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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服装材质之美
文 / 宋东葵
材料作为服装的载体，
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美感，也为服装设计创造出
崭新的空间。材料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服装创作的源泉，同时新材料的运用也有利于设计者直接传达设
计思想和艺术理念。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表现力，时至今日，服装材料更是五花八门，
令人瞠目结舌。但材
料的设计有一定的原则和技巧，
笔者在长期的材料教学中，对材料的设计、表达逐渐有一些思考和体会，试
着进行一些总结。
颜色；
人体美感
材料；
材质；
对比；
形态；

当代艺术设计强调：材料即语言！材料作

Chalayan）也是采用非传统服装材料的设计服

为独立艺术语言层面的语言，在当代艺术设计

装的代表人 物，在 2008 年春

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当代艺术设计层出不

夏，他发布了由透明玻璃状圆

穷的创新成果中，材料的无限可能性把物质与

球组成的裙装，而后，先锋人物

精神的依存关系演绎至令人惊异的地步。

Lady Gaga 在其 2009 年的演唱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服装设计就开始了

会上正式穿了这套衣服(图 2)。

对新材料的探索和运用，到了 20 世纪 90 年

2011 年秋冬时装周上三宅一生

代，服装设计师们早已厌倦了常规的纺织材

受折纸艺术的启发设计了“纸

料，或者是认为普通的纺织材料无法明确传达

装”
。展示现场黑衣的助理们通

出自己的深层思想和设计理念，人们不再只把

过折叠、
装订纸胶带，
把白色的纸张变成了五件

纤维纺织品当做服装材料的唯一构成物，而是

一件长裙，
一
衣饰：
一件燕尾服，

直接采用非纺织材料，开始挑战木板、瓷器、金

件短裙，
一件连装饰裙的夹克和

属等大量的合成人工材料、塑料材料、金属材

一个领子(图 3)。材料作为服装

料、木质材料等，这些本不利于穿着的材料都

的载体，以各

一股脑地组合在服装中。20 世纪 70 年代有
“金

种不同的面貌

属材料大师”的之称的帕克·拉邦纳（Paco·Ra-

图2

出现，这些非

banne） 就开始采用各种非传统的金属材料设

纺织材料的直

计服装。而随后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Yohji·

接运用，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

Yamamoto） 也在 1991 年推出“木板套装”(图

视觉美感，也为服装设计创造

1)。英 国设计 师胡赛 因·查 拉扬 （Hussein·

了崭新的空间。材料甚至在某

宋东葵，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图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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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上成为服装创作的源泉，同时新材料也
有利于设计者直接传达设计思想和艺术理念。
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表现力，时至今日，
服装材料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瞠目结舌。但材
料的设计有一定的原则和技巧，笔者在长期的
材料教学中，对材料的设计、表达逐渐有一些
思考和体会，试着进行如下总结。材质可以理
图7

解为：材料的质感，质感是材料的可视属性，所

图8

以以下实际上是对材质美的探讨。

的及地长款礼服竟然也是由剃刀蛤壳制成（图

1 量的堆砌展现材质的力量之美

8）；
2003 春夏
“Irere”
系列之牡蛎连衣裙；
2007

数量积累无疑是实现材质效果的最行之

年春夏 Sarabande 系列连衣裙是用花朵串缀

有效的手段之一，如果一颗钉子，一片木板没

而成，极其浪漫（图 9）。2009 秋冬“The Horn

有效果，一万颗钉子、一千片木板排列在一起

of Plenty”系列之连衣裙完全由黑色鸭毛制

呢？韩国艺术家 Jay-Hyo Lee 利用成千上万的

羽毛……这些
成(图 10)。头发、
牡蛎壳、
花朵、

钉子制成他的钉子系列

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形象都可以通过马克奎恩

(图 4)，无论是钉子构

的富于想象力的组合幻化出惊人的美！

成的浮雕，
还是桌椅，都
极富美感。由成百上千
的木板构成的拉法瑞

图4

（LAVELA）椅是当代炙手
可热的巴西设计师坎帕
纳兄弟的成名之作 (图
5)。任何平凡而细小的

图9

形象都能够通重复的排
列，制造出非凡的材质

图5

效果。
服装界称为“坏孩子”的亚历山大·麦克奎
恩(Alexander Mcqueen)的设计永远令人瞠目
结舌，他的创造力似乎无人能敌，在服装材料
的选择 上他也天马行空、
不 拘 一 格 。 2000 年 秋 冬

