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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uma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sex appeal is 

promoted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evolution. Sex appeal can be characterized many 

ways in different times. It features person‘s sexualities 

to appeal the others by the sexual attractiveness on their 

apparels. Therefore it often appears unique tendency in 

culture or alluring taste in its special style. Sex appeal is 

often focused on women‘s clothing which could draw 

men‘s attentions, when women wear the lively style 

clothing to display their uncommon charms. In modern 

clothing design, sex appeal components have been being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cover with bareness‖ for women 

dressing which was formed in Europe renaissance. I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chieve the fad style 

and the commercial value through using the subject of 

sex to shape variety and creativity of clothing patterns, 

especially using the creating design to make a lot of 

erogenous meaning to get special charming appearances 

in lingerie, skirts and evening gowns. 

 

摘要 

人类对―性感‖的审美意识增强取决于社会文明与文化的递进程度，

而性感的表达随时间的推移变化也会有所区别。性感是―显示肢体

的艺术‖，将许多性感的特质引入到人穿着的服装上，往往呈现出

某种特有的文化倾向和美妙情趣而独具风范。性感集中体现在受

男性关注的女性穿着打扮上，她们往往依靠颇具风情的服装穿着

来显示充满魅力的身体美感。在现代服装的塑造表现中，制造生

动魅惑的性感延续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遵从的―既要着装，又

要裸露‖设计原则，而运用―性‖的噱头或主题来形成富有变化和创

意的设计表现，应是寻求不断变化的时尚艺术和商业市场价值的

重要手段，尤其通过在女性内衣、裙装、晚装等服装上的设计创

新来充分发挥性感的特殊魅力。 

 

1. 引言 

人类对―性感‖认知解读和审美意识的增强取决于社会文明与文化

的递进程度，而性感作为―显示肢体的艺术‖，或作为代表时尚的

符号标志，通过将硬、挺、紧、柔、隐、贴、露、艳等特质和要

素注入到男女各自穿着的服装上，使之呈现出具有不同文化倾向

和美妙情趣的性感样式。 

 

服装中的性感表达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审美性

和文化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反映出人们的欣赏品味

和生活情趣。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影星贝蒂·嘉宝穿着内衣的电

影海报，曾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具挑逗性和粗俗的，但今天来看她

的姿势和仪态却感觉非常拘谨保守。[1]236。出现于 60 年代的―三

点式‖泳衣装束也曾被全社会视作―惊世骇俗‖有伤风化的劲爆新

闻，而今这类服装在 T 型台或生活等特定场景中已经是极为平常

的穿着了，体现出人类在穿着文化与审美上―应时而变‖的情形。

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也会对性感的理解和审美把握有较大的

区别，像东西方民族的历史承传与文化差异，促使其各自的服装

尤其是女性穿着的社会认同尺度不同，因此便出现了趋向于率性

大胆或优雅含蓄的不同服装风格特点。 

 

服装中的性感表达实际还包含了人的诸多愿望、欲望与诉求。长

久以来，突出―性‖的特征，表现―性‖的姿色，感受―性‖的愉悦，

在借助穿的形式中使得穿者、设计师和社会大众都各获所需以满

足各自渴求的官能与精神享用意愿。人的性感明显具有修饰、诱

惑、悦情的意味，也是某种人自身魅力与性格情调的展露，特别

是女性服装中所散发出的生动妩媚、瑰丽夺目的光彩，成为了穿

着艺术表现中最令人心动、神往和迷恋之处。 

 

1.1. 服装中的女性性感穿着及时尚表现 

女性的性感表现通常集中体现在其穿着打扮上，她们往往是从头

到脚―武装到牙齿‖,依靠生动的装饰和穿戴来充分显示充满魅力

的身体美感。在现代服装的塑造表现中，制造生动魅惑的性感延

续了自欧洲文艺复兴出现并在 19 世纪流行的―既要着装，又要裸

露‖的着装追求，[2]92 设计师主张或经常使用的―藏‖的掩饰和 ―遮

蔽‖的含蓄等手法来增添女性穿装的性感魅力。[3] 169 而像中国旗

袍中含蓄羞涩的设计风格运用恰好将女性人体包裹成颇具优雅性

感的穿着效果。[4]46 在当今，运用―性‖的噱头或主题来形成创意

出新的设计表现，应是寻求不断变化的现代时尚艺术和商业市场

价值的重要手段，尤其通过许多设计师在女性内衣、连衣裙、晚

装等服装上的大胆创新，使之将性感的意味发挥到极致而极其生

动诱人。像早先迪奥―New Look‖中的束身女装，以及后来范思

哲的紧身衣，都在不同阶段现代女性时尚性感的穿着表现上获得

了新突破。 

 

女性的性感着装首先是通过紧贴肌肤的内衣形式来展现的。欧洲

早期的女性，在不断追求其形体美和曲线美的过程中，各种紧身、

塑身的特殊内衣类型成为当时西方流行的女性性感穿着。随着社

会与时代的不断变化，作为私密护身的女性专属内衣开始有了极

大的改进和用处，并且出现了―情趣内衣‖的穿着概念，而像―内衣

外穿‖的形式拓展及概念外延，则成为当今衣着时尚流行的精彩朝

向。现代的社会学家、服装研究学者以及大众，都普遍认同女性

内衣明显含有―性的成分‖和―性的暗示‖的观点，正如美国学者

http://www.iciba.com/sex%20appeal/
http://www.iciba.com/sex%20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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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 Lurie 所言：―今天的服装和过去一样，某些细节会传达直

接的性暗示‖。[1]232 由此引起和产生的穿着―性趣‖更是一种现代人

的―情趣‖体现。事实上，在追逐时尚流行以及时装秀场、影视娱

乐、商业活动、体育赛事等活动中，众多时尚名流及明星艺人的

频繁参与和亮相炒作，通过竞相大胆穿着 ―透视装‖、―裸露装‖的

―性感表演‖已造成轰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引领了衣着上

的―性感‖热潮。 

 

当代服装中的时尚艺术表现也往往是以―性感‖的意味来阐释的。

在一些女性穿着的时尚流行中，款式上的紧身、塑身、袒露、薄

透、飘逸、野性等风格，以及领口、裙长、开叉的设计和胸线的

高低变化等表现运用极为常见。而像面料上的蕾丝、纱、雪纺以

及弹性、闪亮或平滑的织物使用，装饰上的花边、刺绣、金丝线

等的点缀，设色上的粉红色、玫瑰色、桃色、果肉色等表现，[3] 167

包括通过对面料织物再造所采用的撕裂、挖剪、挖破、磨破等形

式运用，以及一些文胸、丝袜、网袜和鞋子的搭配，都在一定程

度上塑造了风情万种的现代女性性感穿着样式，反映了―露肤‖、

―肉感‖的现代俗文化的享乐欲望和―性和暴力‖的朋克风格。而像

麦当娜、Lady Gaga 的穿着装扮，更以―色‖的意味和―情‖的躁动

而表现出―性‖的时尚张力。 

 

很显然，―露‖与―透‖、―性感‖与―情趣‖依旧是当今女装时尚艺术表

现最重要的看点，只是在许多情况下吸引人眼球的性感造型应恰

如其分，如体现女性―事业线‖的―乳沟‖穿着表现，应力求展露自

然而不失轻浮。在 2011 年春夏之际，设计师们已有意使女性减

轻之前穿装的强势硬朗做派，并开始将各种时髦和性感融入到实

穿造型中。看来，为钟爱性感美丽的大众群体提供成熟的有时尚

感和艺术魅力的服装产品，始终是当今设计表现的方向。  

 

1.1.1. 作品中的性感艺术设计表现 

题为《春》的系列作品设计，其实是借以 ―青春‖、―春梦‖、―春

色‖的寓意与情怀，表达大自然、人类生命主题中的诗意画境，结

合现代衣着的流行趋势，运用薄透的纱质面料和花的点缀装饰，

来塑造表现具有独特艺术特点的性感女装效果。在这其中，通过

渲染了有些斑驳黄绿色调的透性纱料表现，分别采用短款、吊带、

单层、双层的不同款式及纱料的层叠的变化，使带有 ―春‖意萌动

的美妙遐想，在―欲遮还透‖展露性感的―内衣外穿‖式样中得以充

分体现。 

 

图 1. 《春》的系列服装设计作品之一 

 

 

图 2. 《春》的系列服装设计作品之二 

 

2. 设计方法 

2.1 构思 

将优美的女性中的性感与青春、大自然的春天关联，表达对生命

的礼赞和美好事物的憧憬，并试图用多彩的 ―色‖和轻薄的―透‖的

元素来表现诗意浪漫的美妙―春色‖和―性‖的神力，最终塑造出具

有生动绘画感和洋溢着青春魅力的穿着样式，充分展示女性人体

的神韵。 

 

2.2 创意 

以―透‖、―薄‖、―露‖的方式，分别采用吊带、单挂、内衬胸罩的―内

衣外穿‖的性感样式，来塑造组成女性青春洋溢的穿 

着，并通过特殊的纱料及装饰细节来制造具有生动―画面感‖和时

尚特点的服装艺术效果。 

 

结果  

本作品使用由腈纶所制的针织纱料，经加工晕染处理使织物本身

呈现绘画性的效果；工艺制作是运用立体与平面裁剪的方式、机

缝加手缝的方式来完成的；服装上的花饰点缀效果是将裁剩的小

块主料做成有层次感的小花朵并在上面钉有串珠造成。 

 

 

3. 结论 

本文对服装设计中―性感‖艺术表现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较之前的

学术论述与探索角度有所不同，在理论上所提出了以下个人观点

和结论： 

 

1.服装中的―性感‖实际反映了人的各种欲望、愿望与诉求，有关

穿着形式的设计提供最终能够满足相关各方渴求的官能与精神享

用意愿。 

 

2.现代服装中的性感表达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设计师的不断创新已

经了许多表现有手法和样式，并通过进行新的―性感‖概念诠释 

，运用经典的―露‖、―透‖的手法和现代的审美―情趣‖，来塑 

造表现具有时尚感和艺术表现力的流行女装。并通过结合具体的

作品设计和制作来揭示―性感‖语言及表现方法在―内衣外穿‖女装

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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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通过对服装中的性感及其表达做了新的分析解读，论证了

具有―性感‖特点的设计形式运用在引领服装时尚变化推新上的重

要性，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 

 

4.本文研究的有关服装中的―性感‖因素及表现探讨其实是一个永

恒的命题，通过继续深入广泛的研究，以便进一步解读其在社会

学、伦理学、美学及文化学等方面存在的重要效用及意义，真正

发挥―性感意味‖的设计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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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nearly a century,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geographic, fiber art is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from flat to space, from visual to mind; Form is 

changing, material is changing, process is changing. 

Indeed, it is an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techn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human aesthetic culture revolutionarily 

is changing, from the emotional to the rational, from the 

senses to the soul, from the self-creation to the life 

application. This change means that art work is no longer 

attached to highbrow private collection, but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be able to share the art in their lives. The 

cross-application in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of fiber arts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combining science and art will 

no doubt to change the form of culture ecological circle and 

cultural industry chain. The direct impact on creative 

industry is the function, urban public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people‘s lives. Above all, the phenomenon of 

creative industry for Fiber Art is significant. 

 

摘要 

近一个世纪以来，纤维艺术在不同民族、地域经历了一个由传

统到现代、由平面到空间、由视觉到心灵的文明演革过程。所谓―演

革‖，―演‖即指她的形式、材料、工艺的变化跟随着人类技术文明的

进步而发展；―革‖则强调人类审美文化从感性至理性、从感官至心

灵、从自我创作至生活应用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艺术不

再隶属于曲高和寡的私人藏品，而将成为普罗大众能够分享的生活

艺术品。纤维艺术的这种材料与工艺的学科性交叉并与公共应用领

域结合的现象，必将大大推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趋势；这种科学与

艺术结合的成果将无容置疑地改变文化生态圈的形式，以及文化产

业链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产业原有的功能、城市公共环境及居民的

生活品质，而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创意产业现象更是意义深远。 

 

1． 科技发展促进纤维材料的创新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们常以不同材料为各个时期命名，如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当代文明的高分子时代和超

导时代等。这意味着材料变革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人类艺术从形式到观念的演革，无一不与材料的革命紧密相连。传

统的纤维艺术材料可分为麻、棉、丝、毛等天然纤维，还有尼龙、

涤纶等化学纤维。近年来，新型纤维的诞生为纤维艺术带来了新的

活力和创作素材，如艺术家用金属或其他合金制成的纤维制作装置

艺术和纤维软雕塑；用透明度很高的石英玻璃丝光纤模拟海洋生物

形态及微生物细胞形态的仿生类艺术作品；以纳米纤维技术制作的

超薄纤维织物等。 

随着艺术观念的更新及科技的融入，材料逐渐成为纤维艺术家

关注的焦点，材料的突破很大程度推动了纤维艺术的发展；对材料

的观念性认识也从材料的外部形态开始转向材料的内涵；在艺术语

言上，实现了从―材料代语‖到―材料自语‖的过程。科技的不断进步，

使人类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认识愈来愈深入和理性，它们迅速改

变着人们对于世界、物质的看法，也迅速改变着人们对于艺术的看

法。在艺术创作中对材料的认识和选择的观念性转变显得尤为直接，

那些极具前卫意识的纤维艺术，用现成品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建起了

一座通道。材料自身语言的灵动性，唤醒了人们深层次的理性思维，

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尽管材料的演变不是艺术风格发生变化的

惟一原因，但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史，也是一部材料

艺术的发展史。 

 

2．技术进步推动纤维技术的革命 

达·芬奇曾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人类文化艺术

的发展，从来就是与科技发展相互促进、结伴而行的，每一个时代

的艺术都是与当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有了制陶术，才有陶器艺术；

有了瓷器烧制技术，才有瓷器艺术；有了摄影机，才有了电影艺术；

有了电脑，才有电脑音乐、电脑美术、电脑设计等。这一切说明科

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文化艺术，高新科技在文化产品生产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发展和创

