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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绣纹样的艺术特征提取研究
钟

蔚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汉绣是有别于四大名绣的一种绣种，它源于楚绣，因此汉绣在色彩、针法、纹样等方面都带有浓郁

的楚文化烙印。文章旨在对汉绣的造型规律、工艺技术和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归纳整理和深层描述，透视
汉绣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物化”现象与文化形态，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并通过数
字化表现对建立汉绣艺术特征库与可视化数字技术表达方案的探讨，继而对汉绣的创新性研究，探寻区域
文化适应现代社会、
发生应用性转化的理论依据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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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绣，是有别于四大名绣的一种绣种。在

汉绣源于楚绣，遍布荆沙、武汉、洪湖一

《荆楚汉绣》 一书中曾对汉绣进行了详细的解

带，
历史久远。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时，
楚国的刺

释：
“汉绣是以汉绣文化为背景，以湖北荆沙、

绣品已漂洋过海销售到西伯利亚地区，在海外

洪湖、武汉及其周边城市圈为生产中心覆盖全

已经声名斐然，可以窥见当时刺绣业的昌盛。

省的一种区域性绣种。”作为荆楚地区特有的

而产自南方的楚绣在足以代表当时中国丝织

绣种，汉绣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特征。汉绣传承

品工艺技术发展的鼎盛水平。在屈原的《楚辞·

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楚绣，许多艺术处理手

招魂》中就有关于楚绣丝织技术的描述：
“翡翠

法与楚绣一致。在《楚辞章句》中“信鬼而好祀，

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帐张些；纂组绮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文字描述，可

缟，
结琦璜些。…… 翡帏翠帐，
饰高堂些，
被文

知楚地好祭祀擅歌舞的风俗，所以楚地的纹样

服纤，
丽而不奇些。”
从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楚

多是姿态曼妙，空灵飘逸，如同在跳舞的舞者。

绣的独特风格和生活用途，更为我们展现了一

而在如今的汉绣中，依旧延续着这种艺术风

幅楚人丝织图。由此窥探出，
汉绣源于楚绣，
并

格，在许多花鸟作品中，可见到许多枝叶繁复，

且带有深刻而浓郁的楚文化烙印，这种需求对

盘绕交错的图案。这种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一

刺激绣品的生产、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更是举足

种民间纺织技术，更是浸透着浓郁的楚文化地

轻重的。

域特征，承载着特有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的

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初是汉绣发展的黄金

载体，在当今更担负着重要的非遗载体，除拥

时期。咸丰年间是戏曲盛行的年代，而汉绣浓

有丰富的工艺特色外， 更具有重要的精神价

烈热闹的美学特质正好吻合了戏曲服饰的审

值，值得探究与继承。

美需求，因此伴随着戏曲的发展盛行起来。然

１ 汉绣纹样研究的预备知识

而随着戏曲的没落，戏服市场也跟着萎缩起

１．１ 汉绣溯源与兴衰

来，汉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有在汉口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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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绣局，将各地绣工绣娘和绣制官服、各种装

