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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艺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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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研究意义]组合纹样是霞浦畲族女装服斗艺术区别于其他地区畲族服饰艺术的特性，它与霞浦地区传统的民族

观念息息相关，
呈现了浓厚而悠久的地域性民间艺术特色。[研究方法]文章通过文献资料分析与宁德博物馆馆藏实物考
对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及艺术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根据组合纹样总结出来的造型艺术、
证，
构图形式、色彩特征融入到现代女装设计中。[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的组合纹样追求方圆互济
的造型艺术、兼并包容的构图形式、循环相生的五行对比色彩，暗示着畲族人对中和之道、豁达大度处世态度的尊崇，圆
通畅达、福祉无穷的生活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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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bined Patterns on the Front Placket of
Women's Wear of She Minority in Xia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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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China;
2.Editorial Office of Fashion Guide,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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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ed patterns ar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She minority women's wear in Xiapu,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features of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She minority women's wear in other region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 in Xiapu and represents a strong and long-standing regional folk 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llections of Ningde Museu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manifest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combined patterns in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She minority women's wear in Xiapu
and then integrates the styling arts, patterns and color features summarized from the combined patterns into the modern
women's wear desig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ombined patterns in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She minority
women's wear in Xiapu, feature the styling arts which combine squares and circles, the patterns which highlight the concept
of inclusion and the colors which convey the philosophy of the five elements. All of these imply the She people's respect for
neutrality, generosity and open-mindedness and their pursuit of a happy and successful life.
Key words: She minority in Xiapu;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combined patterns; artistic features

组合纹样是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纹样的构架

情感。其纹样内容多从自然生活的物象中提炼而

元素，在其精神文明下劳动群众根据自身需求应

来，与生态环境遥相呼应，同时又受到霞浦畲族

运而生，
寄托了霞浦畲族人民的精神信仰与民族

在组合纹样的内
民俗文化崇尚的道教思想教化，
外造型、构成形式、色彩表达上皆呈现出醇厚质
趣、独具匠心的艺术风格，被畲民们频繁的跃然

2019-09-06；

2019-10-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7YJCZH079）
张馨翌，硕士，江西服装学院服装设计学院教师。
通信作者：李强，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副
编审、常务副主编。

于女装服斗纹样之中。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于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纹样的研究多集中于独立个
体纹样的研究范畴，
一些书籍资料已介绍了服斗
中不同纹样的题材、色彩、构图形式和工艺表现
手法，探讨蕴含在纹样背后的民族信仰、精神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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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思想情感[1]。也有学者在选取霞浦畲族服饰

从而展现出一个新的整体造型。其造型外轮廓追

中具有代表性的刺绣纹样进行研究时,简略分析

求稳固性，主要以形象化的单体四边几何形为

进而对畲服
了服斗纹饰题材的造型与文化特征，

主，内部纹样生动活泼，圆润饱满的曲线轮廓极

[2-3]

的特点和美学特征进行了理论性归纳

。但目前

缺少对于霞浦畲族纹样与现代化融合的相关应

富趣味性，
同时矩阵布局构成方正的外造型特征
也是对艺术形象的一种高度概括。

用研究，
与此同时也鲜有关于畲族服斗中的组合

从馆藏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的组合纹样所描

纹样的研究论文，
而专门针对霞浦畲族女装服斗

绘和反映的内容来看（表 1），组合纹样的造型手

中的组合纹样的研究
更是甚少，在此领域

表 1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纹样组合方式及造型轮廓
Tab援1

的艺术性细化研究仍
有待深入。因此本文

Combination methods and shape contour of patterns of the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women’
s wear

of She minority in Xiapu
主题

实物图例

纹样要素

组合方式

造型轮廓

借助于整理宁德博物
馆馆藏实物，通过对

凤朝牡丹

牡丹、凤凰

动物 + 植物 等腰梯形

鳌鱼浮亭

龙、
亭门

动物 + 建筑 等腰梯形

喜鹊闹梅

喜鹊、梅花

动物 + 植物 等腰梯形

鹿食竹子

梅花鹿、竹子

动物 + 植物 直角梯形

其收藏的霞浦女装服
斗纹样的艺术表现方
式进行分析，并利用
组合纹样的造型手
法、构图形式以及色
彩表达进行现代女装
设计的应用实践，进
一步挖掘霞浦畲族服
饰所承载的造物思想
与审美艺术，以新的
载体推动畲族服饰纹
样艺术的演化与传
承。

