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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民族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针织服装设计的创新,增加设计作品的文化底蕴,还

可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创造出立足于世界时尚舞台的针织服装设计作品,同时,对促进民族文化的

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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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针织服装以其新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受

到了广大社会消费者的喜爱与认可。针织服装是服装

类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从最基本化发展成时装化

与个性化。在时装、休闲装、运动装、创意装等服装类

型中都包含有针织服装。目前,“中国制造”正在向“中
国创造”转型发展,我国的针织服装缺乏自主创新产

品,针织服装设计也缺乏艺术个性,很难创造出具有国

际品牌的针织服装设计产品。我国有着灿烂悠久的民

族文化,将民族元素作为素材来源运用到针织服装设

计的创作中,不仅为针织服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拓宽了针织服装设计的思路,同时在针织服装设计中

运用民族元素,向世界展示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

独具中国特色的针织服装设计产品,对民族元素的传

承与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1]。

1 民族元素运用于针织服装设计中的现实意义

1.1 有利于拓展设计创新思路

创意是针织服装设计的生命,每一件赏心悦目的

针织设计作品都有一个新颖的创意元素。创意无处不

在,创意的灵感素材是针织服装设计师对生活的感悟,
我国56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民族文化,每个民族都有独

特的民族元素,这些民族元素在各自民族历史发展与

交融中形成形式或符号。众多的民族元素都是针织服

装设计丰富的创意素材库,对民族元素的提炼进行有

效的运用,是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将有利于针织服装设

计师创新设计思路的拓展[2]。

1.2 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国的民族元素正面临着

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新机遇。如何在传承与发展中来弘扬民族元

素,使民族元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是我们必然需要思考的问题。在针织服装设计

中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不仅可以创造出世界的民族

针织服装品牌,同时针织服装设计在面向大众消费人

群时,向大众传递出的各种民族元素的有效信息,更是

让其在接收针织服装产品信息的过程中能更深层次地

了解民族文化,这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

着深远的影响。

1.3 有利于提升针织服装设计的文化内涵

优秀的针织服装设计作品必然具有一定的深厚文

化内涵,没有文化的设计作品是乏味的,很难得到大众

消费者的认可。面料、廓形、色彩是构成针织服装的3
个要素,缺一不可,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的民

族元素丰富多样,可成为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激发设计

师对针织服装设计的激情,将民族元素中的图案、色
彩、工艺等运用到针织服装设计中,符合针织服装设计

的形式美法则,呈现给消费者眼前一亮的感觉,从而彰

显出针织服装设计所传达的独具魅力,让消费者感受

到针织服装传达出的深厚文化内涵[3-4]。

1.4 有利于现代审美观念的形成

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审美也呈现出丰

富性和多样性的局面。传统的社会审美意识在时代的

发展中已经向现代审美观念进行转变。在受到东西方

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中,消费者的审美意识与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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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影响下有一定的制约,但是现

代消费者的服饰审美观念总体发展趋势是传统与现代

的结合,因民族元素的文化内涵蕴含着深刻的审美因

素,促进了现代的服饰审美观念,例如针织服装设计中

的一些图案具有的多样形式寓意,这对现代服饰消费

者由崇尚清新脱俗的认知,而转化为以实用为主的现

代审美观念有着积极作用。

2 民族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中纯在的问题

2.1 民族元素运用简单化

尽管现在诸多针织服装设计师意识到民族元素的

设计价值,也开始提炼民族元素到针织服装设计作品

中,但因对民族元素的认知和技巧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部分针织服装设计师对民族元素的提炼运用还普遍存

在简单符号化似的照搬,如对蒙古族元素图案直接在

针织服装上进行简单的嫁接,以及一些纹样图案直观

再现等[5]。针织服装设计的灵感元素是要在灵感素材

基础上结合针织服装的审美进行再创造,因民族元素

具有一定的特殊视觉审美效果,往往在简单照搬时虽

然保留了民族元素的独特文化内涵,但忽略了针织服

装设计所需要表现的创造性,使针织服装设计失去了

本身需要表达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尽管民族元素蕴含

着审美性,但因设计的文化内涵需要时代感,对于民族

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简单运用,不利于设计作品

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2.2 民族元素特质被忽略

在民族元素丰富的文化内涵里,每一种元素都蕴

含着确切的含义,但是在当前的一些针织服装设计作

品中,存在一些文化特质被忽略,以及一些设计作品中

民族元素与现代设计生硬、死板结合的问题。针织服

装设计的艺术特征是设计师在对元素的提炼与转换过

程中对各要素的运用要有其独特的见解,但是与符号

不同的是民族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运用应该是形

式与内涵的双重统一。如针织服装设计师对民族元素

的理解不够深入,往往会在设计作品中产生不和谐的

问题,这样不仅不能将民族元素运用到针织服装设计

作品之中,反而使设计作品的效果大打折扣。

2.3 民族元素应用不够深入

针织服装设计中运用民族元素不仅可拓展设计创

意思路,从而增加设计作品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民族元

素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我国服装制作业从“中国制

作”向“中国创造”的创新转型,同时在塑造民族品牌的

针织服装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基于目前在对民族

元素的应用方法、技术能力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综

合因素下,尽管民族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有所应用,
但对民族元素的深度挖掘的应用还远远不够[6]。

