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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蓝印花布元素在现代插画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彭信宇，张 雷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天门蓝印花布作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内涵，将其传统纹样应用于现
代插画创作中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载体。[研究方法]文章通过采样绘图、文献查阅等研究方法，将天门蓝印
花布纹样造型、色彩和图案构成与现代插画相结合，进行创新设计。[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天门蓝印花布与插画
设计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将天门蓝印花布纹样、色彩、图案元素和构图法则经过纹样提取、艺术加工之后再与现
代插画设计相结合，进而弘扬了天门蓝印花布的审美价值，
也为现代插画设计注入了新活力。
关键词：
天门蓝印花布；纹样；插画；创新应用
中图分类号：TS941.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5-4131-（2021）05-0090-05

Research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ianmen Blue Calico Elements
in Modern Illustrations
PENG Xinyu, ZHANG Le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ianmen blue calico has great artistic value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bei
Province. The application of its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illustrations provides a new communication vehic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article us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ampling and drawing, literature review, etc.,
to combine the pattern shape, color and pattern composition of Tianmen blue calico with modern illustrations for innovative de⁃
sign.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ianmen blue calico and illustration design is feasible. After the pattern, color, pat⁃
tern elements and composition rules of Tianmen blue calico are extracted and artistically processed, they are combined with
modern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carry forwar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ianmen blue calico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modern illus⁃
tration design.
Key words: Tianmen blue calico; pattern; illustration; application

蓝印花布，据史料考证距今已有 1 300 多年的

历史，它是传统防染印花技术的具体展现。最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然而落后的艺术文化的发展还是难以跟上经济发

蓝印花布以蓝草为染料, 用黄豆粉、石灰粉做防染

展的步伐，在插画艺术领域便出现了大量模仿与

浆, 经过画样、镂刻、胚布处理等多道工序染制而

抄袭欧美或日韩插画风格的现象，导致目前国内

成。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取材广泛，纹样造型彰显荆

插画市场鱼龙混杂。整体呈现出极度缺少本民族

楚风味，颜色蓝白分明、质地淳朴、清新明快，可以

特色的问题，带有本民族传统设计语言的插画少

从各方面与插画相结合。插画作为一种用图形语

之又少[1]。如何将现代插画与中国传统图案元素相

言进行信息传达的艺术形式，是审美价值和艺术内

结合，形成属于我们民族独特的插画风格，是当代

涵相统一的体现，但就目前国内插画风格而言，自

插画师共同面对的课题。本文以天门蓝印花布纹
样进行创新与现代插画相结合，既让传统文化以更
年轻化、流行化的艺术形式被大众所认识，又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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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插画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蕴，找到属于年轻设计
师自己的插画风格。

1 天门蓝印花布纹样造型在插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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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多保留着楚文化的浪漫古拙之韵。天门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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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布图案分为几何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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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文字纹样，人物纹样等等。无论哪种图案造

素能够更好的与之结合。以

型也都蕴含着吉祥幸福之意，这也表达了荆楚百姓

图 3 装饰画 N1 为例，将“凤戏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笔者拟以植物纹、几何纹、动

牡丹”完整的纹样进行渲染褪

物纹为例，将之运用到现代插画设计中，将传统民

色处理，降低整个纹样的色彩

间艺术与现代插画艺术相结合，碰撞出不一样的艺

饱和度和明度，将之用于插画

术火花。

背景，而提取出的最小单元纹

1.1 天门蓝印花布植物纹样在插画中的应用

样主要与插画中人物服饰造

植物花卉纹样是蓝印花布纹样中最常见的一
种，深受百姓喜爱。楚国崛起之地——江汉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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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结合，运用图形变化，翻
转，变色，组合排列等手法，最

图 3 装饰画 N1
Decorative picture
N1

是草木繁盛之地，
《楚辞》中不乏对芳草佳木的讴歌

大限度的凸显出天门蓝印花 Fig.3

咏叹：
“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华，芳菲

布的民族特色，又能与插画创

菲兮袭予”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

作主题和内容相结合，将提取出来的纹样少量多次

庭，建芳馨兮庑门”或许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与人

加入到插画中，不生硬不落俗地在增添了插画传统

文情怀，助楚人洞鉴了草木之情。表现在造型艺术

民俗特色的同时又赋予了传统民俗文化新的生命

[2]