新。 

现代纤维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不再是运用单一的编织和刺绣，

而是涌现出一批将新材料、新工艺技术不断运用到纤维艺术作品中

进行尝试、实验，其表现出的巨大视觉冲击力和空间感令人震撼。

从部分前卫艺术家的个人展出，到众人瞩目的纤维艺术双年展，装

置艺术作为后现代纤维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纤

维装置艺术作品的特点是强调观众的参与、互动。人机交互技术的

发展在越来越多的装置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应用，它为纤维装置艺术

作品提供令了一个很好的与观者交流的手段。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交

互方式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起源之初，装置艺术更

多的是采用强化的视觉效果创造一个具有心理暗示的环境，让参与

者融入其中，从整体上感受作品。在装置艺术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艺

术的 1960 年代，艺术家们对光及反射的魔幻效果相当热衷，激光

和全息技术被应用到作品中，观众通过操作光源或反射面与装置进

行互动。与此同时，电视、录像和投影等也开始出现在装置艺术作

品中，互动有线电视的使用甚至预见了 1990 年代的互联网。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电视和录像在装置艺术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提

供了很好的交互手段。 

 

mailto:fannwu@yahoo.com.cn
http://www.lwlm.net/mianfeilunwen/c51/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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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reen Void by LAVA，Sydney, Australia 

 

装置艺术的表现形式能够让纤维艺术家更多地尝试以现代最新

的科技手段，将作品和观者之间的自然空间和心灵空间的距离缩短，

是纤维艺术最有效的与科技结合的艺术创作手段之一。当然，纤维

艺术作品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最为传统的形式之一还是编织，那

么，编制技术能否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呢？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

合成纤维材料，包括人造纤维都是依靠科学探索开发出来，当然也

有通过偶然发现而获得的技术。但是，利用天然材料经生物自然加

工而获得的却鲜为人知，生物拟态纤维正在悄无声息的走近我们的

生活。众所周知，家蚕不是真正的吐丝，而是从口中拉出丝，靠移

动编织蚕茧，家蚕可以将蚕丝蛋白固定在平面上。如果能给家蚕下

―命令‖，它们或许能按照人类的指令，直接给人―纺织‖衣服，织造

艺术作品。若能真正模仿这种生物动态，那么人类就可以不断创造

无数种拟态纤维，从而开发出更多的全新的艺术作品。目前，世界

上已有许多纤维公司把角触伸向人类毛发生成原理，现代生物技术

可以让头发按照人类预期的形状在活体内生长，倘若人发能够复制，

那么羊毛也可以用未来的生物拟态技术合成出来。蜘蛛丝是另一有

趣的纤维材料，这种动物性纤维具有很强的韧性，它可以任意伸长，

目前，世界顶尖级纤维科学家因此对蜘蛛丝的结构十分感兴趣。纤

维艺术家同样可以借鉴这种生物拟态技术开发出新的设计作品，表

达更加深远的艺术观念和内涵。 

 

3.  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纤维艺术的跨界发展 

人们怎样生活？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是由生产力和科学技

术发展决定的。当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时，一种

生活方式就发展成为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结构就向更高

级的生活结构转化。未来，劳动最终成为快乐的事情；互联网使人

类的交往不受时空的限制；人类物质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人们的生

活面临更多的选择；人类生命质量和寿命不断提高； 

人类的精神生活、科学、文化、信仰、审美、娱乐、旅游等，

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比较，精神生活越来越

重要，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等。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对美的需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开始注重对场景、对空间环境的关注与追求，这使得现代纤维艺术

创作开始转化为空间艺术，这种空间艺术形式不仅要追求材质与形

式的美感，而且还要与场景、环境空间融为一体，提升环境的品质

与潮流感，同时，还需要结合灯光与自然光线变化的特点，表现空

间的光影关系。在材料上，追求多元化，如金属、薄透、闪烁等装

饰效应；在工艺上，既有数码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也有手工艺技术

特点，显现出多元化艺术现象，从而满足越来越多的人们提高生活

品质的审美需求。 

 

 
图 2  ―2010 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 

 
4． 创意产业催生纤维艺术产业链 

创意产业以知识为集合体，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高密集人才

产业，是新的经济环境下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它滋养了本土人

才，并具有快速增长、高附加价值及社会包容的特点。世界正向着

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发展，21 世纪的中国创意产业市场已显现出明

显的优势。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创意类产业受到

国家政策及个人投资的支持；第二，中国是年轻化人口的国家，

20-40 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 1/3，而他们正是消费的中坚力量，

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南方及沿海城市，这些地区的就业和个人收入

有明显的上升势头；第三，中国的创意产业正在经历变革，大量的

改变与新技术的发展有关。这些转变促进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认识

到创意产业的重要性。2004 年，中国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文化产业

政策，将表演艺术、影视、音乐音像、文化娱乐、文化旅游、艺术

培训、艺术及手工艺等七种领域列入创意产业的范畴。据英国―克拉

肯韦尔绿色协会‖ (CGA——Clerkenwell Green Association）的

一项研究资料表明，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中国创

意产业，富有潜在的巨大商机的中国创意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瞄准

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自 20 世界 80 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艺术家聚

集地，如上海的―8 号桥‖、莫干山路 50 号的 M50；北京的―圆明园

画家村‖、―宋庄‖、―798 工厂‖；重庆的―501‖、重庆当代艺术中心

―坦克库‖；成都的―蓝顶艺术中心‖；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产业园

―OCT－LOFT‖；广州的―Loft345；杭州―凤山艺术空间‖；昆明的―创

库‖；长沙的―西街创意领地‖等，涉及包括绘画、雕塑、纤维、服装、

产品、包装、首饰、影视、表演、新媒体、动漫、广告、建筑等在

内的各个艺术领域，这批特殊的―领地‖历经了 30 年的发展和变化，

由最初的源于艺术家为房租所迫在中心区破旧厂房、老建筑群形成

的自发集中地的单一形式，发展成为现今的创意园区，其形式和功

能上的转变显而易见。随着中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日益重视，这种创

意园区将进一步模式化，创意产业基地建设不仅仅只是聚集，而更

应该进行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和规划。一个成功的创意产业基地，集

聚文化创意产业的各种资源，这些大规模的 loft 群，其企业之间必

须涉及创意产业上下游的链条，不仅包括相互关联的设计公司、经

销商、供应商、材料商等关联产业和资源，形成有规模的产业链，

通过行业协会和政府之间搭建起的联系桥梁，实现已有企业上下游



8ISS Symposium-Poster: Modern / Contemporary 

230 

之间的产业链的合作意向。这种资源共享，跨界合作的模式，将进

一步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创意产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应，真正

实现创意产业的现实意义，打造良好的中国当代艺术产业的生态

圈。 

对于中国艺术设计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能否树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立足于世界？在 2010 上海

世博会上，旅居西班牙的意大利女建筑师塔格利亚布采用天然环保

的藤条作为西班牙国家馆的外装饰材料，自然光线可以通过藤条和

钢结构直接透入展馆内，在室内留下一份幽雅和斑驳。这个造型新

颖前卫，色彩斑斓的―菜篮子‖正是纤维材料与建筑结合的经典范例，

尤其在强调低碳环保概念的今天，纤维艺术作为传统手工艺应突破

传统观念，从形式、材料、技术等领域迎接新的转型，更好地与建

筑、室内空间、公共环境、服饰、家居及产品设计等相结合；同时，

积极有效地与商业互动，与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构建新形势下的

纤维艺术产业链，让纤维艺术真正成为美化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魔法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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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ncient method to print textile by hand, Jiaoxie 

(Twisting Fabrics for Patterns) still finds favor in and is 

rather popular with modern artists of fibe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to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 of Jiaoxie not only broadens the 

artistic realm where it can turn on diversified charm but 

also provides rich sources of inspiration and a sound 

foundation of technique. 

摘  要： 

绞缬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印染方法，在印染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仍

受到当代纤维艺术家的青睐和喜爱。在材料、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

我们有机会使新材料和新技术应用于传统绞缬工艺之中，使传统绞

缬工艺不但以一个更为宽泛的艺术领域展示着自己多元化的魅力，

而且也为当代纤维艺术创作提供着丰富的灵感来源和技术基础。 

 

Jiaoxie is also called Zharan (a technique to get 

patterns by dyeing knotted fabrics) at present. Thanks to 

unique hand twisting method, natural and beautiful 

intermediate colors and fancy visual results, Jiaoxie has 

long been fiber artists‘ favor. With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modern fiber artists have created lots of modern 

fiber art products to the aesthetic taste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It is now carrying forward the historical traits and 

merits and coruscating gloriously in a brand new gesture in 

the field of modern fiber art. 

绞缬，如今也称作扎染。由于其独特的手工扎结方式、自然过

渡的色晕美和奇幻的视觉效果，一直受到纤维艺术家的青睐和喜爱。

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展，当代纤维艺术家将传统绞缬

工艺与现代造型审美形式进行结合，创造出既具有现代感，又符合

当代人审美意识的纤维艺术作品。绞缬在当代纤维艺术领域中正以

一种新的姿态传承着历史文脉，焕发着独特光彩。 

I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Jiaoxie  

一、对传统绞缬的传承 

Jiaoxie, a textile-dyeing technique of ancient 

China based on ―resist printing‖, is one of China‘s 

major h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The word ―Xie‖ (in 

Chinese) from Jiaoxie is referred to and explained in 

many ancient Chinese books. For example, the 

definition of Xie in Yunhui reads as, ―Xie, means the 

action of binding, namely, binding the silk textile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special patterns while printing the 

silk. [1]‖ In another ancient book, 《一 切经 音义 》, the 

interpretation goes as ―using a threat to bind the silk 

while dyeing it and getting patterns after fasten the 

threat‖, which explains vividly why ―Jiaoxie‖ is called 

today ―Zharan‖ in Chinese[2]. Notes to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describes the course of Zharan in detail, ―Tie the silk 

with treats after pinching and kneading it. Then 

dyeing it and fasten the knots. The place covered by 

the knots will keep the original color of the silk while 

other parts will show splendid colors.‖ This printing 

technique, relying fully on hand operation, produces 

diversified and flowery patterns as a result of any tiny 

difference of the strength used by the operator in 

tying the silk, the amounts of the dyestuff used in the 

printing, the lengths of the dyeing time or the 

aesthetic concepts of the operators.  

绞缬是我 国古 代纺 织品的 一种 ―防染 法‖染花 工艺，也是 我

国传 统 手工 染 色 技术 之 一。 古 籍中 对 于 绞缬 之―缬‖有很多记载

与解释，如 在 《韵会》 中解 释为： ―缬，系 也，谓 系缯 染成 文

也‖[1]。 又如 在《 一切 经 音义 》中 解 释为 ：―谓以 丝 缚缯 ，染

之，解丝 成文缬 ‖[2]， 由此可知为何现今通俗而形象地将―绞缬‖

称之为―扎染‖。 古代对扎染过程在《资治通鉴备注》中有详细描述，

即：―撮揉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

与则入染矣，其色斑斓。‖这种印染技术，由于完全由手工操作，因

此，无论是在―以丝缚缯‖过程中操作者用劲的大小，还是在―染 之‖

过 程 中 染 料的 多 少 ， 乃 至 染 制 时 间 的 长短 ， 甚 或 操 作 者 的审

美理念 都使 得最 终绞缬 成品 千差 万别、 绚丽 多姿 。  

Being an ancient technique with lasting charm, 

Jiaoxie has become a special cultural symbol and logo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ny 

modern fiber artists are infatuated with the plain, 

vigorous and modest obscuration of the art of Jiaoxie, 

carrying intensively the special appe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Jiaoxie, a miracle in the world of 

dyeing and printing, provides modern fiber art 

creation abundant sources of inspiration as well as a 

sound foundation. By inheriting the sophist icated 

Jiaoxie technique and listening to their inner thoughts, 

artists diversify their framing forms and styles while 

bringing modern artistic significance into the 

traditional art of Jiaoxie.  

绞缬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工艺形式历久弥新，在人们心目中已

然成为特殊的文化象征和民族传统艺术的标徽。 很多当代纤维艺术

家被绞缬艺术朴实浑厚、毫不张扬、充满独特中国画水墨韵味的朦

胧效果所倾倒。绞缬作为染缬中的奇葩给当代纤维艺术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灵感来源和创作基础。艺术家将高超完美的绞缬技艺传承而

来，结合内心的感悟从事纤维艺术创作，使传统的绞缬艺术具有

现代艺术意义的同时，造型形式与风格也走向多元化。 

II Innovation to Traditional Art of Jiaoxie  

二、对传统绞缬的创新 

Jiaxie, the ancient technique to print textile with 

special bunching and dyeing methods, was invented in the 

Qin Dynasty or Han Dynasty, developed in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matured in the Tang 

Dynasty. It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Today, with 

people showing more and more respect to original cultures, 

Jiaoxie, the ancient printing technique, is regaining new 

vigor and vitality.  

这种始于秦汉，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唐代的采用结扎染色

的古老工艺，曾经极度辉煌，也曾中断，但随着人们对原生态文化

传承意识的增强，在古老技艺得到尊重的今天，绞缬这种古老的染

色技艺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焕发出新机。 

At present, lots of artists and designer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traditional technique, start to 

make bold innovation by combin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iques with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 of Jiaoxie. 

While go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enses of vision and 



8ISS Symposium-Poster: Modern / Contemporary 

232 

touch, the art of Jiaoxie introduces a brand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acting way. Due to modern artists‘ 

participation, the creation of fiber art has changed from 

the passive adop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materials 

into the search for qualified and personalized medium for 

artistic production based on creational ideas. When 

touching, twisting and printing materials by themselves, 

modern fiber artists are sewing up the split between the 

past and modern times, integrating their meditation into 

them, and making their production a part of people‘s life in 

a brand new manner, no longer the repetition of common 

handworks based on traditional materials. 

