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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活态发展的研究
沈劲夫 1，唐 素 2，李 斌 2
（1.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 武汉 430062；2.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目的]针对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与发展的问题，[研究方法]文章站在艺术人类学的视域下，运用田野调
查与历史文献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促进其活态传承与发展的路径。[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以景载道”促
进草原旅游业的发展，具体以草原民宿+、大地艺术节式文化节、多元化艺术陈展为景，继而提升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的
认知度；②“以物载道”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活态存在，使其突破文物与艺术品收藏的牢笼，重返生活的本真。
“以物载
道”强调的是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将蒙古族传统刺绣中的文化精髓以刺绣元素的方式应用到器物上，继而自然有效地传
承其核心；③“以文载道”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良性发展，使其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真正体现出中
华文化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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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Skills
SHEN Jinfu1 ,TANG Su2,LI Bin2

(1.School of Arts, 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 China; 2.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

Abstract: For the sak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skills,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artistic anthropology and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get a way to pro⁃
mote its liv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Containing Tao with Scener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grassland tourism, specifically using grassland homestay +, land art festival-style cultural festivals, and diversified art
exhibitions as the scenery, and then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skills; ② "Containing Tao with
Objects" promotes the living existence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making it break through the cag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t collections and return to the true nature of life. "Containing Tao with Objects" emphasizes a flexible way to apply the cul⁃
tural essence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to artifacts in the form of embroidery elements, and then naturally and effec⁃
tively inherit its core; ③"Containing Tao with literature" promotes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embroidery,
makes it achieve the best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truly reflect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ongolian; embroidery; art anthropology; active

蒙古族传统刺绣是承载蒙古民族精神的重要

日常生活中消失。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原生态

方式，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蒙古族并没有自己独

土壤，目前，蒙古族传统刺绣处于静态的保存状

立的农耕，他们更多地使用牛筋、驼绒线等在羊毛

态。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蒙古族传统刺绣（原生

毡、牛皮等面料上进行刺绣 [1]，形成了色彩鲜明，针

态）的式微是技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变迁

法活泼，绣工粗犷的艺术风格 。然而，随着社会的

的具体体现，但式微不应使原生态的蒙古族传统刺

变迁、人们的生产方式与审美观念的转变，蒙古族

绣技艺消失和彻底灭绝。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的

传统刺绣的传承与发展开始式微，逐渐从蒙古族的

变迁，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场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

[2]

变，承载着其民族文化的传统刺绣如果不能重返人
们的日常生活，其传承与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阻
碍。近十年来，笔者多次深入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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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蒙古族传统刺绣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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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通过“以景载道”
“以物载道”
“以文载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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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为蒙古族传统刺绣发展提供可行的场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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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活态存在。

钓鱼、划船等。反观之，
“草原民宿+蒙古族传统刺

1 “以景载道”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绣技艺+蒙古族传统文化”属于蒙古族传统刺绣技

所谓“以景载道”就是以自然与人造的景观来

艺传承的精细方式，它有着个性化的优势。一方

营造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它反映了景物所能表达

面，以民宿为平台，将民宿的内部装饰、生产与生活

的自然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其实，
“景”可分为自

器具用传统刺绣进行布置，非常接地气，强调对蒙

然之景和人造之景，自然之景是人造之景的外部环

古族传统生活方

境，而人造之景又是传承与发展蒙古族传统刺绣技

式 的 体 验 ，用 体

艺的平台。

验的方法去理解

1.1“草原民宿+……”式文化旅游为蒙古族传

其深层次文化，

统刺绣项目提供了最佳宿主

可以收到很好的

众所周知，旅游业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而还具有传承传统技艺的作用。蒙古族传统刺
绣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活态的传承与发展才是其根
本出路。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牧民大多远离牧
区，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当下的年轻人包括蒙古族
青年人更喜欢轻便、时髦的现代服饰，生活环境的
改变对传统刺绣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传播无疑会
造成壁垒。因此，文化旅游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
要。如今，草原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新
的增长点，它以文化节、产品博览会、草原体育赛
事、民俗活动等形式呈现[3]，改变了传统的旅游经营
模式。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产品往往会

效果；另一方面，
蒙古族刺绣作为
一种较容易上手

图 1 兴安蒙古包旅游村的蒙古包
Fig.1 Yurt in Xing'an Yurt Tourist Village

的传统工艺天生就具有这种体验传承的优势，与旧
式的观看游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草原民宿+蒙
古族传统刺绣技艺+蒙古族传统文化”能比较容易
地营造出蒙古传统文化存在的场域，在感受工匠精
神的同时能深入到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去，能深刻
理解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1.2 “大地艺术节”式的文化节日为蒙古族传
统刺绣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所谓大地艺术节（图 2）是典型的以艺术为媒

