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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broidery art is one of the uniqu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mbroidery art absorbs many advanced cultural factors and has its own philosophical idea and 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eriod, the trend of embroider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is changing,
because embroidery is no longer a must in people's life, people's attention to embroidery is also gradually
decreasing, which affects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embroidery art and clothing design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mbroidery art, and give
embroidery art a wider range of development space, but also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peri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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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刺绣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行程中刺绣艺术吸收了众多文化的先进因素，并且具备了自身的哲学理念和意义。新时
期背景下，刺绣发展和提升的趋势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刺绣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人们对于刺
绣的关注也在逐渐下降，影响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将刺绣艺术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能够推进刺绣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给予刺绣艺术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完善与优
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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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传统刺绣概述

将传统的刺绣工艺与当下的时装设计相结合，能够
展现出时装设计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我国在艺术创
作的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在长时间的文化积淀中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形式[2]。

2.1 苏绣
苏绣，作为将江苏省苏州地区为中心囊括整个江苏
的刺绣绣作的总称。苏州位于江南地区，自身的自然环
境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为苏州的丝绸生产奠定了良好
的圣体基础，并且在太湖周围，自然环境的优美也能够
为苏绣的形式和手法奠定良好的基础。苏州的妇女借助
良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多样化的丝线，
生动形象的自然景观等等进行了优化和创作。在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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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进程中苏绣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趋势和特
点，在色彩上丰富多样、颜色明快协调；在线条上刚劲
又不失柔美；在针法运用上灵活多变，富有生机，并且
伴随着大量的绣娘在自身的工艺中精益求精，奠定了苏
绣极强的历史文化地位。现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将苏绣
称为“东方明珠”。
在苏绣的欣赏层面上能够展现出秀品的景物远近
之分，一动一静下似乎能够与绣品中的景物进行交流和
共通，绣品中的人物宜喜宜嗔，表情形象丰富，具有生
动性，花苗鱼虫都是生活中的常见景物，在秀品的表现
上更是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在苏绣的针法构成和使用的过程中主要是套针的
形式，在针线相交接的位置难以明显看出针线之间的缝
隙。并且在色彩搭配上基本使用四种不一样的同类色线
亦或是相近色来进行搭配，进而能够展现出刺绣作品的
丰富多样、色彩斑斓。在刺绣的过程中仍旧有自身独特
的发展形式，例如在物象存在深浅较为明显的变化中，
留下一条空线。这样一来能够展现出刺绣自身的流畅感
和层次感。苏绣在花样表现的过程中形象处理较为整齐，
进而人们在对苏绣进行评价的时候通常用“平、齐、密、
细、匀、和、顺以及光”这八个字来进行表述。

2.2 蜀绣
蜀绣又名“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为中
国四大名绣之一。刺绣的工艺指的是在丝绸或者是其他
的布料中使用蚕丝线进行刺绣。蜀绣是我国传承时间最
长的刺绣工艺之一，具有清丽明艳、工艺精湛的特点。
蜀绣自身的艺术底蕴较为丰富，并且在刺绣作品中
表现出明艳动人的色彩、平整扎实的针脚、严谨认真的
技术等特点。蜀绣使用的丝线有较为粗松和较为紧致的
丝线两种，在丝线的选择上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标准，
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成就了蜀绣的盛名。
根据相关的统计研究表明，蜀绣具有 130 多种，12
类不同的刺绣形式，在四大名绣中排名第一，其复杂程
度和繁多工艺可见一斑。在蜀绣作品中常见的刺绣形式
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在
蜀绣中对于针脚的要求也十分详细，需要“针脚整齐，线
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在刺绣的过程中更是能够
使用多样化的刺绣形式，针法变化多端，粗细相继、虚
实相合，能够表现出刺绣景物自身的灵动性和多样性。
这种刺绣的形式能够将花鸟鱼虫精细的雕刻出来，在宏
观角度上能够将山水景致再现在布料上。与此同时刻画
人物的过程中也宜喜宜嗔、神态各异。经过不断的研究
和革新，当下的蜀绣刺绣有逐渐衍生出了不同的针法，
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表现人物发髻的“螺旋
针”，表现鲤鱼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不同的刺绣形式
能够给予蜀绣更为完善的技术，以及更富有表现力的作
品。

