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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美术专业知识和海外学习经历的“绣二代”姚兰，希望通过
更具现代气息的创新设计，为传统苏绣注入时代活力

主要是花鸟虫鱼、小猫小狗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姚建萍就尝试以油画、水墨画、工笔画等作为
刺绣蓝本，表现更丰富的题材。“妈妈发现什么都能
绣得好、绣得像，但如果只绣已有的绘画作品，那永远
都有别人的影子。自 1998 年起，妈妈的团队就远离
了‘拿来主义’，开始做自己的原创。”姚兰说。
本科毕业后，姚兰和两名中国美术学院的同学
一起创立了设计工作室，专攻苏绣画稿的原创设
计，并开发衍生品。他们的处女作 《屋檐记事》，将
双面绣荷花鲤鱼置于形似屋檐的提梁下，构思新
巧，一经问世就获得良好的反响。
“早年间，妈妈一心追求技艺上的极致，很少去
想怎样进行商业转化。”而姚兰更多的是思考怎样让
母亲创立的苏绣品牌更加国际化、现代化，获得更
广阔的市场。“一个民族品牌只靠一代人是做不起来
的，它需要两三代人的积淀。一位前辈曾经鼓励
我，你们是苏绣行业冒出来的一支先行队伍，你们
探索出来的路，就是未来大家可以走的路。”

600 岁故宫
迷倒“90 后”

后
○﹄ 上 网 买 文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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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兰：创新点亮苏绣品牌

小巧可爱的大秦勇士
星钻积木，隽秀清雅的秋
兴八景图笔墨套装，飘逸
华美的敦煌壁画图案丝巾
…… 近 日 ， 首 届 天 猫 新 文
创大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
举行，多家文博机构展出
的文创产品设计感十足，
吸引了许多人观赏、拍照。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
究院与天猫联合发布的
《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 指
出，近几年博物馆文创市
场呈高速增长态势，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在网上
购买文创产品，文创已成
为链接博物馆与年轻人的
新方式。

博物馆文创为啥这么火

开栏的话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在代代传承中永葆活力和青春。本版从今
日起推出“非遗新生代”栏目，聚焦非遗领域的年轻艺术家，听他们讲述传承和发
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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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博行业发展和
全社会消费升级，博物馆
文创产品成为文化消费领
域“新宠”。《新文创消费
趋 势 报 告》 显 示 ， 近 两 年
电商平台文创产品成交规
模爆发式增长，淘宝、天
猫平台 2019 年的成交规模
相 比 2017 年 增 长 了 3 倍 。
过去一年，淘宝、天猫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达到 16 亿人
次，是全国博物馆线下接待人次的 1.5 倍，其中有 1 亿用户是
“90 后”。数据表明，上网买文创已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

让苏绣走进当代生活
姚兰团队设计的 《屋檐记事》
姚 兰供图
这个夏天，“90 后”苏州姑娘姚兰的行程排得
满满当当：7 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锦绣中华
——江苏刺绣艺术精品展”，她作为学院派新生代参
展；与家居品牌合作的刺绣艺术高定体验中心落户
西安，她为此频繁出差；她一手策划的苏州姚建萍
刺绣艺术品牌馆迎来开馆一周年，正式推出系统专
业的苏绣课程……
去年，姚兰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获得清
华大学和美国苏富比艺术学院的双硕士学位。她的
母亲、苏绣艺术家姚建萍一度反对她进入苏绣行
业，但姚兰却有着自己的坚持：“我选择这份事业不
是为了帮妈妈，而是因为值得。”

