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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刺绣以富丽、多彩、典雅的特色和精湛的技艺闻名于世,将刺绣运用在旧衣再生设计中,既传承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提升了旧衣的美观性、价值型和环保性。对刺绣技艺的特征与审美特征进行了定性分析,总结了刺绣

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特点,将刺绣与不同款式特征、不同种类的旧衣进行融合实践设计。研究结果表明,刺绣在旧衣再生

中的运用是提高其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是推广中国非遗传承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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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刺绣历史悠久,绣品的纹样装饰效果强,具有

独特的艺术风格。从中国服装的发展史来看,商周到

战国时期刺绣的发达与广泛的使用在《左传》中的“衣
必绣之”可以体现出来;秦汉到唐宋,中国的刺绣达到

繁荣,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

襦”充分体现了当时刺绣的普及与繁荣;元明时期的刺

绣比唐宋时期更有提高,现今的很多刺绣针法如著名

的“顾绣”都来源于这一时期;在清朝,刺绣工艺达到了

鼎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直到现代,刺绣仍是中

国最大的工艺美术行业之一,在服装设计的装饰设计

运用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多种刺绣如苏绣、麻布

绣、汉绣、鲁绣和苗绣等工艺技法成为中国国家级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1 刺绣的内涵与审美

1.1 刺绣的概念与分类

刺绣按实现方式分为手绣与机绣,手绣是用各种

颜色的丝、绒、棉线在绸、缎、布帛、毡、皮革等材料上,
借助手针的运行穿刺,构成花型、图像或者文字图

案[1]。机绣是机器绣制的刺绣,20世纪30年代从法国

和英国传入中国,机绣生产具有技艺容易掌握,投资见

效快等特点,在中国得到了很大发展。
中国刺绣种类繁多,如取现实主义手法擅长表现

物态神情的苏绣;如施针简单,针脚长短不一,习惯用

金线围绕,掩遮补齐之处的粤绣;如色彩鲜艳,用针平

整,丝路清晰,片线光亮,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蜀绣;还
有刺绣的绒丝线在溶液中进行处理,防止起毛,多以国

画为题材,形态生动逼真的湘绣。除四大名绣外,中国

各地还有很多绣种,按地域分有鲁绣、闵绣、杭绣、汴绣

和苗绣等;按照材料分有丝绣、羽毛绣、发绣等。每种

刺绣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2]。

1.2 刺绣的审美特点

中国的刺绣依存在服装或者服饰品上,体现了审

美与实用共融的统一性,是中国人民历史、文化、信仰、
艺术的体现。刺绣的审美首先体现在色彩美,绣品一

般是由不同颜色的绣线刺绣而成,从欣赏者的角度观

赏作品时会感觉到色彩带来的一种视觉美的享受,如
喜庆、典雅、和谐、对比的色彩美等。色彩明快、华美艳

丽的粤绣给人一种民间艺术的装饰风格的感受,色彩

典雅柔和的苏绣给人一种舒适、情趣性的装饰风格感

受。刺绣审美体现了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的美,刺绣来

源于生活,体现人们的生活感受、生活崇拜、生活寓意

和生活文化等,刺绣作品由此也代表了精神与文化。
刺绣审美也表现在技术美,每种针法刺绣出来的作品

各具特色,如湘绣极讲究绣针和绣线,以参针为它的针

法特色,绣线像毫发,体现湘绣独特的技术美。刺绣审

美还体现寓意美,作品往往体现很多的隐喻,寓意吉祥

幸福的含义,如绣品中通常将仙鹤与青松织绣在一起,
取名为“松鹤延年”等[3]。

1.3 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发展状况

刺绣用于旧衣再生设计在中国古代早有实例,中
国明代流行的“水田衣”,是用各色零碎面料拼合缝制

成的服装,纯朴而别致,富有韵律感,在古代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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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废纺织品的再生设计与制作;明代补服的补子是使

