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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皮影纹饰元素的艺术内涵及在
现代服装中的创新表达
刘 露 1，钟

蔚 2，丛洪莲 1，李京平 2

（1.江南大学 针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无锡 214122；2.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江汉皮影的纹饰元素承载着当地五百余年的民俗艺术底蕴，于服装领域而言有着潜力巨大的设计价
值。[研究方法]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田野考察法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江汉皮影纹饰元素对现代服装设计的灵感
启发，[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其纹样蕴含着时尚设计价值，展现了江汉皮影戏曲的传统魅力，可提取出典型的服
饰纹样进行矢量重构设计；②色彩热烈淳朴具有民俗意蕴，也与目前国际上的民俗化趋势相契合，可赋予时尚设计丰富
的灵感；③影人造型精巧且富有辨识度，能凸显服装的设计主题，可通过简化元素来活化应用。文章通过设计实践证实
了将传统的皮影纹饰艺术应用于现代服装中，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设计价值，有助于推动江汉皮影在当代语境下的
传承保护与活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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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Connotation of Decorative Elements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and their
Innovative Expression in Modern Fashion
LIU Lu1, ZHONG Wei2, CONG Honglian1, LI Jingping2

(1.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Knitting Technology,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School of Fashion Desig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carry the local folk art heritage of more than 500 years, and have
great potential design value in the field of fashion.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mpirical re⁃
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spiration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decorative elements to modern fashion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Jianghan Shadow Play patterns are rich and they contain fashion design value, show the traditional charm of Jiang⁃
han Shadow Play,and can take out typical costume patterns for vector reconstruction design;②The hot and simple color has folk
implication, which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of folk custom, and can give rich inspiration to fashion
design; ③ The shape of the shadow figure is exquisite and full of recognition, which can highlight the design theme of garments,
and can activate the application by simplifying elements.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
tional shadow play decoration art to modern fashion has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design value, and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cti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Key words: Jianghan Shadow Play; decorative elements; design value; artistic connotation; innovative design

江汉皮影的纹饰元素包括装饰于影人头茬、服

符合当地民俗、贴近人民生活的风格，同时也是一

饰以及各种皮影道具之上的视觉性元素图案，主要

个自然天成的设计灵感宝库。其纹饰元素的纹样

以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物象纹、规矩几何纹、文字

丰富精巧、色彩热烈质朴、镂刻造型灵活生动，这些

纹、铠甲纹等六大类纹样以及皮影的轮廓形象为代

艺术特征与服装设计所追求的审美有着异曲同工

表。作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延伸与代表，它具有

之妙。虽然面临着发展受阻的境况，但服装领域民
俗化的国际风潮下为其丰富的设计价值提供了平
台，不仅能够提升服装产品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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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江汉皮影主题下的产品走向市场，推动江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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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时代创新。目前学术界对江汉皮影的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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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中于其母体本身的研究[1-4]，很少有脱离母体抽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取纹饰元素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的成果，仅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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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做过一些尝试 [5]，感觉意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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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先矢量提取典型服饰纹样，

未尽。此外，李秀丽的硕士论文 有针对性地对皮

并结合现代审美进行简化设计，提升服装的实用

影图形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设计和应用手法进行

性；第二步是色彩设计。要在结合流行色彩趋势的

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基于前人的这些

同时，保留其热烈淳朴的民俗风格；第三步是纹样

研究，笔者认为将江汉皮影纹饰元素与服装设计结

造型在系列服装结构上的呈现，可以用新颖现代的

合是服装类非遗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极具学术研究

方式来表达，款式设计以年轻的消费群体为定位

和时代革新的价值。因此，为了收集资料，笔者两
次去到潜江、仙桃、天门等地展开实地考察。然后

（图 2）。

对江汉皮影纹饰的艺术内涵进行分析，再将其应用
于现代服装中展开设计探讨，以期既能传承江汉皮
影的纹饰元素，又能给现代服装设计领域注入新颖
时尚的民族韵味和地域特色。

1 研究对象的统计和研究思路
1.1 研究对象的统计
笔者实地考察了湖北潜江、仙桃、天门等江汉
皮影所在地，收获了 500 多张实物图片、40 多个皮
影表演视频以及 5 个小时的传承人采访录音。并

