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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时装周上旗袍元素的时装设计欣赏
周凤瑶，黎 蓉
渊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3冤
旗袍源于旗装，但旗袍的出现则是由于民

分拣，选择出各大时装周上加入旗袍元素的服

国初年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而产生的。旗袍是

装品牌，
并对其旗袍元素设计作出笔者个人的

现代才出现的服饰，有着其独特的价值精神与

评价。通过分析，
在 2017 春夏时装周上，
米兰、

传承韵味，旗袍其款式造型、服饰图案、面料色

巴黎及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均有品牌设计师融

彩及手工工艺均成为国内外设计师汲取灵感

入了旗袍元素；
在 2017 秋冬时装周上，
纽约时

的重要途径。皮尔·卡丹、三宅一生、瓦伦蒂诺

装周的 T 台上也出现了旗袍元素的身影。

等国际知名设计师都曾以旗袍元素为灵感创
作出服装艺术设计。

在 2016 年 9 月举办的米兰时装周上，
Prada
在其 2017 春夏系列中借鉴了中式旗袍的设计元

笔者通过对 2017 纽约、伦敦、米兰、巴黎
时装周及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的服装设计进行

时髦外，
结合旗袍元素
素，
除了表现该品牌的典雅、
的 Prada 也充斥着一股文艺复古的气息 （图 1）。

（1）

（2）

（3）

（5）

（6）

（7）

图 1：2017 春夏米兰时装周上 Prada 品牌的旗袍元素展示
2017-03-20；

2017-04-11

武汉市发改委委托项目（142021）
黎蓉，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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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艺术：
设计元素

该系列将旗袍经典的斜襟、盘云扣及立领运用
到服饰设计中。中式斜襟上衣的大胆剪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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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与感性的服装品牌。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弘扬者、创新者，

极简的云盘扣设计，加之立领的细节，将旗袍

Heaven Gaia 以
“服饰文明”
这种行走的视觉艺

的款式造型表现得淋漓尽致。但Prada 的设计

术来演绎中国恢弘历史形象。在 2017 春夏巴

一向充斥着奇幻与独特，为了符合 Prada 品牌

黎时装周上，Heaven Gaia 抓住了时装周的尾

的文化风格，在其色彩的选择上，设计师似不

巴，其整个系列的款式造型大多数为旗袍样

受拘束地使用颜色的碰撞，这完全还是世人所

式，
同时汲取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的景观为灵

熟悉的 Prada。其上衣样式均运用斜襟、
盘云扣

感来源，运用西方的剪裁手法及技巧，赋予其

的 设计（图 1-（1）、图 1-（2）、图 1-（3）、图 1-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让每一款设计都诠释着