2.3 粤绣
粤绣是广州刺绣和潮州刺绣的总称，是中国四大名
绣之一。在唐朝阶段粤绣已经具备自身的价值和体系，
唐玄宗时，岭南节度使张九皋进献精品刺绣给杨贵妃而
获加官三品。明代，广东海外贸易兴盛，明正德九年，
一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并将绣袍献给
国王，得到重赏，粤绣从此扬名海外。
粤绣集中了潮绣的做工精湛、广绣的色彩鲜明。粤
绣展现的主要载体是戏服，戏服的色彩表现上较为夸张
鲜明，使用的颜色多为红色、绿色、紫色等颜色较为夺
目的色彩，在进行刺绣布局上基本上使用较为稠密的形
式，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布料
上基本上没有空隙，即便是在整体构图上存在一定的空
隙，也会使用花草、景物进行填充，显得整体的刺绣表
现十分紧凑热闹。在粤绣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的技艺载
体是男性刺绣工人，与其他地区的女性刺绣工人相比，
男性刺绣更喜好长针站着施绣。
粤绣在表现的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在明朝中期
出现了实质性的提升，自身的艺术表现为使用多样化的
丝线，除丝线、绒线外，也用孔雀羽毛捻楼作线，或用
马尾缠绒作线，刺绣作品的质感约会因为丝线种类的选
择发生自身的变化。上文中已经提到了粤绣在色彩的表
现上十分鲜艳夺目。花纹样式繁多，并且皆为满绣。绣
品品种丰富，有被面、枕套、床楣、披巾、头巾、绣服、
鞋帽、戏衣等，也有镜屏，挂幛、条幅等。
粤绣在刺绣的过程中针法也与以上的刺绣形式不
同，主要的有洒插针（即擞和针）、套针、施毛针。使
用的布料也多为织金锻或钉金绣。刺绣作品自身的表现
力十分明显，在众多鲜艳色彩的衬托下，刺绣作品鲜艳
夺目、花团锦簇、轰轰烈烈，集聚岭南风情[3]。

3.中国传统刺绣图案的特点
3.1 图案题材丰富
在中国刺绣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文化
背景，即便是简单的日常图案也能够衍生出多样化的刺
绣形式。例如纹理就拥有云纹、龙纹、雷纹等不同的形
式，纹理在刺绣作品上主要能够表现刺绣作品祥瑞如意
的理念。在进行山水花鸟图案的刺绣上能够展现自然景
物的多变和灵动。在对于人物的塑造上刺绣也具有自身
的特点，能够将简单的人物刺绣赋予情节性和故事性，
增加了刺绣作品的精神含义。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强服
装设计进程中的创新性和时尚性[4]。

3.2 图案本身具有很强的写意特点
古代的妇女借助良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多样化的丝线，生动形象的自然景观等等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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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创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刺绣逐渐形成了
自身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在色彩上丰富多样、颜色明快
协调；在线条上刚劲又不失柔美；在针法工艺上灵活多
变，富有生机，并且伴随着大量的绣娘在自身的工艺中
精益求精，奠定了刺绣极强的历史文化地位。刺绣作品
与服装设计相结合展现出的时尚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形式和典型特点，能够有效的引导我国服装设计的
稳定发展。
在刺绣工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蕴含着大量绣娘
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憧憬，在构建景物的过程中并不刻意
追求刺绣的准确性和还原度，而是重视对于刺绣工艺的
人传神表现，使用较为抽象的形式传达深远的哲学艺术
内容，在图案写意的背后蕴含着极为深远的哲学意味。

3.3 图案的色彩及构图都十分饱满
苏绣的针法构成和使用的过程中主要是套针的形
式，在针线相交接的位置难以明显看出针线之间的缝隙。
并且在色彩搭配上基本使用四种不一样的同类色线亦
或是相近色来进行搭配，进而能够展现出刺绣作品的丰
富多样、色彩斑斓。在刺绣的过程中仍旧有自身独特的
发展形式。
在蜀绣中对于针脚的要求也十分详细，需要“针脚
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在刺绣的过程中
更是能够使用多样化的刺绣形式，针法变化多端，粗细
相继、虚实相合，能够表现出刺绣景物自身的灵动性和
多样性。这种刺绣的形式能够将花鸟鱼虫精细的雕刻出
来，在宏观角度上能够将山水景致再现在布料上。与此
同时刻画人物的过程中也宜喜宜嗔、神态各异。
粤绣集中了潮绣的做工精湛、广绣的色彩鲜明。粤
绣展现的主要载体是戏服，戏服的色彩表现上较为夸张
鲜明，使用的颜色多为红色、绿色、紫色等颜色较为夺
目的色彩，在进行刺绣布局上基本上使用较为稠密的形
式，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布料
上基本上没有空隙，即便是在整体构图上存在一定的空
隙，也会使用花草、景物进行填充，显得整体的刺绣表
现十分紧凑热闹。

