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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诗词意境视域下服饰美学的设计分析
袁大鹏，
高娅雯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唐代诗词意境视域下服饰美学的研究设计有助于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服饰文化相融合，

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和深入。[研究方法]基于唐代诗词中对服饰的描写，同时参考同期文物、相关文献了解诗词
意境、
内涵及诗人情感，
将其与现代服饰文化相融合进行交互性试验。[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唐代古诗词意境视域
下服饰美学的设计包括边塞意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空间意境的服饰美学设计、自然意境的服饰美学设计、自由潇洒意
境的服饰美学设计。其设计原则是提取出唐代古诗词意境的基本设计元素，
采用现代剪裁方法及其相关工艺，提升服饰
元素巧妙合理地运用到当代的服饰设计中，
突出其民族性。
关键词院唐代古诗词；服饰设计；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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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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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alysis on Costume Aesthetics based on Tang Dynasty Poetry
YUAN Da-peng, GAO Ya-wen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

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costume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ng Dynasty’
s artistic poetry conception is

helpful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modern costume culture.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is
aspect is rare and lacks of deepening studie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clothing in Tang Dynasty’
s poetry, and referring to
cultural relics and related documents of the same perio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connotation and poet’
s emotion of poetry are
understood, and the interaction test is conducted by integrating it with modern clothing culture.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design of costume aesthetics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Tang poetry includes the design of costume aesthetics in
frontier fortress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design of costume aesthetics in spatial artistic conception, costume aesthetics in
natural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ostume aesthetics in free and natural artistic conception. Its design principle is to extract the
basic design elements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poems in Tang Dynasty, adopt modern tailoring methods and related
techniques, promote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dress elements to contemporary dress design, and highlight its nationali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poetry；
costume design；
aesthetics

唐代诗词意境视域下的服饰美学设计是指

的作用。本文将唐
承唐文化和丰富现代
“衣生活”

提取出唐代古诗词意境的基本设计元素，采用现

代诗词意境与服饰美学相联系，在充分了解唐代

代剪裁方法及其相关工艺，
提升服饰元素巧妙合

诗词中意境体现的服饰美学，提取唐代诗词当中

理地运用到当代的服饰设计中，突出其民族性，

的意境元素，
经过精简提炼将其运用到现代服饰

加强创新性设计，
创造出具有实验性的新时代民

设计中，
以期为相关服饰设计师所借鉴。

族特色成衣作品。这方面的设计有助于将中华民

1 唐代诗词中边塞意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

族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服饰文化相融合，起到传

所谓唐代边塞意境的服饰美学设计，是指基
于唐代边塞诗人所抒发的保护国家、建功立业、
壮志未酬、思念家乡的情怀，使服饰设计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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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气概的阳刚之美和儿女情长的无限柔情。

1.1 唐代诗词中边塞意境下服饰美学的设计
原则
在唐代边塞诗中的意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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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现诗人英雄豪迈、
保家卫国的志境和大量描
直抒情志。而
写边塞景观的趣境。志境心物交融，
意在情趣[1]。
趣境物在重心，
志境类唐代大多诗词中都有英雄豪迈超越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中笔者的作品 《衣者》
（图 1）就是以边塞诗中

磅礴的气势为灵感，其

时空的感觉，唐代又是边塞诗的高峰时期，部分

灵感来自于王昌龄 《相

诗词抒发诗人思念家乡、壮志未酬，保护国家边

“黄沙
和歌辞·从军行》

塞的，
挣的功名、
建功立业，
诗词中充满了英雄气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概的阳刚之美。边塞诗多用真实的地方进行虚实

终不还”
，利用了古代的

结合，
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
如李白《关月山》
“明

盔甲元素造型，每一块

月出天山，苍茫海云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

方体表示每一个士兵

[2]

