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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产品

缂丝纹样题材的开发与运用
缪秋菊
(江苏省丝绸工艺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江苏 苏州 215009；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轻纺系，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在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基础上，保留缂丝色彩图案的传统风格，融入现代元素和流行色彩，赋予缂丝作品更加鲜明的民族感和
时代感。从花卉、人物、吉祥和其他四方面对缂丝纹样的题材进行了梳理归类和产品开发，并对缂丝纹样的色彩运用和题材开发进行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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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ilk tapestry pattern design
MIAO Qiu-ju
(Jiangsu Silk Technology & Materials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Suzhou 215009, China; Department of Light and Textile Industry,
Suzhou Institute of Trade & Commerce,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ilk tapestry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styles of color and pattern, but also need integrate contemporary elements and popular colors, which endow
it with sense of nation, times and fashion. In this paper, four types of flowers theme, character theme, lucky
theme and other theme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ilk tapestry, and
some proposals were also made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ilk tap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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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

艺术创新的规律和开发利用的前景。

纬的装饰性丝织品，是中华民族传统技艺和民俗文化
几千年积淀的结果。由于缂丝的组织结构简单而技艺

1

纹样题材

多变，因此，缂丝作品的视觉效果和艺术观赏价值主

相比其他丝织物，缂丝是以色彩与线条取胜的，

要取决于作品纹样的设计，纹样的题材选用与色彩搭

其图案通常生动丰富。因此缂丝产品设计中最关键的

配是赋予缂丝生命力的最有效途径。

是纹样(图案)题材的选择、设计和表现。从保留下来

笔者依托江苏省丝绸工艺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

的中国各个朝代的缂丝作品来看，缂丝作品的题材

发中心的技术力量，着力进行缂丝传统工艺研究和产

以花卉和山水题材为多见[1]。为使缂丝产品风格多样

品开发，围绕着不同缂丝产品的开发，积极探索缂丝

化，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必须加入现代元素以

纹样题材的开发与运用。本文以研究中心开发并缂织

拓展缂丝产品的纹样题材。缂丝的纹样题材运用既要

的缂丝作品为例，介绍缂丝作品的纹样和题材开发运

保留色彩图案的传统风格，也应与时俱进，体现时代

用。力求在弘扬传统工艺与文化的同时，能使现代人

感和时尚性。利用各种设计手法和新技术，以大自然

更多地了解缂丝、更多地接受和选用缂丝制品。同

和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景物为素材作为色彩图案设计的

时，对缂丝技艺和装饰形式进行分析和整理，探寻其

基础，在传承传统图案色彩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能够
增添缂丝作品的新颖感和时尚感，以符合现代人们审
美的共性，体现现代艺术的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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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花卉题材
传统缂丝的纹样设计一般选用名家绘画作品中的

植物类题材，反映自然美。花卉纹样一般为平铺式的
装饰性图案，看似规矩却又不乏生动。历代缂丝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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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选用，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不同花

