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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纸翻花艺术在高级时装中的创新应用探析
李轶潇 1,李 斌 2a,2b
（1.香港理工大学 纺织及服装学系，香港; 2.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纺织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传统纸翻花艺术是中国非常古老的的民间手工艺，将纸翻花元素运用到高级时装中意在通过对中国
传统艺术的深入挖掘和创新应用，为高级时装增添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魅力，同时借着高级时装自身的艺
术特征和时尚影响力，使纸翻花艺术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研究方法]文章运用了文献搜集、实物分析和设计实
践法方法对中国传统纸翻花的艺术特征与其在服装上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归纳出纸翻花艺术在高级时装
设计中的创新运用方式。[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传统的纸翻花艺术应该在保留其艺术特征的基础上迎合现代服
装审美需求和当代时尚流行趋势。②传统的纸翻花艺术应该以多种表现形式呈现在当代高级时装设计中，其中花样造
型适合应用于整体时装廓形和局部装饰，花样色彩能够为服装的整体风格增色，色彩和纹样的和谐搭配能够丰富镂空
的服装结构同时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③以现代新技术结合传统手工缝制工艺并在色彩、造型和面料上做出创新尝试
可以在高级时装中展现中国传统纸翻花艺术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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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Art in Haute Couture
LI Yi-xiao1, LI Bin2a,2b

(1.Institute of Textiles & Cloth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2.a. School of Fashion,
b.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extile Culture,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Abstract：Magic flower art is a very ancient folk handicraft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magic flower elements to high fashion
is intended to add deep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istic value charm throug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the high-fashion's ow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ashion
influence, magic flower art can be better inherited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collection, physical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and finally concludes the creative use of magic flower art in high fashion design. Research shows that: 淤 The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art should cater to the aesthetic needs of modern clothing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 trends while
retaining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于 Magic flower art should be presented in contemporary high fashion design in a variety
of expressions. Among them, the flower pattern is suitable for overall fashion silhouette and local decoration. The color of the
magic flower can bring a different visual experience to the overall style of clothing. The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colors and
patterns can enrich the hollow garment structure and act as polish for the featured portion of it. 盂 Combining traditional new
sewing technology with modern new technology and making innovative attempts in color, shape and fabric can show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magic flower art in high fashion.
Key words: magic flower; Chines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haute couture.

作为中国传统纸工艺独特的艺术分支——
—纸
翻花艺术以其斑斓的色彩和多变的姿态深受人们
的喜爱[1]。因其花里有花，
花中变化，身姿曼妙而得
2019-09-17；

2020-02-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7YJCZH079）
李轶潇，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服装学系硕士研究
生；李斌，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中属于门彩，
也就是
名。纸翻花在古代
“五花八门”
手彩戏法，
本是清代宫廷里供人消遣的玩物，
清中
期开始流行，因民间造纸工坊和庙会的繁荣逐渐
走入百姓家中，当时人们称之为“翻花”或“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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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由于清末动乱和八年抗战，
纸翻花工艺曾一

将中国传统纸翻花的艺术特征运用于高级

纸翻花艺术逐渐复
度处境艰难。新中国成立后，

时装设计，必将赋予其多样的活力，产生新的设

苏，
涌现出大批制作纸翻花的民间艺人。但是由

计语言[3]。笔者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纸翻花的三

于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

个艺术特征入手，
一为花样造型，
二为印染色彩，

坏性影响，
很多传统艺术沉入深渊。改革开放后，

三为立体纹样，
进行高级时装的设计。

年逾古稀的老艺术家门才重拾这门久违的手艺，

1.1 多变的花样造型在高级时装中的应用
指与心通，
乞取智巧，
翻花曼妙[4]，
源于匠心，

正式称其为
“艺术之花”
，
后源于西游记的热播改
名“十八变”
“三十六变”
“七十二变魔术花”
“百

中国传统纸翻花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可以从平面

变神花”
。近些年来，
国家从中央到各级人民政府

向立体造型转变，且可随意翻转变换多种造型。

许多曾被人们遗
号召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行动，

中国传统纸翻花的基本组合为三个彩球，将其拉

纸翻花艺术才开始
忘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发展，

开中间有三条彩色拉花，将其收拢，上下左右变

在传统庙会和民俗展览上重现身影，并于 2006

化三个彩球或纸花，彩球上面布满蜂窝孔，球上

年入选中国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国内

有花，又像剪纸花一样，拉开的一连串效果酷似

“刘氏翻
最具代表性的纸翻花艺术是山东平邑的

“龙鳞”
。中国传统纸翻花的造型和花样是随着集

[2]

