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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似锦？
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发展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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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锦是南京乃至中国、
世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映射着南京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勤劳。在经
济快速发展的当下社会，
拥有诸多优势的南京云锦面临着知名度亟需提高、图案趋向单一、升级创新困难、
缺乏集团化优势等问题。南京云锦和 V. GRASS 的强强联合为其产品行走高端化路线奠定了基础。理顺高端
定位、精工制作、
亲民高端、
雅致营销、现代化企业化管理等环节，有利于南京云锦产品高端化发展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南京云锦顺势“走出去”，对于中国的文化推广和与世界的文化互鉴、共同繁
荣，亦有着良好的催化作用。
南京云锦；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势；
问题；高端化路线

1 引言

以及文化精神有被淡忘的趋势，这也是目前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

国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尴尬境况的现实

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

写照。在和国际日益接轨的当下，
非物质文化

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
“根”
与“魂”
。保护

遗产如何在国内外舞台上不断靓丽自我、突破

和传承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1]非物

自我、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实现健康、可及性

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越式发展，
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课题

承载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文明

之一。

的品格风骨。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保护

李克强同志在 2017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国“文化强国”的战

中明确提出：
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厚植工匠文

略所需，也是丰富繁荣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

化，
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
完善激励机

截至 2013 年，中国有 38 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

制，
培育众多
“中国工匠”
，
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数量居

“中国品牌”
，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世界第一位。[2]到 2014 年，中国已有四批总计

恰因此，
笔者选择了在南京极具南京特色、
浓结

于
1，
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

着南京工匠精神的南京云锦作为探讨中国非物

2006 年 5 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质文化遗产发展路径的切入点，
通过问卷调查、

产目录。作为南京乃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文献查证以及走访大师等路径挖掘南京云锦的

重要成员，南京云锦可以追溯到 1,590 年前，

面临挑战，
历史蕴含，
分析南京云锦当下优势、

一直承载着南京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勤劳。[3]在

探讨南京云锦的未来发展路径，为非物质文化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南京云锦的辉煌历史

文化互鉴提供建设
遗产的升级换代、
文化推广、

2017-03-09；

201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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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参考和借鉴。

日本、
韩国、新
国、
法国、
比利时、
挪威、奥地利、

2 南京云锦历史蕴含

加坡、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

南京云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丝制工艺品
之一，是至善至臻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
有着“寸锦寸金”的美誉，自古至今受到国人喜
爱甚至推崇，
在当下依然吸引着国内外的眼球
和关注。云锦色泽灿烂，如天上云彩，故名云
锦。云锦品种主要有三类，
即库缎、
库锦、
妆花。
“云锦”之名起源于南朝时期，特指加饰金银薄

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手工织造操作表演、展
销。
2010 年，
第 63 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
范
冰冰身着云锦材质的龙袍礼服惊艳亮相。
2013 年，劳伦斯·许把云锦礼服推上了巴
黎时装周，
一名叫“绣球”
的 7 岁中国女孩穿着
云锦礼服靓丽全场。[4]

的织金锦。从字形上看，云锦的“锦”字，
由“金”

在 2014 年上海 APEC 会议期间，与会领导

字和“帛”字组合而成。《释名·采帛》中写道：

人身着锦缎面料、亦庄亦谐的唐装依次步入上

“锦，
金也。作之用功重，
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
服。”从该句话语可以看出，在古代，云锦贵如
金，
只有达官贵人才穿得起。在明代，云锦因大

海科技馆，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注入了新鲜血
液，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5]
在 NE.TIGER 2009 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

量采用金线而成为皇室的专享品。古代云锦多

上，南京云锦完美地展现了悠久的云锦技艺。

织龙织凤，图案及颜色都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感人一幕发生在谢幕时：总设计师张志峰携手