图6

图 10

材质美来自于构成的元素的极端量化，以
及褶皱的极端密集化。量越多，
排列越密集，
材
质的效果越动人。任何平淡而简单的形象经过
数量的积累都能焕发出材质之美感，这种化腐
“量变产生质
朽为神奇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
变”
。

2 大胆混搭展现材质的震撼之美

“Eshu”系列之套装是由人

不同的材料会有不同的特性，也会给人带

工材料合成的头发“堆积

来不一样的视觉印象，比如：
毛皮的野性、
丝绸

而成”(图 6)；
2001 年春夏

的精致，
棉麻的朴素，毛织品的温和……同时，

的 Voss 系列，由贻贝制成

不同效果的材
材质的魅力还来自于不同特性，

的紧身胸衣（图 7）；而优雅

料之间的对比，
材质反差越大，对比越激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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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富于震撼力的表情。当代设计师善于利

制成的“血裙”让人惊心

用不同材料的混搭，如轻薄和坚硬、光滑与粗

动魄（图 13）。

糙、反光与吸光、自然与人工……并在材料的

同样在 材料 选 择上
“胆大妄为”的当属日本

对比中寻找折中。
亚历山大·麦克奎恩对于服装材料选择的

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师川

肆无忌惮，还体现在他对服装材料的混搭上。

久保玲，她可以把轻薄的

他可以把有弹性的胶皮与垂顺的鬃毛混搭制

乔其纱与厚重的毛毯、粗

成一袭怪诞而个性的礼服，也可以在马毛裙上

花呢或毛织的材料拼接

绣上亮黄玻璃珠串……麦克奎恩最著名的混

在一起。

图 13

搭设计是 1999 年春夏发布

各种
材料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表现力：

会 ， 为 特 奥 冠 军 Aimee

轻与重、阴与阳的
材质之间的刚与柔、
杂与纯、

Mullins 定制木质假肢，上

对比，
给欣赏着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身是硬朗的厚皮紧身胸衣，

3 简洁的形态展现材质的单纯之美

下面却是柔美脆弱的酒椰

材料与形态是相辅相成的。材料与形态的

叶纤维织成的层叠蕾丝裙

关系，
这是设计师们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深入思

（图 11），这样剧烈的对比，

索、
逐步体会的问题。不同材质的服装会带有

正是 McQueen 想 要人 们 留

图 11

硬朗的、软
完全不同的表情和形态特征，比如，

意的“存于古怪丑陋中的美感”。1999 年春夏季

弱的、
圆的、
方的、尖锐的、柔和的……，
材料的

发布会上，他把 23 岁的特奥金牌选手Aimee

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形态的特性。材料与

Mullins 请来做模特，彻底把全场的记者都震

形态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制约的。经验

住了（图 12）。2001 年

告诉我们越是简洁而单纯的形态越能够展示

春夏季，
McQueen 呈现

材质之美，所以如果追求材质上特殊表现力，

了 一 条 由 2000 片 红

就要求在服装款型上力求简洁。