花”和福州的“郭氏鼎奇工艺” 。虽然关于中国

它花里有花、
市演变、
节日等历史事件变化而来，

但是专门针对纸翻
传统纸工艺的相关研究很多，

花中交花、
花姿优美，
栩栩如生。中国传统纸翻花

花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文献资料相对较少，

主要传统基础造型有灯笼形、
葫芦形、
方块形、心

因此存在研究空间。纸翻花艺术作为中国民间文

形等，
可变换出 18 种、
36 种甚至 72 种造型，
皆寓

化孕育出的传统工艺，在文化性质、形态特征和
融合价值上都与其他纸工艺有极大的不同。目
前，
国外的一些设计师已经将纸翻花的工艺运用
在高级定制时装设计中，国内却鲜有触及，而国
外的设计尝试也只是基于其

切、修边、罩染、剪纸板、粘木棍、再次晾晒、整形
等 20 多道繁复精细的手工工序加工制成。不同

于其他纸艺作品，作为传统的国粹艺术，纸翻花
表1

镂空结构和工艺特点，从理
论上缺乏对于纸翻花艺术系

意美好(表 1）。成品的纸翻花需要粘纸、
晾晒、凿

传统纸翻花造型特征示例

Tab.1 Examples of shapes and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造型

样式示例

造型特点

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如何
更好地发挥和保留中国传统
纸翻花工艺的优势，又将其

“小灯笼”是翻花造型中
灯笼

最传统的一种，三个纸

和谐地融入现代高级时装设

球的排列组合可以翻出

计，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十八种不同的造型

本文从设计角度对中国传统
纸翻花的造型规律、艺术特

“葫芦翻花”即外观为葫
芦型的翻花。它平翻是

征等方面进行归纳整理和分
类描述，并通过对其艺术特

葫芦

一朵向日葵，左抖成了
花葫芦，右摇可变出花

征以及工艺形式两方面探究

灯笼

其与现代高级时装的关联
性，希冀对现代服装设计有
这些都是外观造型 （生

所启示。

1 中国传统纸翻花的艺术
特征在现代高级时装中的
应用

其他造型

效造型，卡通造型等）不
同但内部由三个纸球排
列组合的翻花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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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样是整个手艺的灵魂，足以体现民间手工艺

花元素和逼真的花卉相结合，以亮片、珍珠、宝

人的独特匠心。

石搭配纱质翻花绣球作为装饰细节出现在裙摆

综合传统纸翻花艺术造型，遵循传统纸翻花
艺术的镂空结构特性，
通过尝试不同服装廓形和
装饰细节的设计方法，
将翻花造型与现在高级时

上（图 2），材料的多样组合显示了更为凹凸有致
的立体感和造型的多样化，
符合高级时装的市场
和现代消费者审美需求。

装相融合，进行合理的再设计，是传统纸翻花艺

除了局部装饰，
多样的传统纸翻花造型也可

术体现其市场价值和创新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

以大面积应用于服装廓形上，
即整体运用。受制

的重点途径之一。传统纸翻花以造型形式应用于

于传统纸翻花本身固定呈现出的镂空结构，想要

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表现方式主要有局部装饰和

展现现代气息，需要对基本的外表有所创新。设

整体运用。单一的传统纸翻花打开方式为纵向和

计师渡边淳弥在 Junya Watanabe 2015 的秋冬系

横向两种，打开后可形成两类形态，一类为蜂窝

列上就尝试了多种镂空造型探索服装维度，以裙

镂空状形状，
另一类呈现花瓣形状（图 1），其组合

装为基础在其上大面积运用了和传统纸翻花工

饰。在 2015 年香奈儿（Chanel）春季高级定制时

剪裁和处理使传统纸翻花艺术与高级时装完美

裤子、
帽子等局部装
形式可以运用于裙摆、
袖子、

装秀上，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

艺异曲同工的 3D 的蜂巢廓形，用极具立体感的

的结合。如图 3，
在人体活动的时候，
屈张的动作

就采用了镂空折纸工艺在裙摆装 饰上大做文

使服装面料受到不同力的拉伸，翻花的可延展性

章，突破了原先金银细丝的法式刺绣风格，将翻

结构特点满足了服装的功能性设计需求，同时形
成可变又可视的立体造型[5]。这种立体造型直接
属于静态的
还原了传统纸翻花展开的镂空结构，
展示形式，
而中国传统纸翻花的神奇之处在于一
个“翻”字，即动态展示，这种多变特性能够创意
性的展示服装廓形的多样化。笔者认为，应该根
据设计构思，遵循人体结构特性，选择合适的翻
花形状，将合理有效的组合方式灵活地运用在高
级时装的廓形和局部装饰设计中，这样的方式能

传统纸翻花打开呈现的两种状态

够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础上，以新颖的形式呈

Two open states of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现翻花多“变”
的姿态，
从而在高级时装上呈现从