当然龙在中西方文化蕴涵方面有着显著差异。

两位古稀老人微笑登场，一位是曾经为皇家制

南京云锦在图案设计、作品展示、文化推广等

作龙袍的缂丝世家第五代传人王嘉良，
另一位

方面需要适当关注，尽力接西方地气的同时凸

是把几近失传的本缂丝工艺复兴的缂丝大师

显南京云锦的固有特色。

王玉祥。恰是在两位“国宝级”艺匠亲自领衔

3 南京云锦发展历程

下，NE.TIGER 2009华服系列最为精妙的缂丝

南京云锦诞生的标志，作为独立的丝织品
种登上历史舞台，是东晋时期建立的锦署（东

工艺部分顺利制作完成。[6]
所有这些均昭示着南京云锦这一民族传

晋义熙十三年，公元 417 年）。南京云锦在各个

统工艺珍品的前程如花似锦。

时期的织造机构和发展状况见表 1。

5 南京云锦现存问题

表 1：南京云锦织造机构和发展状况一览表
时期

织造机构

发展状况

元代

主要是官办织造机构主
“东织染局”
“西织染局” 持和管理，用来满足宫廷
、
和官吏的消费需求

明代

“内织染局”、
“ 神帛堂”、 皇室对锦的需求和要求
“供应机房”、
“ 岁造有定 越来越高，从而推动了民
数”
间织锦技术的创新

清代

江宁织造局

吸收西方的花式和织法，
增加了锦缎花式和花色

民国时期 无

战火连天，一度衰落

新中国成 南京云锦研究所
立后 （传承单位）

再次获得新生，云锦发展
体现时代特征，云锦用途
广泛

4 南京云锦当下优势
近年来，南京云锦研究所先后应邀赴美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但是面临
的问题也是多面的、棘手的，例如资金不足、技
艺传承、
管理提升等。为了清晰了解南京云锦
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笔者进行了“南京云锦，
前程似锦？”
的问卷调查。问卷由五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个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性
别、年龄、职业等（第 1~3 条）；第二部分是大
众对云锦的了解程度（第 4~9 条）；
第三部分是
消费者对云锦的购买力度及购买原因等消费
问题（第 10~12 条）；第四部分是大众对云锦的
特色、
价值以及云锦采用机器手工织造的认识
（第 13~16 条）；
第五部分是大众对云锦未来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第 17~18 条）。调查对象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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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人：74 名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80 位 2016

锦相比，南京云锦的木机妆花、挖花盘织等工

届南京农业大学新生家长，46 位南京市民。收

艺截至目前依然无法被机械化生产完全替代。

回问卷 200 份，
有效问卷 145 份。数据显示，
受

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产量偏低

访对象中，比较了解的不足 10%，愈 60% 根本

以及与时俱进的现实需求和传承云锦的强烈

不了解；感兴趣的为 50%；买过工艺品的仅有

愿望，促使南京云锦研究所与东南大学、浙江

20%，其中经常购买的仅 1%。受问卷调查激励，

大学等合作开发了南京云锦 CAD 辅助设计系

笔者走访了南京云锦研究所和南京云锦博物

统，
实现了南京云锦设计、
意匠过程的电脑化；

馆，所获信息与问卷调查的数据基本吻合。综

借助电脑挑花，完成了挑花结本半自动化；电

合考虑后，笔者认为，南京云锦需要处理好四

成功实现部分云
脑提花和手工挖花盘织联手，

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中

锦产品的半机械化生产。[8]但是，
任何科技创新

突破自我、顺势而为、再上层楼。

都是一把双刃剑，
电脑技术在助力南京云锦发

（1）南京云锦的知名度亟需提高。调查问

展的同时，亦给其产品设计提出了全新挑战：

卷显示，南京云锦在南京远未达到应该享有的

①受电脑屏幕限制，直观意匠图上图案整体比

知名度，何谈在国内外其他地区显赫、
畅销。

例协调性的难度增大，
电脑上轨迹转弯的生硬

（2）南京云锦在织造上未形成集体化优势。

线条很难呈现出实际云锦纹理织路的美感；[9]

