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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布贴艺术在现代童装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昌仪琳，叶洪光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童装系列应用实践旨在保护与传承阳新布贴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说明阳新布贴传统纹样运用到现
代童装设计中能够产生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考察法，以阳新布贴的艺
术特征为研究对象，将已收集的阳新布贴纹样元素进行整理和提练，总结出适用于童装上的纹样，通过相应的表现手法
将纹样、色彩、款式与现代童装款式尝试融合设计。[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阳新布贴纹样可以通过直接应用法
在现代童装上进行嫁接设计，也可以通过重复构成组合法使纹样变换后更符合在现代童装上应用的审美；②纹样色彩
可分为传统底布色彩及传统纹样色彩直接提取和根据童装款式设计需求对纹样色彩明度和主辅色调进行设计；③童装
款式设计在传统马甲、馋兜款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结合现代时尚审美与童装市场需求，在童装款式上进行不同部
位的纹样变化设计，实现阳新布贴纹样与现代童装设计的时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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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Yangxin Cloth Paste Art in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CHANG Yilin，YE Hong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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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children's clothing series aims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istic
connotation of Yangxin Cloth Paste, which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Yangxin Cloth Paste to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can produce certain aesthetic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xin Cloth Pas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rranges and im⁃
proves the collected Yangxin Cloth Paste pattern elements, summarizes the patterns suitable for children's wear, and tries to inte⁃
grate the patterns, colors, styles and modern children's wear styles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means of expression. It is held that
① it can be used in the grafting design of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and it can also make the pattern more in line with the aes⁃
thetic application of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through repeated composition and combination method; ② the pattern color can
be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base cloth color and traditional pattern color, which can be directly extracted and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children's clothing style; ③ children's clothing style design can be applied in traditional vest and
greedy pocket innovative design based on the style,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fashion aesthetic and children's clothing market
demand and in children's clothing style,different parts of the pattern change can be designed to achieve the fashion integration
of Yangxin Cloth Paste pattern and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Key words: Yangxin Cloth Paste; artistic features;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aesthetic valu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阳新布贴艺术的传承历史非常悠久，是阳新地

化内涵包括阳新地区人民特殊的精神价值、文化修

区人民世世相承、与阳新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紧密联

养、思考方式和独特地想像力,它本身就具有物质

系息息相关的一种传统文化产物，其中所蕴含的文

与精神统一的特性。阳新布贴的纹样题材丰富，
多运用象征造型、谐音、寓意等手法；阳新布贴的
色彩从整体上看，突出黑漆点金，色彩丰富鲜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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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做出来的成品色彩明快，饱和度高，对
比鲜明 [1-5]。在传统阳新布贴服饰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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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阳新布贴纹样在童装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Yangxin Cloth Paste i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提取部分

色彩特征

应用实践（笔者设计）

笔者对儿童馋兜、马甲、
书包上分别提取了金瓜
蝴蝶、荷花、凤凰、鲤鱼等
动植物元素，根据对阳新
传承人访谈了解，布贴纹
样是有限的，但它的形和
意是无限的，布贴不拘泥
于它的形状。比如做个
龙，追求它的活泼可爱，
把龙做的和凤凰一样，又
像龙又像凤凰，不论动物
还是植物的每个部位，都
存在合适的位置上，有美
学和实用价值（表 1）。

1.2

应用方法

阳新布贴纹样在现
代童装上的应用要求在
审美理念和纹样造型布
局上有所突破，可以通过
纹样直接应用和纹样重
复构成的方法进行设
计。图 1(a)为纹样直接应

用，将传统儿童馋兜中的
金瓜与蝴蝶纹样进行提
取 ，按 照 3：1 的 比 例 放

穿阳新布贴童装的人数越来越少，保护与传承阳新

大，应用在女童装的背带裙部位，显得活泼可爱；

布贴传统文化面临很大的困难。在童装设计中的应

图 1(b)为纹样重复构成应用，将儿童马甲中的莲

用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学者是对其在女装上的应
用进行研究，
很少有研究者在童装上进行设计，
不利
于阳新布贴艺术的多方面传承与发展。因此，笔者
对传统阳新布贴的艺术特征进行考察调研，分析总
结出最适用于童装中的阳新布贴传统纹样，并尝试
将现代童装与传统纹样的造型、
色彩、
款式进行融合

