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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绣中“留水路”工艺为案例,分析了广绣在服装上的应用情况以及当下旗袍与刺绣工艺的高级定制情况;

提出广绣技艺与高级定制旗袍的结合是新时代传承传统手工艺的重要途径。广绣与高级定制旗袍的结合既能活态保护

传统广绣技艺,又能提升高级定制旗袍的文化内涵,形成一种文化创新的产业链,为我国的文化传承和服饰设计制造新的

契机。抓住时代的脉搏,解决广绣技艺在高级旗袍中的制作难点,为“一带一路”建设,传承工匠精神,做好扎实技艺改进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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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刺绣在4000多年前就有记载,根据“衣画而

裳绣”的章服制度,可以看出刺绣这种传统工艺早已出

现在服装上,同时在各个考古发现中也能发现织物上

的刺绣痕迹[1]。从我国目前四大名绣的产地分布可以

看出,刺绣技艺流传甚广,全国各地基本都能找到刺绣

的踪迹。在古代,刺绣是判断女子是否贤惠的标准之

一,因此刺绣又被称为“女工”、“女功”或“女红”。刺绣

也是女子心灵手巧的象征,蕴含了女子的智慧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而广绣作为中国刺绣四大名绣之一,
同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广绣技艺的历史与现状

在广州南越王墓发现了像叶脉状的刺绣纹样、上
色工具和绣纱织物等[2],说明当地的刺绣在西汉时期

就已经发展了,并且具有相当的规模,这可推断出广绣

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余年前[3]。

1.1 广绣与服饰的渊源

在唐代鼎盛时期,广绣纺织品就随着海上丝绸之

路,名扬海内外,深受皇宫贵族的喜爱。当时的绣娘卢

眉娘被顺宗封为“神姑”,皇室贡品中有很多出自广绣

精品,“五品同知衔”的称谓也授予给了广绣艺人,对广

绣的生产和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十分欣赏广绣中的金银线绣,于明万历二十八

年(1600年)建立了英国刺绣同业公会,培训刺绣人

员,并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明

末至清中是广绣出口的全盛时期。在清代末期,广绣

成为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绣种,余德的绣品《睡狮》、
《孔雀牡丹》和《四角大花披巾》等广绣精品在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获奖[4]。时至今日,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已经不是物质的呈现,
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广绣作为四大名绣之一,自
然少不了出现在服装上,私人定制既能满足当下的生

活水平,也能感受传统技艺的美感。

1.2 广绣产业的现状分析

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广绣作品大多是传承人在观赏

绣方面的,比如广绣传承人陈少芳老师的作品《牧羊姑

娘》、《我爱小鸡群》、《晨曦》等,在这些作品中,花、叶、
鸟禽都应用了广绣惯用的“留水路”技法。广东顺德富

德工艺品有限公司每年向西班牙出口大量中高档大披

肩,是广绣在实用绣方面最具有规模的产业链,对广绣

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图1)。广绣作为一种传

统技艺,更多的是在观赏绣方面,实用绣方面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服饰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蔽体、装饰的

形式,与广绣的结合,既美化了服装,也传承了广绣技

艺。广绣的高级定制店铺较少,并没有和其他三大名

绣一样形成系统的产业链。与苏绣在国内市场占有份

额相比,苏绣所占比例大于广绣。从风格、内容、样式

上看,广绣的商品比较单一,创新力还有待提高。广绣

市场还具有局限性,没有打开和各行各业相通的格局,
也没有龙头企业的引领,产业链无法形成,跟社会形势

和市场脱轨,这都阻碍了广绣的产业化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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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1 广绣工作者刺绣场景

