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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禅意服装的设计
田梅华
（山东省服装设计研究开发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0 ）
摘 要：在现代时装设计领域中，
禅已成为一个设计元素。设计师在禅意美学中找寻灵感，让奇特的文化形
式贯穿到服装设计当中，
用设计来诠释生活，
进入禅的境界，
禅意服装设计成为一种流行。文章以实例概括
出现代禅意设计的风格：崇尚简淡之风、自然之韵、空灵之境，追求天然和谐，物我合一的禅韵，并提炼出设
计方法，
以期为相关服装设计师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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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意是来自禅宗的一些思想。２０ 世纪 ８０

样，显露出立体几何图案，这是服装面料上的

年代以来，禅是非常流行时尚的。禅是一种心

一次革命性事件，这种与西方美学及成衣传

境，
一种回归，
一种信念。禅是东方传统文化的

统截然相反的东方神秘主义充斥着禅意。

精髓。禅意崇尚心灵的明澈，
提倡生活的素朴，

三宅一生擅长运用天然纤维织物， 他独

追求境界的空灵，尊重共生的和谐。现代禅意

爱稻草编织的日式纹染、起绉织物和无纺布，

服装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设计，体现人

偏爱黑、灰暗色调和印第安的扎染色。从大自

对内心外物的态度和爱。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现

然中摄取灵感，如树叶、树皮、海草、贝壳……

代禅意设计师及其作品进行介绍，然后概括出

设计出 自 然 界 各 种 物 体 表 面 形 状 的 肌 理 效

现代禅意服装的设计风格，最后提炼出设计方

果。他的设计手法来自禅宗的“自然、随性”的

法，
以期为相关设计者借鉴。

理念，采用掰开、揉碎、重组的手法，运用无结

１ 国际上以日本为代表的禅意设计师

构模式设计，这是一种创新模式。他的创作

１．１ 三宅一生（Ｉｓｓｅｙ Ｍｉｙａｋ）——
—意境的大师

“我要褶皱”系列（图 １），看起来非常简单，没

三宅一生是日本著名设计师，被时尚界

有形状，却疏而不散；看似信手捻来，实际上

誉为“服装意境的大师”。东方禅宗美学深深

含盖着无可比拟的空灵意境。这种对禅文化

影响他的设计理念，他的设计非常具有创造
力，集质朴、基本、现代于一体。他的设计理念
几乎可以与整个西方服装设计界相媲美，代
表着服装界未来方向的崭新设计风格。他的
作品以回归穿衣为原始目的，
“ 无束缚、无框
架、变幻不定”“形散而神不散”是其特点。三
宅一生的褶皱服装穿在身上符合身体曲线和
运动的韵律，平放的时候，又像一件雕塑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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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三宅一生的“我要褶皱”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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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抒发，赋予了作品以神奇的魅力，展现了禅

。他的服装风格“自然流畅、活动自如”
，寻
阿”

宗的朴实和灵性的美学。

求服饰对身体的尊重，利用东方民族服饰的直

１．２ 川久保玲 （ＲｅｉＫａｗａｋｕｂｏ ）——
—服装的自

线裁剪和平面构成，形成宽松、自由的着装风

由、
残缺的美

格。他擅长玩弄色彩，
把四季都想成夏天，
图案

川 久 保 玲 的 品 牌 名 称 为“Ｃｏｍｍｅ ｄｅｓ

取自大自然，他引领着一股不可抵挡的时尚潮

Ｇａｒｃｏｎｓ”
（法文可译为“像个男孩”
，常被简称

流，呼唤生活在摩肩接踵的灰色水泥世界里的

为 Ｃｏｍｍｅ）。她的作品风格奇特、前卫、宽松、刻

人们放弃纷争、
爱人、
爱自然。ＫＥＮＺＯ 的这种精

意的立体化、不对称、曲面状，被国际时尚界誉

神有着禅宗的思想——
—尊重共生的和谐之美。

为“另类设计师”
。她将日本传统
中不规则、缺陷文化融入到设计
中，结合西方解构主义的处理效
果，采用不对称的裁剪、利落的
线条及独特的色调，强调面料的
独特性和混合性图案的拼贴等
来进行设计（图 ２）。形式上，侧
重人穿衣的主体——
—人的内外
精神。她在创作中，始终保持自
我的创作信念和意识，她让服装

