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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视域下南京绒花的发展新形式研究
王韦尧，张

毅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无锡 214122）
摘 要：[研究意义]南京绒花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最美手工艺”，深受人民喜爱，其近年来的保护形
式和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方法]文章运用实地考察、资料收集的方法，对近年来南京绒花的发展及推广形
式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总结，分析其创新合作的方式，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创新思路。[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
明：南京绒花通过与服饰产品和现代设计的创新应用，为现代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民族特色，激发出南京绒花的艺术
特点和形式美感，丰富了南京绒花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后续可采取设计比赛推广、数字化技术保护、新媒体
传播、跨领域合作的方式为南京绒花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转变，为其他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
考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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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ms of Nanjing Velvet Flower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WANG Weiyao, ZHANG Yi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velvet flower is known as the "most beautiful handi⁃
craft in China" and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In recent years, its form of protection and scale of development have also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Nanjing velvet flower in recent years, analyze its innovative cooperation methods, and provide
certain innovative idea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Research shows: Nanjing velvet flower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o modern design through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pparel products and modern design, inspired the artis⁃
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l beauty of Nanjing velvet flower, and enriched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emotion contained in Nan⁃
jing velvet flower.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adopted to bring new change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njing velvet
flower by design competition promotion, digital technology protection,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cross-field cooperation.
And it will provide new thinking and method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other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anjing velvet flower; modern design; new forms; cross-field coopera⁃
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绒花，是绒制工艺品的统称，又称绒鸟、宫花、

意的含义。南京绒花的图案组合形式体现着民间

喜花，是一种以蚕丝为主要原料的手工饰品 [1]。
《辞

图案造型艺术中“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特点，因

源》里解释“宫花”指代“科举考试中选的士子在皇

而它也是当时王室贵族和平常百姓都十分喜爱并

[2]

帝赐宴时所戴的花”，有科举及第的美好寓意 。绒

且广泛使用的饰物。每逢喜事佳节，民间都有以绒

花，又因为谐音为“荣华”，因此又被赋予了吉祥如

花装饰作为烘托喜庆吉祥气氛的习俗 [3]，以此来表
达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许和祈愿。素有“人
文荟萃之地”称号的南京，自古以来就有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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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历史和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古代的南京
手工业、丝织业发达繁荣，历史悠久，南京绒花的发
展也同样兴盛。但受制于其制作技艺的繁复及收
益微薄，绒花工人们生存压力大，传统绒花技艺逐
渐消逝，一度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进入 21 世纪，
政府对民间艺术的发展又重新重视起来，南京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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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技艺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也慢慢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并将其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南京绒花作
为南京手工艺的“名片”之一，
通过将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形
式和期盼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
相互结合，塑造出一个个活泼
灵动的艺术形象。现今国内学

(a) 宫女绒花头饰

者对于南京绒花的研究较多集

Fig.1

[4]

究，如申静 对南京绒花的工艺流程和工艺设计进
[5]

行了总结；袁玥 探究了南京绒花在资源开发方面
[6]

则以博物馆为载体，引发对南京绒花保护和传承的
思考。本文以南京绒花的设计应用现状为切入点，
梳理总结南京绒花跨界合作的方式，展望南京绒花
的未来发展方向。

1

(c) 皇后绒花头饰

图 1 《延禧攻略》中不同角色的绒花头饰
The silk flower for different roles in "Story of Yanxi Palace"

中于其工艺特点、历史发展及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研

所遇到的瓶颈与突破阻碍的方式和途径；张文珺

(b) 嫔妃绒花头饰

南京绒花在服饰品中的应用
南京绒花作为传统民间的服装饰品，通过绒花

的想象。南京绒花不仅外观雍容华贵，其“绒花开
不败，但愿春常在”的美好寓意迎合中国祥瑞文
化。使用者身份不同，南京绒花头饰的工艺手法、
造型大小、色调深浅也会因人而异（图 1），因而受到

宫中女性的青睐，故此绒花又得名“宫花”。赵树宪
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剧组预订的 19 款绒花
发饰，其中也包括富察皇
后在剧中所佩戴的“福寿
三 多”绒 花 发 饰（图 2）。
以绶带鸟、寿桃、佛手、石

