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缂丝文字的研究
文 / 刘安定，
李

邱夷平
强，

缂丝作为中国传统丝织品种中的一种，以摹缂书画作品的缂丝作品最富艺术特征。以缂丝文字作
为研究对象，
首先从缂丝文字的分类入手，将其分为缂丝书法和缂丝书画两大类。然后对缂丝文字的变化
外两大因素。
规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指出影响其发展的内、
研究
缂丝；
文字；

缂丝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种，又名刻丝和
剋丝。它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造，即经线

品分为缂丝书法、
缂丝书画两大类。
1.1 缂丝书法

贯穿整个幅面，纬线则按花纹轮廓，分块缂织

缂丝书法是指以纯文字作品作为粉本的

成花纹。虽然缂丝技艺源于西亚的缂毛，但当

缂丝作品，
一般以摹缂佛经、名人、名家的书法

缂毛技艺与丝织、中国书画、印章等艺术融合

作品为主。笔者根据清宫《石渠宝笈》和朱启钤

将缂
时就形成了精巧纤细、富丽高雅的中国缂丝。 （1872～1964 年）的《丝绣笔记》中的记载，
缂丝作品中的缂丝文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

丝书法细分为缂丝佛经、缂丝名人书法、缂丝

国古代书画风格转变，同时也为我们研究缂丝

名人临帖三大类。

技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缂丝文字

（1）缂丝佛经

的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将缂丝文字进行适当

缂丝佛经是最早的缂丝书法，据《丝绣笔

的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对缂丝文字的特征

记》中记载：
“五代刻丝金刚经，秘殿珠林续编

进行合理的分析，最后才能总结出影响缂丝文

著录乾清宫藏五代刻丝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纵

字变化的主要因素。

九寸一分，横二丈二尺五分，末有贞明二年九

1 缂丝文字的分类

[1]
月十八日记。……”
。
据考证，
朱启钤描述的缂

缂丝文字是指在织造过程中通过缂织的

丝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方式织入的文字，它们本身是与缂织技法相联

的金刚经织成锦（图 1）。事实上，
织成与缂丝一

系的，不同于缂丝作品中刺绣和印染上去的文

样，同样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在宋代以

字。刺绣和印染的文字都是在织物形成后加工

前通经断纬的织物一般被称为织成，从宋代起

上的文字，而缂丝文字则是在缂织过程中形成

则被称为缂丝。 [2]不难看出，五代时期（907～

的文字。笔者在考察大量清宫旧藏与民间缂丝

能缂织大量
979 年）的缂丝文字已经相当成熟，

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可将有缂织文字的缂丝作

文字在丝织物上。另据清代阮元（1764～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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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朱启钤 《清内府藏缂丝刺绣
目录》将其定义为宋代作品，其名
称才沿用至今。又如，
现藏于辽宁
省博物馆的明缂丝米芾行书诗轴
（图 3，
纵 86 厘米，
横 41 厘米），
在
黄褐色地上从右向左，自上而下
“湛露浮尧酒，
缂织深蓝色行书：
薰 风 起
舜 歌 ；愿
回 尧 舜
图 1：
金刚经织成锦

