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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级定制服装的民族性设计的指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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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传统纹样元素和“水墨”元素进行高级
摘 要院[研究方法]文章选取三种具有中国传统民族性的服装设计元素——
定制服装的民族性设计，在结合中国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举出反例，来分析如何恰当的运用这些民
族性元素来设计出优秀的民族性作品。[研究意义]研究意义在于分析出民族性对于高级定制服装设计的重要性和对待
民族性设计的态度，以及在设计中如何将现代时尚和民族性设计更好的融合。[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对于中国本
土的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而言，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若想设计出优秀的具有民族性的服装，不仅需要深刻
透彻的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将其文化内涵融入在服装设计灵感中，与并且能适度的运用传统元素在设计里。
另外，在传承的同时也要注重创新，在传统的手工艺或图案的基础上，恰当的加入西方现代设计元素，可以给民族性服
装注入新的灵魂，
走具有独特东方魅力的高级定制服装的民族性设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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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esign of Chinese haute couture clothing
JIA Mi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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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modern fashion and national design in the design of high-end custom clothing, three
kinds of desig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such as embroidery,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ink painting”, are
selected by Chinese haute couture design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cellent national works designed with national elements
in order to inject new soul into national costumes.
Keywords: advanced customization,nationality,national design,designer

高级服装定制的概念由法国产生以来，
在国

制服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

际舞台上发展已久，
但中国目前仍然处在初级阶

许多西方的高级定制品牌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段。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水平高速发展，人们的

这个广大的市场，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定

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消费能力也不断

制市场可谓前景广阔，
国内越来越多优秀的独立

上涨，因此对于自己穿着的服装个性化、高档化

高级定制设计师涌现出来。在中国高级定制服装

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加，
这些因素为中国的高级定

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中国本
土的设计师们更多的改进和摸索。一方面，随着
中国设计师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大量来
自西方的服装设计潮流与理念冲击着中国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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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风格，
从而失去了身为一个中国高级定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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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师应该重视的本国的传统文化[1]。这使得
认
他们的设计一味地模仿甚至抄袭西方的设计，
恰恰忽视了最
为只要符合现代的潮流就是对的，
重要的民族性。另一方面，许多设计师为了实现
设计的民族性，
盲目的将中国传统的元素随意的
放在服装上，
看似是运用了具有中国传统民族风
格的图案，但其实并不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
是
一件空有其表的设计[2]。失去了民族性的设计往
往是没有文化内涵的，
等于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化
的个性和内涵，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所以中
国高级定制服装的民族性设计的指向性研究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选取三种具有中国传统民
族性的服装设计元素——
—苏绣、
传统纹样元素和
在
“水墨”元素进行高级定制服装的民族性设计，
结合中国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的优秀作品的同

图1
Fig.1

苏绣与水晶结合细节图

Detailed drawing of the combination of
Su embroidery and Crystal

时，举出反例，来分析如何恰当的运用这些民族

计中，也恰到好处的诠释了女人在爱情中的内

性元素来设计出优秀的民族性作品。

心，时而波涛汹涌，
时而如潺潺细水，兰玉用苏绣

1 苏绣手工技艺的运用

表达出了这种感受，将这种感受运 用手工艺具

苏绣具有深邃的文化价值。苏绣作为一项传
统手工技艺，历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象化，
是中西结合的优秀典范。
兰玉 2016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DREAM 梦”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绣在

同样能体现优秀的民族性设计，该系列的设计灵

清代以后不断从其他地区、民族的刺绣技艺中汲
取营养，
与湘绣、
蜀绣、
粤绣与苗绣等绣种相互融

感是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西方复古风潮，充满

合、
互相影响。苏绣作为传统手工艺术品，本身就

和极致苏绣手工艺相结合，
是东方美学和西方经

是传播文化的一种视觉符号形式，
真实客观地存

典的交融。该系列服装除了运用苏绣以外，还运

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印迹 [3]，它潜移
默化的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意义。
兰玉是著名的中国内地女设计师、
兰玉工作
室负责人。是中国本土成长最迅速、最具影响力
的 85 后婚纱礼服设计师[4]。她善于将中国传统苏

设计感的西方极简廓形，
与中国传统的装饰手法

用了丝绸面料、丝绒质地的真丝和手工珠绣。如
图 2 服装细节部分展示，
无论是手工苏绣的精美
图案还是随处可见的编织流苏，都是极具东方特
色的元素。

绣技艺与西方高级材料巧妙结合，
并将中国第一
代版型师的柔美工艺和西方现代设计力学融会
贯通，
使得所有人在兰玉的设计作品中读到了中
西方的融合之美[5]。
“LANYU 水魅”
2014 年兰玉的
系列高定婚纱

设计在巴黎大皇宫展出，
她将家族传承的苏绣手
使得中国古老的手工艺
工艺运用到服装设计中，
展现给世界的设计殿堂。如图 1，从细节部分我

们可以看出，兰玉运用传统苏绣的手法将绣线和
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相搭配，在精美图案上又有如
水般层叠的造型。将东方的
“上善若水”
展现在设

图 2 “DREAM 梦”系列服装细节展示图
Fig.2

Detailed display of clothing in‘Dream’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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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如此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元素运用在服
装设计中，是兰玉的设计独到之处，并将中国传
也是体现了设计的民
统手工艺带上了国际舞台，
族性的典型案例。

2 传统纹样的应用
传统图案纹样自身独特的象征与寓意、文化
与内涵，
深深地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
感，承载着历史的发展与变革，尤其是传统吉祥
纹样，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绝大多数
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例如秦
腔戏曲服装上的纹样装饰方面更多的是运用民
族传统工艺手段,制造出戏曲服装工艺造型高超
[6]

