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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渔民画的现代服装设计研究
文 / 曹孟莎，
崔莎莎，
齐志家
渔民画是渔民在长期的生产中形成并逐步发展的一种立意奇特、线条粗犷而展现海洋气息和渔家
生活的水粉画。其画面装饰性很强，
符合现代的审美情趣，具有现实与浪漫并存的民间艺术风格。以求现代
民俗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及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挖掘，将传统性的渔民画艺术融入现代服饰。这种特有
的地域性设计风貌，
通过有效的加入利用，
便能够以多样化的装饰形式为服装增添其独特的设计美感。文
章谈及渔民画的艺术特质及该民俗绘画艺术的文化分析，主要将其作为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装饰元素，
同时也拓宽了渔民画发展
探析其融入现代服饰的切实可能性。这不仅为服装设计注入了新的可利用元素，
的新天地。
渔民画；
现代服饰；
图案；
设计应用

渔民画是中国民间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

1 渔民画图案的点状构成应用

分支。舟山渔民画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萌芽于

点状构成在服装中表现为局部或小范围

舟山渔村，
80 年代趋于成熟，伴随着大量美术

的块面装饰，
具有相对的独立完整性。装饰块

工作者及渔民画家的共同努力，其影响愈大。

呈现点的状态，有
面有大有小，
或单个或数个，

至今所属舟山的定海、普陀、岱山嵊泗四县区

形式、
着集中、醒目的特点。无论表现的内容、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渔

部位如何，都会成为引导视线的焦点，为服装

民画主要体现渔民欢乐的生活、豪放的性格和

在服装造
增添活泼感。[5]对于此类构成的应用，

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它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

强调、
点缀，以增
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修饰、

下所产生的特定隐喻的独特思想，其画面采用

加服装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为立足于现代

多视角的平面处理方式、构图奇特、造型丰富、

的服饰文化与审美趋向，为避免单纯、直接拼

用色大胆，是一种装饰感极强的民俗绘画艺

凑的形制，
要求渔民画图案服饰设计师在设计

术。

服装时，
有选择的再创造应用。具体的形式呈

近年来的服饰设计中，
对于传统装饰元

[1-3]

素的探索及应用愈来愈多。[4]可以看到越来越
多的民族文化标志特征的图案、图腾与形象变

主要有以下 4 种：
现也多种多样，
（1）单一式构成

异在服饰设计中。基于装饰艺术角度，本文通

单一式构成就是说在一件服装中只有且

过对渔民画进行分析，根据其特有的装饰艺术

仅存在一处图案式样。图案所处的大小位置都

性，
探究其在现代服饰范围的印花应用。

会对服装效果及观者的视觉心理产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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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譬如图 2 服装所示，对于白雪公主卡通

（2） 重复式构成

造型的图案应用，并非是整体拿来就用，而是

重复式构成是指服装中的相同或相似的

只选取公主头部及具有代表含义的红色苹果

图案以双倍或双倍以上的数量呈现。此种构成

造型来加以设计。在图形的布局上左侧肩部及

相比单一式构成多了一些变化，在服装中易呈

臀侧的突出色块，打破了造型上的平衡使之趣

现呼应、
平衡的效果。图 3 中的服装将相似的

味横生。另外腰至臀部的弧形下滑半圆，
也极

图案重复运用于领口及袖片，
并且图案本身而

好的修饰了身形（图 1）。

言，亦是双倍以上的对称重复。纯色上衣绣以
重复对称的构成图案，既增加了服装的趣味
性，又使得整体节奏对称均衡，与亮黄色的褶
裥短裙遥相呼应。

图 1：图案的点状应用之单一式构成举例

图 2 为笔者以渔民画 《渔舟长歌破浪行》
的相关图案在服装中的应用。左侧女装截取画
面的局部造型并加以拉伸变形，装饰于衣领部
位延伸至裙摆下侧，以增加视觉上的延伸感，

