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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侗族服饰图案的审美形式及现代应用
汤洁 1，胡淑琪 1，严建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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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广西三江侗族服饰图案的审美形式和在现代设计当中的应用。方法 使用田野调查法进
行实地调研，采集广西三江侗族服饰与配饰上的图案，提炼图案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形式，通过提取、解
构、重构、抽象等艺术设计手法，对图案的构成形式及造型元素进行二次设计，并以现代丝巾设计为例，
将侗族传统图案的再设计形式应用在丝巾产品设计中。结论 通过研究广西三江侗族服饰图案的审美形
式，创作出了具有三江侗族传统民族特色的设计作品，不仅为之后的创新设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借鉴，
而且还可以给现今的大环境下艺术创作与设计研究带来新的灵感与创作源泉，借此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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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Form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the Costume
Patterns of the Sanjiang Dong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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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esthetic form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design of Dong minority costumes in
Sanjiang, Guangxi.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patterns on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of Dong minority in
Sanjiang, Guangxi, refine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aesthetic forms of the patterns, and carry out secondary design on the
composition forms and modeling elements of the patterns through artistic design techniques such as extraction,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abstraction. Taking modern silk scarve design as an example, the redesign forms of Dong
minority's traditional patterns were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silk scarves. By studying the aesthetic form of the clothing
patterns of the Dong minority in Sanjiang, Guangxi, the design works with the tradition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ng minority in Sanjiang have been created,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but also brings new inspiration and creative source to the artistic creation and design research under the
present general environ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in modern
design and to enable the ethnic culture to be inherited and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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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少数民族服饰上的图案都或多或少记载
着该民族以往的故事，图案上每一个结构纹理和走向
在其背后都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含义或当地历史，是一
片片饱含着历史进程的碑文。同样，图案也是侗族服

饰中最具特色的要素，具有极强的装饰作用，可以体
现节日的气氛 [1]，因此，侗族服饰图案本身就是侗族
服装的精髓与点睛之笔，其图案形态多姿多彩，研究
侗族服饰图案审美形式，将其中精华加以提炼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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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和应用价值。

1

研究现状和意义

侗族服饰的传统图案十分丰富多彩，是勤劳的侗族
人民采集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对此进行提取、变形、解
构，将具象图案进行抽象化处理所形成的，是侗族人民
对服饰进行装饰的一种方式。在服装上增添精致的装饰
性图案可以让仅有单一功能性的服装同时也具备了美
观、美化的情趣，其丰富的图形语言能够带给人们强
烈的视觉冲击，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2]。
目前，学术界对侗族服饰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和
成果，大多数研究是针对贵州地区和湖南地区的侗族聚
集地的服饰文化研究，对广西三江侗族服饰图案进行专
项的现代设计应用研究暂时还不多见。由于侗族人民并
未创造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再加上连年的变迁与民族迁
移，几乎所有的本土服装设计和本土服饰图案创作仅靠
长辈们的口头教学，以至于很多经典的本土服饰图案随
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渐消失不见，这将面临着本土服饰图
案设计创作失传的风险，因此，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
县的侗族服饰图案进行深入探究并吸取精华加以现代
化的创新设计应用，使三江地区侗族服饰文化和饱含
智慧的图案得到应用与再发展很有必要。
在现代设计的应用中，传统的民族图案虽然多姿
多彩，适合当地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风土人情，但是若
将这些服饰图案生搬硬套地放进现代服饰设计中去
使用，并不一定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及追求时尚潮流
的需要。将富有民族审美特色和具有民俗审美情趣的
形式元素或文化符号建构到现代服装设计创作的形
式中，并力图将两者融合起来，即达到传统与现代的
审美结合，正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3]，因此，传统
民族元素的设计创新尤为重要。

