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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惜物观”
下香云纱服饰可持续设计研究
钟

蔚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惜物观”
所提出的“节用”和“爱物”思想对香云纱服饰可持续时尚设计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启发。[研
究方法与内容]通过文献梳理结合香云纱服饰品牌的成功案例以及服装创新思维，文章论证“惜物观”思想与可持续设计
的关联性，从哲学和设计学层面探讨了
“节用”和“爱物”思想与当代香云纱服饰的设计转化问题，探讨其思想核心贯穿
于香云纱服饰生产全过程的设计方法和理念，为香云纱服饰的可持续时尚设计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
爱物；
可持续时尚设计
关键词院香云纱服饰；
惜物观；
节用；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9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20）03-0077-07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sign of Xiangyunsha Clothing under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herishing things"
Wei 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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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ideas of "moderation in use" and "loving all things" based on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herishing things"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fashion design of Xiangyunsha clothing.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successful cases study of Xiangyunsha Clothing brand and clothing innovative thinking, firsty this paper demonstrate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idea of "concept of cherishing things" and sustainable design.Then, from the aspects of philosophy and
design sc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the ideas of "moderation in use" and "loving
all things" and th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Xiangyunsha cloth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design methods and concepts of
Xiangyunsha Clothing produc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for sustainable fashion design of
Xiangyunsha Clothing.
Key words: Xiangyunsha Clothing; concept of cherishing thing; moderation in use; loving all things; sustainable fashion
design

“惜物观”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主要内容，是在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因素的影响下、
造物实践活动中不断传承和创新而逐渐形成的传统造物观点，也是造物活动中贯穿古今创作实践的
审美价值标准。香云纱，
又称莨绸，
是用岭南特有的薯莨汁对桑蚕丝织物涂层、
再经过河涌塘泥涂抹日
晒加工而成的一种昂贵的纱绸面料。

1 传统“惜物观”
下的
“节用”
与
“爱物”精神
1.1 传统造物思想与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同一性
传统
“惜物观”主要围绕
“节用”的态度展开，
如《周易·系辞上》早有描述：
“备物致用，
立成器以为
墨子在《墨子·节用》中都有关于
“节用、
爱物”态
天下利。”
指的就是
“敬天惜物”
。孔子在《论语·述而》，
度的相关记载。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围绕
“节约为美德”
阐述了节用、节约和道德的关
系；
宋朝的巩丰在其《巩氏后耳目志·杂言》提倡以此为基础而奉行简单生活，
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清
代的李渔提倡造物活动需以实用为根本，
注重产品功能性的态度。荀子在《荀子·荣辱》中孟子
“节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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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基础上，
又阐述了这种有节制持续利用资源的方式的重要性和有了对天地的敬畏和信仰，体现
在审美活动和造物活动中就是惜物思想；南宋的巩丰和朱熹对节约物资、节制消费和爱物态度都有相
关论述（表 1）。在长期的造物实践活动中，
敬天、
惜物、
节用等思想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创新逐渐构建起

