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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发展到唐代,开始逐渐从愚昧的图腾崇拜中摆脱出来,显得理性化与生活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

使得唐代的服饰、装饰纹样等都充满着鲜明的特点,体现着强烈的人文主观意识。以唐代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探究唐代

纹样的文化内涵及历史地位,分析其在现代服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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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特色,是区别于其他

民族的价值所在。唐代作为一个广为吸收和容纳外来

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艺术都显示着新形式的时代,

对一切外来文化大度的包容,体现在了衣食住行上。

而服饰图案纹样作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魅

力值得深入的发掘与探索。

1 唐代图案纹样形成的时代背景

服饰图案纹样起源于祖先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不
论是图腾的出现还是纹样的形成,都包含着他们对环

境的探索,以及思想上的进步。在任何时期,充饥护体

都是一种必要的生存基础,因此首先能够吸引先民关

注的便是可用于食用或穿着的动、植物,其次才是瞬息

万变的自然现象,而纹样则是祖先对所关注事物的一

种记录,即把自然界中的形态转化为可以表达思想情

感的图画形式。虽然在转化的过程中自然特征会根据

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程度的忽略,融入人为的创造

与发挥,但不可不说各个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纹样都各

具特色,蕴含着别样的社会风貌。如图1仰韶文化彩

陶与图2马厂类型彩陶上的纹饰就分别记录着不同时

期的社会信息与文化信息,反映着纹饰的差异性变化。
衣食住行的消费量的大小和足够与否,直接影响

着经济政策乃至政治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这是任何一

个统治者所不能忽视的[1]。唐代作为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都达到鼎盛的时期,整个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

象,服饰文化也显示出集大成的风采。服饰文化,不仅

仅是指服饰的款式、面料、色彩,而且涵盖与服饰相关

图1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图2 涡纹彩陶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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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行为和心态等方面[2]。传统纹样作为服饰文

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贯穿中华文明历史发展长河,承
载着历史的发展与变革,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

族情感。这一时期,唐代本土服饰开始融入外来服饰

的特点,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唐服。唐代服饰的富丽程

度一直是后世谈论的焦点,丰富繁杂的服饰纹样更是

让人眼前一亮,其在不同背景层面下所展现的新面貌,
更是为中国服饰文化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1 繁荣经济影响下的纹样

唐朝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商品

经济的日益发展,商品的种类增多,使农业、手工业获

得了更显著的成就。唐代匠人在满足经济需求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注入了对美的演绎和追求,展现了唐代

手工业的成就。隋代时期就设有专门管理染织的机

构,这一优点被唐王朝继承与发扬。编织工艺、印花工

艺、染织工艺、刺绣工艺的广泛使用,也使得织物更为

精致、富丽,制造精良,深受民众喜爱,流通更广。极大

地促进了唐代丝织业的兴盛,同时也为实现纹样造型

的丰富多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唐代,不论是居住空间的装饰还是人物服饰的

面料,随处可见丰富繁杂的装饰纹样。内容上,从图腾

崇拜、动物崇拜为主转变为以花鸟纹为主,将不同的植

物纹样加以抽象、概括、丰富再造,从而形成更为精致、
复杂、装饰性更强的组合形式。风格上显得更富丽、雍
容、蓬勃、华美,造型也更多样化,更趋向于当时的大众

审美。在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影响下,造型变得更

为丰富完善的纹样首推“唐卷草纹”,其线条圆润顺畅,
图案圆满繁复,造型多样、变化多端,呈现出独特的大

唐气象。
唐卷草纹在唐代装饰纹样中应用极为广泛。主枝

干呈波浪型,富有动感,造型灵活多变,不受限制,主要

作为边饰纹样存在,当大面积应用时多与其他纹样组

合呈现。如图3所示。在服饰中,卷草纹主要用于服

饰领口、袖口、前襟及下摆作为装饰作用,为整体服装

起到点睛作用,从侧面突出唐代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

富足。

1.2 域外文化频繁交流影响下的纹样

唐代所有文化领域都体现出兼容性和创造性,多
元文化氛围对图案纹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的

通畅促使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纹样

的取材类型,促进了装饰纹样的发展。唐代的“陵阳公

图3 唐代卷草莲花纹砖

样”,在我国传统纹样的基础上结合了外来纹样,不显

突兀且又别具一格,是唐代丝织品中经常使用的图案

形式。新型纹样一方面继承了本土的固有风格,另一

方面又从异域装饰图形中吸取了新的造型形式,使得

这一时期的纹样打破了造型及种类单一的形式,营造

出了史无前例的新局面。如图4所示的瑞兽葡萄纹铜

镜是唐代纹样中西结合的艺术发展的良好体现。

图4 唐代瑞兽葡萄镜

陵阳公样创造于唐代特定的社会氛围下,离不开

唐代自身的国富民强、经济繁荣以及对外的文化交

流[3]。是我国唐代文化底蕴下传统纹样与异域纹样的

融合,且做到了面面俱到,在强调唐代传统文化特性的

基础上很好地保留了域外文化特色,符合唐代先民审

美需求的同时起到了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充分证实

了唐代时期域内、外文化的频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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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儒、道、释三家鼎足而立影响下的纹样