2

广西侗族服饰图案审美特点

侗族人民常常将生活里和自然中随处可见的生
物当作图案设计的灵感来源，一般分为动物图案和植
物图案。动物图案是侗族人民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纹
样，通常以鸟、蜘蛛、蝴蝶等作为图案装饰的主要构
成部分，追溯其源头是因为原始的侗族人民对自然界
的一种图腾崇拜精神。例如，侗族鸟图腾文化反映了
侗民们对大自然审美价值的高度评价，是对自然美的
审美需求，是人们对美好事物和健康向上、幸福自由
追求的体现，它是侗族文化丰富内涵中的一朵奇葩 [4]。
植物图案的使用传达了侗族人民热爱与敬佩自然的
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植物图案的价值取向源于特
定的生活环境与耕种文化。在近乎所有的植物图案
中，又以花卉图案居多，其花卉图案的特点大多朴实
不艳丽，表现了侗族人民质朴的个性特征，侗族花卉
纹样见图 1。

图 1 侗族花卉纹样
Fig.1 The flower patterns of Dong minority

2.1

图案的形态美

审美需要参与到审美对象当中去，并和它的内容
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刻理解 [5]。研究
侗族服饰图案审美形式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图案美
的各种表现形式。
图案的形态美是审美文化构成的基础，人们的审
美行为开始于形态美的感受与欣赏。侗族服饰图案形
态美是由不同的元素和抽象的手法表达的。抽象性作
为形态美的特点之一，是指个别美的形式能够抽象出
某种富有美感的共同形式特征，这种特征以抽象的形
式存在，审美意味朦胧，适用于表现各种事物的美 [6]。
如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拍摄的衣兜上的图案，就是将抽
象、变形后的李子花纹样、蜘蛛纹样和蜜蜂纹样组合
在一起，3 种纹样都代表了不同的吉祥寓意，不仅在
组合上延伸了单个纹样寓意，而且还增强了艺术美
感、形态美感，同时又富有层次，侗族衣兜图案见图
2。图案中部分构成与整体构成和部分与部分之间遵
循辩证统一的规律，并非杂乱无章，其艺术形态是多
样式、灵动的关系。例如衣兜图案上点线面的构成也
是有规律可循的。由花瓣构成点，枝蔓和抽象后的蜜
蜂纹样构成线，衣兜图案中间变形后的蜘蛛纹样构成
面，点线面和谐组合，一起构成了图案整体，其中点
分布均匀，线条的构成细密无间，密而不繁琐，细致
却不乱，面的拼接组合对称又协调，其整体形态看似
复杂，却又趣味丛生。
侗族服饰图案的形态，在图案整体构成方面，主
要特点为比例十分严谨，如在三江侗族聚集地实地拍
摄的侗布，通过软件得出图案轮廓形，整体由几何构
成，主次分明，样式变化多，同时不局限于现有的框
架，而是从纹样形态出发，巧妙地变化、抽象、解构
其形态，并以一定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传统几何
纹样图案提取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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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直线为主，或是以曲线为主，在局部也有不同，
整体都涵盖了对称与均衡的形式美基本法则，同时也
充分展现了侗族劳动妇女的智慧。例如独立组合图案
见图 5，是以整齐有序的折线纹样为边框，与中部的
花卉纹样组合而成，图案通过上下规整地排列，形成
多层次的造型特点，在一个单元内部，图形元素分布
均匀，井井有条，也很好地表现了形式美法则中的对
称与均衡原理。

