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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当代服装设计新趋势
——
—过程展现
文 / 宋东葵
法国新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伊夫·克莱因主张取消作品，
追求“过程”。此观念与传统艺术的技巧性
和永久性原则相悖，
而是注重现场的表演性、
过程性。文章从克莱因的艺术主张透视和分析当代服装领域设
计的新趋势，
运用归纳、
比较与分析的方法，
阐释了当代服装设计追求服装变化、
强调过程性的新设计理念。
伊夫·克莱因；
亚历山大·麦克奎恩；阿努克·维普雷希特；三宅一生；维果罗夫；侯赛因·卡拉扬；服
装；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设计包括服装设计，
其

品的变化，把创造出花样翻新的服装变化“过

创作、制作过程通常是在工作室或制作车间中

程”作为设计的目标，并把这种“过程”通过各

完成，艺术家们很少愿意被人打扰，因此欣赏

种新奇的创意呈现在 T 台上，为“在场”[1]的观

者们大多只能看到最终作品而很少看到创作

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也为当代服装带

过程。一则创作过程之漫长，欣赏者无时间亦

来新的设计理念。本文基于伊夫·克莱因、
亚历

无兴趣观赏。再则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隐私性

山大·麦克奎恩、阿努克·维普雷希特、三宅一

也不愿被人窥视。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生、
维果罗夫和侯赛因·卡拉扬的相关设计，试

法 国 新 现 实 主 义 代 表 艺 术 家 伊 夫·克 莱 因

图从源与流的视域对当代服装设计新趋势之

（Yves Klein，
1928-1962，法国） 主张取消作
品，追求“过程”
。受其观念的影响，
当代艺术包

过程展现进行一次梳理。

1 服装设计过程展现观念的艺术源头

括行为艺术 （action art）、身体艺术(body

服装设计过程展现观念的艺术源头是伊

art)、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偶发艺术

夫·克莱因。伊夫·克莱因是有着强烈复杂个性

(happening art)、现场艺 术(live art) 等等

的天才，他认为艺术创造的结果是一幅绘画，

都与传统艺术的技巧性和永久性原则相悖，
而

还是一件雕塑，或是其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

是注重现场的表演性、过程性。这一观念也充

的是创造结果的
“过程”
。他甚至认为作品的存

分体现在服装领域，以先锋试验设计师侯赛

在并无意义，制造作品的“过程”才是艺术最有

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
1970-, 英 国）

价值的部分。

为代表的一些设计师，他们标新立异的设计并

伊夫·克莱因是身体艺术的首创者，他最

不以穿着为目的，而是把服装作为载体强调艺

著名的作品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蓝色时代的

术性、概念性的表达，他们不约而同的注重作

人体测量》
（图 1、
图 2、
图 3，
见下页），
其展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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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他请来美

地位，他在诸多方面的探索，已经接触了很多

丽的裸体模特

现代艺术潮流的交汇点。他的艺术创作的行为

儿，将她们身上

本身比作品更为重要。伊夫·克莱因颠覆了传

涂上被他申请

统的美学观点，对艺术的定义、艺术的界限提

了专利的国际

出了挑战，他当之无愧的成为 20 世纪艺术史

克莱因蓝颜料，
然后指挥她们

上的单色绘画、光艺术、偶发艺术、身体艺术、
图 1：
《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过程展现（一）

环境艺术及观念艺术等的实践者和先驱。

2 当代服装设计展示过程的两种形式

在画布上翻滚、
拖拉，按压，将

当代众多才华横溢的服装设计师在绞尽

身体形 态拓印

脑汁探索服装设计的新形式，有着一些不走寻

在画布上。现场

常路、
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们。他们的设计观念

同时演奏伊夫·

图 2：
《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过程展现（二）

与伊夫·克莱因有着惊人的默契，他们的服装

克莱因创作的

已经超出了服装所承载的基本功能，他们并不

《单调交响曲》，

关注服装的成品是什么，是否可穿，他们不甘

他还请来了许

于对服装三元素：款式、色彩、面料的精心打

多盛装 男女作

磨，而绞尽脑汁展现千奇百怪的服装变化过

为观众观看表
演。模特的无意

程。他们通过或必然或偶然的过程，展现过程
图 3：
《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过程展现（三）