用40~50cm左右的绸缎,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缀补到

官服上,文武官穿着补缀图案的补服表示品级;在《红
楼梦》第五十二回中晴雯病补雀毛裘,晴雯用针分出经

纬,按照衣服的纹路来回织补,这是对已破坏的衣服的

一种弥补设计,让其重新恢复使用价值;在中国解放初

期,衣服缺乏,人们对破洞旧衣一般选择贴布补、贴布

绣、刺绣等手段,也是对旧衣再生设计的一种表现。
现在人们在时尚潮流趋势的影响下,对衣服的更

换率越来越高,旧衣产生越来越多,衣服的所有者、品
牌设计者、旧衣再生设计协会等都可以在原本不具美

感或过时的旧衣上进行创新改造设计。目前国内关于

旧衣再生设计市场中,如纸艺网、手工帝、肉丁网、妈妈

帮等网站上有大量关于在旧衣上进行刺绣的具体操作

方法,这给旧衣个人所有者进行再生设计提供了广泛

的实例学习资源。国内旧衣再生设计做的比较成功的

品牌有张娜的“再造衣银行”。国内还有很多高校服装

专业材料课和服装设计工作室开展关于刺绣在旧衣再

生设计中的训练。

2 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特点

旧衣再生设计是指对废旧的衣服运用设计手段进

行重新设计与重新制作后,成为全新的时装,而刺绣是

旧衣再生设计中的一种设计方法。衣服成为旧衣的原

因包括款式过时、弄脏、破口、褪色和穿着者的喜新厌

旧等情况,刺绣对旧衣再生设计根据不同的旧衣来源

呈现不同的设计特点。

2.1 弥补性

刺绣一般是以文字、花型、动物、几何图形等纹样

在服装上刺绣,来弥补旧衣自身不足,如旧衣是由洗不

掉的墨水痕迹、油渍或者是撕裂口而导致衣服淘汰,可
以用适合这件旧衣风格的图案,再选择合适的刺绣针

法绣在这些特有的地方,掩盖这些缺点,或者选择市场

已有的绣片直接贴缝这些特有的地方,不管用手工刺

绣或者选择现成的绣片,最终再生设计的结果是旧衣

变新衣,实现重穿的价值。

2.2 约束性

刺绣元素用在旧衣再生设计中,在进行图案与色

彩配置设计时要受到旧衣本身的款式、材质和色彩的

制约。如一件旧的黑色棉衬衫做刺绣再生设计时,在
色彩上,选择绣线颜色要能在黑色上凸显刺绣图案,根

据需要的设计风格选择白、红、灰蓝、高级灰、绿色等颜

色绣线;刺绣的图案也要受到款式的约束,旧衬衫款式

已经存在,刺绣的图案大小必定受到裁片位置和裁片

形状的限制,需选择合适风格的图案进行再生设计;绣
线的材质选择根据黑色衬衫的棉质质地进行,体现休

闲风格选择棉线,体现个性设计的选择有光泽的绣线。
旧衣作为一种独特的材料,自身有原来的设计魅力,在
这基础上添加点睛之笔会让旧衣再生光彩。

2.3 设计的创新性与艺术性

在旧衣上再生设计本身就是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

创造,梳理原有的设计,增加新的刺绣元素,就是打破

原有的设计面貌,进行创新性设计。刺绣是中国传统

技艺,具有独特的手工艺术美,在旧衣上使用刺绣增加

了旧衣的艺术性,如果选择的图案是传统图案设计还

会让旧衣具有历史文化性,在旧衣设计上体现传统与

现代审美的结合。

2.4 非遗文化传承性

刺绣已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促进非遗

文化的传承。让新一代的青年意识到传统刺绣的重要

性,体会刺绣的审美情感,在旧衣刺绣、旧衣改造的一

针一线的手缝过程中体会刺绣传统技艺的美,在现代

快节奏的社会发展中沉下心来学习刺绣,既完成了旧

衣再生设计又做到了非遗文化的传承。

3 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3.1 刺绣与旧服装再生设计融合

刺绣在旧衣上的改造,要准备的主要材料包括绣

绷、绣花针、绣花线、剪刀和可供刺绣的旧衣。绣绷根

据刺绣对象一般选择圆绷,其直径为13~30cm,随时

架绷随时绣,而且携带方便。还有一种方绷,由两根横

轴和直档组成,旧衣由于已经是成品服装,不是成块的

面料,刺绣一般在旧衣的零部件位置,方绷形状不合

适,但有些前开口的旧衣后片大,可以用方绷,在旧衣

再生设计中一般推荐用圆绷。绣针一般选择针身细

长、针尾圆润的,长度选2.5~3cm之间。绣花线根据

绣花图案与旧衣的颜色选择。
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工序流程包括设计刺绣

图稿、描稿、上绷、刺绣和后整理等。
第一步是设计刺绣稿,绣花图案根据旧衣款式风

格,如图1(a)中的旧衣是一件圆领,正身是白色条纹的

·15·     2020年第6期             服装服饰




短袖衫,旧衣胸前本身就有深蓝灰英文印花字母装饰,
在衣服的左胸字母上方有一块1cm大小污渍,设计者

在进行绣花图案设计时用一朵花型挡在污渍处,再配

有茎和左右对称的叶子丰富这个花型设计,如图1(b)
所示,花型色彩选择淡雅的黄棕色渐变到浅灰色,花蕊

用深棕色,该绣花图案不管是图案设计还是色彩的搭

配都和这件旧衣相得益彰,散发出新的光彩。图2(a)、
图2(b)和图2(c)是在一件旧的白衬衫上设计的梅花

刺绣,花型设计在左领和后背的右下方,形成呼应关

系,刺绣的栩栩如生的梅花让旧白色衬衫具有民族风,
令人感觉焕然一新。

(a)              (b)

图1 旧短袖衫刺绣设计

(a)        (b)        (c)

