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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丝绸之路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探讨了蜀绣技艺与茶叶包装设计结合的思

路和方法。实践设计制作蜀绣茶叶包装,通过分析应用到茶叶包装中的蜀绣纹样、色彩和针法,研究了蜀绣技艺运用于茶

叶包装设计的可行性。得出蜀绣技艺和茶叶包装结合具有可行性。蜀绣茶叶包装兼备实用性和观赏性,满足现代社交中

人们对茶叶包装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健康环保的要求,保护与传承蜀绣技艺的同时也提高茶叶包装的外观品质,为蜀绣技

艺的传承与保护做出了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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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绣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刺绣技艺跻身四大

名绣。然而传统蜀绣技艺却随着工业刺绣的发展屡遭

生存和发展危机。2006年蜀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非遗编号:Ⅶ-21),这一举措使濒临失传的

蜀绣技艺得到有效的保护,让蜀绣成为四川的名片。
但近年来,蜀绣的发展无论从生产规模、市场认知度还

是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均落后于苏绣和湘绣[1]。蜀绣作

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与人们的物

质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与我国各种优秀文化互相交

融,构成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经国

家质检总局批准蜀绣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7年组

织蜀绣工匠杨德全等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演,这
些为推广与发展蜀绣技艺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从发展

和保护蜀绣技艺的角度出发,把民族特色技艺和商品

包装设计相结合,探索茶叶包装设计的本土化,使茶叶

包装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又能成为传播蜀绣技

艺的新媒介,通过此次探索为中国传统技艺复兴提供

新的思路。

1 蜀绣技艺的应用现状

蜀绣产品早期以实用品为主,宋代由于帝王享乐

之风及受中原绣派的影响,逐渐由实用性发展为装饰

性[2]。至此蜀绣绣品分为2类,上层贵族发展其装饰

特点,而民间绣品则保持以实用性为主。如今市场需

求不断变化,而蜀绣产品更新速度较慢,结构较为单

一,不利于蜀绣技艺的长远发展。

1.1 蜀绣实用品

蜀绣技艺的应用遍及衣饰、装饰、宗教供奉品等领

域。蜀绣早期实用品包括服饰、家居、婚丧用品、戏服

等。服饰用品如绣衣裙、绣鞋帽、绣荷包等,家居用品

如桌幔、床罩、被面及枕套等,婚丧用品包括红白喜事

所用的灯笼罩被、嫁衣及寿衣等,戏服主要是川剧表演

所穿的刺绣服装。这些实用品主要以寓意吉祥或喜庆

的事物作为刺绣题材[3]。从蜀地自然风光到人物故

事,从植物到动物只要是吉祥美满的事物都会被运用

到实用品中。如象征雍容华贵的牡丹(图1),象征长寿

的蝴蝶(图2),多子的瓜果等,都是吉祥寓意的题材。
这些吉祥寓意的图案至今还在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

题材也在不断增加。近年来蜀绣在实用品的应用上并

不广泛,有很多品种都已消失,新品种却没有跟上发展

的步伐。蜀绣实用品产品较单一,缺乏自主创新型产

品。

1.2 蜀绣工艺品种类

蜀绣工艺品主要分为3类,单面绣、双面绣和三异

绣。单面绣是只有一面观赏的绣品,可绣制工笔画、写
意画、人物肖像画、摄影作品及唐卡(图3)等。人民大

会堂人人大常委会大厅过道的巨幅蜀绣《高原秋色》就
是30名绣女通过一幅摄影作品为底稿所创作。双面

绣工艺水平要求较高,一般用于座屏、屏风等。蜀绣最

出名的双面绣要数人民大会堂的《芙蓉鲤鱼》。三异绣

(图4)是异形、异色、异针法,所以不只在工艺水平上要

求高,画稿更是有严苛的要求,每张稿都要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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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布局。一幅三异绣稿需花费数月时间设计,不能

有半点差错。因此三异绣作品稀少且价格十分高昂。
现在蜀绣工艺品占据了主要蜀绣市场,因其价格高昂,
普通老百姓无法承担,所以消费人群小,仅开发蜀绣工

艺品不利于蜀绣技艺的传承。

图1 清代刺绣牡丹

图2 清代刺绣蝴蝶

图3 蜀绣唐卡“文殊菩萨”(局部)