资料显示，目前南京市有 4 家云锦注册织造机

但它
②南京云锦虽然印刻着宫廷文化的烙印，

构：南京云锦研究所、南京博物院、金梭云锦织

毕竟是南京云锦艺人智慧和技艺的产品，寄托

造研究所和南京织锦厂。它们往来极少，
几乎

并融入了工匠巧手为代表的平民百姓的鲜活

是独立发展。[7]分布在民间的小作坊不计其数，

纹样和变化色彩。机械化生产极易使云锦样

制作的云锦时常以次充好，更有厂商将绸缎假

冲淡南京云锦独具的
式、
图案趋于单一、
呆板，

冒云锦产品在市面上销售，致使消费者和正规

人文元素和文化蕴含。南京云锦集中国传统吉

厂家蒙受多样损失。

祥图案之大成，非机器生产的南京云锦所能彰

（3）南京云锦图案创新难度较大。对南京

显并传递的。若为追求批量而放弃品格，
这样的

云锦研究所和夫子庙街区店铺进行多次实地

南京云锦自然失去固有的魅力和靓丽的光环。

考察之后发现：①南京云锦图案多集中于龙、

6 南京云锦发展态势

凤、牡丹；②南京云锦图案的种类、数量呈递减

南京云锦工艺复杂，文化底蕴丰厚，自身

趋势；③南京云锦开发成本偏高，特别是前期

力图将
价值高。而 V. GRASS 致力于高端品牌，

设计图的制作，致使很多南京云锦厂商不再聘

中国时尚带向国际一线市场，
双方的匠人之心

请专门从事设计的工艺美术师，转而直接购买

及精湛手工艺不谋而合。 [10]2015 年 7 月，V.

现成的南京云锦图案，时间稍久，新鲜图案的

GRASS 时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南京云锦研究

南京云锦设计图越来越少；④专家、学者挖掘

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这之前，
南京云

和保护的力度稍弱，一些经典图案几近失传，

南京云
锦研究所主要是运营南京云锦博物馆、

一旦失传恐怕再无机会得以传承；⑤每套南京

锦工艺品及少量服饰销售，盈利水平一般。与

云锦图案都有固定口诀，新的图案创作需要设

公司营销部门经理沟通后获悉，转型初期的南

计、谱写新的口诀，这无疑增加了南京云锦在

京云锦虽然目标尚未完全明朗，但公司拟从设

制作上创新、
突破的难度。

计能力、
品牌运营、
渠道开发等优势出发，进一

广西
（4）南京云锦与成都蜀锦、苏州宋锦、

步发挥协同创新效应，融合南京云锦特有的文

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
但是与其他三大

化元素，逐步把南京云锦打造成高端轻奢品

24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七年

十月 / 第六卷

第五期

牌，推向国际一线品牌。[11]强强联合为云锦产

（3）高端路线顺应时代潮流，效益显著。

品走高端化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 年，彭丽媛一身国产品牌的高端定制服

6.1 高端路线定位

饰，在国内刮起一波跟风潮，之前国人比较陌

高端产品一般具有这样三个特征：①人群

生的高端定制服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奥巴

消费 水 平高； ② 价格 昂 贵； ③品 牌 附 加值

马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穿戴的服装品牌给服装

—商品蕴含的意义、价值和地位认可度
高——

公司带来总计约 27 亿美元的经济收益。随着

高、满意度高、经济效益高。所谓“国际一线品

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服装消费正悄然发生着

牌”通常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普通产品品质

变化：对品牌的认知和偏好增强，消费档次继

销售奢侈品价格；一种是以中档品质的产品销

续提升；开始尝试奢侈品消费，时尚化和个性

售高价，迎合不成熟的“高端产品”喜好者；一

化需求进一步涨升；开始注重消费感受和服

种是真正的顶级品，手工定制为主，以经典时

务。[15]从目前看，高端服装定制业务有着巨大

尚的款式和上乘的品质赢得成熟且有实力的

的潜在市场。数据显示，
中国每 1，
400 人中就

消费者。[12]在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

有一个是千万富豪，全国约有 96 万个千万富

克强同志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

豪、
6 万个亿万富豪、
4000 个十亿富豪和 200

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

个百亿富豪，
这些人掌控了中国 80%的财富。[16]

提品质、创品牌。综合考虑云锦自身特点、
V.

