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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比起神圣化和艺术化的巴

黎高级定制技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但是曾经几度濒临失传，其复

兴之路真的能一路走好吗?为此，记

者采访了宣和缂丝研制所缂丝大师

王玉祥的传人王浩然。

南通缂丝传承人王玉祥和苏州

的王金山被尊称为中国当代缂丝界

“二王”,其宣和缂丝研制所和王金

山大师工作室为中国缂丝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状：奢侈背后的清冷

《中国纤检》：据记者了解，

缂丝工艺复杂，成本高昂，加之缂

丝艺人后继人少，使得缂丝的纺织

极不容易。缂丝如今发展的一个具

体真实的现状如何?

王浩然：缂丝现在在国内生产

的规模都还是比较小的，全国现有缂

丝机应该不足百张。缂丝艺人平均

年龄也是逼近50岁了。加之中国职业

教育与工艺设计教育整体水平比较落

后，使得中国很多传统工艺都无法成

为我们年轻人在课堂上所能了解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传承来讲，现在

已经到了 紧要的关头了，国内知名

的缂丝大师都已经年逾古稀了，现在

还没有接班人的很多，有了接班人他

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经历和岁月能够将

徒弟带入正途，这些只有乞求上苍垂

怜喽!所以缂丝在传统纺织品行业当中

应该算是濒危保护品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缂丝织品

主要是销往日本，作为日本缂丝和服

腰带和一些缂丝袈裟。近年来日本经

济连年颓靡，加上全球化的进程中

“文化多样性”保护意识淡漠，使得

日本对缂丝腰带的需求逐年减少。但

就截止到今天来说，中国缂丝商家依

然无法摆脱与日本市场的关系。

作为本土消费来说。2007年我

刚刚参与到宣和缂丝的日常工作时，

百度搜索到“缂丝”相关词条只有

1300条，百度百科的缂丝介绍也只有

寥寥300来字。由于缂丝从两宋以来

的1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贵族才能消

费的奢侈品，尤其到了明清两朝更是

成为了皇家专享的殿堂级奢侈品。平

民是很难目睹它的真容的，自然民众

就不像了解刺绣那样熟知缂丝了，但

随着宣和缂丝与NE·TIGER在2009年

度中国国际时装周推出缂丝华服以

来，缂丝已经逐步走进了中国普通民

众的视野中，至少在当今媒体层面，

对它还是有一定认知的。

濒临失传技艺缂丝：如何走好复兴之路?
——专访缂丝界大师王玉祥传人王浩然

Art Tapestry Verge of Extinction: How to Take the Road to Revival?
——Interview Wang Haoran, the Heritor of Art Tapestry Master

文/特约记者    陈贝贝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联合国展览馆展示了苏州缂丝史上 大尺幅的油画体裁缂丝——

《贵妃醉酒》。世博会还为与会的各国元首夫人定制了60件缂丝旗袍，每件的价格接近10万元。8

月2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由宣和缂丝研制所制作的缂丝华服——《国色天香》于“2010增爱之

夜 感动中国”慈善拍卖晚宴上，以50万的高价成功拍出，成为当晚 受关注的拍品之一。

收藏市场上看，虽然近年来屡

屡爆出缂丝打破内地丝织品拍卖的成

交纪录，当代缂丝作品也有一平方尺

拍卖到10万元的，但这不能说明整个

缂丝行业发展得好，这个只是缂丝作

为丝织品行业第一把交椅应当享有的

价值。当下“缂丝工艺”在大众心目

当中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收藏界

也有很多人并不能清晰地分辨缂丝与

织锦。当然这个和国内丝绸业、纺织

业整体的“亚健康”发展状态也有很

大关系。

《中国纤检》：缂丝这种天衣

无缝的技艺算得上是高级定制里的

奢侈，如何将“奢侈”产业化?

王浩然：既然是奢侈品就不是

所有人都能够拥有的。首先传统工艺

要想真正实现产业化，重点还不在工

艺，而是在解放工艺。 终这个问题

涉及到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方面。

产业化也只是个愿景。一切

都在于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事

情，在我做缂丝等这一系列传统纺

织品之前或同时，都有很多人在传

统文化或手工文化这个领域，但是

问题就出在心态是否健康，如果是

以炒房、炒大蒜的心态来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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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化也就只是像风格或元素一

样，一扫而过，没有沉淀的。

前景：乐观中不乏几分堪忧

《中国纤检》：2010年4月16

日，中国顶级奢侈品品牌NE•TIGER

创制的“鸾凤双栖牡丹”缂丝华服

被首都博物馆永久珍藏，这是中国

自主品牌首次获此殊荣。对此，您

怎么看缂丝的发展前景?