上，即是鲜活秀丽、娉娉舒展的纹饰形象 。艺人们
“ 通过艺术的手法概括与提炼出来，使形象更鲜

力。

1.2 天门蓝印花布几何纹样在插画中的应用

明，节奏更强烈，表现力更充分，更富有装饰性。
”[3]

传统的几何纹样最早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它

在天门蓝印花布图案创作中，纹样主要涉及的植物

是“用各种直线或曲线等构成的规律或不规律的几

有梅花、兰花、牡丹、菊花、海棠、石榴、眷草、灵芝、

何装饰纹样。
”[4]早在两年多年以前，楚人的器皿、织

葡萄、芙竹子、松树、橘树等。这些传统植物纹样是

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几何纹样，
“这些单元纹样按照

艺人们通过艺术的手法概括与提炼出来，使形象更

一定的规则构成纹样。和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纹样、

鲜明，节奏更强烈，表现力更充分，更富有装饰性。

漆器纹样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人们的追

天门蓝印花布传统植物纹样往往与其他不同形式

求和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的传统纹样相结合，从而形成寓意美好与吉祥的新

系。
”[5] 这对有天门蓝印花布

型纹样。人们还常用各种植物花卉，果实去表达或

纹样造型有着极大地影响。

比喻某种概念性的含义，将自己的情感理想或美好

在楚文化影响下，天门蓝印

祝愿投射到对象物身上去，赋予了客观对象物主观

花布创作出来的几何图案基

的情感体验。比如有象征富贵的牡丹，象征长寿的

本上与楚国几何纹样的造型

松鹤，象征多子的石榴，象征平安的竹子等等，都表

风格相一致，保留了其质朴

达了人们的美好祝愿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反映

古拙的风格和浓郁的地域文

了当时人民的审美情趣与幸福安定的生活状况。

化特色。如天门蓝印花布枕

笔者将天门蓝印花布经典纹样“凤戏牡丹”
（图 1）中的最小单元纹样进行整个提取，运用简单

图 4 天门蓝印花布枕巾
Fig.4 Tianmen blue printed
pillow towel

巾（图 4）局部图，在整幅图案的周围出现了连续不
断的“回纹”，这些“回纹”也是天门蓝印花布中经常

的线条进行描绘，勾勒出纹样的轮廓外形（图 2）。

出现的传统几何纹样。回纹的特点是简洁大方、典

仔细分析其单个图案的风格，观察其中的规律和排

雅规整。这种纹样常在蓝印花布中用作边饰，它广

列组合的形式，绘制相同风格的插画风格，让其元

泛吸纳了汉字“回”型的特点，搭配经常作为边饰的
“如意纹”与“盘长结”等，外观喜庆受人喜欢，寓意
吉祥如意、四季如意、平安如意。另外，天门蓝印花
布纹样中也经常出现“云雷纹”
“云纹”
“乳钉纹”
“涡旋纹”等，这些传统几何纹样有着共同的特点，
即常以一个或者几个为单位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
合，形成连续的有规律的直线、曲线或者形成循环

图 1 凤戏牡丹
图 2 图 1 的纹样提取（笔者绘制）
Fig.1 Phoenix playing Fig.2 Pattern extraction of Fig.1
with peony
(drawn by the author)

反复面。这些传统纹样通过规律的几何图案或富
有变化的几何图案，既增添了传统纹样的整齐美和
秩序美，
又形成了简洁明快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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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回纹”提取
Fig.5 Extraction of loop pat⁃
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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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天门蓝印花布