陷入购物的开发模式，无法展示遗产的文化内涵。

介，由基层政府、艺术家、村民及非营利组织(NPO)

在缺乏统筹管理的机制下，非遗旅游产品及项目容

等多元主体共同协
作 ，通 过 对 地 域 价 值
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实现乡村活性化的 艺
术 项 目 ，也 是“创 意
乡 村 论”指 导 下 的 重
要 实 践 [7] 。 日 本 越 后
妻有大地艺术节始
于 2000 年 ，每 三 年 举

易陷入过度商业化开发的境地，无法达到传承传统
文化的目的 [4-5]。笔者认为，
“草原民宿+……”式的
新型旅游方式不失为一种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优
质的传承发展模式。所谓民宿是利用自家空闲房
间，结合当地各种自然、人文环境资源及劳动生产
活动，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经营方式，提供旅客旅途
观光食宿的驿站 [6]。显而易见，草原民宿则是结合
草原生存环境，牧民利用自家的蒙古包为游客提供
草原住宿与文化体验的场所。草原民宿能形成“草
原民宿+非物质文化遗产+……”辐射式的文化消费
模式，让草原民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特有风
俗、习俗串联起来，形成草原民宿特殊的、深层次的
服务项目，同时达到宣传、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内核的草原文化的目的。
目前，
“草原民宿+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蒙古
族传统文化”的经营模式并未有效地展开。如兴安

办 一 次 ，已 经 吸引了

国内外无数艺术家参
与 和 游 客 参 观 [8]。 大

图 2 日本越后妻有 2018 年大地艺
术节宣传画
者 两 个 方 面 的 思 考 ：Fig.2 Poster of Japan Echigo
Tsubasa's 2018 Land Art
艺术节对地域文化和
Festival
[9]

地艺术节引发国内学

乡村建设的作用 ；

公 众参与艺术节的经验与启示 [10]。大地艺术节将

蒙古包旅游村(图 1)，地处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察

地域作为记忆的场域，艺术作为记忆的媒介，节日

原民宿的形制，非常具有蒙古族风情。然而，笔者

笔者认为，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符合“大地艺

观察其旅游项目仍然集中于传统娱乐项目，如看看

术节”作品的特征，完全可以将“大地艺术节”作为

杨树沟地下瀑布群、五里泉，玩玩骑马、射箭、狩猎、

平台，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一方面，

尔森镇境内，约十平方公里。其酒店的形式极具草

作为记忆的传播方式[11]，当地居民的深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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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刺绣是草原文化的衍生物，具有独特草

于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古族刺绣文化博物馆就是一

原文化的基因，完全是以草原作为记忆的场域。显

所集具有专业特色、
民族特色、
地方特色的平民化博

然，离开了草原的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和作品必然

物馆。该博物馆有陈列区、展卖区、活动区三大区

成为无本之末、空中楼阁。因此，蒙古草原是蒙古

域。陈列区共有 1072 件展品（图 3），为观者系统了

族传统刺绣记忆的场域，而蒙古族传统刺绣及其作

解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展卖区

品则是记忆草原文化的媒体和介质；另一方面，在

主要售买当地农牧

当下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大地艺术节”

民的刺绣作品，
为贫

式的节日形式在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中能起到

困农牧民利用传统

传统节日的作用。首先，作为文化范畴的任何一种

刺绣技艺脱贫提供

节日都处于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建

了必要平台；
活动区

构，其作为文化传承的功用必将式微。中国的一些

主要为中小学生学

重要的传统节日，诸如“端午节”
“重阳节”
“无宵节”

习和传承传统文化，

等已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式微，逐渐被西方的“圣

接受民族文化熏陶 Fig.3

诞节”
“万圣节”
“情人节”所取代，这些情况充分说
明了即使传统节日也需要全方位的建构。其次，

图 3 蒙古族刺绣文化博物馆中的藏品
Collections in the Mongolian Em⁃
的场地。显而易见，
broidery Culture Museum

