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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台绣的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
文 / 郑 红，崔荣荣
台州刺绣起源于清末浙江海门，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刺绣,同时也是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台绣能否得到传承与保护是国家、
社会与全民族的责任，文章从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两个方面浅述台
绣的艺术特质与创新特点，
分析台绣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表现以及台绣创新的原因，试图给传统手工艺在新
时代下的传承和创新以启示。
台绣；
传承；
创新；
启示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
,这

代传承人之手。第一代传人是应大玉,[3]他将雕

是唐朝诗人杜甫遐想的东海之滨。[1]台州是中

创作了
绣运用于服装、
台布、床罩等日用品上，

华下汤文化的发祥地，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

集抽、拉、
雕、
包、绕等针法于一体的全雕绣衣，

艺术。台绣作为其中之一,蕴藏着丰富的艺术

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台绣绣种。第二代传人

魅力，饱含着对文化的传承与对艺术的创新。

以林蕉莲与陈克为代表，把雕绣与万力丝、花

台绣的文化传承是指台绣所包含的物质财富

边、
盘带、
钉珠以及彩绘等工艺相结合，研究开

和精神财富在几代人之间的传递与承接的过

发出多种台绣工艺。第三代传承人林霞将台绣

程。艺术创新是指在台绣艺人在继承前人的基

与国际时尚以及当代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将

础上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台绣作为一种地方

服装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并于 1998 年注册“台

刺绣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但对其展开研究的专

绣”
商标，
使台绣走上品牌化道路。如今，台州

著与论文较少，且多为描述性作品。本文从文

刺绣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的关

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从

心与支持，
被当地政府推举为浙江省“122 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台州刺绣，有利于人

创意产业”之一，同时台绣被列入浙江省第二

们了解台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其他传

[4]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国际上美其名

统手工艺的开发与保护起到启发的作用。

曰
“东方瑰宝”
。

1 台绣的起源与发展

2 台绣的文化传承

台州刺绣最早可追溯到 1909 年，绣花在
海门天主教堂内作为发展教徒与维持生计的

2.1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社会历史积淀的产物。刺绣是一种

手段而兴起，当时仅限于教徒在教堂内生产，

传承的文化，传统上看，刺绣是家庭妇女的一

称为“天主堂花”。 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壮大，

项手工劳动，
是依靠母女家庭传承的一种手工

逐渐发展到社会上。台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三

技艺，离不开妇女一针一线的创造性劳动，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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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一代又一代绣女的巧手创造。[5]这种传承