苏绣也许缺一个我这样的人
姚建萍刺绣艺术品牌馆里，姚兰身穿一袭素色
长裙，笑语盈盈地与客户交谈。她说话声音温柔，
却透着超乎年龄的沉稳、成熟。作为品牌馆项目负
责人，不管是与国际知名品牌的跨界合作，还是展
馆中照明灯的安装、维修，她都事无巨细地操心。
姚兰出生在苏州镇湖，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闺
阁家家架绣绷，妇姑人人习针巧”。姚兰的母亲姚建
萍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 （苏绣）
代表性传承人，由于执著投入苏绣事业，少有时间
能陪伴在女儿身边。姚兰 8 个月大的时候，姚建萍
去一位苏绣大师家中拜师学艺，一学就是 4 年。姚
兰小学时寄住在亲戚家，初中时就开始一个人住，
这让她早早养成了懂事、独立的性格。
高考前，自小学习书法和绘画的姚兰决心报考
中国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工艺美术系攻读研究生。读研期间，她曾以访问
学者的身份驻留法国，并入选清华与苏富比艺术学
院联合培养的艺术管理项目，前往美国和英国学
习，拥有了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毕业作品展上，她交出一幅名为 《远方》 的苏
绣。影影绰绰的水墨背景上，金线丝丝缕缕延伸开
去，光影的明暗过渡巧妙自然，就像从飞机上俯瞰城
市夜景，万家灯火，明媚动人。这幅作品将传统苏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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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洁雅致的瓷器、玉器，明艳生动的各式绣
品，造型独特的石雕、木雕……8 月 20 日，“时代新
章——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在国博开
幕。展览从 60 余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60 位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和青年创作人员创作的 400 余件作品
中精心遴选 133 组件进行展出，集中反映了中国当
代工艺美术创作与发展成就。
中国工艺美术种类繁多、丰富多彩，是传承民
族智慧与审美的重要文化载体。近年来，全国工艺
美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艺术家们积极从传统文化

姚兰（左）与母亲姚建萍（中）、妹妹姚卓在“锦
绣中华——江苏刺绣艺术精品展”上 姚 兰供图
技法与现代艺术理念相结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随着镇湖绣娘的平均年龄逐渐上涨，人才的断
代成为许多老艺术家担忧的问题。姚兰知道：“妈妈
为苏绣付出了一生，不可能不希望我接班。”但当她
真正要踏入苏绣行业时，竟遭到姚建萍的阻拦。“妈
妈觉得这一行太辛苦，想让我去当大学老师，生活
可能会更安稳。”
姚兰拒绝了。“我有家庭的熏陶，又受过专业的
美术教育，把学到的知识用在这个行业是很合适
的。大学不缺我这样一个老师，但苏绣行业也许缺
一个我这样的人。”
女儿的加入，让姚建萍备感欣慰。继姚兰之
后，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平面设计专
业的妹妹姚卓也回到苏州，姐妹俩成为母亲的左膀
右臂，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以自己的原创向传统致敬
白色曲面墙上挂着姚建萍团队的经典作品，茶
室门上绣着两尾红鱼，沙发上点缀着几枝玉兰……
品牌馆里随处可见的苏绣元素，营造出沉浸式体验
空间，让参观者深入感受苏绣艺术之美。
2018 年 8 月，位于苏州李公堤文化创意街区的
姚建萍刺绣艺术品牌馆升级改造后重新开馆。整个
改造项目由姚兰负责，她聘请国际知名建筑设计
师，将千年苏绣的历史韵味与极简风格的现代设计
融合在一起。姚兰介绍说，展馆整体的设计灵感来
源于蚕茧，这是丝线和刺绣的起源，折叠的展墙体
现了设计师对苏绣的认知，“刺绣作品乍一看是平
面 的 ， 却 具 有 立 体 的 艺 术 效 果 。” 米 白 色 的 地 面
上，几条细细的黑色弧线错落分布，这是姚兰亲手
埋入的一片片黛瓦，“吴文化是苏绣的土壤，这代
表我们对传统的致敬。”
品牌馆开幕首展叫做“破茧”，姚兰说，这是突破
创新的意思。
“我想在妈妈和她的团队发展了 30 多年
的基础上有一些突破，为苏绣品牌注入时代活力。”
1998 年，姚建萍组建镇湖刺绣研究所，“姚建
萍刺绣艺术”这一品牌随之确立。传统的苏绣内容

