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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王雨亭，
郭丰秋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
植物、
地图元素
《山海经》图像元素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天马行空和博古通今。其中对于神怪、

的设计应用体现了设计的直观具象性、
空间表现差异性以及凝聚的形式美的特征，在当代服装图案设
计中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文章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
现实产品的调查和图案应用的
实践展开，
对《山海经》图像元素的应用现状、
应用形式的相关案例进行剖析。《山海经》图像元素在现
美化和再设计得到的图案，运用刺绣和印花
代服装设计上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山海图》的借鉴、
更易被当代消
的表现手法将其在服装上进行演绎。图案的现代化再设计使得图像更趋向于现代审美，
费者所接受，
以实现《山海经》图像元素和现代服装设计的跨时代结合。
关键词院《山海经》图像；
应用
现代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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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Elements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WANG Yu-ting, GUO Feng-qiu
(Institute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image element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full of wild
imagination and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 Among them,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mmortals,
monsters, plants and map elements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visualization, spatial expression
difference and condensed formal beauty of design, and have promising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fashion pattern desig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application form of the image element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 investigation of realistic products and the practice of pattern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mage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is mainly
through the reference, beautification and re-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 use of embroidery and printing performance techniques to display the elements on clothing. The

modernized re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makes the image more inclined to modern aesthetics and is
more acceptable to the contemporary consume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ross -era combin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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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mage elements and modern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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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珍品，自战国至

力也略胜一筹。上海视觉传达艺术学院 2017

汉初成书至今，公认是一部奇书[1]。清代注家毕

年的系列毕业作品展里就有一组以 《山海经》

沅（1730~1797 年）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

为设计主题的毕业作品(图 3)。下半身借鉴现

提到：
“《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
但其原

代版陈丝雨所绘如鱼此鱼的图像特征，展露出大

著在古今流传中却丢失，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

片的鱼翼和鱼尾，给笔直的裤腿带来些许律动

“《山海图》遂绝迹，不复
（1757~1825 年）有曰：
可得。”
《山海经》古图已遗失，实属可惜。目前
所能见到的《山海经》图是明清时代绘画与流
传的图本[2]。据调查，
当代文人对于《山海经》研
究多集中于神话传说、地理勘测、民俗考究等
领域，对于将《山海经》图像元素与服装设计融
《山海经》古图的丢
合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甚少。

Fig. 1

失虽然给后人对其图像的应用研究带来很大

图 1 如鱼此鱼（明代蒋应镐绘）
Rupiyupainted by Jiangyinghao of the ming dynasty

难度，但是也给后人对其设计应用带来很大的
想象空间。本文将针对现代服装设计，以《山海
经》图像为切入点，研究探讨《山海经》图像元
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1 《山海经》神怪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1.1 如鱼此之鱼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
应用
《山海经·西山经》：
“鸟鼠同穴之山，滥水
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汉水。多如鱼此之鱼，
其状如

Fig. 圆

图 2 如鱼此鱼（清华大学陈丝雨绘）
The Rupiyu painted by Chensiyu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覆铫，鸟首而鱼翼鱼尾，音如磐石之声，
是生珠
玉。”[3]东晋著名学者郭璞（275~324 年）在《足
本山海经图赞》中提到：
“形如覆铫，苞玉含珠。
有而不积，
泄以尾闾。 与道会，可谓奇鱼。”[4]
如鱼此鱼，一种类似珠母蚌、鱼鸟共体的奇鱼。它
叫声如
形如一个温器，长着鸟头、鱼翼和鱼尾，
敲击磐石。如鱼此鱼体内可孕育珍珠，但并不积
攒在体内，而是顺其自然的排出体外。
经对比明代蒋应镐与现代陈丝雨两位画
师对于如鱼此鱼的绘制（图 1、图 2），现代的绘画
在明代较为简约的图画基础上丰富了表现手
法，不同部位的质感对比更加明确，视觉冲击

图 3 2017
“《山海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毕业作品《如魮鱼的应用》
Fig.3 The application of Rupiyu from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Visual Art’s graduate work named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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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珍珠零散地洒落在鱼身周围形成点缀。上