背后所传达出的观念。这些经过设计的过程往

识翻滚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创作”的可能性，

往具有戏剧性和表演性，极富观赏效果。令有

或刺激或优美的拓印过程极富视觉表现力，令

幸在场领略过程之美的观者耳目一新，
在欣赏

观赏者充满遐想。

无与伦比的美轮美奂表演的同时感悟发人深

1961 年，伊夫·克莱因又着手进行另一种
被他称之为《宇宙起源》的实验性绘画。他将涂

省的艺术思考。
他们创造出花样翻新的服装展示的过程，

上颜料的画布绑在汽车顶上，然后开车在雨中

令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大体分析不

飞驰，通过风吹雨淋，使画面产生各种偶然的

外乎有两种思路：
（1） 设计师直接把未完成的

抽象痕迹，据说这是在捕捉风雨和大自然的痕

服装搬上 T 台，在 T 台上展示作品完成的过

迹。他还曾从二楼往楼下跳，
号称“坠入虚空”
；

程。（2）展示服装变化的过程。比如：
当众展示

他还利用喷火枪做笔以火作画…… 而这些极

服装的各种拆分、组合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利

富视觉震撼力的“过程”是他的理念的完美诠

用科技手段展示服装的梦幻般的变化。

释。伊夫·克莱因关心策划出戏剧性的效果胜

2.1 展示服装之制作过程

于制造出不朽的艺术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传统意义上，
“ 服装造型的过程是将设计

“我的画就是我们艺术的灰烬。”他的所有行

意图物化表现的过程，是将服装物质材料有机

为、运动既是他艺术的创造，他让愿意接近他

地转化为服装成品的完成和完美的过程，即通

的艺术过程的观众感知到其作品的能量，甚至

过对服装布料和装饰物材料的选配、加工、整

产生莫名的感动。面对这些奇思怪想的“过

形、外观处理等方法，使之成为服装样式的有

程”，人们开始思考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和所谓

[3]
机构成。”
通常这一过程是在设计师工作室、

艺术的边界。[2]

服装加工车间完成的，而服装秀场理应展示服

艺术行为使伊夫·克莱因获得至高无上的

—服装成品。而当代设计师们
装造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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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应在设计工作室完成的创作过程搬上了 T

与可吸收油墨的白色衣裙组成，
供墨系统绕过

台，在观众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偶然或者必然

颈部和衣服相连，看起来很像一条项链，墨水

的手段完成服装的创造过程。其实，制作出怎

通过供墨系统到达衣服的各个位置。模特从 T

样的结果并非设计师关注的重点，而具有舞台

台走过时身上的颜色一直在变化，在墨水经过

效果的、富于戏剧性的过程才是设计师们想要

的地方能够显示出不同图案，色彩流动，犹如

的结果。设计师们与观众共享这一创造的过

霓裳羽衣。这不断随机变化的花纹，令在场的

程，而这一继续创造的过程向观众传达设计师

观众着迷。阿努克·维普雷希特的喷墨时装与

们对服装、对设计的独特理解，这是一个将创

亚历山大·麦克奎恩 1999 年春夏系列中的 No.

意的概念展示的过程。

13 异曲同工，
设计者利用特殊手段或服装材料

亚 历 山 大·麦 克 奎 恩 （Alexander Mc-

的特性在展示现场完成传统服装制作中的某

Queen，
1969-2010 年，英国）1999 年春夏系列

一步骤，比如为服装着色，而这或优美或神奇

中的 No.13，
名模身着素白伞裙上场，模特走到

的完成过程正是设计者的奇思妙想的完美体

舞台中央，脚下的小转台缓慢旋转，此时两边

现。阿努克·维普雷希特表示：
“墨可以作为一

架起的喷涂机开始往她身上不断喷着黑色颜

种复合的媒介，由上百种原料组合而成，比如

料……几分钟后，独一无二的喷墨彩裙在观众

溶剂、
天然色素、
染料等等，而我的目的是创作

的面面相觑中诞生（图 4，图 5），稍后台下响起

一个系统，
让墨拥有生命。”
这条赋予了
“假晶”

掌声。这是一个非常

之名的裙子上身之后，即自我再行创作，呈现

典型的例子，与以往

出流动的、
漂浮的、
不可复制的图案和花纹。而

服装展示不同，
“坏

对于穿着者来说，正可以体会那属于衣服却和

小子”
（亚历山大·麦

你共生的、隐约的呼吸，
跳动的脉搏，活着的生

克奎恩）这次直接把

命感。

一件未完成品送上
了 T 台，当众完成服
装着色的步骤。而
为白裙喷涂颜色的

图 4：亚历山大·麦克奎恩 1999 年
春夏系列中的 No.13 的制作过程

过程成为此款设计
最精彩的看点。白裙
成为画布，
喷涂过程

图 6：Pseudomorphs 喷墨时装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 2011 年巴黎秋

