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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应用研究
王雨柔，王

勇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学院，大连 116034）
摘 要：[研究意义]将中国元素图案应用到摇滚风格服装设计中，以无形的传统观念信仰构建中国摇滚风格，以有形的
物化摇滚风格服装建立本土化摇滚视觉传播形象，丰富摇滚风格服装的多样化表现，为其本土化发展注入生命力，并为
本土服装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思路和拓展创作空间。[研究方法]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实践研究法、跨学科
研究法，对摇滚风格服装在设计中运用的不同图案元素进行梳理和分析，分析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服装中的应用现状
与前景，探索中国元素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运用。[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应
用前提是掌握其本身特质，图案元素的选择或是本身具有摇滚调性，或是重构之后与摇滚风格服装相契合。②本土摇
滚服装语言的形成要注重民族化，亦不能过度民族化，同时要考虑国人的文化认知与心理需求，合理运用本土化与国际
化的设计方案。③融合多种工艺手法扩展本土摇滚服装表达方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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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Application of Chinese Element Pattern in Rock n’ Roll Style Clothing
WANG Yurou，WANG Yong

（School of Fashion,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lian 11603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lements are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rock and roll style clothing. Constructing a Chinese rock style with in⁃
visible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beliefs.To establish local rock n’roll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visible materialized
rock n’roll style clothing. The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enriching the diverse performance of rock n’roll style clothing and to in⁃
ject vitality into its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ideas and expands creative spa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loth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cover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practical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attern elements used in the design of rock n’roll style clot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element patterns in rock n’roll costu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①The premi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i⁃
nese element pattern in rock style clothing is to master its own characteristics.The selection of pattern elements either has its
own rock tonality, or fits with the rock style clothing after reconstruction.②The formation of local rock costume languag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ization, but not over nation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ultural cognition and psy⁃
chological needs of Chinese people, and reasonably use the design scheme of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③Integrating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can expand the possibility of local rock clothing expression.
Key words: Chinese element pattern; rock n’roll style clothing; innovative design techniques; loc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摇滚风格服装是受摇滚乐的影响下，而催生的

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摇滚乐手和乐迷们的服饰是承

一种艺术视觉产物和时尚风格标识，并且与某一类

载青年们意图指向的重要工具，并且在潜移默化中

型的摇滚乐产生时的社会背景、人文风尚、意识形

影响了时尚传播路径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1]

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摇滚风格服装在上个世
纪 50 年代后期，伴随着摇滚乐的产生而问世。不

的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
摇滚乐和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合，促进了

摇滚乐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蜕变。中国图案元素
在摇滚服装中的应用是指对摇滚风格服装诸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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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土摇滚服装的特色。而现代服装设计中的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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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风格服装图案元素，还突破了原有图案的单一与

装中的创新设计手法，希翼给摇滚风格服装设计语

沉闷，以更加后现代主义的方式阐释当代服装设计

言形态赋予新的表现形式，
探索本土摇滚服装语言。

格局。目前国内对于摇滚风格服装本土化还缺少
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专门针对中国元素图案在摇

