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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服饰品立体造型审美价值探析
刘一品
（天津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天津 300789 ）
摘 要：
通过对东亚、东南亚服饰中立体造型进行辨析，可以发现其审美价值由对自然美的模仿、对产品美
的模仿和形式美组成。这三种审美价值共同组成了东方服饰艺术美的基础。因此从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
是东方服饰艺术创作焕发出永恒艺术美感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与沿线国家扩
大文化交流，
以及在服饰设计活动中正确运用立体造型元素，
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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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东方，在地理空间上，大致相

历史，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超越单纯实用目的

当于西方传统地理文化认识中的“远东”地区。

的服饰品，其整体造型明显有来自现实生活的

作为研究对象的服饰品与着装行为来说，东方

素材。而随着人类不断深化对自然的改造，建

存在着显著的“着装者文化心理定势的一致”
，

筑、雕塑甚至于工艺美术品等人造物也逐渐成

以及相近的着装者生理、心理特征，相近的、有

为东方服饰造型模仿的对象，东方服饰品的艺

又通过历史的、
现
规律可循的气候条件。同时，

术美也能动地反映这些人造事物所体现的生产

实的交流使服饰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加

美、生产美系统中的产品美以及产品美系统中

强。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朝鲜，朝鲜与日本，中

的功能美。正是这些从生活中吸取的创作素材，

国与越南，越南与老挝、柬埔寨之间，随着海上

令东方服饰艺术创作焕发出永恒的艺术美感。

丝绸之路的交往，长久以来存在着这种服装的

因此，在论述东方服饰艺术立体造型美的过程

影响与渗透，而且每一种新式服装总是从邻近

中，本文将主要从对现实生活中事物的模仿、

国家传入，进而又影响到与其毗邻的国家。在

对非现实世界事物的想象以及对较简单形式

服饰社会学中，这些联系是说明服饰横向水平

美法则的追求这三点入手阐述。

移动的重要例证。东方服饰的立体造型艺术与

１ 东方服饰立体造型对自然美的模仿

平面造型艺术（以纹饰为主要表现形式）相辅

对东方先民来说，与人类同处一个空间的

相成。但由于衣服本身质料普遍较软的特点，

自然物无疑是服饰品创作最直接、最生动的模

一般只有自体具有支撑性的服饰上才能体现

仿原型。人们在观察动植物和山川、天象的运

出立体造型，比如冠（帽）、履（鞋）以及铠甲等。

动过程中，体味到其天然形态之美，并将这些

对于东方服饰立体造型来说，模仿现实生活和

形态直接应用到服饰创作中，产生了各具风

自然事物，能动地反映这些事物体现的自然美

采、
各具神态的东方服饰品。

是产生艺术美的基础，所以东方服饰品的艺术
美来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纵览东方服饰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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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6C16073）
通信作者：刘一品，硕士，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

在通过模仿自然物的形态来实现自然美
的过程中，首推汉代高山冠，其模仿山川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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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舆服志》记：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

形为冠形，戴于执法大臣头上无疑能对堂审嫌

通天，顶不邪（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筒。中外

疑人起到威慑效果。如《隋书·礼仪志》记载：

谒者、
仆射所服。” 这种冠最初只有齐国国
官、
［１］

“獬豸冠，案《礼图》曰：
‘ 法冠也，一曰柱后惠

君才有资格戴，秦灭齐后将此冠赐给近臣，为

文。’
如淳注《汉官》曰：
‘惠，
蝉也，
细如蝉翼。’

汉沿用。当然，这一案例中也有借助服饰扩大

今御史服之。
《礼图》又曰：
‘獬豸冠，
高五寸，
秦

自身体积，以确立在社会等级中的作用。又如

制也。法官服之。’董巴《志》曰：
‘ 獬豸，神羊

元代蒙古族男子夏季所戴的卷云冠，因其形似

‘如麟，一角。’应劭曰：
‘古有此
也。’蔡邕云：

卷云而得名。再如鞋头翘起部分均做成云头形

兽，
主触不直，
故执宪者，
为冠以象之。秦灭楚，

状的云头履，则是模仿自然物的东方足服。但

以其冠赐御史。’
此即是也。开皇中，
御史戴却

总体来看，植物、动物还是最主要的模仿对象。

非冠，
而无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

与植物有关的造型，从首服上看有各式冠、帽、

夫以金，治书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羚羊

巾及头饰等，如中国宋代士人戴的一种仙桃

［４］
司隶服之。”
角，
独御史、

巾，
形状极似桃形，
也被人们称为桃冠。米芾《西

还有服装形象局部造型模仿动物的情况，

“某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者为
园雅集记》 中记：

比如中国清代官服上的马蹄袖，足服的马蹄底

东坡先生，
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
可

同治年间，
民间女性在原褶裙
等等。清代咸丰、

见，
仙桃巾赋予了着装者相当的文人雅士气质。

基础上加以大胆施制，将裙料均折成细裥，实

与动物有关的服装造型则以中国金元时

物曾见有三百条裥者。幅下绣满水纹，行动起

期的凤翅幞头为代表，其两边装饰取飞禽翅膀

来，一折一闪，光泽耀眼，后来在每裥之间以线

—凤翅幞头。《元史·
的样子，故而得到美名——

交叉相连，使之能展能收，形如鱼鳞，因此得名

舆服志》上记：
“ 凤翅幞头，制如唐巾，两角上

，诗咏之：
“ 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
为“鱼鳞裙”