王浩然：这件“鸾凤双栖牡

丹”就是我们为NE·TIGE R制作

的。本身缂丝就有别于一般工业化

商品，它集经济价值、艺术价值、

收藏价值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缂丝

的发展本来就应该回归到大众的视

野中，虽然未必需要大众都能够消

费，但至少有一个起码的认知，因

为奢侈品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

的。怎么让我们的民众认知到这些

传统工艺的价值，这个可能不仅仅

是一个研制单位所能完成的。

我个人对缂丝的发展前景还是

非常看好，我相信缂丝有这样的魅

力。缂丝与时装界的结合也促使它走

入时尚的殿堂，不再简单地只是一个

文博收藏品。这种回归是缂丝发展的

新起点，也是缂丝发展的转折。

作为传统文化继承的新生代，

我们不能仅仅凭借着勇气和激情来

继承我们的传统，更多的是需要智

慧。至少我身边聚集了一群优秀的

80后，他们放弃了很多看似优秀的

职业，我想他们是看到缂丝在不久

的将来会有一个漂亮的重生。

《中国纤检》：缂丝的服饰价

格不菲，动辄都几百万元，这是我

们国家特有的传统技术。而我们泱

泱大国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牌消费

大国，自己的奢侈品牌却有限，缂

丝具备成为中国奢侈品的特性吗?您

怎么看?

王浩然：奢侈品有三种，一种

是像日本京都等地的莳绘漆器、友

禅染、南部银铁器、九谷烧，在英

国伦敦则有像Jermyn Street 和 Savile 

Row的高级定制街区。这种是 货真

价实的殿堂级奢侈品。第二种是像

Chanel、Armani这些品牌的高级手工

定制店，为高级奢侈品。第三种就

是我们今天在中国各大商场所常见

的GUCCI、D&G、YSL等这些品牌

店，这些只能算作一般奢侈品。

三者的区别主要是：第一类

是以客户体验为中心的服务，手工

工艺延续传统，个人个性色彩少，

客户所享受到的是奢侈品内在的贴

心、合适及生活品质的提升，客户

所追求的是高端的生活方式。 值

得一提的是这类奢侈品往往不是依

托着自身的全世界知名品牌和新潮

的设计而赚取利润，服务对象主要

是社会中原有的几百年家族传承的

贵族。第二类主要是以客户需求来

服务的，依然是手工工艺制作，但

个性消费的驱使下融入了过多的个

性化的设计，客户所能感受到的是

一种适应，人对物的适应。这类高

级奢侈品主要依托了品牌和业界知

名度，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的新贵

与名人。第三类是成品销售模式，

客户所感受到得更多是品牌自身和

个性的设计，以全球时尚帝国的身

份自居，引领消费风潮，让自身品

牌与物质金钱相等，所以他们维护

的更多的是品牌，而不是工艺或客

户本身，这类奢侈品是今天中国奢

侈品消费比重中占得 多的。

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五个阶

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

应、生活方式。这样就不难看出中

国还停留在“金钱之始”与“炫

耀”阶段。中国奢侈品消费的70%

左右实际上不是由这一真正有购买

能力的群体贡献的，而是由一大群

实际上购买力不足以支持奢侈品消

费，但把某一个部分的购买力集中起

来买一些奢侈品，使自己心理上感觉

到消费了这么高档的产品。消费是需

要引导的，但好在中国现在奢侈品消

费年轻化，已经不局限于炫耀了，已

经有相当层面的人开始选择适应与生

活方式了。

今天中国奢侈品的发展很大程

度还需要依托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当

代本土奢侈品行业的发展的确很晚，

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现在很

多时候还不能把手工提升到生活品质

和生活方式这个层面，包括现在已经

趋向成熟的品牌也基本上没有达到高

级奢侈品或殿堂级奢侈品的级别，仅

仅停留在一般奢侈品的品牌化管理方

面，对于品质的追求、对于手工的认

识我们不能停留在DIY的状态，手工

是每个时代精致生活的表现。

困难：传统与时尚的完美对接

《中国纤检》：宣和缂丝研制

所，是全球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缂丝

研制的工艺研究单位。在研究缂丝

的道路上遇到了哪些难题?