统一的艺术设计思维范式，
一直贯穿古今的设计实践活动，
形成了较为正统规范的审美态度和价值标
准。
表 1 古籍中的“惜物”
观点列举
Tab.1

蕴ists of the views of 寓cherishing things寓 in ancient books

1.2 香云纱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建设可持续
尊重自然、惜物致用的造物思想和环保理念始终贯穿着古人的造物活动，在新时期，
环保概念对当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节约型
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
“惜物观”
思想的智慧理念、
社会、
可持续设计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香云纱的染整工艺技术及发展”中
关于香云纱的研究多数学者集中在工艺方面。如邵秋荣等在
探讨了天然染色过程的化学机理,提出了香云纱色彩多样化的发展设想。易江明在
“香云纱手工染整技
艺的艺术创新价值”中集中讨论了香云纱染整工序及其面料创新方法；黎亚梅在“浅析香云纱传统染
整工艺的技术审美价值”中从技术审美的角度梳理了香云纱的技术美、材质美和个性美；何丽清等在
“香云纱染色原理与拔染工艺”
中对香云纱织物进行拔白和色拔工艺探讨；
潘媛媛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通过对薯莨、
染整用泥等关键因素分析实验
香云纱染整技艺机理解析及其河泥的微生物强化作用”
何晓丽等在
“基于创新的
对比，
揭示了薯莨色素与丝蛋白，
薯莨色素与河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研究-以香云纱染整工艺为例”
一文中提出基于创新的香云纱生产保护模
式的思路。
极少在哲学层面对香云纱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最早提出设计伦理概念的是美国设计理论家维
克托·巴巴纳克，
在《为现实世界设计》
（20 世纪 60 年代）一书中强调：用户、社会和环境是设计所负有
“惜物”
导向和与设计
的道德责任，
明确提出设计应该为有限资源服务。他的观点明确了设计伦理中的

的紧密关系。汤姆·拉斯的《可持续性与设计伦理》一书对可持续性和设计伦理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提出新的设计规范应立足于新的设计价值观和伦理观，
由此带来可持续的未来以及成功的设计实践，
呼吁艺术设计实践需要体现人
实现人类共荣的最终目的。设计伦理已成为艺术设计中不可或缺内容，
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使设计艺术实践具有更人性化和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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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将分别从传统惜物观
“节用”和
“爱物”
思想去探讨香云纱本体及其香云纱服饰设计
原则和方法，
为香云纱服饰的可持续时尚设计提供可借鉴的途径与启发。

2“节用”思想下香云纱服装的可持续设计
实用和简约之美是古人传统造物活动中
“节用”思想的重要观点，对当下香云纱的现代服饰设计
的理念，
落实到产品设计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 设计原则
墨子的
“芊眠；
不加者去之”
与德国的功能主义中提出的
“少就是多”
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
的“节用”思想是关乎生活、关乎实际、关乎现实的实用观，强调一件物品创造出来首先要把“物尽其
用”
放在首位。物与物，
人与物，
物与社会的关系，
即考虑物的使用是设计方面所必需的。实用功能除了
使用功能还包括精神功能，
合理的功能形式是美的形式。比如，
古人造物常用组合式设计和系列化设
计正是这种实用思想的反映。
在香云纱的创新设计中，保证其面料天然环保特性的前提下，把时尚化设计融入到面料开发中
去，
面料本身就是原创设计，更是人性化的设计，
只需要简洁的廓形和线条就能呈现其丰富的视觉效
果。香云纱服饰的设计与
“简约之美”
所传递的品质和审美不谋而合，
这种简单不是单纯的外在线条和
在广东、
深圳等地出现了许多香云
轮廓的简约，
还包括实用功能实现的同时渗透的简约之美。近年来，
纱服饰品牌，这些时尚的香云纱品牌秉承着“简约、内敛、健康”的设计理念与中国智慧融会贯通，将
“简约之美、和谐共生”的理念融于设计生产的各个工序之中，这也是对现代服饰品牌设计中过渡装
饰、
过度包装、
过渡宣传的现状反思和价值引导。