现今，这种传统工艺得到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视，他们在

旧有绞缬工艺基础上，结合新材料、新工艺，进行大胆创新。绞缬

艺术在超越传统意义的视觉、触觉习惯前提下，体现出新的文化现

象和行为方式。由于现代艺术家的参与，纤维艺术创作从被动应用

传统工艺、传统材料转变为结合创作构思寻找符合作品意念的个性

化的创作介质。当代纤维艺术家也在亲手触摸材料，亲手绞染过程

中，用一针一线缝合着传统与现代的裂缝，将自己的体悟融入其中，

使其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材料和一般意义上的手工艺的重复，而是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With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merging new dyestuff, textiles and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in indefinite possibil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ancient but vigorous fiber art. In fact, we can find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works of Jiaoxie art produced with new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and fabulous works of fiber art 

based on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contemporary ideas in diversified fiber exhibitions. It 

has become a persistent goal for modern fiber artists to 

equip ancient techniques and traditional materials with 

modern concepts of art and to reach a perfect integration 

of them.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型染料、新型面料、新型技术的不断涌现，

为我们古老而年轻的纤维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其实，

在各种纤维展中就在不断地涌现着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创作的优秀

绞缬艺术作品，不断的涌现着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优秀纤维艺术

作品。当代纤维艺术家把将古老技艺、传统材料赋予现代艺术理念，

并使之完美结合作为不断追求的目标。 

 

 
图 1 弥永保子女士《来自大海的礼物》局部 

 
The works series of Gifts from the Sea by IYANAGA 

Yasuko, a famous Japanese fiber artist,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ncient silk materials, 

sophisticated Jiaoxie technique and the unique 

manifesting method of modern fiber art. To show the rich 

colors and spot texture of the ocean, the artist printed the 

thin silk textile repeatedly with Jiaoxie technique to realize 

the complete work. The outstanding printing skill and the 

hard efforts devoted to the work are not hard to imagine. 

IYANAGA Yasuko created successfully the elegant and 

graceful shape of the work and presents perfectly the 

springing nature of water. The prominent spot texture and 

elegant and dynamic shape, in particular, attract deeply 

the attention of every audience. 

日本纤维艺术家弥永保子女士《来自大海的礼物》系列作品，

就是艺术家将古老的蚕丝材料、精湛的绞缬技术与当代纤维艺术独

特的表达形式完美融合的典范。艺术家为了表现出大海多变的色彩

和丰富的斑点肌理效果，整件作品要在轻薄的蚕丝质面料上经过多

次染缬方成，其娴熟的染色技艺和所付出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弥

永保子女士运用绞缬工艺成功塑造了整件作品空灵飘逸的造型形式，

完美地呈现了水的灵动。作品中突兀的斑点肌理，飘逸的动态造型，

更是强烈的刺激着观看者每一根视觉神经。 

 

 

图 2 弥永保子女士《来自大海的礼物》整体 

 

To conclude, the art of fiber can never bypass hand 

operation and fiber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are 

important as a key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fiber art and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composing the form of fiber ar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economy and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placing materials and new 

technological tools, I believe that artists, while inherit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will certainly break through the 

single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fiber art with the free creation 

based on close integration of materials and forms and 

diversified and multi-dimensional artistic approaches and 

representing forms to lead the art of fiber to develop from 

being based on walls of buildings to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from indoor art to outdoor art, and to make it an art of 

soft sculpture, art of fiber setting, art of sights and other 

types of art,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both the indoor space 

and outdoor space of buildings and showing the 

compositional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people and works of fiber art, between fiber art work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3] 

总之，纤维艺术创作永远无法回避手工操作和纤维材料的参与，

工艺既是纤维艺术创作中重要的环节，又是架构起纤维艺术形式的

重要要素之一。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不断的提高、技术

的进步、材料的更新以及各种新型科技手段的出现，艺术家们在传

承传统工艺的同时，也必将通过材料与形态密切交融的自由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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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多元、多维的艺术手段和表现形式，打破传统纤维艺术的单一

形态，使纤维艺术从建筑壁面走向建筑空间，从室内走向室外，成

为一种软雕塑艺术、一种纤维装置艺术、一种景观艺术等等艺术形

态，从而充实在建筑内部和外部的空间环境中，表现着现代人与纤

维艺术作品，纤维艺术作品与环境，人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结构关系

性[3]。 

 

Bibliography 

参考文献 

[1]  hjyxjbto‘blog , Jiaoxie—ancient hand-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EB/OL] ．2011-08-11． 

http://blog.10jqka.com.cn/account/5643/103425643/pos

ts/6662494.shtml 

[2] Baidu entry explained ,[OL], 

2009-12-26,http://baike.baidu.com/view/526108.htm  

[3]  Gong Jianpei , Another Way to Understand the Art of 

Fiber: Appreciate Modern Fiber Art Within 

Indoor Space, [OL], Interior Design 

Construction,2002,11:94-95  

[1] hjyxjbto 的博客 《绞缬——古老的手工印染技术》[EB/OL], 

2011-08-11, 

http://blog.10jqka.com.cn/account/5643/103425643/pos

ts/6662494.shtml 

[2] 百度词条解释 [OL], 

2009-12-26,http://baike.baidu.com/view/526108.htm 

[3] 龚建培   《纤维艺术的另一种诠释Ⅰ——室内空间中领悟现代

纤维艺术》[J]，室内设计与装修，2002，11：94-95 

 

Author 

 
Liu Na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I have repeatedly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I 

have four times "' from Lausanne to Beijing '-international 

biennial exhibition of fiber art", Which won the bronze 

prize, for outstanding award twice. My major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symposia proceedings several times. 

刘娜 天津美术学院  

多次参加专业性展览，四次参加―‗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

展‖，获得铜奖一次，优秀奖两次。相关专业论文多次在期刊、研讨

会论文集发表。 

  



8ISS Symposium-Poster: Modern / Contemporary 

234 

Discussion the Designing Method of Modern and Cute Feminine Dress Style 
 

Xiaofang BIAN 

 

Department of Clothing Technology, JiangXi BlueSky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Email:xf617@163.com 

 

浅谈现代可爱风格女装设计方法 

 

边晓芳 
 

江西蓝天学院服装学院，南昌市，江西省， Email: xf617@163.com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and accelerating of life rhythm, people's life style and 

attitudes are changing. The people who looking for 

happiness of memories, use naïve to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then cute culture appears. 

With the emergence of cute culture, with the emergence of 

cute culture, human have the unprecedented the 

psychological children which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te style garment. It tak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osition of brand style positioning and brand sprea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ing reason and popular 

background of cute style, studies how to use the cute 

designing in the use of Feminine Dress, and analysis the 

cute designing method which affect the style of clothing 

style, color, fabric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nalysis the 

example of cute feminine dress, expresses the cute 

designing method how to use and perform character on 

clothing, and sums up the 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on 

cute style garment.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about 

creating and promoting brand of cute style garment. 

 

摘要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观念也在变化，人们在寻找记忆里的快乐，用天真来缓解心理

上的压力，可爱文化也因此产生。随着可爱文化的出现，人类前所

未有的儿童化心理也促使了可爱风格服装的产生和发展，这对于服

装品牌风格定位和品牌传播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探讨了可爱风格形成原因及流行背景；研究可爱设计方

法在女装中的运用；分析这些可爱设计方法对服装的造型、色彩、

面料中的风格影响。本篇文章先从分析各品牌设计的可爱女装范例

入手，阐述可爱设计方法在服装上的运用和表现特征，总结出可爱

女装风格形成和体现，从而对服装可爱风格品牌的塑造及推广具有

指导意义。 

 

1. 引言 

    设计艺术是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相互结合的结果。文化不仅制约着设计艺术的内容，也制

约着设计艺术的形式，更能本质的反映出时代特色和时代文化的是

设计风格，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或创作个性，它具有代表性的

独特面貌，表现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理念。[1] 

千百年来自从人开始有了思想，其制造出来的物品不单单只是

一件冷冰冰的产品，上面蕴涵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装深沉‖，到 90 年代的―扮酷‖，以及今天的―装嫩‖， 每

一种新的文化思想出现，都是人们对自己所理解的生活状态的一种

诠释，在这些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服装也相应具有时代特色。―装嫩‖

就是指当今的人们希望停留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逐

渐就形成的一种趋向童年的可爱文化，由此产生的可爱风格带给人

的是天真烂漫和未成熟的感觉。如今在一些国际服装品牌中都有运

用着可爱方法设计的女装，具有可爱风格的现代女装也成为当今时

尚的潮流，所以对于可爱女装设计方法的应总结出系统化的理论，

有利于服装品牌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为引言，总体概括了本论

文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了论文结构；第二章剖析了可爱文

化产生的社会原因，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说明了可爱文化与可爱女装

流行的必然关系；第三章从审美的角度对运用可爱方法设计的女装

进行了效果分析；第四章是结论，总结了可爱设计方法在女装上的

运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人―儿童化‖现象渐趋普遍，可爱女

装越具有生命力和市场推广力。 

 

2. 可爱文化产生及可爱女装流行的社会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人们也

由此变得越来越感性，渴望精神的放松和愉悦,其中就包括记忆中儿

童时代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情;许多人喜欢在生活中寻找可以

保留年幼特征的物品，通过夸张、搞笑的卡通造型，可爱、鲜艳的

动植物图案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可爱文化‖正是顺应这种条件

产生,可爱文化正是对这种已逝感情的一种弥补,这使得可爱文化得

以在成年人中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可爱文化‖时下被流行地称作―蔻文化‖，―蔻‖原为英文中的

CUTE 音译,意为―可爱‖。现在―蔻‖被延伸为天真纯洁、清纯烂漫、

逗人喜爱的意思,近来又被无限扩大为甜蜜、稚嫩、卡通等。时下可

爱文化渗透到人们生活中，卡通造型的家居产品，交通工具，电子

产品，文化用品等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服装做为人类情感等心理因素的表征物，暴露出当时社会的意

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纵观人类服装发展史，从中国唐代服装

的丰满富丽到宋代服装的理性保守；从西方文艺复兴的束胸箍裙到

二次大战的军服式女装的流行等等，都说明了服装是跟着人类思想

的变化而变化的。优雅、简约、休闲、夸张、幽默等不同的服装风

格都包含了人类不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种新的文

化观念，可爱文化必将对服装风格造成影响，设计师将其运用到设

计过程中,设计出了受到许多人喜欢的―可爱‖女装。可爱女装代表着

一种生活态度，不为尘世所烦恼，不为凡事而担忧。在城市街道，

随处可见有着可爱风情的女子，可爱装让她们灿烂而甜美。 

 

3. 可爱设计方法在服装上的表现及效果分析 

在众多国内外的服装品牌中，特别是日本的 Hello Kitty、国内

的淑女屋等，这些品牌设计风格可爱、活泼。泡泡袖、层叠、波尔

卡圆点、飘逸的蕾丝、浪漫的花朵、印花、童趣可爱的蝴蝶结以及

高腰娃娃装、灿烂如彩虹般的糖果色彩等这些可爱设计方法也频频

mailto:xf617@163.com
javascript:showjdsw('showjd_0','j_0')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5%8f%af%e7%88%b1&tjType=sentence&style=&t=sweetly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5%bd%a2%e6%88%90%e5%8e%9f%e5%9b%a0&tjType=sentence&style=&t=forming+reason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6%b5%81%e8%a1%8c&tjType=sentence&style=&t=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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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际品牌服装里出现，如意大利的 Blugirl、moschino 以

及其副牌 Moschino Cheap & Chic。 

可爱风格位于设计坐标象限上部的两极，由于集合内的造型的

量感过小，使它在轮廓方间的特性变得不明显，因此无论直曲都会

给人带来幼小、可爱的感受。[2]89 设计师主要将简约卡通的造型，

欢快的色彩，不同材质等元素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因此可爱小巧的

造型、明快漂亮的色彩、卡通稚气的配饰成为―可爱型‖服装的主要

特征。下面针对可爱方法的运用进行效果分析： 

 

3.1. 在服装造型上  

服装造型设计的第一步是选择廓形，服装廓形在整体设计中居

于首要地位。服装的廓形强调了服装在立体环境下的立体形态特征，

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反映出着装者的审美观。[3] 

 

3.1.1. O 型 

通过对腰部的夸大，肩部适体，下摆收紧，使整体呈现出圆润

的观感，给人幽默的感觉。 

 

3.1.2. A 型 

肩部适体，腰部宽松，下摆扩大，在视觉上获得上窄下宽的视

觉效果，给人浪漫、活泼的美感。例图 1：MiuMiu 的红色 A 字型

连衣裙。 

 

3.1.3. X 型 

肩部夸张，腰部收紧，低摆扩张，给人带来优雅、轻松、活泼

的美感。 

3.1.4. 高腰线型 

高腰线的造型特征在于腰线提高后有修长窈窕的视觉效果，使

身体呈现自然、流畅、圆润的线条，如果使用雪纺纱、蕾丝等半透

明纱材质料，则更能表现出公主般的甜美气质。例图 2：Blugirl 有

着多层荷叶边的高腰线连衣裙。 

 

 

图 1. MiuMiu2012 春夏女装 

 

 

图 2. Blugirl 2011 春夏女装 

 

3.2. 在服装色彩上  

远看色，近看花，在服装中色彩元素最能表现流行倾向。一

种颜色只能表现一种风格，但不同颜色的巧妙搭配便能变换出千

百种非凡的风格。 

 

3.2.1. 有彩色系 

可爱风格设计的女装常常选择的是柔和、甜美的糖果色系和灿

烂、鲜明的宝石色系，浪漫、可爱、柔美、娇俏的粉红色也是可爱

女装的常用色。例图 3：Louis Vuitton 一款蕾丝大圆摊领、粉绿

色的女装，带有柔美气息。 

 

3.2.2. 无彩色系 

可爱风格女装除了绚丽的色彩是主角外。黑，白，灰，这些看

似低调的色彩，如果搭配得当，同样会带来活泼、优雅的风格。例

图 4： Moschino C＆C 利用黑白色组合搭配的、有大黑蝴蝶结领

饰的春夏女装。 

        

 

图 3. Louis Vuitton 2012 春夏女装 

 

 

图 4. Moschino C＆C 2010 春夏女装 

 

3.3. 在服装面料上  

服装面料作为服装三要素之一，面料诠释着服装的风格和特性。

服装面料的粗糙、柔软、稀薄、光滑、蓬松、轻盈等质感特征都能

增强服装可爱风格的表现。[2]具体表现如下： 

 

3.3.1. 柔软型面料 

柔软型面料一般较为轻薄、悬垂感好，造型线条光滑，服装轮

廓自然舒展。柔软型面料主要包括织物结构疏散的针织面料和丝绸

面料以及软薄的麻纱面料等。例图 5：CHANEL 用柔软面料表现的

大圆荷叶领女装，可爱，轻松。 

 