且在《潜江皮影雕刻艺术》这一专著中，还为我们
提供了约 150 张的高清实物图片和专业的文字资

图 2 纹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设计思路图
Fig.2 Design idea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2 结果与讨论
2.1 纹饰元素的设计价值表征

（1）纹样丰富具有时尚设计潜力。江汉皮影的
纹样作为这一非遗戏曲艺术最直观、最外化的展现
载体，其种类繁多，皆是以二维平面的方式来呈
现。其造型风格虽然借鉴了剪纸、戏剧等艺术种

料 [7]。经过整理分析，笔者将其主要纹样分为动物

类，但却在长期演变中独具自身特色，特征如下：①

纹、植物纹、自然物象纹、规矩几何纹、文字纹、铠甲

各以菊花纹和龙纹最为常见，这些纹饰都包涵了

纹等六大类，并逐一提取建立了江汉皮影纹样数据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美好寓意。同时与清朝

库。统计后可得 91 幅动物纹、876 幅植物纹、129 幅

自然物象、692 幅规矩几何纹、18 幅文字纹、24 幅铠

甲纹 [8]。由图表可以看出植物纹位居第一，植物纹

其纹样品类丰富，以动物纹和植物纹居多，其中又

“补子”一样，具有象征着角色社会等级的功用；②
纹样精巧秀丽，线条流畅淳朴，风格豪放粗粗犷，具
有民俗意韵又不乏匠心。例如出现频率最高的菊

饰无论是作为主纹或是辅助纹样，其使用频率都很

花纹，其线条或曲或直，刀迹十分流畅。可见手艺

高；几何纹一般作为辅助纹样位列第二；动物纹多

人在雕刻时不仅对纹样的整体把握精确，同时还很

作为服装上的主纹样，虽然出现频率并不高，但颇
具重要性和辨识度，仅在武将服装上出现的铠甲纹

熟练；③纹样经过手艺人个性化的平面转换后，变

亦是如此。此外，875 幅植物纹中菊花纹有 476 幅，

仅被素材的形态所局限，而是注重传递纹饰的神

占比达到了 54%，较具代表性。本文以此作为数据
样本展开了相关设计研究。

得简洁而抽象。它既以现实物体为造型依据，又不
韵。以象征着高贵的蟒袍为例，无论是团龙还是盘
龙，皆是翻转于青云之中，其神态多为怒目圆睁、张
牙舞爪。虽然忽略了许多细节的刻画，但在虚实相
生中仍然显得“神龙”雄姿勃发；④相较于其他地方
皮影，江汉皮影纹样的整体比例较大。属于“门神

谱”类的大型皮影。作为一种灯影艺术，手艺人将
其图案在原来的基础上放大，扩大了纹样镂空的面
积，以满足透光性的需要。但整体看起来依旧“神”
似，所以并不显得比例失当，反而增强了江汉皮影
影人纹饰的视觉感染力，凸显了其艺术魅力和审美
图 1 江汉皮影纹饰元素的数据统计
Fig.1 Data statistic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1.2 研究思路

江汉皮影纹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设计思路

价值 [9]。因此，若能挖掘出江汉皮影纹饰元素的设
计价值，将会是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之间一个很好
的结合点。笔者对部分典型纹样进行矢量提取，便
于后续的设计与应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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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汉皮影服饰纹样的分类及矢量提取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and vector extraction of Jianghan Shadow Play costume patterns
类别

原始纹样

矢量处理

色彩提取

原始纹样

矢量处理

第一组

第二组

团龙纹

凤纹

菊花纹

牡丹纹

元宝云纹

流水纹

金钱纹

月牙松针纹

寿字纹

回字纹

色彩提取

动
物
纹

植
物
纹

自然物
象纹

规矩
几何纹

文
字
纹

铠
甲
纹

（2）色彩热烈淳朴彰显民俗韵味。江汉皮影

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充满了古朴厚重的意蕴（表

的纹饰多用红、黑、绿、黄、白这五种色彩强烈、风

1）。国家一直在号召文化自信，以色彩作为切入点

格原始质朴的颜色，有着浓厚的民俗气息，映射着
旧时人民淳朴自然的性情以及对家乡风土人情的
[10]