意 ，所 乐

年）
《石渠随笔》中所言：
“宋刻丝佛经一卷极得

在人和。襄阳米芾书”
。

字当以
笔情。刻丝画当以袁生贴包手为第一，

此书法缂丝完全仿宋

此经为第一。”[3]。由此可知，当时缂丝字以宋缂

代著名书画大师米芾

丝佛经最佳，只可惜这一缂丝佛经已经失传，

的书法，
体现了米芾用

无法见其真容。

笔迅疾而劲健，
欹纵变

（2）缂丝名人书法

幻，
雄健清新的特点。

缂丝名人书法是以名人书法作品为粉本

笔者认为，米芾的

的缂丝作品。清宫旧藏有宋代米芾 （1051～

书法在明代作为缂丝

1107 年）、
明代邵弥（约 1592～1642 年）以及乾

的粉本，一方面，说明

隆皇帝 （1711～1799 年，
1736～1795 年在位）

了米芾书法造诣颇深，独创“刷字”
，早已为世

等人的书法缂丝作品。如宋缂丝米芾书柏叶诗

人所崇拜。正如明代董其昌 （1555～1636 年）

（图 2，纵 103.7 厘

《画禅室随笔》中指出：
“吾尝评米字，
以为宋朝

米，横 43.7 厘米），

第一，
毕竟出于东坡之上。”[4]；
另一方面，
反映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

了米芾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在明代，像文

物院，在素地上缂

徵明 （1470～1559 年）、祝允明 （1460～1527

织米芾的行书五言

年）、陈淳（1438～1544 年）、徐渭（1521～1593

诗：
“绿叶 迎 春绿 ，

年）、王 觉 斯（1592 ～1652 年）、傅 山（1607 ～

寒枝历岁寒。顾持

1684 年）这样的书画大师都是从米字中取得书

柏叶寿，长奉万年

法的奥妙。因此，米芾书法作品在明代被作为

欢。襄阳米芾书”
，

缂丝书法的粉本就不足为奇了。

并织有“楚国米芾”

图 2：宋缂丝米芾书柏叶诗

图 3：明米芾行书诗轴

缂丝书法作品中最独特的要属草书和篆

书画印，无织工的

书作品，
草书的特点是龙飞凤舞，
斜线颇多，缂

织款和织印。其实，

织出的草书会出现锯齿形边缘。篆书笔画繁

宋缂丝米芾书柏叶

杂，横、竖、斜线则更多，不仅会出现锯齿形边

诗是明代的作品，

缘，
同时由于横、竖而产生织物结构间隙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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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织物的牢固性受到一

进行缂织，
临帖不仅体现了

定的影响。尽管如此，在

临帖对象 （即临帖的书法）

清代仍旧出现了草书和

的字形和字意，
而且还体现

篆书的缂丝书法。如现

了临帖者的艺术水平和风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格。一般来说，
清宫的缂丝

清缂丝邵弥书诗 （图 4，

名人临帖特指将乾隆皇帝

横 36.4 厘
纵 75.2 厘米，

临摹名人书法的字帖缂织

米），本色地上黑色织，

而成。乾隆作为中国历史上

缂织邵弥草书五言绝

书法水平较高的皇帝，
一生

句：
“鸡声听不住，引出

临摹名人书法的字帖颇多，

翠微间；晴壑云无迹，邻

图 4：清缂丝邵弥书诗

被其制成缂丝作品的应该

山见数湾。邵弥。”，
这幅

是他满意的临摹作品。如

缂丝作品深得邵弥草书流利、纯熟的精神。画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幅中有三枚织印：
“ 种瓜五色”、
“ 吴下阿弥”
、

缂丝乾隆御临苏轼帖轴

“僧弥”
，均为邵弥印章。

图 6：
清缂丝乾隆御临
苏轼帖轴

（图 6，纵 74cm，横 24cm），

缂丝篆书极为少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此件作品在本色地上用蓝色丝线缂织他的临

院的乾隆缂丝御制诗篆书七言联（图 5，纵 121

贴《霜余帖》，按自上至下，自右至左的书写习

厘米，横 24.8 厘米），在浅绿色地上织仿澄心

惯书写行书：
“霜余黄柑当熟，松风石溜嘈嘈，

堂描花笺。采用黑色篆体缂织乾隆皇帝的七言

屋壁间老人闲适拄杖一出也。东坡居士轼。”
。

联，
“绿艾红榴争美节，诗情书趣总怡神”，
上联

此作品缂织得精细入微，既保持了乾隆书法结

旁加织“御制诗句”四

构的圆润，又不失苏轼书法大小悬殊、用墨丰

字。这幅缂 丝对联，首

“乾隆宸翰”
“自
、
腴的笔法和娟秀的韵味。朱缂
强不息”
两印。

先，采用精美的仿澄心
堂描花笺图案作为背景

当然，乾隆皇帝的缂丝

纹样，加上浅绿色底纹，

名人临帖中也有草书临帖。

显得格外素雅、
清新。其

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次，采用古老篆体的文

清缂丝乾隆御临王羲之袁生

字，突出了古朴、肃穆的

帖卷（图 7，
纵 74 厘米，横 24

神韵。最后，
大字体的采

厘米），
这副缂丝作品是摹缂

用，又体现了缂织技法

乾隆帝御临 《王羲之袁生帖

的精湛。因此，在创意和

卷》而成，
在米色地上以蓝色

缂织技法上看，乾隆缂

丝线缂织 25 字的乾隆帝临

丝御制诗篆书七言联都堪称书法缂丝中的精

摹草书：
“得袁、
二谢书，
具为

品。

慰。袁生暂至都，
已还未？此

图 5：清·乾隆缂丝御制诗
篆书七言联

生至到之怀，
吾所（尽）也。”，

（3）缂丝名人临帖
缂丝名人临帖是将名人的临帖作为粉本

图 7：
清缂丝乾隆御临
王羲之袁生帖卷

为乾
落款
“壬申三月望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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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皇帝书法真迹。从书法上看，王羲之的笔法