通过资料的搜集不难发现不同朝代对于

衣有意将折边裁成弧线相互交叠，也是为了模

应龙的表现手法不同，
汉代延续战国时期的风

仿鱼鳞层层交叠的一种形式。此套服装值得一

格（图 4），在图案的追求上更趋于大气、明快、

提的看点在背后的披风，大量珍珠图案出现在

干练、洒脱，相比之下发展到明代的应龙图案

纱织披风上，
隐隐约约，有种晶莹清透的感觉， （图 5）就显得拘谨，
少了些许霸气和威严，
但绘
披风是从上衣黑色披肩内从后背直垂下来，
仿

制更加细腻精致，相貌更加温和，这也和明代

佛珍珠在体内“有而不积，泄以尾闾”，使得该

过度专制的政治制度有关。国内设计师品牌

设计对如鱼此鱼的应用更为灵动。

MS MIN 将其 2017 年春季系列“有《山海经》也

1.2 应龙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有中山装”
（图 6）中，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层

郭璞在《足本山海经图赞》中提到：
“ 应龙

次地进行结合展现，
以刺绣的方式将应龙图案

禽翼，
助黄弭患。”[4]应龙是中国龙系统中唯一

以对称的方式绣于衣身两侧。龙首面相和善，

被描述有翅膀的龙，也是中国早期神话中兴

脊背处的龙翼微微张开，腾驾于云层之上，且

风布雨的天神。明代文学家胡文焕在 《山海

制作工艺细节精致与明代蒋应镐的表现手法

经》中有述：
“恭丘山有应龙者，有翼龙也。昔

类似，但在明代图案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改

蚩尤御黄帝，帝令应龙攻于于冀之野。女娲之

良，
减短了龙身在图案中的整体覆盖面积以突

时，乘畜车服应龙。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

显龙头的精美，简化了鳞片的繁琐程度，用几

即水卫。”[5]曾助黄帝打败蚩尤，助大禹治水，

根较短的曲线代替，
反而显得更有层次。两条

同时也是民间祈求风调雨顺的福星，有着吉

龙向前对望，似乎在进行某种交流，给整套服

祥的寓意。

装增添了不少神韵和趣味。

Fig.4

图 4 应龙（汉代拓本图）
Yinglongcalligraphy of the han dynasty

中
2017 MS MIN 早春系列“有《山海经》也有中山装”
应龙的应用
Fig. 6 The application of Yinglong by MS MIN 2017 early spring
series.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Chinese
tunic suit.

图6

1.3 凤皇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山海经·南山经》：
“丹穴之山，有鸟焉，其
[3]15-16
状如鸟，
五采而文，
名曰凤皇。”
东汉学者

“天老
许慎（约 58~147 年）在《说文》中有记载：
（黄帝臣） 曰：
‘凤之象也，麐前鹿后 （鸿前麟
Fig.5

图 5 应龙（明代蒋应镐绘）
Yinglongpainted by Jiangyinghao of the ming dynasty

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无色具
备。’
”[2]49 史料均对凤皇记载有“见则天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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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会上，比利时品牌 Dries Van Noten 设计师
对中国传统元素进行剖析，系列服装中大量运
用到凤皇元素，设计师取其型色，巧妙使用印
花、
刺绣，
将凤皇元素与西服衬衣结合，采用不
对称的构图方式，既有传统经典的金银刺绣，
又有颇具现代感色彩缤纷的数码印花，
多层面
Fig.7

图 7 凤皇（清代汪绂绘）
Fenghuangpainted by Wangfu of the qing dynasty

宁”
之说。郭璞有云：
“凤皇灵鸟，实冠羽群。八

展现了凤皇图案元素的形式美感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图 9）。

凤皇
象其体，五德其文。掀翼来仪，应我圣君。”
及凤凰（图 7），乃百鸟之王，积八象五德于一
身，堪称完美,寓意祥瑞。雄为凤，
雌为凰，
凤凰
同时也有象征美好爱情之意。
中国国际时装 周 2015 春夏 系列发 布会
上，中国高端时尚品牌 NE·TIGER 以“明·礼”为
主题在北京饭店作为开场大秀，发布了一系列
中国韵味十足的设计。其中杜鹃所穿着的一套
礼服上衣将旗袍立领盘扣元素与汉服广袖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但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礼
服上凤皇元素的应用，用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
凤翎成
将凤皇的羽翼装载在礼服的衣袖之上，
放射状自然展开，轻松自然、层次分明，有律动

图 9 2012 巴黎时装周上 Dries Van Noten 秋冬系列
时装发布会秀场上凤皇的应用
Fig.9 The application of Fenghuang by Dries Van Noten
2012 autumn/winter series fashion show in Paris
fashion week.