3.3.2. 挺爽型面料 

挺爽型面料线条清晰有体量感，能形成丰满的服装轮廓。常见

有棉布、涤棉布、灯芯绒、亚麻布和各种中厚型的毛料和化纤织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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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光泽型面料 

光泽型面料表面光滑并能反射出亮光，有熠熠生辉之感。这类

面料包括缎纹结构的织物，可有简洁的设计或较为夸张的造型方

式。  

 

3.3.4. 厚重型面料 

厚重型面料厚实挺刮，能产生稳定的造型效果，包括各类厚型

呢绒和绗缝织物。其面料具有形体扩张感，不宜过多采用褶裥和堆

积，设计中以 A 型和 H 型造型最为恰当。  

 

3.3.5. 透明型面料 

透明型面料质地轻薄而通透，具有优雅而神秘的艺术效果。包

括棉、丝、化纤织物等，例如乔其纱、缎条绢、化纤的蕾丝等。 

另外可以由不同质感、不同观感的面料组合，借助不同面料

的特点与款式相结合，表现出可爱风格。例图 6： Nina Ricci 一件

上衣为蓬松的皮草，下裙则是薄软的面料组合完成的可爱风格女

装。 

 

 

图 5. CHANEL 2012 春夏女装 

 

 

3.4. 在服装图案上  

 

在可爱风格设计的女装中常用素材是夸张的卡通图案、稚气的

文字、抽象的几何图形、鲜艳的花朵和波尔卡圆点纹。例图 7：Blugirl 

采用波尔卡圆点纹图案，有着夸张褶皱领的女装，俏皮、可爱。 

 

图 6. Nina Ricci 2011 秋冬女装 

 

 

图 7. Blugirl 2011 春夏女装 

 

3.5. 在服装细节上  

   服装的细节设计指衣领、袖子、口袋、门襟、腰部等零部件

的设计。泡泡袖、花边翻领、荷叶边裙、蝴蝶结这些是可爱女装细

节设计常用造型。例图 8：Moschino Cheap & Chic 用两个大型

蝴蝶结装饰的女装。 

 

 

图 8. Moschino Cheap & Chic2012 春夏女装 

 

3.6. 在服装饰品上  

服饰品在整体服装中能增加服装美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些具有灵动造型，迷人色彩的服饰品，充满童趣和乐趣，使服装

更具可爱气息。 

 

4. 结论 

本论文探讨由于现代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的传统思想受到一

定的冲击, 社会心理特征产生变化而出现新的文化思想——可爱文

化。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适应目前社会的特点产生的可爱风

格，它影响到了服装设计领域，设计师将轻松、愉快、可爱的情趣

倾注在服装设计中，穿着者能体验那份情感、心智或精神上的满足,

能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 

可爱风格女装因其可爱的造型,欢快明朗的色彩,简洁明了的结

构成为时尚的潮流。可爱元素的运用是当今服装设计中的一种现象，

使得服装极具可爱风情，并受到成年女性的欢迎，这对服装进行品

牌定位和品牌传播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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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world fashion design stage ， the design of 

deconstruction is the most attractive, exciting and full of 

power,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eories about deconstructi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art and design, fashion 

design in the field of made a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deconstruction in fashion design and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performance, expand their design ideas and design I 

magination.  

 

中文摘要：今天的世界服装设计舞台,解构主义的设计是最吸引人的,

而且充满激动人心的力量,本文从解构主义的理论产生谈起，对解构

主义对现代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领域的影响做了纵向的分析，研究

解构主义在服装设计中的表现和具体特征，拓宽设计思路和设计的

想象空间。 

 

1. 解构主义 

今天的世界服装设计舞台,解构主义风格的设计不拘一格、充满

激动人心的力量,（如图 1）英国时装设计师候塞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的解构设计作品，采用了解构的手法，表现风吹动衣衫

的状态，突破传统服装的结构形态，充满创意和想象。这种解构手

法的设计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从字面来看有着对结构分解的意思,―解构主义‖是与结构主义

（Constructionism）相反的两个概念，可认为是对结构的解散与

重组。解构主义的哲学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 1967 年，德国的哲学

家德里达（Jacque Derride,1930——2004）基于对语言学中的

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

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

重构各种既 

 

 
图 1 英国时装设计师 Hussein Chalayan 设计作品 

 

    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

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

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

和不确定感 1。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膨胀，

人们对精神审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主义的―功能第一，形式第

二‖的设计风格遭到质疑,人们开始探索新的设计风格。 

 
2. 解构主义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2. 1 其他艺术所受影响 

解构主义在哲学领域实现了理论的探索后，开始向现代艺术渗

透并形成强大的影响态势，解构主义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 20 世

纪 80 年代，首先在建筑领域设计师开始对这个理念进行探索，解

构主义建筑的思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形成，（如图 2）它

的特别之处为脱离传统的几何形状，对结构进行分解重构。 

 

 

图 2 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 

 

 
图 3 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     弗兰克•盖里设计 

 
    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位于美国加

州洛杉矶，是洛城音乐中心的第四座建筑物由美国著名建筑大师弗

兰克·盖里(FrankOwenGehry)设计，不同寻常的外观设计，大胆

的想象和巧妙地空间布局均让人叹为观止(图 3)。 

我们熟悉的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被认为是典型的解构主

义电影，传统的人物形象被重新塑造,颠覆了我们心中的结构,情景

是嘲讽的,语境是戏谑的,用一种后现代的语境向人们展示传统。这

部电影运用了解构的手法解构人物和故事,同时也在解构人们心中

的固有的传统烙印,消解了传统的舒事方式,消解了传统的级属性,对

传统的结构方式进行颠覆。解构理论不仅广泛影响于哲学、历史、

社会学范畴，还涉及到文学艺术、设计 、心理学以及实际生活本身。 

 

mailto:wangdongmeidl@sina.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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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的服装设计受到的影响 

 

 

图 4 山本耀司（YojiYamamoto）的设计作品 

 

图 5 山本耀司（YojiYamamoto）的设计作品 

 

在今天的国际时装界,日本服装设计师的作品以解构的、东方的

韵味独树一帜征服了世界，以山本耀司（品牌 YojiYamamoto）、 

川久保玲(品牌 Comme des Garcons)、三宅一生（品牌

IsseyMiyake）为代表的日本设计师是世界时装设计舞台上的重量

级人物。山本耀司与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一起，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将解构主义风格的服装带到当时还以传统的唯美风格为主导的西方，

以全新的理念诠释服装，既有东方哲学的意味又充满解构手法，打

破了服装的传统中固有结构与审美，使长期以来的西方唯美的、浪

漫的服装风格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日本的设计师从日本民族文化

中汲取营养，在表现服装时三宅一生创造了有名的三宅一生褶裥、

山本耀司以和服为基础，借以层叠、悬垂、包缠等手段形成一种非

固定结构的着装概念表现服装，在他的服饰中，不对称的领型与下

摆等屡见不鲜(图 4、图 5)，川久保玲的解构手法更自由更无拘无

束，她（他）们的设计更多的是表现出穿着者与服装的状态，甚至

能将设计师的精神与穿着者的内在精神相融合，并且大多不束缚人

体。1981 年，川久保玲也在巴黎时装展举行发表会，她的服装惊

世骇俗，在当时崇尚优雅和强调优美裁剪线条的法国打破了时装表

演的一贯模式，以一曲狩猎哀歌取代流行音乐，用古怪的化妆和不

整洁的头发，将模特丑化 2，宽松、刻意的立体化、破碎、不对称、

不显露身材的服装设计让世人跌破了眼镜，他们认为这简直就是乞

丐穿的衣服，西方正统的时装界与传统的着装理念彻底被震撼了，

不得不说日本设计师是聪明的，试想毫无创意的设计怎么可能吸引

挑剔的目光呢，日本设计师完全是在表现自我，丝毫没有惧怕如此

大胆的创新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目前为止,在日本的设计师中甚至

是东方的设计师中,近代史上仍然以川久保玲(图 6 川久保玲的设计)

的设计为首,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她的设计思维影响了很多后来人,

时光慢慢流逝,人们越来越发现她的设计具有更高更深邃的魅力,而

川久保玲自己却说她还没有完全表达出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在服装

设计领域之外,她也非常注重视装置艺术和视觉的艺术表达。20 年

前她在世界服装设计界抛下了炸弹般的设计方式，震惊了世人，对

她的设计的争论从来没消停过，但是在 20 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称她

为―玲师太‖时，那话里话外的崇拜都透着折服，更年轻一代的设计

师如安特卫普的设计师们就在她的设计中感悟到了设计的生命，并

继续发展着这种看似稀奇古怪没有章法的设计风格。  

 

 
图 6 川久保玲(品牌 Comme des Garcons) 设计作品 

 

3、英国的服装设计受到的影响 

说到英国的服装设计不得不说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 ,她被称为―朋克之母‖，20 世纪 70 年代,朋克运动在

英国兴起,朋克迎合了一批对现实极度不满的青少年，也许我们很难

接受朋克服装，但是试想当时朋克兴起时正赶上经济危机，物价高

涨，大量失业，这种内心的痛苦无从发泄，朋克服装完全是以反传

统的叛逆姿态出现，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是

朋克运动的显赫人物，她的设计荒诞、大胆、稀奇古怪、她也因这

种另类的、解构风格的设计在世界时装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图 8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设计)，在很长的时间里说到英国的服装设计

都会让人想到她。 

 
当然英国的服装设计也曾经以 Burberry 的典雅、传统和薇薇

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 的反叛一起为代表，然而目

前英国的服装设计却呈现出一种充满肆意的想象和华丽的美艳交融

的意味，以设计师麦克·奎恩 Alexander Mcqueen（已故）侯赛因·

查拉杨 hussein chalayan、和 Burberry 的创意总监克里斯托弗·

贝利(Christopher Bailey)为代表，他们的设计各有千秋但是却都

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眼球。 

 

 
图 8  Vivienne Westwood 的设计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0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76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76472.htm
http://www.haibao.cn/zhuanti/%E4%BC%98%E9%9B%85/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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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麦克•奎恩 Alexander Mcqueen 设计作品 

 
Mcqueen 的设计深受街头文化的影响,他以他那后朋克风格的

设计和不可思议的创意，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他的设计充

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往往溶合两极的元素，如传统与时尚，强力与

柔弱，鬼魅与艳美、极简的形态与极复杂的构成，Mcqueen 的设

计为英伦时装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伦敦重又成为充满活力和生机

的时装之都。Alexander McQueen 充满创意的时装表演，更被多

位时装评论家誉为是当今最吸引的时装表演 3。 

候塞因·卡拉扬 (Hussein Chalayan) ，被称为英国时装奇才，

他是世界时装界最有思想和时常引起争论的设计师之一,2000 秋冬

Afterwords 系列的灵感来自战争时期难民的苦境。模特们走进一

个房间，身着椅套，将椅子折叠成手提箱拿在手里，其最得意之作

是一个模特步入木制咖啡桌，而咖啡桌便转变成一条裙子 (如图

12-15)。有着土耳其和塞浦路斯血统的查拉扬，于 1974 年在塞浦

路斯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被强行从他们的家园赶出的惨景 4。

在 2003 年秋冬―Kinship Journeys‖系列中，模特的洋装肩带上缝

着两个大型的黑色氢气球（图 13）。他的设计运用多种材料并匠心

独运的组合在一起，对剪裁和新型技术的探索态度一直让他走在时

尚设计行业的最前沿，他的灵感是来自于高科技层面的自然科学、

文化和人体，将设计的理念推到雕塑、家具或建筑的高度，他的设

计太过超前了，体现出一种未来意象和对未来的思索，在他的设计

中，你绝对看不到平庸的把戏，也没有卖弄所谓的―粗劣‖艺术，一

切都是富有创意的严谨艺术。他的超越、新奇的概念，总是赋予人

们一种无穷创意的能量，带领我们眺望未来 5。 

 

 
图 10 麦克•奎恩 Alexander Mcqueen 设计作品 

 

 
图 11 Hussein Chalayan 的设计 

 

4、比利时的设计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设计师颠覆传统的设计为世界服装设

计界带来新鲜血液,来自比利时安特卫普的 6 个年轻人，受到这些新

奇的时装设计观念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受到解构思潮的影响,在设计

中大量的运用了这种解构的思维,如超出常规的服装外形态袖子或

裤子很长、缺了一条腿的裤子、衣服的廓形很大，将原先用作衬里

的面料直接暴露在外，或是用皱巴巴的织物做正式晚装等等。他们

的前卫设计概念震惊了当时低迷保守的时装界。从此这六个―胆大妄

为‖的青年学生被英国媒体冠上了―安特卫普六君子(The Antwerp 

Six)‖的封号，成员包括Walter van Beirendonck、、Marina Yee、

Dirk van Saene、Dries van Noten、Dirk Bikkembergs。他

们前卫夸张的设计奠定了比利时设计师在全球时装界不可动摇的先

锋地位，即使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比利时的设计都是每年时装发布

会的引人瞩目的焦点。后来 Martin Margiela 接替 Marina Ye 加

入―安特卫普六君子‖之列，来自安特卫普的设计师已经成为世界服

装设计中的新鲜血液，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引领着时尚的脉搏，如

Martin Margiela 和 Ann Demeulemeester 等。 

 

 

图 12-15  Hussein Chalayan 的设计 

 

5、解构的方法与表现 

解构主义的设计虽然天马行空，想象丰富，没有什么可以规定

的法则，如果可以界定些什么反而让我觉得就脱离了解构的意义，

局限了设计的思维,但是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二，作为学习的一点心

得体会。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 

 

5.1、造型、形态的解构 

解构主义的设计在造型上或形态上有很多设计师会将传统中的

形态和结构重新拆分,将组成的各个部分打碎,成为设计的新的组成

元素,然后再将这些元素,以设计师的构思重新组合,来表达设计师的

设计。这种解构的设计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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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Martin Margiela 的设计 

 

 

图 17 Yohji Yamamtoto 设计作品 

 

 

图 18  Marc Le Bihan 设计作品，左边的衣片边缘呈现毛边的效

果，是设计师的解构思维的表达。 

 

5.1.1 未完成的、破碎的、不平衡的设计感 

 
未完成的设计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效果，像没做完的衣服，可能

是毛边的、破了的、有洞的、如图 yohji yamamtoto （图 17）

的设计作品，将上衣的底摆的形态打破，形成残缺的状态。或者也

可以将未完成的手法与不平衡、不对称的感觉融在一起（如图 18）

Marc Le Bihan 设计作品，左边的衣片边缘呈现毛边的效果，是设

计师的解构思维的表达。 

 

