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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兴起，中国特色的礼品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消费者所追求的一种时

尚。基于丝绸之路元素的提取，
对丝、
瓷、茶商品的文创设计有利销售它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文章
通过提取丝绸之路文化中的元素，
对丝、
瓷、
茶商品进行文化创意设计。设计出以古代丝绸之路地图和
现代二维码相结合的丝绸纹样，以现代条形码与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大致路线相结合的西湖龙井、
云南普洱、洞庭碧螺春的标识性包装，以条形码、丝绸之路、制瓷工艺为元素的中国瓷器产品，以丝、
瓷、
茶三种商品为组合对象的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品。
关键词院文化创意设计 ；
茶 ；丝绸之路
丝绸 ；
瓷器；
中图分类号院J525.9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19）02-0088-09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Silk, Porcelain, and Tea Products
Based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Elements
CHENG Yi-fan，LI Qiang，ZHONG Wei
(1.School of Fashion;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Fashion Guide,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evail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ducts made in China gradually rose to
fame amo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elements of the Silk Road, the cultural design of silk,

porcelain and tea products is advantageous for selling them and spr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refines the cultural design of silk, porcelain and tea products by means of extracting some elements
from the Silk and Road culture.The author designs the silk patterns combining the maps of ancient Silk

Road with the modern two-dimensional code, the symbolic packages of West Lake Longjing, Yunnan Puer
and Dongting Biluochun combining the modern barcode with the general route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Tea Roa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na’
s porcelain products with barcode, the Silk Road and porcelain
making craftsmanship as elements, and the cultural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Silk Road with silk, porcelain
and tea as combination.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silk; porcelain; tea; The ancient silk road

文化
自晚清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器、技、

现代性，
但在增强现代性的同时民族性却逐渐

层面的引进，在引进中我们的文化逐渐具有了

被忽略且慢慢消亡，这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

2018-07-13；

2018-10-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青年基金（17YJCZH079）
李强，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副编审

服饰与传播：
丝路研究

89

是民族文化基因的消亡，不仅仅是民族消亡的

品中附加文化价值展现出来是吸引消费者消费

开始，甚至可能是国家意识消亡的前奏。保护

产品和文化的关键。本文将对这三种商品进行

民族文化基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

文化创意设计研究，
以期为相关企业所借鉴。

任务，但随着国家的强大越来越需要将自己的

1 丝织产品的文化创意设计

优秀文化传播出去，此外传播也是一种高层次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作为商品的丝绸一直

的保护方式。因此，以何种方式传播成为学界

成为中国垄断的产品，
虽然丝绸商品自战国时

正在研究的热点，而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是最

期就开始向西方传播，
到张骞通西域后更是源

为直接和有效传播民族文化的方式，因为它直

源不断地输往西方。但丝绸技术公元 3 世纪才

接以产品的形式去接触每一个消费者，每个消

传入鄯善,大约公元 4 世纪末或 5 世纪初传入

费者都会成为附加在这种产品上的文化的消

于阗，
可能在公元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期传入

费者和潜在传播者。所幸文化创意产品对于民

波斯，随后在 7 世纪传入拜占庭，而后西方才

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的作用已经得到各方认

渐渐有了丝织生产。中国丝织技术的发达和垄

同，
2018 年 5 月 10 日~6 月 30 日，2018“中

断造成了东西方交通线的开通，这条交通线上

国文创产品展示周”陆续亮相全球 29 个国家

不仅运输着丝绸，随后还运输着中国特有的瓷

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于纺织界而言，如何

器和茶叶等，因此 19 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

参与进来对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纺织文化

霍芬将这条始于丝绸贸易的交通线称为
“丝绸

“一带一路”
的发展战
的传播都是非常重要的。

之路”
。那么这条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就成为

略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丝、瓷、茶源于中国，

一个我们进行单件丝织产品文化创意的重要

代表着中国的历史名片，丝、瓷、茶作为中国礼

元素。

品极具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将在这些产

图 1 中的丝巾设计是以古丝绸之路地图

图 1 基于丝绸之路和二维码的丝巾设计
Fig.1

Scarf design based on the Silk Road and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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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二维码为设计灵感，将当前一带一路的