1.4 比翼鸟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比翼鸟在其东，其
《山海经·海外南经》：
[2]106
为鸟青、
赤，
两鸟比翼。”
《山海经·西山经》：

感，金线更增添了其高贵稳重感，颇有王者之

“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其状如凫，而一翼

气（图 8）。巴黎时装周 2012 秋冬时装周系列发

[3]154
一目，
相得乃飞，
名曰蛮蛮。”
比翼鸟又唤作

蛮蛮，色青赤，只有一只翅膀一只眼睛，必须
要两只鸟并在一起才能飞。笔者根据比翼鸟
的这些特点，参考清代蒋应镐所绘比翼鸟雏
形（图 10），
用青、
赤两色设计了
“比翼鸟”
图案，
构成手法，
在规律
并将其平铺排列，
使用
“特异”
性骨格和基本形的构成内，变异其中个别骨格
或基本形的特征，
以突破规律的单调感，
使其形

2015 中国国际时装周上 NE·TIGER“明·礼”高级定制华
服发布会秀场上凤凤皇的应用
Fig.8 The application ofFenghuang from courtesy & honesty haute
couture show in 2015 by NE·TIGER in China international
fashion week.
图8

Fig.10

图 10 比翼鸟（蛮蛮）明朝蒋应镐绘
Biyiniao/Manmanpainted by Jiangyinghao of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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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海经》植物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2.1 扶桑树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
用
图 11 “比翼鸟”图案设计
Fig.11 Pattern design of Biyiniao

增加趣味（图 11）[6]。
成新鲜反差，
产生动感，

《山海经·海外东经》：
“汤谷上有扶桑，十
日所浴，
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
[7]
枝，
一日居上枝。”
传说，
扶桑树是由两颗相互

笔者所设计系列服装基本以 oversize 大

扶持的桑树组成，故名为扶桑树。扶桑树也被

廓形为主，宽衣长袍，造型古典；色彩应用出自

说是连接神、
人、
冥三界的大门。扶桑树生长于

比翼鸟的赤、青两种颜色和图案底色鹅黄色，

汤谷，十个太阳在那里洗澡，其中九个在扶桑

贯穿整个系列，色彩艳丽，赤、青、黄三色给予

树下枝，
一个升出枝头，由金乌驮载照耀大地，

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面料材质选用毛呢塑造

如此往复，
造福众生（图 13）。现代绘制的扶桑

廓形，夏布局部印花，棉缎大面积印花和针织

树在古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保留

面料塑造垂坠感来展现系列服装；图案方面，

树的形象但相比古画更突出了太阳的形象，

“比翼鸟”
图案设计采用对称式设计、连错式排

红色的火焰带给人炙热感，云层环绕体现其

列和特异式构成。随着近年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通天地的特征。三足乌鸦与太阳融为一体，表

逐渐增强，汉字也成为当下流行图案元素之

现手法偏向于写意，画面美观直白，有现代艺

一。“蛮”代表比翼鸟，系列服装中采用刺绣的

术感（图 14）。

方式将其绣于衣身贴袋和袖侧二处。
《博物志》
有言：
“南方有比翼鸟，飞止饮啄，不相分离。”
比翼双飞常比喻夫妻恩爱，此处“飞止饮啄，不
相分离”很好的概括了其寓意，因而为笔者所
用，汉字图案采用红蓝双色错位叠加的方式进
行排列并将文字错落分布在服装各处。错位叠
加，红中有蓝，蓝中有红，也是对比翼二者“不
相分离”的一种诠释。系列服装用色大胆，
把复
古造型和现代化图像元素结合，传达出传统文

Fig.13

化意蕴之美（图 12）。

图 12 “比翼鸟”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图
Fig.12 effect drawing of the use of Biyiniao image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Fig.14

图 13 战国漆器上的扶桑树图案
Fusang tree painted in the lacquer of the Warring States

图 14 扶桑树（清华大学陈丝雨绘）
The Fusang tree painted by Chensiyu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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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视觉传达艺术学院 2017 年系列毕

暗色的背景中显得尤为出挑。线的重要特征是

业作品展里一组以《山海经》为设计主题的毕

长度，
基本的功能是限定图形的轮廓，
不同粗细、

业作品中（图 3）不难发现其上衣衣片运用到扶

长短、质感的线，能表现出风格迥异的画面 [9]。

桑树图案元素，图案借鉴陈丝雨所绘扶桑树，

此处线条长短不一，但是抑扬顿挫极为传神，

并稍作调整修改加以移用。笔者认为此处应

是树叶更具生气。黑色的花朵设计看似随意，

用只是出于成衣效果和整体美观，并无特别

在墨
有大有小，
形态各异，但其分布错落有致，

含义。

绿的背景中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很好的衬托

2.2 建木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出树叶的轮廓（图 16）。系列服装用色沉稳，整