图 ３：高田贤三 ２０１６ 年初春度假系列 ＬｏｏｋＢｏｏｋ 的发布

的审美主体全然的融入到设计中，并达到一种

图 ３ 是 高 田 贤 三 ２０１６ 年 初 春 度 假 系 列

服装附和人而不是单独为了服装而穿着的境

ＬｏｏｋＢｏｏｋ 的发布。该季系列服装以黄土悬崖绝

界，
呈现出禅意自然的美感。

壁为背景，以斑纹和棕色为主调诠释了整个系
列，设计简约、剪裁流畅非常出彩，斑纹
图案同单色系一起融入到黄土色中恰
到好处，
达到了一种极高的意境。
１．４ 山本耀司（Ｙｏｈｊｉ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低调
的奢华
山本耀司的服装简洁、
流畅，
富有韵
味，设计风格无国界、无民族，不合常
规、不分性别。依据男装的理念去设计
女装，喜欢运用夸张的比例去覆盖女性
的 ｂｏｄｙ ｓｈａｐｅ，带出雌雄同体的美学观
念。他以日本和服缠裹、
层叠、
悬垂等传
统手法为基础，将西方的建筑设计风格

图 ２：川久保玲作品

１．３ 高田贤三（Ｔａｋａｄａ Ｋｅｎｚｏ）——
—欢乐与轻松

与东方的文化元素运用到设计中，形成
一种不对称的外观造型，使服饰不仅是

高田贤三的品牌“ＫＥＮＺＯ”世人皆知。他的

身体的覆盖物，而且成为“着装者、身体、设计

作品就像雷诺阿的画一样，只有浪漫的想象和

师理念”三者交流的纽带。他的这种设计风格

快乐的色彩。因此他被称作“时装界的雷诺

充满着东方哲学性，达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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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山本耀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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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马可作品 １

面人的精神， 而不是只见衣装不见人式的张
扬。马可的服装创立的是简单朴实的生活态
度，对物欲横流的一种叛离、
节制。不执迷于一
切世俗的欲望，如名誉、权利、利益等，摒弃奢
华，使心灵回归宁静与质朴，这正是禅的追求
（图 ５~图 ６）。
２．２ 梁子（天意）—莨绸的情结
——
中国时装界的环保大师——
—梁子，莨绸的
发现者、保护者、活化者。她邂逅莨绸、痴迷莨
绸、时尚活化莨绸二十年！这就是她时装环保
大师的由来。“天意”是梁子灵性的本位演绎。
其设计以“美丽、平和、健康 ”为理念，擅长将
图 ６：马可作品 ２

国际时尚和东方元素完美结合，把中国文化精

有你”
“物我浑圆”
的境界（图 ４）。

髓“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贯穿于天意服装设

２ 国内的禅意设计师

计开发的各个环节之中。

２．１ 马可——
—第一夫人的“御用”
设计师

梁子的设计含蓄优雅、灵巧精致，不奢华、

马可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御用”服

不张扬，崇尚天然与纯粹，讲究神韵美和形式

装设计师，一个服装界罕见的“遁世者”
。马可

美。始终保持天意服装从形式到内涵，天然康

参与创建的品牌有两个，一个是“例外

健的一贯风格。

—淡
—— 定 的 例 外 ， 一 个 是 无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梁子崇尚绿色、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不

用——
—原生态的无用。马可的设计风格一向基

论从面料、手工、绣染到配饰，她的设计每一个

于内心这个出发点，力求再现有力度的女性的

细节都体现出环保，每一步都从最环保的角度

美，
风格是质朴的、
本真的、
简洁的。线条简洁、

出发坚持自我风格，在服装设计中大量运用

大方、
流畅、
刚柔相济。马可认为：
“衣服不是用

麻、
棉、
丝、
毛等天然面料，
尤其是莨绸。莨绸是

她认为思想是
来看的，
而是用身体来感受的。”