图 3：图案的点状应用之重复式
构成举例

图 4：渔民画的图案点状应用
之重复式构成应用（笔者设计）

图 4 中的素色小圆领无袖压褶裙，
分层的

将人体修饰得自然纤长。右侧男装则是选择相

竖向压褶裙摆以增加服装造型的层次感，
在简

对完整的画面应用于衣身左侧的口袋之上，
起

洁的上衣部分左肩及右腰侧选取相似的渔民

到了强调点缀的作用，使之服装不至于太过呆

画的图案进行装饰，类似人脸状的装饰色块图

板。

呼应相生。
形，
为服装增加不少童趣，
（3）“中心式”
构成
“中心”
，顾名思
义是指服装中凸显的
一个主导作用的图案
形态。分主次的多个
形象图案的组合，具
有向心性和整体感。
再有重复构成中两个
及数个相同或相似图
案，明确地区分大小
布局于单件服装之

图 2：渔民画的图案点状应用之单一式构成应用（笔者设计）

上，这样产生的一种

“中心
图 5：图案的点状应用之
式”
构成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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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有次的组合性概念，亦可以说是“中心式”

布于服装之上，视觉冲击力强也大大增加了服

构成。图 5 的男士休闲套装，叶片状的装饰造

装的个性特色。

型位主要位于右侧衣片，点缀于左肩处及右侧
裤管，上下呼应。在图案的体现上采用了贴绣
及绳缀的工艺手法，大大增强了装饰效果。在
叶片的大小、布局、走向上也颇具考究，有一种
倾斜的节奏动感。
图 6 中的
“V”
领修身及膝长裙，
笔者选取渔
民画中心的船舶部分，形似水滴以重复的形式
布局于衣身及领口边缘，倾斜排列逐次变大，
这样的构成图形极具秩序与节奏，整体服装看
起来端庄又别致。右部的黑色小翻领拼皮套
装，在胸部正前方选择了该渔民画中极具特点
的船头装饰图案作为一个中心式的图案造型，
另外在裙身侧面选用了另一形象的条带装饰，

图 7：图案的点状应用之多元式构成举例

构成了一个多个形象图案主次搭配组合。虽然

笔者亦采
图 8 中服饰素色的收腰及膝裙，

是不同形象图案，却在色彩与造型风格上极具

用拼贴的方式，
将选取于渔民画中的局部人面

整体性。加之衣领、腰带及袖口的拼皮设计也

图及船身图案结合毫无关联的几何形图案进

为之加分不少，图案的应用更使之趣味盎然。

行近似等量的布局，无中心式的破裂感，产生
奇异的造型效果。

图 6：
渔民画的图案点状应用之
“中心式”构成应用（笔者设计）

（4）多元式构成
多元式构成是指在服装中有多个不相关
且分量相当的图案形象，构成多中心又无中心

图 8：渔民画的图案点状应用之多元式构成应用（笔者设计）

2 渔民画图案的线状构成应用

色彩都
的布局。并存的图案无论是形式、内容、

线状构成表现在服装上是指边缘或局部

相差甚远，给观者一种唐突分裂之感，易于产

的条形图案。线状的装饰效果不仅仅在于自身

生奇异刺激的服装效果。[6]图 7 中衬衣所用图

的宽窄、曲直形态，而且还会对服装的其它形

案各不相关，采用拼贴的方式将人面、花卉等

面产生效果，
可以勾勒加强面的轮廓或分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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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形面。另外线状的图案构成不如点状那样

衔接部分的小色块提取出来，分别应用于衣

的集中突出，
但更利于打造服装的韵律节奏之

领、
前胸门襟、
袖口及下摆处。在下摆部分为避

美。一般用于服饰的线状装饰图案多为二方连

免单调的图形重复，以小方块的方式错落有致

续或带状群合图案，其应用要契合服装的款式

的装饰于裙摆边缘。通过这种直线及块状图形

与造型结构。[7]