2 广绣技艺在高级旗袍定制中的应用

旗袍作为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

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不管是海派旗袍还是京派旗

袍,将刺绣这种富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技艺植入到旗袍

中,可以将旗袍更加生动的展现出来,它们都蕴含了博

大精深的服饰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挖掘、认知、传
递起着积极作用[5]。

2.1 现代高级旗袍定制现状

定制旗袍完全量体裁衣,单件起做,可依照顾客的

身材,取长补短,展现最佳的曲线,遮盖缺点。真正的

手工旗袍,版型呈圆润的S型,行针流畅、均匀,旗袍外

形平整,工艺讲究。另外,手工定制旗袍顾客可以对面

料、图案、工艺等自行选择,展现定制的优越性。刺绣

作为旗袍的灵魂,为了展现绣花对旗袍视觉的影响,可
以把立领也绣完,这样和盘扣工艺完美结合,让旗袍美

成了一种艺术品。
以2016年NE·TIGER华服旗袍发布会的经典、

改良、创新三大系列为例,旗袍作为服饰语言,再一次

实现了NE·TIGER的中国梦。NE·TIGER华服旗

袍注重文化的传承,高级定制旗袍采用南京的云锦,在
刺绣方面采用苏绣技艺,将刺绣巧妙的运用到旗袍

中[6]。旗袍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受到了国家、
企业、个人的追捧。不仅是国内,国外也出现了对旗袍

定制的青睐。他们看重的不仅有旗袍的文化内涵,也
有旗袍上相得益彰的刺绣,它起到了服饰识别的作用,
让旗袍的定制有别于其他服饰。

2.2 “留水路”技艺在高级旗袍定制中的应用

广绣针法丰富细致,均匀且多变,纹理分明,处处

见针,针针整齐,有高度的表现力。在相邻的绣型之

间,起针和落针点相距0.5mm,空白的线条出现在两

个独立的绣型之间,就像勾了边的国画,即“留水路”。
在强调装饰效果方面,“留水路”技艺是一种很好的表

现技法,也是广绣独具的特色,有别于其他绣种(见图

2),在花卉的叶与花朵、鸟禽的每一根羽毛之间,都留

有一条清晰而均齐的“水路”,使形象更加醒目,层次更

分明[7]。广绣中的“留水路”工艺,在与丝绸面料相结

合的同时,制作出的旗袍更具有立体感,使图案看起来

活灵活现,表现力更加丰富(见图3)。旗袍多在领口、
胸、腰、腹等处使用刺绣,图案大多为不对称的花卉等

植物,“留水路”工艺为旗袍诠释了新的生命力。广绣

通过“留水路”独特技艺,成就了“平、齐、细、密、均、光
和顺”的工艺特点。

图2 广绣屏风(局部)

图3 广绣旗袍

旗袍的传统工艺大多以手工为主,与广绣有异曲

同工之处。近年来,旗袍也出现了工业化生产,使旗袍

穿着平民化。但是在工业化生产的背后,出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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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不能把旗袍的传统工艺呈现出来。比如机器

无法完成藏针这一手工艺,导致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旗

袍,不仅在款式上改变了,在工艺上也改变了。对于追

求旗袍技艺的爱好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视觉

上也达不到他们想要的内外和谐。而旗袍及刺绣的高

级定制,能够满足人们心理上对传统手工艺的追求。

3 广绣与高级定制旗袍的结合是新时代传承

传统手工艺的重要途径

3.1 通过高级定制旗袍活化广绣传统技艺,锤炼广绣

形象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广绣传统手工艺,正受着摒

弃的危险,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一些技艺面临失

传。正如濮安国先生在《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的发展》
一文中指出:“传统工艺要达到古为今用,要对消费者

和使用者的需求进行研究。”活化保护广绣传统技艺即

是让广绣回归生活本身,再现它作为生活文化的价

值[8]。说到刺绣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不得不说法国

巴黎的刺绣工坊,其中勒萨热刺绣工坊,它不仅与夏奈

尔公司合作,为高级定制提供手工刺绣服务[9],还以它

独特的优势,走出了自身发展的瓶颈。比如勒萨热刺

绣坊创办自己的学校,以增加自己的活力;建立自己的

资料库,以启发一代代新晋设计师创造出更多精美的

作品。广绣作为一代名绣,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借鉴法

国勒萨热刺绣工坊,让广绣技艺与高级旗袍定制合作,
使广绣这种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同时也能为广绣的手

工艺人带来经济效益,使这项技艺得以传承。

3.2 通过广绣技艺提升高级定制旗袍的文化内涵

汇聚着岭南广大人民生活智慧的广绣,像广绣大

披肩有300多年的出口历史,成为人们钟爱的饰物。
广绣中的“实用绣”早就走出国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

