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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绘画艺术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赵红艳，叶洪光
湖北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院作为 19 世纪末西方绘画史上的传奇人物，
梵高绘画艺术以其特有的审美趣味在庞杂的时装

提取归纳出梵高
王国里呈现着独一无二的个性，
并逐渐成为现代女装设计的热点。采用文献资料法，
绘画作品中的主要元素，
并结合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典型案例，
进行相应的设计实践。研究认为：
梵高绘
画艺术中的笔触元素，可以通过纱线织造和染色方法的变化应用于女装设计中，形成特殊的肌理效
果；
其绘画作品作为图案元素，
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和工艺手法予以表达，
使女装设计更加丰富；
色彩
元素可通过高纯度的色彩并置或大色块的对比形成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这一设计为女装设计形式
和设计手法的多样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以期对今后的女装设计提供一种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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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Van Gogh's Painting Art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Women's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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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As a legendar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W estern painting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Van
Gogh's painting art with its unique aesthetic implication presents a unique personality in the complex

fashion Kingdom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for modern women's wear design. This paper use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extract and summarize the main elements in Van Gogh's paintings,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in the light of typical cases in modern women's dress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brushwork in Van Gogh's painting art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women's dresses through the changes of yarn weaving and dyeing methods to form a special texture

effect. As a pattern element, his painting works are expressed through different arrangem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which makes the design of women's wear more diversified. The color element can form a

powerful visual impact through high -purity color juxtaposition or the comparison of large color blocks,

which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omen's design forms and design techniques so
as to provide a kind of design guidance for future women's wea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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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森 特·威 廉·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 年)，是闻名世界
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
是西方
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巨匠[1]。
梵高的绘
在现代女装设计中，

图 1

画艺术曾被多次借鉴与应用， Fig.1
为设计作品本身增强了艺术

梵 高 绘 画 作 品 《麦 田 的 乌 鸦》
Van Gogh's painting Crows in the
W heat Field

图 2 短笔触
Fig.2 Short brushwork

底蕴与审美价值[2]。目前学术界对于梵高绘画

高画中出现了短促的笔触[3]。例如从《麦田的乌

艺术的研究从多角度展开，例如梵高绘画艺术

鸦》
（图 1）中可以看到，
乌云密布的天沉沉地压

梵高
的色彩表现性，
梵高绘画的艺术形式语言，

在金黄的麦田上，短促笔触（图 2）围绕着形体

绘画艺术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价值等等，已有不

但又
边缘的轮廓线形成了波动起伏的地平线，

少成果。但研究都是以挖掘梵高绘画艺术本身

有序而紧密的排列着。印象派的色点在梵高的

的美学价值为主，对其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

笔下变成了色线[4]，这些短促的色线无不服务

用还研究甚少。梵高的绘画艺术中对于绘画元

了整体，
并成为梵高个人情感世界的外显。形

素的应用和表达方式无疑对现代女装设计具有

成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极大的借鉴价值。本文以梵·高的绘画艺术与现

而纱线作为织物的初使状态，
也蕴含着无

代女装设计的结合为切入点，分析梵高绘画艺

限可能。正如梵高的笔触最后形成了生动的画

术中的主要元素，即线、面、色的形式特征。首

面一样，
纱线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织造方法或染

先，
梵高绘画艺术对于笔触的应用和表达方式

色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面料，从而应用于现代

能给予设计师更多的设计思路，让设计作品

女装之中。织造方法大体分为机织和针织两

更加生动有趣。其次，由于梵高的绘画作品本

种，
但织物组织结构变化十分多样。在机织面

身就是独具吸引力的画面，能够使服装呈现

料中，
不同色彩的经纬纱通过机织形成缎纹组

出出人意料的韵味和视觉美感，所以作为图

织的织物，纬纱色彩将经纱色彩间断，即在面

案元素也被多次应用于现代女装设计之中，

料上形成类似于短笔触的视觉效果。而对于针

极具装饰性。最后，梵高绘画艺术中对于色彩

织面料而言，纬编针织物形成的花色组织，也

的表达是梵高作品中的最大亮点，这种用色

可实现短笔触效果。例如集圈组织、
纱罗组织、

的手法对于现代女装设计而言，能带给设计

添纱组织等。纱线通过染色方法实现短笔触效

作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果的面料，
主要采用的是间染纱线的方法。打

1 梵高绘画艺术中的笔触元素在现代女装

造出梵高绘画中短促有序的笔触形式和表面

设计中的应用

效果(图 3)，
富有装饰性。

1.1 短笔触的在现代女装设计
中的应用
短笔触是指简练而短促的
细小笔触，用众多的短笔触“化
零为整”形成的画面，十分富有
肌理感。受到点彩派画家修拉以
及曾一起作画的高更的影响，梵