蒙古族刺绣文化博物馆在展陈的基础上，外延了其

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艺术节日“大地艺术节”，能形

经济功能，集促进历史文化教育、传统工艺传承、地

成一种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于一体的新型节

区经济发展三位一体。当然，还有利用城市公共空

日，其作用并不输任何一种传统节日。因此，以

间和商业空间来宣传蒙古族绣技艺的渠道。

地居民的深度参与，将该地区的传统技艺集中宣

2 “以物载道”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活态
存在

传、展示，甚至让游客进行体验，不断优化与建构

刺绣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生计模

“大地艺术节”式的新型地方性艺术节日更需要当

创造出传统技艺与时尚艺术联系的平台。然而，

式，在蒙古族不断演变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固

大地艺术节这种以文化艺术带动地域振兴的模

定、有效和适应的风俗习惯 [14]。显而易见，蒙古族

式，必须采取由地方政府主办、主导，社会力量协

传统刺绣能非常自然地传承该民族的文化精髓，而

作参与的方式[12]。同样，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器具

“以物载道”的方式则能促进蒙古族刺绣的活态存

简单、技艺粗犷、意韵淳厚的特征符合“草原大地

在，使它们能够从博物馆静态语境下重新回到当下

艺术节”项目的要求，可以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子
项目进行拓展与开发。

的生活中。
“以物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指用

1.3 多元化的艺术展陈方式为蒙古族传统刺

使用目的，又承载了文化内涵 [15]。通过器物的质

绣技艺的认知度提供广阔空间

料、形态、装饰等元素的创新设计可以对地域文化

蒙古族传统刺绣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
知晓它的历史、技法及其蕴含的人文信息，因此，对
它的宣传就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对蒙古族传统
刺绣的宣传空间除了学校外，还包括艺术陈展、博
物馆、城市公共空间、商业空间等场所。笔者认为，
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及其作品展示的最好场所是
博物馆或美术馆。一方面，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展
示需要营造出具有物与人、人与景之间关系的人文
空间。目前，只有博物馆或美术馆才有能满足其完

内涵进行解读，进入到器物表象背后的意义象征的

整展示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陈列设计的目的是

只有培育出蒙古族传统刺绣生存的土壤才是解决

将陈展的主题思想通过艺术的陈列形式科学立体

其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
“以物载

地展示给观众。因此，陈展职能不仅要熟知藏品的

道”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物载道”强调的是

来源、类型、功用，还要延伸研究藏品所处的年代以

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将蒙古族传统刺绣中传递的文

及社会背景 。博物馆或美术馆也拥有从事陈展

化精髓以刺绣元素的方式应用到器物上，继而自然

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技艺、作品的解说人员。如位

有效地传承其体现的文化。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传

[13]

器物来反映理念、道理和文化。器物之道既包含了

层次，
从而完成器物功能性到文化性的嬗变。
笔者认为，将蒙古族传统刺绣元素运用到现代
的器物中必然能有效地传递草原文化的精髓。首
先，收藏在博物馆或艺术馆里各个时期的蒙古族刺
绣藏品属于静态式的保护方式，其本质是抢救式与
亡羊救牢式的措施。毕竟，当蒙古族刺绣产品开始
逐渐消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发展的时空也将
会迅速消散，高超技法的失传也就指日可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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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器物形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都会发生“传统”与

与蒙古族传统刺

“现代”
“过时”与“时尚”的冲突，蒙古族刺绣及其

绣相关学术论文

作品同样存在着这种冲突与矛盾。我们不可能将

与专著的发表与

蒙古族传统刺绣作品进行复制直接投放到市场，因

出版、学术研讨会

为它已经失去了原生态的土壤。我们只能在新的

（图 4）的举办，推

器物上找寻到合适的蒙古族传统刺绣元素，并将其

进历史、文化与创

运用到新的器物上，同时对这些传统刺绣元素进行

新设计方面的研

必要的提取与创新，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环境、审美

究。从商业营销 Fig.4

观念以及风俗习惯。

的角度看，通过线

当然，从承载蒙古族传统刺绣元素器物上看，

图 4 2019 年中国手工刺绣高峰论坛
2019 China Hand Embroidery Sum⁃
mit Forum

上虚拟商店售卖作品的文字、图片、视频展示，线下

主要可以分为服饰类（服装、鞋履、箱包、配饰）、日

实体商店店员的介绍以及实物体验，企业人物形象

用品类（工艺品、装饰品、器物、织物）、礼品类（个人

IP 的打造等相互融合的方式提升蒙古族传统刺绣产

礼品、政府礼品）、旅游品类（工艺品、纪念品）、艺术

品的知名度与销售量，
从而推进其良性发展。

品（艺术家作品、收藏品）等。从蒙古族传统刺绣元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以蒙古族传统刺绣为核