5.1.2 褶皱堆积、缠绕 

解构风格设计师在设计时喜欢表达出人体着装的状态美，而打

破传统的依据人体三维设计服装的方法，采用面料皱褶堆积的或缠

绕的方法表现解构的设计。 

（如图 19）ann ann demeulemeester09 的设计作品，前

身的服装结构完全以堆积的效果呈现，毫无结构可言，但是却充满

特殊的视觉效果。   

 

图 19  Ann demeulemeester 

 

5.2 突破的造型 

以上的解构是对服装的固有形态的打破重组，这种解构方法依

然以人体为依托，不同的设计师在设计时虽然都采用了解构的方法，

但是因为所要表达的效果不同或呈现时尚感、或呈现冷峻的感觉等

等。 

解构设计除了对形态的解构还可以有更加充满创意的解构表现。

如前文提到了英国设计师 hussein chalayan，表现的风吹动衣服

的状态就完全是对服装的整体造型的更加大胆的想象与解构。 

 

  

图 20 hussein chalayan 设计作品  图 21 Iris van Herpen 

 
（如图 21）是荷兰新锐女性设计师 Iris van Herpen 的设计，

她的设计前卫且充满创意的，作品充满视觉冲击力，引人瞩目，充

满天马行空的表现。 

 

5.3 面料材质的解构 

在解构主义设计中,很多设计师也会对整体的面料的感觉进行

解构,对面料的解构是造型解构的一个基础,造型可以在面料解构的

基础上再去表现,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设计更为丰富,在对于面料的解

构中也有设计师为了表达出出人意料的视觉效果,会使用特殊的材

质表现服装。如图（22、23） 

解构主义风格的设计在总结它的时候就矛盾的，因为它总是有

更新颖的表现，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能为它下一个确定的定义和

具体的方法，在本文中我只是就现代的解构主义的服装进行了一次

脉络的理顺，至于怎么总结它我认为都是牵强的，我们在认识了很

多世界级大师的创作思想后反倒应该因为现代的技术和发展，以更

开放的视野来看待这种设计风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1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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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Iris van Herpen 设计作品 

 

 

图 23 川久保玲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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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tik, as a part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our nation, 

is an age-old and unique hand-painted stained art. It 

originat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evail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and it is widely popular with 

minority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People love it very 

much ，and it show the unique charm to people with its 

concise and vivid shape, pure and elegant color ,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pattern , and natural texture. 

Nowadays, Batik is not simply a traditional art, it is also a 

kind of art form, a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can we preserve this 

ancient art ,can we protect the national heritage from 

the impact of the digtial society .However,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tend to pursuit the fast fashion.If we 

want to combine the attactive art with fashion, we must 

make a lot effort. This requires not only the Batik artists 

struggle for it , but also the fabric developers , clothing 

designers, and even include th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try their best to achieve the goal. We need to 

select its essence and keep its soul.More importantly,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art into fashion and let it 

become the tendency of fashion.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national treasures .We believe 

that one day Batik will become China‘s national card and 

popular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keep Permanent 

vitality. 

 

摘要 

蜡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分，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手工绘

染艺术。它起源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广为流行。它以简练生动的造型，素雅单纯的色彩，夸张变形的

纹祥，天然独特的肌理展现出动人的魅力，深受人们的喜爱。现

如今，蜡染已不单纯是一种传统技艺，它亦是一种艺术形式，一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传统的古老技

艺能否得到传承，在当今这个不断追求快速时尚的数字化时代，

淳朴的天然艺术能否融入时尚，引领新的流行。这不仅需要蜡染

艺术家的努力，更需要面料开发者、服装设计者、甚至是科学领

域内学者的共同努力。让这种古老技艺能够坚守灵魂、融入时尚，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从而焕发出永久

的生命力。 

 

1. 引言 

约翰•加里阿诺说过：利用传统的服饰作为灵感参考之基石，

用当代的手法、物质和感觉表现出来。仔细审视蜡染艺术的魅力

与现代时尚关系，它或许就是一种传统与流行、古老与当代的关

系。蜡染似乎早已成为一种传统工艺，成为一种古老技艺的象征，

而与主流的时尚相去甚远。如何让传统变为时尚，使时尚糅合传

统，这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必须去思考的问题。而蜡染作为我国古

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需要我们去传承，需要我们去发

扬，更需要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从而调和民族化与国际化之间

的矛盾。让蜡染这种仅限于民族化的艺术坚持自我，融入时尚，

铸造其国际化的魅力，让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合适的理解，

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精神财富。 

 

2. 蜡染魅力的由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和吸

引他人的风俗文化，传统技艺，这是一笔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文

化宝藏与民族骄傲。蜡染，作为中华名族文明的一部分，是一种

古老而独特的手工绘染艺术，自我国的染织技术开创时，就已存

在。它以丰富的图案、素雅的色调和奇特的纹理形成了其独有的

魅力，深获人们的喜爱，在应用于服饰、装饰品、生活用品时，

显得朴实大方、清新悦目，极富有民族特色。追溯蜡染的历史，

其起源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并于我国西南少数名族地区广为流

传。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西南地区气候湿润、雨量充沛、

风景宜人，以其天然的艺术性和艺术的天然性孕育了一批又一批

充满灵性的淳朴人民，并赋予他们善良的心、灵巧的手，让蜡染

在这片古老、质朴、充满灵气的土地上世代传承，尽情的挥洒其

动人的艺术源泉，从而演绎出一首首动人的艺术赞歌。 

蜡染最初起源于苗族，并以苗族蜡染最负盛名。其后在瑶族、

黎族和仡佬族等民族中也分别出现了蜡染艺术（李洁，2011）。

各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造就了

不同的蜡染艺术，分别形成了其特有的美感。虽然各个民族在图

案、风格、制作工艺上存在差异性，但是它们共同组成了蜡染的

独特魅力。除此之外，蜡染更以其独一无二的肌理（冰纹）散发

出神奇的魅力。 

 

2.1. 各民族蜡染的魅力 

 

2.1.1. 苗族蜡染 

苗族作为蜡染的鼻祖，其图案、风格都极富特性。苗族人民勤劳

善良，他们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在蜡染的制作中常常表现

出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对原始图腾的崇拜。劳动人们在生产和生

活的过程中常将自己观察到的景象物化为各种图案，植物纹样如：

谷粒纹、菜花纹、桂花纹、梅花纹、棉桃纹等，动物纹样如龙纹、

鱼骨纹、牛角纹、蚕虫纹、猫眼纹、青蛙纹等。除此之外，苗族

人民还将其观察到的物象抽象为各种几何纹样，如三角纹、螺旋

纹、齿形纹、涡漩纹、圆圈纹等，这些都是生产与生活的符号再

现（马预其，2010）。这些纹样不仅有美感价值，还有其实用价

值，即图腾崇拜，祈求丰硕的生产、风调雨顺的生活。 

苗族蜡染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用其无形的文字记录着质朴天

真、粗犷有力、变形夸张、淡雅清丽等等各种风格，并且存于各

mailto:xiaojun_g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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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系的蜡染，风格也大为迥异。比如：丹都支系构图生动多变，

造型大胆夸张，喜用纪念先民沿江迁徙的涡旋纹、象征权力和富

贵的铜鼓纹及动植物图案。八开等支系，构图奔放、造型狂野，

充满浓烈的原始宗教气息。阿弓、织金、蒙洒、盘县等西部支系

的蜡染，则充满了对失去的家园的深深怀念（文化月刊杂志社，

2011）。 

此外，由于上蜡方式(点蜡、画蜡)、上蜡工具（蜡刀的大小、

形状的区别）、染料（蓝草、茜草、红花、黄栀、杨梅汁等）的

选择，防染剂（蜂蜡、石蜡、松香等）的选取等等各方面的不同

而造成了形态迥异的风格。 

2.1.2. 其它民族的蜡染 

除了苗族蜡染外，布依族、湘西土家族、彝族、仡佬族和黎

族（李洁，2011）等少数民族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蜡染艺术

之林。 

布依族蜡染与苗族蜡染一样久负盛名，其特色主要见诸于服

饰方面。布依族的服饰一般表现为庄重大方、古朴清丽、洁净素

雅,因此起蜡染的风格也顺应了服饰的特色，表现出清新典雅、古

朴洁净。其图案一般构图对称而多变，造型夸张而得体，线条流

畅自然,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湘西蜡染多采用家织土棉布作布料,较少采用麻和丝布,全部

采用蜂蜡防染。―吉祥兽‖是湘西土家族常用的蜡染图案,其由虎头、

鱼脊鱼尾、猎身、穿山甲脚复合组成一个艺术形象。同时,还运用

添加纹饰的表现手法,湘西蜡染从工艺的合理性,到丰富的想象力,

都创造出了高于现实的作品。 

彝族蜡染的特色表现在它的色彩性,地域性，服饰装饰以蜡染

和镶补为主。很多地区的蜡染不仅用于女装也用于男装并呈现出

不同的风格。 

仡佬族受苗族蜡染的影响较多,其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

性强,极受仡佬族人喜爱。 

黎族蜡染图案主要表现山纹和树纹,其艺术风格细致、优雅而

秀丽,与贵州苗族蜡染的粗犷、浑厚迥然不同。 

 

2.2. 蜡染独特肌理的魅力 

蜡染的肌理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称——冰纹，冰纹的形成，

就是由于上蜡载体在不断的搓揉、翻卷的过程中，由于蜡质本身

的属性而出现蜡迹破裂，与此同时，染液顺着裂迹浸透在白布上，

从而留下了独一无二、人工难以临摹的天然花纹。像冰被砸碎的

感觉，让人不无感叹这种人为的天然性。即使是毫无规律的翻卷，

也会形成令人心醉的艺术美感。它就像人的指纹一样，绝不相同。

蜡染的冰纹形成了其独特的性格特征，让人们为之赞叹不绝。 

 

3. 蜡染的传统技艺与现代时尚 

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理解就是过去，它与现代相对，

它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传统文化、传统饮食、传统节日和传

统服装等等，所以的这些都印证着同一个概念，就是过去的、不

流行的。 

时尚，又称流行，是由英文 Fashion 翻译而来，在狭义方面

仅指服装。但就其广义来讲，它就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表

现于时装方面，更涉及精神、文化以及生活方式。 

传统与时尚，似乎是一组矛盾体，但是在艺术的领域里，这

绝对是一组可以调和的矛盾。以传统的矛换取时尚的盾，从而使

二者相辅相成、携手并进。 

如何将传统的蜡染技艺运用于现代时尚当中，这需要我们去

探讨、需要我们去发掘。在北京服装学院博物馆中有一款竹衣，

它是以竹子为材质编织而成的镂空防暑衣，或许它与蜡染无关，

但是我们看出了其中的创新性，我们不得不感叹祖先们思想的开

拓性和行事的实践性。他们告诉我们万事万物皆想通，万事万物

皆可用。我们是否可以在保持蜡染灵魂的同时，突破其传统制作

方法、传统的应用范围、传统的表现形式，使之表现更具时代性、

应用更具广泛性。 

 

3.1. 蜡染的时代性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社会，数字化时代，社会的

变迁要求我们在空间、时间、数量、质量、尺度和规模这六个方

面的革命同时开始。随着人类物质需求的逐渐增长，对产品数量

和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数字化的科学技术也讲改变一切、

创造一切，甚至改变艺术的表现形式，它势必会使艺术以更生动

和更具参与性的方式得以表现。 

由于传统的手工蜡染生产率极低,随着科学技术和印染工业

的发展,工业化仿蜡染生产应运而生（兰峰、吴桂英，2006）。

并通过实验研究，计算机仿真实现的数字蜡染图案效果逼真，对

个体手工蜡染操作中可能造成产品瑕疵有一定的纠正作用,在传

统手工蜡染产品用喷墨印花技术实现批量生产方面有着广泛的应

用前景（唐颖、房宽峻、付少海、田安丽、张连兵，2009）。 

 

3.2. 蜡染在当代的应用 

蜡染作为一种古老的纺织印染技艺，在现代设计中广泛应用。例

如蜡染布艺可与西方铁艺的结合应用。将原生态性和工业性完美

的柔和在一起，展示了传统与现在，中与西的结合[7]。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蜡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姿

态为人们提供了关阔的视野，从而得到了新的发展。它不仅可以

在棉麻布上施染，还可以在皮革、化纤、针织等多种工业时代的

材料上染,大大丰富了服装材料市场,为设计师提供了创造民族风

格产品的空间（李洁，2011）。也为时尚引入了文化底蕴，而现

代化技术的发展也为这种古老的记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4. 蜡染制品与蜡染艺术 

目前如今所说的的蜡染制品，大体可以分三大类：—类是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艺人和农村妇女自给自绘自用的蜡染制品，

这一类产品应属于民间工艺品。另—类是工厂、作坊面向市场生

产的蜡染产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工艺美术品。第三类是以艺术

家为中心制作的纯观赏型的艺术品，也就是―蜡染画‖。这三大类

蜡染同时并存，互相影响，争奇斗艳,共同谱写了蜡染艺术的赞歌。

这种复杂的，多元化的现象，在艺术界是少见的。 

 

5. 蜡染艺术的生命力 

中国有很多民族，只有语言，却没有文字，他们有的通过音

乐、绘画、雕塑等各种形式来记录生活、生产以及时代的发展。

苗族是这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它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蜡染就成

了记录历史发展的载体，它记录着苗族儿女的文化传统、宗教信

仰以及淳朴民风。因此。蜡染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工

艺、也不仅仅是一种美丽装饰，它具有文化性，充满了生命力，

蕴含着历史的种种变化。 

近几年来，人们对蜡染的热爱与追求也绝不是对这种古老文

化的猎奇和玩味。而是发自内心，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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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古雅、质朴、原生态、充满自然性的艺术的神圣呼唤。当我们

