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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在潮装中的解构设计
于

芳

（惠州学院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惠州 516007）
摘 要：[研究意义]农民画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民俗特色，但在服装商品上鲜有应用，尤其是
吸引年轻人的潮装。[研究方法]通过对从农民画艺术价值和特点的分析，结合时下流行的解构设计，进行针对性设计实
践，[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解构设计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民画在潮装设计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中基于主题元素
的解构设计可以解决农民画的色彩问题；分解重组法可以较好保留农民画的特点并更体现新潮、个性；纹样化的解构设
计可以自由灵活地安排农民画元素，达到时尚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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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 Design of Peasant Paintings in Fashion
YU Fang

( Glorious Sun Guangdong School of Fashion,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6007 China)

Abstract：Farmer's painting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country with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folk characteristics,
but it is rarely used in clothing goods, especially in fashionable clothes that attract young peo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r⁃
tistic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painting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popular deconstruction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construction design method can better solve many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fashion design of farmers' paint⁃
ings, among which the deconstruction design based on the theme elements can summarize the core content and solve the color
problems of farmers' paintings; the decompos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method can keep the elements of farmers' paintings freely
and flexibly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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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描绘的内容包括绘画、音乐、戏曲、舞

并运用 [1]。解构主义的设计，更加强调服装的组成

蹈、饮食、婚庆、建筑及多种手工艺等民俗艺术或生

要素的合并与分离，追求与自然协调的目标，达到

活场面，在设计领域可谓是内容丰富的特色元素。

自我解放的艺术效果[2]。对于农民画在潮装中的解

潮装是深受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装，是青年时尚文

构设计，具体可基于三个方面进行设计：主题要素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画元素在潮装中的运

的解构、
分解重组的解构和纹样化的解构。

用几乎找不到先例，这与国潮盛兴的当下时尚流行

1 基于主题要素的解构设计

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也不利于其传承与发展，因此
值得去研究、探讨。农民画题材广，画面色彩艳丽、
具象丰富、事物繁多，与现代潮流时装简约时尚的
主流特色有鲜明差异。所以，应对农民画进行解构
设计，使其融入到潮流时装中，可以利用解构主义
手法。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风格，兴起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建筑设计中，继而被服装设计师熟知

基于主题要素的解构设计，即将农民画表达的
核心内容进行重点选择、归纳和简化，拆分出重点
元素，运用于潮流时装。农民画中经常以农民生
产、生活的实际场景来展开创作，多数有故事情
节。画面上通常存在多种人物、事物的形象，丰富
详细，但将其设计到潮流服装中打破满幅画面效
果。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1.1 主题要素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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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芳，硕士，
惠州学院旭日广东服装学院教师。

主题要素的提炼是分析农民画的主要元素或
特色部分，将其单独选出并进行简化处理，再运用
在潮流时装的设计上。近年来，潮牌文化迅速攻占
人们的视野[3]，其中解构设计手法大行其道，受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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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解构主题元素进行简化并设计潮装
Deconstructs theme elements for simplification and fashion design

轻人的欢迎。因为解构风格的服装款式不遵循常
规，也不遵循时装原有的程序与模式，在色彩以及
比例上比较自由 [4]。针对农民画的解构设计，可先
把农民画主要元素提炼出来，再结合潮流款式，开
启新国潮形式。如图 1，将广东特色小吃与休闲 T

恤相结合。农民画《炸油角》为梁木欢作品，炸油角
是广东省传统的地方小吃，形状像荷包，隐喻为钱
包，象征生活油润、富足。画面中炸着油角的圆锅
无论在内容特色上还是构图形式上都是主角，因此
单独选出归纳为 T 恤主题。同时，将人物等其他元
素省略，简化为只剩圆形中的内容。然后，以油角

为中心主图，运用文字和拼音形象加以辅助装饰，
并采取不对称布局增添新意，最终得到带有地方性
特色主题元素的潮流服装设计。这使传统民俗有
了新意，
时尚潮装也增添了趣味。

1.2 主题要素的色彩简化

Fig.2

图 2 款式简约的色彩简化
Color simplification of simple style

农民画色彩浓郁、热闹、丰富，
《美术报》
《美术
大观》
《民族论坛》等国内外组织或期刊公开赞誉农
民画及其剪纸形式为“东方毕加索”[5]。但这种高纯
度的热闹配色既是农民画的特点，也是其应用于现
代设计的难点。因为，在受现代简约艺术影响百余
年后，浓烈的色彩、具象的农村气息被认为是花哨
的、缭乱的、土气的。根据主题要素应将色彩进行
一定程度的减少，或将色彩的对比度弱化，这样可
以较好地控制设计效果。
色彩的简化手段可以选择典型配色中的 2～3