(a)双蝶双瓜背带裙

设计，
旨在保护与传承阳新布贴传统文化，
并为阳新
布贴传统文化品牌开拓童装市场提供新的思路。

(b)鱼蟹戏莲连衣裙

1 阳新布贴纹样造型的应用
1.1 纹样特征
阳新布贴传统纹样的题材内容，多以汉民族
的传统吉祥图案为主，同时也反映一些日常生活
和地域所见，稚拙气息浓,浪漫主题造型多样。阳
新布贴文化环境的培养需要强化中国儒家传统中

(c)白鹤采莲外套

的“亲情”文化的表现形式，引入儒学传统文化中
的“亲亲”理论，让阳新布贴找到可再培育的新土
壤 [6]。阳新布贴童装设计实践正是这新土壤之一，

Fig.1

(d)鲤鱼拉莲衣领与背带裤

图 1 阳新布贴纹样在童装中的直接应用（笔者设计）
Direct application of Yangxin Cloth Paste in children's wear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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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鱼、蟹等湖中的动植物元素进行提取，应用在

用，加上衣摆不对称扣子设计，与围脖、翻驳领里布

女童装的中部位置上，由于布贴有一定厚度，这

纹路相呼应；图 2(d)中的衣领处是以翠绿色为底，与

个设计也具有保暖功能，纹样在连衣裙中部三角

女童的背带裙与男童的围脖色彩设计相呼应，主要

状 内 ，两 边 圆 形 是 口 袋 ，做 到 方 圆 结 合 ，便 于 实

以莲叶的绿色和莲花的红色为主要色彩，在整体服

穿；图 1(c)为纹样单个直接多数运用，将儿童书包

装中作为点缀色与提亮色。背带裤纹样色彩是以

中白鹤、莲花、莲藕等元素进行提取，应用在男童

莲花中红色与黄色为主，之间的过渡色为辅来完成

装的外套下摆处，变换纹样的朝向，使纹样设计

整个设计，纹样主要应用在馋兜及裤子上，上下呼

更具灵活性，显出“小大人”的威风；图 1(d)为纹样

应，整体色彩搭活泼可爱、别具一格。

直接应用与纹样重复构成应用相结合，将儿童马
甲上的莲花与蝴蝶的元素进行提取，男童装中的
衣领为纹样直接应用，背带裤中间做了一个弧形
的设计，将纹样按照 1：5 的比例进行缩小，通过重

复构成的方法将纹样进行规律性排列，排列好后

(a)女童装背带裙

的纹样与背带裤整体结合显得可爱俏皮。

(b)女童装连衣裙

2 阳新布贴纹样色彩的应用
2.1 色彩特征
色彩是重要的设计语言。阳新布贴在色彩运
用上表现出以“热闹为先”的美学原则，强调色彩的
对比。笔者根据阳新布贴传统纹样的色彩进行提
取和组合，通过冷暖色调的区分以及主色调与辅色
调的的协调搭配，并尝试在童装款式中，主要以暖
色调为主，运用红和绿、黄和蓝进行对比，具有较强
的视觉冲击力效果，色彩主要以高明度、高纯度为
主。让画面对比更加强烈，色彩浓烈[7-9]。体现了阳
新本地人们崇尚自由，
不拘一格的质朴美(表 1）。

2.2

应用方法

阳新布贴纹样色彩在现代童装中的设计应当
秉持阳新布贴传统色彩应用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现
代儿童审美来进行创新设计，本设计主要应用方法
可以归纳为传统纹样色彩直接应用，以及根据童装
款式设计需求对纹样色彩明度和主辅色调进行变
换调整。图 2(a)为纹样色彩的直接应用，金瓜与蝴
蝶纹样色彩主要以暖色调为主，女童装运用暖色调
显得甜美温馨，对阳新布贴传统常规深色底色进行
创新，应用暖黄色系作为背带裙底色，笔者保留传
统纹样色彩直接应用在女童装上，凸显阳新布贴韵
味浓厚；图 2(b)为莲花纹样色彩直接应用，将阳新布
贴传统深色调应用在连衣裙腰带上，与裙子中部纹
样色彩作鲜明对比，反衬出纹样在女童装设计上的
童趣可爱性，纹样运用部位与夸张波浪领的圆点设
计相呼应，将纹样按比例缩小排列组合，凸显女童