中出现的偶然效果，
恰恰是艺术创作过

冬时装周高级成衣发布会上三宅一生（Issey

程中最生动的 无法

Miyake，
1938-，日本）受折纸艺术启发设计的

复制的那部分，这是

“纸装”
。展示现场的黑衣助理们通过折叠装订

麦 克奎恩服 装秀 的
经典瞬间之一。

图 5：亚历山大·麦克奎恩 1999
年春夏系列中的 No.13 完成的
效果展示

无独有偶，荷兰新生代高科技时装设计师

纸胶带，瞬间就把白色的纸张变成了五件衣
饰：一件燕尾服，一件长裙，一件短裙，一件连
装饰裙的夹克和一个领子(图 7，
见下页)。[4]一

阿 努 克·维 普 雷 希 特 （Anouk Wipprecht，

个个富于个性的服装造型在设计师精湛的手

1986—，荷兰）2010 年开发了的 Pseudomorphs

工下，犹如折纸艺术品般在观众眼前诞生，观

（假晶）喷墨时装（图 6）由衣服内置的喷墨系统

众领略了这个神奇的组装过程。最简单的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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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工艺被以一种最优雅的方式呈现到 T 台

2013 年，阿努克·维普雷希特在结构设计

上，变成了我们眼中一个最纯粹的形式。看这

师的支持下，与 Materialise 公司合作制作了

场三宅的时装秀可以使我们受到很好的启示，

一个交互式的 3D 打印喷雾礼服 （图 9），作为

我们甚至要思考：什么是服装的核心部分，
也

“大众”八件创新时装系列的一个特殊设计。

可以不是款式、
不是面料、
不是颜色……

“烟雾礼服”
是个令人惊叹的礼服，每次当有人
走进穿着者的
“个人空间”
，
“烟雾礼服”
会自动
产 生 烟 雾 面 纱 。 礼 服 是 由 柔 性 3D 打 印 材
—聚酰胺和橡胶类材料制作，由 Materi料——
alise 公司生产并提供嵌入式传感器和烟雾系
统，其面料具有超未来感的外观和感觉。机械
未来感十足的服装在烟雾中，仿佛星外来客一

图 7：
2011 年秋冬时装周上三宅一生的
“纸装”

2.2 展示服装之变化过程

般神秘而鬼魅。通过与观众互动，
阿努克·维普
雷希特表达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科技越来越

设计师热衷于为观众展示别开生面、
千变

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不希望再做一

万化的服装的动态和变化，这种类型的服装对

些关于科技控制生活的陈述。但是通过科技，

过程的追求与展示服装制作过程并不相同，
设

我们可以更加贴近我们自己。这个概念促使我

计师们通过各种技术处理或科技手段展现充

去创作一些科技和人类最终可以融合共生的

满想象的服装变化。服装变化中的动态效果，

[6]
东西。”

是设计师所要追求的服装之美和“意义”。
设计师兄弟维果罗夫（Viktor Horsting，
Rolf Snoeren，荷兰）热衷于在舞台上表演时
装诞生的过程。在其 1999 年高级订制服的秀
上，一位只穿着麻布小裙的模特款款上场，
当
《春之祭》 的音乐响起后，Viktor & Rolf 亲自
登台不断为模特穿衣，模特像是一只俄罗斯套
娃，被一层又一层地套了起来（图 8）。 最后只
[5]

图 9：
3D 打印喷雾礼服效果图

而在诸多追求创意新奇的大牌设计师中，

剩下她小小的脑袋露在外面。而后模特又一件

最为热衷创造奇妙“过程”的应该要属具有土

一件把这些厚重的衣服都脱了下来。在这件作

耳其和塞浦路斯血统的设计师侯赛因·卡拉

品中，服装本身的功能性被降低到了零。模特

扬。他的服装被冠以：
“时装装置”
“
、时装雕塑”

“穿衣、脱衣”的过程才是品鉴这场秀的关键,

与
“时装行为艺术”
。客观评价卡拉扬的服装并

据说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展示衣服的实穿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造型，
他的奇思怪想主要体
现在他的秀场上，
那种充满想象力的抽象而复
杂的视觉效果，展示出一种全新的服装景观。
因为他超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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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秋冬，侯赛因·卡拉扬的 Before
Minus Now 系列，
衣服有类似飞机的悬浮能力，

图 8：1999 年维果罗夫兄弟高级订制服的
秀上的穿衣、脱衣过程展示

通过遥控可以优雅地摆脱地心引力，漂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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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Before Minus Now”中侯赛因·卡拉扬

