复制了南宋沈

子潘和朱克柔的作品；特别是苏州刺绣研究所成功复

制定陵出土的明代万历皇帝缂丝龙袍，充分体现了苏

州缂丝艺人的整体实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州缂

丝曾发展到历史以来的 大规模，从业者有上万人，

设备上万台。但到了90年代之后，由于市场的变化，

缂丝生产急剧萎缩，仅存几家小企业在生产。2006年

5月20日缂丝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国色天香，华服大典”上，王

嘉良等人将其织造工艺运用到中式服装中，把其文化

价值彰显得淋漓尽致，引来了无数的惊艳目光。2009

年1月《中国缂丝》专著一书出版。

1.2  艺术特色

缂丝工艺是中国织绣的瑰宝，其制作技艺十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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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是以天然蚕丝为原料，以生丝作经线，各种染色

过的熟丝为纬线，以“通经断纬或通经回纬”的手法

直接织成，表现各种不同的纹样和繁复的色彩[4]。在

简易的木制机器上，用很多竹叶形的小梭子和木梳形

的拨子，按预先在经面上画好的图案来回穿梭分块

制织[5]。纬线并不贯穿整个幅面，当花纹轮廓碰到垂

直线的时候，就留有断痕，与其他织物相比，有着显

著不同的工艺特点和风格，是双面立体感的丝织工艺

品。整幅作品完工后，悬空视之，满幅透空的针孔，

犹如万缕晶珠，仿佛像尖刀刻镂一般，正反面颜色、

造型完全相同，纹样如刻，故又称“刻丝”[6]。织物

的结构则遵循“细经粗纬”“白经彩纬”“直经曲

纬”[7]等原则，整体呈现出浑朴、高雅、艳中具秀的

特色，深受世人珍爱，古有“织中之圣”之称。另

外，缂丝的图案不同于一般刺绣那样附在底料之上，

容易勾丝或者松弛，它的成品没有底料和图案的分

割，整幅作品浑然天成，是标准的一体化结构，决定

了缂丝具有较强的可洗性能。

2    缂丝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苏州有苏绣、缂丝两项织绣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苏绣因其成功商业模式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和

熟悉，而对缂丝了解和熟知的人并不多。由于历史原

因，相当数量的国内缂丝作品流失海外。2001年以

来，一些缂丝珍品开始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缂丝

几经兴衰荣败，时至今日，在专家学者的倾力研究

下，在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支持与保护下，苏州缂丝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缂丝产业在发展的过

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能否持续有效地发展，还需

要理性管理与规划。

2.1  后继人才缺乏

缂丝虽然产品图案精美，但品种多变，批量小；

缂丝织造业所涉及的生熟丝过细，工艺处理难度大；

缂丝生产工序繁复，质量控制任务繁重，民间就有

“妇人一衣，终岁方就”的说法；织造设置精良，织

造人员必须要有耐心、细心，技术水平要求高；织造

温度、湿度要适宜，生产周期长、见效慢，成本高等

特点，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目前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年