色载玻片建构起来的

说道服装的材质，
没有人能够忽略三宅一

“血裙”，这是他最得

生的褶皱。虽然不能说三宅一生是褶皱的发明

意的作品之一。每块

者，但是他的褶皱肯定是最为独特和最出名

载玻片均由人工钻

图 12

的。从 1989 年他的有褶皱的衣服正式推出与

孔、上色后，再系缚于

顾客见面的时候起，三宅一生的名字和他衣服

由血红的鸵鸟毛串联起来裙子上，耗时 6 个星

上的褶皱就连在一起了。在服装材质的运用

期，却仅仅只是在 T 台上展示了 2 分钟都不

上，
三宅一生改变了高级时装及成衣一向平整

到。这条裙子的唯一客户是 Bjork，
她也仅仅在

光洁的定式，
以各种各样的材料，如日本宣纸、

但
伦敦皇家歌剧院的音乐会上穿过一次而已，

白棉布、
针织棉布、
亚麻等，
创造出各种肌理效

效果惊人。当她随着音乐晃动自己身体的时

果。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材料上的禁忌。他使

候，那 2000 片载玻片，互相撞击，在剧场里产

用任何可能与不可能的材料来织造布料。但在

生神奇的声音效果，俨然成为了一件“打击乐

服装结构上三宅一生却追求简洁的轮廓。
“单

器”。腥红的反光载玻片与长长的鸵鸟毛材质

纯”
是三宅一生强调的要诀。欧洲服装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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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向来强调感官刺激，追求夸张的人体线

雕塑般的
一生的设计以那种宽松自在的款式，

条，丰胸束腰凸臀，不注重服装的功能性，而三

肌理著称，
黑、
白、灰的经典用色也是三宅式的

宅一生则另辟蹊径，不追求西方式服装的严谨

可以发现三宅喜欢
服装元素。归纳他的颜色，

而富于变化的结构，他的时装一贯在结构上没

黑色、
灰色、
暗色调和印第安的扎经染色。他所

有过多的细节变化，甚至以无结构模式进行设

运用的晦涩色调充满着浓郁的东方情愫。除了

计，基本是大块、大面的感觉，作品看似无形，

黑、
白、
灰的无彩色系，对于强调材质感的服装

却疏而不散。他的目的是让穿他衣服的人从服

设计最行之有效的颜色

装 结构 的 束 缚 中 解 脱 出

手段应该是单色处理。

来。大面积的布料与简单

（图 15） 三宅的这款设

的剪裁，
超大的廓形是“三

计在材质特性上是极端

宅式”的独特的标签，是

硬
对立的，
不透与透明、

名副其实的“装土豆的口

与软、
挺括与垂顺，
但三

袋”。
（图 14），宽大的廓形

宅在颜色上选择单一的

格 增强了 作为 穿 着者 个

橙色，这样的处理使材

人的整体性，更使他的设

图 14

图 15

质的对比非常强烈，
但又不失色彩的统一。无

计醒目而与众不同。他的服装总是简便易穿，

独有偶，不管麦克奎恩材料上多么异想天开，

能给人带来伸展自如的自由与快乐，同时也更

但在颜色处理上却是非常审慎的。不论是 2000

加突出褶皱本身的细腻变化。

年秋冬 的“Eshu”
头发套装(图 6)，2001 年的

又如：有“时尚界的建筑师”之称的帕克·

Voss 系列的贻贝紧身胸衣（图 7）、
剃刀蛤壳制

拉邦纳素以风格怪诞著称于世，善于将塑料、

成长款礼服 （图 8）。还是 2009 年秋冬“The

羽毛、玻璃等非传统服装纤维融入材质设计，

Horn of Plenty”系列之鸭毛连衣裙（图 10），

营造出别树一帜的视觉效果。常运用简单的几

（图 13），麦克奎恩的
2001 年春夏季的“血裙”

