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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发展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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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代表了中国古代手工丝织技艺的最高峰，从其特征看，它具有生产周
期长物料成本高、织匠文化艺术水平要求高两大特征。然而，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在当前遇到了技艺传承后继乏
人、产品无法活态性存在两大困境。[研究结果与结论]究其根源，
文章认为有三方面因素造成了这两大困境，客观方面，
传统丝织生产工艺的复杂性且无法完全为机器所替代是造成其困境的技术因素；主观方面，当代人们审美意识的转型，
传统丝织纹样不再流行是造成其困境的心理因素；从文化层面上看，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原生态土壤的消亡则是
造成其目前传承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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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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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techniqu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represents the peak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andmade silk weaving technique. From its characteristics, It has long production cycle, high material cost and high
cultural and artistic level requirements of weaver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techniqu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confronted with two major difficulties: the lack of successors of the technique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product to live
at present. Seeking for key causes,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causing these two difficulties. Objectively,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aditional silk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inability to be completely replaced by machines are the technical
factors that cause its dilemma; subjective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popularity of
traditional silk weave patterns ar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cause their predicament;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soil of the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techniqu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its curren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ilk skil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自宋代以来，
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

的日常生活与祭祀礼仪所服务，同时还作为商品

创造出质地优良、精美绝仑的丝织物，其生产被

贸易、官员赏赐、番邦朝贡时馈赠礼品的重要物

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并倚重。它们不仅为统治阶级

资。近代以来，
随着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
长三角
地区传统丝织技艺不仅遭受到来自西方丝织工
业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失去其原生态的环境，造
成不可逆转的衰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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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特别是近
些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均制定了一系列促进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传承与发展的措施，虽
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离创新式的发展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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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一定的差距。笔者认为，长三角地区传统丝

上，
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为了能更
织技艺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困境，

1.2 织匠文化艺术水平要求高

我们需要在分析长三角地区传
好地突破其困境，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不仅要求织匠有

统丝织技艺特征的基础上，认清其发展困境的表

吃苦耐劳的精神，
同时也对织匠的文化水平有相

征，
并分析其成因。

当高的要求。这一点与棉纺织技艺有着本质的差

1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特征分析

别，棉纺织技艺只要织匠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以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有别于其他地区

及对棉织技艺的热心，
即使是文盲也能成为纺纱

的丝织技艺，
它们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起始行

细心、耐
织布的能手。然而，
丝织业却炯然不同，

业，早在明代（1368耀1644 年）长三角地区就已经

心、热心只是从事这一行业的基本条件，一定的

出现机户桥头呼织的情景。笔者认为，长三角地

文化素质甚至艺术素养则是成为优秀织匠的必

区传统丝织技艺生产周期长物料成本高使其无

要素质。目前，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国家级

法适应家庭生产模式，
是形成手工工场制度的基

传承人的文化艺术素养均高于其他染织类非物

础。对织匠文化艺术水平要求高又是形成其产品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能充分地说明这一情形。

质地优良、
图案精美等特点的技术前提。

据笔者调查，
苏州宋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钱

1.1 生产周期长物料成本高

小萍，曾在苏州丝绸工业学校接受过系统、专业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产品均具有生产周期

的织造技艺的教育，
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丝

长，
物料成本高的特征。以长三角地区最具代表

织专业人才；而缂丝织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金

一方面，它们所
性的云锦、
宋锦、
缂丝、
杭罗为例，

山，虽然只读过初中，但在从 8 岁开始就学习书

使用的生丝要经过数 10 道工序才能成为其物

法、绘画等艺术，
17 岁时师从当时著名的缂丝大

挑花结本等这些
料，
成本很高。同时，
穿综入筘，

师沈金水（1883耀1967 年）学习缂丝技艺，同时先

织造的准备工作也颇为耗时，无形中也增加了生

后向顾仲华、张辛稼、吴羏木、徐绍青、张继馨等

产成本。如杭罗的织造虽然不是很复杂，但其中

书画家学习，为缂丝艺术打下了扎实艺术基础。

绞综的穿综非常费时，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不

云锦与杭罗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金文和邵官

能聊天说话，只有吃饭时停一下[1]；另一方面，它

兴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
虽然并没有接受多

们织造的周期也很长。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王宝

高的学历教育，但他们在学艺的过程中均克服了

林介绍，
云锦是采用纯手工提花式的双人配合的

各种技术性难题，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奉

纺织技术，
两人一天只能生产 5~6 cm 。同样，
宋

献给了各自所热爱的事业。笔者认为，长三角地

锦与云锦一样采用花楼织机，其生产效率也极其

区传统丝织技艺对织匠的文化与艺术素质要求

低下。至于缂丝，
制作过程太漫长。一幅很小的缂

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
历来丝织业就是以

丝作品要花费一、
两个月。其时间成本很高，
费工

手工工场的形式为主导，注重分工协作，严格的

[2]