现代插画创作中，受到现代大环境的影响，越

枕巾中“回”字纹样进行提

来越多的插画师都走向“国际主义”风格，简约的线

取（图 5），回字纹样具有鲜

条，图形绘制出的插画作品虽然受到大众一致好

明的民族特色，将此纹样以

评，但似乎缺乏特色。这一点在天门蓝印花布似乎

反复连续的构图方式运用

可以弥补。以天门蓝印花布中的“鹿纹”为例，古文

到民俗插画人物服饰袖口

有“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是仙人的坐骑”，西

的装饰中，将提取的牡丹花

汉诗赋《楚辞·哀时命》
“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

纹进行变形，翻转，反复叠

容与”鹿与禄谐音，可象征福禄常在，官运亨通 [6]。

加应用于旗袍的主体装饰

笔者将天门蓝印花布动物图案中的“鹿”纹（图 10）

中 ，增 添 了 插 画 的 民 族 特
色，插画背景利用回字纹样

进行单独提取，简单勾勒出图案的外形，画面背景
采用肌理笔刷进行简

图 6 插画《然》
（笔者绘制） 排列组合形成完整的图样，
Fig.6 Ran (Drawed by the 正片叠底降低整个背景的
author)

单的渐变着色处理。

限度的与现代插画相结合的同时又加强了背景的

小鹿纹样与画面中简

纹理感（图 6）。

单的黑色树枝线条相

不透明度，让传统纹样最大

1.3 天门蓝印花布动物纹样在插画中的应用
天门蓝印花布中对于传统动物题材的应用广

画面整体色调以蓝色
为主，风格简约唯美，

结 合 ，在 蓝 色 背 景 的
烘 托 衬 托 下 ，带 给 人

泛，主要来自于自然中的动物，如喜鹊、鸳鸯、鹿、

一种幽静神秘之感。

鹤，鱼等等，都表达了人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鹿纹样不仅是单一

和吉祥之意。例如“喜上眉梢”借用喜鹊这一形象

的图形纹样，而是优

表达了对喜庆和美满幸福的祝愿，还有“年年有余”

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时

“金鱼闹莲”
“鹤鹿同春”等等。另一种就是人们主

尚的统一。二者的结

观臆造的动物形象，例如“龙”
“凤”
“麒麟”等，这些

合既是视觉元素的结

均是中国古代图案中具有丰

合，也是文化观念的
交融（图 11）。

富蕴意的典型纹样，他们总是

“色彩的情感传达给人的感觉是最直接的也是

精神意念合并而出。
“楚地绣

最普遍的，色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因素，它具

品的纹样除个别是仿制青铜
龙、凤为主题。”有明确记载
的龙、凤形象，除了楚帛画中

图 11 晨雾中
Fig.11 morning mist

2 天门蓝印花布颜色在现代插画中的应用

将深邃的图腾意象和玄奥的

器花纹的 蟠 螭 纹 外 ，大 多 以

图 10 鹿纹图
Fig.10 Deer pattern

图 7 一凤二龙相蟠纹绣
Fig.7 One Phoenix and
Two Dragons patter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传统服饰中常常利用某种
情感特点的色彩来象征事物的某种内涵，使得服饰
能通过色彩传递一种明确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趣，

的 几 例 以 外 ，当 属 楚 绣 纹 最

众多服饰大多同时采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纯度极高

为 生 动 鲜 明 ，如 一 凤 二 龙 相

的浓烈色彩，因为色彩也是纺织品印花图案设计的

蟠纹绣（图 7），纹样主题是置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蓝印花布服饰在设计中始终
保持着自己独有的色彩选择方式。
”[7]天门蓝印花布

于菱形内的一凤二龙共身相
蟠纹，凤鸟居中，两侧各有一
龙，头部均朝向前方，外侧是
展开的凤翅，花纹由单独纹
样做四方连续组合。天门蓝

在色彩上以淡蓝色和深蓝色为主，配上大量的白，
图 8 麒麟吐书被面
Fig.8 Kylin spitting book
pattern quilt

印花布也深受楚文化的影
响，龙、凤的神秘象征意味广
泛应用，例如寓意富贵吉祥
的 凤 戏 牡 丹 ，麒 麟 吐 书（ 图
8）、龙凤呈祥（图 9）等。

图 9 龙凤呈祥
Fig.9 Dragon and Phoenix

蓝白相间，给人以清新雅致之感，与青花瓷颜色的
相似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既符合《周
易》中强调的阴阳相合、共生之美，又展现出虚实相
生的道家传统美学思想。
“天门蓝印花布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据文献记载，
早在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老百姓就大胆的运用蓝
色，白色于布匹和服饰上，且其在色彩上只采用此
两色以别于其他面料多种色彩搭配。
”[8]蓝白两种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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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单纯朴实，
相互碰撞又给人以明快雅致之感。
在现代插画设计中，有插画师以中国传统色