1 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应用
原则

滚风格服装中的应用文献资料还是空白。国内摇

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应用的基本原

滚风格服装的品牌很少，艾琳睿（ERINRAE）追求法

则是掌握摇滚风格服装本身的特质，基于对其风格

式轻奢复古；以怀旧复古为核心的 Common Gender

特征的提取，然后再加以创新使其适合现代审美风

更加追求实穿性和造型感。以上两个品牌更多的

格。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中描述摇滚乐是“源于黑人

是从面料、廓形、工艺等方面诠释其品牌的摇滚调

音乐家们的节奏布鲁斯及美国的乡村音乐。
”经过

性，很少见图案元素。许多设计师由于对摇滚服装

六十多年的变化，摇滚乐跨越不同地域，演绎出各

图案元素的理解大都是以西方摇滚风格服装为主，

种风格流派，如节奏布鲁斯、硬摇滚、重金属摇滚、

且元素形式较为单一。以服装的一大品类 T 恤为
代表，国内市场上摇滚服装 T 恤图案设计元素，大

朋克、迷幻摇滚、哥特摇滚、艺术摇滚等等 [2]。在这
种充满主观情感的艺术活动中，服装是承载其意向

都是西方摇滚素材。还有直接照搬西方摇滚风格

的重要标志。由于摇滚乐风格的多样性，体现在服

服装图案元素，不仅使设计出的服装出现“水土不

装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3]。

服”，而且还缺少变化和新意。国外对于摇滚风格

通过对现代常用的摇滚图案元素进行分析，总

服装的诠释较为丰富，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

结归纳出摇滚服装中的图案元素可以大致分为：异

enne Westwood）、圣罗兰（Saint Laurent）、山本宽斋、
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等设计师都有

域图案元素、涂鸦图案元素、拼贴图案元素、几何图
案元素、其他图案元素。在摇滚风格服装中对异域

本土化的画面冲击、情绪冲击与思想冲击的影响

图案元素的钟爱，可以追溯到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

下，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与流行文化共同影响着中

丽的时期，他们热爱“世界一家”的奇异装扮：来自

国青年们的着装态度与审美品味。批量化的服装

印度的花纹裙子，来自蒙古的流苏皮靴，来自中国

工业生产使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许多消费者们更

的神秘念珠，来自秘鲁的银质胸牌等等，带有浓厚

愿意选择能够表达自我、具有创新性的服装。并且
随着盖娅传说、例外、李宁等中国服装品牌出现在

的波西米亚感如图 1 所示[4]。圣罗兰（Saint Laurent）

国际视野，外国人惊叹于中华文化的魅力之下，消

着放荡不羁的颓废摇滚风以及民族魅惑感。

过对摇滚风格服装较为深刻的诠释。在全球化和

的嬉皮士运动。当时正是布鲁斯摇滚乐勃发与华

2015 年巴黎春夏男装如图 2 所示 [5]，整场秀都洋溢

费者们跟随着本土设计师们进行着“寻根”之旅。
探索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服装中的应用，在探寻摇
滚风格服装本土化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认同的
回归，这恰巧也是近几年“国潮”运动的底色。而倡
导这种本土化的服装跨界设计是顺应时代发展之
需，运用国际化的设计语言表述本民族服装的艺术
形成与完善，为本土化服装的国际化品质拓展创作
图 1 异域图案元素
Fig.1 Exotic pattern elements

空间。同时满足现代消费者个性化的心理需求、与
众不同的穿着方式与穿衣乐趣。改善我国摇滚风
格服装设计的元素单一性与市场接受度低的问题，
给摇滚风格服装语言形态赋予新的表现形式，给本
土化服装设计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新时代下服装潮
流文化的发展。
因此，本文以探索本土化服装设计时代背景为
主要切入点，对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图案元素艺术特
征进行提取，
应用合理的设计原则，
从传统中国元素
与时尚的融合、
中西方文化图案元素的碰撞、
多种工
艺手法的尝试三个方面探索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服

图2

2015 年 Saint Laurent 春夏男装成衣系列
Fig.2 2015 Saint Laurent Men's 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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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涂鸦图案元素以其特有的表现力和原创

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

性为许多摇滚表演者和乐迷们所传播，涂鸦的内容

他的华丽摇滚时期，从其着装风格中可以看到大量

题材多是对社会生活的观感体验如图 3 所示

的几何图案元素的运用如图 6 所示[10]。尤其是他与

[6- 7]

。

涂鸦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表现出鲜明的反思性
和批判性。以为街头朋克们制作服装起家的维维
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的演绎最具代
表性如图 4 所示 。
[8]