汉绣用线多样，
用色明
热闹欢庆的氛围。同时，

饰绣品在此集中展示和活动，呈现一派昌盛繁

快，
对比突出，
追求强烈的装饰效果。它常用金

华的局面。清末时期，
从汉口的黄陂街、
大夹街

线作刺绣花纹的轮廓线，在里面以各种花纹装

一带到武昌的白沙州、营坊口、塘角、积玉桥等

饰填充，无论从题材选取，还是图案布局、色彩

地先后开设许多绣铺绣坊，至今汉口的花楼街

搭配，还是技法工艺上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

仍是汉口最中心的繁华闹市区。传统的汉绣产

特色，
是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间艺术奇葩。

品从功能上分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用于

２ 汉绣纹样艺术特征提取步骤

生活用品类的有头巾、绣衣、绣鞋、围裙、绣枕、

２．１ 整理归纳代表性原始样本

门帘、
帐沿、
荷包等，
常用于闺阁陪嫁。其中，
产

通过田野调查、资料综述等途径，抢救性

自汉口的汉绣戏服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第二

收集整理现存各时期的汉绣资料素材，挖掘整

类是装饰品，包括中堂、屏风、堂彩、壁挂、彩

理其各门类品种的图像形式法则和工艺特点，

帐、龙衣、狮皮、道具等。第三类是敬神赛会的

建立开源性汉绣数字特征资料库，对其不同类

礼仪用品，如祭祀袍、袈裟、彩幡等。然而曾几

别的图形结构与纹理等信息进行高精度获取

何时，汉绣风光不再，曾经的辉煌成为历史的

与保存，为今后的信息共享、保护修复、考古研

记忆。如今，从事汉绣传统工艺的人员寥寥无

究提供精确、永久的数字化素材。透视汉绣作

几，传承人及汉绣大师也都年近古稀，后继乏

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物化”现象

人。近年来国家对汉绣的重视又让这项接近频

与文化形态，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

临灭亡的传统手工艺瑰宝重新展示在世人面

本文重点探讨数字化表现对民间传刺绣工艺

前，通过原汁原味地传承、别具一格地创新，让

传承的保护途径，达到以建立荆楚民间刺绣文

汉绣赋予一种历史感和认同感，在创新驱动下

化特征库与可视化数字技术表达方案等对策

让汉绣文化市场保持新鲜的活力和长足的发

性保护建议为标志性成果的研究目标。

展。

２．２ 汉绣元素特征分析及提取

１．２ 汉绣映射楚人审美
湖北汉绣源于战国楚绣，有实证可考的历

在前期的调研阶段获得了大量的原始样
本后，抽取其中的代表性的样品转换为图像文

史已有 ２，
３００ 多年，带有浓郁的楚文化烙印，

件，首先需要采用人工提取的方法，运用计算

是楚文化中别具一格的传统纺织类工艺美术。

机图像识别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通过设计学

汉绣自古重绣不重画，在针法上就有 ４５ 种针

原理对传统手工类样品进行归类提取。在对汉

法之多，讲究平、铺、枝、锁、扣、盘等表现形式，

绣纹样进行特征分析，细化每个特征的定义及

视觉效果争奇斗艳、富贵隆重，凸显了楚文化

量化指标，并进行文化特征提取，如文化特征、

积极进取、敢为人先的人文特质。除了变化丰

历史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视觉特征、工

富的汉绣针法，在纹样设计和形象氛围烘托上

艺特征等，从而作为提取汉绣文化特征元素的

全部由刺绣技法来完成，几乎不用非刺绣工艺

重要依据。从所占有的文献综述管窥，可表明

的其他技法或材料，极度尊重刺绣的工艺完整

本文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发展趋势，是利用大数

性和本土性。同时也开发出耳目一新的钉金

据带来的便利，尽可能完整地采集濒危传统文

绣，这种技法是用织金缎或钉金铺底，色线布

化艺术的原始资料，通过数据库、资料库或特

满画面，平凸组合形成立体效果，有强烈的视

征库的创建过程，加以系统化、科学性的分类

觉冲击力。其中以加衬高浮垫的金绒绣更是气

整理，保存原始数据，继而展示、推广、活化，通

魄雄厚、富丽堂皇，常用于表达节庆饰品，渲染

过探寻其现代价值来激活其生命力，以达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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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研究目的。

莲花也是经常采用的题材，莲花又称水芙蓉，

３ 汉绣纹样题材的分类及提取

在佛教中它是一种宗教符号，是“自性清净”的

汉绣作品由各种纹样组合而成，其构图饱
满，充实生动；局部细节处理到位、精致讲究，

象征，是汉绣作品中经常被采用的题材。在民
间美术中人们常用“并蒂莲花”
、
“ 莲生贵子”

整体呈现出浓郁的装饰艺术效果。在纹样题材

“一路连科”等来象征着人们对多子多福和生

上种类繁多，如植物纹、动物纹、汉字纹的、人

命意识的无线延续的祈福。除此之外常用的植

物纹等，绣品可以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还

物纹样还有梅、竹、菊、松、灵芝、石榴等，它们

可出枝，充分体现“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

都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表 １）。

学思想，
展现出富丽、
浑厚的视觉效果。

３．２ 动物题材纹样的提取
动物纹样从原始社会起就成为了一种审

３．１ 植物题材纹样的提取
楚地先民一直以来就对大自然充满了崇
拜与敬爱，人们将
这种对大自然的热
爱反映到了各类艺
术作品中，赋予了
鸟、
树木各种寓
花、
意，借以抒发自身
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如牡丹与莲花
是汉绣中最常用
的植物图案，牡丹
自古就被文人墨
客奉为“花中之
，
从造型表现上
王”
最常见的有团饰牡
丹、纹饰牡丹和缠
饰牡丹，人们将牡
丹丰满生动的造型
和其他植物纹样、
几何纹样栩栩如
生地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具有浓郁
楚地特色的华丽端
庄、大气奔放的造
型，承载着人们富
贵吉祥、
风调雨顺，
富足安康的生活的
信仰。除了牡丹，

美对象在历史的不断演变过程中扮演者重要

表 １：汉绣植物纹原始样本采集及艺术特征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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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并被人们赋

表 ２：汉绣凤纹分类题材的艺术提取

予不同的意义与内
涵；动物纹样同样是
汉绣的主要题材，其
中龙凤纹样是最为
著名的。凤纹样是楚
人的精神寄托，更是
楚人浪漫主义的物
化对象，造型多变、
姿态优美，俊逸潇
洒。在汉绣作品中它
是祥瑞和平寓意。如
凤纹样在造型上有单
凤、双凤、团凤、合凤
等造型；不同形象所
展现出的视觉效果不
同，但都呈现生机盎
然的浪漫主义色彩，
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理念。凤纹样也常

