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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中国年画服装设计现状研究
文 / 陆兴忍，
刘绍芳
服装设计作为时尚产业易于引起人们关注,以服装设计对年画元素的运用推进中国传统年画的保
护和传承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 这种巧妙运用的形式有利于服装设计增强自身的文化标识和符号内涵。
相对于剪纸、
青花瓷等民间艺术大量被应用于时装设计，目前年画应用于时装设计非常少，主要分为三类：
作为弘扬年画传承的年画服装设计、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年画服饰设计、作为自觉创意行为的年画服装设
计。尽管年画应用于服装设计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却有很多值得弘扬创新的元素，应该成为有文化传承和
创新使命的服装设计师关注的一个方向。走出浅层次挪用年画图像阶段，将传统年画与时代审美结合、传
统年画与现代艺术结合、传统年画与现代科技结合、传统年画与市场需求结合，将会实现年画传承与服装
设计创新的双赢。
艺术；
设计
年画；服装；

年画是由民间艺人用毛边纸或宣纸绘图

要设施和传承人，还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保

再手工刻木版印刷而成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

[1]
。
“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是必然趋势,
存活力”

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画作品。本文所论的年画

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在保护好民间文

服装设计是指将中国传统年画作为一种主要

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有序和理智的开发,使

创意应用于当代服装设计的创作活动。服装不

其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才是民间文化保护

仅具有审美性，还具有实用性，它受人们穿着

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2]。正是居于以上理

而为人们喜闻乐见, 成为大小都市流动的风

念，
本文梳理目前年画在服装设计运用的现状

景。以服装作为载体，将特定地域的年画巧妙

并思考年画服装设计、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可

地应用于服装，一方面有利于弘扬年画艺术，

能的空间，
供有文化传承和创新使命的服装设

推进中国传统年画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

计师和相关业内人士参考。

有利于增强服装设计自身的文化标识和符号

1 作为弘扬年画传承的年画服装设计

内涵,拓展服装的审美空间。因为正如大家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中国就投入大量

知，随着现代生活的转换，传统年画的销售市

人力、
物力、
财力，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场和生产极度萎缩，历史上传下来的年画古雕

承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
但是中国

版损失严重，作品品种锐减、年画制作工艺退

许多民间艺术仍处于濒临灭绝的关键阶段。对

化，年画和剪纸艺术后继无人，传统年画和剪

于木版年画来说，从 2001 年开始，经过近 10

纸仅仅是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购买对象。因

年的普查和研究，已完成 22 卷本《中国木版年

此保护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除了要保存资

画集成》和 14 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

料加强理论研究、保护和发展技艺，保护的必

史丛书》，
并建立了数字化档案。2006 年杨柳青

陆兴忍，
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
刘绍芳，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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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桃花坞年画、绵竹年画、佛山年画等 12

特区域文化特色，并具备观赏和使用两种功

个产地的年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能，也对于国内外游客认识和了解杨柳青文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版年画已作为

化大有助益 （图 1 为相关评委参观杨柳青年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画文化衫和团扇设计）。

分。在 2011 年的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潘鲁生代表国内
外相关专家学者发表 《中国木版年画申请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宣布启动中国木
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标志
着木 版年画 从普 查 记录 转 入到 传 承 保 护阶
段。目前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
和以年画为主题的旅游节活动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在各地举办 （如全国性的中国年画节已
经举办了 14 届），即旨在宣传、弘扬和传承中

图 1：
相关评委参观杨柳青年画文化衫和团扇设计

国木版年画。

河北武强年画也是 2006 年首批进入国家

作为杨柳青年画发祥地所在地的天津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
2008 年武

西青区 政府就 针 对被 公 推 为中 国 民 间木 版

强年画荣获“河北省文化产业产品十佳品牌”

年画之首的杨柳青年画，到今年已经开展了

称号。2009 年武强年画博物馆被河北省旅游局

12 届杨柳青民俗文化旅游节、中国杨柳青木

。为进一步
确定为
“河北省旅游商品生产基地”

版年画节。2013 年还开展了杨柳青年画衍生

弘扬武强年画，
加大武强年画新产品的开发力

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大赛以“传承文化瑰

度，实现武强年画传统和现代的延续，
2013 年

宝、释放创意激情”为 主题，就 工艺美术 品、

武强年画博物馆与河北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合

服装服饰、视觉设计以及产品设计四个类别

作，
首次尝试以动态的服装服饰来演绎武强年

通过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面向全国从事艺

画这种静态的语言艺术（图 2）。同年 6 月
“锦绣

术研 究设计的 专业院 校、事业单 位、民 间团

年画、时尚武强”时装秀活动在武强年画博物

体、工艺 美术行 业协会、旅游 纪念品 生 产企

馆举办，展示的 45 套服饰均以武强年画为设

业、文化创意公司和广大民间爱好者征集创

计素材，
结合当代时尚理念合作设计完成。采

意设计。天津美术学院和天
津工业大学的 200 多名在校
大学生也参与到大赛当中
来，有的将杨柳青年画的胖
娃娃、大鲤鱼这些喜庆的图
案经过加工演绎呈现在时装
中，有的将杨柳青年画应用
于首饰、配饰里，这样杨柳青
年画借助创意文化的手段不
仅可以看，更可以“穿”、可以
“戴”，可以“用”，既体现出独

