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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ompetition of clothing is not onl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quality, but also the competi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the clothing. Today, we all embrace the concept of
“what belongs to the nation belongs to the world”. The world stage se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frequently. However, clothing designing in our country often ignores our excellent
cultural elements, and blindly follows the footstep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lack of connotation and innovation in our fashion desig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think deeply and make full u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t also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gave supportive examples to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way it is used. By doing so, it provided a direction of better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to enhance the connotation of our country clothing in the field of the clot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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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时代服装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品质的竞争，更多的是服装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竞争。在倡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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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的今天，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我国大部分服装
设计却忽略本国优秀文化元素，盲目追随西方国家的脚步。故本文针对我国服装设计缺乏内涵与创新的
问题，提出要深入思考并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且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众多方面和其运用方式
进行了详细分析和举例说明，为其在服装设计领域更好地运用以增强我国服装的竞争力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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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的服饰均有其特
点，其中举世闻名的就有唐装、起源于满族的旗袍以及近现代的中山装。然而，当今世界的时尚潮流一
直是由西方国家所引领，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忽略本国服饰文化所特有的东西，转而盲目追
随西方国家的脚步，一贯地模仿伪造，造成我国服装缺乏内涵与创新，在全球服装设计领域没有话语权
的形势。
现代服装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新鲜元素的注入，不同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而这些国家和民族文化间所形成的差异性正是服装设计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这就要求我们立足
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巧妙地将其运用到服装设计当中，形成中国特有的风格，加强
我国服装设计的内涵和创新元素，在全球时尚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理念，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元素及其运用方式进行深入探索。我国的传统
文化元素多种多样，无法进行一个准确的分类，在此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2. 传统文化元素及其运用方式
2.1. 传统思想理念
传统的思想元素是我国服装设计的灵魂，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无论在设计中运用什么样的手法，
都是在我国传统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我国悠长的历史进程中，主要的思想文化为儒家思想融合道教、
佛教等文化形式并以禅学为最高代表，最终抽象化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1] [2]。
在我国的服装史上，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传统思想的主导作用。与西方注重自我表达，服装通常比较
贴体，表现出凹凸有致的人体形态不同，我国服装在传统思想的引导下，忽略“形”而更加注重“神”
的表达[3]，服装多为平面和抽象的，讲求内敛、含蓄、端庄，多以纹饰进行抽象表达，整体上追求一种
高度的自然和谐美。表现在款式上，体现为多宽衣博带，忽略人体形态特征，以服装掩盖人体，超越人
体本身而最终达到人衣一体的效果。表现在色彩的运用上，则遵循以原色表现为主、以纯色对比为主、
在对比中求和谐这样三个主规律，色彩艳丽明亮，简单而又大方[4]。体现在搭配上，注重与当时的季节
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服装各个方面要与冠帽鞋履以及饰品相匹配[5]。

2.2. 造型款式
中国传统服饰在整体廓形和局部设计上均有其独到之处。整体来说，中国传统服装多为平面直线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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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整个服装通常只有一条结构线相连接，注重面料的自然下垂感。服装廓形多种多样，如传统宽袍大
袖的 H 型和 T 型、马甲长褂装的 A 型、清末旗袍的 A 型和民国时期的 X 型以及 H 型旗袍。在局部设计
上，传统服装注重对领子的设计，现今最具有中式元素的设计就是立领了，除此之外，传统服装还有圆
领、交领的设计。在衣襟的设计上，形式依旧丰富多样，如对襟、大襟、一字襟、琵琶襟等，洋溢着浓
厚而又含蓄优雅的中国风[6]。在装饰上更有以二维形式表现的独特而巧妙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
艺，这些古人留给我们的绚丽多彩的瑰宝亟待我们去继承继而发扬光大。
然而在这些传统而又独特的元素的运用上，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进行套用，而是将其以现代的手法
表现出来，如在传统领型上改进的 V 性小立领以及一种领下开口的旗袍领，在保留原有传统风韵的基础
上更增添一丝时尚性感气息，这种方式才是对中国传统元素的最佳运用方式。