些。如清缂丝青牛老子图（图 9，
纵 329 厘米，横

潇洒飘逸，又不失委婉含蓄，同时，骨格清秀，

描绘了老子骑
137 厘米）此缂丝作品幅面巨大，

可谓阳刚中不失阴柔。而乾隆皇帝的真迹则严

技法精湛，
青牛西行的图像。从织造技法上看，

谨与雄健，
不同风格的两种笔法在同一幅作品

巧妙地将缂丝、刺绣和绘染融为一体，互为补

中，不可多得。

充。主体部分采用缂丝，
在人物的须发用缉线

1.2 缂丝书画

绣，
克服了缂丝技法的局限性，而在牛毛、
牛鼻

缂丝书画特指在缂织画面中既有书法又

等细部则用笔绘染，
达到缂丝和刺绣所不能达

有绘画的缂丝作品。笔者认为，根据绘画内容

到的精微之处。画幅上方左右两侧分别缂织乾

可将其划分为宗教型缂丝书画、名人型缂丝书

隆御制诗二首，一诗作于巳卯年（1759 年），另

画、装饰型缂丝书画三大类。

一诗作于庚辰年 （1760 年）。图上缂织“乾”
、

（1）宗教型缂丝书画
宗教型缂丝书画是以宗

“隆”
、
“乾隆御览之宝”
、
“ 乾隆鉴赏”
、
“乾隆宸
翰”
、
“三希堂精鉴玺”
、
“宜子孙”七玺，印有鉴

教题材为纹样内容，并配有诗

赏和收藏印章九枚，其

文的一类缂丝作品。清宫旧藏

中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印

中的宗教型缂丝书画可分为

章有“五福五代堂古稀

佛教缂丝书画和道教缂丝书

天子宝”
、
“ 八徵耄念之

画，大多题是乾隆皇帝御赞

宝”
、
“ 太上皇帝之宝”
，

诗。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足见深受乾隆的喜爱。

的乾隆题赞释迦牟尼像轴（图

、
此外还有“秘殿珠林”

8，纵 206cm，横 86cm），释迦牟
尼像以五彩丝线和金线缂织

、
“珠林重
“秘殿新编”
定”
、
“ 乾清宫鉴藏宝”
、

图 9：
清缂丝青牛老子图

而成。九华芝盖下曼陀纷落， “琴书道趣生”、
“ 宣统

图 8：
清乾隆题赞
释迦牟尼像轴

祥云环绕，在背光的衬托下佛

御览之宝”
六印。通过缂

陀面目慈善，结跏趺坐于七宝

织的印章、钤上的印章

莲花须弥座上，右掌压左掌，

以及两首诗所作的时

仰置于足上当脐前。上方诗堂在蓝地上用金线

间，笔者认为此幅缂丝

缂织乾隆御赞行书四言诗一首“天上天下，
独

作品应是在乾隆退位后

八十
立称尊。水月道场，现此金身。三十二相，

所缂织。

尚云
种好。日是庄严，见为颠倒。 维摩天花，

三星图颂也是清代

弗若。何佛光中，
曼陀纷落。九华芝盖，
七宝莲

道教缂丝书画的常见体

台。三车法演，五叶宗开。即有即空，非空非有。

裁，如现藏于台北故宫

众生度尽，宴坐义手。壬午春正月御赞”
。 缂

博物院的缂丝御制三星

织朱白文“欢喜园”、
“乾隆宸翰”印各一方。类

图 颂（图 10，纵 155 厘

似体裁的缂丝作品还有很多，又如现藏于台北

米，横 83.5 厘米，该作

故宫博物院的清御制赞无量寿佛。

品白地五彩缂，画面中

此外，道教缂丝书画在清宫旧藏中也有一

央织福、
禄、
寿三星与五

图 10：缂丝御制三星图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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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导刊 2013 年 9 月第 3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文化：服饰考