地，同时由于中国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从而中

发展战略地图用古地图简略地表达出来。图中

国茶叶品种各异，形成各种各样的口味，一直

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勿庸置疑，
中国是

地图用二维码形式展现。丝巾四角分别设计了

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大量的茶叶出口创汇，

圆和三角形，普通二维码是以方块为主，但是

其包装成为我们免费宣传民族文化的重要媒

为了表达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流变性，
便

介。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的设计灵感也可以为我

将有的方块换成了圆和三角形并以其内部的

们的茶叶包装所采用。

颜色渐变进行表征。丝巾上半部分是丝绸之路

图 2 中的龙井茶外盒包装设计以现代条

经济带的主要路线，下半部分是 21 世纪海上

形码为设计灵感，将条形码的上部分与丝绸之

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本设计用

路（外盒包装背面下半部）、茶叶之路（外盒包

曾经并不是在同一时空出现的大雁塔、克里姆

装正面下半部）的大致路线相结合，取龙井茶

林宫、蓝色清真寺、比萨斜塔等具象的实物分

产地——
—西湖的三潭印月藏于条形码的剪影

别代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城市和地

之下，并标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汉字和英

—西安、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意大利。还
区——

文注释，构成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主题下的西

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产品丝绸、瓷、茶穿

湖龙井标识图。之所以将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

插设计在丝巾图案的各个部位，
象征着丝绸之路

用作包装元素，因为茶叶贸易线一直沿着丝绸

在丝巾最上端设计了
经济带的中国特色。此外，

之路进行，但只是各国贵族等小众的消费，直

代表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
—帆船，
而佛手则表

到 18 世纪茶叶成为各国民众的消费品后，出

征着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宽容。在丝巾下侧

现一条途经中国和俄国的茶叶之路。所以，茶

设计了一系列古丝绸之路的中国境外的运输

叶先后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运

—马车（而不是骆驼）和货物，表征
象征符号——

输，故图 2 中包装正面的下半部是茶叶之路，

着我们认同各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贡献。

背面的下半部是丝绸之路，则正表征了这种时

2 茶叶产品包装的文化创意设计

间先后关系。包装正、
背面的上半部都标明“西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中国是茶的原产

湖龙井”及其苏轼的古诗词串烧“欲把西湖比

背、
侧面）
图 2 西湖龙井茶外盒包装设计（正、
Fig.2 Packaging design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outer box(Its right, back 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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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的文字，展现出文化的趣
味。外盒包装的两侧则设
计茶叶标识，
并展示了赞
美丝绸之路的诗词
“一路
驼铃响到西，
万匹丝绸济
美眉”
。外盒包装的底部
采用浅灰色作为底色，加

图3

茶叶之路的
入丝绸之路、

西湖龙井茶外盒包装的底部设计

Fig.3

Bottom design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box packaging

Fig.4

Opening of West Lake Longjing tea box packaging

—骆驼、马
标志性元素——
匹等，点明丝绸之路、茶
叶之路的主题（图 3）。外
盒包装的开口处采用蓝
绿色作为底色，将条形码
和茶叶之路的大致线路
结合作为茶叶标识展示
在左侧，
右侧采用浅灰色

图 4 西湖龙井茶外盒包装的开口处

作为西湖龙井字样的底
色，
并展示赞美西湖龙井
的名诗句串烧“欲把西湖
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
人”
（图 4）。图 5 为龙井
茶的茶叶包装袋（图 5 上
图） 和包装盒 （图 5 下
图），在茶叶包装袋上加
入之前设计的西湖龙井
的标识，在茶叶包装袋下
侧设计了在寺庙背景下
的骆驼队的剪影，彰显丝
绸之路、茶叶之路的主
题。茶叶包装盒上同样加
入了西湖龙井的标识，在
标识左侧设计了印章版
“丝绸之路”
“ 茶叶之路”
的字样，
下侧也加入了马
车、骆驼和沙漠元素，展
示陆上丝绸之路、茶叶之
路的情态。

图5
Fig.5

西湖龙井茶的茶叶包装袋（上图）和包装盒（下图）设计

Design of tea packaging bags (The above image)and packaging boxes (The
following image)for West Lake Longjing tea