2.3. 色彩
色彩是人们对一件服装的第一视觉感知元素，每个时期都会形成特定的流行色彩，因此在不同的时
期合理地运用色彩增加其文化内涵尤为重要。
在古代中国，与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标准色彩体系相似，也形成了一定的色彩体系学说，如起于秦汉
时期的在“五德终始说”下形成的“五方正色循环系统”，说明了五德及其对应的五种正色、相应的间
色以及对应的五个方向，以及后来形成的“品官服色系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不过色彩向来就不
是一种单纯的元素，其背后承载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沿袭了数千年，一些色彩带来
的人们的认知和心理感受甚至延续至今。不过正是这些传统色彩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给了我们更大
的设计灵感空间，在不光注重服装品质且更注重服装背后的文化内涵的今天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
在传统色彩的运用方式上，一种是可以直接运用，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服装对“中国红”的使用，
另一种就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进行重构，可以采用现代的表现手法和材料，也可以将其与现代色彩进行融
合以获得新的生命力[7]。在配色方法上，则可以借鉴传统上的“高艳度、强对比”的处理手法，并配以
黑、白等中性色，使服装给人以艳丽多彩而又不失大方的视觉感受。

2.4. 图案
我国传统的图案数不胜数，悠长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丰富的含义，这些图案多来自大自然，取材的内
容十分广泛，花鸟鱼虫、山峦亭阁等组成了无数寓意吉祥的图案，这些美好的事物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在图案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特定的象征与标识作用，如龙凤图案象征着皇室
的尊贵身份，明清时代官服以飞禽标识文官，以鸟兽标识武官等。
传统的吉祥图案在构成上主要有三种形式，最常用的构成手法为用纹样形象来表示，即以动物或植
物等事物本身具有的特性用引申的手法来起到象征意义，如以松柏常青的形象寓意长寿，以龙象征权贵，
石榴寓意多子多福等。其次为利用汉语本身的特征以谐音来表示，如“桂”谐“贵”，以“桂圆”寓意
“富贵”，“瓶”谐“平”寓意平安。再次则直接将文字图案化来表达美好的祝福，这种手法早在汉锦
上便已应用得十分广泛，“寿”字字体更是已经发展成 300 多种形状，还进一步得到细化至连字体长度
圆度的变化都被赋予特定的含义[8]。
近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始终在国际服装时尚舞台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以其丰富的内涵和
形式赋予设计师们源源不断的灵感，其中不乏运用得非常成功的。以 2015 年用“镜花水月”作为主题的
Met Gala 上呈现的礼服为例，安娜温图尔的女儿 Bee Shaffer 穿着由 Alexander McQueen 提供的梅花仙鹤
拖地晚礼服，选取十足中国风的梅花、仙鹤图案营造出极尽华贵的氛围，然而细看之下却又不失温婉动
人的柔美意境。
受邀担任该年度 Met Gala 联席主席的中国女星巩俐穿着 Roberto Cavalli 的高级定制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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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的面料搭配旗袍领，背后绣以扇子和牡丹的图案，扇子传达“友善、博大、传承”，牡丹寓意“富
贵、祥和、包容”，元素的选取和对其气质的衬托十分巧妙。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外国人所知道的和能够巧妙运用的还是十分有限，许多设计都有些生
搬硬套。2016 年维密大秀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许多中国元素，包括龙纹、刺绣、京剧、凤凰、中国结等，
然而其在大部分中国元素的运用上十分欠缺，有些真的是让我们不敢恭维。不管设计好与坏，近年来中
国元素在国际舞台上一经推出总会大放异彩，我们作为深谙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能够再次认识传统文化，
对其进行内涵的提炼与升华并巧妙地运用到服装上才是应有之义。