胡窥青海湾。”这其中包括了许
关。汉下白登道，

心中日思夜想、无法割

多的真实地名，形成因情取景，
真假虚实相对比，

舍的“城”
，外套上一块

表现唐代超越时空豪迈洒脱的英雄气概。将其运

块方体是每一个士兵

用到服饰美学的设计中，可以将诗中诗人的坚

所背负的责任，同过方

毅、
凌云的志向展现得恰到好处。

体的大小折叠，大小的

图1
Fig.1

笔者的作品《衣者》
Yuan Da -peng’s The

趣境类唐代诗人大多将艰难困苦与乡愁寄

几何渐变，来折射不同

托于自然风貌、人文景观，
月亮的阴晴圆缺、
升降

的光，比喻巫云密布下

巫云、大漠等，描
起落以及恶劣的自然景象雪山、

的雪山泛着微微的光芒照射在铠甲的每一片鳞

写自然环境，以边塞苦寒的环境来与诗人心中的

片上，体现诗词中将军身着铠甲站立在沙漠中面

“侧闻阴山胡
情感产生共鸣，如岑参的《热海行》

对万千敌军充满战争气氛的景象，哪怕盔甲已破

儿语，
西头热海水如煮……”
用夸张的手法，
写出

也要打败敌国、
保卫疆土的气势。将诗人诗中保

了边塞环境的凶险，让人生出想与自然一较高下

家卫国的决心和誓死杀敌的英雄气概折叠在每

“家乡”
，
的决心。月亮在诗人的心中大多都代表着

一片几何体中，
每一片几何体都折叠着一个军人

在诗人的心中山川异域，
日月同天的景象。这使得

的故事。

明月成为边塞诗人心中的一种特殊的符号。

2 唐代诗词中空间意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

1.2 唐代边塞诗词意境中的服饰元素举隅

2.1 唐代诗词中空间意境下的服饰设计原则

王昌龄《相和歌辞·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

Man in Clothes

诗词中的空间意境多存在于诗人的情感中，

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寄托在诗中所描写的具体空间中、想象中的意

“志境”与“趣境”
楼兰终不还。”这首边塞诗中将

境，作者借助于事实存在的具体景象，融入情感

相结合，运用到设计中，诗词的前两句中连写

构建出一个新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景物和象的

“玉门关”
“楼兰”
“阴暗的雪山”
“黄沙”恶劣的

融合的产物[3]。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梅尧臣谈写

自然景观，像是将集中了千里地域长卷展现在

诗的主张说:“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
诗人借

眼前，鸟瞰了整个西域，境界广大，寄托着作者

助对具体事物和景象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心中的

对“孤城”浓厚的情感，这是这首诗中的趣境所

情感，让读者对诗中描写的景象加以想象，仿佛

相隔数千里，作者因情
在。
“玉门关”与“青海湖”

置身其中、
置身处地来体会诗人在诗中想表达的

取景，
当真实的地点与
“孤城”
“长云”
“黄沙”
相

情感。

互对照实虚结合时，渗透出了自身所担负的使

唐代山水诗中就有许多空间意境，具有空间

命及责任以及“百战”磨穿了“金甲”都还没磨灭

意境的山水诗一般情中带景，
景中寓情[4]。如李白

的报国壮志，展现了这首诗的志境。

在《赠汪伦》中有一千古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

1.3 唐代边塞诗词意境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

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借助对汪伦的情谊的象

应用举隅

与桃花潭的景相结合，
将自己与汪伦的情谊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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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潭千尺深的水还要深厚，
就是运用的空间意

素材进行设计，设计师通过对古诗词中的意境了

境的方式，暗示读者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构成

解，
用刺绣、裁剪等手段将其表现出来，将诗人的

用千尺深的景象来表达
了两人之间深广的情谊，

情感融合在具体有形的纹样、款式中，在服装的

自己的情感，
符合了情中带景、
景中寓情的原则。

一针一线中表现出来，
实现语言文字艺术与具体

唐代诗词中有许多用空间意境来比喻当时服饰

的实物艺术的表现相结合。以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的富贵华美，如杜甫《白丝行》中“缫丝须长不须

笔者的作品《衣脉相承》为例（图 2），其表现的就

白，越罗蜀锦金粟……春天衣着为君舞，蛱蝶飞

是王维 《鹿荣》
“空山

来黄鹂语。”
用春光明媚时的鸟语花香来表达服

不见人，
但闻人语声”

