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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优化,社会公众对于艺术文化失业的关
注程度不断提升,从而有效推动了文化强国战略的落实与开展。在此过程中,大量艺术工作者结合自身工
作经验对于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究,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艺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其中,作为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羌绣艺术有效实现了羌族人民文化的展现。研究
人员表示,通过对羌绣艺术进行分析与探索,艺术工作者可以更好的对羌民族人民的文化情怀进行深刻
的理解,从而有效推动我国首传统手工艺美术的发展。本文从艺术的角度对羌绣艺术之美进行了合理的
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羌绣艺术的合理发展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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