图1
Fig.1

图2

香奈儿 2015 春季高级定制

Fig.2

Channel 2015S

图3

渡边淳弥（Junya Watanabe）2015 秋冬系列
Fig.3

Junya Watanabe 2015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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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到立体造型

设计打开的瞬间，使得腰部和领子成为冲击力极

的转变。如图 4，
胸

强的视觉中心。虽然冷暖色彩对比强烈，但是配

前的贝壳状设计

色和谐，
能够给予人惊艳且具有创意性的视觉体

可以开合，呈现不

验。

同的廓形变化，镂

1.3 丰富的立体纹样在高级时装中的应用

空结构和浓重色

应用于服装中的纹样设计主要为平面表现

彩的双重搭配能

和立体表现两种。服装设计中的纹样为了考虑其

够给人强烈的视

功能性和美观性往往是以平面的形式存在的，但

觉冲击。同时，裤

随着现代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丰富发展，突破传统

子的侧摆运用了

纹样形式向立体转变且符合人体舒适度的纹样

相同的缝制工艺，

设计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高级时装中，它不仅能够

裤腿的大小可以
人为控制，完全打
开即可形成百褶裙

图4
Fig.4

最大程度地保留纹样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在
翻花成衣动态展示（笔者设计）
Dynamic display of costume
with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magic flower

的效果。

1.2 浓重的花样色彩在高级时装中的应用

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纸
翻花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蜂窝状的不规则
球面造型，区别于其他纸工艺作品，它是一个立
体且颜色更为丰富的艺术品，将纸翻花的立体造

中国传统纸翻花的色彩浓重绚丽、对比强

型结合传统或现代流行的图案元素，会增添服装

烈，
显示了浓厚的民族色彩特性[6]，
这一点也是其

的趣味性。当消费者看惯了平面的印花元素产生

吸引人们眼球的关键元素之一，
应归功于民间染

审美疲劳的时候，镂空且多变的立体图案会冲击

色技术的精湛。中国传统纸翻花的颜色本以高纯

人们的审美观念，
突出穿着者的个性。

度的红、
黄、绿为主，
发展到如今的五色甚至六色

一般来说，
平面纹样的线迹分割的是同一块

的翻花，基本上是冷暖对比，使得结构饱满的翻

背景，但镂空的手法中，线迹所分开的是两种不

花在变换中艳丽鲜明。如今，具有特色的民族色

同的背景，这也使纹样的意义有所改变，由平面

彩的式微却在翻花艺术上得以传承。笔者认为民
族色彩应该在现代服装设计配色中得以体现。中
国传统纸翻花丰富且对比强烈的色彩设计，
非常

的图案变成分割两个空间的边缘线[7]。如图 6，
艾

里斯·范·荷本(Iris Van Herpen )2019 秋冬系列就

以激光切割雕刻出镂空结构，搭配迷幻印花，电

吸引消费者特别是外国消费者的目光，
色彩绚丽

脑计算的高精度剪裁使得面料以最理想的状态

能够给予人新颖且震撼的视觉效果。

贴合人体，穿着效果展现了身体与空间的关系，

如图 5，笔者就在设计上进行了大量的冷暖

配色实验。运用简洁的服装廓形搭配繁复的翻花

印花也随着人体摆动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立体效
果。此外，
堆叠手法也是呈现立体纹样的一种方

镂空结构，配色上主次分明且浓重强烈，在翻花

图 5 配色实验
Fig.5

Test on colour combination

图 6 Iris Van Herpen 2019 秋冬系列
Fig.6

2019 Iris Van Herpen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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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以翻花的镂空结构结合图案纹样，辅助

工艺手法也开始趋向多元化。所以，在工艺选择

3D 软件计算翻花打开面积和镂空间隔距离，将

上需要将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新技术相结合才能

若干平面形式的单位纹样堆叠起来，纹样依托

呈现翻花的最终效果，
即激光切割或雕刻取代传

面料和空间结构体现层次感。 如图 7 所示，笔

统的人工裁料，
粘贴连接以传统手缝工艺或专门

者就以翻花形态为基础将鱼形传统纹样应用在

罩染技法根据面料的成
的面料粘合的方式实现，

服装造型上，当翻花打开的瞬间，蓝、绿、紫三色

分以染色或数码印花的形式实现（实现方式取决

交相辉映，在富有光泽度的绸缎面料上呈现出

于不同的纹样和设计效果）。

生动的鱼纹，将纹样的层次更加鲜明和真实的

2.1 传统手工缝制

展现。

传统手工缝制工艺是有别于采用工业机械
设备生产而言的手工缝绣技术。在服装文化的长
期演变下，
传统的缝制技术也产生了相对独立且
具有艺术美感的针法技艺，
诸如拱针、
柳叶、花斑
等针法所展现的精细美感是先进的生产机器不
能比拟的。虽然，缝纫机器的诞生使得传统的缝
制工艺在很大程度上被机械走线所取代，但是慢
工细做所传承的手艺精神是机械批量化生产不
能替代的。由于翻花效果需要层层连接且前后两
层的链接方式相错才能形成，这就意味着其中
每一层的连接要挑起两层面料缝合才可以实现
层层镂空，所以机械走线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如
图 8 所示，笔者通过亲身尝试，用 120 片贝壳状