图 2:2013 年武强年画博物馆与河北大学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年画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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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手工印染、钉珠、刺绣、盘绣等传统手工技

每年创造几
上百位专职画匠、
上千个从业人员，

法及数码印花等现代手段完成，以礼服、晚礼

千万的销售额。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品

服为主，时尚生活装为辅，共分 5 个系列 8 组。

种，
许多产品不但进入收藏、
研究领域，
更多作

时装展演活动结束后，武强年画博物馆对这 45

为礼品和实用品进入消费市场和普通人的日常

套服饰进行了收藏，并从市场认可程度进行改

生活。其中将年画与织物、
蜀绣、
时尚元素结合

良推广，使之真正成为实用商品。武强年画博

的
“年画服饰”
成为当地人们和旅客喜爱的个性

物馆这一做法无疑很具时代意义，将年画和时

服饰等等，
远销欧美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3]

装“淳朴与时尚”两个极端的艺术形式结合起

在绵竹年画与服装结合方面，2004 年贾红

来，有很大的挑战性，但是结合得好却也是最

兵、贾君、贾萍三姐妹创办的三彩画坊做得最

具文化张力的尝试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审美

为领先和突出，成为绵竹年画第一字号。在三

组合，这些时装使年画变成了流动的风景，
也

彩画坊之前，人们更多是因循传统，致力于传

具有了时尚审美的价值，不再只是陈列在博物

统绵竹年画的保护与继续，
没有将年画应用到

馆里的稀罕物。

其他纸张以外的载体而更新和丰富年画的多

2 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年画服饰设计

样形态。贾红兵三姐妹则将年画适应市场的需

随着各个年画产地相继成为旅游景点，与

求，设计大量年画主题生活用品，将年画产品

年画相关的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为当地迫切

融入人们的生活。她们把那些代表性的脸谱、

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如前述杨柳青年画和武强

娃娃等年画图案巧妙嫁接到 T 恤衫、牛仔裤

年画为此做出的努力。在这方面绵竹年画相对

上，
形成了手绘布艺年画、
手绘年画服饰、
手绘

其他年画，
走得比较早。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年画居家用品、手绘年画木质装饰品、酒店年

绵竹年画界就开始设计适应现代生活的新产

画装饰设计和墙面年画绘制等品类 （图 3），既

品，在包、口袋、床上用品等设计年画图案，开

时尚又有个性，
大受欢迎。画坊集微型博物馆、

始四处参加商品交易会，开始了绵竹年画产业

家庭小作坊和时尚精品店于一体。其主创人之

化的历程。2001 年绵竹政府以年画《迎春图》的

一贾君 2013 年创新设计的年画产品被评为

场景为蓝图，将腊月二十三至元宵节结束打造

“全国旅游民俗产品创新设计金奖”
。三彩画坊

为首届年画节。年画节复制画中场景：众多参

的年画服装的成功在于其年画创意的个性化

“喜报阳
演者身着传统服饰，表演“金鼓开道”、

和手工化细致推敲，有感情、有创意、有细节，

春”
、
“狮子起舞”
、
“年画人物踩高跷”、
“喜打春

在文艺与悠闲、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时尚之中

牛”等传统民俗节目，年画作坊老板加入其间

达到一种和谐。其次，其设计服饰采用环保的

摆摊卖年画产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综合文

纺织原料，做出来的年画服装对身体无害，用

化大庙会，吸引了国内外大量
游客。2006 年绵竹政府打造绵
竹年画村。当 2008 年绵竹年画
村在
“5·12”
汶川特大地震中遭
受严重损毁后，经过江苏省援
建重建的年画村更是适应新时
代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的，充
满时代的生机与活力。目前绵
竹年画村已发展到 33 家作坊、

图 3：
三彩画坊设计的服饰、
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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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洗不掉色、耐穿耐新。总之，始终将民间