饰的华美精致，蝴蝶、黄鹂、鸟都为之起舞，动态

以及张九龄 《湖口望

富有生机的景象。将空间意境运用到服饰设计

庐山瀑布》
“灵山多秀

中，可以在服饰中展现诗中所表达的二重景象，

色，
空水共氤氲”这两

在设计中增加服饰的层次性。

首诗所表现的意境。

2.2 唐代古诗词中空间意境中的服饰元素提

由实物的时装设计为

取举隅

载体，重构、消散、打

唐代青原惟信禅师有一个著名的“见山见

破形色的表现和审美

水”
的言论，这是觉悟的境界，它的美学意蕴在于

的空间，质朴渐变的

消解或超越审美体验与世俗体验，
突出审美体验

染色系层叠，脉络清

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几个地位，
也强调审美态度

晰，旋转缠绕。从整

与审美境界的紧密联系[5]。例如唐代诗人常建的

体看有山水画的磅

《题破山寺后禅院》中
“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礴气势、肆意洒脱，

“万籁此俱寂，
但余钟磬音”几句诗词编写出了作

但是又能体现严谨

者寄情山水，忘却世俗，像是领略到佛家所说的
“空门”
一词的禅意[6]。

图2
Fig.2

笔者的作品《衣脉相承》
Yuan Dapeng’s work Suc原

cess in the same vein

的构图。局部纵横交错，
留白的艺术和宽衣文化
相得益彰。面料采用的是天然棉麻、
真丝等，
大有

王维就深受佛教的影响，
诗中带有或多或少

回归本源，
仿佛置身其中，游走在山水之间。刺绣

的禅意，
如《鹿荣》
“空山不见人，
但问人语生。返

上多采用破线绣、法绣、打籽绣各种刺绣手法和

大
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空山”
就颇有禅意，

埋线设计，纹理变化展现不同的效果，从各个角

有一种
“万事皆空”超然脱俗的感觉，与张九龄的

度展现展现山水之间，
如置身于诗中意境山水连

《湖口望庐山瀑布》
“空水氤氲”的“空”有异曲同
工之处，在这里空就是禅的意象，这便是这首诗
的第一重空间意境，
从这第一层意境禅定中提取

绵不绝。

3 唐代诗词中自然意境的服饰美学设计
3.1 唐代诗词中自然意境的服饰设计原则

了服装的款式，
在佛教的修行中禅定即与静谧通

中国自古就崇尚自然[7]，对自然有着敬畏之

畅处着宽衣松带，
所以在款式的提取中选择了宽

心，师法自然，将自然界提供的现成样品照搬化

衣、留白突出禅意。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

用，
所以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美学格外偏爱[8]，诗词

上。”
“灵山多秀色”提取了服饰的图案，用多种

中自然意境的服饰美学分为“形”
“神”
两种。

连绵的山峰与水
传统的手法来展现诗中的景象，

诗词中的“形”大多是将客观世界的具体形

波，
流入了茂密的森林，
这是诗中的第二重意境，

态的自然之物与服饰形态相关联，就如道家老庄

用诗中的景象与禅意构建出了整体服装的空间

的观点强调服饰只不过人类形体的附属品，
认为

意境。
“氤氲”
增加了服装的神秘色彩。

美学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会经过人为过多的刻

2.3 唐代古诗词中空间意境在现代服饰设计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
画，
如王昌龄《采莲曲》中

中的应用举隅

向脸两边开”用自然中的物体来形容女子的服

现代服装中多用诗词中的空间意境为灵感

饰，将自然与少女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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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强调人的服饰与自然的美相统一，
也可以看出

色彩，这是对秋风的联想，
诗人对情感所在，像是

当时社会的服装审美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自然之

画出了无限乡思的行人面对隔水青山，这是这首

美演变而来的。

“隔水青山似故人”中
诗中
“神”
的自然意境所在。

诗词中的
“神”大多是强调精神的世界，
代表

提取了服装的图案，将青山作为图案，展现了诗

了诗人的精神情感，
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自然之

将思乡的
“神”与故乡
人所思念的江南水乡景象，

物上，将其变成服饰上的花纹、色彩、面料、妆容

的
“形”
相结合，
做到
“形”
“神”
一体。

等来表现自己在上面寄托的情感。如在周濆在

3.3 唐代古诗词自然意境在现代服饰设计中

《逢邻女》中就有一句“参差羞杀雪芙蓉”形容女

的应用举隅

子的皮肤差不多要使白色的芙蓉花羞愧死，寓意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冯玲玲名称为“皛”的