名稚子。缀以彩云、
花卉和芝石等。作品设色鲜

沈周蟠桃仙轴（图 12，纵

明，缂织技术匀巧，在人物面部表情、须发以及

152.7 厘米，横 54.6 厘

树、石等细微之处均用到添笔，做到人物惟妙

米） 则 以 明 代 沈 周

惟肖。上方诗塘内用黑色丝线隶书缂织乾隆御

（1427-1509 年） 的蟠桃

制三星图颂：
“其畴五福，居一斯寿；福即禄也，

仙轴为粉本，由同时代

继而为偶。曰寿曰禄，资福以受；必有司焉，丽

的缂丝名家吴圻缂织的

天拱斗。旭日和风，松苍花茂；境乎仙乎，神霄

作品。这幅作品深得原

携手。相好天福，垂黻佩玖；司禄抱子，肫然慈

画的神韵，桃树下仙人

母。六星惟寿，如现于酉；岳岳彬彬，
紫垣三友。

缂织得惟妙惟肖，手捧

锡祉延龄，佑我九有；于万亿年，视此丝绺。”
。

仙桃。桃树只是缂织出

乾隆韵文《三星图颂》也曾被缂织于不同的画

粗大的树干和桃枝的局

面上，如清宫旧藏缂丝加绣乾隆御题三星图

部，这样做更能突出仙

轴，文字与缂丝御制三星图颂完全一样，但画

人的神情举止。最为重

面中的图像则所有不同。但三星的生动形象则

要的是画面的上方将沈

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周的行书题词：
“囊中九转丹成，掌内千年桃

图 12：明吴圻缂丝沈周
蟠桃仙轴

沈周。”
，
熟。蓬莱昨夜醉如泥，
白云扶向山中宿，

（2）名人型缂丝书画
名人型缂丝书画是以名人的书画作品为

印
“石田”
缂织出来，表现了沈周书法的气势雄

粉本的缂丝作品。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壮，
同时也体现了吴圻缂织技法的高超，
画面左

元缂丝双喜图轴
（图 11， 纵 78 厘
米，横 40.4 厘米）

下方缂织织款
“吴门吴圻制”
、
织印
“尚中”
。
（3）装饰型缂丝书画
装饰型缂丝书画是以装饰为目的缂丝书

是以宋代书画大

画，并不着重采用名人的书画内容，而侧重体

师王晓（？～？）的

现了一种的装饰风俗，
装饰型缂丝书画一般可

双喜图为粉本缂

分为屏风式和挂轴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织而成，整个画面

的宋缂丝孔雀图（图 13，纵 167 厘米，横 227.7

白地缂织梅花双

厘米）堪称装饰型缂丝书画中的精品，根据其

鹊，两鹊一呼一

尺寸，笔者认为，它作为屏风画面的可能性很

应，好像对话，生
动有趣。梅枝下方
缂有竹枝，有稳定
画面重心之感。右
图 11：元缂丝双喜图轴

方中间用蓝色丝

线织有诗句：
“晓风香萼独开迟，双鹊娟娟报喜
织款
时。最是上林芳信早，
分别春在万年枝。”，
为“华阳王晓”、
织印为“王哓”。
又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吴圻缂丝

图 13：宋缂丝孔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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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色
大。这幅缂丝作品在浅褐色地上五彩织，

丝织艺术品拍买会上，清

亮丽而典雅，雌雄两只孔雀游戏于牡丹、芙蓉、

缂丝八仙寿字图 （图 15，

宛若顽童。牡丹花瓣
芝石之间，
神韵真实有趣，

纵 193 厘米，横 92 厘米）

和孔雀羽毛用黄色勾边，并大量采用金线掺以

以 220 万元拍买成功。这

各种色线缂丝，表现出灿烂绚丽的质感，左上

幅缂丝 八仙寿字 图在米

方用黑色丝线缂织隶书“孔雀图”三字，织款为

色地上缂 织一个 巨大的

“开宝二年春三月，锡山华氏三留堂制”
，织印

“寿”字，在寿字的笔划边

“孝子后裔”。开宝二年即公元 969 年，由此可

缘以松、石、云彩装饰，在

知，宋代就出现过类似的装饰型缂丝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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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清缂丝八仙寿字图