3 民族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1 剪纸元素的运用

剪纸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它有着深

刻的文化内涵,并蕴含着特殊寓意,是民族艺术作品中

的瑰宝。在针织服装设计中,提炼剪纸元素,将剪纸元

素中艺术元素作为创意设计的支撑点,并与针织服装

设计工艺中的镂空手法巧妙结合,产生一种凹凸的立

体视觉造型形式,运用钩针钩织出不同大小、不同类型

的镂空纹样,或通过针织横机织出有规律的针孔眼变

化,形成镂空的图形图案,如图1所示。在视觉上呈现

出针织面料肌理的透空感与层次感,增强针织服装的

装饰性,剪纸的镂空中相连接的线条可与针织服装设

计的分割线、结构线进行巧妙结合,具有装饰与功能相

结合的优势。剪纸作为一种静态展示的民族艺术元

素,运用在针织服装设计作品中,随消费者的穿着后富

有动态效果,不仅丰富了剪纸艺术表现形式内涵,也有

利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图1 剪纸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

3.2 水墨元素的运用

水墨元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元素的重要象征,水
墨元素蕴含的特有民族文化蕴意和民族文化艺术的表

现形式,受到针织服装设计师的青睐与认可,将水墨元

素运用到针织服装设计中,不仅可展示中国民族服饰

文化,也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现代针织服

装设计的民族性创新。水墨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

构图造型表现技法上可以体现在点、线、面、体,可运用

点的形式将水墨画的山水单独用于针织服装的局部图

案设计之中;也可运用面的形式来表现,使整体服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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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元素为主体的色调,在袖口、下摆运用水墨的厚重

感来做针织的肌理,将针织纱线重复在袖口与下摆堆

积,形成层次感起到画龙点睛的视觉效果;体的形式可

以用于夸张的肩部或领子的造型。水墨元素在针织服

装上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在色彩的运用中一般运用水

墨的留白或空白效果来呈现出无穷的韵味,传达出水

墨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含蓄之美,如图2所示。

图2 水墨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

3.3 扎染元素的运用

扎染是我国传统的染缬方法。它是用蓝靛草作为

染色剂,利用线、绳对织物进行扎、捆染色,扎染出来的

针织服装色彩层次分明,色彩变化多样,是一种充满创

意的艺术形式,同时在扎染的过程中也将一些吉祥纹样

图案运用到针织服装设计中抒情达意。将扎染元素运

用到针织服装设计中,表现出的针织服装的色彩、肌理、
纹样和细节变化构成了扎染针织服饰的综合审美关系,
扎染元素在针织服装的运用作为服饰文化的载体,反映

出特殊的民族文化,所以扎染元素不仅是针织服装染色

工艺技法的展示和实用功能的体现,它还具有象征意义

和艺术审美价值,如图3所示。扎染与针织肌理的结合

创新设计手法之一,针织服装的肌理呈现出别样视觉效

果,而与扎染技法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在保留传统染色的

人文特色同时又吸收了时尚的潮流元素,根据针织肌理

特征与组织结构纹样特色对其扎染染色,不仅增添了针

织服装的层次感,也使其具有审美艺术气息。在工业时

代里,针织服装消费者开始对工业产品的审美疲劳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渴望传统文化的回归,扎染元素在

针织服装的运用让传统韵味、技艺手法源远流长,特有

的静谧性、原始性在针织服装设计中有着更突出的体

现,让传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3.4 彩陶纹样的运用

彩陶纹样是我国民间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彩陶纹样是经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而形成的,是凝聚了

图3 扎染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

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

神的体现。彩陶纹样图案蕴含着艺术气息,其装饰纹

样图案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体现了原始艺术的实用和

审美的融合,是彩绘纹样与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彩陶纹样大众的点、线、面等元素产生了线的韵律美,
并形成了动感的纹样形制,图案的韵律美统一到主旋

律之中。在针织服装设计中可提取纹样图案,在针织

图案设计中运用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几何纹样图

案,可在衣领、口袋、门襟、下摆等部位做装饰,如图4
所示。也可将纹样图案进行间接运用,提取单个纹样

图案元素进行二次设计,这样不仅保留纹样元素,同时

也可使纹样图案赋予新的形制。通过对彩陶纹样更深

层次地解读,并结合针织服装设计的视觉化呈现,让民

族元素文化在针织服装设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是

更加贴切地展示彩陶纹样与造型完美结合之大成,也
传达了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图案装饰与服装造型的融

合。在针织服装设计中可借鉴彩陶的外观、造型与形

式美相融合规律,也可结合彩陶的文化内涵寓意使彩

陶纹样在针织服装设计中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图4 彩陶纹样元素在针织服装设计运用

4 结语

我国针织服装设计的发展需立足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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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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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元素才能在国际时尚舞台中形成自己独立的品牌

风格,运用民族元素是针织服装设计民族化的标志与

途径。伴随着民族元素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不断被发

掘,针织服装的设计素材从民族元素中得到提炼与转

换,这样能吸收传统艺术的精华。民族元素在针织服

装设计的运用效果是将静态的艺术形式形象化与生动

化,让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并得以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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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applicationofnationalelementsinknittedclothingdesignwasanalyzed.Itwasnotonlybeneficialtotheinnovation
ofknittedclothingdesignandincreaseculturalconnotationofdesignworks,butalsocouldcreateknittedclothingdesignworksbased
ontheworldfashionstageintheprocessoftransformationfrom"madeinChina"to"createdinChina".Atthesametime,ithadim-

portantpracticalsignificanceinpromotingtheinheritanceofnationalculture.
Keywords:nationalelement;knittedclothing;inheritance;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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