种类及纹样的组合搭配，赋予其吉祥幸福的美好寓

榴这四类传统吉祥元素

意，人们借以祈福辟邪。南京绒花在清朝盛极一

所表现的“福寿三多”寓

时，常出现于各类清朝影视剧集和戏剧中，其造型

意圆满幸福、人丁兴旺的

经久不衰，可与真花相媲美。南京绒花在保留自身

美好愿望。一朵朵制作

特点的同时，与现代服装进行创意结合，同样也丰

精良、生气勃勃的南京绒

富了南京绒花的造型表现和应用范围。

花跃然于头饰之上，是南

1.1

京绒花的审美再现。

影视剧中的审美再现
《延禧攻略》作为近年来名副其实的热播剧，其

“身临其境”的服饰造型，使观众沉浸在中国传统文

1.2

图 2 “福寿三多”绒花头饰
Fig.2 The "Fu Shou San Duo"
style silk flower

现代时尚的创意结合
中国风是一种以传统中国文化为内在基础，

化带来的满足感中，为清宫剧服饰的制作与发展提

蕴含大量中国元素，并顺应国际流行趋势的艺术

供了榜样式的灵感[7]。该剧凭借尊重和契合历史原

风格[9]。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艺术与设计领域地

貌的服装、画面风格的悉心布局、非遗元素与传统

位的不断提高，
“中国风”的服装也在世界范围内受

服饰文化的整合，收获各大媒体和社交软件的流量

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大众审美逐渐趋向国内的优秀

和热点。剧中人物的服饰造型也引起网友们的众

传统文化设计，国潮流行趋

多关注和兴趣，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剧中富察皇后的

势开始蔓延。作为中国优

绒花头饰，也让南京绒花一时声名大噪。
《清史稿》

秀非遗的南京绒花，其制作

有记：
“母仪天下十三载，皇后恭俭，平居冠通草绒

与设计自然与时俱进。优

花，不御珠玉。
”，所描述的就是清代的孝贤纯皇后

雅高级的红毯礼服一直是

富察氏。身世显赫的富察皇后生活却节约俭省，喜

各界媒体所聚焦的重点，在

用绒花作为头饰。在影视剧中出现，凸显剧中人物
性格、造型和身份的同时，也是对传统绒花艺术的

第 65 届戛纳电影节竞赛片
单元红毯上，电影《十二生

一种传承[8]。剧中多数女性角色的绒花头饰均出自

肖》女星姚星彤身着“绒花

南京绒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树宪先生之

若 雪”定 制 礼 服 华 丽 亮 相

手，头饰上南京绒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造型表
现，离不开赵树宪精致的手感、高超的技巧和丰富

（图 3）。此款礼服由中国著 Fig.3

图3

名服装设计师许建树亲自

南京绒花红毯礼服
Nanjing Silk flower
red carpet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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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计，将传统东方绒花与典雅西方礼服进行巧

互拼合，配以一定的染色处理，装饰在香水周围。

妙结合。借其形态柔软飘逸的特点，设计与南京

香水底部由一朵精致的紫红色南京绒花佐以衬托，

绒花相恰切的服饰造型，体现珍贵闲雅的审美情趣

单独取下亦可作为一枚胸针。这款精致的“优雅牡

同时，显示出一种中西合璧的异样之美。南京绒花

丹”香水绒花限量礼盒集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智慧，

与现代服饰的创意结合，体现出中国服饰文化内涵

将民族情感与非遗特色融合在一起，为非遗民族创

与现代审美，为非遗产品的市场营销提供了新策

新化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

略。依托于明星红毯礼服设计的南京绒花，不仅借

2.2

装置艺术的新式探索

此抬升了自身的影响力，其“中国风”的艺术风格扩

南京绒花体现了“技以载道”的精神，制作工艺

大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的认知度和

的“细”与“精”贯穿其制作精神的内核[12]。不单单是

佳誉度。

香水礼盒设计，南京绒花在装置艺术领域同样绽放

2

南京绒花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

出新的精彩。作为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大牌，
爱马仕的

非遗传承的重点是传承技艺和方法，并能够顺

橱窗设计一向考究，以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

应时代发展进行创新，满足市场的需求[10]。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工业化生
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南京绒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
着广阔的商业合作规模和创新设计空间。作为手

为设计理念的中国设计师张雷为爱马仕设计的这一
橱窗风格独树一帜（图 5）。在这个用羽毛牵起丝巾
的创意中，设计师将南京绒花融入其中，绒花的质
感，
飞鸟的灵动与华美的丝巾相辅相成，
展现出传统

工艺品鼎盛时期的代表性产物之一，南京绒花不仅
在服饰品中有创新应用，近几年通过与现代设计的
融合创新，打开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度和市场。

2.1

高端产品的跨界合作
南京绒花不单单只运用在传统的服装上，与高

端大牌的跨界合作同样能为设计注入新的活力。
南京市委外宣办于 2016 年发起了“手艺创承、非遗

复兴”国际设计师南京驻地计划，这项与国内公益
组织“稀捍行动”联合的计划旨在推动南京非遗技
艺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当代

Fig.5

图 5 爱马仕橱窗设计中南京绒花
Hermes window design with Nanjing silk flower

生活相融合，
使南京非遗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
从而

工艺别样的艺术风采。橱窗陈列中的大牌产品与南

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南京非遗走向国际。不同于北

京绒花相得益彰、互相增色之感，收获赞扬的同时，

方的夸张粗犷，南京绒花质感细腻、造型生动 [11]。

令人为中国传统手工艺深感骄傲与自豪。除了橱窗

2017 年，著名奢侈品公司 LVMH 集团旗下的顶级生
活方式品牌 Acqua di Parma——“优雅牡丹”香水南
京绒花限量版礼盒（图 4）在南京发布，这是“驻地计