2 蜀绣技艺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意义

2.1 保护和传承蜀绣技艺

随着科技的进步加之市场的转型,蜀绣逐渐由衰

落的日用品转向肖像、绣画的工艺品。作为工艺品,蜀
绣产品单一,更新速度较缓慢。如今政府也在极力鼓

励发展民间手工艺,为蜀绣发展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
联合高校开设课程等,作为蜀绣技艺新一代的接班人,
希望为其找到更多的发展方向,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将丝绸文明中的传统技艺与中华饮食文化中的传统饮

品包装有机结合,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新丝绸之

路上走得更远。蜀绣现在的市场占有率相对其他三大

绣种较低,从业人员相比其他绣种来说较少。所以发

展蜀绣技艺及开发多元化蜀绣产品是蜀绣研究者及从

业人员的重任。开发更多的以彰显蜀绣传统技艺的新

产品,为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复兴进行有益的探索。将

蜀绣技艺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对蜀绣的保护与传

播进行积极尝试。

图4 三异绣《怡然自得》

2.2 赋予茶叶包装文化宣传力

自从人类发现茶叶这一天然饮品之后,饮茶便慢

慢成为一种大众习惯,用于储存茶叶的容器也开始出

现并不断推陈出新。随着进出口贸易增长和人民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对茶叶包装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良好的包装不仅让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好经

济效益,还可以推进我国优秀文化技艺走向国际化。
现代社会茶叶包装不仅是单纯的包装,更是文化的载

体,既拥有物质形态,还包含文化精神,除传达商品信

息外还传播文化内涵[4]。经过长期的演化和发展,逐

渐丰富了茶叶包装设计手法,形成了新颖、环保、绿色

的设计理念。但茶叶包装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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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素影响,在传统元素的运用上也仅仅停留在表面。
茶叶的包装应具有商品和文化双重属性,首先要引起

人的视觉注意,其次要暗含文化寓意,从而提升消费者

的了解欲和购买欲[5]。许多富丽堂皇的茶叶包装没有

实质文化内涵,缺乏文化底蕴。而蜀绣技艺用于茶叶

包装中既能满足人们传统审美,也能赋予茶类商品民

族文化特色,增强茶叶文化内涵,提高茶叶文化品味,
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文化

宣传潜力。

2.3 体现优雅的生活方式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茶道是以

茶为媒介的生活礼仪,是以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一

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茶叶作为我国代表性商品,在国际上

享誉盛名。蜀绣以其精湛的工艺,被誉为“蜀中瑰宝”,蜀
绣工艺品和茶叶一样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蜀绣茶叶包

装将品茶和赏绣结合,在饮茶时既能品茶,也能欣赏绣品,
在优雅的气氛中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蜀绣和茶

叶都是蜀地特产,蜀地被认为是中国茶叶发源地,将蜀绣

技艺用于茶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特殊文化商品的包

装中,可将地域性、艺术性、人文性集于一身,丰富茶叶包

装设计。

3 蜀绣技艺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探究

中国茶文化和丝绸文明由来已久,其内涵博大精

深,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直以来

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传统的包装设计,以
其天然的材质和独特的形式语言,传达出浓郁的民族

