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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系青铜器龙纹在服装中的应用研究
赵

静，
钟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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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纹饰的艺术价值极具地域特色，其装饰充满神秘感和巫文化感。

文章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图像法、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楚系青铜器龙纹的艺术特征与其在服
装上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研究和系统描述，研究认为：①楚系青铜器龙纹自身需要通过元素提
取、打散重构等图案设计方法在保留神韵的基础上迎合现代审美需求；②在服装上的表现形式也
需配合服装款式、整体风格，其中写实龙纹适合整体应用于简洁风格的服装，抽象龙纹和类龙纹
适合重点以及边缘应用于各类服装；③龙纹以印染形式表现直接明快，而以抽绳、绗缝等工艺形
式表现则含蓄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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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arel Application of Dragon Patterns on Chu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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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stic value of Bronze ornaments of Chu State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very regional and the Bronze decoration was full of mystery and witchcraft cul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image metho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u series bronze dragon pattern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clothing.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first of all, the dragon pattern of Chu series bronze needs to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pattern design methods such as element extraction and disintegration rearrangement

to meet the modern aesthetic needs. Secondly, the expression on the clothing needs to be matched with the

clothing style and overall style, and the whole realistic dragon pattern needs to be applied in the simple
style clothing. The abstract dragon pattern and the dragon-like pattern need to be partially applied in all

kinds of clothing; The dragon pattern is direct and bright in the form of printing and dyeing, while it is
implicit and introverted in the form of drawstring and qui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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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系青铜器作为青铜器工艺技术的杰出

类，一为写实龙纹，二为抽象龙纹，三为类龙

代表, 是构筑“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

纹。下文中将根据分类对各类龙纹在服装中的

宇”的六根重要支柱之一 [1]，是当时楚国时代

应用进行分析研究。

精神的物化表现，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变化

1.1 写实龙纹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其艺术特征。春秋早期还停留在继承西周晚

所谓写实龙纹即龙形较为写实，
形状多为

期传统古朴风格的初级阶段，此时以窃曲纹

“S”形或“C”形，一般都能看出龙头、龙角、长

为主；中期蟠绕龙纹、蟠虺纹出现。随镶嵌技

舌、
鳞片以及龙爪等典型龙特征[6]。蟠绕龙纹其

术的发展，镶嵌红铜的侧行龙纹和尖浮龙纹

中一种躯体走向呈“L”形、
“S”形等，虽然龙身

出现。晚期蟠绕龙纹向纤细繁复发展，蟠虺

整体粗
较规整，
但龙头形状较清晰，口吐长舌，

纹、侧行龙纹、尖浮龙纹等同时流行。战国早

细对比、
凹凸线对比、
直曲对比综合运用，形象

期纹饰风格更婉转优美精细，出现变形虺龙

生动；楚系青铜器上独有的侧行龙纹，多呈现

纹、变形云龙纹、及透空以及圆雕龙形装饰，

龙的侧面形象，龙足、龙头、龙身等俱全，中间

此时蟠虺纹消失。中后期由于铁器的出现，
龙

多放置一个圆形，呈二龙戏珠之态，后期逐渐

纹风格逐渐简化，几何化 。20 世纪 60、70 年

简化但仍应用单轴对称的构图方式；圆雕龙纹

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楚文化。张正明主

呈立体形式装饰在青铜器上，
是写实龙纹的集

编了《楚文化志》 等；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

大成者，也是工艺上的巅峰表现，多由楚国特

铜器纹饰》[4]提供了大量纹饰拓本等。新西兰

有的失蜡法铸造，整体精细繁复，最大程度上

汉学家诺埃尔·巴诺德的《楚艺术的起源与性

表现出了楚国青铜器的高超工艺水平和浪漫

质》[5]对楚青铜器纹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虽

主义情怀（表 1，
见下页）。

[2]

[3]