更有服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服装定制需求，

GRASS 品牌以及服装业的现状和趋势，笔者认

定制消费的能力。由此可见，
走高端路线在一

为：南京云锦产品拟走的高端路线，应该是“国

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时尚潮流的必然选择。

际一线品牌”中的第三种——
—手工定做，重品

6.3 向高端路线迈进
走高端路线可行，但是持续成功地走高端

质，
款式经典时尚。
6.2 走高端路线的依据
（1）南京云锦包括精湛技艺和上等材质，

路线绝非易事。南京云锦趋向高端路线，
不意
味着仅是价格的高端，
更是品牌格调和享受的

为高端路线提供了必需的前提条件。云锦用料

高端。南京云锦在高端路线进程中不能淡化了

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多姿，集

文化——
—“文化”云锦才是社会想看到的南京

历代丝织工艺之大成。

云锦，有着中国人情、温度的南京云锦才能在

（2）始创于 1997 年的 V. GRASS 是中国高

国际化市场立稳脚跟并有效反拨国际社会对

端女装引领品牌，秉承“优雅于心，维美于形”

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褒扬。为此，笔者建议

的品牌理念，融合中西方设计精髓，选用高品

南京云锦在五个方面创新思维、精心谋划、夯

质面料，致力于修身廓形，凭精湛工艺为都市

—全方位、多视
实基础、打造精品、雅致营销——

女性制作时尚优雅时装。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

角、高品位地设计、制作、展示、营销南京云锦

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吉祥云锦品牌，和中国传

产品。

统手工艺面料这一稀缺性题材公司成功联合，

（1）理清思路，给南京云锦精准高端定位。

彰显了 V. GRASS 专注于时装行业，传承国宝

南京云锦在元、明、清时期均为皇家御用品贡

级手工艺精髓，稳步迈向国际化道路并行走高

品，
江宁织造府专供，
初诞生即定位于高端。和

端路线的坚定决心。 V. GRASS 品牌助力南京

V. GRASS 联手后，
起步阶段的效益或许不如大

云锦行走高端路线，有利于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众品牌服饰丰厚，但是随着持续推广、收入增

益，亦有利于提升国内外民众对中华优秀文化

加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者会慢慢接受并承

的认知和传播。[14]

认云锦属于高端产品。在质量方面，用工匠精

[13]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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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做精美的南京云锦顶级品，逐步锻造出南京

校现场展示、
展演；政府部门扶持高校开设（云

云锦高端品牌形象。在市场定位方面，进行精

锦）文化选修课等。

准分析，加大产品设计和开发力度，尽心竭力

（4）利用雅致营销方式，智慧推广南京云

满足消费者需求。当然，高端南京云锦品牌不

锦产品。一种产品若要畅销，
仅精工设计和匠

是单一的，
而是多元的。V. GRASS 以高级定制

心制作还远远不够，创意、效果俱佳的营销方

服装为主，南京云锦主打力量会放在女装方

式是无法替代的推手。在兼收优质营销策略的

面，但是加大南京云锦工艺品及其他创新性用

同时，南京云锦可以独辟蹊径，让云锦产品的

途的开发力度，
“ 百花齐放”、
“ 东方不亮西方

魅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例如制作雅致高端

亮”
，不断优化云锦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的云锦影视剧、云锦广告艺术片、云锦企业文

益。

化宣传片、社会公益广告宣传片；与世界级歌

（2）用工匠精神，设计、开发、制作高端南

唱家、歌舞团联手举办大型歌舞会；像中国农

京云锦产品。南京云锦产品行走高端路线，成

业银行冠名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那样

功与否，取决于货真价实的高端云锦产品；若

积极融入大型高品质公益、慈善活动（例如抗

不然，即便在商业上获得短暂成功赚得一时利

震救灾）；创办国际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益，最终也只能是业内笑话。南京云锦设计师

学术论坛 / 研讨会；和域外国际著名企业成为

需要深入感悟云锦产品的高端特性并将时尚

友好姊妹公司，联手举办南京云锦文化、时装

元素融入其中或者将南京云锦元素融入流行

周；
于南京国际梅花节期间在梅花山举办南京

时尚，
进而设计出高端南京云锦作品。这一过

云锦系列产品展示、演艺活动；通过多种渠道

程相当坎坷。设想一个收入一般的普通设计

例如
“自媒体”
将云锦品牌的宣传、推广润物细

师，准确扑捉到月消费是自身工资十倍百倍的

的社交圈、
工作圈和生
无声地融入“高端人群”