女子比白芙蓉还要美丽迷人。用雪白的莲花来与
女子做比较，白色莲花自古以来就是纯洁的象

服装设计作品（图 3），
其灵感来源是来自杜甫《即

征，这里比喻女子的纯洁无瑕比莲花更胜一筹，

品就是利用了古诗词中自然意境中“神”这一方

将女子的雪白肌肤与自然的纯洁之物进行比较，

面，多层服装结构的层叠犹如长江两岸，层峦叠

贴合自然，将人的美丽比喻成自然之物，从“神”

嶂，整片服装是

上强调美学，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宽窄不一花纹

事》中
“暮春三月巫峡长，
皛皛行云浮月光。”
其作

杨贵妃著名第四大美人之一,她存在于唐朝

不同的织带进

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最鼎盛时期，当时

行编织，形成层

的物质条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杨贵妃作为

叠的关系。面料

当时天下女子的代表，
她的妆容服饰可谓天下女

肌理细节处展

子争相效仿的对象，
古往今来为她作诗的数不胜

现了巫峡之处

数，其中诗仙李白就在《清平调·其一》中有一句

无处不峡、暮春

流传千古“云想衣裳花想容”用的也是自然之物

中的三峡的景

来形容杨贵妃以及其服饰的美丽，
“云想衣裳”
也

象。银白色的服

侧方表现了杨贵妃的服饰之精美就连天上的云

装如银辉的月

也想要。用一个自然之物来反衬唐朝事物的精美

光挥洒在云上

以及杨贵妃的容颜，
这也是自然意境中
“神”方面

一般，展现自然

的体现。

中的奇妙，将虚

3.2 唐代诗词中自然意境下的设计元素提取

与实、象与形相

举隅

结合用来表达

杜甫的《即事》
“皛皛行云浮月光”中提取色
彩，
“ 月光”在这里就是诗人感情的寄托，
“ 皛”

暮春三月三峡两

图3
Fig.3

冯玲玲作品《皛》

Feng Lingling’s work‘皛’

岸的生命与清冷的月色，
与多层次的穿叠
“卷帘”

“月光”最是洁净清亮，
所以用最能代表洁净的白

做到诗中的
“形”
“飞阁”
的形相结合，
“神”
合一。

提现了整首诗自然意境
色来做服装的整体色彩，

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冯玲玲作品 《那

中
“神”
这一方面。
“飞阁卷帘图画里，
虚无只少对

人、
那山、那水》
（图 4）其灵感来源唐代诗人戴叔

“飞阁”
“卷帘”
中，
潇湘。”
将
“虚无”
的情感寄托在

伦的《题稚川山水》
“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

在飞阁中提取了提取了服装的款式，多层的编织

似故人。”运用水彩写实的手法，将图与景象相

及叠穿的方式展现了诗人多层情感的交叠，
达到

结合，将诗中所描写的
“形”用数码打印而出。花

与
“神”
的融合。
了自然意境中
“形”

画面的方式表现在服装上，用画表意，展现诗中

戴叔伦《题稚川山水》看上去是对自然美的

的“神”，做到了诗与画的融合。展现出诗中的自

歌咏，实际上是诗人借情寄意。
“行人无限秋风

然之物“水、青山”
，青山绿水营造出鲜明的意

思，隔水青山似故人。”
“秋风”
中提取了主体的

境，还用了手工订珠、羽毛等手法来表现立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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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幽人对酌》
“我醉欲
眠卿且去，明朝有意
抱琴来。”和杜甫《船
夜援琴》
“……舟中只
有琴。七弦为益友，
两
耳是知音”这两首诗。
耳环采用了不对称的
方式，一面有流苏作
为装饰，弦做流苏，左
右呼应的耳钉做呼
应，似有潇洒自由的
意境，天地间唯有琴
音声声入耳，不在乎
世俗的条框、肆意洒