唐代众多文化元素中,宗教文化尤其突出,呈现着

多教并存的新形势。唐代宗教文化主要由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组成,三大家思想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形成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唐代时期宗教思想更

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丝绸之路的流通以及

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而深入到唐王朝的各个角落,作
用于大众的衣食住行。佛、道、儒三家的和睦相处,各
种思想的交汇,更是造就了服饰的多样化、自由化、民
族化、外域化[4],共同影响着装饰纹样的发展。

宗教文化体现在服饰文化上,则是服饰图案的富

丽繁杂。佛教的广泛传播,促使佛教艺术空前兴盛。
佛教图案便随着佛像的普遍化而流传更广,随佛教传

入的一些植物纹样,如莲纹、忍冬纹等在唐代有了佛儒

融合后的新意象,更在道家思想的熏陶下变得世俗大

众化。以“莲花纹”为例,其在儒、道、释三家的影响下,
逐渐形成趋向圆满完整形态的宝相花纹。如图5、图6
所示。

图5 唐代桃心十二瓣莲花纹砖

莲花一直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

质被世人所夸赞,更是作为佛教的标志,象征着圣洁、
脱俗。莲花纹的兴盛除了佛教理念的盛行,也离不开

文人儒士的喜爱。为了顺应当时宗教思想下的审美观

念,莲花纹开始与其他纹样进行整合,形成了更精致、
饱满,寓意深厚的宝相花纹样,成为典型的带有宗教色

彩的吉祥花纹,唐代织工更是大胆地把宝相花应用在

织物上,使其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生活。

图6 唐代宝相纹砖

2 唐代纹样具有的文化内涵

唐代是我国封建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政治开明、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大量吸纳外来文化,形成自己独

特的风格,使唐朝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唐代传统服饰作为唐代文化最好的载体,反映着中国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汇贯通,更反映出外来文化

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唐代纹样作为唐代服饰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之所以被称为传统纹样,就是因为所具

有的历史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代纹样所表达的不

是纹样的造型与色彩等特点,而是唐朝时期的开明政

治,对外来文化所抱有的宽容心态,以及融汇多民族元

素,创造出的新的民族文化。唐代纹样以其悠久的历

史、丰富多样的形态、深刻隽永的思想、独具一格的风

范,成为整个唐代文明史中充满智慧和灵性的一部分。
它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唐代文化的

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传统纹样在唐代时期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也发挥

着传承唐代文化的重要使命。

3 唐代纹样的历史地位

唐代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

新高潮。服装作为最能代表时尚的消费品之一,既是

时代变迁的标志,也是城市乃至国家经济、文化发展风

向标。唐代服饰文化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

域外文化而推陈出新。作为在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

位的传统图案纹样,其在赋予服装美观的同时,自身独

特的象征与寓意、文化与内涵,深深地体现着我们中华

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承载着历史的发展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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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代学者奉为重点保护对象的敦煌莫高窟,虽
然不再有当年的辉煌,但其不仅是现今中华民族文化

的宝库,而且是汉唐民族保留传统的都城[5]。其中唐

代洞窟的数量首屈一指,绘制着大量丰富多彩的唐朝

服饰与纹样,这些图画跨越了历史的长河,把唐代的服

饰盛况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如图7、图8、图9、图10分

别为唐代四个不同时期的洞窟藻井图案,其不论是造

型上还是色彩上的差异都体现了唐代不同阶段图案纹

样的发展与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敦煌艺术所传

承的不仅仅是佛像以及佛教故事画,也不仅仅是服饰

以及纹样造型、色彩等特点,而是唐朝时期的开明政

治、繁荣经济,对域外文化所持有的宽容态度,以及对

少数民族文化的接纳。通过对唐代洞窟中图案与塑像

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到唐代国力强盛、经
济繁荣对纹样形成与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了解到

域外文化与唐代文化交汇相容下纹样造型的丰富以及

工匠技艺的提升。敦煌作为民族文化的守卫者,传承

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深入研究敦煌文化,是继

承和发展唐代纹样的必要途径。

图7 初唐时期 莫高窟329窟藻井

在推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的今天,中国唐

代特有的、深厚的传统服饰文化是其他国家所不可企

及的,中国式元素、中国式纹样被国内外的学者奉为探

求中国古代文化的媒介。唐代纹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多
元文化特色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现代艺术文化及服