寿字的笔划中巧妙地安排了西王母、仙女、福

除了作为屏风功能外的缂丝书画外，还有

禄寿三星、八仙十三位仙人，在寿字上端笔划

作为挂轴的缂丝书画。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中安排有西王母神态安详端坐于翔凤背上，且

横
清宜春帖子岁朝图轴 （图 14，纵 138 厘米，

手捧仙桃，
西王母背后的仙女则在旁手执九羽

44.8 厘 米），整

掌扇在一旁侍候着。寿字中间笔划中则安排有

体上看，这幅缂

“福禄寿”
三星拱手拜寿。寿字下端笔划中自左

丝作品是由两

至右、自上至下分别有吕洞宾、铁拐李、汉钟

部分缀合而成。

韩湘子、
何仙姑八
离、
张国老、兰采和、曹国舅、

上半部为宜春

仙，
他们形态各异，
赶往天宫为西王母祝寿。寿

帖子，以金彩云

字的上方用金丝线缂织“天锡纯嘏”
四个大字，

龙为地，用蓝色

点明祝寿的主题。

纬线在两侧分

2 影响缂丝文字发展的因素分析

别以宋体楷书

中国古代缂丝作品中的文字多种多样，似

缂织春联
“青帝

通过对中国古
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然而，

垂恩远”、
“三春

代缂织技法的发展和书画艺术风格的变化的

锡福多”
，中间
用大号字体缂

图 14：
清宜春帖子岁朝图轴

考察，
笔者认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首先，
中国古代缂丝作品中的缂织文字的字体、大小

。这幅作品文字
织横批“喜到新年百事多吉利”

受到缂织技法发展的限制；其次，中国古代各

说
的最大特色是横竖直笔很少有锯齿纹痕迹，

个时期书画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缂织文

明清代已经能很好处理文字缂织中横竖搭梭

字在缂织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帝王对

如意、
的问题。下部分为岁朝图，图中有烟花、

书画某方面的喜好对缂丝文字的发展具有积

器皿、画轴、瓜果、鱼等新年供品礼物以及儿童

极的促进作用。

玩具等岁朝景物，
生动而有趣。

2.1 缂织技法对缂丝文字的影响

寿字型缂丝书画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装

缂织技法
综观中国缂丝艺术的发展历程，

饰型缂丝书画，
这类缂丝书画的图画是在寿字

中的防竖缝技法对缂丝文字的字体和大小影

笔划的里面安排各类人物、动物、花卉、山石等

响最大，
劈丝拼线技法的产生则对缂丝草书的

景物，
融书和画为一体。如 2005 年中国嘉德公

产生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耕织堂藏中国
司举办的锦绣绚丽巧天工——

(1)防竖缝技法的完善促进了缂丝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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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一倍而已。[7]因此，
明代的缂丝书画作品中缂丝
在缂丝书法作品中搭梭技法使用得很普

文字可以达到很大的尺寸。如明吴圻缂丝沈周

遍，搭梭技术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缂丝作品

蟠桃仙轴中的文字就比前代的缂丝书画中的

因
中在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

文字要大得很多，此外，缂丝书法也在明代开

双方不相交而产生断痕。搭梭正是为了弥补这

始大量出现，
说明了防竖缝技法的进步有力地

种情况而采用的补救办法，即在断缝处每隔一

促进了缂丝文字发展。

定距离处，让两边的色纬相互搭绕一次，绕过
对方色区内的一根经丝，以免竖缝过长，形成

（2）劈丝拼线技法的产生促进缂织草书的
出现

破口（图 16）。 笔者认为，随着防竖缝技法的

劈丝拼线技法的产生对促进缂丝草书的

不断改进促进了缂丝书法的出现。搭梭技法虽

出现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书法字体中的枯笔

然能弥补横竖笔划时形成的裂缝，但如果缂织

锋芒，
看上去断断续续，
似连非连，但正因为有

书法和书画作品

了这种枯笔锋芒，
才能形成笔意贯通和气韵的

时，仍然无法达到

这也
生动。然而，
缂织这种枯笔锋芒非常困难，

满意的效果。而子

是在缂丝书法中，草书非常少见的原因。缂织

母经是对搭梭技法

草书笔锋时，
首先要对纬线的色彩进行细致的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简

分析，因此，缂丝草书的织匠必须对色彩的把

言之，就是在缂织

握非常好，
具备非常好的书法、
绘画的功底。然

垂直线时，在相应

后选择适当色彩的纬线，一般枯笔锋芒部分要

的经线（母经）部位

采用拼线、
劈丝技法。劈丝是将字体色线劈成

[5]