字作为灵感来源结合自然素材组合而成的一

常和其他题材的纹样组合运用，都传达一种美

种艺术创作。它是以“福、禄、寿、喜”等代表吉

满吉祥之意，常见“丹凤朝阳”“凤穿牡丹”等

祥喜庆的汉字作为结构框架，在汉字中组合装

象征图形即是表达此意（表 ２）。而关于龙的刻

饰“寿桃、仙鹤、牡丹”等图案，这样绣织的汉字

《九歌》中都有详细
画早在屈原的作品《天问》

“字中有画、画中有意”
，不仅有意想不到的形

描绘，龙的造型清秀玲珑、气势磅礴、富有生机

式美感，而且能够达到形神兼具的美学体验；

与力量，龙自古代表就是吉祥富贵、福寿无疆，

其汉字笔体承袭楚书法的特点，外形厚重、笔

在刺绣作品常常与凤纹样组合运用，寓意更为

法俊逸，浸透着浓重的荆楚文化艺术魅力。汉

深远。除了代表性的凤纹还有体现吉祥寓意的

绣绣字的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

鱼纹、鸳鸯纹、蝙蝠纹等，这些动物题材的纹样

动植物图案填充在内部字体之中，图案不可超

无不表达和寄托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比如鱼

出汉字边缘界线；另一种则是将文字穿插在动

纹中以饱满的鲤鱼造型为佳，以此代表金钱、

植物纹样之中，若隐若现的展示出字的基本结

权利与财富的圆满和富有；蝙蝠纹的大量选用

构。两种艺术表现手法都是将汉字精心雕饰，

也是借用“蝠”与“福”同音的缘故，以其寓意

从视觉感官上便可以分析出人们祈求吉祥长

“福从天降”“福运到来”以及“遍福齐天”的好

寿的美好愿望。“寿”字多以仙鹤、牡丹、菊花、

兆头；而鸳鸯纹的流行则是因为其出双入对、

万年青装饰，寓意富贵长寿；
“ 福”字通常采用

自由游荡、憨态可掬的形态特征，以此来寓意

金线勾边、龙凤、花卉等图案装饰其中，寓意福

姻缘美好、
爱情永恒。

满乾坤；
“佛”字常和莲花与莲蓬一起进行设计

３．３ 文字题材纹样的提取

并加以装饰，寓意脱俗清净。不同汉字所选用

文字题材纹样是汉绣的一大特色，即以汉

的动植物纹样各不相同，所要表达的寓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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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汉绣汉字纹分类题材的艺术提取

迁，传统以汉字为题
材的汉绣作品也与
时俱进，加入所处时
代的精神气质和风
貌，但都是传递出人
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喜
悦之情（表 ３）。

４ 汉绣纹样的形式
美法则
从已获取的楚
文化的艺术遗存中
可以看到：楚地艺术
形式和造型讲究韵
致俊逸、浪漫活力、
线条蜿蜒流畅的特
质。楚地先人擅于运
用各种线条之美用
于各种器物和纹样
的造型中，回顾楚艺
术中无论是赋予神秘色彩的漆器艺术，还是富

数字化表现及创作在设计学原理指导下，运用

有实用价值的青铜器造型、充满绮丽色彩的汉

计算机识别原理和电脑绘图技术，遵循“整体

绣纹样里面都离不开变换丰富的线条，有的延

轮廓——
—骨骼构成——
—纹样造型设计——
—纹

续缠绵，有的古拙醇厚，有的潇洒飘逸，有的充

饰填充”的流程进行，在前期对原始样本的采

满张力，各种形制、力度、粗细、顿挫、弧度、长

集分析后，有目的性的开展纹样数字表现及设

短的线条相互映衬、相互协调；通常在遵循一

计，一方面可以建立经典纹样矢量图库，同时

定的形式美法则，追求变换中，讲究布局中微

可以为从业人员和刺绣爱好者提供用之不竭

妙的变化，运用对称、对位、同位、移位、均衡、

的永久资料。

呼应、对比等一系列的形式美法则来设计，结

４．１ 运动美

合汉绣用线手法上的自身特色，将单纯而附有

汉绣纹样通过流畅丰富的线条贯穿作品

力度的丝线勾勒出独有的艺术形象。通过“线”