1 霞浦畲族女装服

松鹤延年

仙鹤、松树、
水波纹

动物 + 植物 直角梯形

斗中组合纹样的造
型手法
1.1 霞浦畲族女装服
斗中组合纹样造型手

宝瓶花篮

牡丹、宝瓶

植物 + 器皿 直角梯形

鹤守梅花

仙鹤、梅花

动物 + 植物 直角梯形

小螭龙、卷草

动物 + 植物

法的表现手法
霞浦畲族服斗纹
样来源于自然，将自
然物象所呈现的正面
或侧面角度造型进行
抽象、
简化处理，进而
演变为新的装饰形
象，这类纹样又根据
特定的表达寓意将不
同类别的纹样组合，

卷草纹

L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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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造型艺

法分成三大类：
上下边平行且
（1）等腰梯形式。即两腰相等、
[4]

术特征——
—方圆互济

“同形等量”
的特点 ，
不等的梯形纹样，
有着
具有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内外造型轮

稳固、
安全、平等、
诚信的情感性。常见的有动植

廓构成方圆互济的造型表现，暗示着畲族人信奉

物组合的“凤凰牡丹”
“喜鹊闹梅”
，动物与建筑

的儒道互补思想，
同时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组合的
“鳌鱼浮亭”
等。在此类纹样图案中，
画面

体精神——
—方圆文化[5]。“方”
是所有直线与角的

的中心以牡丹、亭门、梅花等静止的植物或建筑

概括，拥有四边四角表现造型张力，代表着四面

为主，
两侧则以凤凰、
龙、喜鹊等动态动物相对搭

八方，其特点具有平稳正直，完整古朴的庄重之

配，其特点在于不同个体纹样均构成块面状，形

感。
“圆”
是所有圆弧和曲线的概括,是女性化柔美

成动静结合且左右对称的纹样造型，以使画面活

和谐的特点。如图 1
的代表，具有高度匀称、稳定、

泼生动，
更加饱满充实。

所示，鳌鱼浮亭纹样外造型、内部亭门以及亭瓦

（2）直角梯形式，即直立式且底部两侧腰上
均为直角，顶部呈左上向右下倾斜形成“撰”型的

均呈四角方正造型，而鳌鱼身体及眼睛、祥云等
组合纹样形成内外造型
物象均呈丰腴圆润造型，

梯形纹样，与等腰梯形同样都拥有锐角，具有稳

各有天地，其外轮廓的等腰梯形刚正不阿，宛如

定、尖锐、激进、均衡和力量等情感性，保持稳固

磐石之固，象征大地；内部轮廓的圆形以及卷曲

的方正造型同时又突出其造型的表现张力。此类

的曲线造型丰腴圆润，象征天空，这也说明中国

纹样以动静搭配居多，动植物搭配共同构成主

古代宇宙观
“天圆地方”[6]思想影响着畲民的审美

题，两者缺一不可，如动植物组合的“鹿食竹子”

倾向，使其纹样造型具有方中见圆、刚柔并济的

“松鹤延年”
“鹤守梅花”
，也有两个静止物象的

又蕴含着畲族随方就圆的
艺术特征。同时
“方圆”