图 2 侗族衣兜图案
Fig.2 Pocket pattern of Dong minority

图 4 侗族二方连续图案
Fig.4 Two-square continuous pocket pattern of Dong minority

图 3 传统几何纹样图案提取
Fig.3 Traditional geometric pattern extraction

2.2

图案的形式美

形式美法则是人们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对现实中
许多美的事物形式特征的概括和总结。形式美法则作
为一种法则，有着普遍性和通用性 [7]，其审美形式与
侗族服饰图案的美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通过研究发现，侗族服饰中许多图案排列方式都
符合“节奏与韵律”的形式美特征，例如在图案中图形
元素的反复、对称或排列，让人在视觉上就形成节拍，
满足了形式美法则中的节奏属性；而图案中各部分之
间有节奏的连续或流动，表现在视觉上的流畅性，符
合形式美法则中的韵律属性。
形式美法则中“变化与统一”的特征在侗族服饰
图案上也能找寻出规律所在，通常认为构成图案的各
个元素之间有着共同结构和内在关系，以确保每个元
素之间可以共同构成人们在感觉和意识领域上获得
整体统一的感受。
同时，侗族服饰图案还具有形式美法则中对称与
均衡的特性，侗族二方连续图案见图 4，图案整体是
以上方蜘蛛、蝴蝶、花卉纹样和下方二方连续几何纹
样组合构成的，图中蝴蝶花卉纹样组合向上下左右循
环往复，可无限延长至带状图案，在整体构图上，或

图 5 独立组合图案
Fig.5 Independent pattern

2.3

图案的色彩美

色彩作为侗族服饰图案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部分，探究侗族服饰图案中的色彩美，对现代设计和
应用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对比这一概念表示的是变化的一种具体形式，产
生于形、色、质这类的图案基本因素之间的客观差异。

280

2019 年 2 月

包 装 工 程

协调可以看作是图案统一特点的外在体现，体现的是
形、色、质这类图案基本因素之间存在的近似性 [8]。
侗族人民们朴实无华，因为经常与自然打交道所以在
用色方面也大多汲取自然界中的色彩，而形式美法则
也适用于自然，因此侗族图案色彩美的规律也按照对
比与协调的大致规律来用色。
侗族服饰图案用色规律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大面
积地使用深色衬托浅色，即大块面地利用明度低、纯
度低、对比弱的底色，相反图案的色泽却十分鲜亮，
高纯度高明度使用具有高度饱和的颜色，侗族服饰图
案色彩对比见图 6；二是为了让服饰图案更加丰富多
彩，更倾向于使用冷暖色交织用色，侗族图案冷暖配
色见图 7。侗族人民用色很大胆，灵活地使用对比色、
互补色来进行图案颜色搭配，在配色上倾向于对比与
反衬，特别重视艳而不俗、清新明亮与对比统一的艺
术效果。将纯度、明度较高的绿色、红色等其他颜色
交叉使用，能让图案在服饰中凸显出来，从而达到装
饰的作用。总之，对比色、互补色与相邻色的使用与
搭配，具有强烈的传统侗族用色特征，给人们带来了
猛烈的视觉冲击感，同时又具有积极、明亮、吉祥欢
快的视觉感受。

图 6 侗族服饰图案色彩对比
Fig.6 The comparison of colors of Dong costume patterns

审美情趣和个性魅力的时尚单品。随着社会的发展，
如何为丝巾注入更多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内涵，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赢得更多消费者，是丝巾设计师和生产
企业面临的问题 [9]。若是把中华民族的瑰宝——民族
特色图案元素融入其中，将会为现代丝巾设计提供强
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支撑。把侗族服饰图案上的元素
通过抽离、提取等艺术设计手法应用到现代丝巾图案
中，无疑是展现侗族文化传承与应用的较好方式之一。
3.1

现代丝巾设计的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具有强烈装饰
意味和极具审美价值的丝巾图案上的设计需求也变
得多样化起来。在整个丝巾设计中，最主要的部分就
是丝巾图案的构成，丝巾在佩戴时根据不同的打结方
式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图案，从而依据图案带来不同的
视觉效果。根据图案风格的不同，大致归类可分为传
统图形元素应用和西方图形元素应用：一是带有中国
传统或具有民族特色审美风格的丝巾设计，此类丝巾
图案多是中国传统元素和少数民族图案元素为主，图
形色彩在搭配上具有情感性，某种色彩搭配渲染某种
情感，展现某种情感内涵 [10]；二是带有西方传统审美
风格的丝巾设计，这类丝巾色彩大都较为丰富，图案
纹样多以西方传统纹样为主，最能代表的便是著名的
爱马仕丝巾。
丝巾不同于其他服饰配饰，丝巾有着特定的形状
与比例尺寸。通常丝巾分为两种形状，长方形与正方
形。长方形的尺寸一般为 170 cm*50 cm、165 cm*35 cm
和 140 cm*25 cm，正方形的尺寸一般为 110 cm*110 cm、
88 cm*88 cm 和 52 cm*52 cm。正因为丝巾有着严格
的比例尺寸和形状，所以在现代丝巾图案的设计上，
更像是一幅装饰图案，强调其独特的平面感。
3.2