戴着一条蜡染的围巾，一袭蜡染的长裙、身着蜡染的棉服，再当

别人以一种审视文化的眼光看着你时，你是否充满了深沉感，内

心是否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这是因为蜡染在现在这个浮华

的社会中就像一整清风，吹醒了封存于每一个人内心的自然圣地，

那种无需语言就能表达一切的宁静之地。确切的说，它已不是一

种物质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近年来，贵州苗族蜡染艺术踏出深山，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由于审美距离而产生的美的属性，让艺术家及普通民众都赞叹不

绝，而且在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产生了强

烈而广泛的影响。 

何时蜡染能像波西米亚一样成为一种时尚的代名词，成为一

种文化的缩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成为一种艺术的追求，

这需要每一个蜡染艺术家、面料设计者、服装设计师用心去感悟、

用双手去改变。不仅如此，我们能否运用蜡染的原理去创造别的

艺术形式，或别的艺术领域、文化领域、工业领域是否可以借用

蜡染的纹理、蜡染的图案来获取灵感。（例如将蜡染的冰纹应用

于家具设计、广告设计、工业设计等）更或者是用现代社会的技

术手段（计算机手段）去表现这种传统的文化技艺，让这种古老

技艺得到传承，得到发扬，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将传统蜡染的神

韵与时尚生活完美糅合，让蜡染焕发出永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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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iest existing fabric for tie-dye in China 

discovered in Xin Jiang region. Back in Dong Jin period, 

408 B.C., the craft of tie-dye had already formed and 

tend to be fairly mature. As 《ompreh en s iv e M i r r o r  

to A i d  i n  G ov e rn ment 》mentioned in detail about the 

procedures of ancient Chinese tie-dye: ―kneading and tie 

it, then dye it, untie it afterwards; places where the ties 

are in its original color, other places are all dyed and 

colorful.‖ Consequently, in ancient literatures, tie-dye 

was called ―Jiao jie‖ as well.Nowadays, it i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economy became international because 

of the globalized information. Therefore,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re is a potential crisis that different cultures 

tend to be assimilated. ―This unification which 

humanities sprit and living value ha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similar because of economy and globalized 

products, will most likely lead to a deep suffering for 

people, for losing their original culture and spirit.This 

article is designed to discuss how to use old ―tie-dye‖ as 

traditional art form to convey ancient eastern country‘s 

culture in this brand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design is expecting China become a part of 

it, however, meanwhile, it also wishes to see a ―universal 

China‖; this is a culture that ―China‖ is the precondition. 

This is also meets the need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 

diversification. Chinese art of tie-dye that under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thinking, religion, folk-customs, 

regions, and if we re-read it now, we will discover its 

profound value not only for art of design, but also it is a 

cultural identity for designs of ―universal China‖. 

 

摘要 

    中国现存最早的扎染面料，出土于新疆地区。早在公元 408

年的东晋时期,扎染工艺就在我国形成一种纺织工艺并趋于成熟，

《资治通鉴》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古代中国扎染的工艺过程：―撮揉

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与则入

染矣，其色斑斓。‖因此，扎染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绞缬‖。当今

世界资讯的全球化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成为一种潜在的危机，―这种因经济和产品

消费所挟带来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价值的一体化，很可能会由于本

土精神的失落给人们带来一种深刻的痛苦。‖本文旨在探讨在新的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运用古老的―扎染‖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向世界传

达东方古老国度的文化传统。世界的设计在希望中国融入世界的

同时，也希望看到一个―世界的中国‖，这是以―中国‖为前提的文

化，也是丰富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需要，中国不同思想、宗教、民

俗、区域影响下的扎染艺术，如果站在当下的角度对它进行重读，

将会发现巨大的设计文化价值,也将会成为―世界中国‖设计的一

种文化身份的识别。  

 

1 ．  引 言  

   扎染，是古 代纺 织品 中采用结扎―防 染法‖的一 种染 花工艺 ，

也是我 国传 统的 手工染 色技 术之 一 ,它 是依 据一定 的花 纹图

案，用 针和线 将织 物缝 成一 定形状（成 疙瘩形 状）、或直 接

用线捆 扎， 然后 抽紧扎 牢， 使织 物皱拢 重叠 ，当 其染 色 时 ，

折叠处 不易 上染，而未扎 结处 则容 易着 色，从 而形成 扎染 特

有的晕 色效 果和 风格。 《资治通鉴》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古代中

国扎染的工艺过程：―撮揉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

凡结处皆原色，与则入染矣，其色斑斓。‖因此，扎染在古代文献

中也称为―绞缬‖。它始于秦汉，兴于魏晋、南北朝，盛行于唐代。

隋唐时期，绞缬风靡一时，仅史料记载的绞缬名称就有―大撮晕缬、

玛瑙缬、醉眼缬、方胜缬、团宫缬‖等。为此，众多唐 代诗 人留

下了―成都 新夹缬 ，梁 汉碎 胭脂‖、―醉缬抛 红网 ，单 罗挂绿

蒙‖的 赞美扎染的诗 句。因此 ，可 以说―绞缬 ‖艺 术在唐 代达 到

了非常 辉煌 的颠 峰。扎染 由于 其技 术和 过程的 复杂，产量 又

特别低 ，当 时，一般 平民百 姓是 用不 起的 ，只 是皇家 及贵 族

妇女向 平民 百姓 炫耀其 高贵 身分 的特殊 用品 ，现存 唐代扎 染

艺术的 经典 作品―羊木臈缬屏风‖、―绀地花树双鸟纹夹缬 ‖就充

分体现了当时对扎染艺术风格的追求和工艺技术已趋成熟。直至

北宋仁宗皇帝，因扎染服装奢侈费工，遂下令禁绝。（图 1、2） 

 

      

图 1 新疆出土的古代扎染    图 2 唐代扎染作品 

 

2． 传统文化对于扎染的意义 

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和探讨,通常我们会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一是在形态与工艺技法关系层面上的研究，二是在形态与

材料工艺表现方面的研究，三是研究工艺技法、材料、形态与文

化（精神、心理）形成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当今社会在科学技

术上的发展和对各种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探索研究，使得传统

的扎染艺术作品的创作仅从材料与工艺技法的表现上已经很难区

分艺术家的国籍、身份，2009 年 2 月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纺织

抽纱博物馆（San Jose Textile and Quilts Museum）专门为

中国的 48 位艺术家的 45 件作品举办了主题为―改变中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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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当代中国纤维艺术展‖，其展览的主题就是希望通过中国艺

术家的纤维作品让美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了解和观视在古老的中

华文明背景下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同时，透过这些纤

维艺术作品，了解和审视古老东方文化传统意义中的中国的纤维

艺术正在发生的改变。 

世界资讯的全球化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成为一种潜在的危机，―这种因经济和产品

消费所挟带来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价值的一体化，很可能会由于本

土精神的失落给人们带来一种深刻的痛苦。‖1艺术作品是传播文

化的媒介和文化内涵的外在表达形式，扎染艺术同样作为众多文

化传播的形式一种，怎样使中华民族艺术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

融？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是作为扎染艺术

设计目前需要思考和实施的创造目标，由此，我们在艺术设计学

院教授―扎染设计‖这门课程中特别加入了―设计的文化‖一节，要

求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篆刻艺术、书法艺术、中国画技法表现、

中国传统戏剧等被文化史学家称之为―器‖的传统文化精神内容,

和表现形式,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当今的年青人对我们称

之为―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技能进行学习和了解，由此培养

和提升我们当今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领悟及品鉴的提高。

因此，扎染艺术课程的学习除了强调扎染的概念、技法、以及工

艺特征之外，更需要学生学习和掌握如何使用我们本民族特定的

文化语言形态来表达扎染艺术的语义传播方式，如利用中国绘画

中水墨技法来表现真丝纤维的材质肌理,利用天然纤维材料织物

组织高低起伏的变化来表现中国传统绘画中那种诗情画意的神情

和境界,因此我们希望在掌握和运用扎染古老的工艺技法艺术表

现形式的同时,在作品的形式、内容上能包含和传递更为丰富的、

更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和精神的形而上的―道‖的境界。 

 

3． “传统文化”中的“造型”、“纹样”与扎染形态的交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词、歌、赋，等等都是高度凝炼的

艺术表现形式.在这些诗、词、歌、赋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穿过

时光隧道朦胧中感受到先人生活的空间。这些诗、词、歌、赋能

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唤起视觉艺术家的表现欲望，它们是中华

文化传统的经典符号。 

 

―朱樱斗帐掩流苏‖就是南宋婉约派的代表女詞人李清照的（１０

８４－約１１５１）2浣溪沙中的名句。 

 

                      浣溪沙  

 髻子伤春慵更梳，晚风庭院落梅初，淡云來往月疏疏。 玉鴨薰

鑪閒瑞腦，朱櫻斗帳掩流苏，通犀還解辟寒无？ 

 

   这是一首反映贵族女子伤春情态的小调。女词人炼字维妙，不

着雕痕；未画愁容，愁态毕现。运用正面描写、反面衬托的手法，

着意刻划出一颗孤寂的心,因春天的到来而引起了忧伤和苦闷。髻

也懒得更换和梳理,晚风习习吹落了庭院里盛开的寒梅，淡淡的浮

                                                           

1  杭间《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P.009  

2 李清照（１０８４－約１１５１）：南宋女詞人。號易安居士，

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夫趙明誠

為金石考据家。早年生活优裕，与明誠共同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

集整理。 

云在空中飘来飘去，天边的月亮也显得朦胧遥远，这里的―晚风‖、

―落梅‖、―淡云‖―残月‖相互衬托，构成了幽静中散发着凄清的景

象。镶嵌着美玉的鸭形熏炉中，还闲置着珍贵的龙脑香，懒得去

点燃熏香；织有朱红的樱桃花色的、覆盖如斗形的小帐低垂，上

面装饰着五色纷披的丝穗，试问这只金灿灿的辟寒犀角，现在还

会不会再把温暖宜人的气味释放出来？在这短短的六句词里，细

细品味，它由人及物，由景及心，营造了淡淡的愁绪这一意境, 表

达了主人公相思的情感, 突出了中国古诗词文学作品中经典永恒

的―情爱‖主题. 

邱蔚丽的扎染艺术作品（图 3、4），创作时，人物的造型和

整幅作品要表达的意境均是来自对李清照的词―朱樱斗帐掩流苏‖

的想象，创作过程中，作者希望表达的视觉形态始终围绕着对中

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情‖、―景‖、―意‖的描写，思考如何将扎

染的传统技术表现手法与现代材料与工艺技法相结合，使扎染的

艺术表现手法成为表现中国古典诗词作品朦胧意境的合适的媒介，

用直观的视觉艺术形式将观看的人带入时空转换的感觉中, 产生

想象的诗意空间。 

 

     

图 3《红罗帐》        图 4《红罗帐 II》 

 

4． “文化传统”与传播文化语意的关系 

  语意即符号表达，中国扎染艺术的语意就应该是表达中国文化

传统的符号，它所要传递的是中国文化特征和风格的信息。关于

文化特征和艺术风格，在黑格尔的《美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法

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就是文化的象征，是浓

缩了时代的精华，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集体和个体的文化风俗、

生活态度、社会风尚等具体的观念、追求、品味和倾向，是一个

民族、国家的标志和符号。庞朴先生在他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

化》3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

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

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

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

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化传

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

魂。扎染艺术作品作为文化语意表达的符号，是形而下的―器‖，

是传播文化传统形而上的―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化特征和内涵

的表达需要借助具体的题材、内容，一定的形式、风格乃至于不

同的材质来体现，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载体‖的作用无从谈起，

那么，采用现代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结合传统的扎染工艺技法，

                                                           

3 庞朴，字若木，原名声禄。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

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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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进行崭新的诠释，使我们民族的

悠久文化得以传承是中国艺术家的职责所在。 

 随着全球化文化的一体化的发展，中国扎染设计艺术家应该

怎样根据新形势来探索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在扎染艺术设计中的

体现？怎样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地域艺术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员？

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是现代扎染艺术设计

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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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fashion desig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lives. Undoubtedly, art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fashion design and the trace of artistic ideas can be 

simply found from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clothing. Art 

and fashion go forward hand in hand, since art can 

upgrade fashion and fashion‘s ultimate goal is art. The 

combination of art and fashion leads us to a colorful life. 

Designers absorb inspirations from the nature and 

manifest them on the design work which makes the 

fashion and art a harmonious and perfect fit.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 and design, and take Fauvism Painting style 

as an example to concentrate on the essence of the 

artistic influence on fashion design.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seven parts to analyze. 

Introduction mainly touch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fashion design. Chapter two outlines the aesthetics of 

fashion design from the phenomenon to essence. In 

chapter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sthetics in the 

fashion design promotes the perceptual knowledge to 

the rational knowledge from the own perceptive of the 

writer. The next chapter presents the aesthetics form in 

and its creation and expression by researching the 

design concept and language. Chapter five lists the 

aesthetics structure in Fauvism and analyses its style 

and contents. And chapter six displays the impact of 

Fauvism on fashion design as well as the re-expression 

of aesthetics. The last chapter summarizes that art and 

design are inseparable. The above studies and analysis 

pave the way for a wide design thought by enriching 

design language. 

