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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卍”字纹在新中式男装设计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卍”字纹起源与纹样特征,根据“卍”字纹在传统

服饰中的应用,剖析了“卍”字纹的装饰形式和文化理念,从装饰部位、配色原则、材料与工艺着手,探讨了“卍”字纹在新中

式男装中的应用,为“卍”字纹样的传承创新,构建与挖掘独具现代品格的新中式男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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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们为了表达

对吉祥幸福的渴望,匠心独运地将这种憧憬转化到服

饰图案中,传达和表述着一定历史文化、审美情趣和视

觉感受等的变化[1]。“卍”字纹抽象的点线面能单纯地

体现纯形式的造型语言和装饰形态。“卍”字纹在新中

式男装中的应用,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促进了新中式

男装的发展[2]。
传统中式服装结构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前

后衣身相连、肩袖相连、以整为美,其平面化的结构以

及历朝历代对服饰制度的规定,使得服装款式、服装结

构上千年来变化不大[3]。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男性

的社会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男人着装更多表现出的是

理性和分量感。自西装进入中国后,在吸收借鉴西装

特点的基础上,新中式风格兴起,贯通畅达的服装式样

表现出男性胸怀坦荡的气质,使男装既追求沉稳刚健,
又获得亲切平和的一面,迎合现代社会对男性形象的

要求。本文探讨新中式男装与传统纹样“卍”字纹的结

合设计,对新中式男装予以再构建的创新实践。

1 “卍”字纹的纹样分析

1.1 起源与特征

“卐”字,古人认为是太阳、火、河流的象征。在佛教

中,“卐”的梵文读音是“室利靺蹉”,意为“胸部的吉祥”、
“吉祥之所集”。古时译为“吉祥云海相”,为释迦牟尼32
瑞相之一[4]。《辞海》记载将“卐”字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出现了在彩陶的腹部绘制不

规整的粗黑线条的“卐”、“卐”字的变体。
唐代女皇武则天时期,将“卍”改为“万”字。此后,

万纹被作为吉祥、光明、神圣、幸福、子孙绵延和万代兴

盛的象征。
“卐”字纹结构呈正方形,笔直的线条四端给人一

种无限延续的感觉,线条的曲直变化搭配旋转对称的

样式,如同车轮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虽然是静态的

纹样,却给人一种动态的、连绵长久的视觉感受。
单折线型“卐”,其字形为十字交叉,沿四方射出,

寓意“正大光明,吉祥万德”,可绣于荷包、织锦缎等物

品上,如图1清朝“卍”字如意锦,图3、图5的“卍”字纹

花缎均寓意万事如意。尾部内卷型“卍”字纹,其形同

“回”。图2的清朝三式寿喜荷包,每件长13~15cm,
宽9~11cm,上下均用回纹作为边围。尾部外伸“卍”
字纹,即将字头部分延长,作纵横排列,组织成环环扣

连状。清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一裹之袍万字纹,
江山万代福留云”,其中所谓的“万”字纹,即谓此。

古印度、波斯、希腊也常用“卍”字纹样作装饰,中国常

见于明清时期织锦缎图案的地纹,将“卍”字纹与其他纹样

组合使用形成吉祥纹样,如图4、图6所示。

1.2 在传统服饰品中的应用

“卍”字纹属于小型的几何花,是生活实用性极强的图

案,结构均匀,明暗有变化,用色简单,搭配得宜,聚散虚实

合度,艺术效果新颖大方。从反映历史和继承传统的角度

出发,探索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卍”字纹图案及装饰方法。
图7为金黄缎地“卍”字纹龙袍,衣长139cm,通袖长192
cm,下摆宽105cm,是清朝晚期咸丰到同治年间的产物,
以吉祥“卐”字纹基础进行了艺术化变化,并密集排列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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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绣地,“卍”字纹样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还寓意风调

雨顺,如图8所示。

图1 清·“卍”字如意锦

图2 清·寿喜纹绣钱荷包

图3 清·“富贵不断头”纹花缎

图4 明·“卍”字八宝四合如意织锦

图5 清·“卍”字纹花缎

图6 清·“卍”字喜相逢织锦

图7 金黄缎地“卍”字纹龙袍

图8 清·“卍”寿纹样靠背

“卍”字纹在装饰纹样中直接用文字或加饰文字表达

吉祥含义。图9的明朝寿上加寿纹样中,“卍”字形和“寿”
字绣于衣服上,作为祝寿贺礼,寓意生生不息、万代不绝、
福寿安康。清朝用金线缂出“卍”字的万寿五福纹样,五只

蝙蝠围在万寿组合图案周围,寓意五福捧寿、五福临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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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无疆,如图10所示。在吉祥装饰图案中,有意识地将寿