设计师山本宽斋合作的过程中，创作出著名的“Zig⁃

gy Stardust”造型。摇滚风格服装的几何图案元素
具有一定的迷幻色彩、波普风格和超现实性。在

2013 年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的春夏高级成衣

系列中，设计师创新还原了大卫·鲍伊最具代表性
的造型如图 7 所示[11]。

图 3 涂鸦图案元素
Fig.3 Graffiti pattern elements

图 6 几何图案元素
Fig.6 Geometric pattern elements

图 4 2019 年 Vivienne Westwood 秋冬高级成衣
Fig.4 Vivienne Westwood 2019 AW RTW

在朋克摇滚中服装反映出了拼贴式的后现代
手段，
“拼贴”了 Rockers 的黑色摩托夹克，Skinhead

粗硬的设计风格，Psychedelics 的人工色彩以及对不

图 7 2013 年 Jean Paul Gaultier 春夏高级成衣
Fig.7 Jean Paul Gaultier 2013 SS RTW

除了上述图案元素外，还有一些随着时代的演

同风格图案的征用等等，而后聚合成了朋克摇滚的

变成为了摇滚风格中标志性的图案元素，比如一些

视觉语境。他们将不同风格样式的图案符号融合

著名摇滚乐队标识和专辑封面的图案，骷髅、玫瑰

在一起，将其重新拼贴在身上，颠覆了其本身的意
义。通过拼贴的方式来改变传统图案的演绎形式
和构成规律，创造出折衷的图案样式，使摇滚风格
服装的表现内容更加深切如图 5 所示 。
[9]

花、T 形十字章、太阳之神眼、五角星等等。设计师

巧妙地将这些图案元素应用于服装，赋予其叛逆以
及独特个性。
本土化的摇滚乐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上衍生和
开花，赋予了本土化的先锋性和中华民族的世界
观 [12]。探究摇滚风格服装图案元素的本土化，合理
运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张力结构是应用的创新原
则，注重民族化的同时，亦不能过度民族化而失去
摇滚风格服装本身的特质。摇滚风格服装中中国
元素图案的运用，不应该仅仅是传统元素的堆积，
还应该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做创新设计，将独特的
传统文化融入摇滚风格服装中，寻求服装本土话语

图 5 2016 年 Vivienne Westwood 秋冬高级成衣
Fig.5 Vivienne Westwood 2016 AW RTW

与时尚话语的跨界表现，探索摇滚风格服装本土化
的图案表现，丰富着既有民族性与时代性共存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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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文化体系。

图案元素可以带有中国式反叛。以汉字书法、中国

2 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应用
举隅
2.1 传统中国元素图案与时尚的融合

美术、
肆意泼墨等方式探究自我与创作反思，
或是跨

子曰乐队主唱秋野喜着唐装，杭盖乐队常穿着
蒙古服出席现场，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偏爱旗
袍，还有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对“四大名旦”的模
仿等等，就像摇滚乐在中国本土化主要表现为对中
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汲取一样，探究摇滚风格
服装图案元素少不了对传统中国元素图案的吸收，
是本土化中对自我文化的坚守。传统中国图案元
素有数千年的历史，种类繁多且变化丰富，是中国
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映射。作为服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图案元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
文化内蕴。主要图案元素类型涉及到动物，比如
龙、凤凰、鸳鸯、神兽、白鹭、鹤、鱼等；植物，比如牡
丹、梅花、莲花、石榴、玉兰、竹子、松等；还有一些特
殊符号，例如回文等几何纹样，福、禄、寿、喜等吉祥
文字；祥云等自然图案纹样等等[13]。许多对于传统
中国元素图案的直接运用，更真实地表达了中国风
格。对于这种本土化素材的传承体现，我们亦可以
将本土化摇滚乐的基因与中国传统文化潜在价值
与现代时尚之间进行跨文化的融合，以吐故纳新的
方式创造一种服装表现形态。例如将传统图案纹
样进行再设计，对其进行适当的抽象化处理，运用
夸张、变异、叠加、错位等设计手法进行元素的提取
与重构，将原本熟悉的传统服饰图案进行陌生化审
美效果，保留其原型本土化气质的同时，进行创新
风格化的设计，适当增加摇滚化的折衷主义与反讽
戏拟。在此基础上将图案设计元素与人体、环境空
间融于服装设计中加以塑造，通过运用不同的色
彩、材料、工艺手法，突破传统风格的程式化范围，
得到不同规律的服装视觉效果，并结合服装造型结
构、风格特征等进行有目的性的设计。