（4）
），相比传统改良旗袍的风姿卓越，蓝白、红

什么是东方美（图 2，
见下页）。其领型设计均为

黄、绿棕的颜色对比，使得 Prada 的设计令人

立领。开襟样式也繁复多变，有圆襟 （图 2-

精神振奋，旗袍不再是小女人的服饰，其消费

（4）
）、中开襟（图 2-（5）
）、斜襟（图 2-（7）
）等。

者可以拓展到事业型女士这类人群上。从图 1-

Heaven Gaia 在其扣型的样式设计上也展现出

（5）、图 1-（6）上可以看出，旗袍已作为内搭出

设计师思维的多样化，
有一字扣（图 2-（3）
）、单

现在服饰搭配中，这样的设计不仅保留了旗袍

色扣（图 2-（6）
）、琵琶扣（图 2-（16）
），设计师

元素的原汁原味，同时也使着装者不乏时尚

将扣型的传统样式与现代流行趋势相结合，赋

感，与现代化潮流趋势紧密结合。在图 1-（7）、

予设计以现代感。对于其面料的选择上，设计

图 1-（8）中，旗袍的立领设计不再只是与旗袍

师秉承以往旗袍给人优雅知性的风格特点，将

相连接，
而是加之于飘逸、灵动、时尚感极强的

丝绸及纱的飘逸感完美地展现出。设计师采用

连衣裙样式中，这样的独特设计让无数女性上

锦缎面料（图 2-（1）、
图 2-（2）、
图 2-（8）
），并在

班族所倾慕。

其上运用中国传统刺绣，展现出服饰的华丽秀

Heaven Gaia（盖娅传说）是国内为数不多

美；
采用丝绸面料（图 2-（9）、图 2-（14）
），给予

“盖娅”
以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为主的服装品牌。

服饰以灵动雅致的视觉效果。Heaven Gaia 在

这个词，在希腊神话中是大地之神，是众神之

以
“圆明园景观”
为主要人文感官外，也增添了

母，她是混沌中诞生的第一位原始神，也是能

中国传统手工艺“釉艺”为主的表现手法，渲染

创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之一。盖娅在西方的地

出中华古典艺术的美学意境，运用不同的面

位有点近似于东方的女娲，不同的是女娲创造

料、款式结合“釉艺”的手法（图 2-（10）、图 2-

了人类，而盖娅生育出希腊众神。在神话记载

（11）、图 2-（12）、图 2-（13）
）再次将昔日圆明

中，大地女神盖娅最有名的宝物莫过于她手中

园 的 一 颦 一 笑 都 刻 画 得 栩 栩 如 生 。 Heaven

的生命之瓶，相传生命之瓶里装的是万物之种

将组
Gaia 采用中国传统旗袍样式的设计元素，

和生命泉水，身为大地女神的盖娅将万物之种

合旗袍的每个元素都运用得炉火纯青，
给予旗

撒播在土地上，然后浇灌以生命泉水，从此世

袍又一种东方美学的精神境界，再次呈现旗袍

间便孕育出了生命。Heaven Gaia 的设计师熊

的独特魅力与贯穿千古的中华传统手工艺。

英一向追求自然简约的风格，她在云南的一次

Heaven Gaia 一如既往地以服饰文化来演绎中

旅行中感悟到生命存在的一份灵性，那是一种

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

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关系。至此，熊英的

涵走向世界，
促进各国及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交

设计理念转变为“宇宙万物，本源意识，用自然

流，
在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迎接新的机遇与

体现生命之美”
，将 Heaven Gaia 打造成拥有

挑战，
实现中国传统服饰的振兴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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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春夏巴黎时装周上 Heaven Gaia（盖娅传说）品牌的旗袍元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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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IGER（东北虎）定位于高贵、优雅、奢