[3]

费时，
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大的利润 。

管理。毫无疑问，无论是官营或私营手工工场拥

毫无疑问，在生产周期长，物料成本高的前

有一定文化且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织匠会受到

提下，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产品的价格也是非常

重视。如源自温州《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高机

昂贵的。如宋锦，据近代宋锦市场价格的历史资

作为一名织绸高手，能与富家小姐产生感情，从

料可知，光绪年间（1875耀1908 年）宋锦被褥 1 套

侧面暗示了高机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和艺术

1937 年裱画用的宋锦每匹（长 2.4 丈，宽 2.2 尺）

地位低下的绸工；其次，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产

自古就有
“一寸缂丝一寸金”
的说法，可见缂丝的

好的把握，
否则无法织造出精美的纹样图案。

卖价为 7.5 两银子，民国初涨到 11~14 两银子。

修养，否则吴家小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上一个

售价为银元 27 元 。
缂丝织物的价格则更是惊人，

品的纹样色彩也要求织匠对图案和色彩有相当

[4]

价格与黄金等同。此外，
云锦自古就价格不菲，
据

通过以上对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特征

说织造一件精美的云锦龙袍需要用工时10 年以

的分析可知，
其客观上具有生产周期长物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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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主观上具有对织匠文化艺术水平要求高的两

后，也很难织造出优秀的丝织产品，再加上长期

大特征，
使得该地区的传统丝织产品具有质地优

从事丝织工作对视力和颈椎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良、图案精美等特点，成为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

往往超过 50 岁就难以继续从事此业。在市场经

最高代表。虽然长三角地区的传统丝织技艺均是

济的冲击下，
目前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年轻人为数

省级甚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和各

不多，
造成现在后继乏人的局面。

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文化产业，
但这些项目大都

2.2 产品无法活态性存在

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在其传承发展过程

“活态性”问题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文

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化自身的规律性有着内在的发生、发展、存在与

2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发展困

或者说“遗产
延续的状态，即所谓的“文化生态”

境

生态”
内在的规律性[5]。然而，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普

织技艺产品似乎已经失去活态性，即产品无法依

遍遇到技艺传承困难、
创新发展艰辛的困境。笔

靠市场的需求继续存在和发展，
从而物化于产品

者认为，从技艺传承的角度看，技艺传承后继乏

中的技艺也失去正常生存的土壤，技艺无法正常

人，出现传承人断代的危险；从创新发展的角度

创新发展。目前，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产品还无

无法自主创新发展，
需要
看，
产品无法活态存活，

法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领域。虽然云锦、
宋锦、
缂

外部因素的大力推动勉强不至于消亡。

丝等织造技艺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并且有一些国

2.1 技艺传承后继乏人

内知名服装品牌将其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努

历来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生产的产品，

力使其能保持活态性，
但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效

优先作为贡品入贡京城，普遍百姓人家极少能使

在嘎那电
果。如影视圈较有名气的明星范冰冰，

用顶级产品。因此，
代表长三角地区丝织技艺术
最高成就的南京云锦、苏州宋锦与缂丝、杭州杭
罗等丝织品均由长三角地区官营或民营织造工

影节上身着云锦制作的礼服（图 1），吸引了众多
媒体的关注，
在影视明星中兴起了一股云锦礼服
的热潮。

场完成织造，
无论是官营还是民营织造工场对于
织匠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官
营织造工场严密地控制工匠，运用行政力量控制
工匠及其后代的自由和职业，确保技艺传承的延
续性；另一方面，私营织造工场的业主基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对所掌握的关键技艺极其保密，往
往采取
“传男不传女，
传媳不传女”
的策略防止关
键织造技艺的外流。显而易见，
官营织造工场当
遇到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发生重大转型时，在
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强制确保其传承的方式就会
迅速瓦解。同时，
私营织造工场业主在落后的技
艺保护观念的作用下，
在其后代男丁无心继承家
业或无男丁的情况下，
核心技术也会随着老人的
离去而一同消逝。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所织造出来的产
品虽然图案精美，但其生产具有工序繁复、产品

图 1 云锦礼服
Fig.1 Yunjin Dress

此外，还有一些服装设计师或企业将长三角
地传统丝织技艺运用到当代服装设计中。如 NE·

TIGER（东北虎）品牌，一直致力于将传统丝织、
刺绣等技艺元素运用到华服的设计中，
并提出其

产量低，技术水平要求高、生产周期长、见效慢，

经典性、
民族性、
兼
华服设计的五大属性：
标志性、

成本高等特点。同时，
传统丝织技艺又比较难学，

容性和现代性[6]，
力图开创现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服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大部分学徒在做了几年以