社引入学校，成立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

文化艺术作为创作设计的灵魂，用不同的载体

所，
进行传人培养，
开办多届“桃花坞木版年画

来提升民间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年画诠释现代

研修班”
。2002 年召开
“首届全国桃花坞木刻年

生活是她们不变的创作思想，也使她们的作品

画研讨会”
，
并以学院教学的综合优势，
在视觉

既弘扬了的传统民间文化，又获得了市场的欢

传达、
工业设计、
装饰艺术、服装设计等系进行

迎，让人们看到了年画产业更为广阔的前景。

以桃花坞木刻年画艺术为母题的综合开发和

贾君认为，
“在三彩画坊设计生产的众多产品

设计创造，通过各种不同的材料载体，系统开

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年画生活用品，这类产品与

发了文化衫、瓷器等几十种相关的“桃花坞木

实
现代生活用品相结合，具有艺术性、创新性、

刻年画”
礼品、
旅游纪念品。2003 年更以“桃花

用纪念性，人们从这类产品中能获得更多的传

坞与丝绸”为主题，以现代审美的视角解读桃

统文化信息，
只要有很好的销售渠道，
应该还具

花坞木刻年画艺术，
并融入以丝绸为载体的服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彩画坊的成功可以给

装设计中，设计并制作了一系列丝绸款式的服

其他各地年画创意产业的发展以鼓励和启示。

装(图 4)。设计由中法 9 位教师共同组成了课

3 作为自觉创意行为的年画服装设计

题研究组，共设计制作 54 套服装，应苏州市政

[4]

上述服装设计大多是从年画的传承角度

府邀请在 2003 年苏州国际丝绸节展演。从展

或依托地缘优势和旅游经济进行年画服饰的

演作品可以看出，
设计为了更好地让年画融入

设计和开发，更多是日常居家穿的 T 恤、文化

生活和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采取多是实穿性

衫、长短裤，更多不是出于自觉意识的年画服

的时装设计。

装设计。桃花坞年画保护与传承方面，开创了

目前在以年画融入服装设计仍然多见于

非遗传承与高校相结合的路径。2001 年苏州工

作为旅游纪念品的文化衫（图 5），国内外知名

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

服装设计师的作品中仍难见年画元素的自觉

图 4：2003 年“桃花坞与丝绸”主题作品

图 5：市面上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各种年画主题创意文化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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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可喜的是，
目前在各大服装设计大赛中，

达中国梦的宣传画，我就想如果把这些图案运

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大学生对年画元素的运用

用到服装上，
会是怎么样的效果呢?后来，
我和

与传承，譬如南通大学董全的获得 2013 年第

同伴查阅了很多资料，
发现这一图案很少运用

二届“石狮杯”全国高校毕业生服装设计大赛

在衣服上，所以我们就决定采用这一图案，并

优秀作品奖的《年画》
（图 6）。作品将年画中的

选择有肌理感的面料，
我们采用的面料花纹都

狮子、娃娃等图案与图腾符号、英文字母等以

带有中国特色，
能更好地与年画娃娃融合在一

印花、拼贴的方式装饰在秋冬时装衣服的前

[5]
起，
凸显中国梦这一主题”
。

胸、口袋、裤腿正面等，醒目地提醒人们，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织无处不在，并可以和谐
共融于我们的生活……

图 7：王明聪、
林焕耀、麦冰玲的《中国·梦》
图 6：南通大学董全的《年画》

2014 年“广州国际轻纺城杯”中国(广东)

4 借鉴与应对
相对于剪纸、青花等人们常应用于服装设

大学生时装周服装设计大赛以“驭裳”为主题，

计的民间艺术元素，年画应用于服装设计有一

共推出了 27 个系列 135 套服装。香港服装学

年画也有很
定的难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院广州分院学生王明聪、林焕耀、麦冰玲获得

多服装设计可以借鉴和吸纳的元素。

大赛铜奖的《中国·梦》系列（图 7），
即是用杨柳

（1）年画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

青年画《五子夺莲》的年画娃娃题材等来阐释

慧，
也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

中国梦。该系列设计以白色作底，辅以夸张的

活的追求，受众群体的面多且广，年画许多母

大面积中国年画娃娃，把传统图案与时尚面

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是服装设计等设计

料，中式服装的廓形和西方廓形以及一些流行

和艺术领域普遍可以借鉴应用的主题。

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并在颜色、细节、配饰

（2）辟邪纳福、消灾除祸是贯穿于年画作

等方面融合了浓郁的中国风、民族风，特色鲜

年画在传承中沿袭的吉
品中的一条文化主线，

明。被问及为什么用年画融入服装设计，
设计

祥符号、
吉祥图案象征系统仍能给现代服装设

者林焕耀表示，刚开始在寻找中国传统元素的

计以启示，
这些吉祥符号借助象征、
隐喻、双关

过程中并不是很顺利，
“我们刚开始选择了牡

和谐音等手法来表达抽象的福、禄、寿、
喜等祝

丹花，青花瓷之类的图案，但发现这些元素都

福含义，譬如莲花象征“和谐”
、“和合”
；莲的

用烂了，而且也不能很好地表达中国梦，我们

“华实齐生”
、莲蓬多子、一蒂两花的特点就诞

曾一度陷入迷茫的状态。直至一次偶然的机

生了众多与“莲”
有关的吉祥符号和图案，
譬如

会，我发现地铁、马路边有一系列用福娃来表

“连生贵子”
、
“连中三元”
、
“ 喜得连科”
、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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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科”
“一品清廉”等等意象；莲和鱼象征“连