品牌馆里，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的指导下，试着
用滚针法绣出一条条蓝色波浪。这是姚兰团队开发
的“针趣 DIY 绣卡”，让普通人轻松入门苏绣。一
年来，品牌馆举办了多场苏绣展览、体验沙龙，用
生动活泼的方式传播苏绣文化。
如今，姚兰的团队拥有 10 余位高学历青年设计
师，并成立了一个新品牌“姚绣”。姚兰指着身后墙
上挂着的刺绣荷花挂屏说：“这是顶尖的艺术品，但
年轻人很难消费得起。如果‘90 后’‘00 后’中接
触刺绣产品的人越来越少，那还有谁能理解苏绣的
价值呢？”与“姚建萍刺绣艺术”的高端定位不同，
“姚绣”主打年轻化、生活化，推出了手机壳、笔记
本、丝巾、卡包等产品，让精致典雅的苏绣跳出画
框、走进生活，更具实用功能。
近年来，越来越多“绣二代”回归苏绣行业。2018
年 9 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镇湖苏绣小镇共有“80
后”刺绣从业人员 1397 人、
“90 后”刺绣从业人员 906
人，占总从业人数 25%左右。年轻人的加入不仅让传
统工艺后继有人，也为苏绣带来了更多活力和创新。
“我妈妈那一代塑造了金字塔的塔尖，而塔基要
靠我们来巩固。”姚兰说，
“ 孩子们体验一次 DIY 小
课程，年轻人买一块刺绣手表，就会对苏绣这门传统
艺术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希望将苏绣提炼成一种精
致的生活美学，打造充满活力和时尚感的非遗品牌。”

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天猫新文创大会上展示
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即将迎来 600 岁生日的故宫，是国内文博机构中较早尝试做
文创的，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故宫文创团队挖掘自身文化资
源，推出各种兼具实用性和艺术美感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
爱。自去年故宫口红引发抢购潮后，今年 4 月面世的故宫“初
雪”调料罐又成为“网红”产品。只要向调味罐中放入食盐或
白糖，就会呈现出雪落琉璃瓦、雪盖石狮铜鹤的美景，满足了
大家想要“进宫看雪”的情怀。
“90 后”大学生高绯凡经常购买博物馆文创产品。在他看
来，“这些产品既好看又实用，而且具有收藏价值。”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殷秩松说：“好的博物
馆文创把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让大众可以更亲切、
更生活化地接触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创火了，对于我们民族文
化传承和发展是有利的。”

大数据助力产品开发

听工艺作品讲述时代新章

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大数据、虚拟现实、3D 打印等高新
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带来了传统文博机构难以实现的效果。
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洛指出，大数据可以帮助博
物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 IP 开发。比如国博旗舰店刚上线时，产
品以艺术类摆件为主，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年轻消费者喜
欢更丰富的产品种类，书签、胶带、冰箱贴等小巧实用的文创
品最受欢迎。国博针对消费者需求进行新品开发，取得了良好
效果，现在单款书签月销量就能达到 2000 笔以上。
殷秩松说：“博物馆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互联网公司拥有
先进的技术，跨界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推动文创行业高质
量发展。”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积极进入文博领域，
正是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看好。“互联网能够把更多的场景和
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融合，丰富数字生活内容。对博物馆
来说，也是有力的引流措施，同时能给用户带来更生动多彩的
体验。”