“国色
饰形象。并且还在 2008 年 11 月北京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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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北虎”
品牌缂丝华服
Fig.2

Kesi dress of NE·TIGER

天香·华服大典”
上将其完美的织造工艺运用到具

而，从深层上看，其原生态土壤的消亡则是造成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服上，把缂丝文化价值彰显

其目前传承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得淋漓尽致，
引来了无数的惊艳目光（图 2）。

3.1 生产工艺的复杂性是造成其传承发展困

笔者认为，
类似与 NE·TIGER 将长三角地区

境的客观原因

对
传统丝织技艺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的现象，

众所周知，
中国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然

生产工艺非常复杂，
而且很难完美地用机械代替

而，
NE·TIGER 所提出的将传统丝织技艺运用到

手工操作，笔者认为，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影响

华服设计中的说法，笔者不甚赞同，主要有两方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具体来

“华服”
即
“华夏礼服”，
是
面的理由。一方面，
所谓

看，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淤织造机械简单但技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国服，其价格应按根据面

艺要求很高。如缂丝机的原理实为双综双蹑平纹

料、工艺划分为高、中、低几个层次，且能满足不

织机，只是将其小型化、
精巧化。一方面，缂丝技

同阶层国民的需求，
而缂丝华服的价格让普遍人

艺中有许多高超的手法，有平织、掼、勾、结、戗、

无法承受，至多只能算作一种服饰奢侈品，不能

三蓝缂丝、
水墨缂丝、
三色缂金法、
搭梭、
子母经、

目前，对于华服
完整地用来表述华服；
另一方面，

笃门闩、
半爿子母经、
劈丝拼线法等技法。这些技

或者国服的款式界定还存在诸多争议，存在着

而且缂织的
法均要求织匠具有非常细致的耐心，

“汉服”与
“唐装”
之争，
急着用华服来表述自身品

进程非常缓慢，一般日以寸许记，可见缂丝工艺

表演的成份比较大。
牌的某类礼服，其商业广告、

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
缂丝织物的精美性、艺术性

况且，
中国社会已经缺失日常使用包括缂丝在内

必然要求缂丝匠拥有高超的色彩鉴别能力和绘

的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阶层，根本无法活

画技巧，否则无法缂织出精美绝仑的缂丝作品。

态性、
良性地传承这些丝织技艺。

事实上，书画缂丝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对缂丝粉本

3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传承发展困难

的临摹，而是缂丝工匠在粉本主题框架内对作品

的原因分析

的再创作。宋代著名缂丝大师的朱克柔（生卒不

当前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

详）与沈子蕃（生卒不详）在古籍中却是以画家的

究其根源，笔者认为，
展遭遇巨大的困境与挑战，

身份而被记载，充分说明了缂丝技艺对绘画水平

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其生产工艺的复杂性以及

在简单的
的极高要求[7]。从缂丝的缂织过程可知，

当代人们审美意识的转型两方面因素造成。然

平纹织机上缂织出精美绝仑丝织物，本质是以梭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代笔，以线代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是缂织技
艺与艺术水平的综合体现；于织造机械与工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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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传承与发展的困境。
当然，这种审美意识上的不协调完全可以通