的热爱从事着这份工作，她们对传统手工精神

文化表现在其图案纹样对吉祥寓意的文化追

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
随着绿色、
环保、

求、追求对称均衡式美的构图形式以及所传递

绿色服装越来越
生态等理念的提出，
生态服装、

的民族风俗、乡土民情等。台州人民借助刺绣

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欢迎，这也为手工刺绣艺术

传递祈福求祥的信息,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的愿景。

3 台绣的艺术创新

2.2 对真善美的集结与发扬

3.1 传统艺术特色

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真善美。台绣艺术对

台州刺绣是具有地方特色且自成一体的

“真”是指台绣
真善美的追求表现在各个方面。

传统工艺文化，作为一种现代刺绣，蕴藏着丰

艺术创作上的原发性以及创作者的身份本身

富的传统艺术特色，表现在设计题材、刺绣工

具有真实的特点，绣品不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

艺与装饰布局上。在设计题材上，既具有通俗

气息与乡土人情，而且承载着人们对真挚的情

易懂的平民风格, 又具有精巧雅致的艺术效

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善”在一定程度上

果。它采用传统图案中的花鸟虫鱼，
风景人物，

就是指台绣艺术的灵魂与内涵。不论是美丽而

凤戏牡丹、
如龙、凤（图 1）、
菊（图 2）鸳鸯戏水、

神秘的台绣源起，台绣图案中对吉祥祈福寓意

榴开百子、
鱼戏莲等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案题

的追求，还是台绣背后蕴藏的民俗故事、乡土

材，
这些图案题材均具有美好的寓意。在刺绣

人情，无一不体现出台绣艺术对善的追求。

工艺上将传统的刺绣针法融入其中，包括平

“美”不仅仅是指台绣图案的形式美、镂空艺术

针、掺针、
辫子股针（图 3）、
打籽针（图 4）、
挑花

的朦胧美，关键是它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

最基本的针法，
它们有
等。这些针法是最传统、

之中，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集各种

时单独使用，有时与其它刺绣技艺结合运用，

美好的形式与文化符号于一体，蕴藏着浓烈的

其表现的效果各不相同，
台绣艺人将这些针法

地方特色和艺术气息。

融会贯通于绣品中，使其别具风味。在装饰布

2.3 对传统手工精神的传承

局上，
观察台绣的绣品，
可以发现无论是服装，

民间刺绣品是劳动妇女一针一线运针绣制

还是绣品，
在布局上喜采用对称式布局（图 5）。

的作品，
然而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传统的手

中国人是最讲究对称平衡的民族之一。[6]对称

工刺绣以及众多的民间优秀传统手工艺术渐渐

同时也符合东方人的
式布局给人一种平衡感，

被人们忽视，
有些竟面临着消亡的险境。虽然许

审美情趣。

多国家和地区都以文物收藏的方式去保护这些
弥足珍贵的传统手工艺术，但它不能根本的解
决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种民间艺术，
其生存发
展的首要因素就是深深的扎根于本地的土壤之
中，
因此来自民间的源动力是不容忽视的，
它对
传统手工艺术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幸运的

图 1:凤纹样

图 2:菊纹样

是，
单一、
机械、
呆板、
没有灵动性的批量化产品
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又开始怀念那丰
富、
生动的手工产品来。台绣虽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开始使用机器刺绣，但其对传统手工刺绣依
然十分重视，大批的绣花工人依旧秉承对刺绣

图 3:辫子股绣

图 4:打籽针

图 5:对称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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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新特色
刺绣工艺的混用是台绣工艺新的发展方
台绣传统刺绣纹样种类繁多，在配色与选

向，
不论是常规的刺绣材料，还是新型材料，它

色时，刺绣人员需要依靠自己对色彩的认知度

们之间的混搭，
往往能突破单一刺绣带来的观

与掌握能力进行组合搭配。当前，台绣的刺绣

感。[7]不同刺绣工艺的混用能给人带来一种新

人员在选取纹样题材及色彩搭配时加入了现

的视觉效果，
台绣将传统的雕绣与贴布、镶嵌、

代设计理念。首先，表现在纹样的处理方法上，

订珠、盘带、
缂丝、绘、
印、
编等多种手工艺综合

对纹样的简化与抽象处理，使其既具有传统纹

运用。例如，
将雕绣与珠绣进行组合，
用珠绣代

样的韵味，
又脱离传统繁

替普通的绣线图案置入雕绣挖出的孔洞中，将

琐的纹样形式而具有时

雕绣本身的淡

尚感（图 6）。其次，在题

雅与珠绣的华

材上，
在传统刺绣图案的

丽观感进行中

基 础 上 添 加 了 建 筑 、风

和，得到另一种

景、几何、书画作品等题
材。台绣纹样越来越趋向

外观效果，是刺
图 6：
纹样简化与抽象处理

绣组合的新突

于多样性，现代服装中的刺绣图案的实际意义

破。又如雕绣与

已大大小于其美观与装饰意义，台绣在图案题

贴布绣的结合

材的选取上也显更加自由、多样。

图 9：雕绣与贴布绣的结合

（图 9），
这种贴布有时是平面的，
有时只固定图
案的中间部位呈现立体的效果。另外，
将传统

台绣刺绣图案纹样的布局在服装整体面

直接用彩色绣线进行刺绣的方式转变为先绣

貌的构造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台绣传统的布

单色再彩绘染色的彩绘绣也是极具地方特色

局方式是将图案放在人们最容易看到的前胸、

的工艺之一（图 10）。总之，
不同刺绣工艺在台

门襟、领口与下摆等处，平面的考虑纹样的布

绣服饰品设计中展现出了新的特点。

局而忽视了“立体装饰”在服装中的作用。因此
新时代的台绣在布局时要考虑到服装的三维
立体性、运动性，多角度的把握服装的整体效
果，既要充分考虑到服装的正、背面穿着效果，
同时也要从三维立体性的角度把握侧面在服

剪档

绣花

装中起到的承转前后的作用。例如，在制作葡
萄绣工艺时为了使其具有立体感，同时具有葡
萄的圆润晶亮，可先垫入一定的棉花和打底纱
以“针洞”
使其呈凸起的半球状，
再包一层丝线，
和“包胖”
针法绣制而得之（图 7）。又如《原·衍
生》系列作品中采用的立体蚕茧外形 (图 8)。

手绘

晒版、
定型
图 10：彩绘绣的工序

材质是刺绣的载体，是刺绣时必不可少的
要素之一。刺绣的风格特点因材质的不同会呈
在做刺绣作品时,
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因此，
图 7：
葡萄绣