2.5. 艺术形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的艺术形式更是数不胜数，包括刺绣、剪纸、戏曲脸谱、书画、彩陶、皮
影、印染等等在内，无一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着绚丽的光彩。对于艺术形式的运用，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其直接运用到服装中去，这种方法的表现方式也最直观。还可以将其抽象、升
华之后进行运用，这种方法增添了一丝内涵，以神传达更胜直观的表现形式。再深层次的运用便是将艺
术形式进行解构，借鉴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包含的美学形式，与服装内容相关联，运用方式无形胜似有
形。接下来通过对以下几个艺术形式在服装设计上的运用手法进行举例说明。
2.5.1. 书法
对于书法在服装设计上的运用，前人多有研究，作为沿袭我国几千年的极具表现力的一种艺术形式，
书法在许多方面与服装都大为相似，因此也给予了我们许多可以借鉴的方面。
首先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书法与服装都有一个从最初的仅仅追求实用功能到后来的注重审美需求，
然后从所使用材料上，皆由初始的仅用天然原材料到后来对材料有了更高的追求[9]。在对审美的追求过
程中，书法艺术衍生出笔法、字法、构法、章法、墨法、笔势等内容，且形成了五种主要书体，这些内
容对于服装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书法的直接运用便是将其看作图案，使用特定的手法如刺绣、编结等将字体装饰到服装上去[10]。其
次还可以将字体进行抽象表达，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红色椭圆形的印章上面刻着图案，采用“文”
字取意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又似一个运动员在奔跑以此象征奥林匹克精神。较难的也更值得我们深思
的运用便是对书法的构成元素和形式进行解构[11] [12]，研究其线条、结构造型及章法的美学形态，这样
进行服装设计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其精髓而免于落入俗套。
2.5.2. 中国画
中国画是用艺术形式对人们思想意境的体现，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笔法”、“构
图法”、“皴法”，具有极高的美学观念。
在中国画中，以“笔”为骨，以“墨”为肉，以“色”为饰[13]。对于其借鉴作用，从构图上来看，
常采用虚实结合，且十分注重留白，耐人寻味留给人无限想象空间[14]。从色彩上来看，注重对物体固有
之色的使用，尤其注重色彩浓淡深浅的变化，这种用法在水墨画的画法上的运用达到极致[15]。从营造意
境上来看，通过笔墨线条，空间位置设计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总而言之从各个方面来讲，中国画为
服装设计带来的灵感、其本身的价值以及文化传播作用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思量的。
2.5.3. 彩陶
彩陶艺术是中国古人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在与服装相关联的方面，彩陶同服装一样，都具有造型的
变化，在彩绘与造型的完美结合上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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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因同服装一样具有造型的变化，故在立体的感官上更对我们有借鉴作用，许多造型与人体体型
都具有同构关系。在艺术美学的表现上，不仅注重纹饰与造型要相得益彰，还要考虑俯视时和平视时给
人不同的观感。在彩陶的美学意蕴方面有三个阶段同样值得服装设计时深入学习借鉴，那便是观对象本
身之“物”而取观者心中之“象”、以观者心中之“象”进行“意”之再造、超越形之“意”再进行创
造性发挥。再就是对彩陶上纹样的特点进行研究，在形式上对于自然、淳朴。简约等的追求，以及其构
图、所含意蕴、色彩等等对我们的深刻启发[16]。
2.5.4. 皮影
在对这些艺术形式的借鉴上，可以采用的方面基本一致，大都是图案、色彩、造型等，但每种艺术
的美学形式也不尽相同，都有其独到的点。
对于皮影艺术来说，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美学模式，人物造型的平面化、艺术化、卡通化、戏曲化，
还会根据地域的变化或细腻或粗犷，以及根据人物身份的变化来营造不同的美学氛围和塑造人物性格。
皮影融合各种民间艺术精髓，物体塑造时不拘泥于对象本身的逼真写实还是表现得更具观赏性，这些方
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宝贵的艺术财富[17]。

2.6. 其他
除以上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以外，还有茶文化、玉文化等的创新运用。不同品种的茶叶搭配不同的
茶具用以不同的泡法，还有其色泽、造型等都给我们以启示，然而当今以茶元素为主题设计的服装不论
是茶服也好还是其它服装都有很大欠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和今后应该创新的方向需要我们细细思考[18]。
关于玉元素在服装上的搭配与运用从古时起便由来已久，有时候其能传达的语言更加有力、更让人信服，
不仅中国人视其为国之璀璨文化，更有许多国外服装设计大师看到其价值并在服装上广泛应用[19]。

3. 结语
中国文化包含的诸多元素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灵感，在传统元素与服装设计的结合上，以上研究方
面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古老的文明和智慧对于我们来说是无价的财富，学习和充分利用先人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才是我们在服装行业走向更远更强的制胜法宝。
然而作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在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上更加要注意。一是切不能
生搬硬套，将传统元素原封不动地直接搬上世界舞台，如在 2016 年维密大秀中将中国龙直接“背”在身
上的做法万不可取。其次是要注重传统元素运用的多样化、差异化，而不是一想到中国传统元素，就不
加思索地拿来中国红、龙凤、仙鹤，这种多样性、差异性不仅仅是服装设计的生命力所在，在越来越关
注个体本身、追求个性的当今时代更是我国服装继续走下去进而强大的必要途径。最后要将我国传统文
化元素与现代化的手法相结合，以我国旗袍的发展历程为例，起源于满族的旗袍历经清朝、民国发展到
现在的过程中均形成了不同的款式特点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才造就了我国旗袍在当代的举世闻名，故
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切不可因循守旧不思革新，用现代化国际化的手法将我国灿烂文化元素推向世界舞
台才是必要的正确的途径。
让我国服装设计因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也借由服装设计而走
向世界舞台，这是实现并丰富我国服装设计内涵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双赢的重大举措，值得我们服装
行业人员不懈地探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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