的纱质面料以为期一周的手工缝制所呈现出的
效果，
高度还原了翻花打开的状态。

图 7 镂空结构上的立体鱼纹
Three dimensional fish pattern on the structure of traditonal

Fig.7

magic flower

2.2 激光切割和镂空
激光切割技术是将设计图案以矢量图的形

2 中国纸翻花艺术以工艺形式应用于高级

式输入电脑，对裁料进行激光加工，以实现镂空

时装

或切割的效果，且适用于毛毡，纯棉，聚酯，皮革

作为传统的国粹艺术，
中国传统纸翻花的花

等多种面料[8]，
激光束能够快速融化面料，做到精

样变化和其制作工序密不可分。成品的纸翻花需

准的轮廓切割，
形成密封完美的干净边缘。纸翻

要繁复的手工工序加工制成，
若要将纸翻花的工

花的边缘顺滑平齐是因为精切的制模和凿切工

艺形式应用于高级时装，
能够增添服装的艺术性

具所呈现的标准化形状，而丝线交织的面料不

和趣味性，
精细的剪裁搭配镂
空结构，
能够在时装视觉上创
造极高的辨识度，
为服装的艺
术化和高档化提供更多的可
能性和发展空间。由于材质的
不同，
要想以面料呈现翻花效
果需要几个关键的工艺手法，
即着色、
裁料和连接。如今，
随
着现代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

图 8 手工缝制的翻花结构

和多领域的跨专业结合，
服装

Fig.8 The hand-sewn structure of traditonal magic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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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通过光功率激光术识
别数码 图形信息切割织
物，从而形成大面积镂空
纹样。虽然是单层镂空结
构，但是其连接方式和翻
花工艺异曲同工，面料结
构包裹身体所形成的空间
关系能够产生奇妙的立体
效果。

2.3 印染
在高级时装中应用纸
翻花元素，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就是通过适合的印染
方式在面料上还原翻花纵
向渐变的高纯度色调。现
图 9 激光切割面料过程
Fig.9

The laser cutting processes in clothing industry

同，若人工切割必然会造成毛边和跑线，而激光
切割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如图 9，
以

欧根纱面料进行实验，先用 AI 软件绘制出想要

代染色技术多种多样，数
码印花技术、扎染、轧染等

都能够在面料上展现不同的色彩效果。现代的轧
染技术是由绞缬和夹缬这两种传统技法发展而
来的。轧染是将纺织面料在染液中经过短暂的浸

切割的等比形状。激光切割人员将矢量图导入激

渍后，随即用轧辊轧压，将染液挤入织品的组织

光切割机器后根据激光切割机的台面大小设置

空隙中，并除去多余染液，使染料均匀分布在织

图形排列方式增加可切割的数量，短时间内即可

物上，
用于轧染的面料能够产生和扎染异曲同工

完美地实现更有形的触
切割出顺滑的弧线外观，

的氤氲效果, 展现艳丽色彩。而若想要在彩色的

觉和视觉效果。将切割好等量大小的面料进行手

翻花球面上呈现出立体图案纹样还是需要用数

工缝制就能够形成翻花效果。笔者认为激光切割

码印花技术来实现。根据面料的质感、厚度和翻

技术能够丰富服装设计师的创造思维，原本难

花所要打开的面积计算图案的位置和大小，数码

以实现的复杂轮廓可以在现实
生活中通过激光切割实现，不
仅增添了更多服饰元素，也让
众多民族传统文化以服装形式
得到保留。
激光雕刻技术是指用激光
进行透雕，形成镂空的纹样效
果，
由于激光雕刻纹样的特殊技
术要求，
纹样设计上应该满足镂
空面积小和面料连接面积大这
两个条件。如图 10，
艾里斯·范·

荷本 (Iris Van Herpen )2019 秋
冬系列就采用了激光雕刻工艺
以电脑精密规划镂空区域和形

图 10 激光雕刻面料
Fig.10

The laser carving processes in cloth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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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表现形式，分析其造型规律与身体的空间关
系，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人文情感和文化内涵，
在保留基本特征的基础进行再设计是实现翻花
艺术和高级时装相融合的有效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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