然关于楚系青铜器的相关研究很多，但是专

结合青铜器龙纹艺术特征分析，立足于龙

门针对楚系青铜器龙纹在服装中的现代应用

纹原型，保留纹样神韵，通过元素提取的图案

的相关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因此存在研究空

设计方法，进行合理的再设计，并应用于现代

间。楚系青铜器龙纹作为古代图腾观念下孕

服装设计是青铜器龙纹创新与应用的重点途

育出的传统图案，在文化性质和形态特征上

径之一。所谓楚系青铜器龙纹的元素提取[8]是

都与现代图案有着极大的不同。如何更好的

根据设计构思有选择性地提炼楚系青铜器龙

发挥和保留古代图腾图案的优势又将其和谐

纹元素，
提炼出的纹样灵活地运用在现代图案

地融入现代服装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

设计中，
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楚系青铜器龙

文从 设计角 度对 楚 系青 铜 器龙 纹 的 造 型规

纹图案中，搭配的图案元素多为同时代下的流

律、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归纳整理和分类描

行元素，如凤纹、云纹等。笔者认为可以将龙

述，并通过印染形式以及工艺形式两方面探

纹与国外标志性动物或建筑风景等配合，使

究其与现代服装的关联性，希冀对现代服装

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事物突破限制

设计有所启示。

出现在同一图案中，增添其趣味性。或将形象

1 楚系青铜器龙纹以印染形式应用于服装

化的龙纹与抽象的几何纹样组合，迸发出新的

服饰在现代消费者眼中更多的是实现自

火花。如图 1(见下页)采用提取元素的设计手

我个性的表现方式，通过服饰图案的风格来满

法，
提炼出侧行龙纹中的重点元素，
突破原先的

足自身的审美需求。印染形式表现的服饰图案

再
水平构图，
以圆形构图形成类似徽章的纹样，

以较为直接的方式给予服饰鲜明喻义，使得服

结合波点纹样以及条纹格纹等几何纹样，使其

饰充满内涵。笔者认为可将龙纹分为三大种

具有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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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写实龙纹的艺术特征[7]
Tab.1
种类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istic dragon pattern

拓本

简化

风格特点

蟠绕龙纹

以一个单体龙纹或互相不交连
蟠绕龙纹为一个单元纹样。龙纹
躯体走向：L 形、C 形、S 形、弓形
或三角形

侧行龙纹

侧视一足或二足作昂首或后顾
奔腾状，极富动态

圆雕龙纹

龙形多样化，姿态各异，有较强
的立体感和动态感，
立雕或镶雕
的龙形互相穿插，纠结，交替形
式构成极其繁复的造型

（a）原图

（b）提取元素
图1
Fig.1

提取元素示意(笔者设计)

Diagram of extracting elements(designed by the author)

从设计要素角度分析，楚系青铜器龙纹以

者重复排列，
前者可以使得人物纹样具有时代

印染形式应用于现代服装中的表现方式主要

特色，
如图 2 左中所示以龙纹外轮廓为基础，填

有整体应用、重点应用以及边缘应用。而写实

充几何纹样，
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后者会使

龙纹多采用整体应用。整体应用，大多是将单

得整体效果整齐稳定，保持了大气简洁的艺术

独的青铜器龙纹与其他纹饰进行有机组合或

风格，
符合现代服装设计的市场需求，
实用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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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简单朴素，注重庄严肃穆之感。初期纹饰代
表窃曲纹以中间目形为旋转中心，
在目形的左
右加方向相反的两个形如横 S 形的两端弯曲
的形状。蟠曲龙纹则是将龙奔腾的形态线条
化，体现出了龙奔腾时的灵动活力，流畅自
然，符合流线旋律形式，具有韵律美。而曾侯
乙墓中的蟠曲龙纹则偏几何化。第二种蟠绕
龙纹体躯较细，中间一细阳线两旁点缀星点
纹，简单抽象。双钩龙纹是将龙身或龙头简化
（a）与其他纹饰结合