 

摘要 

在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断发展的今天，服装设计作品

已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艺术对于服装设计的影

响无疑是深刻的，从服装史的演变中不难看出艺术思潮的痕迹。

艺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和服装携手并进，艺术让服装品牌升华，而

时尚的终极目标就是艺术。时装与艺术的紧密合作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设计师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并将这种艺术精神

表现在设计作品当中使得时装与艺术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本文

将会着重深入分析研究艺术与设计的内在与外在联系。并且以野

兽派的绘画风格为例深入分析研究其艺术精髓对服装设计的影

响。 

本篇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服装设计与艺术的本质意

义。第二章服装设计美与审美，从服装设计美的现象到本质，对

服装设计审美有一个主观的认识。第三章服装设计美的特征，从

服装设计中美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层面，通过自身的感受分

析研究服装设计当中所蕴含的艺术审美性。第四章野兽派作品当

中的审美构成，通过对野兽派绘画风格的分析研究，对其艺术美

中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第五章野兽派作品当中的审美构成，从

野兽派作品当中的风格以及其内容美的风格要素来进行对野兽主

义流派的分析。第六章野兽派对服装设计的影响，服装设计中艺

术美的再表达，通过以上几章的研究经过分析总结近而跨界艺术

领域充实设计语言让设计的思路更为宽广。 

 

 

1. 服装设计与艺术的统一 

服装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发展的过程，将人类的主观意愿

与社会活动融为一体的同时赋予服装灵魂和魅力。时尚潮流是外

在因素，艺术则是服装内部的精神。时尚与艺术如同有交点的两

条直线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和美感。 

 

1.1     服装设计与艺术的本质及意义 

 

当今服装早已脱离了仅仅是御寒蔽体的概念，转而成为大众

视觉享受的媒介，是人们身份与修养的象征。服装设计更是以其

独特的视角来诠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艺术作为服装设计作

品当中的指导思想更是凸显其重要的地位。从艺术的本质上来说

可以分为主观精神学说和客观精神学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

拉图提出过理性世界为第一性，感性世界为第二性，而艺术世界

仅仅是第三性的。我国宋代理学家朱熹也同样提出了―文‖只不过

是载―道‖的工具，如同―犹车之载物‖。都是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

某种客观精神。而主观精神说是认为艺术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

现‖。德国的美学鼻祖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

物，这种自由的艺术不夹杂任何的利害关系，他强调艺术创作当

中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同时达到一种美妙的境界。 

 

1.2        服装设计中的艺术美  

     

      服装的 形式多 种多 样， 对于服 装当 中美 的形 式表达

也很多，设计 师对 于美的 行为 表达 多是 由自己 感受 出发，设

计语言 和形 式美 法则经 过重 新排 列组合 后呈 现在 大众 面前。

将服装 的形 象之 美展现 出来 。艺 术美当 中首 屈一 指的 就是

―形象 美‖，人 们通 过对 艺术形 象的 欣赏，才能 够感受 到艺 术

作品之 美。艺 术形 象便是 艺术 美中 的载 体。艺 术形象 在生 活

中则是 表现 为对 各种现 象加 以概 括创作 所展 现出 来的 生动

画面。  

服装当 中的 形象 美则是 展现 在其 所要表 现的 对象 上面。

一件服 装他 所要 承载什 么，表 现什 么，运 用什 么样的 工艺 ，

都是对 其外 在形 象的具 体要 求。同时 又是 展现 设计师 思想 灵

魂的承 载体 。  

 

2          服装设计的审美认知 

mailto:wangfeiranr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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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审美是随着人类的诞生以及自身的发展而相继产生的。

审美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而

存在于人类意识里的形象和情感的关系状态。 

 

2.1      服装的审美本质 

 

服装的审美本质包括服装本身，以及受众的对象。人们对服

装审美包括着选择、分析、尝试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它是一种主

观的心理活动，是人们根据自身对事物的要求做出的一种对事物

的看法，具有直观性。从相反的方向来看服装的审美在一定程度

上同样对人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限制，不同人经历的思想文化，

历史背景，及受教育程度不同，因此对审美的恒定标准也不相同。

在做出这种主观的心理活动的同时，对象往往会受到被作用对象

的主观限制。 

服装审美的特征是各个要素相互穿插交织的过程。服装是人

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的装饰美化功

能。服装审美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服装以其独特的朦胧感

传达着人们的思想活动。 

 

 

 

2.2      服装审美的因素 

 

人们在进行服装审美认知的同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审美

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经过诸多因素分析后的认知过程。 

 

2.2.1    服装审美的自然因素 

 

在审美过程中受到审美者年龄、性别、感知能力等先天性因

素影响的称之为审美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不受审美者主观情绪

影响，通常是在最直接的感知下所产生的一种对服装审美的认识。

例如年龄较小的孩子对印有卡通图案的服装情有独钟；而上了年

纪的成年人对于服装的选择则较为规范。 

 

2.2.2     服装审美的社会因素 

 

在审美过程中受到的经济、习俗、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价值观等后天因素影响的称之为审美的社会因素。这一类因素往

往对服装的审美有一定的规范性。经济越发达对服装的质量、款

式、美感要求就越高。比如西欧一些国家的皇室服装，都会根据

不同的场合来定制高级时装，象征皇室的权利与威严。同样的受

教育的程度越高对服装审美的品味要求也就越高。 

 

3         服装设计作品中艺术美的特性 

艺术美是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是在艺术

创作当中两个基本的要素。形式是 一件 作品 的外 在表现 而内 容

是作品 的内 在表 现。一件 服装 设计 作品，最先 感受到 的是 它

的形式，然后 再去 领悟它 这种 形式 下的 内在意 蕴。优 秀的 服

装设计 艺术 品都 是内容 与形 式的 完美统 一。  

 

3.1       服装设计过程中的艺术美与现实美 

 

概括的讲服装设计当中的艺术美来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

美。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现实美是艺术美的基础，艺术美是现实

美的升华。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物质基

础的，艺术也不例外，它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将艺术精神注入

到设计作品当中，美化现实的生活。  

 

3.1.1    服装设计作品中艺术美的产生 

 

艺术美是物质世界当中对审美特征的能动反映，艺术美作为

美的高级形态来源于客观现实，它是艺术家经过创造得来的劳动

产物。服装设计作品作为可穿着的软性雕塑同时也是对艺术美另

一种诠释。 

 

3.1.2     服装设计作品中艺术美的作用  

 

在我们的艺术活动中，艺术美是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产物。

艺术美包括它所再现的客体的美，也包括它所表现的艺术家的主

观世界的美，即艺术家的思想、情操、理想等。服装设计当中的

艺术美不仅是带给穿着者的愉悦更是观赏者的视觉盛宴。不仅从

不同的角度显示着艺术实践活动的本质力量，而且也显示着艺术

家自身的创作力量。  

 

3.1.3    服装设计作品当中的现实美 

 

作为服装设计作品这一特殊的艺术范畴。对其所表现出来的

现实美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服装风格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活动，

心理状态也不同。服装设计作品当中的现实美不仅体现在服装上，

同时也展现在穿着者的心理状态，以及观看者的精神状态上。它

所带给人们的美的状态是最直观的。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观

看者或者穿着者的心情，这一独特的审美特性也是服装设计作品

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3.2     服装设计美的广泛性 

 

服装作为一种消费品，它的审美价值不仅局限于一件艺术作

品，同时还包括消费者的认同感。如同日本文化当中的物衰之美，

空寂之美，简素之美，精微之美一样服装设计美同样可以从不同

的文化当中表现出独具其特色的审美认知。 

 

3.2.1   理性的指导，感性的升华 

 

在进行设计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客观的理论知识作

为指导，经过理论的推敲上升到感性的层面。将设计作品作为一

个活生生的创造物来对待，从理性的角度讲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

规律来看待问题，看清事物的本质，理性就是现实的、冷静的、

科学的、有逻辑的对事物做出的客观分析。设计过程必须要有理

性思想作为指导依托。 

感性即是感性直觉，感性听从直觉以及内心的表达。让设

计作品注入情感和思想，充分表现设计师的内心世界，从理性的

认识上升的感性的层面。赋予设计作品新的生命。 

 

4       服装设计中美的创造与表达 

设计创新是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必不可少的设计行为。艺术

家们普遍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审美是以人的直观感受为尺度,以

美学原理为标准。它最终的目标是美化我们的生活，并在这个过

程当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服装设计是以追求创新美为目的

的设计活动。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分解构成美学要素，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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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化为实际操作形式，得出不同的美感形式。而这种形式美的

创造与表现也正是人们所追求的。 

 

4.1      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创新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过程，它不仅能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

特征和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产生新颖的、前所未有的思维

成果，给人们带来首创的具有价值的产物。[1] 

      所谓创造性思维就是大脑皮层区域不断的恢复联系和形成

联系的过程，它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

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点的心智活动。[2] 

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包括创造性、新颖性、非重复性、超越性、

价值性。创造性就是人类创造思维与创造力集中地体现。新颖性

又体现出创造性思维的空前性与创造性。非重复性和超越性均是

创造型性思维的循环发展向前的过程。从而展现出创造性思维非

凡的魅力。创造性思维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则体现在他的价值性

上，创造就必定会产生革新。 

 

5       野兽派作品当中的审美构成 

野兽主义跟随着后印象主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对西方绘

画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野兽派可以看作是表现主义运动

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马蒂斯艺术生涯当中的一个阶段。一个

特别注重线条美和色彩表现力的阶段。虽然这个 流派存在的时间

不过两三年，但是其所留下的精神轨迹是不可磨灭的。 

 

5.1    野兽派风格的内容与形式 

 

1905 年在巴黎的一场秋季艺术展上，一批前卫艺术家的作

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画家们大量使用一些没有规律的鲜艳的

色彩来表现画面的效果。从艺术家梵高的油画作品当中，我们可

以体会到作者对色彩丰富的情感认识和他娴熟的色彩表现力。野

兽派风格的画家将这个理念深层发展，用概括、简洁、精炼的手

法现出他们独特的色彩风格。这一时期虽然较为短暂，但对艺术

风格的发展影响深远。 

 

5.2       野兽派中艺术美的内容要素 

 

画家马蒂斯的作品中体现了野兽派的美学观念：即大胆的色

彩、简练的造型、和谐一致的构图以及强烈的装饰性，形成了他

独特的画风——那就是世人熟悉的画面简洁、清晰，省略了多余

的细节，以单纯的线条和色彩构成画面艺术形象。马蒂斯的这种

艺术观念运用到服装配色的理念当中，使服装中的设计语言更加

丰富多彩。 

 

6      野兽派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野兽派对设计风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服装设计也不例外，

如何将这种艺术精神和谐的重现在大众的生活当中，这就需要设

计师通过自身的理解感悟，将这种艺术精神升华。 

 

 

 

6.1     以野兽派的风格特点为元素来表达服装设计艺术形式美 

 

野兽派风格的横空出世，这些具有先锋意味的艺术作品对服

装潮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倡导色彩解放运动的野兽派成员

杜飞（Raoul Dufy），则将其大胆的艺术实践运用在印花和染色

技术上。对于服装面料的设计生产掀起了一阵全新的风潮。 

在生活中色彩始终散发着它不可思议的魅力。它不仅仅创造

着一个多彩的世界，更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色彩常常影

响着我们的心理，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我们的观念及信仰。色彩的重要性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必不

可少。在服装设计当中色彩同面料和款式一起构成了三个重要的

元素。一件趋于完美的服装设计作品除了与其精湛的工艺分不开

外，色彩的搭配也是非常的重要。野兽派绘画风格的画家对于色

彩的阐述非常直接，带给人们极为震撼的视觉效果。 

艺术与时尚一向形影不离，服装设计师们都不约而同的从野

兽派画家的色彩风格当中汲取灵感。这些旷世画作早已得到世人

的肯定，借鉴野兽派作品中的色彩关系应用到服装设计之中必然

会带给我们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设计师吸收艺术家的不同艺术

风格，并通过设计师对色彩的理解和认识重新应用到自己的服装

设计之中，这种不同的借鉴及理解展示出了这种迥异的艺术风格，

带给我们崭新的艺术体会。 

 

6.2    以野兽派风格特点为基础对服装设计进行创造性表达 

 

如《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充分反映了马蒂斯野兽主

义画风的特点，整幅画面色彩浓重而强烈，但是人物神态显得十

分的沉静。色彩的表现是主观感受的产物而并非是客观的写实。

整个画面充满了魅力，描绘一个沉静的头像，但却产生这样丰富

的视觉效果，足以证明马蒂斯驾驭色彩的非凡能力。 

服装设计师可以借鉴野兽派风格当中强烈的色彩对比，并且

将这种配色搭配整合到自己的服装作品当中。在现代社会里流行

元素与流行色并驾齐驱，而这种夸张的服装色彩打破了人们快速

与呆板的生活状态，使大家在繁重的压力下有了一撇绚丽的色彩，

带来了一种惬意的轻松与狂放。 

色彩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在设计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

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设计师的兴趣。这种特殊的语言特征使设计作

品充满了生命力。色彩创作出多彩的自然界，设计师需要用准确

的色彩语言来表现设计作品的精神，不同的颜色具有其独特的含

义但是色彩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又是人类所互通的。 

在服装的构成要素当中，除了在色彩上可以借鉴这种夸张的

方式，还可以以这种色彩搭配为基础，对面料进行夸张的再设计，

使服装的本体与精神都具有革新特点。 

运用美学原理中重复的概念，将某一个元素有序的排列起来，

并且不断重复下去。在服装的视觉与触觉上都保持这一定的另类

性与创新性。我们需要将色彩与个性、情感、生活紧密联系，在

有限的空间内展现出无限的联想。将文化艺术与设计完美的结合

在一起从而彰显出设计作品的无限魅力。 

 

 

图 1.  

 

7       艺术与设计密不可分 

服装设计中的精神与创作手法都与艺术行为密不可分，艺术

给了设计无限的灵感遐想，而设计又将艺术品位以全新的视角展

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犹如本篇文章所介绍的，野兽派的艺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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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直观的体现在色彩的夸张运用上，同时我们可以将这种直观的

艺术理念经过主观的设计改造，将面料上面同样运用抽褶、缝缀

等工艺手法，来呈现野兽派这种夸张的艺术效果。 

艺术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没有形态，没有边际的。我们应当将

这种艺术精神，经过设计思维的理性指导之后以另外一种形式呈

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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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gold has been of prime 

significance in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costume. From 

ancient times, gold-ornamented textil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 symbol of status and authority. Golden 

materi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ocial hierarchy and 

wealth, and imperial clothes were esteemed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application of gold to ancient Chinese 

costume follow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ach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presence of gold in ancient Chinese costume 

is apparent in cultural relics that have been unearthed in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recently. This paper describes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with embroidered gold 

filament through study of related physical objects. 

Various embroidery techniques used in applications of 

gold filament in antique Chinese costumes are described. 

 

2. Historical Background 

Gold thread, used as embellishment in clothing and 

textiles, originated in Western Asia and travelled to the 

Middle East on the Silk Road and into Western Europe by 

the Middle Ages (Leslie, 2007). The Chinese produced 

textiles which combined gold filament intertwined with 

silk, linen, cotton and wool (Higgins, 1993). Gold thread 

used in costume contributed unique decorative effects, 

as well as to the protective and sometimes to the sacred 

quality of garments.  