曲，
而作云头，
两旁覆以两金凤翅。”［２］（唐巾的

单夹弗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著鱼鳞百褶

形制同见于《元史·舆服志》：
“ 制如幞头，而撱

裙。”当然，没有着装者的步态变化，
“鱼鳞裙”

其角，
两角上曲作云头。”
）

的艺术审美价值将有限得多。

中国唐代广泛使用的兽头盔也是这方面

２ 东方服饰立体造型对产品美的模仿

绝佳的案例。河南洛阳就出土了一件带有典型

东方服饰在造型中惯常以日常用品为灵

兽头盔的三彩武士俑，护住整个头部，人面从

感来源。中国古人有“笏头履”
，
也被称为“高墙

兽嘴中露出。 《宋史·韩世忠列传》中即有“连

履”
，即高高翘起又直直向上的扁平状鞋头，极

锁甲，狻猊鍪及跳涧以习射”的记载，狻猊是一

似官员上朝时手持的笏板。还有一种名为“重

种传说中的猛兽。用在此处证明宋代存在局部

台履”的，因在“高墙”之上又多了一层立板而

模仿猛兽，使敌联想猛兽行为进而起到威慑作

得名。“弓鞋”
，是中国汉族妇女缠足后穿的木

用的服饰样式。《清史稿·洪秀全》也记载太平

底鞋，从正侧方看，底与帮分界处形似弯弓。

［３］

天国制定服制时存在“自检点至两司马，皆兽
头兜鍪式……”
的服饰现象。
类似的局部模仿猛兽的服饰威慑方式还
有秦以后执法大臣的专用首服——
—獬豸冠，其
冠形来自中国古代传说的猛兽獬豸。
《异物志》

“花盆底鞋”则是中国满族妇女天足而穿的高
跟鞋。鞋底早期为船形，
后来发展为上下粗，
中
间细，
形状酷似花盆，
高度也从原先的 ３～６ｃｍ，
增至 １０ｃｍ 以上。
同时，一个民族的特色服饰很容易与其特

载：
“荒中有兽名獬豸，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

色建筑在形式上有相近之处。泰国古称暹罗，

者，闻之论则咋不正者。”秦以后，模仿獬豸角

在郑和下西洋的七次航行之时，暹罗与中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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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甚多。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多次记载暹罗人

之裲裆铠前后的皮甲或小甲片防护性能强了

的服饰特色：
“男女椎髻系单裙。富家女子金圈

很多。明光铠最大的特点，正是胸背部的甲片

另有：
“男
四五饰于顶发，
常人五色烧珠穿圈。”