2.2

中西方文化图案元素的碰撞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推动当今服装

越地域性，进行中西涂鸦艺术的对比融合。以汉字
为基础的涂鸦图式丰富了涂鸦的图式语言，提供了
一个新的中国式输出方式。事实上，涂鸦艺术中的
泼墨技法是中国传统艺术技法和西方当代艺术手段
结合的状态。而中国美术的渗入大大的丰富了涂鸦
的内容题材，
形成更加鲜明的本土化风格。
本土文化的印记也散落于中国乐队的标识、唱
片封面、海报等，或是采用了具有传统意味的符号
和意向，或是新时代中国本土潮流意味的呈现，又
或是中西方交汇下的融会贯通。如新裤子乐队的
专辑《龙虎人丹》封面设计复古独特，他们把时髦的
装束和北京市井草根文化结合在一起，红黄色配以
龙虎形象，传递出乐队所想表达的人文精神和入世
哲学；从五条人乐队专辑《故事会》的封面中，我们
可以看到设计师对民国旧时代电影海报风格的运
用，以中国最通俗流行的经典杂志《故事会》的名字
和风格为启发，讲述中国大地的街头故事如图 8 所
示 [14-15]。通过这样的呈现讲述了中国摇滚故事，连
结了音乐，时尚与艺术，而巧妙的将这些视觉形象
应用于服装，不仅是本土摇滚服装风格的标签，还
能有效的传递出当今热点文化，赋予其醒目又不失
张扬的个性和明显的时代性符号特征。

2.3

图 8 其他图案元素
Fig.8 Other pattern elements

多种工艺手法的尝试

一个风格的形成不单单是一个元素决定的，运
用不同的工艺手法，可以把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
格服装中的运用呈现的更加丰富。在设计过程中

时尚化的内因。当代服装图案设计受到政治、
经济、

运用印花、刺绣、拼接、手绘等方式挖掘其多重的可

科技等各方面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跨文化态势和

能性，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的沉淀、延伸及演变，另

新时代特征。所以探究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服装中

一方面体现其多元艺术形式国际化的融合[16]。

的创新设计，还要结合多元因素影响下不同影响因

采用数码印花工艺表现图案设计，可以适应不

子的碰撞与融合，将中国特色诉求与国际时尚发展

同纺织品的纹理，图案设计类型多样生动、色彩丰

相结合，
开拓国际视野的同时亦不被西方所束缚。

富、立体性强。还可以将数码印花工艺与其他工艺

涂鸦图案作为摇滚风格服装中经常运用的图案

结合，比如将数码印花工艺与传统印染工艺融合，

元素，
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
影响着当代服

通过传统印染工艺，使面料具有肌理感和随意性，

装设计的变化和发展。本土化摇滚风格服装中涂鸦

然后将设计的时尚图案与其结合，能够呈现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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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视觉效果 [17]。或者将数码印花工艺与手绘工
艺相结合，使作品的设计更具生命力。手绘艺术在
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是把自然的形象进行整合加
工，使绘制出的图案使服装富有个性、具有强烈的
视觉效果。通过这种方式能使消费者和设计师之
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这种工艺本身的创新性，
也使得设计出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性质。我们也可
以将手绘与刺绣工艺进行融合，能够让设计既生动