 

Gold was regarded as precious and has been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costumes as a unique material to show 

personal status and to create power and prestige (Thorp, 

1988). Metals integrate properties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as well as adding shine to a garment (Rivers, 

2003). Use of gold in fabrics for clothing was proscribed 

in a hierarchy according to rank and wealth, and imperial 

clothing was in a realm of its own during various dynastic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A Chinese scholar, Mr. Huang 

Nengfu, stat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time 

applied metallic materials to garments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 time when melting techniques for 

bronze flourished (Huang & Chen, 1999).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lting 

techniques, such as lost wax casting and the process of 

gold leaf and gold-silver-inlay, the belt hook, bronze 

mirror, and other ornaments for clothing were developed. 

Meanwhile, the use of metallic wires in ornamental 

clothing bega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475 B.C.—221 

B.C.). An analysis of the ornaments used for 

gold-silver-inlay techniques during that period could be 

conside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for making 

metallic thread (Figure. 1). 

 

 
Figure 1. Belt hook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 Warring States. 

Source: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221 B.C.—220 A.D.), 

the production of gold, silver and copper thread was 

prolific. Gold threads started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clothing for the nobility. In 1968 two jade 

garments were unearthed in the tomb of Liu Sheng and 

his wife Dou Wan in Manchen County , Hebei Province (河

北滿城). This couple exist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ach of the two jade burial garments was sewn with 

more than two thousand jade pieces and gold thread. Liu 

Sheng (劉勝)‘s garment had 1,498 pieces of jade, with 

the gold thread weighing 1100g. Meanwhile, Dou Wan‘s 

garment had 2,160 pieces of jade with gold threads 

weighing 700g. The size and shape for each jade piece 

was designed and finely processed for specific locations 

on each garment which was made to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person (Figure. 2) (Lu, 2005). 

 

 
Figure 2. Jade garment sewn with gold thread unearthed 

in the tomb of Liu Sheng,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century national treasure: China ancient civilization 

(pp.164-165),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a 

millennium monument about world civilization series, 

2001, Beijing, China: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 A.D.—220 A.D.), the 

suits worn by noble persons were classified 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 silver thread, or copper 

thread and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s place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The burial clothing worn by Liu 

Sheng had 10 separate garment pieces and is testament 

to the level of refinement in gold thread processing at 

that time. The purity of the gold thread sewn together 

with the jade pieces was as high as 96 percent gold, with 

a length of 4~5cm. and had a diameter of 0.35~0.5mm. 

(composition of the remaining 4 percent metal that 

comprised the gold thread in this instance is not known 

by the researcher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threads used to sew the jade pieces together, there were 

gold ropes twisted through 12 pieces of gold filaments 

with a diameter of 0.08~0.13mm found in this burial site 

(Lu, 2005). It is estimated that each piece of the jade 

burial garment took a minimum of two years to complete 

by as many as one hundred skilled craft worker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0). This appears to be the earliest 

demonstr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gold thread into 

clothing, a practice which continues to this day. 

According to the ‗Miscellanea of Xijing (西京雜記)‘, this 

process might have started during the Wenjing Emperor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uring which time 

the emperor was buried wearing a ceremonial pearl and 

jade jacket, which looked like loricae sewn with gold 

thread (Liu & Ge, 1991). 

 

While no exact time period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start point for gold woven textiles in China, as early as 

300 B.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lting technique and 

mailto:tckinor@inet.polyu.edu.hk
mailto:vogu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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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ving work allowed the incorporation of gold 

thread into textiles (Higgins, 1993).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e 

technique of weaving with gold thread was us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other scholar, Mr. Shen 

Cong-wen, has written that Gold was produced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gold-silver-inlaid vessels produced 

in the West of the Han Dynasty ranked at the top 

nationally. It may be that the technique of using gold 

thread in weaving textiles bega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Shen, 1996). In Volume 6 of On Salt and 

Iron (鹽鐵論，卷六), the middle class of the Han Dynasty 

wore felt clothes sewn with gold thread, while the upper 

class wore ermine (Huan, 1939). The gold woven textiles 

flourished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 Period (220 

A.D.—265 A.D.), and after that the technique of brocade 

weaving with gold was developed. Apparently, gold 

filament had begun to flourish in textiles since the Han 

Dynasty. It was mentioned in Cao Pi (曹丕)‘s Dian Lun (典

論) that Shu Jin (蜀錦) during the Han Dynasty had 

practiced some gold threading (Cao, 1936).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and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weaving techniques, China gradually 

became a primary place for silk production. The ‗Silk 

Road‘ built during Western Han period beg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East to West via Xi‘an to Dunhuang through Dade 

Gate Pass before crossing to Xinjiang, then linking it to 

mid-Asia where Chinese delicate silk was exported in 

large amounts to Persia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before spreading farther to Europe (Drège, 1994). 

 

As a result of trading along the Silk Road, China adopted 

weaving techniques from other cultures. Among these 

were weaving techniques from the Persian Sassanian 

Empire (226 A.D.—651 A.D.). The Sassanian woven 

textiles included gold weaving created by Persians who 

were good at weaving tapestries using more efficient and 

complex techniques (Watt & Wardwell, 1997). Even 

earlier than the Tang Dynasty (618 A.D.—907 A.D.), the 

Chinese developed compound weave techniques to 

include warping the loom with different coloured yarns 

which were spindled in succession to enrich the pattern 

colour of the brocades; this also brought convenience to 

the production of textiles woven with gold. Beginning in 

600 A.D. China underwent a transition in the weaving 

technology of textiles woven with gold thread (Lu, 

2005).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and even the 

northern nomads had been engaged with war for a long 

time. In these frequent wars and regime changes,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began to integrate with one 

another. In effect, the aesthetic trend of the nomad 

adoring gold and silver ornaments became rapidly 

reflec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extil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Bo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pattern 

design of nomadic textiles were indicative of Middle 

Eastern and European culture. In fact, the overriding 

stimulus for the Chinese gold-woven technique using 

gold-membrane thread (also called 金 皮 線 ) used 

composite threads that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de 

initiated by the gold-weaving craftsmen, the 

above-mentioned advanced weaving techniques 

eventually blended with those offered by the 

silk-weaving craftsmen from Southeast China (Lu, 2005). 

Overall, this prompted the gold-woven textile industry to 

develop to full maturity beginning in the Yuan Dynasty 

(1271 A.D.—1368 A.D.), Ming Dynasty (1368 

A.D.—1644 A.D.) and the Qing Dynasty (1644 

A.D.—1911 A.D.), when the technique reached its peak. 

 

3. Gold Filament in Embroidery 

Shang Shu (尚書), a famous Chinese literature, recorded 

that the upper class wore embroidered robes with noble 

motifs during the ancient period, approximate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Wu & Tian, 1986). About forty 

pieces of embroidered textiles and gowns were 

unearthed from Ma Wang Dui, Changsha (Kong, 1998). 

In these examples it is evident that people were 

‗representing their blessings and feelings in the 

embroidery‘ by taking the needle as pen and thread as 

colour. As a costly craftwork, embroidery with gold 

and/or silver threads was considered a symbol of social 

status due to the precious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used. 

These gold embroidered materials were used for clothing, 

indoor decorations, and religious motifs among the noble 

class of China. 

 

There are four traditional types of embroidery in China: 

Suzhou embroidery (蘇繡), Hunan embroidery (湘繡), 

Guangdong embroidery (粵繡), and Sichuan embroidery 

( 蜀 繡 )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 Archeology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 Institute of China, 1973). 

Among these techniques, the embroidery from 

Guangdong is unique in that it was three-dimensional 

couched gold thread over a pad stuffing. Embroidery was 

typically applied in everyday motifs for apparel and 

decorative hangings, donkey bags, panels and even for 

stage theatrical costumes. The Guangdong embroider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unpadded couched gold method 

that focused on ‗level, smoothness, and tightness.‘ In 

the feudal society, especially after the Qing Dynasty, 

embroidery for the royal court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standards. Hence, ‗royal embroidery‘ often led the 

mainstream of the traditional embroidery industry. 

South China was renowned for its velvet embroidery, 

while North China was renowned for its gold embroidery. 

 

 
Figure 3. Early Qing Dynasty blue ground and gold - woven 
dragon robe. Fro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series - Textiles and 
embroidery (p. 178), by Zhao, X. Z., 2001, Beijing, China: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The basic stitch technique used for gold embroidery was 

the couching stitch in which one or two gold threads are 

pla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ttern, then 

subsequently the gold threads were held in place with 

tiny stitches at equal intervals. Gold threads were fixed 

into designed patterns and were formed into the ‗gold 

area‘. Alternate stitch arrangement was made during the 

embroidery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evenness and 

uniformity‘. Threads of the same hue but different value 

levels were used to achieve shading. Using gold 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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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the pattern three-dimensional involved 

‗decorating with roundels in couched gold thread‘. After 

embroidering the pattern contour with roundels, the 

internal stitches were used to achieve variety in visual 

effect. Other stitches used were knot stitch, satin stitch, 

needle loop stitch. An example of this is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lue ground and gold-embroidered dragon robe. 

The robe measures 157cm long from top to bottom and 

196cm long from one sleeve to the other. The blue satin 

ground was embroidered with a flattened gold giant 

dragon and about thirty small dragon figures. The 

stitches were dense and tight, and the gold threads were 

pure, representing an extremely high level of 

embroidery (Figure. 3). 
 

 
Figure 4. Yellow female robe stitched with diverse color 

threads, Qing Dynasty. From art in Chinese history: Crafts 

and arts (p. 167), by editorial committee of art in Chinese 
history, 1994, Beijing, China: Cultural Relics Press Place of 

Publication. 

 

Based on the ratio of metal components, the same gold 

thread could show different colours. Hence, 

wrapped-gold threads showed various colours, such as 

red (slightly red because the element of copper is mixed 

with gold), yellow (closest to the colour of gold itself 

because the gold content is high), purple (slightly purple 

because palladium or aluminum is mixed with gold), and 

light yellow (slightly yellow because silver is mixed in 

with gold). Yellow, light yellow, and the so-called ‗white‘ 

wrapped-gold threads were used together to form a 

‗blended gold embroidery‘. In terms of uniform luster, 

‗blended embroidery‘ showed subtle changes of colour 

achieving an embroidered design that was both 

magnificent and gorgeous against a single-colour fabric 

(Figure 4). 

 

Embroidery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reigns of Kangxi 

(康熙), Yongzheng (雍正), and Qianlong (乾隆) Empero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workers involved in the 

ancient craft industry wer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arrett, 1994).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gold threads were thin and tight, the materials were pure, 

and the gold content was high. An example of this is the 

Imperial Dragon footwear of the Qianlong period, which 

is embroidered with forty-three golden dragons and 

patterns. The spaces between the golden dragons were 

filled with clouds, bats, auspicious treasures, waves, 

mountains, and other decorative patterns (Figure. 5). 

 

 
Figure 5. Cotton-padded socks of bright yellow satin with 

embroidered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From the art of 
the dragon (p. 179), by Yang, X., Li, Y. H. and Xu, N. X., 

1998,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gold embroidery 

deteriorated due to lack of quality control of 

manufactured gold threads. To reduce costs the content 

of copper, aluminum and other metal elements in the 

gold foil was increased, which resulted in color change 

and larger diameter of gold thread. Consequently, the 

gold embroidery was shiny but not as elegant as in 

earlier time periods (Qian, 2005).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use of gol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fashion within this 

civilization. For centuries the metals represented by gold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noble materials for clothing‘ 

since the Eastern Zhou (770 B.C.—249 B.C.). After the 

Han Dynasty, Chinese textiles were introduced to Europe 

via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famous ‗Silk Road‘. 

Succeeding this, techniques of incorporating gold in 

embroidered textiles were shared with Europeans and 

countries in the Near East. As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use of gold in 

the costume earned ancient China a place of distinction 

i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This stream of aesthetic influence flowed in both 

directions as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other cultures and 

region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And as such, costume 

incorporating the use of gold filament as seen in 

examples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to the enrichment of 

th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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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y senior year in college, I have been studying 

Japanese traditional textile designs for 5 years. Choosing 

from the San-kechi (the three most traditional textiles in 

Japan), I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shibori-kōketsu 

technique, and by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dimensional pieces, I have created 

an original textile. Along with this, I was able to gain 

other shibori techniques while working on my studie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based on these techniques I started 

to work on developing new shibori methods. The new 

shibori textile representation shows the beautiful form of 

shibori and I focused on creating a piece where I did not 

apply any colors, but focused only on the beauty of the 

shibori form itself. 

 

1. Basic technique 

The new shibori textile representation 1）To show the 

beautiful form of shibori. 

I wanted to see if I was able to create a new form using 

the shibori. 

Usually the shibori method is applied by pinching a small 

piece of fabric with a needle and then wrapping it with a 

thread from the bottom towards the top. This creates a 

pointed effect. I decided to develop this method and to 

express the shibori only by its form. Normally this 

method is done using regular thread when applying the 

dye, but I created a piece where the fabric is wrapped 

using gold, silver, and nylon thread.   

 

2. Equipment and Process 

Miura shibori technique units are combined to create 

multi layered lace like effect on overall body.Tegumo 

shibori pieces without removing the tying threads were 

used on the shoulders.  

 
Example of Design 1 (Tegumo Shibori – Flat Sketch – Design Drawing) 

 

   

front style①                 front style②                   back  style 

 

 

http://www.aichi-bunka.ac.jp/


8ISS Symposium-Poster: Modern / Contemporary 

 

258 

 

3. Conceptual designs 

Title: Divinity 

 ˜will steal your breath away˜Designs 

Provide several pictures of the final designs. Beautiful 

nature, beautiful art, beautiful fashion creation, all affect 

the people who encounter them. It is like the power of 

white ether which overtake ones mind and fill ones brain. 

The ether like gossamer clothing was what we wanted to 

express in this work.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Japanese textiles are highly admired for their eco-style, 

practicality, coloring method and processing, quality and 

sensibility. They are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I was able to seek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knowledge and processing 

method to our lifestyle not only through shibori, but 

textiles itself. From this study, I was able to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traditional shibori method in our 

modern day lifestyle by applying some dimensional 

processing to them. By introducing this new textile idea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ut an end to 

fading traditions and bring back the lost practice of 

having apprentices.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o research 

the Japanese textile traditions and methods, and by 

working with the local people who are creating these 

pieces of artwork. I would like to create new methods 

which fits our modern lifestyle, and by working together 

and marketing this idea, it is my goal to hopefully spread 

this out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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