（b）重复排列

甚至略去。尖浮龙纹将龙纹高度抽象，
运用高

图 2 整体应用示意

浅浮雕对比使得纹样表面呈凹凸不平感，似

Fig2 Overall application

蛟龙戏水，
富有动态美和韵律美。变形云龙纹

创造性共存，如图 2 右中所示，
将龙纹进行缩小

是将龙纹抽象为云纹状，呈方形转折的龙身

翻转，
规律分布中有变化，
具有秩序美。

而不辨或难辨首尾（表 2)。

1.2 抽象龙纹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打散重构，以传统龙纹为基础，
运用打散、

抽象龙纹多将龙纹进行简化处理，使得更

分割、翻转、
拼接等手法对原纹样进行一定程

方便制作和装饰。在春秋前期楚系青铜器龙纹

度的扭曲或分解重组，进行碎片化处理，打造

表 2 抽象龙纹的艺术特征
Tab.2
种类

窃曲纹

拓本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stract dragon pattern
简化

风格特点

早期的古拙随着时间的发展变
为秀丽

蟠曲纹

由一个或两个蟠曲龙纹组成二
方连续花纹带

蟠绕龙纹

多作侧视蟠曲纹，
但其纹饰单元
是由两条以上的龙互相缠绕，形
成二方连续或者西方连续的纹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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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双钩龙纹

以两条细阳线或细阴线勾勒，体
躯无填纹，单体或者蟠绕，又或
分体

尖浮龙纹

以高浅浮雕，表面凹凸不平，平
面和立体雕刻交错为纹，相当繁
密

变形云龙纹

一类为在双平行线上构成方形
转折龙躯，龙躯内填圆涡云纹、
三角云纹或星点纹；
另一类为一
条粗或一条细线龙纹，有的配以
几何线条

图案的光影效果或进行模糊处理，增添图案
的装饰效果，突出着装者的个性 [9]。如图 3 右
中将蟠曲纹进行打散，将其中的各个元素进
行自由拼接重组。抽象龙纹在现代服装中的
应用多采用重点应用。直接将龙纹图案置于
整件服装上可能会由于龙纹本身的复杂性使
其不适用于日常服装，反之将龙纹用于服装
的某些重要部位，局部点缀龙纹更简约自然，
应用范围广。重点应用比整体应用更加注重
图案美和与整体的和谐美。如图 4 中所示，简
洁服装款式的设计点落在图案装饰的局部，
如前胸、腰部、后背，使其成为视觉中心。虽然
使用了繁复的龙纹局部装饰但与款式组合在
一起十分和谐。

图4

重点应用示意

Fig.4

Key application

1.3 类龙纹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蟠虺纹和蟠蛇纹是指互相蟠绕的小虺或
小蛇，基本只保留龙身和蛇形龙头，是一种类
龙纹。蟠虺纹将单元纹样进行同质同形反复，
分粗细两个样式，逐渐简化，不变的是以方形
为单元；蟠蛇纹多以中心对称方式构图，将长
蛇蟠绕之态有序排列在器物之上；
变形虺龙纹

（a）原图

（b）打散重构
图3

Fig.3

打散重构示意(笔者设计)

Diagram of disintegration rearrangement （designed by the
author）

这种花
是将蟠虺纹进行变形立体化装饰器皿，
纹用来特指楚国青铜器上的绝佳产品——
—用
失蜡法铸造出来的异常繁缛富丽的虺形龙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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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3
种类

类龙纹的艺术特征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agon-like pattern

拓本

单元纹样

风格特点

近似正方形细花纹内四角各一

蟠虺纹

条小虺龙，其中两条尾部扭结

几条长蛇互相扭结为单元纹样，

蟠蛇纹

十分柔和婉转

高低两层，内外两圈，每圈有十
六个花纹单元，每个花纹单位由
变形虺龙纹

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虺龙组成，
虺下由不规则弯曲的小铜梗支
撑交替

附饰。变形虺龙纹细密如丝瓜瓤，富丽如绣球
花 ，
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结果（表 3）。
[1]

