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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在景观设计中应用的思考
□ 赵应勇
摘

要：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有助于提升视觉审美效果、提升景观设计的文化内涵、实现人与环境的情感

交流、推动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在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存在文化价值挖掘不充
分、
盲目堆砌文化元素、技术能力较为落后、
欠缺文化参与性等问题，不利于二者的融合发展。文章通过分析将剪纸
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二者的融合发展方向，以期提升景观设计文化内涵，并为后续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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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环境建设得到了重视，

的设计语言。其次，在城市环境景观建设过程中，越来

但是在商业主义思想、西方现代设计理念及建设速度

越多的城市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文化，这就

要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城市环境景观建设呈现出

使得当前城市环境景观建设千篇一律，这种建设方式

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各地政府在进行城市改造时不注

虽然可以满足人们对现代感的追求，但是久而久之会

重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一味追求工程项目建设速度

产生审美疲劳。将剪纸艺术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可以提

和大众视觉上的现代感，使得大量城市景观失去了应

进而提升其审美效果。
升环境景观建设的艺术性，

历经数千年的发
有的特征。中国剪纸艺术产生于民间，
形成了特有的
展，承载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期盼与向往，

城市景观是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

审美意识与美学观，
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将

之间关系的重要介质，这种特殊作用要求其在设计过

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不仅有助于突出城市景

程中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而剪纸艺术作为我国

观的文化氛围，而且有助于满足当代国人日益增长的

民族文化的瑰宝，将其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可以提升城

文化需求。

市景观设计的文化内涵。在以往的景观设计中，
设计师
往往是借助各种自然元素与现代设计的点、线、面元素
相结合，强化设计的整体效果，或者是将现代设计元素

中国剪纸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代

与当地的自然风貌相结合，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设计模

表，不仅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还蕴含着特有的艺术特

式，这种模式虽然存在一定的现代感和短暂的视觉愉

征与审美性，剪纸艺术的应用具有营造空间文化意象

悦感，但是仅以自然元素作为设计要素有些单调，不能

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社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剪纸艺术蕴含大量的

会环境不断变化。受现代艺术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文化信息，在景观设计过程中融合剪纸艺术可以丰富

人们思想不断开放，剪纸艺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瑰

景观内容，
提升环境景观的文化内涵。

宝，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生
存空间受到挤压。城市是人们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可以促进人与环境的

城市中的 环境景观建设是人 们在闲 暇之 余进 行交 流、

情感交流。首先，剪纸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人文艺术，结

放松的场所，尽管现阶段我国城市中的环境景观建设

合了创作者以及相关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未

可以满足人们日常休闲的空间需求，但是仍然难以满

来的期盼。例如，
我国各类剪纸主要以
“红色”
作为主色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
将剪纸艺术积

调，而红色在我国传统 文化中象征着吉利、喜庆 ，剪纸

极地应用于环境景观建设中具有非要重要的意义。

作 品 多 用 鱼 表 示“ 有 余 ”
，用 柿 子 、如 意 象 征“ 事 事 如
意”
，喜鹊、梅花寓意“喜上眉梢”
。总之，剪纸艺术具有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可以提升视觉审美

一定的人文价值，有利于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其

效果。首先，
剪纸艺术具有浓厚的艺术特征和独特的艺

次，将剪纸艺术与景观设计相结合有助于赋予环境一

术美，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传承与发展，
不断丰富自己

定的情感语言，进而实现人与环境的情感交流。例如，

的艺术内涵，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外来文化、其他艺

在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中，镂空雕花具有独特的

术形式等进行有机融合，逐步发展为具有典型风格特

艺术价值，其不仅能够使建筑构件更加和谐，而且有助

征的不同地域特征剪纸艺术。将剪纸艺术作为设计的

于表达创作者的情感特征，将具有镂空特点的剪纸应

视觉元素运用于景观设计中，极大地丰富了景观设计

用于景观设计中可以实现人与环境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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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段时间，很多人对以剪纸艺术为代表的传

素进行融合，
否则会影响表达效果。综观我国目前各类
但在
景观设计，虽然呈现出融合剪纸艺术的不少案例，

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融合过程中均不注重对文化元素的选择，只是简单而

发展。将剪纸艺术融入景观设计可以推动我国传统文

不加选择地采 用“拿来”方式，不利于切实 提 升景 观设

改革开放以来，
化的发展，
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首先，

计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其次，大量堆砌无关文化元素。

高校设计教育受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虽然推动

景观设计并不是融合越多的文化元素越好，这样的做

了中国现代设计的进步，但也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吸
收，
致使现代风格设计几乎将传统风格设计淹没，人们

法没有突出画龙点睛效果，目前我国景观设计在融入
剪纸艺术时存在大量类似堆砌无关文化元素的问题。

缺乏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无法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将剪纸艺术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可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
元素以景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增加人们接触传统艺术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存在技术能力较为
落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景观

的机会，有助于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次，

我
设计过程中结合剪纸艺术无法保证细节韵味。目前，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有助于在提升景观设计

国在景观设计中结合剪纸艺术只注重掌握剪纸的外在

文化性的同时凸显剪纸艺术的价值，让人们意识到传

形式，
无法对细节韵味进行表现，
这就使得二者的融合

统文化在城市环境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自觉

停留在表层阶段。例如，
对传统剪纸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较为落后，只是简单地 对原有作品进行放大 、缩小 、拼

推动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凑，只能模仿剪纸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无法在
剪纸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剪纸艺术的创新需要剪
剪纸艺术是过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频繁