王浩然：我们在研究缂丝的过

程中的确出现过很多困难，这些难题

主要集中在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之间

的对比中。 终的问题还是我们很

多时候很难有古人的那份心态来面对

工艺。现在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时代，

我们要去放弃自己的个性意识，融入

到一个工艺中，太难了，而且以诚待

物。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太难了。这个

需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回到工匠

时代，回到学徒制度。

《中国纤检》：现在整个缂

丝行业的发展瓶颈有哪些?

王浩然：现在缂丝发展的瓶颈

主要是消费认知度还不够大，其次

缂丝的制作、设计等等方面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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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场上鱼龙混杂的比较多。国

内市场将来还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段

时间去培养和巩固。设计在这里是一

个很难的学问，几乎可以说很少有设

计师对中国面料熟知的，这样的情况

下面对一个陌生的食材，再好的厨师

也很难把握住这个食材的。设计恰恰

又是缂丝是否能够重新回归市场的主

要因素之一。日本、瑞士在这方面有

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作为研究

单位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

地保护好这个工艺，因为以一个民间

出资的研究单位还不足以有力度做到

对这个行业改革化的发展，这点还是

需要依托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

持。但宣和缂丝自己现在是在打破这

个格局，在不断地实践着发展计划。

对策：亟须政府救助

《中国纤维》：现在，宣和缂

丝研制所在为缂丝走向成熟做哪些努

力呢?

王浩然：我们现在正和联合国

民间艺术国际组织在江苏准备成立

一个女红传习培训基地，当然规模很

小，旨在将1914年成立的女红传习所

的建制延续和深化；另一方面，我们

在恢复我们自己的很多传统，毕竟我

们身后有一支研究团队。

《中国纤检》：关于缂丝行

业发展，您有好的建议吗?

王浩然：这个行业要想成熟，

首先要解决技术，不能盲目地追求量

产，比如说在染料方面，我们的传统

草木染料和矿物质染料方面的技术

不行，色牢度太差，我们的丝线后

期整理、品质、种类还不够齐全。

设计上面在色彩、纹样方面我们没

有过多去好好承袭一下传统，这样

我们做不出具有鲜明民族或地域特

征的东西，而且我们的设计理念也

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在设计某种风

格或元素，而我们东方是有自己的

生活艺术体系的，我们要完善和延

续我们自身生活体系的造物设计，

这样我们才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次，这个行业一定不能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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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一定要认真、踏实地走，因为制

造业薄弱就是国家经济壁垒的薄弱。

因为制造业不是能源性、不动产这样

的产业，它更多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

持久生命力的重要指标性行业。日

本、德国、瑞士这些国家制造行业

的精尖都是凭借着踏实的脚步走出来

的。浮躁就会肤浅，同样对文化也是

一样的。不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长处

所在，且不能生成一种成熟文化应该

具有的典雅气质的话，中国将成为一

个无趣的国家，因为不知道用哪种方

式合理运用自己的资源而失去对其

他国家的吸引力。这样的中国是肤浅

的，是会被遗忘的。

第三，也是 重要的，政府

和社会的支持。传统民族工业的发

展是利在千秋的，因为这样才能有

出色的制造业。我们不能再徘徊于

“加工”这个层面了，因为这样徘

徊得时间越久，我们所消耗殆尽的

就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资本(时间、

技术、金钱)。Hermes已经在关注

中国传统手工工艺了，也试图推出

一个新的品牌线。这些都是机遇，

时机错过了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吗?

不能再出现新疆的长绒棉销往日本

生产出来的“无印良品”，我们中

国的棉农买不起的状态呀。我们要

想清楚这个背后可不简单是一个产

业是否可以存活的问题，也不简单

是一个文化要素是否存活的问题，

关乎中国是否有真正代表中国产品

的问题。以我们一人之力是可以让

缂丝、刺绣、云锦等等维持成为日

本的那种殿堂级奢侈品(而我所担心

的是现在中国没有以享受生活方式

为基础的贵族，那么我们这样的殿

堂级又会走多远呢，毕竟中国和日

本、欧洲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品

牌弱化，全民消费意识淡薄的话，

我们是不会有奢侈大牌的。在这方

面需要政府、行会极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