袖，
这 30 秒内简简单单完成的转变，
却花费了

开始尝试让服装脱离“非生命体”的宿命（图

人类 20 年的时间。一场秀结束后，最终回到

10），用一个小

101 年后的 2007 年。而这一连串如魔法一般的

小的遥控装

时装，
使得侯赛因·卡拉扬连续两年荣膺英国。

置，便让服装

服装的款式是怎样对于侯赛因·卡拉扬来讲并

优美地摆脱了

不重要的，
重要的在于变化。

地 心 引 力 ，漂
浮了起来。

图 10：
1999 年秋冬侯赛因·卡拉扬的
Before Minus Now 系列效果图之一

2000 年侯赛因·卡拉扬秋冬发布的“Afterwords”使家具与服装整合到一起，意欲探
讨难民家庭的处境，被称为“时装戏剧”。模特
在 T 台上完成了把服装变成家具，又把家具变
成服装穿在人身上的过程，模特站在多层次的
圆桌子中间，
把它穿在身上变成了一件机械感
十足的 A 字裙（图 11）。并暗示人类的未来将失
去国籍，成为永远迁徙的部落，咖啡桌和椅子

图 12：侯赛因·卡拉扬在
图 13：侯赛因·卡拉扬在
“101”
系列中的“1906 年” “101”
系列中的
“1926 年”

都可以神奇地变幻成裙子，
“家”与服装浑然天
成地合二为一，卡拉扬试图为“无家可归”者寻
找“出路”。他说：
“你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人
们迫不得已躲回家中，收拾起一切准备离开。
从某种方面来讲，这就是舞台上所呈现的景
观，只是用了诗意的表达而已。”

图 14：侯赛因·卡拉扬在
“101”系列中的
“1946 年”

图 15：侯赛因·卡拉扬在
“101”
系列中的
“1966 年”

2007 秋冬季的巴黎
图 11：2000 年侯赛因·卡拉扬秋冬发布的
“Afterwords”系列效果图之一

2007 年巴黎春夏时装周高级成衣发布会，

时装周上，侯赛因·卡拉
扬一开场便展示了一件
借由 LED (发光二极管)

侯赛因·卡拉扬在“101”系列中，通过服装中的

技术制作而成的梦幻衣

机械装置，
表现服装本身的“进化”。5 套登场的

衫和活动风琴罩的帽子

裙子（图 12、图 13、图 14、图 15、图 16，
），分别

（图 17，
见下页），
他用造

图 16：
侯赛因·卡拉扬在
“101”系列中的
“1986 年”

代表 1906 年、1926 年、1946 年、1966 年、
1986

型感极强的玻璃纤维面料，暗藏在时装中的自

年，它们各自通过自动机械，在众目睽睽下，自

动机械装置，极其缓慢地为模特罩上精巧的面

动“进化”20 年。比如最先登场的维多利亚风格

罩时，犹如观看一朵鲜花慢慢绽开，整个过程

的裙子，原本长至脚踝的裙摆收短至膝部，
箍

简直让人误以为时装是拥有生命的。[7]

紧的领口被放松至锁骨，而短袖则“退化”成无

这些设计师足以颠覆我们对时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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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服装也仿佛是

赛因·卡拉扬就曾坦言“我设计服装的初衷并

会 移 动 的 魔 术 ，总

非是女人，
而是观念”
。时至今日，
科技与时尚

是充满了神奇的变

齐头并进，
科技的发展为服装设计和展示带来

化，并且总能让观

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一些前卫的新锐设计

众感受到隐藏在服

师纷纷将科技运用到服装里。电脑 2D、
3D、力

装中的内在的意

学、
光学、
甚至磁场学 LED(发光二极管)等领域

义。与展示制作过

的新技术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可能性，
如今有个

程的服装设计不同

很时髦的词来描述与计算机技术合谋的时装

的是，展示服装变

--CoCo(computer couture)。CoCo 设计师们利

化的设计，是在“结

用科技手段来完成自己在服装领域的探索。科

果”里玩弄“过程”
，
但即便是要在完成

图 17：
2007 秋冬季的巴黎时装周
上侯赛因·卡拉扬作品

品上面进行对“过程”的展示，
“结果”对于这样

学技术、艺术设计永远如兄弟姐妹般结伴同
行，
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的
T 台将是怎样的如梦如幻。

的服装来说，同样不是至关重要的，设计师想
要强调的，依旧是隐藏的服装里的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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