“有木，其状如牛，引
《山海经·海内南经》：

体偏灰色系，三套服装对图案的展现分别采

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
其木

用袒露、遮挡和半遮挡的方式，增加设计的稳

若蓲，其名曰建木。”
《山海经·海内经》：“有

重感和服装系列的节奏连贯性。引用元素较

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

为直白，图案设计将抽象与具象手法相结合

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

（图 17），富有现代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暤爰过，黄帝所为。”[6]91 建木应为高大树木，
叶

与西方西服外套相融合，也是当下时尚界流行

绿色，树干红色，叶为针形或剑形，花为黑色或

的一种设计手法。

青色，
果实为黄色，象麻子（图 15）[8]。建木也有
连接天界和人间的神木天梯一说。

图案设计
图 16 “建木”
Fig.16 Pattern design of Jianmu

Fig.15

图 15 建木孙小琴绘
The Jianmu painted by Sunxiaoqin

笔者设计建木图像信息的系列服装廓形
偏向修长，造型古朴庄重；色彩应用主要出自
建木的红色树干和绿叶，选用纯度较低的豆沙
红和墨绿作为主色相互交叠穿插应用；面料的

图 17 “建木”
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图
Fig.17 effect drawing of the use of Jianmu image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选取以毛料和呢料为主，融入图案提花对其进

3 《山海经》地理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

行改造，丰富视觉效果和设计点；图案方面，

中的应用

“建木”图案是对其剑形树叶、黑色花朵进行单
独设计，金色作为整体服装的点缀色，以线的
方式用刺绣的工艺手法勾勒出树叶的形状，在

3.1 《山海经》地图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天下地
《山海经图》也被命名为《山海图》

服饰与艺术：
艺术应用

该图
志图》或《天下图》。
《山海经图》为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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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周山图像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显示了远古时代的中国所在之地——
—古昆仑

《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大荒

一带的概貌等许多内容[10]。相传《山海经》原本

之隅，
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
有两黄兽守

有图，但是古图早已失传，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2]574
之。有水曰寒暑之水。”
在西北海外大荒角

只是一些动物、人物的造型插图，它们没有地

落，
有座山因为断裂而合不拢，
名叫不周山，由

理方位信息[11]。但后人对《山海图》探索却从未

两只黄色的怪兽守护着。因
“共工怒触不周山”

停息。在朝鲜保存的古籍中出现了许多古代的

故事的普及，
“不周山”
的名气似乎不亚于
“古昆

《山海图》或《天下图》
（图 18）。

[12]
仑山”
。值得注意的是
“有山而不合”
的文字表

述，因为这是对有缺口环形山这种特殊地形地
貌具有专业术语性质的准确观察和描述[6]72。山
间有一条半冷半热的水流叫做寒暑水。除其山
势特殊以外，
两只守护兽也是不周山的特点之
一。清代汪绂绘制的不周山图变现手法较为直
白，一座合不拢的山下有两只怪兽，通俗易懂
但画面中缺少联系（图 20）。

Fig.18

图 18 《山海经》天下图 16~17 世纪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world map from 16th
to 17th century.

上海时装周 2018 春夏系列发布会上，国
内品牌密扇以《山海经》作为灵感来源，结合侏
罗纪的时代特征，以“山海错”为主题，将二者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其中应用到了《山海经》地
理图像元素。有大面积的裙部地图印花，
图案
与面料撞色极具视觉冲击力，也有小部分的刺
绣装点在衣袖侧边，突显其小巧精致。设计师
将《山海图》进行拆分，提取局部图案进行运
用，图案由线条和汉字组成，简洁明了富有现
代感（图 19）。

Fig.20

图 20 不周山清朝汪绂绘
Buzhou mountainpainted by Wangfu of the qing dynasty

北京时装周上久久童装 2018 春夏以《山
海经》为主题的发布会上将不周山图像元素应
用到了图案设计当中。在古图和古文的描绘和
图 19 2018 上海时装周密扇春夏系列中《山海经》地图图像的应用
Fig.19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map by MUKZIN spring/summer series in Shanghai fashion
week 2018.

记录下，该品牌的图案设计中山体呈现层层裂
开，
环环相绕状，
山下两只怪兽相对而坐，山间
有水流，
云雾缭绕。图案色彩采用黑、白、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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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进行绘制，构图运用对称式结构进行表

特的神话背景故事也隐含着一种中华文化独

达。图案绘制细致入微，怪兽仿佛藏于山中，
仅

具的神秘吸引力。

近观可得，远观全图又好似一幅现代即兴艺术
创作。独具匠心，妙不可言（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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