图2

(c)男童装外套

(d)男童装衣领和背带裤

阳新布贴纹样中色彩的组合及在现代童装设计中的应用
（笔者设计）
Fig.2 The color combination of Yangxin Cloth Paste and its appli⁃
cation in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3 阳新布贴纹样在现代童装款式设计中的
应用
3.1 款式特征
阳新布贴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长期以来深藏
于民间，直到 1985 年才被发现[10]。其传统童装款式
较为单一，在儿童身材比例上进行基础设计，主要

以儿童马甲与馋兜为主。笔者根据现代流行的童
装款式进行选取再自主设计，童装主要以圆形无棱
角形为主要设计点，并且多运用不对称式结构设
计，将男童与女童在款式上进行呼应，例如女童的
背带裙与男童的背带裤进行呼应、女童的抽褶袖与
男童的馋兜与波浪袖进行呼应、女童的衬衫领与男
童的翻驳领进行呼应等。再将阳新布贴传统纹样
的设计与童装实穿性功能相结合，体现出传统与时
尚的融合设计（表 1）。

3.2

应用方法

在阳新布贴传统款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可爱风格；图 2(c)将传统纹样色彩进行提取，选取暖

结合现代时尚审美与童装市场需求，本设计主要以

色系的纹样为主，提高整体色彩明度应用在男童装

现代童装畅销款为主设计款，结合阳新布贴纹样的

西装外套的衣摆处，巧妙的点缀色让素面外套增添

融合应用，在童装款式与纹样应用部位上进行设

了不少活力，单个纹样的重复以及方位变换的应

计。图 3(a)主要是在女童装的衣袖处做了三次抽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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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与审美价值，是湖北荆楚地区挑补绣类优秀的
传统手工艺术品。利用阳新布贴传统纹样的独特
造型布局与热闹艳丽的色彩进行综合研究与开发，
为笔者进行童装设计带来新的灵感，因此，阳新布
贴传统纹样应用在童装设计中，不仅是对阳新布贴
(a)女童装背带裙

(b)女童装连衣裙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还可以为传统与现代的融
合开辟新的土壤，增加现代童装设计的文化底蕴，
是表达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个性相结合的最
佳方式。因此，未来的阳新布贴服饰品设计不仅仅
追求其实用价值，更应该使产品具有人性化特征，
笔者通过采用最新的设计思路对纹样、色彩、款式
进行设计，让阳新布贴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也对
阳新布贴童装的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c)男童装西装外套

(d)男童装衬衫与背带裤

图 3 阳新布贴纹样中款式的搭配及在现代童装设计中的应用
Fig.3 The matching of styles in Yangxin Cloth Paste and its appli⁃
cation in modern children's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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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多样、传统寓意深渊、呈现出古朴、稚拙的艺术

（责任编辑：李强）

设计，使衣袖如灯笼般有空间感，其次在背带裙的

背带处做了不对称设计，偏长一点的背带上的三块
蓝色布贴扣与布贴纹样进行呼应，以及 H 版长裤运
用条纹进行设计，整体主要以实穿性为出发点，既

保留阳新布贴传统纹样的韵味元素，又结合时尚发
展；图 3(b)主要是在女童装的衣领处做了大波浪设

计，衣身中间运用阳新布贴传统纹样虎头的面部元
素进行设计，两边口袋为眼睛设计，中间三角为鼻
子设计，线条简单直观，在裤脚处运用四层堆积抽
褶，与灯笼袖相呼应，本设计主要以女童可爱趣味
性出发，以“圆”为整体设计，袖肩、袖口、口袋等元
素呼应圆形设计；图 3(c)主要是将大人的西装儿童
化，以椭圆形为西装外套廓形设计，并且对衣领处
用夸张的翻驳领设计手法以及单边落肩设计，将外
套下摆处进行不对称扣子设计，以及长方形围脖及
里面衣摆处的不规则长方形进行呼应设计，整体设
计是以男童比较酷的着装风格出发，运用多种不对
称设计以及不同线条的设计，来凸显男童装的独特
个性；图 3(d)男童装衣领处设计是将阳新布贴传统
馋兜造型进行改良设计，以小波浪形式凸显其可爱

俏皮，未抽褶的大波浪袖设计与第一套女童装袖子
相呼应，其背带裤设计与女童的背带裙相呼应，以
及背带裤的弧形设计，与女童装圆形设计呼应，整
体款式风格体现男童的可爱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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