素提取方式上看，又可分为传统器物的整体仿制与

心，用艺术项目助推文化品牌；用文化品牌推动商

当代器物上元素创新。笔者认为，礼品类与旅游品

业品牌；用商业与文化并行的方式扩大蒙古族文化

类器物强调独特的地域特色，将蒙古族传统刺绣器

的影响力；增强多专业多领域跨界合作；促进招商

物进行直接的复制可以原汁原味地体现独特文化；

引智投资共建为五大核心价值，带动多元人才培养

而服饰类与日用品类器物则只能采用创新设计模

与多元经济振兴，推动整体城市升级的整体构想

式，以便适应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艺术品由

（图 5）。具体来看，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到重点的

于具有收藏的价值，特征上体现其创新性，因此也

推广策略，实行“以景载道”
“以物载道”
“以文载

不能对传统作直接的复制，否则就失去了艺术品的

道”的方式带动蒙绣产品的推广与销售。以响应习

价值。事实上“生活离不开艺术，艺术也离不开生

近平同志给乌兰牧骑的信中写道的“接地气，传得

活。手工刺绣的一种存在形式是艺术品，另一种存

开，留得下”的领导性思路。文化品牌先行，建立文

在形式是日用品，必须‘两条腿走路’
” 。2019 年

化精神高地，商业品牌跟进，带动民族与地域文化

8 月 1 日，科右中旗的蒙绣企业与北京、杭州、广

与经济的共同致富与发展。

[16]

东、深圳等多家相关合作企业展开合作，签订总额
6 400 万的产品订单合同。据笔者所了解，2016 年

以来，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走上了产业化发展之
路，目前全旗从事刺绣的农牧民已过 2 万人，实现

了规模化效应 [17]。简言之，道即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让器物承载着草原文化，体现蒙古人的自信与
个性，增加民族自豪感，促进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和
民族认同感。

3“以文载道”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良性
发展
“以文载道”就是“文以载道”，语出《通书·文
辞》：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

图 5 蒙古族刺绣产品推广与品牌塑造分析图
Fig.5 Analysis of Mongolian embroidery product promotion and
brand building

4 结语

虚车乎。
” 那么，在当下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我

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及其产品成为承载草原

们同样可以通过“以文载道”的方式来为蒙古族传

文化的最佳途径，它不仅能形象地保存蒙古族祖先

统刺绣的传承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宣传教

的记忆，而且还能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因

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平台，将蒙古

此，活态地保护与传承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成为目

族传统刺绣技艺以及作品相关文字、图片、视频进

前传承草原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笔者认为，可

行合理的投放，推进民众对其的认知和兴趣，起到

以通过以下举措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创新式

扩大受众的作用；从创新研究的角度看，通过鼓励

发展。①“以景载道”促进旅游带动蒙古族传统刺

[18]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绣的发展。具体来说，首先，采用“草原民宿+……”
式文化旅游为蒙古族传统刺绣项目提供了最佳宿
主，通过草原民宿提供草原生活场域将刺绣技艺、
刺绣作品自然地展示给游客，并提供相应的体验服
务的模式，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其次，通过“大地艺
术节”式的文化节日为蒙古族传统刺绣传承发展提
供了良好平台。将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作为一个
子项目，提升当地的绣娘、地方政府、艺术节举办方
三方的深度合作，在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
传承与发展了传统刺绣技艺。最后，多元化的艺术
展陈方式为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的认知度提供广
阔空间，即利用艺术陈展、博物馆、城市公共空间、
商业空间等场所提升蒙古族传统刺绣技艺在民间
的认知；②“以物载道”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活态
存在，即通过器物的形式，将蒙古族传统刺绣元素

运用到日常生活器物上，让传统文化的精华扎根于
民间，传承草原文化的精髓；③“以文载道”促进蒙
古族传统刺绣的良性发展。一方面，通过媒体、学

术会议、研究论文、专著等各种“文”的形式深化其
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形象的打造，推进
其产品的销售，
促进蒙古族传统刺绣的活态传承。