图 8：
蚕茧形刺

将底料与刺绣纹样协调搭配是不容忽视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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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西湖
萄绣等多种针法，
图案有中华黄河、
等十大名胜，腰上配以龙形腰带，把中华文化
表现的淋漓尽致（图 15）。刺绣针法的丰富性有
利于创造性的表现各种题材，在刺绣时，需要
分析何种刺绣针法适合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对
图 11：真丝双绉

图 12:真丝绡

于刺绣艺人来说是需要从长时间的实践中来

的开发和充分利用

学习的。

会对刺绣的创作效
果产生影响。台绣中

3.3 台绣创新的原因
台绣在近百年的时间内不断的探索和创

的丝绸、真丝双绉

新，
其中隐藏着众多的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图 11）、绢纺是常

①适应现代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规的材料。伴随着现
代室内装饰品的应

图 13:麻质地

人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需要发生了改变,完全

用,绸、缎、
棉、
麻（图 12）、化纤以及各种流行织

传统的工艺品如若不加以创新将很难适应当

物都可被作为衬底使用，扩大了刺绣材料的应

代人的需求。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传统的东

用，同时也丰富了服饰品的内在风格。在雕绣

西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审美上都需要找到能够

服饰品设计中，应考虑到不同的材料所带来的

发挥自身功能与价值的新途经。这种新途径就

外观效果，例如，丝绸质地表现的精致美感（图

意为着台绣产品需要不断的进行自我调整以

13），
麻织物表现的自然美感等。在材质的选择

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有
过程中，
将不同材质有效并完美的结合运用，
利于塑造多种不同的风格特征。

②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台绣由原
这种趋势迫
生态走向市场态是一种必然趋势，
使台绣不得不进行创新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值

从古至今，刺绣的针法都是在艺人们的智

得注意的是在产品市场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

慧下不断挖掘和创新产生的。台绣针法从原来

台绣文化原有的品质特点就显得异常重要。因

单一的雕、包、绕，经过不断的发展，增加到抽

此，
传统手工艺的开发既要看到其可观的经济

层叠绣等 300 多种。例
绣、
拉绣、雕绣、单层绣、

效益，也要注重挖掘与传承其内在的、深层次

如，
“台绣中蛛网绣时装”中采用的层叠绣针

的文化内涵。

法，与传统的单层绣相比，其更为复杂，表现的

③传承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刺绣艺人思想

纹理效果极富立体感，
绣品

观念的变化。台绣产品的创新离不开几代传承

十分精致（图 14）。另外，
台

人的共同努力，在他们的带领下，台绣产品不

绣中真丝全雕叠袖旗袍，以

断呈现出新的花样。另外，当代的民间艺人也

雕绣技法为主，并辅以拉、

他们不仅拥有较
不同于过去土生土长的艺人，

抽、衬、镶、平绣、垫绣和葡

高的工艺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他
们突破了原有的思想观念，对刺绣拥更深刻的
认识和创作灵感。
④政府的保护和对绣女劳动的重视。尊重
绣女的社会劳动、承认她们创造的社会价值是
台州绣女最终在经济上、精神上独立自主和促

图 14：蛛网绣

图 15：真丝全雕绣旗袍

进台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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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从台绣的生产方式
看，从起初的手工刺绣到现在的借助缝纫机刺
绣，再到利用计算机进行电子绣花，台绣在发
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利用现代技术。传统手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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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营造传播传统文化和有利于传统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舆论氛围。
⑤组织传统手工艺人参加专业培训、技术
交流等活动，
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艺若要融入当代社会，就要与现代要素进行重

⑥通过鼓励、
组织刺绣经营者与刺绣能手

组，不断提高技艺水平，大胆创新，同时处理好

参加各种展览、展销等活动，让传统手工技艺

传承传统技艺和运用现代科技二者的关系。

走出去。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知名度。

4 启示

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一方面要坚持传统；

传承和创新始终是民间工艺研究中的一

另一方面，
还要面对未来。台绣注重对传统文

个重要课题。传统手工艺品要想更好地得以传

化的传承，
同时在发展的道路上也不乏不断地

承并放射奇异光彩，应尽可能的将新的文化内

探索和创新，
将新思维、
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引

涵注入其中，
广收博采，
大胆创新。民间传统手

入台绣的服饰品设计中，注重画稿设计和民间

工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努力继承和发展民间

刺绣针法的结合,注意材料和多种工艺层面的

传统手工艺是当代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

拓新, 注重服饰品风格与装饰性工艺的结合，

台绣的发展现状给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的发

为刺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下以几点启示：
①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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