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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肖元素的现代设计表达
文/李

楠
生肖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它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古典天文学的知识背景。对生肖文化的

保护，不是简单地复制，重要的是使人们借此能充分理解蕴涵在生肖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成为时尚元素，
值、思维方式、
想象力和文化结构。通过研究，旨在指导生肖元素走入今天国人的衣生活中，
继而形成产业开发，
以此掀起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运动，宣扬并传播中国的文化理想和传统精神。
生肖；
现代服装设计；
设计表达

受全球化和互联网影响的今天，经济和技

想和臆测，
也有迷信与杜撰。复杂的问题成就

术日益一体化，当代经济与商贸活动带来资本

了有趣的诗意的文化事象，
它的背后有具备实

的全球性流通，产品在任何地方都能畅通无

际功能的文化特征在支撑——
—春节纪年、属相

阻，人们生活、消费等各方面的差异正在缩小。

记岁，这些文化特征联系起来，加上中国历史

在此背景下，不同的族群或者地域的固有价值

悠久的多民族社会，生肖便具有了一个立体的

与文化传统受到了挑战。全球化并不能保护和

文化空间。可以这样说，
生肖既在儒、道、
释这

反
促进文化的民族性、地方性和传统特定性，

艺术、
样的文化大传统里，
又存在于民间宗教、

过来倒是轻而易举地把弱势的、小众的文化稀

习俗等丰富的文化小传统里；既生长于汉文

释消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力量抵抗外来

化，
又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中遍地开花。生

文化，现状令人堪忧。在中国，无论是偏远的少

肖借助于易经、禅学、五行八卦、民间工艺、民

数民族地区，还是沿海地区的城市，近些年来

间艺术、
国画、
书法等文化事象，形成了文化的

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对民族传统和地方风

辐射面，也因为有了众多文化事象的联系，才

格同样产生了危机。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是

能使得生肖文化得以拓展，
具备了可识别的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社会不少人士所推崇的

志符号。每一个小符号，
还具备自己的功能性，

主张。

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能找到它的意义。

作为多元文化的一支，
“生肖保护与传承”

1 生肖文化的形成

的概念无疑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它本身

要探讨生肖元素的现代表达，
首先要厘清

包含了中国历史学、天文学史、民俗学和图腾

生肖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生

史诸方面的文化要素。十二动物的组合看似简

肖文化以民俗的方式繁衍生息，源远流长。这

单，却是难以厘清的历史谜团，这里面既有幻

些民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直到今天也是

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民间生肖文化研究与应用》([2012]04)
李楠，
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美术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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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标识，可惜对于它背后

为原型，派生出了二十八宿神，构成中国古典

的深层次意义却鲜有人关注。生肖取数“十

天文学的独特事象。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的

前
二”，
蕴涵着中国文化的精粹。天干与地支，

为二十八宿配上动
《五星二十八星宿真形图》，

者取数为十，同数学的十进制相一致，据说是

物神像，
明显是对十二生肖形式的套用。道教

原始人受到双手十指数数的启发；后者取数为

还以六十个星宿神为值年太岁，
又称六十甲子

十二，这个“十二”是与深奥莫测的“天”相关的

本命神，
这是古人用十二地支配十天干形成以

数字。
《左传·哀公元年》有记载：
“周之王也，
制

六十为单元的干支序数系统。古代汉译佛经中

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杜预解

早有记载十二生肖，佛教有十二神将之说，他

《礼记·郊特
释说：
“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

们是药师佛的侍卫。药师十二位神将每位以一

牲》规定郊祭仪程，也记录有：
“祭之日，
王被衮

种动物为坐骑，
这十二种动物正好组成十二生

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
“旗十

肖。神将双腿处于一侧侧坐，
遵循了佛教人物

同样以
“十
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

造像的特点。有的则绘为立于生肖动物之上。

二”为
“天数”。郑玄注：
“天之大数，不过十二。”

再有一种形式，
在神将头上表现生肖。敦煌壁

《汉书·律历志》中，同样有类似的内容：
“ 五星

画中可见以十二生肖对应十二神将的例子。由

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

此可见，生肖文化表现出多元文化的丰富性，

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对它的认识，应是与其他文化一起，增强对生

故曰：
‘制礼上物，
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
”
天

肖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认同，
以便令其真正适应

时也以“十二”为纪。
《周礼·春官·冯相氏》：
“掌

新时代、
新环境的文化选择。对生肖文化的保

十有二岁、
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可见，
“十二”

护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活化石”