的装饰，既增加了服装特色，又丰富了服装的

（1）边缘性装饰

造型语言。

服饰中的线状图案呈现多表现为对边缘
结构的勾勒装饰。应用部位多为服装的衣领、

（2）块面分割装饰
块面分 割装饰

前襟 、下 摆、裤缝 、

就是线状图案 对于

裙边等，通过线的

服装整体面造 型的

勾勒形式，以展现

分割状态。在服装基

形态效果，起到突

本结构不变的 情况

出加强款式结构特

下，产生各种 分割

征的作用。简洁细

面，形成丰富变化，

丽的线状勾勒在偏

加强服装的装饰效

休闲风格的职业装

果，营造个性 化服

中应用较多，服装

“V”
装。图 11 中的
领

精致而严谨；繁复

吊带长裙运用装饰

宽阔的不乏有立体
感的一些线状图

图 9：
图案的线状应用之边缘性装
饰举例

图 11：图案的线状应用之块面
分割装饰举例

线缠绕缝制成各种图形分布于衣身上，既有点
对称布局将整片的衣
状的图案又有线状图形，

案，多见于礼服或夸张风格的服装之中。图 9

身分为多个块面，是之变得丰富，从而加强服

中的服装运用刺绣的方式，将繁复的花朵藤蔓

增强艺术性。
装的装饰效果，

线状图案装饰于领口及裙摆边缘，契合服装的
造型结构，起到了勾勒强调的艺术效果。图 10
中的立领白色长裙，笔者将该渔民画中的鱼尾

图 12：
渔民画的图案线状应用之块面分割装饰应用（笔者设计）

图 12 中笔者借鉴图 10 中的方法，将渔民
画中的图形按线状排列，勾勒服装的内部轮
廓，不对称的设计，将衣身口袋边缘及裙身口
图 10：渔民画的图案线状应用之边缘性装饰应用（笔者设计）

袋、
侧缝分割描绘出来。裙身色彩与衣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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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相互照应，增强套装感。整体严肃中透露着

45

（2)另一种是有变化的不均匀分布，图案

些许个性色彩。

本身有大小疏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充分考

3 渔民画图案的面状构成应用

虑到服装的款式及人体的活动状态。利用图案

面状构成即通身铺满图案的装饰形式，
具

的变形营造视错奇异的效果。突出人体或服装

有幅度感和张力感。当满花图案的服装之于人

造型的起伏凹凸、转折及长短宽窄的感觉，便

体，随着人体的起伏活动，使面的形态随之向

于修饰体型，
具有夸张、
强调的意味。相比不加

体转变。[8]面状构成是直接融入服装整体的，
图

变化的均匀排列更加的鲜明立体化，凸显服饰

案的造型风格也最大的影响了服装本身的风

特征。图 14 中圆领无袖小“A”型上衣，笔者结

格特点。

合服装结构截取渔民画的局部进行腰以上部

服装中，对于面状的图案排列分布主要有
两种形式。

位的装饰，
深色的印花图案具有视觉紧收的作
用，
更加的凸显了
“A”
型结构。下身的衣裙臀上

（1)一种是不加变化的均匀分布，运用四

的印花延至膝上约 20 厘米，选取渔民画上的

方连续或单独图案的放大及均匀群合式的图

鱼鳞及鱼鳍部分，对称的鱼鳍斜向内侧具有凸

案，图案本身的排列分布与服装的结构、起伏

臀的视觉效果，
使行走中张开的下裙摆产生类

并无关系。此类服装更重要的是把握图案的风

似鱼尾的效果，
灵动自然。

格基调与服装款式的协调呼应。图 13 中的圆
“H”型的廓型简洁利落，亮点在于
领修身短裙，
周身的印花。笔者选取左部渔民画中鱼鳞片的
描绘部分。橘红的底色通过玫、紫双色弧线的
勾勒，使之片片鱼鳞清晰可见、错落有致。每一
鳞片都绘有不同的海洋生物，造型各异、奇趣
无比。这样既不会破坏画面的整体感，又得以
体现图形的丰富与独到。将此相似重复的构成
图案装饰于服装周身，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给视觉带来无尽的趣味感受。[9]

图 15：渔民画的图案面状构成之不均匀分布（笔者设计）

4 结语
渔民画是将不同的海岛形态与人们对自
升华了自然之美的
然万物的美好形象相结合，
精神。一直以来，传统习俗与民族艺术都是服
装图案设计中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10]在以上
的具体应用分析中，
不难了解到图案对于服饰
造型的影响。首先在图案的点状构成中，我们
要尽可能选取渔民画中的局部小造型。再者面
状构成中，为了更富变化与创新，就要充分对
图 13：渔民画的图案面状构成之均匀分布（笔者设计）

构成的众多元素进行变化重组，以产生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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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效果，使之具有崭新的、符合审美要求的

学院，2013.

面貌。

[5]徐亚平，吴敬，崔荣荣.服装设计基础[M].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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