特色和文化韵味[6]。因此在设计其包装时应充分考虑

其纹样色彩、针法、方案及制作的可行性。

3.1 纹样和色彩搭配

中国茶道中十分注重美的追求,深受道家“天人合

一”的影响,把归于自然作为美的至境,希望通过眼耳

口鼻四重感官获得美的体验[7]。商品包装色彩应具有

清楚的识别性,能够很好地象征商品内容[8],而花卉的

色彩极富表现力,让人有亲近感,与茶叶给人的感觉相

似。选择花卉等自然纹样赋予茶叶包装自然美感和柔

和的色彩,使其更加贴合茶道的文化精髓。此次探索

设计了2款茶饼包装,内包装和外包装。内包装的纹

样选择是折枝玉兰花,玉兰姿态挺拔、色彩洁净、香气

沁人,有高雅节操的寓意,深受文人雅士喜爱。其色彩

是借鉴自然色彩(见表1),玉兰花的白色及枝干的大地

色都是极雅的灰色系。外包装选用梅、竹、回纹组成的

传统圆形适合纹样,作为绣稿,纹样见图5。梅花有坚

强和高洁的气质,而竹寓意刚正不阿,回纹有光明吉

祥、延绵不断的寓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在色彩选择上避免市面上出现

的大红、亮黄、亮绿等纯色,以优雅清秀颜色代之,故选

择降调的绿色、粉色和黄色,具体丝线色号见表2。
表1 内包装配色方案

内包装
配色方案

颜 色
中国手绣通
用色卡编号 C M Y K

7092 73 71 72 38

7093 66 70 73 20

7094 56 64 68 9

7095 54 63 71 8

7096 48 53 61 1

7097 45 52 65 0

7098 37 42 55 0

7099 30 33 43 0

7100 23 25 32 0

7112 51 70 91 14

7113 49 70 95 11

7114 45 61 90 3

7115 38 53 86 0

7116 27 36 67 0

4088 14 12 44 0

4089 10 10 33 0

4090 6 5 18 0

8011 1 2 1 0

4096 74 41 63 1

4097 59 49 63 1

4098 44 17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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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梅竹回纹演变图