搭配，是直角梯形的独有特征，如植物与器皿组

处世态度，即顺应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待人随和

合的
“宝瓶花篮”
等。直角梯式纹样造型与等腰梯

而不固执，
方代表着为品行方正、
刚直不阿。圆代

形纹样均具有相对性特征，但也存在不同之处，

表着圆满团结，
以和为贵，
为人处世灵活变通、安

即个体纹样造型呈不规则的
“C”
形曲线状，
如
“鹿

宁不争。道家思想代表人物老子说过：
“君子如

食竹子”中的梅花鹿与竹子纹，
“松鹤延年”中的

水，
随方就圆，
无处不自在。”
强调了有涵养、
有智

松树纹，
“ 鹤守梅花”中的仙鹤纹等，运用包容手

慧的人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局限，可以和不同的

以传递
法将造型塑造成坚强稳固的直角梯形状，

族群和谐相处，
与不同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阶层、

柔中带刚的思想情感。

兴趣、
经历不妨碍和他交往。畲族正是一个频繁

（3）L 形式，即卧倒的 L 造型，具有根蒂般的

迁徙且适应能力极强的民族，而霞浦畲族更注重

安稳、
牢固等情感性。以动植物组合的
“卷草纹”

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他们希望在不同的环境

为典型代表性样式，
圆润卷曲式的卷草与曲线状

下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涵养、
智慧的作用，
与各民

的小螭龙尾巴共同组成约 90毅角的 L 形，其轮廓

族和谐相处。可以说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的组合纹

线条纤细精致, 连贯、密集、有程
造型简练刚正，

方中有圆、
样寄托畲族人世代期盼与追求的桥梁，

式化的趋向通过动静对比的表现，
更加突显了组

圆中寓方的艺术魅力中蕴含的人生哲学生生不

合纹样的生命力。

息、
奥妙无穷，
是畲族人不断探索和前进的方向。

图1

鳌鱼浮亭的方圆造型分析

Fig援1 Analysis on the square and round shape of the Dragon-Headed Fish and the Floating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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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构图
2.1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构图表
现方式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几何造型
依托于不同类别纹样的构成方式，
造型内部的细
节纹样的布局符合畲族人民求福求祥的审美心
理，
即
“求全求满”
的集体表象特征[7]。而组合纹样

图 3 C 形式曲线构图

C-shaped curve composition

的审美倾向，
以秩序
的构图形式同样追求
“圆满”

Fig援3

化、规律化、程式化的构图形式实现组合纹样几

（3） 透视式竖线构

何造型雅俗共赏的装饰美。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组合纹样构图形式大致

图，带有稳定 、庄 重的
象征特点，一般以两种
纹样 由上 至下 透 视排

可以分为三种：
（1）均衡式横线构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平

列，下端纹样与上端纹

位于中心的
衡、
稳定、相呼应。由三个纹样组合，

样相互包含，产生重叠

纹样近似对称，同时位于左右两侧纹样完全相

透视效果，与均衡式横

同，
且在视觉空间上呈现由两侧向中心聚集的效

线构图的作用类似，给

果，进而实现均衡对称的横线构图，在画面中产

画面注入稳定、平静的

生宁静、
宽广、
博大等象征意义，
同时又与内部具

情绪。如图 4 所示的构

有动感的部分纹样形成鲜明对比。如图 2 所示的

图形制为宝瓶花篮采

图4
Fig援4

透视式竖线构图

Perspective-style vertical
composition

喜鹊闹梅均采用
构图形制，
凤凰牡丹、鳌鱼浮亭、

用的构图方式，牡丹花

此构图方式。牡丹、
亭门、
梅花均呈左右对称图形

罗列于宝瓶之上，宝瓶上好似清晰描绘的装饰花

位于组合纹样中心位置，凤凰、
龙、
喜鹊分别位于

纹，而实质则是宝瓶内部的花茎纹样，通过透视

画面两侧与中心纹样相对，除主体纹样之外又在

的构图扩而充之，
进一步增加画面的充实度。

添加了祥云、草叶等纹样填补空余部位，增加横

2.2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构图的

向画面的广阔度与饱满度。

特征——
—兼并包容
构图是造型艺术表达作品思想内容
与获得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霞浦畲族女装
服斗中组合纹样利用独特的构图方式赋
予服斗纹饰兼并包容的艺术特征。蔡元培
说过：
“开思想自由之河，
创兼并包容之新