挖掘文化内蕴能够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以满足现

代消费者对文化商品的需求，这对设计师提出了要

热爱 。这些颜色虽然风格浓烈，但在整体配置上

求：首先，要依据现代审美倾向进行设计，直接照

往往能互相协调，所以搭配起来视觉上并不显得杂

搬、套用纹饰原来的色彩是不可取的。其次，在民

乱，反而起到了鲜明的装饰作用。其配色不仅巧妙

俗的国际风潮下，要恰当地定位消费人群和产品类

地烘托了角色的性格特点、暗示了人物命运的发

型，才能用民俗色彩碰撞出新颖趣味的国潮时尚，

展，还在冲突与调和、热烈与雅致中增强了皮影戏

让其纹饰以新的形式和载体重返我们的文化生活。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87

（3）影人造型精巧具有辨识度。江汉皮影镂空

者认为，影人造型可以很好地凸显皮影的设计主

的整体造型是这一民间戏曲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特

题、引起受众共鸣，以起到较好的宣传引导作用。

征之一，主要包括头茬形象和皮影轮廓形象。首

2.2 江汉皮影纹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设计

先，江汉皮影影人头茬按影人角色的不同可分为

探索

生、旦、净、丑四种，相互间各有特色，较易区分：生
和旦的头茬线条少且细长，无枝无蔓，以凸显人物
的面容清秀；净的头茬多为阴刻，留白较少且线条
粗犷厚重，表现人物突出的性格特征；丑角人物的
眼睛下面一般都吊着一个葫芦形的纹饰，艺人们称
为“门栓眼”或一把胡琴脸，富有趣味性[11]。从整体
造型和比例来看，江汉皮影人物具有头大身短的特
点，整体比例为上窄下宽，裤脚、袖口、下摆等部位
多为喇叭状。其头茬高度与影人身体的比一般都
大于一比六，
身体较为矮短，
头部占比较大。这种造
型虽然不符合实际，
但却凸显了皮影的艺术特色，
使
皮影表演的效果更加生动、
有趣。此外，
江汉皮影的
影 人 大 多 都 是“一 身 三 头 、一 头 三 帽”的 灵 活 搭
配。皮影的头茬与帽子、身段等部件都是可拆分
的，所以艺人们在皮影表演时可以依据角色需要
灵活地“张冠李戴”，因此同一身段的使用率较频

江汉皮影纹饰的呈现是一种传统的形式，社
会的进步使其不再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要重新
结合市场的时尚流行趋势。因此，笔者借鉴相关
成功案例的设计经验，以局部服饰纹样和整体影
人形象作为设计灵感，将其纹饰元素矢量重构之
后，再应用到“影·像”系列创意设计中，希望通过
这种跨界融合来逐步推动江汉皮影的传承保护与
发展创新。
（1）典型纹样的矢量设计。自古以来，文化、艺
术与科技之间都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本系列设
计 笔 者 用 Photoshop、CorelDRAW、Adobe Illustrator
等数字软件，将江汉皮影纹饰元素进行矢量化复
原，变成可再生、可共享的数字化资料，建立了影人
纹饰元素的矢量图库，为服装设计提供更多可选择
的灵感素材。但由于江汉皮影纹饰元素的衍生与

繁[12]。对于大多当代消费者而言，人们对江汉皮影

中国纹样艺术一脉相承，这致使它在一定程度上缺

戏曲艺术知之甚少，因此相对来说，头茬和皮影轮

乏自身的独特性。为了提高江汉皮影的辨识度，笔

廓形象是其最具有辨识度的一个部分。笔者尝试

者结合现代审美提取了江汉皮影中“商朝姜皇后”

性地将其以数码印花、3D 喷印等方式呈现在文创

角色中的如意菊花云肩纹样。其中的菊花是其比

产品上，取得了新颖有趣的效果（表 2）。因此笔
角色

较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并且如意状云肩的寓意也很

表 2 代表性皮影角色的造型特征及设计案例
Tab.2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cases of representative shadow play characters