3-（6）、图 3-（8）、图 3-（9）
），这时期的色彩搭

华的服装品牌风格，在早期 NE·TIGER 以皮草

配不同于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丽，
展现出青年

的设计和生产为主，造就了“中国皮草第一品

学生的文艺气息，色彩也变得清新亮丽。在工

牌”的地位。与此同时，推出了晚礼服、中国式

艺方面，
服装中大量运用苏绣、
手绘、丝带绣等

婚礼服和婚纱等系列产品，并且打造出高级定

传统手工艺（图 3-（4）、
图 3-（5）、
图 3-（8）
），诠

制华服的理念。“华夏礼服”即是华服，是代表

释出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也体现出青年

中华民族精神的礼服，也被称为中国人的国

学生精致的校园学习生活。

服。NE·TIGER 华服的设计可以高度概括为五大

NE·TIGER 在 2017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的

特征：以“礼”为魂、以“锦”为材、以“绣”为工、

最后一个系列上，以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

以“国色”为体、以“华服”为标志，凝汇呈现数

背景，重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

千年华夏礼服的文明。作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守

精神，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在服装款

护者和传承者，NE·TIGER 的设计理念就是“贯

式上，
以传统旗袍为主；
在服装面料上，
服装面

通古今，融会中西”。在 2017 春夏中国国际时

料以云锦、
重缎为主（图 3-（11）、图 3-（15）、图

装周上，NE·TIGER 以旗袍作为华服的载体，并

3-（17）
），给人以大气、优雅的女性形象；当然

且以舞台时装音乐剧的形式，重现当年的历史

也 有 天 然 丝 绸（图 3-（10）、图 3-（14）、图 3-

情境，展现以“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
“抗战

（19）
），天然丝绸搭配锦缎面料，也不失典雅、

胜利”这三个阶段的人民生活所对应的服饰及

如图 3-（12）所示，
唯美的风格特点。除此之外，

妆容特点（图 3，见下页）。

设计师也在服饰中搭配以流苏装饰；如图 3-

“辛亥革命时期”系列，NE·TIGER 以北洋军

（13），在服装的边缘处又加之蕾丝的设计，给

阀时期的旗袍及清末贵族的裘皮服饰为主。如

人以可爱的服饰造型设计。设计师运用不同的

图 3-（1）中模特身着剪裁紧致的旗袍，外搭雍

蕾丝等，突
面料，
例如乔其纱、双宫缎、织锦缎、

容华贵的裘皮，贵妇的气质扑面而来，仿佛这

出服饰的整体层次感，
代表抗战的胜利不是单

不是一场时装秀，而是来到百年前革命时期的

个人的努力，
而是由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华土地

街头。在手工艺上，如图 3-（2）、图 3-（3）所示，

上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NE·TIGER 将中国传统苏绣、勾边刺绣、米珠刺

香黛宫（Chantel Gong）是国内致力于发

绣等手工艺运用于丝绒、真丝重缎、毛呢等面

展中国传统服饰的服装品牌，首创时装旗袍概

料之上，每一件服饰都宛如一件艺术品，通过

念，
重点开拓旗袍市场。其服饰设计是结合现代

设计师的细心雕琢，表现出服饰的高雅、
精巧，

化的生活方式，
让传统服饰现代化、
时尚化、
生活

展现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辉煌。

化。香黛宫 2017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是以
“像穿

“五四运动时期”系列，是一场以青年学生

时装一样穿旗袍”
为主题（图 4，
见 55 页），
在服

服饰为主的展示。NE·TIGER 以民国上下分身学

饰设计理念上，秉承传统旗袍的服饰特征，同

生装及旗袍为主（图 3-（4）、图 3-（5）
），
打造出

时让旗袍成为时装，既发扬了中华传统服饰的

一股学生气息的斜襟衫，同时结合西方立体剪

工艺和文化，
又点缀以时代特点。在服饰工艺

裁技术，改变了平面剪裁创造出的平直、宽大

上，
设计师采用西方立体裁剪与制版相结合的

造型，使得服装更加体现女性的曲线美。身穿

手法，再加上中国传统刺绣（图 4-（1）、图 4-

华服的“学生”手持革命报纸，似正准备走向街

（8））、钉珠（图 4-（2）、图 4-（6）、图 4-（12）
）等

头，为革命道路铺砖添瓦。在颜色方面，以黑、

手工工艺，注重细节的表达，使中西剪裁手法

白、灰、粉为主基调，点缀水蓝、湖绿、朱红（图

及工艺手段得以完美结合。在服装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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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7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上 NE·TIGER 品牌的旗袍元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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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7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香黛宫品牌的旗袍元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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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7 秋冬纽约时装周上高雪（Snow Xue Gao）品牌的旗袍元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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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计师大胆使用颜色亮丽的色系，例如宝

中的服饰元素进行了再设计。从服装款式上

蓝色系（图 4-（5）
）、紫罗兰色系（图 4-（9）
）、赭

看，
整体的款式造型都属于西装与旗袍元素的

石色系等（图 4-（10））。在面料纹样的选择搭配

二次结合设计，
如图 5（见上页）所示，
设计师截

上，设计师也运用色彩及图案的拼接 （图 4-

取部分旗袍的组成元素，将其作为内搭穿在西

（4）、图 4-（7）、图 4-（9）），旗袍由奢华、典雅转

装外套的内部；同时西装外套的款式与以往的

变为时尚、潮流、生活化。香黛宫的设计师表

西装也截然不同，
有作为系带的（图 5-（1）
），有

示：
“也许我做的不是旗袍，只是借用了‘旗袍’

作为披肩的（图 5-（6）
），
也有作为大垫肩的（图

这个词，因为我所做的，就是要赋予旗袍新生

5-（8）、
图 5-（9）
）。从服饰面料上看，
不仅采用

命，以时装旗袍的形式，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

传统的西装面料，
在其之上也加入了旗袍的常

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过香

用面料—锦缎、丝绸等（图 5-（2）、图 5-（5）、图

黛宫的旗袍设计，不难感受到其极具现代时尚

5-（7）
）。从色彩搭配上看，
服装摆脱了西装以

和舒适的简性风格（图 4-（11）），同时更能深刻

往的暗沉色系，在这些沉闷的色系中加入了

地领悟到感到旗袍的魅力与内涵，让旗袍不再

蓝、黄、绿等明度较高的色彩（图 5-（3）、图 5-

是悬挂在博物馆的文物资料，而是彻底融入我

（9）、
图 5-（11）
）。高雪的设计给予旗袍以另一

们的日常生活中，
设计出不同性格的旗袍。
在 2017 秋冬纽约时装周上，刚从纽约帕
森斯设计学院毕业的高雪进入了纽约时装周，
高雪的设计一直专注于传统西装工艺和立体

种鲜活的生命，旗袍不再是传统的设计手法，
而是融入了现代化的服装设计中。
致谢院感谢叶服饰导刊曳编辑部李强博士的
悉心指导和修改浴

创意裁剪的结合。而这一季的系列设计中，
高
雪通过拆解西装结构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旗袍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