字变形化、图案化,其空间形状和位置都有特定的吉祥寓

意,使之成为更加丰富的适形图案。

图9 明·寿上加寿纹

图10 清·“卍”寿五福纹样

吉祥图案和吉祥观念一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倾
向以及感情色彩。而绣荷包作为一种装饰艺术,是对生活

的美化,其群众性要比其他“纯艺术”广泛得多,不但是民

族的,也是大众的。图11为清朝中期多福多寿钱荷包,长
宽各12cm,以绛红、桃红、嫩绿、宝蓝、煤黑等色相间配合,
节奏明快、靓丽和谐,绣面平整光洁、均衡和顺、可供配挂

于腰间,并饰有彩色丝穗。方寸之间的荷包虽然不大,寓
意却非常美好。该荷包的佛手寿桃右边绣一银锭,可寓为

必定福寿。荷包下面有一如意,左边是一个吉祥符号“卍”
字纹,可寓为万事如意。小小的荷包反映了人们对生活、
理想的追求和祈吉祝福的愿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图

12为“卍”字方胜纹荷包,两两菱形相套“卍”字纹,有同心

吉祥之意。
“卍”在西藏宗教寓意“永恒不变”,由于藏传佛教中使

用的转经筒是从左往右转[5],故都写作为“卐”;而在藏族

婚礼中具有“男女同生、吉祥如意、坚固永恒”之意。无论

是藏族服饰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服饰,在荷包、腰带、袖口、
领子等部位装饰的“卍”字纹图案,普遍运用了象征性的表

述方法,将祈福纳祥、驱恶辟邪,免除灾难、保佑平安、年年

如意等思想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手法,借助

丰富多彩的刺绣针法,以精美的刺绣纹样呈现出来,反映

了吉祥图案在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地位,表达了中国老百姓

对美好幸福的祈盼和愿望,是民间的创造,是古代风俗惯

例的传承与发展[6]。

图11 多福多寿钱荷包   图12 “卍”字方胜纹荷包

2 “卍”字纹在新中式男装设计中的应用

2.1 “卍”字纹在新中式男装中的应用原则

正式礼仪、社交场所的着装应具有郑重而恰如其

分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国家、民族、宗教信仰

等因素,在材料、工艺、装饰上应竭力追求华丽、庄重、
精致。

2.1.1 装饰部位

通常定位图案设计多居于视觉的中心部位,或显

示人体力量的胸、肩、背、腰、臀部、前襟、下摆等关键部

位,图案设计强调图案的造型变化和工艺性。
单独式“卍”字纹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纹样,构成较

为简单,但组合方式灵活多变,是图案构成的表现形式

之一。它适用于中式服装的胸前、背部、肩部,使服装

在视觉传达上更立体、更美观。
“卍”纹是向上下或左右两个方向反复连续循环排

列形成的二方连续纹样,或“卍”纹用矩形或者方形连

缀的方式向四周反复连续循环排列产生的四方连续纹

样[7],通常适用于衣领、袖口、门襟、下摆,突出或削减

服装的线条感,使中式服装更具整体性和协调性。

2.1.2 配色原则

中国古代对服装的配色原则一方面遵循天然的审

美感知,另一方面遵循统治者所赋予的色彩象征及政

治含义。新中式男装通常整体大面积运用素色,以酱

褐色、天青色、葱白色、墨绿色等雅致、净润的色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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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式服装积极的、文人式的高雅格调;而在细节上运