图 2 均衡式横线构图
Fig援2

Side-by-side horizontal composition

（2）C 形式曲线构图，纹样由 C 形式迂回延
伸，
画面具有韵生优美、
雅致、
协调的效果。
“C”
形

学，
不愧学界泰斗，
堪为人世楷模。”他强
调思想自然，兼容并包，这与畲族艺术思
想如出一辙，如均衡式横线构图中两侧
动物纹样面朝中心呈相对状，更能体现兼并性，

有的
构图方式更容易表现空间层次的静物组合，
次要
主体物往往是前列于次要物体的摆放位置，

即地位平等、不分伯仲；
C 形式曲线构图中动植
以及透视式竖线构
物纹样呈相对曲线的包容状，

呈现出的
物体则帮助加强画面空间层次的推移，

图中两种纹样呈透视包含状更能体现包容性，即

深度感使画面更为立体饱满。如图 3 所示分别为

和谐容纳、
豁达大度。同时这三种构图方式将各

鹿食竹子、
松鹤延年、鹤守梅花采用的构图方式，

个部分动静纹样组织起来，
既看到事物的静止不

其中梅花鹿、仙鹤以 C 形曲线状位于竹子、梅花

既要兼顾局部，又要
变，又看到事物的运动发展；

前部，
着重表现母性的柔和与感性。

兼顾整体和共性，共同构成一个协调完整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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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突出纹样的视觉效果。从图 5 中可见由银朱

包容性的画面。这源于霞浦畲民长期杂居于汉族

红、桃红色、玫瑰红、玫粉色、深红色、浅粉色、红

之中，生活于条件艰苦的山区中，不仅希望与大

棕色为主的红色系占 50.02%；
白色占 25.29%；豆

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且希望

绿色为主的绿色系占 15.8%；
由硫磺色、鹅黄色、

[8]

能够与汉民族和平共处，共享天伦之乐 。在与汉

橘黄色、粉橙色为主的黄色系占 6.74%；由宝蓝

族互动和融合过程中很好的保持了本民族文化

色、
雾蓝色、
靛蓝色为主的蓝色系占 2.15%。可知

的独特性优势，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秉承道
家天人合一、极具包容性而又生命力顽强的思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多运用纯度、明

想，形成兼并包容的中和之道，不断接受激发与

度、
饱和度较高的色彩，而深色调则较少运用，这

营养，使其自身的艺术文化具有更顽强的生命

与其民间信仰的色彩寓意相关，色彩利用率最多

力。

的红色象征力量与新生，白色象征女性的圣洁与

3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色彩
3.1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色彩表达