中国独有的原生态环保丝绸珍品，曾经一度濒

核心，
服装只是一个载体。她崇尚人性的本真，

临灭绝。是梁子发现了它，
并且对它进行保护、

尊重知性本身，其设计的目的在于挖掘衣装后

创造、开发、活化，用莨绸制成四季时装，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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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天意莨绸”成为时尚界绝无仅有的天然康

，即回归生命自身，摈弃种
核心是“明心见性”

健的面料。她结合现代时装设计需求，研制开

种俗念，回归自然。自然之韵的服装设计风格

发出“天意柯莨”“天意彩莨”“天意生纺莨”

传递出“安然随性”的禅宗式审美哲学。近年

等新品种，结束了莨绸几百多年来单调的面

来，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貌，
赋予它更丰富的时尚蕴涵。她坚持环保，
坚

服装设计师们随时保持着一种超然的禅心，重

持原创，坚持对中国古老文化遗产莨绸的传承

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发展规

和保护，
向世界传播东方文化禅的魅力。

律，通过摈除矫饰的心态而达到一种超然的

２０１６ 年新品 《我是冬日里自由行走的花》 “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
的境界。
朱砂点点，莨色叠峦，我是莨花，生态莨绸与大
自然的繁花完美结合（图 ７）。

（３）空灵之境
当代服装设计中的禅意风格，通过简练的
形式、质朴的材质、素雅的色彩，提炼出东方独
具一格的意境之美，为观者呈现了一个与众不
同的世界，设计师都各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出
发，
诠释着禅意，
抒发着感悟并追求着超越。

４ 现代禅意服装设计方法
禅意服装设计遵循“简洁中见丰富，在纯
粹中见典雅”的设计原则。在设计理念上设计
师要提倡物体自然的生态观、简约的审美观、
传承的发展观。树立“非主流”的民族设计表
图 ７：梁子作品

３ 现代禅意服装设计风格
在对国内外的禅意服装设计进行剖析之

达，讲究一衣多穿、色彩的协调、单纯性、色彩
含蓄与主体和谐，并能够衬托人内在神采的自
不是模仿和仿生的自然，
然。这里所说的自然，

后，可归纳出具有禅意风格的现代服装的设计

不是任意和不遵循规律的自然，而是服装造型

自然之韵、
空灵之境。
风格：
简淡之风、

简约、宽松、舒适的自然，也是材质纯粹并呈现

（１）简淡之风
禅一直以来都追求超然、自在、化繁为简、

着创意肌理的自然，还是人的生存与地域、背
景、
文化、
个性和生活协调的自然。在工艺的制

返璞归真的境界，在现代服装设计理念中设计

作上，传统的绣花、毛边处理、亚麻面料和天然

师们提倡“简约的审美观”
，反对“视觉垃圾”
。

的饰边等组成了柔和而简练的当代风格线条。

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经济危机、资源危

设计师对面料要求很高，非常注重材料肌理的

机、环境危机威胁的时代，人们身心疲惫，禅宗

处理和材料的构成成份，设计师认为面料的肌

用“物我同化”“见性成佛”的回归本质的核心

理、成份给人的心理感受要能体现服装的品

理念为面对生活压力的现代人提供身心解脱

质。服装面料主要以植物纤维、
牛奶纤维、
蚕丝

的方法。作为信息传递的设计师，紧随禅宗的

织物及本色原棉、原麻、生丝、毛等低碳环保天

思想将其融入到设计中，形成简约唯美的设计

然纤维织物为主，面料呈现出一种创意的自然

风格，希望通过这种简单的着装来营造一种纯

肌理效果，如：亚麻面料突出的纹理，与羊毛、

净的精神氛围，
使人们的身心得以全然释放。

丝绸混纺的精致面料形成对照。织物纹理的质

（２）自然之韵
在对现代禅意服装设计对比之后，禅宗的

感是非常关键的元素，因为天然的面料都会饰
以合成材质的图层，或者是用特殊的编织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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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磨损效果，
来突出它的天然有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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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然和谐，物我合一的禅韵。

５ 结语
禅宗是具有艺术情调的佛教，它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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