Fig.3

图 3 短笔触在女装面料上的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a short brushwork on the women's 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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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后在针织与机织加工成织物后一般不需再

卷曲笔触形同火焰，充满动势和强烈的节

经染色加工，
既缩短了加工工序又减少了环境

奏感。在梵高的绘画中，扭曲旋转的卷曲笔触

污染，
又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6］。一是色纺纱能

是另一种独特的笔触形态。卷曲笔触将物象进

实现白坯染色所不能达到的朦胧的立体效果

行主观上的夸张、变形、重塑，它是梵高丰富的

和质感，
能给服装设计增添形似梵高绘画作品

内心世界的生动体现。例如梵高的名作《柏树

中的笔触效果。二是可以应用纱线绣花的缝纫

与麦田》
（图 4，左上 1 图），该画虽然没有鲜明

手法，
在针织或梭织面料上将纱线按照卷曲的

的色彩对比，
但曲线所构成的扭动形体却充满

线条紧密排列起来，
如同梵高绘画中卷曲的线

着抑制不住的激情与热烈[5]。道路旁的柏树在

条一样，
使服装面料呈现出漩涡感。三是采用

大地和天空之间飞舞，形成的卷曲线条相互扭

钩针针法或手工编织，如图 5 所示，既可以根

结着窜向天空，十分富有张力，令人炫目。

据设计意图，采用钩针针法形成卷曲的织物形

在女装设计中，一是可以应用不同面料的

态，最后应用在女装上时，能很大程度上增强

层叠堆砌形成卷曲的涡旋感（图 4）。面料的堆

服装的肌理感和层次感。也可将纱线手工编织

砌使得平面的面料形成了立体的效果，并具有

形成辫子形，
再在服装面料上按照一定的形态

独特的肌理。图 4 所示的是 2011 年华孚杯色

和意图进行弯曲固定，
也可表达涡旋效果。

纺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色纺纱由于纺纱前所

2 梵高绘画艺术中的图案元素在现代女装

故纺成
用的纤维原料均通过染色或原液着色，

设计中的应用

图 4 卷曲笔触在女装面料上的表达
Fig.4 Expression of curly brushwork on women's fabrics

图 5 卷曲笔触的设计实践（笔者）
Fig.5 Design practice of curly brush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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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绘画作品作为服装图案应用在现代

名画作为图案通过数码印花的手法被呈现在

女装设计中早已屡见不鲜，但所提取的图案元

女装上，
优雅大方，
时尚又不失韵味。虽然数码

素在面料上的构成方式不尽相同[7]。一般可以

印花的手法会使得图案在呈现上显得平面、缺

分为两种：单独图案和连续图案。两种方法都

乏新意，
但无疑是图案应用于女装中最为频繁

是将画作的元素作为图案移植在服装上，
富有

使用的手法。当然以刺绣手法来呈现整幅绘画

装饰性，视觉冲击强烈。

作品，效果会更加的强烈，增强了设计作品的

2.1 单独图案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空间层次和趣味性。但这种工艺手法相对而言