表2 外包装配色表

外包装
配色方案

颜 色
中国手绣通
用色卡编号 C M Y K

1124 5 51 46 0

1125 4 44 38 0

1126 3 32 27 0

1127 2 19 16 0

1128 1 11 8 0

8011 1 2 1 0

2078 22 31 78 0

5032 73 50 61 4

5033 60 38 47 0

5034 46 27 35 0

5035 32 17 23 0

3.2 蜀绣针法的遴选

蜀绣针法以严谨细腻而著称,以针脚齐平、线片光

亮、车拧到家、密而不叠、稀不露底为主要特征,现有针

法十二大类,共计一百余种,针法十分丰富[9]。在探索

过程中除了讲究美观性还要考虑时效性。选择针法

时,既要精致美观,又要加工便捷。内包装针法主要用

晕针为主,接针、齐针为辅。晕针主要以其参差的针脚

以形成更多的中间过渡色,使不同色阶的丝线达到色

彩空间混合,得到过度柔和且自然的色彩。接针和齐

针则用于强调轮廓。内包装的玉兰纹样具有立体感,

用平铺针法难以表现出花瓣的立体质感,要根据玉兰

花瓣的生长运用有车拧效果的晕针,车拧针能更好地

表现玉兰的生长趋势。外包装为双面绣,在技法上要

求更加严格,需保持双面平整。针法主要运用滚针和

晕针,竹叶和回纹应用车滚针,梅花应用晕针结合车拧

针。具体针法简介及示意图见表3。
表3 针法选择一览表

针法
名称

针法简介 针法示意图 应用部位

接针 接针 又 叫“倒 退 针”、“回
针”,是表现线型绣纹的针
法。其绣法是以短平针按
单数出针,双数入针,前后
衔接而成。

玉兰枝干

滚针 滚针也叫退针,以单针出针
双针入针。刺绣时第二针
出针处位于第一针落针之
前,针脚紧逼线迹。

竹叶、回纹

齐针 齐针是按平针运针,针迹为
平行的直针,齐针的起针与
落针均位于纹样边缘。

玉兰 花 瓣 边 缘、
梅花边缘

车拧针 车拧针,“车”和“拧”也可作
动词表示旋转、扭曲 的 意
思。车 拧 针 常 与 掺 针、晕
针、施针等针法结合使用。

玉兰花瓣、花萼、
梅花

晕针 二二针,又称“长短针”,其
绣法是按单针出针,双数入
针,每两针一个循环。

玉兰花瓣、花萼、
枝干、梅花

三三针,以三针为一 个 循
环,单数出针,双数入针,三
针依次相错。

玉兰花瓣、花萼、
枝干、梅花

二三针以五针为一个循环,
针脚分布不规律,分散而错
落,晕色效果最佳。

玉兰花瓣、花萼、
枝干、梅花

3.3 蜀绣茶叶内包装制作过程及成品

蜀绣内包装的绣制步骤如图6所示。图6(a)为在

底布上画好的绣稿,图6(b)为内包装半成品,图6(c)
为绣制完成的成品。本次探索的是重量为357g的普

洱茶设计包装,用皮尺量得茶饼直径为18cm。制作

内包装时首先要根据茶饼大小确定图案的尺寸,为了

美观,图案略小于茶饼直径,设计为16cm。绣制的画

稿应先画于透明硫酸纸上,通过拷贝箱转移到绣底。
画好绣稿后开始绣制,绣制完成之后下绷,低温熨烫之

后按尺寸裁剪成直径为35cm的圆锁边,装上收边绳

即完成包装(见图7)。

3.4 蜀绣茶叶外包装制作过程及成品

蜀绣内包装的绣制步骤见图8。图8(a)为笔者在

绣制外包装图案,图8(b)为绣制完成的外包装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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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为外包装装裱过程。外包装为双面绣,拷贝画

稿时使用白色的笔,以免污染布面。双面绣技艺要求

较高,为保证作品细致精美,用丝线四分之一绣制。为

突出其精巧,绣制纹样直径为12cm。双面绣有较好

的通透性,所以必须使用透明的玻璃或有机玻璃装裱,
装裱玻璃直径为19cm。此包装是为茶饼设计,为更

好利用空间,包装形状设计为圆形,为方便拿放茶叶,
圆形木盒的直径应比茶饼大3cm,设计为21cm。此

包装不是一次性包装,在材质上选择四川特产楠木作

为主材料。圆盒设计较为厚重,厚度为1.5cm。包装

设计的亮点在于盒盖,盒盖装裱有蜀绣,两面一样具有

观赏性(见图9),笔者在设计盒盖时加厚了盒盖的厚

度,让盒盖不借助其他支撑物直立起来,盒盖最外边缘

厚度为3.5cm。盒盖在打开时可立于盒内,作为观赏

物。此款设计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根据所需选择木材,
本文选用的四川特产楠木有天然的驱虫效果,可以有

效的防止茶叶被虫蛀,木盒具有透气性,有利于茶叶的

陈化。

(a)          (b)        (c)

图6 绣制过程图

图7 成品展示图

4 结语

通过茶叶包装设计的实践应用,发现把蜀绣这一

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与茶叶包装结合具有可行性。通

(a)          (b)        (c)

图8 外包装绣制过程

图9 外包装成品展示

过实践已将蜀绣茶叶包装转化为专利产品。在茶叶包

装设计过程中发现越是民族特色设计,越不易被外来

文化所同化。此次应用实践也发现一些问题,不能把

民族文化生搬硬套,丧失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应把传

统文化中的民族元素与包装有机融合,所设计的包装

才会引起关注。设计还有诸多不足,如木盒除了蜀绣

外,缺乏与蜀绣呼应的花纹,还有提升空间。此次探究

是为蜀绣的发展探寻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为茶

叶商品包装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我国有大量具

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工艺,如果将这些都与茶叶包装结

合,就会产生多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茶叶包装,而且这些

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工艺,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如

绵竹年画、瓷胎竹编等民族工艺,结合到茶叶包装和其

他产品,会不会有更多可能性,这些都是值得设计者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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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amplingbagmethodwasdevelopedforthedeterminationofvolatileorganiccompoundsemittedfromchildren's

bags.ThevolatileorganiccompoundswereenrichedbyTenax-TAtube,andfinallyvolatileorganiccompoundssuchasbenzene,tolu-

ene,dimethylbenzeneweredeterminedbythermaldesorption-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Themethodwasnon-destruc-

tive,simpleandgreen,andwassuitableforthedeterminationofvolatileorganiccompoundsinchildren's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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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hecontextoftheNewSilkRoadandthepromotion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hewayofcombiningtheartof

Shuembroiderywiththedesignofteapackagingwasdiscussed.Byanalyzingpattern,colorandneedlemethodofShuembroidery,the

feasibilityofusingShuembroiderytechniqueinteapackagingdesignwasexplored.ItwasconcludedthatthecombinationofShuem-

broiderytechniqueandteapackagingwasfeasible.Shuembroideryteapackagingwaspracticalandornamental,people'shigherde-

mandandhealth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needsforteapackaginginmodernsocietyweremet.Itwasbeneficialtoprotectandin-

heritShuembroiderytechnologyandimprovetheappearancequalityofteapackaging.Italsomadeanewattemptfortheinheritance

andprotectionofShuembroidery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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