表示“天之大数”，它是古人观天文、制历法的

供展览用，也不是简单地复制到我们的生活

一
初期天文学成就。岁星以十二次为一周期，

里，
重要的是使人们借此能充分理解蕴涵在生

岁有十二个月，连通十二地支、十天干、
二十八

肖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

星宿，
“十二”是关于岁序更迭、天体运行规律

方式、
想象力和文化结构。

的数字。
“十二”的整倍数和分解法，都渗透着

2 生肖元素的衣设计

古人对于这些数字的崇尚，如兵法的三十六

作为一个当今的设计者，如何合理使用生

计，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行业有三

肖元素、进行现代风格的表达，这是一个值得

十六行、七十二行，
六六大顺，
四平八稳等。

深思的课题，
并非易事。生肖文化在中国土地

十二地支，在古代天文学上充当时间刻度

的环境中产生了独特风格，
这种风格和国人传

和方位符号。子午线采用了十二支的子，
表示

统的生产、
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上海复旦大学

正北，午，表示正南，是纵贯南北的经线，同时，

不是一些简单的
葛兆光教授表示，
“传统元素”

卯和酉被用为正东和正西的标志。十二支也表

表象，文化象征背后有历史和精神贯穿其中。

示十二个月份和一天里的十二个时辰。古人敬

用现代的手法去诠释传统，需要防止将“中华

，
常
天、奉天、法天，因此，
“天之大数”的“十二”

元素”
变得“碎片化”
。南京艺术学院徐艺乙教

也用来解释人。生肖，
常超出谈天说地的范畴，

授认为，
并非一看到某种图案或符号就一概而

以十二地支代表每个人出生的年龄，生于哪年

论为传统元素，
传统元素承载的中华文化才是

就属于哪个属相，相伴一生。道教以十二生肖

基础，
是真正需要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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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今
如何让中华民族优秀的生肖民俗，

当十二个生肖
结合的形式呢？也不必然。例如，

天国人的衣生活中，
“变身”为时尚的元素，继

集体出现时，它们的内涵不言而喻，在使用时

而形成产业开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探

当每个生肖
就不必增加地支的元素了。但是，

讨。

单独出现时，
因为它们本身还包含有生肖文化
首先，生肖元素如何使用。当把生肖元素

之外的固有意义，
在使用时就需要加以地支陪

当作设计素材时，须考虑到生肖的视觉表达与

衬。例如，
虚拟中的龙，
作为我们民族发祥和文

其后的意义世界要关系密切。生肖的十二种动

化肇端的象征，给一般人引起的联想是至高的

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权利和帝王的象征，人们看到龙的图形时，都

既作为纪岁用（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

先想到的是国家权威的象征，
再因为古代民间

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又

的龙崇拜，
联系到行云布雨的治水龙王，而后，

为二十八星宿的方位所用 （东方的亢金龙、
房

才会联系到生肖上来。鉴于它强大的吉祥意

南方的
日兔、尾火虎；

义，在使用这类元素时，就要既尊重它的固定

翼火
鬼金羊、星日马、

寓意，
又要增强它的生肖色彩。例如中国 1988

蛇；西方的娄金狗、
昴

年戊辰年发行的龙

日鸡、觜火猴；北方的

生肖邮票（图 3），用

牛金牛、虚日鼠、
室火

很具本土民俗化的

猪）。无论纪岁还是方

布贴工艺装点龙身，

位，这些动物均为被

造型生动可爱还可

阴阳五行说幻化为十

亲，
比起天坛九龙壁

二个符号，它们虽为

更
上皇权富贵的龙，

动物，却不再是动物

多了一份与人的亲

图 1：南非 1998 年发行虎票

学意义上的“动物”
，

图 2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中的
虎形象

和力。

图 3：
中国 1988 年发行的龙票

而是 抽象化 了的 符

当然，
在设计时，也不必过分小心翼翼，大

号。比如 1998 年农

多数生肖动物正是借助于人们自由美好的想

历戊 寅年南 非发行

象力和吉祥寓意，才保持至今如此旺盛的生命

的生肖邮票（图 1），

力。例如，
“老鼠嫁女”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三

图案 采用中 国剪纸

阳开泰”是传统吉祥的话语，这些不计其数的

的形式，
老虎回头仰

与生
吉祥图案和吉祥文化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望“寅”字，明显是生

肖的本义结合，
再加之各式抽象纹样以及民间

—地
肖 年 的 主 题 ——

手工艺、水墨画、书法等传统元素，变化自由，

支与动物的结合。相比之下，红色剪纸里的老

可塑性很强。Shanghai Tang（上海滩）品牌多

虎虽不失野兽霸气，但也只是一幅祈求神兽降

是 2006 年设计
次运用过龙形设计男装（图 4），

福的“老虎下山”图案（图 2）。两只老虎身后的

的春夏衬衫，
设计师用青色双龙图案和立领两

意义世界全然不同。

个元素，
不仅在视觉认知上有鲜明的中华文化

可见，动物与地支关联以后方为生肖。那
么，是否在表达生肖时，都要采取动物与文字

的印记，
而且在青灰色的竖条纹棉质衬衫上内
涵切合素雅的设计主题，这一设计简单轻松，

服饰与艺术：
设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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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海滩品牌男装中龙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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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成功的案