别致的美学风格 。将中国传统的图案纹样应用
在服装上也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衍生与创新。
自蕾哈娜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舞会亮
相，其所穿金黄色
“鸡蛋饼”礼服（图 3）在网络平

台迅速蹿红，礼服设计者郭培也再次引起关注。

图 4 以凤图腾为纹样的服装
Fig.4

A dress with a phoenix totem as a pattern

刺绣出现在各个角落，
为设计平添了几分展翅欲
飞的活泼生动，并创新性地与西方蔓草纹相结
合，
让整个图案更丰富华丽。
廓形与装饰图案
郭培设计的服装中的灵感、

这件拥有巨大拖裾的金黄色“龙袍”是对中国古

等等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手工艺方面，

代女皇穿着的服装进行改造与创新，虽然在国内

也十分注重传统手工艺的表现，
设计的服装整体

有很大的争议，批评多过赞誉，但是不能否认它

华丽并具有民族特色，
所以使得郭培的高级定制

很好地体现了服装设计中的民族性和国际化的

服装具有浓厚的民族性色彩的同时，不乏时尚与

融合，将中国风诠释出了新感觉，让中国传统文

前卫，
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认可[7]。与之相反，有

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一些设计只有传统纹样的形而没有其神，这是值
得反思的。在设计主题为
“吉祥图案”的比赛中，
一位设计师做了鼻烟壶的衍生设计（图 5），用手

绘的方法将传统图案绘制在服装上。经过分析，
这组设计将传统的图案堆砌在服装上，没有体现
出鼻烟壶的艺术性。

图3

“龙袍”
蕾哈娜穿着

Fig.3 Rihanna was wearing a‘dragon robe’

郭培在 2016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的设计也极

具古典东方韵味，系列以“庭院”为主题。如图 4
是该系列的其中一款服装，
主要运用的纹样是中

国代表女性的图腾——
—凤，
栩栩如生的凤凰尾羽

图5
Fig.2

以
“吉祥图案”
为主题的作品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auspicious patterns’

3“水墨”
元素的应用
水墨画是中国画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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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以
“水墨丹青”为主题的作品
Fig.6 Works with the theme of“Water and Ink Dan Qing”

一，将中国水墨画元素融入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8]

潇洒的笔触，
不拖泥带水。在服装图案上恰当的

体现了设计的民族性 。与之相反，
也有一些只知

意象丰富，将中
留白，突破传统的水墨体现方式，

“拿来主义”却无法真正继承“水墨”元素精华的

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形成了完美结合。中国国

作品。例如 2018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档以中

际时装周 2014 年度颁奖典礼上，李薇的时装设

中，
一些高级定制设计师的作品被指出存在这样

中国
“十佳时装设计师”
称号。从
“夜与昼”
系列服

国传统为主题的服装设计综艺节目 《时尚大师》
的问题。其中一位设计师的这组作品（图 6）设计

（图 7）颇受好评，
获得了第 20 届
计作品
“夜与昼”
装的细节（图 8）我们可以看到，服装面料运用了

主题为“水墨丹青”，他想用泼墨的概念来体现

“水纱”这种新型面料，轻薄又具有动感，上面的

这一主题，用随意泼在身上的一些白点，来让

小图案是随机的、含蓄的，表达了中国画的韵味

人想到豪迈，奔放的感觉。但他的设计呈现出

和意境，
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画的写意精神。

来让我们感觉到他对传统泼墨艺 术的理解还

李薇虽然长时间接受的是西方体系的学习，

不够透彻，古人在用泼墨艺术绘画时，会同时

但是没有“全盘西化”
，
而是在设计中保留了许多

注重手法形状，浓淡和层次，同时对于墨水的

东方元素，
进行
“中国性”的探索。《夜与昼》系列

干湿程度也有讲究，不仅
仅是简单的泼上去，而这
位设计师的作品呈现出
来的泼墨效果，就缺少了
传统的手法，更像是一个
欧洲的街头绘画。
李薇的“立体水墨”
把水墨从二维平面转到
多维空间，以立体的方式
展现了水墨的飘逸、朦胧
之美[9-10]。她善于运用中国
传统的丝绸面料来营造出
水墨画的轻盈感，服装结
构简洁、洒脱，
犹如水墨画

图7
Fig.7

图 8 水纱的细节展示

“夜与昼”
以水墨为元素的
“Night and Day”with Ink as
the element

Fig.8

Detailed display of Water 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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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来的，
是从中国大文化背景里面去寻找出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62-64.

来的服饰语言。不管在面料材质、制作工艺还是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industry [J].

设计理念上，都能体现传统艺术与当代科技相融
合的颠覆性创新。正如李薇所说：
“传统是什么？
继承传统应该继承什么？传统是一种精神，是一
种状态。”

4 结语
“水墨”
这三种具有
通过对苏绣、
传统纹样和
中国传统民族性的服装设计元素研究，
表明高级
定制服装设计师若想设计出优秀的民族性服装，
同时
应真正去理解透彻传统文化的底蕴与内涵，
运用辩证、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通过了解、
现在的发展对中国服装
认知我们民族文化过去、
的发展的影响。把握服装设计时代脉搏，充分认
识世界时装的发展趋势，
把这种时代感共性充分
融入我们自身的民族风格中去，用创新观念，形
成具有本民族特性的风格，
才能在国际服装舞台
上开创中国高级定制服装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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