图 5 故宫文创《扬清音》耳饰
Fig.5

似有琴
脱，摇曳生姿，
图4
Fig.4

冯玲玲作品《那人，那山，那水》
Feng Lingling’s That Man, That
Mountain, That W ater

Earrings of the Palace
Museum：Y ang Qing Y in

音悠扬。

5 结语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文化集大成者，边塞

平面的视觉效果。

诗多是国家的战争诗人多保家卫国，壮志凌云，

4 唐代诗词中自由潇洒意境的服饰美学设

所以边塞诗中多带有政治色彩，
在边塞意境下的

计
4.1 唐代诗词中自由潇洒意境服饰的设计原则
在唐代，西域民族的服饰与面料传入中原，

服饰美学设计多大气磅礴，充满英气。具有空间
意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
其中设计元素及含义层
次较多，
多为设计复杂手工制作繁琐。在自然意

与当时的服饰相互融合，胡服兴起，女子中兴起

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图案元素多采用自然景

了穿胡服男扮女装的行为。如刘禹锡的《观柘枝

物，与其他的意境相比，无论从款式还是图案上

舞二首》中就有写到“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

都较为真实，简单易懂。自由潇洒的意境多看作

就有提到胡服的存在，
“葳蕤”意为草木繁盛的样

者本身，诗人的性格及当时身处环境，都有很大

子，
也证明在唐代胡服的流行。盛唐兴起女扮男

的影响，
在自由潇洒的意境下的服饰美学设计多

装的风潮，开始是在宫廷中流传，后来坊间人民

打破常规，
推陈出新，
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自由

从陕西历史博物
上行下效，
无论尊卑，
皆为时尚，

潇洒的意境是最能与未来和科技感的服饰设计

馆藏着男装女俑装扮上看，女子头梳双股高髻，

相结合的意境，做到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科学设

着圆领袍服，腰束带，
脚穿靴，这些皆为男装。唐

计中。

代诗词中自由潇洒意境中多展现打破了传统的
条条框框，
开放、
随性潇洒、愿意改革创新接纳新
的事物。将诗词自由潇洒意境运用到服饰设计
中，就是多从个性化出发，不按常规创作出不同
的作品。

4.2 唐代诗词中自由潇洒意境的服饰设计元
素的提取和应用举隅
在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中曾出品过一副饰
品《扬清音》耳饰（图 5），
灵感来源就是李白《山中

参考文献：
[1]阎福玲.中国古代边塞诗的三重境境[J].北方论丛，1999（4）：
61-65.

YAN Fu-ling. The Tripl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rontier Poems[J].The Northern Forum, 1999(4): 61-65.
扬州诗局刻本，1706:3.
[2]曹寅，彭定求.全唐诗[M].扬州：

CAO Yin, PENg Ding-qiu. Poems in Tang Dynasty[M].Yangzhou:
Yangzhou Poetry Bureau, 1706:3.

[3]岳本聪.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J].语文教育研究，2003(Z2)：
21-22.

96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零年

二月 / 第九卷

第一期

YUE Ben -cong.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J].Chinese Reference Middle School, 2003(Z2):21-21.

[4]王英珍.唐代山水诗的意境美[J].学周刊,2011(24):201.

WANG Ying-zhe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andscape Poetry
in Tang Dynasty[J].Learning Weekly, 2011 (24): 201.

[5]汤凌云.中国美学通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出版社，2014:
1.

TANG Ling-yun.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Volumes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M].Nanjing: Jiangsu Publishing
House, 2014:1.

[6]庄晓燕.佛教思想对唐代诗词的深远影响[J].消费导刊，2008
(22)：201.

ZHUANG Xiao-yan.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Buddhist thought

on Tang poetry[J].Consume Guide, 2008(22):201.

[7]张宁刚.服饰美学观在我国古典文学诗歌中的体现[J].人文天
下，2016(6)：110-111.
ZHANG Ning-gang.Embodiment of Costume Aesthetics in Chi原

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Poetry [J].World of Humanities,
2016(6):110-111.

兰宇.中华民族服饰美学思想诞生研究[J].西安工程大
[8]胡根红，
学学报，2009(5)：43-47.

Hu Genhong, Lan Yu.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s

ideology of Chinese national costume[J].Journal of Xi'an Univer原

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5): 43-47.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