侗族服饰图案在丝巾设计中的应用

结合侗族服饰传统图案的艺术特征，进行丝巾设
计最关键的就是图案元素的二次设计，从侗族服饰图
案中吸取图案元素进行提取、重构、拼接，与现代设
计风格、色彩、构成融合，设计出代表侗族服饰图案
同时又具有现代化风格的丝巾。
3.2.1

图 7 侗族图案冷暖配色
Fig.7 The warm and cold color arrangement
of Dong costume patterns

3

侗族服饰图案的现代设计应用——以丝
巾设计为例
丝巾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服饰，是能够体现个人

《侗之韵》丝巾图案设计创作

《侗之韵》丝巾设计的尺寸严格按照现代中型方
巾标准来进行，尺寸大小为正方形 88*88 cm。丝巾
图案的外框采用了二方连续的艺术形式，图案内框使
用了四方对称的艺术形式，使其图案整体看起来既有
规律严明之感又显得充满变化，《侗之韵》丝巾图案
设计见图 8。图案内部围绕着一个视觉中心点，将几
种代表吉祥的纹样合理地排列在一起，相同的图案有
规律地对称，纹样的大小排列错落有致，弱化了部分
纹样，重点凸显了在视觉中心的纹样图案设计。
在图案素材选用方面，所选用的图案元素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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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当地侗族服饰和配件上的传统
纹样，从田野调研采集的侗族图案中发现，比较具有
象征寓意和吉祥意义的服饰图案纹样有太阳纹、山水
纹、龙凤纹等。因为侗族人民认为太阳是一切万物的
主宰，无太阳则万物不生长，灾祸连绵不绝，所以太
阳纹在侗族图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远离灾
祸、获福得祥之意。因三江侗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随处可见的山水伴随着侗寨里人们的成长，山水在侗
族中代表着繁衍生息的大地母亲，山水纹在侗族人民
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龙凤纹在侗族中代表着原始的
图腾崇拜，并且人们认为龙凤纹样具有避凶趋吉、破
灾纳福的美好含义。

281

需要的环形元素，并包裹住中心图案，这样设计不仅
显得中心图案有层次不单调，而且还能与太阳纹图案
相呼应。散点在正方形四角与边缘的图案纹样，主要
用来衬托主体图案，与主体图案搭配产生协调之感。
在配色方面，参考了侗族人民惯用的配色手法，
将绿色作为主体色调，与传统侗族配色不同的是，为
了符合现代大众对色彩的审美需求，于是降低了色彩
的明度与纯度，在墨绿色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淡黄色作
为协调，与一些纹样上的驼黄色形成呼应，在整体配
色上也强调对比与反衬，同时也参考了现代流行色与
配色方式，交互使用，强调明暗对比，侧重色彩与色
彩之间的协调搭配。
3.2.2

《繁花若梦》丝巾图案设计创作

《繁花若梦》丝巾设计的尺寸严格按照现代中型
方巾标准来进行，尺寸大小为正方形 88*88 cm。丝
巾的图案是采用不完全对称的散点形式，四周的边框
图案形态皆不同，而视觉中心图案纹样大量采用侗族
图案中代表自然的花草纹与动物纹，《繁花若梦》丝
巾图案设计见图 9。