92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四月 / 第八卷

第二期

笔者以西湖龙井的包装设计为
灵感，分别设计出云南普洱茶（图 6~
图 9）、洞 庭 碧 螺 春 的 包 装（图 10 ~

图 13，见下页）。外盒包装大体相似，
所不同之处有三：一是条形码和丝绸
之路、茶叶之路大致路线的剪影图
案，云南普洱茶为云南腾冲和顺古
镇，因为普洱茶产自云南，而和顺古
图 6 云南普洱茶外盒包装设计（正、
背、
侧面）

镇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之一。洞
庭碧螺春为苏州古典园林，因为碧螺

Fig.6 Packaging design of Yunnan Puer tea outer box(Its front, back and side)

春原产地是江苏苏州洞庭山，所以取
最著名的苏州园林。这些剪影图案体
现其地域性和可辨识度；二是其文字
的诗句不同，云南普洱茶为“云南普
洱美名扬，腊茗春芽分外香”,洞庭碧
图7

螺春为“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

云南普洱茶外盒包装的底部设计

Fig.7 Bottom design of Yunnan Puer tea box packaging

百日醉”；三是外盒包装的点睛之色
不同，西湖龙井茶和云南普洱茶的外
包装背景色均为灰色，因为世间黑白
交错，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
白，品茶即是品人生之意也。而洞庭
碧螺春的外包装由于灰色和亮橙色

图 8 云南普洱茶外盒包装的开口处设计

（它的点睛色）不能形成强烈对比，故

Fig.8

其背景色采用白色，希望品茶之人做

Opening of Yunnan Puer tea box packaging

清白之人的意思。云南普洱茶的点睛
之色为姜黄色，洞庭山碧螺春的点睛
之色为亮橙色。由于黄代表火，中国
的五行说有南方有火，云南和江苏皆
为南方，火 属，而苏州 在东，云 南在
西，亮橙色为初升之火，而姜黄色为
西沉之火，这两种设计说明两茶的地
理方位和中国人的方位哲学。此外，
茶叶包装袋和包装盒也有细微区别。
由于云南普洱茶的形状为饼状，故其
包装袋适应其形状而设计成圆形纸
包装，圆形代表中国古人对天的理解
熟之分，
在
即天圆。根据其茶叶的生、
相其茶叶包装袋上注明。而云南普洱

图 9 云南普洱茶的茶叶包装袋（上图）和包装盒（下图）设计
Fig.9

Design of tea packaging bags (The above image)and packaging
boxes(The following image)for Yunnan Puer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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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ig.10

洞庭碧螺春外盒包装设计（正、背、
侧面）

Packaging design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outer box(Its front, back and side)

图 11

洞庭碧螺春外盒包装的底部设计

Fig.11 Bottom design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box packaging

图 12 洞庭碧螺春外盒包装的的开口处设计
Fig.12 Opening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box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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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洞庭碧螺春的茶叶包装袋（上图）和包装盒（下图）设计
Fig.13

Design of tea packaging bags(The above image)and packaging

boxes(The following image)for Dongting Biluochun tea

茶的第二层包装还是以盒状，因为盒状乃是方

骆驼队的剪影穿插在条形码中，并将古丝绸之

形，代表中国古人对地的理解即地方。这样中

路的画卷展开在条形码下方，
在包装盒侧面还

国古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云南普洱茶的

加入了丝绸之路的条形码标识，与盒面标识交

包装中体现出来了。洞庭碧螺春的茶叶盒特别

相辉映。盒内以咖色丝绸为底，将瓷器放在丝

之处在于茶盒下半部分以规则性的海浪纹样

绸之上，
同时呼应了丝绸之路的主题。

为背景，印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图，与其中间
部位的骆驼队元素一起点明丝绸之路的主题。

3 瓷器产品的文化创意设计
对于
中国瓷器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
礼品而言更偏重于艺术。而古代中国的瓷器就
像黄金宝石一样为西方人热捧，成为奢侈品的
代名词。如何将现代中国的瓷器产品的附加值
提升，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注入民族因素则至关
重要，而丝绸之路的元素则可作为各国共有的
民族元素，对各国民众都可产生共鸣，从而形
成潜在的消费。
首先，在瓷器的外包装上可采用图 14 中