“上层人士”的消费需求，何其难也！因此，
南京

活圈；[17] 充分运用互联网 + 功能，实现网上营

云锦设计师必须具有相对深厚的“上层”生活

销和品牌推广。

公
（研究）积淀。设计师自身不懈努力的同时，

（5）推行现代化、
企业化管理。被收购后的

司也应该有意识地安排设计师去接触和体验

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从设计、制造

求变的研发灵感。设
“上层”生活，
激励其创新、

到销售、推广等环节都在向高端路线靠近，实

计师需要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精心设计既

制造
行现代化、
企业化管理势在必行。设计师、

专业又精致、文化和功能神形兼备的高端云锦

师所负职责仅是企业发展的一部分。高端品牌

产品，彰显其使用价值、
体验价值和传播价值。

的成功，
是一项多维的、系统的、需要精心打造

（3）着力打造亲民化高端路线。国家领导

标志、
标准字体、色彩、
的商业工程：
企业名称、

人互访会谈时穿戴云锦或者作为馈赠礼品，
为

象征图案、标语、吉祥物等对企业发展都有着

南京云锦甚至民族品牌宣传、造势。南京云锦

画龙点睛的作用，企业战略管理、企业决策和

虽然高端，但高端完全可以是亲民的高端，
包

执行体系管理、产品设计和品质控制、供应链

括产品系列和价格定位，应该尝试亲民化的高

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网络渠道建设等的作用

端路线：装设二维码等防伪标记确保南京云锦

亦是毋庸置疑。

品质，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吸纳消费者喜

7 结语

闻乐见的主题和图案，例如生肖、限量版销售；

南京云锦过去的辉煌无法遮蔽南京云锦

随着电商的日益壮大，逐渐推行网络直销；采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尴

用类似维密秀的主题展示方式；定期到高等院

尬境地：是机器化生产还是手工生产？走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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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还是平民路线？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非物

question/ cbbec92fe65106eea674cd9500bd116b.html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不断增强中国的文

?ssl=1.

化软实力。灵动于“南京云锦，
前程似锦？”问卷

[6]新华网.NE·TIGER 高级定制系列礼服在京发布[DB/

调查并实地走访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
笔者

OL].
（2008-11-06）[2017-03-01]，
http://news.xinhuanet.

认为，与机器生产相比，手工技艺富含南京巧
匠以及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精神的南京云锦具
有了国人温情、温度，手工织造云锦在某种程

com /lady/2008-11/06/content_10316565.htm.
[7]王宝林.云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44.
[8]南京龙虎网 - 周末报.云锦，从传统走向时尚[DB/
OL].(2015-08-06)[2017-03-01]，
http://3g. 163.com/

度上奠定甚至决定了南京云锦的高端走向。南

touch/article.html?docid=B0BK22A500014AED&from

京云锦的高端不是单纯的价格高端，是手工技

=x.

艺高端、品质高端等的综合高端，亦是亲民化

[9] 梁 白 泉 . 南 京 云 锦 [M]. 南 京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

的高端。行走在高端路线上的南京云锦更容易

2009：34.

“走出去”
，利于中国文化遗产靓丽于世界舞

[10]新浪时 尚 .维格 娜 丝 成 功 收购 南 京 云锦 [DB/OL].

台，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互通、文化互鉴，更

（2015-07-22）[2017-03-01]，
http://fashion. sina.cn/

加有效涨升文化推广，如此中国的文化发展、

2015-07-22/detail-ifxfaswf8583175.d.html?from=

文化强国战略才会实现理性、健康、可及性跨

wap.

越式发展，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
梦。

[11]财股网.维格娜丝：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DB/OL].
（2015-12-22） [2017-03-01]，http://www.caiguu.com/
gegu/ yanjiu/115778.html.
[12]宋世 泊 .如 何 让 客 户 觉 得 一 个 产 品 是 高 端 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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