加拴一根细线 （子
经），然后用小梭将

图 16：搭梭缂织法组织放大图

二分之一丝、
四分之一丝、六分之一丝、
八分之
一丝。拼线是用画面底色的丝线与字体所用色

色纬缂织在子母经线上（图 17）。[6]子母经可分

线绞合在一起，形成有别于字体主体部分的色

为单子母经和双子母经两种，单子母经出现于

彩效果。拼线劈丝则是根据枯笔锋芒部分的色

元代，其原理是运用二只梭子，即甲乙二梭，
当

彩要求，选取合适的劈丝进行拼线，从而呈现

甲梭在墨样上穿一梭，而乙梭通穿纬线时跳过

将拼好的线
出断续、
虚实又连贯的感觉。最后，

墨样一根经，让甲梭挑穿。如此原地往复，
则形

与字主体部分进行戗色，这样就可以形成草书

成无竖缝单子

独特的笔锋。在清乾隆时期，
国力强盛，
宫廷又

母织造法。由此

比较重视缂丝，
从而吸收了大量具备书法绘画

不难理解，在元

才能的缂丝工匠，
进而能缂织出草书字体的书

代之前缂丝书

法作品。

画中的文字都

2.2 书画艺术风格对缂丝文字的影响

相对较小。而明

图 17：
子母经缂织法组织放大图

众所周知，
缂丝书画基本是针对书画作品

代中期以后，单子母经技法不仅应用非常广

而进行摹缂的织物，因此，各个时期书画作品

泛，而且还创造出双子母经技法。双子母经技

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缂丝作品的艺术风格。在

法与单子母技法的不同在于单子母跳一根经

五代，但直
画面上写诗题记，大概出现于唐末、

线，而双子母跳过二根经线，显得比单子母粗

也并不普遍。到元
到宋代，
直接在画面上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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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人画家，开始题大段的诗文和跋语，并以

到了清乾隆时期，
“瘦精体”
书法的程度。然而，

此配画。抒怀遣兴。这种做法被后代尤其是明

缂织技法达到缂织任何书法的程度，已经出现

清文人所欣赏，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绘

缂丝邵弥书诗、乾隆缂丝御制诗篆书七言联、

画的一大特色。[8]因此，在宋代缂丝绘画作品中

缂丝乾隆御临王羲之
缂丝乾隆御临苏轼帖轴、

很难看到诗书画一体的情形，直到元代随着诗

袁生帖卷，等等，但也不曾见到宋徽宗的缂丝

书画一体的文人画的流行，缂丝作品中才出现

书法，
这一现象又从侧面反映了帝王对书画某

诗书画为一体书画作品。如元缂丝双喜图就是

方面的喜好，
对缂丝文字的字体的发展起来一

典型的文人书画缂丝作品，当时诗书在文人画

定的刺激作用。

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同时代的缂

3 结语

丝书画作品中的诗书的大小和位置也受到这

通过对缂丝文字的分类以及影响其发展

种风气的影响，诗书文字一般不是很大，而且

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缂织技法、
书画艺术风

也在不显著的位置。入明之后，诗书在文人画

格以及帝王对书画某方面的喜好都会对缂丝

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提高，出现过诗书文字在

文字的风格起着一定的影响。首先，
缂丝技法，

非常显著的位置，并且字体很大的书画作品。

特别是防竖缝、
劈丝拼线等技法会对缂丝文字

如在明吴圻缂丝沈周蟠桃仙轴中就能看到绘

大小和字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各个时

并
画艺术风格的转变，诗文在绘画的正上方，

期的书画艺术风格也会对缂丝文字在缂丝作

且字体非常大，诗文占了整幅作品三分之一的

品中的地位和作用起指导作用；最后，帝王对

空间。总言之，书画艺术风格对缂丝作品中文

书画的喜爱同样会对缂丝文字的发展起着刺

字的变化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激作用。

2.3 帝王对书画某方面的喜好对缂丝文字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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