2.2 设计方法
零浪费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态度更是一种设计方法，是指利用一块或几块完整的布通过人台进
相对于常规的平面制版和
行打版和制衣。在这一过程中遵循人的身体起伏和三维自然造型展开设计，
裁剪不会造成过多的面料浪费。香云纱的零浪费立体制衣设计适合高级定制服饰。让消费者对
“敬物
尚俭”的生活智慧有更深刻的感悟，鼓励消费者感悟香云纱服饰作为环保生态时装的品质，
不盲目追
随流行，
每件香云纱服饰都值得长久保存和穿着，
这种对体型、
年龄、时空、文化的包容性让香云纱服
饰显得尤为珍贵和经典。
香云纱本身就是面料的创新设计，
带有丰富的故事情节，每一寸面料都呈现独立的个性和品质，
是极具东方气质的面料载体，
只要运用时尚、
洗练的设计语言就能充分展现她的独特韵味。常规服装
的扣合方式普遍为前开式，如果将香云纱服饰的扣合点增加并通过暗扣、系带、子母扣等衔接方式使
之固定，
一种服装款式便可得到多种造型。这种设计方法是以香云纱面料的原始大小为依据，通过在
人台上立体设计确定裁片的面积、
形状、扣合方式和固定位置。通过人体的动态变化结合
“一衣多穿”
的功能实现，
增加服装本身的穿着频率和穿着场合，从而实现香云纱服饰的“耐穿”
和
“节用”
的潜在价
值。如在 Kathrinvon Rechenberg 品牌 2020 春夏高级时装研发中就突显了
“备物致用”
的设计理念，针
设计师拿出珍藏 20 余年幅宽仅有 36cm 的香云纱面料进行全新设计，运
对今年特殊疫情和天气原因，

用巧妙的拼接和立体裁剪、深橘色和红棕色的正反肌理之美，无袖和不对称设计依形而造，呈现出独
具个性的美感，
诉说着面料带来全新的生命，亦是尊重每个工匠把劳动灵魂投入到每一毫厘香云纱中
亦可在着
的惜物表达。多穿型设计方法不仅能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灵感，提升服装本身的文化附加值，
的智慧和审美体验（图 员）。
装体验中让消费者感受
“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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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员
Fig援员

窄幅拼接正反两穿的香云纱马夹（Kathrinvon Rechenberg 品牌）

Xiangyunsha waistcoat sewed by norrow breadth cloth and can be worn
on the positive or the negative(Kathrinvon Rechenberg brand)

3 “爱物”思想下香云纱服装的可持续设计

孟子在《尽心章句上》中则明确表达
“爱物”
思想：
君子由亲爱亲人，
进而仁爱百姓，
由仁爱百姓，进
而爱护万物。先秦哲学思想中一直把
“物”
和“我”
的关系作为讨论核心。香云纱堪称是中华民族的手工
“人与物”
和谐共生的
“爱物”
造物的典范。一
艺瑰宝，
其莨染手工技艺是智慧淳朴的加工方式，
堪称是
块香云纱至少需要 20 位师傅共同协作完成：经浸莨水、晒莨、
洒莨水、封莨水、煮绸、过乌、
水洗、摊雾
等 14 项工艺、
36 道工序，
耗时近一年，
放置多年才能实现神奇的蜕变。莨染是依四时而作，人与天地草
只能手作，
不可复制、
无法量产，
每一块香云纱都是
木的合力；
阴雨天影响制作进度和品质，
靠天营生；
孤品（图 2）。

图2
Fig.2

3.1 设计原则

香云纱染整技艺主要流程

Main process of dyeing and finishing technique of Xiangyunsha

香云纱服饰可持续时尚设计是基于对目前香云纱服饰品牌的现状基础上，为了改变目前香云纱
服饰消费群体老年化和设计同质化现象，
将“节用、爱物”
思想理念贯穿创新设计流程。从人体工程学
的角度对舒适性、
活动性等方面进行功能性设计，
以此来提升香云纱服饰的时尚度和耐穿性。在设计
中注重保持香云纱自然属性的同时紧密关注国际流行趋势，对不同消费群体的个人形象属性和穿着
场合进行针对性设计。让香云纱服饰品的研发关注精神层面的关照，
也致力于经典时尚的创造，
让每
一件香云纱服饰既是一件衣服，
更是一件收藏品，
这与其材质本身珍贵的品质是一脉相承的。2019 年
10 月，
随着中国原创香云纱服饰品牌
“天意 TANGY Collection”
被国际权威机构甄选为全球仅 15 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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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持续发展奢侈品”
品牌之一。作为唯一获此殊荣的本土品牌，
“天意”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开

始关注香云纱面料在产品开发中的全流程设计，其香云纱服饰无不浸透和传递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传播和分享着人和自然和谐生活的
和对人类的关爱，超越国界地域的限制，受到国际时尚界的赞誉，