用。也因此被更多人了解它的存在,作为礼品,它是

“外交大使”;作为文化,它是岭南人民“智慧的象征”。
从传统广绣中提取符合服饰的经典视觉元素,对服饰

也是一种再设计。“霓裳广绣”时装秀就是对服饰的再

设计的表现,它是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见图4)。旗

袍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加上广绣“留水路”这一

特色技艺,让服装不再是简单的服装,而是一件艺术

品,一种厚重的岭南文化呈现。
广绣与丝绸同根同源,所以高级定制的旗袍也与

丝绸面料密不可分,在保留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成就了

服饰的美感。像NE·TIGER通过“贯通中西,融汇古

今”将苏绣融入华服旗袍,为苏绣技艺的提升和传承提

供有利平台,使审美需求、文化内涵和商品价值等在服

饰上有更深层次的提升。因此广绣作为与苏绣齐名的

绣种之一,也可以和旗袍的高级定制结合,产生出特有

文化内涵和视觉效果。

(a)           (b)

图4 “霓裳广绣”服装

3.3 广绣技艺与高级旗袍定制结合有利于本土与国

际的结合

广绣与旗袍同是中国的国粹,在做工上都以手工

为主,并且同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重视,政府也

出台各种政策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我国的高级定

制相比法国的高级定制,依然有一定差距。法国高级

时装初级阶段,设计师会根据顾客的身材、气质、着装

场合进行定制[10]。虽然我国量体裁衣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几百年前,但是未能形成良好的体系。几千年历

史的中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精髓。这不仅能对

本国的民众有影响,同样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一定的影

响力。因此中国要保留一份“设计的文化自信”,拥有

自己的设计风格,才能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不仅是中

国制造,更应该是中国创造。不管是苏绣与旗袍结合,
还是广绣与旗袍结合,都是一种中国风的表现形式。
因此广绣技艺与旗袍的高级定制成为一种时尚风向

标,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产物。
我国服装设计师和手工艺师,在全球的认可度,较

之日、韩等亚洲国家还有差距,但并不代表我国缺乏专

业性人才[11]。只有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做民族自己的

品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融合贯通,才能将我国的设

计事业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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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定制旗袍应用广绣技艺制作的难点

  高级旗袍这一载体,以高级丝绸面料为主,广绣和

旗袍的结合,争相辉映,它既是对我国传统技艺的传承

与发扬,也使服饰文化的国际化走上一个新台阶。

广绣自带高贵,在与高级定制旗袍结合中,并没有

太多的违和感,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一是乔洪等[12]提

出的当刺绣从平面绣品转为立体时,遇到的人体形态

凹凸不平的裁片,需将传统绣绷改良成与人体特殊部

位弧度相似的绣绷,以解决因绣绷不合体而不能完成

的问题。二是服装本身在穿着过程出现的洗涤问题,

以活态出现的广绣技艺,在穿着时,要求注意场合,在
洗涤时要寻找专业的洗涤机构。另外还要注意广绣丝

线与服装面料的固色问题。

5 结语

广绣和旗袍技艺都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
们既要在继承中发扬,又要在发扬中继承。走出中国

特色的文化传承,为我国服饰文化走上国际化打下基

础。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劳动

人民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文化自信是我们每个国人

的责任,中国文化也是全人类的财富,在“一带一路”的
倡导下,相信中国传统技艺必将全面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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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the“leavewaterway”processinGuangembroideryasanexample,theapplicationofGuangembroideryinthe

clothingandtheadvancedcustomizationofthecurrentcheongsamandembroideryprocesswasanalyzed.ThecombinationofGuang

embroiderytechniqueandadvancedcustomcheongsamwastheimportantwaytoinheritthetraditionalhandicraftsinthenewera.The

combinationofGuangembroideryandadvancedcustomcheongsamcouldnotonlyprotectthetraditionalGuangembroideryskills,but

alsoenhancetheculturalconnotationofadvancedcustomcheongsam.Aculturalinnovationindustrychainwasformed,tocreatenew

opportunitiesforChina'sculturalheritageandappareldesign.Thepulseofthetimeswasgrasped,andthedifficultiesintheproduc-

tionofhigh-endcheongsamweresolved,technicalimprovementwasdonewellforbuildingtheBeltandRoadandinheritingthespirit

ofartis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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