漫主义风格，
增添了趣味性。
类龙纹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多采用边缘

龙纹在变异过程中可采用两种形式，一种

运用。将类龙纹进行一个方向的复制，形成二

是对局部的变异，即保留龙纹的外部结构，
对

方连续的带状纹样，
与青铜器常使用的多层带

内部进行现代语汇的替换。如图 5 左边是笔者

状装饰如出一辙，主要装饰在门襟、袖口、下

以同样的手法来设计的龙纹图案，将传统龙纹

摆、腰带等边缘处。它可分为直线装饰和曲线

进行简化，渐变色彩使其具有立体感；另一种

装饰，
如图 6(见下页)左所示，
将龙纹直线装饰

是对龙纹进行整体变异，即将纹样内外部结构

在裙摆等处，色彩对比鲜明跳动；图 6 右在裙

在元素、风格等方面综合进行替换[9]。如图 5 中

摆、
门襟以及上衣底摆处装饰曲线带状龙纹，符

将龙纹的形态融入现代气息的结绳中，保留浪

迎合当代消费者审美。
合服装造型，
清新雅致，

（a）局部变异

（b）整体变异
图 5 变异法示意(笔者设计)

Fig.5

Diagram of the variation method（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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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钩针编织
运用螺纹棉线钩成的蕾丝钩针编织手法[11]
将楚系 青铜 器 龙纹 与 西方 文 化中 的 传 统面
—蕾丝相结合，用蕾丝面料充分表现出楚
料——
系青铜器龙纹中所蕴含的浪漫情怀与繁复精
致，且可以更融合、更和谐的方式表现出龙纹
的现代感和时尚感。如图 8 将龙纹蕾丝应用于
礼服设计中，结合透视和拼接等现代流行元
精致细腻。
素，
东西结合，
（b）曲线装饰

（a）直线装饰
图6

边缘应用示意

Fig.6

Edge application

2 楚系青铜器龙纹以工艺形式应用于服装
用工艺形式形成的图案对服装进行美化
装饰，可以提高服装的品质和档次,为服装的
艺术化、高档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0]。当
代科技不断进步、制造业不断发展，服饰工艺
加工途径变得多元化，出现了贴、钉、绘、编织、
为
剪、镂空、包边、水洗做旧、镶嵌等工艺手法，
创新龙纹提供了物质基础。

图8
Fig.8

钩针编织工艺示意

Application of the crocheting process

2.3 绗绣绗缝
绗绣主要是指将棉絮或毛绒作为面料间的

2.1 抽绳
抽绳工艺可以增添服装的肌理感和层次

夹层，用线迹按一定的图案线条走向来表现产

感。在应用实践中笔者化繁为简，将蟠曲龙纹

生凹凸不平的浮雕效果的图案装饰手法 [10]，

的流线元素融入抽绳手法中，以此来设计运动

增加面料的空间感和层次变化。绗缝工艺可以

服的廓形以及分割，如袖子、裙子等处抽绳工

应用在外套类服装，
适合各类场合和季节，
低调

艺的应用隐喻楚系青铜器龙纹的运动美。通过

笔者认为绗
简约。出于工艺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抽绳的褶皱来呈现龙纹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此

绣绗缝不宜表现过于繁复的龙纹，应以简化形

同时具有现代感，更容易被市场和当代消费者

式的龙纹为主，如图 9 中以绗绣绗缝工艺表现

接纳（图 7）。

的简化窃曲纹增添了面料的肌理，使得服装整

图 7 抽绳工艺示意
Fig.7

Application of the drawstring process

图 9 绗缝工艺示意
Fig.9 Application of the quil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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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谐且细节丰富。

3 结语
楚系青铜器龙纹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
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将楚系青铜器龙纹归类
分析可有效把握龙纹的艺术特征，从而为龙纹
的再设计及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奠定基
础。以扬弃的精神吸收借鉴春秋战国楚系青铜
器龙纹，再通过现代图案设计手法所设计出的
纹样，既保留了龙纹的精髓也具有现代特征。
楚系青铜器龙纹是现代服饰设计取之不尽、
用
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但值得注意的是楚系青铜
器龙纹需根据现代服装款式风格调整其表现形
式和装饰位置，
分析其造型模式，
挖掘其文化内
涵，探索其设计方法是楚系青铜器龙纹立足于
传统，
落脚于现代服装设计的有效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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