复杂。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花楼织机的结构与操

过主观努力而得到克服。日本在审美意识上的变

作上，宋锦与云锦所使用的大小花楼织机，其结

迁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事实上日本近现代国民的

构异常复杂，零部件多达上百个，并且其花本的

审美观的嬗变与中国有点类似，从全盘西化（异

挑花工艺宛若绘画，
需要挑花匠拥有极高的艺术

化）—建构
——
（同化）——
—传承（融合）。日本明治

水平才能更好地完成。此外，
花楼织机的操作还

维新开始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较为彻底西

需要拽花匠与织匠之间保持良好的协作，只有两

化，
在西化的过程他们的传统丝织物的发展也受

者协调成为一体才可能织出上好的提花丝织物。

到巨大的冲击。如日本的传统丝织品柳井缟[10]、

简言之，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需要高超的技艺

西阵织[11]等都曾面临过失传的困境，但他们却在

这种状况在目前
才能织造出精美的提花丝织物，

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将其作为道具，如茶

还无法通过机械得到改变的。换言之，
传统织造

道家、插花艺术家、歌舞伎等传统舞台剧的艺人

技艺织造出来并不是纯粹丝织产品，可以说是一

们以及传统料理店的女当家等的服装，将其作为

种丝织艺术品。因此，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

并努力寻找其多
民族与工匠精神的体现而存活，

工艺的复杂性必然会造成其产品创新和人才培

方位的应用价值。同时，
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支

养的困境。

持下，传统的审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兴，

3.2 审美意识的转型是造成其传承发展困境

其传统丝织技艺作为一种民族特有标识而有效

的主观原因

地传承下来。当下，
体现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最高

审美意识是主体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逐步

成就的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形成的一种具有感性、自发等特征的意识形态。

缺乏的正是传统审美意识的复兴，只有在其复兴

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通过作品物化到艺术

的基础上，
其内在与外在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

又是
品和器物中。它的形成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广泛认同，
在认同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良性的传承

个体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体现[8]。

与发展。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转型发生在近代，随着近代

3.3 原生态土壤的消亡是造成其传承发展困

审美意识逐渐完
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境的根本原因

成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早已失去原生态

艺承载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形成了一套特有的

的生存土壤，其缺乏内在的驱动力是造成其传承

审美意识，
并且这套审美意识很难在没有外部因

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南京云锦宛若

素介入的情况下迅速改变。正如袁进指出：
“中国

云霞，为帝王、官僚等封建统治阶级身份和地位

近代审美意识的根本转变必须借助于西方近代

的象征而服务；苏州宋锦与缂丝则不仅作为统治

的审美理想，
因为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还不足以

阶级的服用面料，而且还充当艺术文化的载体而

产生这样的转变” 。此外，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
[9]

存在。宋锦主要充当书籍封面的装裱，体现出书

“文化大革命”
爆发，
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大规模对

籍精美性和古朴性。而缂丝书画艺术则极具艺术

封建文化进行批判，
甚至将传统丝织产品中的纹

性与收藏性深得江南文人的推崇。笔者认为，当

样图案列入到封建文化的余孽之中，使得传统丝

辛亥革命（1911 年）爆发后，
中国原有的统治阶层

织物图案审美观无法在民间得到传承。笔者认

迅速土崩瓦解，云锦、宋锦、缂丝等专为统治阶

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西方

级、
文人集团服务的传统丝织技艺面临着失去顾

审美观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在没有建构出有别于

主的囧境，
在没有外部环境刺激的条件下逐渐消

西方的审美观时，
包括长三角地区丝织技艺在内

亡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云锦、
宋锦、
缂丝在这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在审美意识上与主流审

时期整体上进入了无可奈何的衰落期[12]。事实上，

美意识相冲突，其产品不能达到普遍的认同，造

早在清亡之前，江南的丝织业由 于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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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耀1864 年）的破坏已成颓势。从官营织造业

[2]王焘.云锦龙袍现身美罗城 千年织技巧夺天工[EB/OL].http://

的角度看，早在同治年间（1862耀1874 年）清廷就

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8 -07/24/content_16060389.

表明清后期江
开始在四川和河南等地采购缎匹，

WANG Dao. Yunjin dragon robe appeared in the city, thousands

南垄断官营缎匹生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从民间
杭州三大城市的民
织造业的角度看，
南京、苏州、
间丝织业衰退尤为明显。同官营织造业一样，生
产规模大为减小，到清亡时三大城市的民机只有
以前兴盛时的一半左右[13]。其实，传统手工业在
时代的变革中均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即使在
保留皇室的日本，早在 1890 年明治政府根据皇
对传统技艺
室的意愿，
制定了
“帝室技艺员制度”

进行保护传承。可见，
在中国较为混乱的清末与
民国初期，
与旧时代密切相关的传统丝织业的发
还要
展是何其艰难。它们不仅失去原有的主顾，
忍受以西方为代表的新式丝织工厂的巨大冲击，
在狭缝中艰难地求存。

4 结语
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
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
是历史发展的必
技艺被现代大工业机器所代替，
从发展角度上说，大工
然，
也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了丝织业的进步。然
而，代替不应使原生态传统丝织技艺消失，作为
长三角地区丝织技艺的优秀代表云锦、宋锦、缂
丝、
杭罗，
更不能灭绝。手工技艺的流传不仅需要
对传承人进行保护，
而且还需要构建出适合它们
生存的文化。笔者非常赞同
“艺术不仅为文化服
务，同时也是构建文化的一种场域或环境”的观
点。我们研究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的过去，
合理地提取其核
重点在于解构其过去文化场域，
心要素，同时，在建构当代长三角地传统丝织技
艺的新场域，
对其文化元素进行市场调查、
评估，
将解构过程中所提取的核心要素与当代审美价
值观进行融合，进而设计出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
设计作品，
构建长三角地区传统丝织技艺活态存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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