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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以堵河剪纸为例
——
□ 吴 雷
摘

赵子璇

要：将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应用于包装设计，不仅是提高产品识别度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文

化认同感、
有效提升产品销量的重要途径。堵河剪纸作为湖北省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应
用于地方产品包装设计，对打开更广阔的地方产品市场具有现实意义。
包装设计；
堵河剪纸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游

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的包装离不开接地气的图

客越来越喜爱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

形、
图像元素，设计者应该深入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元 素作为最具地域文化 特色的地域 文化 符号 之一，将

化元素，结合产品的文化背景，从当地人民生活中汲取

这一元素应用于旅游纪念品、礼品中，不仅能体现出产

灵感，
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现代包装设计的要求，探索

品的独特之处，而且可以提升产品的艺术品位。近年

包装设计的艺术语言符号和语录表达，避免包装设计

大量承载
来，
我国的生态、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质化问题，
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品包装。

着人类文明、反映着历史变迁和文化传统、具有地域特

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吸收现代审美观念，具有一定

点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 化意 识，依 靠口

特色的包装激发着消费者的购买欲。随着人们审美水

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濒临消亡的传统技艺、珍贵

平 的不断提高，在大多数 情况下，艺术感强烈 、具 有鲜

实物与资料得到及时保护和传承。湖北省历史文化底

明地域特色的产品包装设计结合区域和民间自然形象

蕴厚重，汇集了长江流域的众家之长，继承楚文化之

的特征，不仅能有效地与其他类似产品相区别，而且能

绪，
在历史发展中传承了无数的民间艺术类型，具有十

再现与之相关的文化本质，使消费者增强文化认同，继

分悠久的文化历史，这些文化遗产元素为形成具有地

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有效地促进当地产品的销售。

方文化特色的包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湖北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主要有两类。其
《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 遗产 法》对“非物 质

中一类是以剪和雕相结合的镂空剪纸，主要用剪刀剪

文化遗产”做出如下解释：
“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

和用小刀刻镂，
刀剪俱用，分布于鄂州、
沔阳。镂空剪纸

其为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 种传统 文化 表现 形式 ，以

常用的工艺手 法包含“剪”和“雕”两种，题材 多取 自生

在长期的
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活，
有山、有水、有花、有鸟，整体剪纸构图匀称、
雕工纤

生产生活中，湖北人民根据本土风俗习惯和生活需要，

细见工，细腻流畅，内容有非常强烈的荆楚特色。另一

创造出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汉绣、湖

类是单纯用剪进行镂空，
典型代表有堵河剪纸。堵河剪

北大鼓、阳新采茶戏、红安绣花鞋垫、老河口木版年画、

纸具有北方剪 纸的粗犷、质 朴、夸张，又兼具 南 方 剪纸

堵河剪纸等，
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

在
的柔美、
细腻和娟秀，构图精巧细腻、线条简练流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产品要想打入当地市场，需

题 材上多蕴含故事性和 情节性，内容多用谐音 、寓意 、

要将包装设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相结合，根据产

围绕日常生活、民俗礼仪以及器物装饰，主题表达明

品当地的风俗民情就地取材，设计出具有自我促销效

确 ，以 质 朴、纯 真 的 刻画 手 法 表 达 祝 福 、贺 喜 、祈 求 幸

益的包装，迅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并影响他们的购买

福，以浪漫飘逸的风格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心理。一方面，
可以使包装设计具有丰富鲜明的地域特

剪纸艺术早已不仅是美化环境的装饰品，因其丰

色，提高产品的文化内 涵；另一方 面，能 以 独特 的 风格

富的题材、线条 或块面疏密结合，实处 不呆 板、虚处 不

传播传统文化，促进消费者果断购买的消费思维产生，

空洞，穿插合理，节奏感和韵律感强烈，
造型或凝练、或

以适应当前市场需求和业务需要。

夸张、
或写实、或写意，地域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美学

作为产品信息的传递者，设计师通过包装设计向

一些
价值和艺术价值。剪纸作品更成为一种馈赠礼品，

消费者传递产品种类、
质量和特点等信息。好的设计离

剪纸作品被收藏爱好者收藏。审美形态丰富的剪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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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追求独特化、个性化、设计化的包装有机结合能让