□李雨青 文/图

博物馆文创不只是卖萌

中撷取营养，在材料、工艺、形式、内容等方面不
断创新，创作出一大批既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又
展现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此次展出的作品涵盖雕
刻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金属工艺、首饰工
艺、织绣工艺及其他工艺七大类，较为全面地呈现
了中国当代工艺美术风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展览由“取法自然”“天工奇巧”“器韵生动”
“万象日新”4 个单元组成。“取法自然”单元中，
引吭啼鸣的公鸡由金丝玉雕琢而成，伫立荷尖的蜻
蜓取材于贺兰石，小桥流水的江南春景用椴木刻画
……艺术家的精湛技艺赋予自然界的玉、石、木等
材料强大的生命力，让作品具有灵魂和动感。《花开
富贵》 是本次展览中唯一的玛瑙雕作品，创作者曹
志涛在一块原石上精雕细琢出牡丹、菊花、海棠、
玫瑰等多种花卉，生机盎然，仿佛能嗅到花朵的芳
香。曹志涛说，希望通过这件花团锦簇的作品，体
现国家日益兴盛繁荣、人们的生活鲜花一样美好。
第二单元“天工奇巧”展现了艺术家纷繁复
杂、灵活多变的技艺。蜀绣大师郝淑萍创作的 《金
丝猴-聚》 极具立体感，3 只抱团取暖的金丝猴凸显
于冰天雪地的背景中，毛发根根分明，发尖落着点
点白雪。艺术大家常沙娜创作的景泰蓝梨花捧盒，
花纹繁复而又相映和谐，雪白梨花绽放于藏蓝盒
上，显得灵动优雅。

姚建萍刺绣艺术品牌馆中展出的绣绷及设计作
品 《年年有余》
周 缘摄

“器韵生动”单元展出许多富有个性的工艺美术
作品。一件造型古朴、线条简洁的青瓷器，在灯光的
照射下，随着角度变化闪烁出珠宝般的光亮，让观众
啧啧赞叹。台湾陶艺家何志隆介绍说，这件青瓷采用
落灰成釉技艺实现闪光效果，造型在借鉴古代青铜觚
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对陶瓷线条的美学理解，设有
两个凹槽，使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顺延。
“万象日新”单元着重反映当代工艺美术家对传
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台绣传承人林霞创作的 《原·
衍生》 系列，展现了蚕由卵成虫、吐丝成茧再蜕变
成蛹的生命繁衍历程。作品将实物蚕茧与丝线结
合，运用几种不同的台绣针法表现蚕的不同状态。
工艺的创新使作品有一种立体浮雕的感觉，让人们
感受到动态的演化过程和生命的张力。
展览中有 4 件作品引入了 AR （增强现实） 看展
模式。用手机扫描展签，虚拟讲解员就会出现在手
机屏幕上，为观众介绍这件工艺品，之后还会展示
一段由作者亲自讲解工艺的视频。“这是一次新奇的
体验，让我了解到更立体的作品信息。”参观者魏雨
莹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此次以邀请
展的方式举办工艺美术作品展，是“以展促藏”理
念的一次具体实践，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艺术家的
工作，关注和支持当代工艺美术事业发展。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10 日。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文创产业与西方已经很成熟的产业
模式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博物馆文创火热发展的现状下，也存
在不少问题。有消费者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博物馆文创同质
化较严重，让人有些审美疲劳。”也有人指出文创产品光有“颜
值”，质量不够好，买的扇子、手机架用几次就坏了。
“博物馆文创不只是卖萌，而是要更深入地挖掘文化内
涵。” 殷秩松说，这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做好大量基础工作，比
如在传统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建立 IP 图库、提炼核心品牌、结合
历史进行故事再创作等。“练好内功才能可持续发展，否则会过
度消耗博物馆品牌。”
设计人才短缺是文创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殷轶松指出，
文博机构应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创，比如创意达人、志愿
者、科技公司等。
天猫服装服饰事业部总经理尔丁表示，天猫将推动各行各
业的设计人才与文博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推出更有创意的产
品。同时还将建立文创新品研究中心，运用海量数据系统化地
分析应该生产什么样的文创品。
殷秩松认为，博物馆文创应首先考虑场景创新，“不再是传
统的看看展览然后出来买纪念品，而是要拉近与大众的距离，
建立情感连接，将博物馆与生活方式相结合。”
《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 指出，未来博物馆文创市场将具有
更大的经济价值、更深的文化内涵、更好的文化体验、更强的
产业生态和更完善的产业链。
“博物馆是文化富矿，做好传统文化 IP 转化，让中国的文创
产品抓住年轻人的心，并获得海外消费者青睐，这对于提升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殷秩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