单独图案是指不与周围发生直接联系，可

耗时长、成本高，一般多应用于高级定制的女

以独立存在和使用的图案。在现代女装设计

装当中。例如在 2014 年秋冬高级定制系列中，

中，梵高的绘画作品作为单独图案出现时，有

Maison Martin Margiela 将梵高笔下一朵朵

两种形式：①整幅绘画作品作为单独图案；②

生动的鸢尾花绣在充满异域风情的修身镂空

从绘画作品中提取一个对象或元素成为单独

礼服上（图 6），远看明艳动人、夺人眼球，近看

图案。但在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当中，前者这种

细节之处又让人不禁称赞，
爱不释手。

形式的应用次数要远远多于后者。与此同时，

从梵高的绘画作品中提取一个对象或元

两种形式在应用上所采用的工艺手法也存在

素成为单独图案应用于现代女装中，
能形成较

倾向性。

好的局部装饰效果。例如，前文所提到的梵高

将整幅绘画作品作为单独图案应用于女

作品《鸢尾花》，
在原创女装品牌“两三事”的诠

装当中时，
由于图案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已然具备

释下，
则又是一番韵味。“两三事”
的设计师从

的装饰性，
多用数码印花的工艺手法予以实现[8]。

鸢尾花中提取花枝元素，装饰在服装的前肩

例如在 2010 年春夏，Carolina Herrera 的模

部，
不对称的设计简约大方。其图案面积相对

特穿着的婚纱上就印有梵高的名作《向日葵》，

较小，所以应用刺绣手法可行性强，同时又增

图 6 马丁·马吉拉 2014 年秋冬高级定制
Fig.6 2014A/W Maison Martin Margiela’
s co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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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服装的精致度。不

《星空》
《隆
计（图 9）从梵高的《麦田上的鸦群》

同于高定女装，由于

河的星夜》 等绘画艺术作品中提取图案元素，

“两三事”所面对的消

进行概括，
采用单独图案的构成方式及其前文

费群体正是没有太高

中提到的纱线绣花的缝纫手法，
在面料上缝纫

经济收入的年轻消费

毛线形成相应的图案装饰，并借助贴布绣、涂

者，所以对图案元素进

鸦等手法综合表现绘画作品中的效果，变化丰

行提取，作为局部装饰

富，
和谐饱满且富有节奏感。

更适合被应用于日常

2.2 连续图案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穿着的女装设计当中。
在考虑市场价值的基
础上，汲取梵高的绘画
元素以增添艺术底蕴，

图7

原创品牌“两三事”设计
作品 1
Fig.7 Original brand Two or
Three Things Design
Works（1）

连续图案是由一个图案组成的一个单位，
它反复连续而形成的图案。梵高的绘画作品采
用连续图案的方式呈现在现代女装设计上时，
一般也有两种形式：整幅绘画作品作为连续图

辅之以不夸张的设计更能被普通的消费者喜

案的一个单位和从绘画作品中提取一个对象

爱及接受（图7）。此外，2014 年第 23 届真维斯

或元素成为连续图案的一个单位。例如图 10

《盛开
杯金奖得主，也将梵高的名作《向日葵》

所示的 YVES SANIT LAURENT 经典作品，正是

的杏树》 中的元素进行提取，并通过刺绣、缝

以梵高绘画作品《向日葵》为灵感来源，将向日

线、涂鸦等手法的综合应用，形成了剪裁利落、

葵作为图案元素，借助精致的法式刺绣工艺

颇具设计感的作品（图 8）。向日葵成为胸前斜

呈现在女士夹克上。同系列的设计作品还有

向的装饰，即便观者能立刻联想到其作品灵感

来自于梵高的《鸢尾花》，
采用连续图案的排列

来自于梵高的绘画艺术，但是也不得不佩服设

方式，
让整个衣身被精致典雅的刺绣图案装饰

计者自身的设计功夫和独具匠心。杏树枝干被

着，
十分的高贵奢华。这是将完整画作作为连

抽取出来装点在门襟的两侧，区别于大多数设

续图案的一个单位进行应用的典范。而在原创

计者全然照搬梵高绘画艺术作品，该作者对图

品牌“两三事”的设计中（图 11，见下页），梵高

案进行了一定的排列组合，又和谐地服务于服

的静物绘画作品中的洋葱则是被设计师提取

装整体。它是在现代女装设计中，对梵高绘画

出来，形成连续图案应用于女装设计中，十分

艺术的一种很好的诠释。笔者在设计实践中，

具有装饰性。散点分布的方式让图案不显得呆

也力求将梵高绘画作品中的图案元素通过服

板和单调，
自由而有变化。虽然相较于单独图

装工艺手法进行创新表达。《麦田·颂》系列设

案的构成方式，
连续的构成方式在主题上显得

图8

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金奖作品
图 9 设计实践《麦田·颂》
（笔者设计）
《梵·出色》
Fig.9 Design practice work Ode to W heat
Fig.8
The JEANSWEST Cup casual wear
Field
design competition gold medal work V an
Excellent