划”的又一成果。设计师将纸片与其他纤维组织相

设计，它突破局限，寻求传统与流行的碰撞与冲击。
艺术杂志以南京绒花为装置艺术品，与当下流行服
装进行创意拍摄，
衬
托服装与丰富画面
层次的同时，
为南京
绒花的推广提供了
新 的 思 路（ 图 6）。
通过与国际大牌的
联 名 创 作 ，让 传 统
手工艺融入装置艺
术 的 新 探 索 ，在 发
挥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身的艺术价值，
传承与创新非遗文

Fig.4

图 4 “优雅牡丹”香水南京绒花限量版礼盒
"Elegant Peony" perfume Nanjing silk flower limited edition
gift box

化的同时，
也间接保
护了本身。

图 6 艺术杂志中的南京绒花
Fig.6 Nanjing silk flower in art maga⁃
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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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绒花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艺术的价值在于创新与实践应用，对非遗的

创意转化研究与实践是非遗文化发展与传承的灵
魂 [13]。从南京绒花与大牌合作的经验中我们可以
发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技术相互借鉴
融合，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是解决其在当下社会中
生存环境窘迫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自身、传承经典的途径之一。非遗传统
工艺项目的传承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路
径，在其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融入当代生活并
成为当代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传承发展 [14]。如何
合理保护，科学有序地传承，并开发利用其背后的
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南京绒花未来
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南京绒花的发展现状
自 2006 年南京绒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来，依托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南京绒花受到
了政府的扶持和人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借其在
影视剧、时尚媒体间曝光量的持续增长，赵树宪先
生的订单数量络绎不绝，原先的制作团队也得到扩
充，其中不乏一些年轻的面孔。品牌是具有经济价
值的无形资产，深入挖掘南京绒花的文化内涵，打
造包含价值内核的文化品牌，有利于南京绒花的长

远发展[15]。2019 年，赵树宪注册“南京梧翊凰绒花”
品牌，并创立同名网店，其文创产品大受欢迎（图
7）。品牌的创意绒花作品也于 2021 年江苏园博园

中的一间独立展馆中亮相，来往密集的人群纷纷被
南京绒花精妙的工艺吸引驻足。与此同时，赵树宪
也以南京绒花为元素设计了一幅作品（图 8），献给

了南京市的抗疫一线人员，为南京绒花的推广和发

Fig.8

图 8 南京绒花抗疫作品
Nanjing silk flower in anti-epidemic works

展再添新渠道。即便如此，南京绒花的发展还是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受制于其工艺的特殊性和复杂
性，使得南京绒花无法实现工业化、产业化的制作，
技艺学习时间长，每一朵绒花作品都需要传承艺人
纯手工制作，时间与精力成本消耗大。当今信息化
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一分钟都有民间文化
正在消失，传统手工技艺的处境尤为窘迫[16]。

3.2

南京绒花发展的未来展望
开发式保护能够洞察非遗资源的巨大经济价

值，通过产业开发能实现经济的正面带动效应，以
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就业吸引力。新时期下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受到各式各样社会因素和
自然因素的影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承的种
类和方式也是良莠不齐。目前在中国,非遗传承人
群体与被传承对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17]。如
何从优秀的非遗传承案例里学习总结其创新发展
的优势，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南京绒花传
承所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南京绒花的推广仍居
于一定的窘境，笔者从多维视角为南京绒花的传承
和发展提出相应展望：①设计类的比赛推广。可以
围绕以南京绒花为主体的设计大赛或主题竞赛，例
如相关产品的包装设计、绒花内容的宣传推广、创
意流行的插画设计等，鼓励高校师生与专业人士对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解和深
究。通过将南京绒花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与现代
设计相互融合，提升南京绒花在年轻人群中的认知
程度，
为其推广和合理化改良提供新鲜血液，
从而更
好的促进南京绒花的保护、传承与创新。②新媒体
的广泛传播。新媒体时代下，非遗传承人纷纷接触
互联网，
微信、
微博、
App、
小程序、
网络直播、
短视频、
VR 体验等新媒体成为非遗传播的主要渠道[18]。当
下，互联网时代的资料储存和传输高效且迅速，手
持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帮助自媒体及直播平
台迅速成长。网络的迅速发展，
“读图”时代的到来

图 7 南京绒花发簪
Fig.7 Nanjing silk flower hairpin

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图文结合或者视频观看的
方式去获取信息，这也为南京绒花在数字化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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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更有优势、更加宽阔的生存、保护和利用的

方面展望了南京绒花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南京绒花

空间。③数字化的技术保护。在世界文化多元化

提供相关的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为非物质文化

发展的今天，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民族文化遗产

遗产的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帮助非遗传

[19]

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 。基于现

承人群更好地保护、传承、利用好非遗文化，摆脱传

阶段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人员明显不足、保留

承困难的处境，重新焕发时代光彩。

非遗原貌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等困难，通过数字化
的整合技术和数据分析，将南京绒花的资料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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