4.刺绣在服装与服饰设计中的创新与应用
4.1 传统图案与现代刺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刺绣在发展进程中基本上是通过手工刺绣体现在
人们的衣着服饰和饰品上，具有一定的艺术展现局限性。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和欣赏方式
的不断变化，刺绣在服装设计与装饰工艺中的展现形式
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给予人们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也
能够展现出刺绣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例如，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是皇室专用的，平民百
姓不能够随意使用，而在现代化的技术中龙凤呈现的图

案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刺绣中，而是能够通过印刷等不同
的形式展现在服装设计中。并且能够在刺绣的过程中将
传统意义上的刺绣、珠绣两者进行有效融合，其中也能
够涵盖雕花、镂空等不同的表达形式，给予现代民众多
样化的审美体验。

4.2 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注重其形式美感
在古代社会中对于刺绣图案的引申义和内在思想
重视程度较深，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和阶级属性，而在
当下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刺绣已经从多样化的社会隶属
关系中脱颖而出，转变为符合人们审美感受的艺术形式。
通过对多样化的刺绣形式的展现，引导人们认识到我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种展现形式是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的二次发展和弘扬，也是刺绣自身在新时
期中的传承和发展。
例如，在一部分的品牌设计中大量使用了传统文化
中的龙图案，在封建社会中这一图案的使用是具有极强
的阶级属性的，而当下则是简单的中华文化的展现和定
位，能够在服装设计的基础上表现出极强的民族文化，
给予我国服装设计中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4.3 传统图案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刺绣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和独特性，
这种特点在展现刺绣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往往也限制了
刺绣的发展空间，在现阶段的服饰设计进程中，刺绣已
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对于布料和形式的规定中，而
是能够在不同材质的布料上展现出来。能够为现阶段的
服装设计中增添自身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现阶段能够使
用刺绣的布料有绸缎、棉麻、皮革、特殊新型材料等等，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刺绣自身的发展空间，给予刺绣崭新
的发展市场。

4.4 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在传统文化中不同的图案应用在不同的衣着服饰
上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能够展现一定场合和时期中
对于服装的需求。但是在当下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将现代
审美形式和特点与传统形式相结合，以现代人审美观为
基础将两者进行有效融合，从而把现代审美意识与传统
纹样背后蕴藏涵义充分展现。保证刺绣艺术在现代服饰
的设计中得到良好的应用和发展，奠定刺绣艺术在当下
社会中的良好发展基调和空间[5]。

4.5 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众多具有
深刻内涵的哲学思想。其中既有代表性的是崇尚自然，
返璞归真，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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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更加和谐的生活
环境，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刺绣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也融入了这种思想，即便是各
个历史发展阶段刺绣家崇尚的指导思想有所不同，但是
对文字线条的和谐，间架结构的对称，是长久不变的理
念。刺绣中错落有致，文墨适宜，轻重有度的形式无一
不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美学体验[6]。
克己修身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
位，儒家文化中讲人生划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中修身指的是完善自身的思
想道德水平，是整体建设中的基础部分。刺绣发展的进
程中，克己修身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在刺绣学习的过程中，想要获得更高层次上的进步应该
加强自身的练习，排除生活中的影响和干扰，求得刺绣
学习中的自律精神。第二，儒家文化将人品和书品联系
在一起，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与日常的
阅读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刺绣学习能够有效提升人的
素养。
结束语
在刺绣与现代化服装设计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根据
相关的历史渊源、历史进程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制定
相关的发展政策、发展条例，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健全
相关的开发和保护机制。将刺绣艺术与服装设计相结合，
能够推进刺绣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给予刺绣艺术更为宽
广的发展空间，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完善
与优化。促进刺绣文化以合理有效的形式进行开发和利
用，同时也应当提倡社会上的舆论分享和教育，提升民
众对刺绣文化的重视程度，引发民众对刺绣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有效推进刺绣文化的建设事业进程。

[6] Feng Yu.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forms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technology in modern clothing
design [J]. Art education, 2018 (12):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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