个。如图 1，设计配色仅选择原作的紫锅、黄油角，
选用画作中大面积背景亮绿为 T 恤主色。这样简
洁、明快、主次分明的配色既衬托了油角，又符合原

Fig.3

图 3 款式丰富的色彩简化
Color simplification of rich styles

作色调韵味。再以紫色在领口、袖口和底边做呼

2 基于分解重组的解构设计

应，达到对比与统一的效果。

2.1 构图重组

色彩简化还可以利用无彩色系或减弱色调的
方式。如图 2，当新潮款式造型较为新颖、丰富时，
将油锅紫色换成灰色，色彩再次简化，达到更柔和

构图重组是将农民画的局部形象拆分、打散，
在服装款式中进行重复式构成。重复式构成是指

的效果，以突出款式的新潮。如图 3，将农民画的主

服装中的相同或相似的图案以双倍或双倍以上的

要元素鲤鱼提炼出并配以水滴，再将其色调减淡，

数量呈现 [6]。而在重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在单件

使其在淡雅色调的裤装中起到点睛且协调的效果。

或套装中进行多种组合尝试。如图 4，农民画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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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案入手的搭配重组以结合新内容为主，在
局部运用画作的基础上，结合与画作色调或内容相
匹配的元素。如图 6 左图，在海浪的传统画面上，
加入大白兔奶糖这一现代元素，构成了趣味感。设

计运用解构图案搭配展示对比差异，同时运用红色
点、线、大面积的白色和蓝色做背景表达主次关系，
并运用色调的和谐、呼应控制整体效果。再如图 6

右图，画作不完整、不规则地出现在重要位置，体现
特色与新意，再搭配内容、色调相关的云纹共同构
Fig.4

图 4 分解构图重组
Decompos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成完整的前片，新颖而又在情理之中。

枢权作品《鹤舞鱼跃耀龙门》，分解画面背景海浪的
独特效果，以珠片绣的方式设计在潮流时装中。将
完整的海浪分解重组，以适应款式结构，并拆解出
其中小部分应用于一条裤腿，将角度调整为适应裤
腿的方向。这样，套装设计的上下装饰形成明显的
主次构图，呼应效果新颖而时尚。由此可见，农民
画这座丰富的宝藏拥有无限潜力，每个部分都可以
灵活地解构在时装设计上，重新组合和布局使其在
潮流时装中尽显新意。

2.2 搭配重组
搭配重组是截取画作中较有特色或艺术效果
Fig.6

的局部结构后，与差异性元素进行搭配组合，达到
新视觉效果。一般从结构和图案两个方面入手。
从结构入手的搭配重组以拼接效果为主，即保

图 6 图案型分解搭配重组
Pattern decomposition, colloc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3 基于纹样化的解构设计

留部分原画作及原色调，并将拼接结构的色彩搭配

纹样图案是时装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可以将

为画作的主调或无彩色系，这样有利于保持整体感

农民画以解构的方式进行图案化处理，是用对选择

和协调感。如图 5 左图，将陈枢权作品《鹤舞鱼跃

的图案进行肢解打散后，进行拼接，形成新的图案，

耀龙门》画作分解成不规则局部，与蓝、红色面料共

具有一种不稳定、分裂的视觉效果 [7]。具体可以从

同组合成一条半裙。其轮廓、结构关系新颖独特，

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局部画作以核心图案的角色，其他部分的搭配色彩

3.1 从单独解构到连续纹样

呼应即可。这样既保持了画作本身的原汁原味，又

选择画作中的单独纹样形象进行排列，使其

不同于“拿来主义”设计的满眼花乱效果，浓烈而新

反复连续，形成可持续的纹样效果，并印于服装面

潮。如图 5 右图，上衣被分为四个部分，画作只出
现其中之一，
主次分明，角度倾斜，新潮时尚。

Fig.5

图 5 结构型分解搭配重组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colloc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料，最后设计成带有农民画元素的新潮时装。如
图 7，选择农民画中的局部，进行分解重组得到四

Fig.7

图 7 纹样的解构、
重组和设计应用
Deconstruction, reorganiza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pat⁃
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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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图 8 AI 曲玄解构农民画及潮装设计
AI Quxuan deconstructs farmer painting and fashion design

种蔬菜的单独纹样，再将其重新组合成二方连续
以及四方连续，运用于服装面料。最后将面料设
计出女士大衣，同时也将单独纹样应用于帽子，二
方连续应用于高筒袜，形成一身农民画元素的田
园风潮流搭配。

3.2 新兴 AI 的解构手段——曲玄
曲玄属于人工智能艺术，近 30 年人工智能大

规模进入艺术创作，各种体裁都出现了人工智能
艺术家，生产出质量优异的、具有一定原创性的
作品 。曲玄艺术是跨界的 AI 算法，是利用人工
[8]

智能图形算法和艺术软件来进行纹样设计的一种
方式，也是解构农民画造型效果、将其时尚化的最
快手段。由于操作较为便捷，可以进行反复快速
尝试多种不同类型的纹样创作。这种方法也非常
适合传统作品的创新设计，可以让画作快速艺术
化、新潮化、时尚化，构成效果丰富多变，不拘一
格。如图 8，通过 AI 曲玄将农民画的原作变换为

抽象图案，并设计出带有农民画元素的不同保留
层次的潮装。

5 结语
农民画作为民俗艺术的代表，与潮装设计的结
合值得关注与探究，这部分的市场空白应该被改
写。根据农民画的特点，可以尝试运用“解构”这座
后现代“桥梁”，与潮流时装进行渗透和碰撞，让年
轻人的时尚更赋内涵和底蕴。当然，在解构设计
时，会一定程度地改变画面内容，应对其特点进行
归纳式的保留，不然会失去农民画的味道，从而无
从辨认，设计失去意义。因此，解构方法在农民画
潮装中具体运用时“度”的把握仍需要更多的分析、
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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