巧妙、
含蓄地
的心理，
更是不可大肆用于服装，

例。中国男模

反而增强了它的
设计在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

所穿的这一款

艺术性。

立 领 衬 衫 ，佩

还可以用
除了让生肖动物完整出现之外，

戴了西式腰

现代的手法，只表达生肖动物的某些特征，如

封，腰封上装

肌理、色彩、材质感等，在创意上尽情自由发

饰 有 盘 扣 、回

挥，充分释放它们本身的形式美感。例如，

型纹、书法“龙”、四行题字和印章，这样多的复

Roberto Cavalli 和 Prada 都曾在生肖年借鉴

杂的元素集中在腰部，除了强调一大堆中国元

一些生肖话题，
取其局部元素展开设计（图 5）。

素之外，并没有传播出背后的意义来，这样浮

设计师赋予这些动物元素以现代的形式感，形

华的一勺烩似乎有一些流于表面。正如葛兆光

成了别具中国趣味的设计风格。适度增添时尚

教授所说：
“如果我们把一些中国的象征都只

元素，
从而让古老传统获得新生。

是 当作元 素 ，我们 感 觉有 一 点像 食 品 添加
—现在好像不太主张用食品添加剂吧？如
剂——
果把这些东西变成小挂件，当做一些装饰性的
小东西搁在上面的话，有可能就像人家形容宋
词时讲的，拆碎下来不成片断，所以我始终觉
得，中国象征也好，中国元素也好，更重要的是
背后有更长的历史精神贯穿，没有这个精神贯
穿，表面上样样都是中国，内涵恰恰不是中
国。”
在服装设计应用中，生肖元素适合考虑与

图 5:Roberto Cavalli 和 Prada 设计的生肖元素服装

另外，
制衣过程也可与生肖文化结合。儒
家思想为古代的服装提供了设计的宗旨，
阴阳

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统一风格。中规中矩的

五行的天时观为服装设计定下了具体的模式。

儒学与自由随意的道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传

分上衣、下裳两部分，
以先秦时代的深衣为例，

统设计风格，两者对立补充，使得中国的服装

象征两仪；
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

设计思想发展为道家清静无为的道德准则和

用布十二幅，
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
能体

封闭含蓄的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服装艺术具有

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

重意境、
自然含蓄的特点，与中国画、中国建筑

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

一样，其藏而不露、含蓄矜持的艺术表现方式，

时之序。到民国建立时，
作为中国新的民族服

为生肖的图形设计注入了独特的精髓。生肖元

装，中山装亦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衣服外

素在自由发挥的同时，越是将图形设计的精

（即礼、义、廉、
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

小，越是显得雅致不俗；越是让其“包藏”于面

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 （一个在内

料、结构之中，越发具有东方文化的意趣。
“小

侧）分别表示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

即是美”的原理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做法。尤其

司法权、
考试权），
还有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

是那些不太作为服装装饰图案出现的子鼠、
巳

内侧（口袋），
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

蛇等，因为动物本身的特性带给有些人不舒服

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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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

将逐渐失去意义。”
与生活脱节的传统是单薄

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

无力的，民间生肖不应走向孤立自守，而应通

大义。

过自主的适应，
把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艺术范

十二生肖表现的正是这种国人所追求的

式糅合，
诠释、
演绎出新式传统。这样的传统一

中、全、和的制衣方法。如果在裁剪时，考虑到

旦出现，
必然让人眼前一亮。

将生肖的“十二”作为衣片的数量，在布局时考

3 结语

虑到富有层次感和对称性，将这种十二生肖注

我们既可以把生肖元素当作服装设计的

重系统规划的观念深入到服装的结构中，
这与

视觉符号素材来理解，
也可以把生肖元素当作

西方的现代剪裁方式形成别有意味的对照。这

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能

种制衣结构折射出十二生肖的分割观念对设

够作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予以承传。我们现在需

计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的是能够立足当代、
具有设计竞争实力的产

地支与动物的对用关系，可以窥见生肖文

品，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来进行传统的再创

化的博大精深。盘根错节一般，却又能够融会

造，
只有这样，
我们的设计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贯通，形成体系。生肖元素作为服装设计的资

才会真正设计出具有当代中国软实力的好作

源，除了可以作为视觉图形、裁剪结构外，更重

品。

要的应还是一种可挖掘、可弘扬的文化资源。
生肖文化的思想在我国形成，其外化的形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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