图 8 《侗之韵》丝巾图案设计
Fig.8 “Rhyme of Dong” silk scarf pattern design

在构成形式方面，把具有代表性的纹样进行了处
理与加工，在保持侗族图案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
现代化风格改良，使之适应大众审美形式。传统侗族
绣片上的龙凤纹样线条简单明了，寥寥几笔不足以表
达纹样之美，因此在设计时将传统的龙凤纹线条强
化，加强龙凤纹样的美感，使装饰的作用增强，强调
抽象化特征。把提炼出来的山水纹元素进行了艺术化
处理，只取其原本纹样的外轮廓，加上变形的图案设
计，写意出山水纹的优美形态，避免图案过于复杂而
与其他图案不协调。传统的太阳纹样线条过于复杂繁
琐，于是把从侗族绣片上提取出来的太阳纹样的过于
复杂的线条减去，只留取中心纹样，这样既保留了传
统太阳纹样的基本特征，又能表现出设计的干净利
落。在对其他装饰纹样进行艺术设计时，发现有些侗
族图案元素并不适合直接应用到丝巾图案设计中，于
是对该图案进行了变形、打散、重组、旋转的艺术化
处理。根据侗族服饰上的图案（绣片）得出简易的外形，
在遵循艺术审美的观念中将其设计成适合图案整体所

图 9 《繁花若梦》丝巾图案设计
Fig.9 “If Flowers are like Dreams” silk scarf pattern design

在图案素材选用方面，选用侗族服饰图案中的花
草纹样与动物纹样进行搭配，花草纹在侗族图案里是
最常见、使用最频繁的一种装饰纹样。另外，鸟纹也
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纹样，表达了侗族人民的文化内涵。
在构成形式方面，从侗族绣片上与服饰图案中提
取了形态各异的花草纹样，将不同的纹样进行筛选、
拼接，设计出适合用于丝巾图案的独立纹样，通过重
复和散点的排列方式将花草纹串联起来，围绕在中心
图案的四周，可以在丝巾使用不同打结方式时出现不
同的视觉感受，在丝巾图案的中心位置设计了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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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外框以藤蔓纹样进行装饰搭配，看似是散点设计，
其实采用了亚对称的设计手法，可达到协调又赋予变
化的视觉效果。动物纹的使用在侗族服饰图案中也是
常用的，在作品中采用了单个动物纹进行提炼与变形
设计，如图中的蝴蝶纹、鸟纹及鼠纹，将这些单独纹
样在整体图案中进行点缀设计，体现了纷繁多彩、新
奇潮流的设计理念。
在配色方面，《繁花若梦》配色同样参考了侗族
图案配色方式和现代流行色配色方式，在底色上大面
积采用深棕色来衬托图案，该色系是现代流行色之
一，小面积使用明度较低的中黄色系与深色进行对
比，颜色不过于鲜艳，体现了人们含蓄内敛的思想感
情。为避免色彩过于单调不够丰富，在局部花草纹样
中加入了朱红色与蓝绿色系的散点纹样进行搭配，既
符合侗族人民的配色方式，又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习
惯。作品注重用色整体统一而个体又富有变化。
通过设计研究分析，将侗族服饰图案的审美属性
与现代实物设计——丝巾结合，体现了将民族文化与
现代审美文化融合的成果，并创新应用，采用不对称
边框设计手法和多元素重叠设计手法将传统丝巾图
案融入一些现代化的设计方式，通过流行时髦的设计
方式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

4

结语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大环境下，形形色色和千篇一
律的设计方式盛行，如果一直仿造或自行创造设计元
素，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会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将会消失不见。事实证明，将优秀的传统元素或
少数民族元素、形式应用到现代设计中，不仅可以赋
予设计产品文化内涵，而且还能提升价值和促进文化
发展。总之，艺术的价值在于创新与应用，创新设计
和现代研究应用才是侗族服饰发展与传承的灵魂。另
外，丝巾图案的设计要在符合时代潮流的前提下与侗
族服饰图案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展，与时俱进。
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与审美需求，更能通过设计创新与实际应用达到推动
侗族服饰文化不断继承与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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