图2 旧衬衫刺绣设计

第二步是描稿与上绷,如图3(a)中的旧衣上先定

好需要设计花型的位置,用有色的褪色笔画出花型图

案,画好花型后上绷。
第三步是刺绣,在上绷的位置选择颜色合适的丝

带进行刺绣,如图3(b)中是选择了不同颜色的丝带用

轮廓绣、直针叶子绣、绕针绣、复杂花叶绣等手法进行

手工丝带刺绣,先绣底下的部分,再用手工丝带绣上面

的花型部分,有层次有顺序的进行刺绣。
第四步是后整理,丝带绣结束后,调整整个刺绣画

面的效果,缺的补上,多的拆除,着装在人身上看效果,
如图3(c)中刺绣位置色彩的层次变化丰富,浅蓝色与

深蓝的搭配,粉色与黄色的点缀。最后进行上浆、烫

贴、压绷三道工序。

(a)        (b)        (c)

图3 旧衬衫丝带绣

(a)            (b)

图4 旧裤子刺绣

上图都是服装专业材料课程学生的刺绣在旧衣再

生设计中的实践作品,图4(a)和4(b)从作品的设计到

最后穿着是比较成功的旧衣再生设计示例。

3.2 刺绣与旧服饰品再生设计的融合

刺绣不仅可以对旧服装进行再生设计,也同样可

以在旧包、旧帽子等旧服饰品上进行再生设计。由于

旧服饰品的分割结构、面积大小与制作工艺比服装更

复杂,有的地方在刺绣时连绣绷都放置不了,如图5(a)
的旧包袋,旧服饰品再生设计需根据设计对象不同的

结构选择不同的刺绣图案与刺绣方法。旧服饰品的再

生设计程序和旧服装的差不多,包括设计刺绣图案、描
绘刺绣图案、上绷、刺绣和后整理等。具体实施时要注

意刺绣图案与旧服饰包袋的风格相适宜,设计结果要

更能增加服饰品的艺术色彩与使用价值。如图5(b)
是刺绣在旧黄色方形包袋上的再生设计,设计者选择

的刺绣图案是花型,选择了巧妙的不对称排列,由于两

个贴袋必须满足放物品需要,刺绣线只能绣在袋面上,
这种情况下不方便架绣绷,只能用手针在描好的图样

上进行表面刺绣,选择刺绣针法有平绣、绗针、打籽绣

和散针绣等,绣好后黄色包袋具有很强的独特民族风

气质,提升了包袋的艺术价值。图6(a)和图6(b)中都

是对旧帆布包袋进行的丝带绣装饰,花型设计到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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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精美,具有再使用价值。

(a)             (b)

图5 旧包袋刺绣

(a)             (b)

图6 旧包袋丝带绣

4 结语

刺绣在旧衣再生设计中的运用有别于其他设计方

法,它带着传统的痕迹与现代设计元素融合,以独特的

增加设计,巧妙地与旧衣融合在一起。旧衣再生设计

为新一代青年学习刺绣提供了训练的机会,使旧衣再

次焕发新颜,强调了旧衣的环保性、艺术性、价值性。
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青年一代一定会把刺绣更好的传

承下去,落在尘埃里开出时尚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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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EmbroideryinRecyclingDesignofOldClothes
SHIYun,LUYun-zhi

(CunjinCollege,GuangdongOceanUniversity,Zhanjiang524000,China)

  Abstract:China'sembroiderywasfamousforitsrich,colorful,elegantfeaturesandexquisiteskills.Theembroiderywasusedin

theregenerationdesignofoldclothes.ItnotonlyinheritedChine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utalsoimprovedtheaesthetic,value-

oriented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oldclothes.Thecharacteristicsofembroiderytechniquesandaestheticfeatureswereanalyzed

qualitatively.Thecharacteristicsofembroideryintheregenerationdesignofoldclothesweresummarized.Thepracticaldesignofin-

tegratingembroiderywithdifferentstylecharacteristicsanddifferentkindsofoldclotheswascarriedout.Theresultsshowedthatem-

broiderywa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usevalue,economicvalue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valueintheregenerationof

usedclothes,anditwasalsoameanstopromotetheinheritanceofChine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Keywords:embroidery;recyclingdesignofoldclothes;designpractice



亨斯迈纺织染化与BAOMINH纺织合作生产医用长袍面料

  亨斯迈纺织染化和越南最大的现代化机织面料生

产商之一BAOMINH纺织公司合作生产符合隔离防

护服所需的严格性能标准的面料。BAO MINH 纺织

将使用亨斯迈纺织染化公司优异的医用防护阻隔方案

产品加工七十六万米的机织面料,这些面料足以生产

出三十四万五千件高档隔离防护服。
亨斯迈纺织染化越南公司首席代表 ManfredAl-

brecht表示:“我们很荣幸与BAOMINH纺织这样的

行业创新者和可持续发展冠军合作,帮助全球一起抗

击COVID-19新冠病毒。生产符合标准的个人防护

用品(PPE),需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以及对后整理助

剂和纤维的化学成分及机械性的深入了解。亨斯迈纺

织染化与BAO MINH 纺织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

们期待双方团队通力协作,改进BAO MINH 纺织生

产的防护面料及其他面料的产品性能。”
(来源:中国纺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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