的创作过程，无论是纹样的勾画、构图、布局以

的表现力来剖析汉绣纹样造型语言，用数字化

及以针代笔的细致走线，始终是线性的活跃表

表现的方式来表达汉绣纹样“生命之线”的特

达。汉绣纹样造型以曲线造型的通常比较多，

质，从而将复杂的造型直观化、矢量化、数据

曲线能使整个纹样呈现节奏美、运动美、韵律

化，一方面可以帮助建立起汉绣纹样矢量图形

美，不同粗细、力度的曲线最能够直抒胸臆、抒

资源，一方面可以帮助从业人员和汉绣爱好者

发情感、体现个性特色。运动美本是从人体运

快速的了解汉绣纹样创作的特点和流程，帮助

动之美借用过来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特

其学习和传承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汉绣纹样的

殊反映，而汉绣线条中运动之美在汉绣作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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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汉绣纹样中牡丹花造型展现线条的运动美

律 下 巧 妙 地 穿 梭 ，以
达到完美的视觉效
果，使汉绣作品透着
造物的生机，充满着
艺术的灵性（图 ２）。
４．３ 韵律美
节奏与韵律是艺
术形式美的重要组成
图 ２：汉绣纹样中汉字设计展现线条的节奏美

部分，
是人类在长期从

以充分展现，无论是花卉还是其他题材，线条

事艺术实践活动中审

都讲究富有变化中展示的运动之美，正是楚人

美意识的积淀和升华。节奏美是艺术形式要素

造物的特有艺术图式的延伸（图 １）。

连续的重复，
各要素之间保持恒定
的有规律的、

４．２ 节奏美

的距离与关系；而韵律美则是指艺术形式诸要

汉绣纹样中充满着变化的线条，有绵延不

素在节奏基础之上的有秩序的变化，
起伏错落，

绝的、有顿挫有致的、有交错呼应的……它们

婉转跌宕，
线条排列、
色彩布局呈现动态美。在

通过色线的交织、排列，在一定规律的秩序当

汉绣作品的创作中强调形象塑造的元素间的自

中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富有量感的线条，

然起伏变化规律，以及线条运动过程的不间断

勾勒和强调形象的总体与局部，统一与细节，

性来烘托线的韵律美。比如在线的方向、
粗细、

粗与细、明与暗、彩与素、精与拙、柔与硬之间

强弱等方面，灵活而多变地融万象于一炉的高

形成了强烈的节奏美，如音符般在指尖流淌；

度抽象的形式正是这种韵律美的体现（图 ３）。

形象塑造中的点、线、面，或聚集、或分散、或强

５ 结语

调、或游离，在符合现代图形和色彩的设计规

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以来，对传统手工艺类

图 ３：汉绣纹样中凤纹造型展现线条的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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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保护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目前，

冯泽民．汉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集［Ｃ］．武汉：武

中国对于民间手工艺类的数字化保护多以政

汉出版社，
２０１２．

府牵头或项目驱动的初级形式，以信息采集为

［３］邱红．探寻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
—“汉绣”
［Ｊ］．装

主，理论及应用相对薄弱。值得注意的是，长期

饰，２００６（１２）：
１１９－１２０．

从事传统纺织美术的工艺师或者专业人员对
新媒介不敏感， 缺乏对数字保护深层次的意
识，而另一方面，国内掌握数字化深层技术的

［４］刘虹弦．论汉绣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Ａ］．冯泽民．
汉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集［Ｃ］．武汉：武汉出版
社，
２０１２．
［５］高利伟，余隋怀，刘肖健，等．传统艺术数字化 ＣＡＤ

专业人才却又缺乏对传统纺织美术的深入了

技术研究口［Ｊ］．计算机应用研究，
２００９（２）：
３８４－３８６．

解，数字化保护理论、技术和艺术的复合型人

［６］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Ｍ］．北京：北京图

才极端缺乏，导致传统纺织美术的保护长期处

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６．

于意识、手段、技术及效果落伍的状况，基于数

［７］黄德荃．３Ｄ 打印技术与当代工艺美术［Ｊ］．装饰，

字手段的汉绣保护方式的研究目前还难以见

２０１５（１）：
３３－３５．

到。本文中提到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对汉绣实现

［８］周玉萍，郭寿峰．基于 ＰＨＰ 的黎锦图案展示系统的

数字化研发的优势，探索挖掘其在汉绣表达中

设计与实现［Ｊ］．电脑知识与技术，
２０１５（５Ｘ）：
１８９－１９２．

切实可行的技术指标，探讨以数字技术与传统

［９］王佳．“ 系统功能符号学”视角下多模态语篇的批

工艺相结合的商业研发辅助设计理念，以及可
行性实际操作方案。

评性分析框架研究［Ｊ］．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２０１１（１）：
３０－３３．
［１０］李军．土家族织锦遗产的数字化保护［Ｊ］．暨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
２０１１（５）：
４６８－４７２．

参考文献:
［１］冯泽民．荆楚汉绣［Ｍ］．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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