纸装饰语言应用能力的支撑，但是目前我国城市景观

的传统文化之一，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已形成了独

设计无论是从设计水平上还是从加工技艺上都难以进

特的文化内涵以及表达形式，可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

行创新，这就使得在景观设计中融入剪纸艺术停留在

活。近些年来，
在城市景观设计过程中融入剪纸艺术逐

照搬照抄阶段。

渐成为常态，但是就目前人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景观设
计来说，在融合剪纸艺术的过程中均有存在文化价值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还存在忽视文化参

挖掘不充分 、盲目堆 砌文化元素、技术能 力落 后、欠 缺

与性的问题。首先，在景观设计过程中不注重强化“参

文化参与性等问题。

与性”
。现阶段，
一些景观设计虽然融入了剪纸艺术，
但
忽视了参与性。很多景
是只突出了剪纸艺术的展览性，

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存在文化价值挖掘

观设计与剪纸艺术的融合停留在观赏阶段，并未设计

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景观

相应的参与性活动来提升人们的主观感受，不利于真

设计在融合剪纸艺术的过程中只注重剪纸的外在表现
具有深刻的文
形式。剪纸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一，

正实现二者的融合发展。其次，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

化内涵。其艺术价值体现在剪纸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外

注重强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提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在表现形式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现阶段，
我国在景

不应该只
认识。但是若想促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观设计中引入剪纸艺术只注重突出其镂空的外在形式

强调对其进行保护，
还需要突出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

护，
忽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现阶段，
我国各项政策都

及喜庆色彩的应用，没有充分挖掘剪纸的内涵。其次，
忽略了传统剪纸艺术装饰语言的归纳和应用。在我国
传统剪纸艺术中，由于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习惯、
地理

实现剪纸艺术与城市景观的有机融合不仅可以提

条件等原因造成剪纸风格的差异，剪纸风格的差异主

升城市景观的文化性与艺术性，而且可以引起人们对

要体现在其装饰语言上。装饰语言是区别不同地域文

以剪纸艺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关注，进而促使其主

化特征的要素之一，需要对剪纸装饰语言有较深刻的

动学习并传承传统文化，进一步将我国传统文化发扬

理解和认识。但是目前景观设计在融合剪纸艺术的过

光大。因此，
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充分

程中忽略了装饰语言，
只注重对外在具象内容的挖掘。

挖掘文化价值、选用合适的 文化元素、提高技 术水 平、
提升市民群体文化参与性等方式促进剪纸艺术与城市

对文化元素的盲目堆砌是将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

景观相融合。

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之一。首先，盲目选用各类文化元
素。剪纸艺术拥有大量的文化元素，
城市在进行景观设

充分挖掘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是促使其应用于景

计时应当根据设计理念及设计方式选用合适的文化元

观设计的重要手段。首先，在景观设计中融入剪纸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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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充分挖掘剪纸艺术的内涵。设计师在进行景观

的艺术价值。在促进剪纸艺术与景观设计融合的过程

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深入研究我国剪纸艺术，对剪纸

中，
应当通过举办剪纸比赛、
向大众征集景观设计意见

艺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景观设

等方式提升市民群体的参与性。其次，
对于传统文化要

计中，以此提高景观设计与剪纸艺术的融合水平。其

做到保护与传承并重。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民族之魂，
实

次，景观设计在融合剪纸艺术时要注重研究剪纸艺术

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能够提升景观设计的

的装饰语言。剪纸艺术的装饰语言是区别不同风格剪

文化内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能

纸的重要依据，掌握剪纸艺术的装饰语言意味着掌握

够增加民族团结性与凝聚力，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继

设计师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
了剪纸艺术的灵魂。因此，

应当通过各种渠道积极
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

通过剪纸艺术
程中，要注重挖掘剪纸艺术的装饰语言，

鼓励群众接触 、了解、学习 传统文化，强化 对传 统 文化

的表面现象关注其背后的本质。

的保护与传承。

选用合适的文化元素是促进景观设计与剪纸艺术
有机融合的重要方法。首先，
在景观设计时要注重选用

剪纸艺术具有的美学特征是我国民族文化不可或

与整体设计相符的文化元素。景观设计的最终目标是

缺的部分，其独特的审美以及文化内涵对当今景观设

美化城市 环境，为人们提供日常 休闲、娱乐 的场 所，同

计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
时满足人们对艺术感的追求。因此，

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

融入剪纸艺术要注重选用合适的文化元素。剪纸艺术

择
“寄情于山水”
，
通过欣赏自然环境放松心情。城市景

中的文化 元素包括雕刻技法、风格特点 、构 图形 式、内

观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缓解城市居民的

涵寓意等内容，在景观设计中要注重结合当地人的文

生活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在景观设计过程中融入剪纸

化喜好与景观设计理念，从剪纸艺术中选择适当元素

艺术可以帮助人们在释放压力的同时陶冶情操，提升

进行融合，切实提升景观设计的艺术性与文化性。其

自己的文化修养。虽然现阶段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

次，
要避免对无关文化元素的堆砌。只有选用最佳的装

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得到解

饰语言、最具本地特色的文化元素进行融合才能实现

决的。从长远来看，
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可以通过充分挖

艺术美。因此，
在景观设计时不能单纯以融合文化元素

掘文化价值、选用合适的文化元素、提升应用技术水

为目的，
而要以提升景观设计的整体品味为目标。

平、提升市民群体的文化参与性等方式促进其与剪纸
艺术的融合，
进而提升我国景观设计的文化内涵。

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剪纸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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