图 10 圣罗兰经典作品
Fig.10 YSL’Classic

72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Fig.11

二月 / 第八卷

第一期

图 11 原创品牌“两三事”
设计作品 2
Original brand two or three things design works（2）

更
不够突出，但是采用数码印花时更加方便，
适用于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对于大众成衣品牌
的设计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梵高绘画艺术中的色彩元素在现代女装
设计中的应用

图 12 乔治·阿玛尼 2015 米兰时装周
Fig.12 Giorgio Armani 2015 Milan Fashion Week

置的效果。如图 12 所示，
在 2015 米兰时装周

梵高是一位善于运用色彩的表现性来表

的秀场上，
Giorgio Armani 汲取梵高绘画艺术

达内心世界的大师，他的绘画艺术脱离了对自

中的色彩元素，一改以往低调的色彩风格，采

然的描摹, 用色彩自由地表达着内心的诉求、

用薄荷绿、
天空蓝等纯度较高的颜色通过纱线

生活的状态，
甚至是对未来的恐惧[9]。梵高的作

传达出并置效果,优雅而浪漫。②可以通过染

品中习惯用光亮明快的夸张色彩以及大色块

色实现色彩并置。染色可以是在成纱前对纤维

的对比，他很少使用中间色过渡,通过提高色

以获得柔和的混
进行散纤维染色或毛条染色，

彩的明度、纯度使得画面富有张力，在画面上

色效果。也可在织造前对纱线进行染色，织造

形成色彩相互追逐的运动感。

出具有梵高绘画中色彩构成感觉的织物。

3.1 高纯度色彩并置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3.2 大色块的对比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高纯度色彩并置是将色点、色块并列在一

色块对比主要指色块的冷暖对比。大块平

起，通过空间和视觉生理混合以获得所需要的

整的色彩对比在梵高的绘画作品中是显而易

色彩效果的一种方法。梵高一改以往色彩暗浊

见的，
例如他的代表作品《向日葵》[12]。虽然在

沉重的画风，
开始用吸纳色彩鲜明、色阶丰富的

色彩学中并没有把色块并置的方法归功于梵

印象主义绘画方法，这是受印象派画家毕沙罗

高，
但是在现代色彩理论未形成之前梵高已经

的影响 。随后他开始用高纯度的颜色作画，

大面积的使用这种绘画方法[13]。受到日本版画

画面变得夸张而鲜亮，极具装饰效果。高纯度

的影响，梵高大色块对比被简化表达，并用坚

的色彩并置往往能带给人们热烈、奔放的感

实的线条围框起来，
颇具概括性。

[10]

觉，更加醒目[11］。

在现代女装设计中，
可通过面料的拼接实

在现代女装设计中，高纯度的色彩并置也

现这样的效果(图 13，
见下页)。将不同色彩的

花
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法表现。①采用花色线，

面料进行块面的拼接，
在造型上增强了空间层

色线因其按照一定比例混入彩色纤维于基纱

次，同时又因为对比色的应用，会形成强有力

中，所以纱线本身具有长短、大小不一的彩段，

的视觉冲击力[14]。此外，
还可以通过撞色搭配

用这种花式纱线纺成的织物也就具有色彩并

来实现大色块的对比效果。近年来，在欧洲时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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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图 13 大色块的对比在现代女装设计上的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large color blocks in modern women's wear design

尚发布中，多见非常对立的配色方式，呈补色
关系的色彩相互的衬托，构成有韵律感的设计
与搭配。甚至一些名人在平时的服装色彩搭配
中也用到了大色块的对比。例如维多利亚·贝
克汉姆用蓝橙两色搭配，无疑是参考了梵高的
著名绘画作品《向日葵》的配色。由此可见，
大
色块的对比在近年来的女装中的热度。

4 结语
通过对梵高绘画艺术的赏析和对相关文
献的分析，挖掘梵高绘画中可为现代女装设计
转换并借鉴的艺术元素及其元素的应用方法，
并结合现代女装设计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
行研究。研究认为：①梵高绘画艺术中对于绘
画元素线、面、色的应用为现代女装提供的很
好的设计思路。②梵高绘画中的线元素即笔触
的形式特征极具梵高个人的特色，成为女装设
计对于肌理感的体现的重要参考。③面元素即
梵高的画作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美
感，可以作为图案应用于现代女装设计中。④
梵高的用色也是他个人非常鲜明的名片，
其大
胆的高纯度用色和大色块的对比极具张力，提
供给现代女装设计色彩搭配以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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