的文化内涵，
同时也可以透视外包装，使商品的形象具

产品脱颖而出，
促使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融合互补。

有很强的 可识别性和特殊性，造型精巧、图案 新颖 、色
彩明朗、
特点鲜明，
便于消费者认识产品、了解产品，使
产品的形象得到明确宣传，并能清晰地传达产品的企

包装设计是现代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至今，
包装的概念 早已超出了字面 上的“包”和“装 ”
，容 纳商

业形象。通过包装这一载体使剪纸艺术得到传播与展
示，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品和保护商品安全只是它最基础的功能，设计师往往
会根据商品的特性对包装样式进行精心合理的美学设

堵河剪纸图案元素和文字的搭配是包装设计的重

计，以提高 产品的吸引力，引起消 费者购买 的动 机，引

点，
将品牌名称、生产厂家、
广告标语、
单位重量等基本

导消费。同时，
设计师在包装设计过程中应当以增强商

信息和图案合理搭配，其中商品的品牌名称是重点设

品文化为基本，将产品的美学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给

计内容。文字设计是简约包装设计不可忽视的重要元

通过包装传递企业文
消费者。每个包装都是一则广告，

素。个性化包装要求其风格特点能够同产品自身属性

化，
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商品的价值。

相一致，
不管是通过造型传递信息，还是通过结构传递
信息，都需要同消费者的审美趋势保持一致，促使简约

互相连接的明纹剪纸、全部剪断互相交错镂空的

包装中的各个要素和谐统一。

暗纹剪纸都是堵河剪纸的重要技法，在包装设计中结
合重复或渐变等多种形态的组合，设计成底纹背景的
方式展示在 包装表面，清晰、纯粹 、明 了、冷静，使 包装

多样的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设计师提供

“简洁有力，
丰富而形象”
。材质选择上，
尽可能选择最

丰富的设计素材，将堵河剪纸图形元素与包装设计结

俭省的包装 材料，避 免过度包装，应回归 自然 ；结合 产

合起来，应用创新设计 手段，赋予包装更多 文化 价值 ，

品画面就地取材，将天然与艺术相结合；也可选用简约

既能将造型搭配运用到极致，又能传播发扬传统艺术

而不简单来塑造品牌，
突出表现商品，形成美术与特色

的神韵，
展现当代的民族时尚。

相结合的画面效果，增强优秀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
的联系。

现代的产品包装已不再局限于保护产品和方便运
输的功能，还肩负着提升产品销量和传播企业文化的
重任。设计别致精巧的包装，既可以加深消费者的印

色彩要素是包装设 计 中最 为活 跃以 及敏 感的 ，传
统的剪纸色 彩以红、白、青三种为主，结 合 现代 人的 审

象，提高商品的 竞争力，又 可以增强消费者 的购 买欲 ，
促进产品销量的提升。

美特点，在色彩上大胆创新，通过对色彩饱和度、明度、
调性的调和，按照审美规律着重展现产品的特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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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剪纸为题材的包装设计时更应注重纯色的使

《关于突出湖北省山区农副产品包装设计地域特征的研

用，通过较为简 单的色彩搭配，凸显出 商品 的主 题，带

究》
（Q20173103），
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秦

给消费者干净纯粹的感觉，吸引消费者目光，向消费者

（S201910518）
巴山区旅游纪念品开发》

展现出简约的生活态度以及审美情趣，提升商品的经
济价值。

参考文献
[1]丛颖,王丽.蔚县剪纸艺术的造型语言与意象文化对现代设计

堵河剪纸艺术常用的技法是镂空技法，在包装装
饰中能够激发和丰富设计者的灵感与创作想象力。设
功能、包装的特点，选择
计中，设计者根据产品的特点、
合适的材料。镂空剪纸具有通透性和层次性，
将这一形
式应用于包 装设计，包 装材料本身的颜 色、图 案、纹理

的启示[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7(7):581.
[2]江静.我国非遗传承人群高校培训教学模式研究——
—以中南
民族大学剪纸培训班为例[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7.
[3]张程,王利文,李丹.都江堰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设
计研究[J].美与时代(上),2019(10):52.

等便根据这一形式在包装平面上创造出丰富的立体空
间层次。将包装产品的造型与美学原理相结合，
通过优
良的设计提高包装设计的质感和档次，从而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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