用同类色或对比色加以修饰、润色,使之艳不俗、浓不

重、繁不乱、淡相宜。

2.1.3 材料与工艺

新中式男装面料以丝绸、棉麻、羊毛为主,若选用

毛呢面料,挺括性好,有一定厚度且悬垂性良好,穿着

舒适保暖。多样化和个性化促使图案趋于立体感、多
层次、多材料、多工艺为特色,以彰显着装者的心理需

求。数码印花能够让印花图案轮廓清晰;提花面料质

地则令色彩雅致、立体感强,整体精美而华丽;刺绣工

艺耗时,但成型的图案具有高贵典雅、雍容华丽的装饰

效果;水粉绘画艳丽、明亮、闪耀,可满足人们对服装艺

术性和创意性的需求。

2.2 “卍”字纹新中式男装设计及成衣展示

2.2.1 图案设计

在图案设计中通过对比的手法,线条曲、直、长短

产生生动活泼的跳跃感,颜色醒目强烈带来丰富多彩

的视觉变化。在稳定与平衡的原则下,对单折线型、曲
线型、尾部延伸型“卍”纹样旋转、对称、重组,使图案呈

现融合、单纯、平静、柔和的视觉效果。变体后的“卍”
字纹图案整体结构更加饱满,由刚毅的直线变成柔美

的涡形线,具有动态的韵律之美,回环构成封闭的图形

象征牢固。创新后的“卍”字纹样图案见图13。

图13 创新后的“卍”字纹样图案

2.2.2 服装设计

休闲风格的新中式男装注重返璞归真的设计理

念,在面料、色彩与款式设计上追求质朴自然。“卍”字
纹新中式男装款式设计及成衣展示见表1。服装造型

呈H型,上领与襟解构再设计,简约大方,合体两片袖

款式a、b、c、e将创新后的“卍”字纹样以刺绣的方式,
分别置于新中式男装的前胸、后背、领口、口袋,款式d
将“卍”字纹样放在侧缝,前后衣身成对称纹样。衣身

上的工盘扣丰富了成衣细节装饰,作为新中式男装的

点缀,充分体现“卍”字纹在新中式服装的时尚性与东

方韵味。
面料质地为黑色的新中式男装搭配金色的“卍”字

纹刺绣,注重服装整体与图案细节间的对物配色、对光

调色、对神运色。色线配合面光、背光、侧面的明暗变

化,使图案的光度与线色渐进而和顺,平整而流畅,具
有一定立体效果,表现力强,呈现出复古与时尚的魅

力,展现了中国男士儒雅刚毅的一面,给人以浩然正

气、潇洒脱俗的印象,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表1 “卍”字纹新中式男装款式设计及成衣展示

序号 款式图 成衣图

a

b

c

d

e

3 结语

通过对“卍”字纹的淬炼与融合,新中式男装的继

承与革新,完成“卍”字纹新中式男装设计理念与设计

实践的结合。一方面,“卍”字纹作为一种传统纹样符

号出现在新中式男装设计中,传承了传统文化,丰富了

“卍”字纹样灵活多变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促进了新

中式男装的发展,使新中式男装跳脱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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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寻求应对方法。提出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服装

CAD课堂教学方法改革措施,合理整合服装纸样与服

装CAD课程教学环节,着重培养学生利用服装CAD
软件进行结构制图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专业结构制

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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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StudyontheReformofClothingCADClass
TeachingMethodBasedontheTrainingofApplicatio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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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currentproblemsinapparelCADcourseteaching,reform measuresofapparelCADclassroomteaching
methodsbasedonthecultivationofapplicationabilitywereproposed.ClothingpatternandapparelCADcourseteachinglinkswerein-

tegratedrationally.Students'subjectiveinitiativetouseapparelCADsoftwareforstructuraldrawingwascultivated,toimprovetheir

professionalstructuredrawing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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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感,展现中式韵味的同时符合现代人的着装习惯,
体现现代人对中国古人生活哲学与生活方式的向往与

追求。

参考文献:

[1] 佚 名.纹样艺术研究与应用[J].设计,2017,(11):25-

27.
[2] 陈 思,袁惠芬.传统衣带元素在新中式男装设计中的应

用研究[J].安徽工程大学学报,2017,32(6):46-50.

[3] 邵晨霞.现代中式风格男装设计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

2007.
[4] 凌 立.藏族“卍”(卐)符号的象征及其审美特征[J].康定

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5):8-12.
[5] 赵 静,程亚鹏.佛教藏经八吉祥纹样在现代平面设计中

的应用与重构[J].设计,2019,(12):119-121.
[6] 王 巧,李 正.南京云锦纹样及其在新中式服装设计中

的应用[J].丝绸,2019,56(5):60-65.
[7] 周成飞,贺 阳.丹寨苗族蜡染“卍”字纹研究[J].设计,

2017,(11):26-27.

Applicationofthe“卍”PatternintheDesignofNewChineseMen's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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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Engineering,YantaiNanshanUniversity,Yantai265706,China;

2.InstituteofFashionEngineering,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Takingtheapplicationofthe“卍”patterninthedesignofnewChinesemen'sclothingastheresearchobject,theorigin

andpatterncharacteristicsofthe“卍”patternwereanalyzed.Accordingtotheapplicationof“卍”intraditionalcostume,thedecora-

tiveformandculturalconceptofthe“卍”patternwereanalyzed.Startingfromthedecorationparts,colormatchingprinciples,mate-

rialsandcraftsmanship,theapplicationofthe“卍”patterninnewChinesemen'sclothingwasexplored.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

the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patterns,constructionandexcavationofnewChinesemen'sclothingwithuniquemoderncharacter.

Keywords:“卍”pattern;patterncharacteristic;newChinesemen'sclothing;desig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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