表、现代人喜欢的植物或花卉题材设计制作缂丝产品，

卉的喜好和赞美。

体现地方特色和现代人的审美观。图1为部分花卉题材

在研究开发花卉纹样题材时，根据产品用途和现

的缂丝作品，其作品的花卉题材主要选取于当代的绘画

代人们的喜好，开发思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借鉴利

作品和代表中国某一城市或地区的花卉，以及目前人们

用中国传统花卉题材，但在产品的色彩搭配、外观造

比较认可喜欢的花卉题材，同时在作品平面结构布局上

型、纹样布局、装裱类型等方面需进行变化，体现传

也进行了变化，图1b纹样构图采用了扇面花卉的局部布

统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二是结合具有地方性、典型代

局形式，以增加作品的层次，突出主题。

a

b

Fig.1

1.2

c

图1 花卉纹样缂丝作品
Chinese silk tapestry works of flowers patterns

人物题材

笔者在运用人物缂丝题材时进行了进一步尝试，

缂织人物类纹样题材的缂丝产品，不仅给产品设

运用了现代人所熟悉并且能接受的中国仕女类人物、

计人员提出了题材开发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要求，而且

小说《红楼梦》中的“十二钗”人物，以及中国京剧

在制织人员的艺术造诣和缂丝技艺运用手法的合理

脸谱纹样作为缂丝题材，如图2所示。这些题材本身

性、技术性和准确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动细

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缂织的技法不再单一，

腻、惟妙惟肖的人物类缂丝作品是缂丝技艺水平的最

综合运用不同的缂丝戗色技法[3]，提高了画面的生动

高体现和追求的目标。

性与形象性。

将人物类的纹样题材移植到缂丝作品中在古代即

缂织人物题材缂丝作品由于制作效率低、要求

有，为了表达题材的吉祥祝福等寓意，其缂织人物的

高，目前市场上作品极少，其开发过程中主要需要考虑

画面一般不是很大，即使是大块面的人物缂织，其缂

以下因素：首先，将传统缂丝技艺与中国特色的民族文

丝技法也主要采用平缂，方法相对简单。

化人物题材相互融合，会更加突显中国民族特色，彰显

a

b

Fig.2

图2 人物纹样缂丝作品
Chinese silk tapestry works of figur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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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其次，在人物面部及某些关键部位的缂织过

设类、喜庆类、吉利类、“福”“禄”“寿”吉祥图

程中，可进一步挖掘和创新缂丝技术手法。

案[4]等用缂丝的手法加以表现，也是缂丝产品开发的

1.3

一种途径。传统的做法往往是在缂丝作品的局部点

吉祥题材
吉祥题材纹样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

缀吉祥图案，而图3为整幅的以缂丝技法制成的奥运

葩，几千年来以特有的装饰风格和民族文化语言在装

吉祥物“福娃”、龙凤纹样和剪纸纹样“鱼”(余)

饰美术中流行，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来精神

的缂丝作品。这些作品主题突出，包含浓郁的中国

上的愉悦。吉祥图案在民间深受喜爱且应用极广，在

传统元素，蕴含着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图3c

雕刻、绘画、印染和织绣等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剪纸艺术与缂丝技艺集为一

并创造出无价的艺术财富。

体，这是笔者的首次尝试，它拓展了缂丝纹样题材

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如龙凤类、花卉类、雕刻摆

a

b

Fig.3

1.4

的应用领域。

c

图3 吉祥纹样缂丝作品
Chinese silk tapestry work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其他题材

材的纹样。如图4所示，这些题材的运用使缂丝作品

题材开发是赋予缂丝作品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

的风格与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作品推向市场的

径。笔者在开发缂丝纹样题材的过程中，结合现代人

调研中，发现这些风格的作品更容易受年轻人的青

们的审美需求，尝试并运用了油画、装饰、抽象等题

睐，适合现代风格室内软装饰使用。

a

b

c

图4 其他纹样作品
Fig.4 Works of other patterns

纹样题材不仅仅限于传统的中国图案，设计者应

规律特性，研究传统中构图、纹样和色彩运用的规律，

积极学习和运用民族传统元素，研究适应当代的历史条

从对比中找到调和的切入点，创造新的民族图案，同时

件和环境条件而形成的图案特点，以及当代艺术风格的

要吸收外来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并使之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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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大学院派设计师广为应用。但一些年龄比较大的
经验派设计师更注重他们的经验，不是太接受这种泊
来的结构设计技巧，因此有待宣传与普及。同时分解
重组的结构设计技法多被用于高档服装与T台服装的
设计中，其实在普通服装的设计中，也可以运用这种
富有艺术性的结构设计理念，使成衣时尚化，而这也
正是当今国际时装潮流之所向。一片袖的结构简单而
又朴素，但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它又是那么的多
姿多彩。特别是它与丝绸服装的亲密结合，最终绽放
出华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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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的色彩运用

上，根据作品不同用途和要求，将具有现代元素的流

缂丝纹样题材开发，色彩运用是纹样开发过程中

行色彩及运用现代新技术加工而成的新型丝线，积极

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分析从古代保存下来的

融入到缂丝作品的创作中。

缂丝作品，发现在缂丝作品的色彩选择上不同历史时
期有较大不同：其中唐朝和乾隆年间的缂丝作品色彩

3

结

语

较为亮丽，其他的大多采用素雅古朴之色；同时，由

缂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在古代便是富

于年代久远，保留至今的大多数缂丝作品其色彩已失

人及达官显贵专用的奢侈品，清代更是为皇家所垄

去缂织时的光鲜与本色。

断，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深入挖掘和研究该

在保留原有缂丝作品传统色彩的基础上，课题组

项传统技艺，有利于缂丝技艺的保护和现代开发。

对上述论及的缂丝作品的色彩运用进行了改进，在设
计缂织作品时以鲜艳明快为配色原则。首先，在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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