美丽，
其他正色的意义已经模糊不清了，
不过从陈

作为构图中起主导性因素之一的色彩，
是霞

与红、
白曾经是地位相当的。无论色彩的占比如

浦地区传统文化特质的直接呈现。
《后汉书·南蛮

何变化，最终都遵循对比性规律，组合纹样运用

传》中记载五溪蛮服饰“好五色衣服”
“短衣斑

“五色”
的对比效果为其增加热情与活力，饱和艳

斓”
的服饰特点，
保留至今。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

丽的色彩纯粹、热烈而古朴，增强服斗装饰的艺

组合纹样的色彩恰好与象征五方正色的中国传

术效果的同时又表达了畲民对现实生活酸甜苦

统五行色彩相对应 [9]，同时表明畲汉两族在长期

辣的宣泄，
以及寻求超越艰难困苦生活的乐观心

的交往中，在精神领域方面的相互接纳和认同，

态与向往。

彦青所著的《观念之色》[10]中，可以看到，
这些色彩

但是对它们的崇信方式不尽相同,汉族“五色”带

总体来说，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倾向使

有阶级色彩，
而畲族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即“五

配之
用暖色调，
其中主体色彩以红色系进行表现，

色”的象征意义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是对凤凰

在色彩
底色面料的黑色，
构成色彩的矛盾与差异，

“凤，
神鸟也，
五色
崇拜的色彩写照。
《说文解字》：

搭配上注重对比色运用，
同时局部纹样面积、
形状

备举，
见则天下大安宁。”
《拾遗记》卷一载，
少暤

大小的不等值分配产生了热烈鲜明的视觉效果。

出生时“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

笔者根据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色彩的

鸟氏。”这些色彩皆可在霞浦畲族服斗中的组合

搭配元素与占比进行归纳分析，如表 2 所示，笔

图案中有所体现。
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所表

者将纹样的色彩以 PANTON 色卡中的色号以及

达的色彩语言偏向质朴与热情，色彩
的纯度、饱和度较强烈，又从色相、
明
度方面拉开距离，
形成色彩之间的浓
烈对比。它不如福鼎畲族服斗纹样色
彩那么华美绚丽，
也不像景宁畲族服
斗纹样色彩那么冷静素雅，
而它是色
调浓艳且对比强烈的醇厚、饱满、鲜
明的色彩风格。如图 5 所示，笔者根

据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色彩
类别进行归纳，
以红、
白、绿、
黄、
蓝等
5 个色系为主，其中红色系与白色系

的面积占比最多，利用纹样中勾线的
白色与面料的黑色形成鲜明对比，从

图5
Fig援5

组合纹样色彩统计

Statistical chart of colors in the combine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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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援2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色彩分析

Color analysis on the combined patterns of front placket decoration of women’s wear of She minority in Xiapu
纹样绘制图

PANTONG TPX 色卡色号

色彩占比及 RGB 色码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根据分析总结出组合纹样的
RGB 色码进行标注，

色彩的两种对比方式：

（1）互补色对比。它使对比色建立补色关系，

103

色彩搭配运用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五行之色，即
白色、绿色、蓝色或黑色、红色、黄色，分别代表
金、木、水、火、土，其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互补色是在色环上相对的两个颜色，霞浦畲族服

金生水，
水生木。木象征青色，
为木叶萌芽之色；

斗中组合纹样中勾勒轮廓线条的白色与背景的

土象征黄色，为地
火象征赤色，为篝火燃烧之色；

黑色构成的对比效果较为鲜明。霞浦畲族服斗中

气勃发之色；金象征白色，
为金属光泽之色；水象

组合纹样内部色彩常见的有红色与绿色、黄色与

征黑色，
为深渊无垠之色。这一理论强调世界万

蓝色两种对比色系的运用，
其中红绿的对比色占

物的运动形式以及相互转化的整体关系，寓意着

用面积最多，
约达总面积的 2/3。绿色占比面积的

五行俱全，
循环相生，
圆通畅达，
福祉无穷的情感

即绿色面积占比多
变化与黄色占比面积相关联，

意向，
象征着五方正色循环系统[12]。这源于我国

时黄色面积同样居多，
而绿色面积占比少时黄色

历朝历代对于颜色的崇尚都与五行有关，五行之

面积同样较少。如凤凰牡丹、
鹿食竹子、
卷草纹中

色是道教信仰中五行学说内容之一，而以古代万

松
绿色与黄色占比面积均相对较多；鳌鱼浮亭、

物有灵论的各种信仰为基础的道教与象征动植物

鹤延年、
宝瓶花篮中绿色与黄色占比面积均相对

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道教色彩与畲族

较少，
甚至在喜鹊闹梅纹样中省略了黄色。因为

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于此同时畲族崇尚的道教思

黄色是红绿对比色的调和色，
使色彩在产生强烈

想又受到周边汉族的影响，很自然地接受了汉族

[11]

对比的同时又保持融合感 ，可见畲民对红、绿、

的五行之色道教信仰体系，并将对道教的理解融

加之对比色的配色通过
黄色彩安排的巧妙用心，

合到图腾崇拜之中，浙江畲族珍藏的祖图曾有始

匠心独运的面积安排，
不仅使画面明亮醒目又不

祖鸿钧道人传教的记载就是这种融合的明证[13]。

会凌乱失调。
（2）类似色对比。它是指在色环上任意 60毅角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的组合纹样色彩以暖色
调为主，
给人一种温暖、
激励、
振奋人心的心理暗