图 14 基于现代条形码的瓷器外包装设计
Fig.14

Porcelain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modern bar code

其次，关于瓷器的设计是一个系列，有三
套：第一套将中国古代瓷器的制作流程作为

的设计。瓷器的外包装设计以木制盒为包材，

设计灵感，进行瓷盘系列设计，让人们通过这

在盒面上设计了丝绸之路的字样，字样下方将

种方式了解到精湛的中国传统制瓷工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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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青绿、土黄、黄绿。青绿色代表瓷器的
生命之 源和 瓷 器最 初 的琢 器 造坯 工 艺 正好
一致。土黄色 中 的 土 色 体 现 瓷 器 的 原 料 是
土， 黄色 体 现的 是 火之 作 用，乃 是 火神 之
作。黄绿色中黄色表征着原料土，绿色表征
图 15
Fig.15

琢器造坯工艺流程的简画版瓷盘

Porcelain plate design of simple drawing for the process of
slab blanking

着这件瓷器的生命价值。盘面都非纯色，乃
是混合色，亦想表明瓷器的制作中蕴含着多
种因素的作用，也在深层次里向外盒面上表

瓷工艺的专业化程度高，行业分工非常细致，

征的丝 绸之 路 表达 丝 绸之 路 是多 种 文 化的

可简要概括为拉坯、利坯、画坯、施釉和烧窑

共同载体，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同的丝绸

等五道工序。图 15 中的瓷盘设计了琢器造

之路。

坯工艺流程的简画版，这道工序做法要先拉

4 丝、
瓷、
茶三元素相结合的文创设计

坯 ，再进行 蘸水将其 洗磨 光洁，然后 吹釉 入

丝、瓷、茶三元素相结合的文创设计是三

窑，由专门的工匠再进行下一步制作。第二

瓷作为包
种商品生产商高度合作的产物。丝、

套见图 16，图 16 中设计了圆器青花工艺的

装，
茶作为产品进行捆梆式销售，
茶消费完后，

简画版，在圆器上绘青花，分工极其之细致，

丝、
瓷可作为艺术品装饰家居。

用 青花料在 坯胎上 绘画，打青 花箍、写 青 花
字或绘一些花鸟人物，最后上釉烧成。第三
套见图 17，图 17 中的瓷盘图案设计瓷器过

图 18 即是三种元素相结合的文创设计，
瓷器梅瓶作为盛茶叶的容器，
上面设计了海上
丝绸之路的地图。最初梅瓶只作为盛酒的器

釉 工艺的简 画版，过 釉俗称“刹 合坯”，是在

具，后来随着造型的不断演变，成为插花的器

器 坯内外 上一层 玻璃质 釉、使 其光润 ，方 法

具，
再到后来，
因其娴雅的造型，
成为了观赏性

有蘸、浇、吹、荡、涂等。对于盘面颜色的设计

器皿，可见其艺术价值很高。丝绸作为梅瓶下
面的衬布。外包装木盒上印有中国瓷器变迁历
史。而木盒上则印有从隋唐到清康熙年间梅瓶
造型的变化示意图，旨在使人们更多的了解到
丝绸之路中瓷器的历史渊源。

图 16 圆器青花工艺流程的简画版瓷盘
Fig.16

Porcelain plate design of simple drawing for the process of
drawing pattern

图 17
Fig.17

Porcelain plate design of simple drawing for the process of
glazing

图 18 丝、瓷、茶三种元素相结合的文创设计（一）

瓷器过釉工艺流程的简画版瓷盘
Fig.18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combining three elements of silk,
porcelain and t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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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则是另一例。瓷器是胆瓶，所谓胆

并将这些公众号设计在相关产品的外包装上，

瓶，直口、长颈、削肩、腹下部饱满，器形似胆，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的集合体建成联系世

故名。宋代哥窑、钧窑烧造此式，清代景德镇窑

界的微商。当然这需要多方面努力和协调。但

多见，
大多为单色釉，历来作为装饰用。胆瓶上

有一点可以肯定，有创意的丝、瓷、茶文化商品

设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图。丝绸作为瓷瓶的

定会在中国礼品生产界乃至世界礼品生产界

衬布。瓷器包装盒上设计了中国传统制茶工艺

占有一席之地。

的流程图，首先是采摘茶叶，再将采好的茶叶
晾晒，然后进行炒茶，炒茶后茶叶变得柔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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