轻人为数不多，缂丝织造面临着无人继承的难题。

2.2  市场缺失规范

缂丝业一是在管理中存在多头管理，形成都管、

都不管的局面，体制不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二是企

业生产规模小、散，织法内容互相保密，不能形成规

模化、集团化经营；三是缂丝技艺繁杂，以及所用的

材料珍贵且售价不菲，一些商人利用人们对缂丝不了

解的间隙，为了追求利益，降低成本，不惜使用一些

低劣的材料来织造缂丝，甚至用其他织物假冒缂丝抢

占市场，造成缂丝在产品质量上参差不齐。

2.3  题材局限性大

从存世缂丝题材发现，绝大多数缂丝图案是和佛

教艺术有关。从近几年来开发的产品来看，题材多是

沿用了历史遗留题材，并没有把传统题材延续性、拓

展性和多样性开发出来，更没有涉猎到生活多元开放

性特点的题材。

3    缂丝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3.1  组建专业机构体系是发展的前提

有实力的缂丝企业应积极向国家争取成为织绣机

构改革试点单位，这是缂丝产品在民众心目中树立形

象，让民众进一步认识、辩别缂丝产品的重要一环，

也将大大提升缂丝产品的地位。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经

济发展中，缂丝产业就有明显优势，这为组建织绣机

构体系提供坚实基础，也将为缂丝产业的可持续、高

速发展提供支持[8]。组建织绣机构体系可以苏州缂丝

业为主体，整合国内其他地方织绣机构，通过政府推

动、市场运作，按资质、规模等资本方式进行组建，

使缂丝业逐步成为织绣业的品牌。

3.2  集团化经营是发展的先导

随着各种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剩余劳动力大

大增加，劳动密集型的缂丝业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

力成本低廉、资源性产品丰富的优势，把剩余劳动力

就地转化成巨大的人才资源，同时吸引和增加艺术设

计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和就业。织绣机构和政府联合，

通过政策、制度和优惠措施等，促使集群内部的优胜

劣汰，调整集群内的企业，实现企业间的并购，整合

企业产能规模，增强企业的实力，进而培育出具有

竞争力的集群龙头企业。利用大规模的兼并、重组、

联合、破产，促进缂丝产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团化，

加速壮大规模实力；消除生产规模小、散的弊端，消

除织法内容互相保密的行业壁垒，创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促进优质要素的流动和配置。

3.3  题材创新是发展的根本

题材的创新可以遵循两个原则：首先立足于传统

文化的根基进行题材创新；其次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求进行题材创新。要兼顾两个原则，就要做到日用

品艺术化、艺术品实用化、文化品传播化、礼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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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饰品象征化、纪念品永久化、宣传品形象化。

同时利用缂丝产品没有底料和图案的分割、整幅作品

浑然天成的一体化结构、较强的可洗性能等特点，进

行逐类探索相应的表现形式和技术方法。

日用品艺术化，就是把做成披肩、围巾、领带、

箱包、床幔、窗帘、空调罩、电视机罩等产品，使图

案与底布整体化与立体化来增加艺术效果。艺术品实

用化，根据不同民族的信仰、崇拜用缂丝表现形式制

作成年画、门神、灶神等艺术品，去占领春节、端

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市场。文化品传播化，盛

世收藏名人字画、古物是市场规律，可以有选择地

修整、复制一些经典的传统缂丝艺术品，用来进行

拍卖、研究、展示和教育民众；还可织造有代表意义

的名人字画，它会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传播意义。礼

品收藏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互赠礼品是人

们增进友谊和亲情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利用

缂丝经得起摸、擦、揉、搓、洗的特点，做成各种吉

祥物，特别是各民族图腾等产品，作为礼品赠送给亲

朋好友；也可为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做各种庆典、会议

活动的礼品，使礼品既有欣赏价值又有收藏价值；还

可以为展博会的礼仪人员做绶带等，既有宣传本部门

和单位价值的标示作用，又可让客人留下永久印象。

装饰品象征化，一些高档建筑已开始向具有传统工艺

特色和内涵装修的方向发展，可以为政府礼仪场所、

公司会堂、星级宾馆、高级住宅及其他高雅场所进行

文化、特色装饰。纪念品永久化，可以和婚庆影楼结

合，为新婚或纪念婚姻的人们做缂丝像，又可为婚庆

影楼订做成不同季节、不同年龄、不同造型、不同性

别、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民族服饰或礼仪婚服，作

留影纪念用。宣传品形象化，可积极推行为节目主持

人及影视基地从业人员定制个性服装，为国际友人、

亲朋好友量身定做民族服装等。这样既保持其传统特

色，遵循缂丝业题材的民族性、收藏性、艺术性，又

宣传了缂丝独有的品质，还可推动缂丝业发展，促进

生产，扩大就业。

3.4  激励机制是发展的动力

缂丝产品的质量提升是需要建立和创新激励机制

的。因为人是有惰性的，但人又有较强的荣誉感，这

种荣誉感的发挥需要激励、需要激发个人和团队的潜

能。激励机制能有效发挥个人和团队的积极因素和向

上精神。竞争环境是产生激励的有效动因，创建竞争

环境的目的是提高个人和团队的竞争力，保持长久持

续的发展态势[9]。个体和团体只有在充满竞争和挑战

的环境中，才能激发态势，才能激发个人和团队活

力，克服固有懒惰情绪。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首先要建立考核机制，在充分调研和借鉴的基础