上有两个相对称的圆形或椭圆形的护心镜，保

女椎髻，白布缠头，穿长衫，腰束青花手巾，其

证了前胸两块大面积整体护甲对心、肺等重要

上下谋议，大小事悉决于妇。……妇人多为尼

器官的防护，对箭矢的防护效果尤其良好。出

姑，
道士能诵经持斋，
服色略似中国。”［５］椎髻，

于防锈等原因，这两块整体护甲常摩擦光滑、

即是将头发挽于头顶束成椎形的发式，一般在

反光强烈，因而得“明光铠”之名，王维的《老将

顶上偏后，是暹罗一带的特色服饰。清代无锡

行》中有“试拂铁衣如雪色”
的生动描写。

人季麒光在《暹罗别记》中则记载了尖顶冠帽

在防御功能和视觉功能之外，这两大块整

的形制：
“王出入乘象，前导亦鸣金列戟，所戴

体护甲完全对称，为着装者带来一种威严的视

如兜鍪而有锐向前，非玉非金，不知其何以为

觉观感，这是有视觉心理原因的。德国雕塑家

之也。所衣皆锦而赤脚跣足无靴履，此则番夷

希尔德勃兰特曾在 《造型艺术的形式问题》中

［６］
之俗矣。”
季麒光在这里专门提到冠帽有一个

分析过造型艺术的两个基本方向——
—竖直的

略向前的尖，还很有想象力地以中国兜鍪作比

方向和水平的方向。他指出一个大多数人习以

喻，放眼泰国湄南河两岸的佛塔建筑，不难发

为常却很少重视的现象：
“ 由于我们垂直于地

现这种尖顶帽式与泰国建筑的尖顶相映成趣，

面的姿势和双眼的水平位置这两个基本方向

这明显成为该地艺术普遍的造型风格。

理所当然地比任何别的方向更为重要，所有其

中国傣族女性的发髻梳饰，依稀见得到当

余的方向我们都是根据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

地竹楼的身影，成为干栏式建筑的化身。而蒙

来理解、判断和测量的……在大自然中这两个

古族、裕固族、满族等游牧民族，出于对天的原

基本方向符合于那些在我们机体中固有的东

始崇拜，就把自己的可移动的居室，搭成天穹

西，
而且符合于我们自然的感觉。因此，
一切以

式的帐篷，古人通称为“穹庐”
。看过那些散落

这种水平的或竖直的姿势存在的东西容易给

在蒙古草原上的座座帐篷，再看居民的帽子、

眼睛造成一种统一的印象。按这样的方式出现

衣裙以及上面的花边、纹饰，就好像将一个缩

［８］
在艺术品中的东西给整个结构以稳定感。”
这

小的帐篷戴在头上，
或是移植到身上一样。［７］

段话可能略显拗口却并不艰涩，如果进行视觉

３ 东方服饰立体造型中对称、平衡的形式美

比对，不难发现明光铠的主要结构，以及护颈

对称是形式美法则中的重要一条，具有平

盆领、腹部兽形吞口、双层护膊等次要结构，均

衡和对称等形式特征的视觉艺术品往往能给

做到既在“竖直的方向”实现了左右对称，同时

人带来庄重、威严和典雅的视觉与心理效果，

在“水平的方向”实现了平衡，完全“符合于我

比如纪念碑。服饰亦如此，尽管大部分衣服以

们自然的感觉”
，其庄重、威严的美感很大一部

没有支撑力的软质面料制成，但部分硬质的

分即由此而来。

冠、履和铠甲能够以自身形状表现出造型上的

魏晋南北朝以后，裲裆铠和明光铠还广泛

平衡对称美感。中国古代将领和骑兵部队的重

并存于隋军装备序列中。至唐，随着财力的雄

要铠甲式样——
—明光铠，即为能在视觉上实现

厚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明光铠已经在唐军铠甲

平衡对称美感的典型东方服饰之一。

中占据主流地位。唐明光铠系扎方法更为科学

最早出现于三国的明光铠继承了裲裆铠

耐用，背部圆护多已取消，前胸铠甲由一片变

的特点，也由前胸和后背两块甲片以及膝裙等

为两片，其防护面积之大前所未有，头盔也出

部分组成，但两大块甲片多为整体式铁甲，较

现护耳，唐安西都护府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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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众号令西域，极大地降低士兵伤亡率的明

角度说，加大对东方传统服饰中立体造型审美

光铠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极具视觉美感的明

价值的辨析，能够在设计中避免模特首服上加

光铠使唐军军容整肃，且戎服细节装饰无不见

上紫禁城等不合理的形式语言，综合现代人体

巧工心思，加之明快醒目的色彩，确堪泱泱大

工程学知识，支持服装设计活动更为科学、客

国之将，
堂堂大国之军。

观、合理地借鉴传统服饰精髓，从中汲取营养，

民服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硬质的皮革服饰

促进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同时，在当前一

能在实现物质与视觉功能审美价值的同时，增

带一路宏大战略实施之时，从文化高度去认识

大了男性着装者的体积。即使在民服中这一特

中国传统服饰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

征也普遍存在，就以蒙古族摔跤服（蒙语“昭得

上的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客观的研究成果与

格”
）为例，这种服饰中雄壮与华美并存，既有

广泛的成果普及，能够有效增进民族间感情，

戏装般的五彩缤纷又有戎装般的威武实用。这

化解交往中误解冲突的可能性，为一带一路战

套服饰上身为皮革制的绣花坎肩，坚硬如铁，

略培养和谐的文化氛围。

坎肩的边缘更铆有一道道银质铆钉，后背中央
则往往有圆形的银镜或吉祥文字的图样。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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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３２８３．
［５］［６］余美云管林辑注．海外见闻［Ｍ］．北京：
海洋出版
社，
１９８５：
７８－８０．

遍的对称形式美，实际上东方服饰品的立体造

［７］华梅．中国服装史［Ｍ］．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型也能以一定方式体现着安定与轻巧、对称与

１９９４．

均衡、对比与调和、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

［８］［德］阿道夫·希尔德勃兰特．造型艺术的形式问题

统一与变化等美的形式法则。

［Ｍ］．潘耀昌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７８．

４ 结语
从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理论体系支撑的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