“爱物”
理念。
香云纱的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与当今社会提倡的生态时尚的
“爱物”
情怀不谋而合。可持续性发
展理念己在各个领域得到积极响应，
而可持续时尚更是时尚产业当下的方向和未来。比如：
在生产过
程中不丢弃掉任何碎料，提倡“节用”造物精神，从香云纱服饰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尽量不浪费余片裁
料，
将碎料巧妙设计制作成饰品，如项饰、耳饰、包袋、围巾、手机壳等精美产品，
传扬香云纱越旧越舒
适越珍贵的传统惜物理念和消费观，
引导消费者视每一件香云纱服饰为不追潮流的生态时尚经典。
香云纱材料本身就是可持续性的面料设计，在设计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会潜移默化的培养人
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
香云纱面料的制作仍旧是手工涵盖全流程的生产模式，这种
对于这样优秀的传统面
形式在商品社会势必会遭受极大的冲击，
作为文化传承与保护更是刻不容缓，
料值得后人去发掘，
传承和创新。但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
但由于其制作工艺繁琐、
劳动程度
导致其面料成本高
艰巨和复杂，
待遇低，
面临着传承后继无人的境遇。另一方面，制作环境靠天营生，
昂，
款式单一，
消费结构断层等问题。面对香云纱行业的发展瓶颈，
香云纱服饰品牌
“天意TANGY Col原
lection”
最先投身到香云纱行业的传承保护中来，
从最源头的野生薯莨的保护角度去拯救频临消失的
手工制作产业，
增加就业机会，
提升原产地顺德当地晒莨工人及整个产业链员工的收入。鼓励野生薯
莨原产地农民保护当地原生林木，
反对放火烧山灭绝野生薯莨。发起并积极参与香云纱面料和生产工
艺流程的国家标准的制定，
捐资成立香云纱保护基金会，加强对香云纱产业的行业和国家管理及民间
让中国的可持
力量的保护和支持。
“天意”
品牌秉承文化力量将香云纱服饰带到了世界时尚中心巴黎，
续发展时尚设计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分享和传播，通过对香云纱手工技艺的尊重和保护，
让
“爱物”情怀
与爱构建一个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及可持续可循环的环保时尚品牌典范。

3.2 设计方法
通过对香云纱环保染整技术的调查，
对香云纱服饰及周边产品进行可持续时尚化设计，
从而能挖
掘香云纱面料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从香云纱服饰面料制作、
设计到生产过程中处处体现这中国传
统造物
“惜物”
精神；在其创新开发实践中，秉承传统服饰中
“节用、
爱物、可持续”设计概念，采取传统
工艺、
现代科技、
流行时尚相统一原则，
将这种可持续时尚设计的概念融入每个设计和生产环节，不仅
是设计本身的创新，
更体现着设计师的社会担当，
为进一步构建一个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及可持
续、
可循环的设计典范。
近年来，对香云纱的设计实践呈现上升趋势，
本土文创品牌“德玺见萩”在其《敬观·惜物》的设计
对这一古老的非
展的主旨为
“以当代设计，
致敬民间工艺”
。不同艺术领域的设计师从不同视角出发，
系统地解读与表现了香云纱复杂而
遗面料在服饰、
平面、
空间、
装置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和深度诠释，
精妙的制作过程和现代语境下对其价值提升的无限可能。
对香云纱消费者的年龄进行调研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处于 40 岁以上消费群体，年轻人对香云纱