参考文献：
[1]陈攀. 蒙古族刺绣的传承与发展——探析蒙古族刺绣在产品
设计中的应用[J]. 美术教育研究，
2013(4):92-92.
CHEN P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Embroi⁃
dery:Probing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Mongolian Embroidery in
Product Design[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13(4): 92-92.
[2]乌云毕力格. 鄂尔多斯蒙古族刺绣:一针一线传承民族文化
[J]. 中国民族，
2019(3):80-81.
Wuyun Bilige. Ordos Mongolian Embroidery: One Stitch and One
Thread to Inherit the National Culture[J]. Chinese Ethnics, 2019
(3): 80-81.
[3]杨继平. 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赤峰市地区蒙
古族服饰文化为例[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63-66.
YANG Jiping.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ngolian Costume
Culture:Taking Chifeng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Chifeng Uni⁃
versit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5):
63-66.
[4]张晓萍.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J]. 思想战线，2002
(1): 31-34.
ZHANG Xiaop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Viewed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deological Front,
2002(1): 31-34.
[5]刘建平，陈姣凤，林龙飞. 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贵州民族研究，2007(3): 65-69.
LIU Jianping, CHEN Jiaofeng, LIN Longfei.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7(3): 65-69.
[6]吴文智，王丹丹. 当代民宿的行业界定与发展辨识[J]. 旅游论
坛，2018(3):81-89.
WU Wenzhi, WANG Dandan. A Study on the Definition, Charac⁃

47

teristics and Policy Guidance of B & B Industry[J]. Tourism Fo⁃
rum, 2018(3):81-89.
[7]时晨. 艺术项目参与乡村振兴研究——以日本越后妻有地区
“大地艺术节”为例[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0(7):7-13.
SHI Chen. Practice of Art Projects Involved in Rural Revitaliza⁃
tion:Take the "Echigo- Tsumari Art Triennale " in the Echigo
Tsumari Area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2020(7): 7-13.
[8]唐璐璐，向勇. 在地艺术的文化记忆重塑与权利话语重置——
以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
学版，2019(2):80-86.
TANG Lulu, XIANG Yong.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ocal Art Re⁃
shaping and the Resetting of Rights Discourse:Taking the Japa⁃
nese Echigo Tsubasa Art Festival as an example[J]. Fujian Fo⁃
rum·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2) :80-86.
[9]管怀宾. 公共艺术与地缘文化重构：以日本越后妻有三年展和
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为案例[J]. 新美术，2015(10):124-131.
GUAN Huaibin. Public Art and Geo-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aking Japan's Echigo Tsubasa Triennale and Setouchi Interna⁃
tional Art Festival as examples[J]. New Art, 2015(10):124-131.
[10]刘小蓓. 日本乡村景观保护公众参与的经验与启示[J]. 世界
农业，2016 (4):137-140、
156.
LIU Xiaobei.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Public Par⁃
ticip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 Japan[J].
World Agriculture, 2016 (4):137-140,156.
[11]唐璐璐，向勇. 在地艺术的文化记忆重塑与权利话语重置
——以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19(2):80-86.
TANG Lulu, XIANG Yong.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ocal Art
and the Resetting of Rights Discourse——Taking Echigo Tsu⁃
kayari Art Festival as an Example[J]. Fujian Forum·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2) :80-86.
[12]梁毅，何海洋. 大地艺术节，可以中国“造”[J]. 艺术市场，
2019 (8):30-31.
LIANG Yi, He Haiyang. The Land Art Festival Can Be "Made"
in China[J]. Art Market, 2019, (8):30-31.
[13]赵乐.博物馆陈展职能发挥的基础功效[J].河南博物院院刊，
2020(2):110-115.
ZHAO Le.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Exhibition Function of the
Museum[J]. Journal of Henan Museum, 2020(2): 110-115.
[14]张云，张付新. 人类学视野下新疆蒙古族刺绣技艺的传承与
保护——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为例[J]. 黑河学院学
报，
2016(2):116-119.
ZHANG Yun, ZHANG Fuxi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Xinjiang Mongolian Embroidery Ski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Taking Bohu County of Bayingoleng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Heihe Uni⁃
versity, 2016(2):116- 119.
[15]朱红红，张巧，李卉.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研究[J]. 工业设计，
2018(8):44-45.
ZHU Honghong, ZHANG Qiao, LI Hui. Research on the Appli⁃
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J]. Industrial Design, 2018(8):44-45.
[16]陈力. 蒙古族刺绣重生记[N]. 经济日报，
2019-09-01(05).
CHEN Li. The Rebirth of Mongolian Embroidery [N]. Economic
Daily, 2019-09-01(05).
[17]张玮.“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之乡”签订 6400 万蒙绣大单[EB/
OL].http://www.tibet.cn/cn/Instant/culture/201908/t20190802_
6653614.html,2019-08-02,2020-09-17.
[18]周敦颐. 周元公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M]. 宋刻本:56.
ZHOU Dunyi. Zhou Yuangong Collection · Yuangong Zhou Li⁃
anxi Collection Volume IV[M]. Song Block Edition: 56.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