计附加值，因其图案更可爱而更受人们欢迎。

年有余”
；
莲荷与如意组合在一起的是“和合如

譬如 图 8 是 VANS 万斯娃 娃圆领 纯棉短 袖 T

意”……服装设计中巧妙借用这些吉祥符号可

恤，就将“连年有余”年画搬上 T 恤上，但是娃

以增加服装的信息含量，因为吉祥意识、吉祥

娃的形象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偏好，
卡通化

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这些元素

了传统年画的胖娃娃，同样是肉嘟嘟的圆脸，

的应用呼应人们的吉祥祈愿。

大大的眼睛和弯月亮的笑口，但是眼睛更大，

（3） 年画往往展现特定地区的风俗民情，

更加生动呆萌，
尤其发型从传统的两揪或三揪

即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包

扎辫变成俏皮的
“逗号”
造型，
符合现今婴幼儿

括春节礼仪、劳动方式、民间传说、民风趣事等

上面却
的装扮特征。鲤鱼则只保留鱼的形状，

这些民俗风情，它们体现特定的地域内涵和普

是蓝底白字的英文 T 恤商标，
与娃娃的大脸形

通民众朴素、乐观、诙谐的人生观和生活情趣，

成虚实呼应，
其他的地方则装饰更现代立体感

都是极为珍贵的人类学资料，是区别于世界其

的方格、
星星、
麦穗等图案，
这个 T 恤的设计就

他民族的生活图景，对这些图案元素的应用可

体现了年画设计和时代审美趣味、
现代艺术的

增强服装设计区别于他国的民族独特性、厚重

结合创新。图 9 是柒唐牌男式黑羽绒服，
虽然

的历史积淀性和文化的连续性。

运用了中国书法和年画元素，却是直接在前胸

（4） 虽然不同地区的年画有不同的特点，

和后背搬用，
显得创新不足。总之，
在传统年画

譬如杨柳青年画高古俊逸、朱仙镇年画粗犷威

与时代审美、现代艺术结合方面，一方面可以

猛、桃花坞年画精秀细巧、绵竹年画手绘秀丽、

根据服装风格需要选取更符合现代大众祈福

佛山年画尚红等等。但整体上看，相对于花鸟

需求的福禄寿喜等意象群和更加通用的吉祥

画、
山水画等中国画形式，年画整体上形式显得

图案、吉祥符号。如果需采纳有些怪诞的鬼神

稚拙简朴、想象丰富大胆、情感表现单纯直率，

形象则根据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服装风格进

这些都可以给服装设计以不尽的灵感来源。

行删减、
变通、
更改，在色彩上也可以根据现代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服装设计中应用年

人的审美情趣进行淡化、
优化。另一方面要善

画元素，生硬照搬是不可取的，应该将传统年

于借鉴和应用动漫艺术、电影艺术、
陶瓷艺术、

画与时代审美、现代艺术、现代科技、市场需求

书画艺术、
文学艺术等多元艺术手段和方式增

结合。传统年画要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加服装设计的多元立体内涵和美感效果，满足

的一个新运用，必须是现时代人们喜闻乐见的

已经被多信息、
多图像化麻木了的人们视觉和

形式，而不是守旧不变、生硬照搬或简单堆砌

审美的高需求。

的应用，譬如有的文化衫是直接照搬传统年画

要充分
从传统年画与现代科技结合来说，

的图案，而有的文化衫对传统年画图案进行了

运用三维人体扫描系统、服装造型外部轮廓等

动漫卡通式的变动，这样的文化衫就增加了设

绣花技术等
新的技术方法和创新的印染技术、

图 8：
VANS 万斯娃娃圆领纯棉短袖 T 恤

图 9：柒唐牌男式黑羽绒服

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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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采用裁剪、叠合、解构、拼贴、重组等手段设

保护和传承、
为服装产业的创新发展做出有益

计出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人穿着舒适度、

的探索！

合体度、时尚度的服装，以科技优化和多元化
年画的传播和应用效果。正如三彩坊贾君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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