何形状构成“块与面”结构的服装。总而言之，

颜色也多使用黑、
白、自然色、含灰色或单色处

要想获得有表现力的材质之美，放弃过度的款

理，
绝没有颜色的对比与变化。

型变化是明智之举。

不夸张说，
沉郁而神秘的黑色最能衬托材

4 去除干扰，弱化颜色变化展现材质的纯粹

质的丰富变化和高贵特性，所以黑色往往是设

之美

不拘一格的日本服
计者的“制胜法宝”
。例如，

去除绚丽色彩的干扰，减少颜色变化，尽

装设计师山本耀司 2013 年巴黎秋冬秀推出黑

量选择单一的颜色，是材料设计的第三个要

色哲学系列，浓郁黑色

诀。在形、色、质的造型三要素中，颜色具有先

演绎的凹凸有致的小短

声夺人的效果，所以过度的颜色变化会削弱材

裙有种衰败的美态。
（图

质的表现力，而且会带来视觉的杂乱，所以要

16）。

想获得单纯而有美感的材质效果，去除或减弱

要想获得富于表现

颜色的变化是材料创作过程中必须思考和理

力的设计，追求材质效

性对待的问题。

，
果的极端化，
“做减法”

作为将日本风格带入欧洲的先行者，
三宅

简化造型，更要弱化颜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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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抛弃了繁琐的外形结构及绚丽多变的颜色
的干扰，
“单纯、
纯粹”
的材质之美才能跃然而出。

5 强调材质特性又要体现人体的美感
材料因其材形、材性和加工工艺的不同，

松紧有驰。
可以说他的设计是收放有度、
在呈现材料感的同时，又要兼顾表现人体
的外形特征，
麦克奎恩总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二
者之间的关系式。他的服装总是给人这样的印

对结构产生影响，因此造型过程中“形态”也存

象，又极度的夸张、刺激，但又极度的有款有

在很多变数。而人体是服装设计中面临的最大

型，
极富性感魅力。

限制，如何用特别的材料体现人体这个特定的

对于材料的设计，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力自

同
形象，这既是材质创作过程中的遭遇难点，

由而新奇的选择，然后再创造。然而一旦选择

时也应该是设计的趣味所在。

了就不自由了，随之而来的是诸多限制，材料

麦克奎恩极端的信马由缰，释放出无拘无

特性，
加工工艺、技术条件等等，某一种材料最

束的激情，但他的设计的精妙绝伦又往往令观

大的特性，
同时也是它艺术表现上的局限。设

者为之瞠目惊叹。所以有人评价麦克奎恩的时

计师的设计过程往往就是与各种限制周旋，与

装是“精巧、
复杂，
而又壮观的”。麦克奎恩的设

“艺术家的智慧除
形、色、质的各种关系周旋，

计非常讲究细节，他自己曾这样说:“用尽人力

了表现在对物质感应的敏锐，
同时也反映在对

物力，将细节做到极致，不是为了让观秀的编

待种种限制的逃避、利用、转换和打破的动作

麦
辑们印象深刻，而是，我实在热爱这一切。”

能力上。艺术智商的高下正是由限制而测试出

克奎恩的服装是矛盾的，既前卫又古典，他的

来的。”
只有创作者直接进行创作，
并与他使用

观念是前卫的，但细节又是古典的，既夸张又

的材料之间，形成互动关系时，这种材料才能

严谨，他的材料是夸张，但结构又是严谨的。麦

在形成某种观念的过程中发挥出来，毋庸置

克奎恩对结构的精益求精主要体现在腰部和

疑，
艺术观念的精准表达有赖于创作者对材料

肩部的设计上，而体现女性人体的特征也主要

的充分了解和把握，
及对创作规律和方法的了

通过这两个部位。2009 年秋冬“The Horn of

解和掌握。

Plenty”系列之连衣裙，(图 10) 黑色鸭毛制

最后，
笔者还是想用麦克奎恩的一段话结

成的裙身和肩部设计极度膨胀，但腰部却紧紧

束本文：
“要突破规则，你得要洞悉规则，我的

地贴合模特的腰身。他的著名“血裙”
（图 13）和

但保留传统。”
立意是摧毁规则，

2001 年春夏 Voss 系列中贻贝制成的紧身胸衣
（图 7）都是通过暴露腰部展现身形，尤其 V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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