上，制定客观、合理、适用的考核标准，并同时配套

相应的激励措施，如奖惩制度、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

等执行标准，根据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制定报酬制度。

有了完善的竞争机制，就可以激活团体和个体，产生

积极效应，真正使每个团体和每位员工不断超越自

我，提高素质。

3.5  专业人才是发展的关键

缂丝人才的聚集和开发以培养与引进同步进行是

明智的办法。首先，以定单式的培养建立梯队人才培

养体制。可以让政府或专业机构牵头，让企业和一些

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签定培养协议，如设立缂丝专

业，建立缂丝研究开发基地，培养一批有深厚艺术底

蕴、懂得现代信息技术的后备队伍。聘请缂丝高级工

程人员做兼职教师，传授一些有针对性、实用性、可

操作性的技能技法课程；职业学校教师可以传授艺术

鉴赏、色彩构成、图案、设计、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来

完成学生专业课程。其次，可以根据企业自身实际，

实行多层次、多元化培养模式，根据所需求的人才，

把本企业有一定专业素质的员工送到相关学校进行培

养，也可把专家、学者请到企业进行专题讲座，通

过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达到适应缂丝业发展的人

才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建立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和机

制，促进人才的成长。再次，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在引进方式上灵活多样，采取多种聘用方式，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还可以项目、资金吸引缂

丝专业人才[10]。

3.6  设备优化是发展的基础

缂丝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加快设备的优化和更

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于器”。在不改变成品质

量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规范的缂丝生态技术标

准，和科研院校合作进行设备性能的改造和优化，使

生产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这样可使图案的设计、程

序调控、经纬线的排列等烦琐工序进一步简化，加快

制作进度，统一产品规格，降低人工生产幅度，减少

手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改良设备的同时，设备

的优化可以借鉴电动织布机、电脑绣花机、电脑缝纫

机制造经验，按缂丝织造原理使设备性能更优良，使

生产的质量比原始状态更优胜。同时还要在原材料的

品种、性能、色彩等方面进行探索，提升环保意识和

科技含量，使其适应现代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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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融资是发展的趋势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摆脱对政府投资的完全依

赖[11]。以政府投资为诱导，带动民间投资进入缂丝产

业的开发和服务中。从企业、个人、风险投资基金等

多渠道进行资金筹集，解决缂丝产业发展中的经费问

题，促进缂丝产业的发展。首先，借助热衷于文化、

艺术事业的投资实体力量来与缂丝艺人进行合作，按

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可以用知识产权、技术、人才入

股的方式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其次，组建股

份制企业，缂丝企业通过股份制来筹集股金，集中资

本进行大规模开发经营，充分利用员工和企业经济效

益紧密联系的功能，使参股人共同关心企业资产运营

并实施监督。

3.8  舆论宣传是导向

借鉴国内外弘扬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所取得

的成功经验，充分依靠专业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力量，

对现存的缂丝进行调查、收集和整理，建立起相关的

档案库、数据库和博物馆，运用文字、录像和多媒体

技术等手段，将有形的缂丝实物和无形的织造技术进

行全方位的记录、总结和展示。在缂丝博物馆中，不

仅应有精美的实物陈列和有关缂丝历史渊源、艺术特

色、工艺技法等方面的文字介绍，还应有缂丝织造的

实地演示。营造有利于缂丝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舆

论氛围，组织各类有关缂丝技术与发展的学术研讨

会，请一些知名的专家做专访，将信息传递给民众，

这比企业自己做广告要有说服力。企业应当与宣传媒

介建立紧密联系，推荐宣传企业中技术创新中的先进

事迹、先进人物，使其获得社会的承认。向行业协

会、工商界推荐技术创新杰出人物，鼓励具有技术创

新成就的员工参加相关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使其

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12]。

4    结    语
缂丝继承了中国丝织工艺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

艺术珍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要使缂丝产业重新

恢复，使之再现辉煌，更要将之发扬光大。这需要在

了解缂丝发展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缂丝

特殊的文化背景，运用合理而有效的经营管理方式，

对缂丝产业进行开发和拓展，这样才能使缂丝在未来

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缂丝古老而优秀的

丝织技艺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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