代表皮影人物

头身比例

头茬特点

产品设计案例

贵族小姐

约为 1:7
（身形纤细）

娇俏灵动
干净秀丽

帆布包：
用粉红、粉蓝的色调呼应
可爱的“小仙女”主题，
适合年轻的
女性群体

楚霸王项羽

约为 1:6
（身形魁梧）

粗狂威武
豪放霸气

手机壳：用项羽威武霸气的侧脸作
为主图，辅以海水江涯纹，使用时
兼具气势与趣味性

旦
角

净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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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色的基础上配以橄榄绿、中性灰和浅卡其等辅
色。花稿的构图借鉴了与江汉皮影表演窗台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的“蒙特里安”的网格，笔者将纹样素
材与网格融合，在具象的影人纹饰排布中穿插了简
约的几何线条，并调整不同纹饰的透明度，营造一
种实虚相间的对比。然后，再将得到的印花图案以
四方连续的方式重复构图，应用在系列主题设计的
图 3 部分纹样的提取与电脑后期设计（图片来源：
笔者绘制）
Fig.3 Extraction of some patterns and computer post design

罩衫和长裤中（图 5）。

（3）影人造型的简化设计。江汉皮影的镂空造

好，还由红、黑、黄这三种代表性的色彩组成，其内

型是其代表性特征，笔者认为可以用服装制作工艺

涵和外延都很符合江汉皮影主题服装的纹样设

中的激光烧蚀工艺体现在服装上。镂空纹饰的主

计。因此，笔者提取出了如意菊花云肩的矢量线

题选用了皮影“穆桂英”，因为其人物性格契合了当

稿，并通过电脑软件进行重构设计（图 3）。

代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心理认知，能较好地引起消
费者的共鸣。在对影人的处理上，笔者去掉图案、
色彩等细节，而是提取了其剪影的轮廓线条进行镂
刻,显得简约但不失别致。线稿以两种方式呈现：
一种是简洁的矢量轮廓，另一种是改变了影人的动
作，并设计出两个角色正在激烈打斗的场景，十分

图 4 如意云肩纹样的色彩设计及其应用过程（图片来源：笔者绘
制）
Fig.4 Color design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of Ruyi cloud shoulder
pattern

（2）民俗色彩的时尚设计。江汉皮影纹饰的色

彩民俗且热烈，抒发着旧时人们热情淳朴的气息，
与当下流行的国潮风、民俗

富有动感。影人线稿的效果呈现是在白色的长裙
和罩衣材质上烧蚀成镂空，露出底层的黑色面料以
在服装表面形成影人线条。其特点在于，穿着者走
动的时候能带动影人线条，十分巧妙灵动，引人遐
想（图 6）。

风服装趋势正好契合。在
这一部分，笔者先结合 2020
年秋冬的色彩流行趋势，提
取了深红、象牙黑、姜黄三
种主色。此外，笔者希望这
一系列设计的风格是简约、
中性和干练的，所以在色彩
配置上选用了简约的白色

图 5 数码印花设计过程及效果呈现（图片来源：
笔者绘制）
Fig.5 Digital printing design process and effect presentation

棉 质 面 料 作 基 调 ，以 便 更
好 地 凸 显 主 色 和 辅 色 ，彰
显江汉皮影纹饰元素的民
俗 韵 味 ，在 色 彩 碰 撞 中 也
能产生鲜明但协调的装饰
效果（图 4）。

对于另一印花花稿，

笔者从矢量图库中选取了
凤纹、如意纹、盔甲纹、旌
旗等纹样素材，并用中心
对称、四方连续或是单独
构图的方式重新设计，再
在深红、象牙黑、姜黄三种

图 6“穆桂英”影人的矢量提取和设计应用（图片来源：笔者绘制）
Fig.6 Vector extra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Mu Guiying" shadow figure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为了凸显影人精巧的镂空造型，笔者在款式设
计上也进行了简化。
“影·像”系列的款式包括飘逸
的长西裤、休闲衬衣裙等，款式轮廓多为直线条，显
得英气的同时又不失柔美，整体呈现出一种中性的
简约休闲格调（图 7）。其次，衣摆、裙摆等细节处的
不对称设计则能丰富整个系列的层次感，符合年轻
消费群体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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