度以内的颜色，各色之间含有共同色素，类似色

示，产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加之运用五色中的互

对比基调变化较少，
对比度相对弱化，
质朴感强，

补色对比与类似色对比的搭配，
形成浓艳与素淡

与互补色对比形成的热烈、奔放、鲜明的视觉效

的两种色彩风格。例如勾勒轮廓的白色线条与底

而是具有温和、
果不同，
沉静之感。霞浦畲族服斗

层黑色布料形成对比；花瓣或动物纹样的玫红、

中鹤守梅花的组合纹样运用玫粉色、浅玫红、粉

桃红与草木叶子的绿色形成对比；局部点缀细节

其主色运用玫
橙色以及蓝雾色搭进行对比搭配，

的黄色与蓝色形成对比，这其中不仅仅是冷暖、

粉色的明度差异表现色彩的空间层次关系，
与蓝

纯度对比，同时还强调明暗轻重的明度对比关

雾色、粉橙色形成弱对比，使画面呈现和谐稳重

系，
互补色与类似色之间的多样化对比加强其色

的色调关系。虽然霞浦畲族女装服斗的组合纹样

彩的差异强度。如图6 所示的色彩组合分析，以

装饰面积不大，但是都恰到好处地
凸显主色，对比的同时保持协调
性，使服斗在畲族服饰中保持赏心
悦目的生动活力。

3.2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

翡翠流丹的浓艳色彩

—循环相生的色
样的色彩特征——
彩组合
色彩是民族文化与观念意识
影响下长期酝酿、约定俗成的产
物，它与构图共同建立表达情感。
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

风韵雅致的素淡色彩
图6

色彩组合分析

Fig援6 Analysis chart of color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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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冲击力与张力强度的红色系为主色，其他色
系为辅色，
按照空间位置的相互关系遵循一定的
削弱色彩“楞”
的
比例、
秩序、
有节奏地有机结合，
生硬的视觉效果，追求在对比中求和谐统一的暖
色调，
形成彼此相互呼应、
通融的色彩整体，使纹
样在突出强调区域的同时又能够达到色彩能力
的平衡。可以说明五行色的对比不只是循环，而
且在循环过程中有很多酣畅淋漓的对比变化，这
而这些变化本
些变化又顺应着自然万物的规律，
身包含着的不同元素缺一不可，
并且元素之间互
相触生互相湮灭[14]。
霞浦畲族服斗中组合纹样受到霞浦地域文
化、民族信仰以及汉文化的影响，在霞浦畲族女
装服斗中呈现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几何轮廓造
型呈现方圆文化、包容性构图呈现中和之道以及
成为
五行色彩呈现万物的循环相生交织在一起，
畲族传统服饰艺术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服斗成为
彰显霞浦畲族女装最强表现力的艺术标志。

4 结语
女装服斗中的组合纹样是畲族服饰文化的
艺术瑰宝，
其独具魅力的地域特色是霞浦畲族历
构图形式
史沉淀的产物，
组合纹样利用造型手法、
以及色彩表达等文化塑造传递着方圆互济、兼并
包容、
循环相生等意味悠长的人生哲学，
即超然豁
达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诉说着畲族人民的世界观
与价值观。霞浦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理
念的宣传，还需要在设计上找到民族传统与现代
设计在形态审美与精神审美的契合点，拟以现代
审美深入挖掘霞浦畲族女装服斗中组合纹样的文
化艺术与价值，符合现代服装发展与民族精神传
承的双重需求，保持畲族独特个性化的同时迎合
年轻人的爱好取向，有利于畲族文化在新生力量
中的弘扬与传承，继而延伸霞浦畲族服饰艺术的
生命，
使其获得反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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