图 10 灵感板（2）
Fig.10 Inspiration board（2）

又精美。传统刺绣是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 [18]，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刺绣工艺的表现呈现
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毛线绣、珠绣、丝带绣、贴布
绣等多样的材质，单一色、同类色、对比色、互补色
等多样的色彩搭配，还有新工艺、新技术的创新运
用。刺绣工艺与印花、染色、拼接等工艺的融合，提
高了层次感和装饰性。近年来还有设计师将刺绣
工艺和纺织品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时装设计师 Ga⁃

nit Goldstein 与 Stratasys 公司合作，运用 3D 打印和

刺绣工艺打造可持续定制的服装，这样的混合效果
挑战了当前的时装业生产方法。中国元素图案在
摇滚风格服装中工艺的应用，尝试将以上两种工艺
或多种工艺混合运用，使平面装饰和立体装饰在图
案设计中合理结合，同时要注意根据摇滚风格服装
的适配性，适当优化转变工艺表现效果。

3 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风格服装中的应用
实践
3.1 灵感板

3.2

图 11 灵感板（3）
Fig.11 Inspiration board（3）

中国元素图案的设计

摇滚乐的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
的酒神精神和阿波罗的日神精神，摇滚被看作酒神
精神的现代样板。酒神精神是尼采解释艺术形而
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代表个体的自我否定而复归
世界本体的冲动[19]。而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为
源头，
《齐物论》中庄子强调的混沌状态便是节制的
酒神精神。太极是宇宙最初浑然一体的元气，圆形
阴阳太极图，象征混沌一团，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主题设计灵感来自中国朋克摇滚新裤子乐队，

形成天地，太极就是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所以系列

他们热衷于充满怀旧色彩的东方元素，
“怪力乱神”

设计图案，以阴阳太极图案为基础，将“阴阳鱼”进

的惊艳舞台表现无可复制，
用不同的媒介方式创造着

行变形处理，以此为基本形进行汉字填充，同时体

新裤子专属的独立艺术美学。本系列作品将融合现

现出图案设计的空间效果。另一个图案元素提取

代设计理念，
将中国元素图案应用于摇滚风格服装风

来源于乐队专辑《龙虎人丹》封面设计，首先对龙形

格中，
演绎中国朋克摇滚新浪潮时尚风貌，
设计出本

剪影进行提取，融合中国传统祥云图案，再加上摇

土化的摇滚着装。灵感板如图 9、
图 10、图 11 所示。

滚风格图案中经常出现的闪电元素。通过拼接、组
合、重复等设计手法，创作出折衷的图形样式。如
图 12 所示。

图 9 灵感板（1）
Fig.9 Inspiration board（1）

图 12 中国元素图案的设计
Fig.12 The design of Chinese element pattern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3.3

中国元素图案在摇滚服装上的运用
系列设计作品在整体水墨色彩下穿插红、
白、
黑

色，
用现代设计手法演绎传统图案样式，
和解构的服
装结构共同营造服装的整体层次感。采用数码印
花、刺绣工艺、拼接工艺等，使服装图案展现以不同
的质感。简单的几何线条经过变形、
扭曲、
重组等方
式，使图形更具艺术性。可拆卸魔术贴徽章刺绣搭
配汉字与图形，简约不失格调。拉链在开放与闭合
间展现不同设计感，
融合面料拼接，
营造落差感的同
时凸显造型，
服装设计效果图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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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ean Paul Gaultier 2013 SS RTW[EB/OL].[2021- 02- 19],RUN⁃
WAY.

[12]李瑞阳.抵抗与收编: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中国摇滚乐研究
[D].西南政法大学，
2015.

LI Ruiyang.Resistance and Incorporation:The View of Cross Cul⁃
ture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Chinese Rock[D].Southwest Uni⁃
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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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图 13 服装设计效果图
Fig.13 Fashion illustration

为使中国元素图案更好地在摇滚风格服装中
运用，一方面，要明确摇滚风格作为一种国际化的
风格，在中国流行发展过程中，需要创新以适应时
代发展趋势。结合本土化视角，探索将中国元素图
案融入其中，为其注入中国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
推进摇滚风格服装的多样化表现和向前发展。另
一方面，将本土文化与西方摇滚风格相融合，将中
国元素以摇滚风格服装为载体，更易于实现中国文
化和中国服装设计的国际化认同，对于中国文化的
传播是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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