装设计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4 唐代纹样在现代服饰中的应用

从生活中不难发现,很多服饰中都有传统纹样成

功应用的案例,它们一方面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

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纹样设计在现代的创新与发展。
这种对传统纹样的造型、色彩、面料与工艺等特征进行

全方面的分析,提炼出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与现代服饰

设计相结合,重构出符合当下审美的服饰纹样的做法,
是对传统纹样的继承与弘扬。

图8 盛唐时期 莫高窟217窟藻井

图9 中唐时期 莫高窟112窟藻井

夏姿·陈,一个秉持着创造华夏新姿的品牌,其设

计师王陈彩霞本着对服饰设计的热爱,坚信东方设计

要在世界时尚舞台占有一席之地,首要任务就是凸显

自身的品牌特色以及对东方民族文化的传承,紧跟时

尚潮流,赋予服饰以及东方元素新的生命力。在今年3
月5日法国巴黎时装周上,夏姿·陈推出了2018/2019
秋冬新款齐靓系列,设计师把目光驻足到敦煌,运用擅

长的东、西方元素重组与演绎,对敦煌壁画中丰富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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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晚唐时期 莫高窟012窟藻井

术色彩以及图案纹样进行全新的诠释,创造出复古与

前卫交织下符合新时代审美的服饰,优雅的造型、简洁

利落的剪裁工艺以及包涵东方诗意的图案纹样相互交

织糅合,再以灰色作为主色调,通过不同色块之间的拼

接,呈现出穿着者别样的靓丽风姿。如图11所示。同

样热衷于用现代设计语言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元素的

还有郭培的玫瑰坊,在民族文化中寻找服饰设计的灵

感,从流光溢彩的金属面料到轻盈飘逸的绸缎,用考究

的刺绣工艺串联起了现代服饰与传统纹样之间的联

系。如图12所示。

图11 夏姿·陈作品

深受我国明星喜爱的设计师劳伦斯·许对中国文

化也有着深厚的情谊。西式的剪裁搭配中式的纹样,
传统的文化搭配现代的设计,中西合璧、古今同源让其

作品独树一帜。在2015年春夏巴黎高级时装周上,劳
伦斯·许发布了主题为《敦煌》的一系列服饰,甚至对

各款服饰的壁画来源进行了时期上的分类,是敦煌纹

样与西式裁剪的碰撞,也是唐代敦煌纹样与外来文化

的再次结合。如图13所示,即为唐代敦煌藻井图案在

服饰上的应用。

图12 郭培作品

图13 劳伦斯·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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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吉祥图案的繁荣早于我国几千年的文字史,唐代

图案纹样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风俗习惯,还从侧面

反映了大众的生活状况与审美情趣。深入探究唐代图

案纹样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涵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挖掘

唐代图案纹样独特的文化意蕴与民族情感。唐代图案

纹样所包涵的民族文化信息博大精深,了解唐代背景

下的传统纹样,以全新的现代方式对其进行分解与诠

释,让其以新面貌、新形式、新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更
好地传达与弘扬唐代传统文化,增强人民保护传统文

化的意识,推动唐代图案纹样乃至传统纹样在现代服

饰中的应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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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backgroundofTangDynasty;patternoftheTangDynasty;traditional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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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常采用化纤长丝,包括涤纶色丝、锦氨包覆丝、丙纶

等,编织的鞋面更加轻质柔软,鞋面的孔状线圈和网孔结

构赋予鞋面良好的透气透湿性,使足部保持干爽无异味。
(4)节约成本。针织鞋面缩短了生产流程,减少了

工序,无需传统鞋材的裁剪、缝纫和粘合。针织鞋面和

鞋底粘合即可成鞋,节省了工序,降低了原材料、设备

和人工成本。

3 结语

针织鞋面利用纬编、经编和横编技术编织而成,鞋
面成型程度高,鞋面与鞋底粘合后即可成鞋,缩短了加

工工序,降低了人力和生产成本。针织提花、集圈、移
圈、贾卡技术可赋予鞋面美观时尚、轻质透气的特点。
针织鞋面所具有的诸多优势,势必将更多地应用于各

类鞋的鞋面材料,相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

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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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donClassific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KnittedVamp
CHENShao-fang

(SchoolofTextileEngineering,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Theproductionequipmentsandknittingcharacteristicsofweftknittedvamp,warpknittedvampandflatknittedvamp
wereintroduced.Thepatternofthreekindsofknittedvampwasgiven.Thecharacteristicsofknittedvampwerediscussed.

Keywords:weftknittedvamp;warpknittedvamp;flatknittedvamp

·45·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