的知晓度较低。如何将香云纱与服装的结合更具有时尚感，
更能被年轻群体接受是放在行业和设计师
材质肌理、
色彩色调、
风格搭配等方面
面前的问题。合理运用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相融合对服装廓形、
的进行针对性设计，
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有效手段。只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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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
短暂的流行，
也会造成社会自然的浪费。在对年轻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调查的基础上，恰当
地运用流行系统的符号和语言进行产品开发，重点放在将流行时尚语言与传统环保工艺的相结合原
尝试和改善目前香云纱服饰产品风格老态化和单
则上，
通过流行廓形、
时尚搭配、
个性化配饰等方式，
调化困境，增加其时尚化语言的表达能力，拓展香云纱服饰的客户群和消费市场占有率，将产品领域
拓展到时尚人群、
家居产品等品类。
随着香云纱保护力度和传播的不断增强，
国外设计师也把目光投向了香云纱。德国服装设计师凯
其高端设计师品牌
瑟琳（Kathrin von Rechenberg）早在 20 年前就因和香云纱的一面之缘而钟情一生，
将香云纱材质作为浓郁的品牌文化基因，
让品牌形象具有明显的差异化。
“经典从来不时尚，
我并不认

经典而不易过时的服装。”
她这样定位自己的香云
为我是一个潮流追随者。我致力于创造出可穿性高、
纱服饰作品，每一件服饰全部采用立体裁剪，对身材要求有极大的包容性，每一件香云纱服装都是独
一无二的高级定制；除了设计制作外，还尝试对香云纱本身材质和肌理进行创新，例如运用铁锈处理
使香云纱产生
红云纱的方法创新出来具有独特肌理的红云纱。也尝试用扎染手法融入晒莨染整工艺，
尤其是有独立的思想，
独特个人气质和内
斑驳梦幻的纹理。凯瑟琳的服装赢得了不少高端消费人群，
涵的智慧型女性的青睐（图 3）。

图 3 （德）凯瑟琳（Kathrin von Rechenberg）品牌的香云纱服饰作品
Fig.3 Xiangyunsha Clothing works of Kathrin von Rechenberg

重归生命本原，
敬天爱物，
适应自然，并不是对传统工艺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自然意识的追溯和把
通过对非遗香云纱文化本
握，
是对传统智慧的理解和延伸，
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和践行。一方面，
体的研究，
拓展其传承方式，
去感知和研习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当代设计转化。如：
香云纱衍生文创产
品设计、
香云纱消费品包装设计、香云纱时尚化服饰设计都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有效途径。另一方
利用高校教育引领作用，
借助校企
面，
通过对香云纱染整技术的研究，
关注频临消失的手工制作产业，
合作途径和各类教学和科研项目，与香云纱发源地伦教
“香云纱学院”和
“香云纱行业协会”等基地合
劳动力就业结合；
作，
构建多端香云纱服饰行业人才培养模式。将香云纱研培与手工艺行业精准对接、
香云纱产品创新研发的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开拓其市场占有率；香云纱与高校学生参加专
业赛事相结合，从
“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教育功能开启，到“以赛促练、以赛促产”
的社会功能，最终实
现
“以赛兴城”
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同时，关注香云纱这种从行将消亡的特殊非遗材料和工艺，让古老
的植物染织技术带来不可估量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更让这种“面料中的软黄金”
的可持续时尚设计实
践有机会得到更广的分享和传播（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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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香云纱可持续时尚设计技术路线
Fig.4

Technology route of sustainable fashion design of Xiangyunsha Clothing

4 结语
“惜物观”蕴含的是生态伦理，伴随着国人的爱物惜物的生活态度，积淀成深厚的哲学思想，也由
此带来了一种倡导节俭的生活观和
“节用”
“爱物”
的可持续设计观。惜物思想中的生态理念与香云纱
“非遗+设计+文化”
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脉相承，
为香云纱服饰设计注入
品牌竞争力。借助“非遗+教育+
开发出可持
产业”
途径，
以香云纱服装时尚化设计为切入点，
从配饰、家纺、文创等角度结合流行趋势，
续环保概念衍生品设计、
香云纱消费品包装设计等，
并在香云纱可持续设计思维与文化教育传承等方
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市场
面挖掘香云纱可持续时尚设计的更多可能，通过时尚化设计扩充消费群体、
潜力，
印证传统造物
“惜物观”
思想的设计转化能力及在可持续时尚设计中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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