中心图案为圆形，周围图
案围绕成圆形或者方形，

调，基于阴阳五行和水墨五彩进行创作，重视装饰

边框以几何纹样环绕（图

性和象征性色彩的表达，创作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14）。

风格的插画作品。而天门蓝印花布以两色为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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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插画创作中，

格质朴古拙，笔者通过分析天门蓝印花布色彩风格

如天门蓝印花布中连续式

及其内涵，将其应用到现代插画创中，如下图插画

构图也经常出现，连续式

图 12“寒”和插画图 13“归去来”主要使用蓝、白两

构图插画经常被用于插图

种色调，以一种颜色为背景底色，而另一色作为画

绘本的环衬页如绘本《多

面中具体形象色，
应用色彩的明暗关系，
在统一色调

多老板和森林婆婆》的环

进行层次过渡，使画面在保持以蓝色和白色两种色

衬 页 就 主 要 以 木 桩 的 图 案 连 续 排 列 而 成 的（图

调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渐变的效果而不是高饱和度

15）。将木桩这一图案反复叠加，通过不断的复制

的颜色对比。将靛蓝色运用于插画创作中，搭配白

图 14 龙凤呈祥方巾
Fig.14 Square scarf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排列而成连续式构图形式，带有浓烈的装饰意味。

色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于靛蓝色保守暗沉的观念，同

这也为连续式构图方式在插画创作中奠定基础，将

时也保持了天门蓝印花布原有的雅致质朴的风格。

其应用于儿童绘本插图之中富有童趣和天真稚拙
之感。除此之外对称式构图也被运用于插画创作
之中，在日本插画家清水裕子早期的作品中就可见
到对称式构图法的应用（图 16）。人物构图饱满对

称，给人一种平衡感，但在插画中对称式构图却会
给人带来一种高级的趣味性。

图 12 寒
Fig.12 Chill

图 13 归去来
Fig.13 Endless way

3 天门蓝印花布图案构成在现代插画中的
应用
“蓝印花布纹样的结构形式是由多层次的点、
线、面按照形式美法则结合形成大小合理、疏密得
当、协调统一的整体图案。
”[9]天门蓝印花布饱满，全

图 15《多多老板与森林婆婆》环衬
页
Fig.15 “Motto- shachou to Moribaba
no Mori”end paper

4 结语

图 16 清水裕子插画作
品
Fig.16 Illustrations by
Shimizu Yuko

面的构图与地域文化民间艺术审美密不可分。构

对天门蓝印花布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新的设

图样式主要分为对称式构图，连续式构图和藻井式

计，既保留、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在此基础

构图三种。在中国传统宇宙观念里认为，
“一阴一

上进行了设计创新，也为现代插画创作注入了民族

阳之谓道”宇宙的组成模式是由成对骈偶的事物组

图案元素。实践证明，将天门蓝印花布纹样与现代

成的。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中有言：
“造化

插画设计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天门蓝印花

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

布的纹样造型特点、色彩和图案组成都为现代插画

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对称式结构被

设计带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绘画语言，增强了国内

运用于各类传统艺术中，也是天门蓝印花布构图中

插画的国际辨识度和文化内蕴。另一方面，用大众

是最常见的，主要讲究图案画面的平衡感和对称

喜闻乐见的新时代艺术语言让天门蓝印花布重回

性。连续式构图是通过不断地重复，排列相同的图

大众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天门蓝印花布的传

案而形成的构图模式，主要给人一种庄重的秩序

承和保护。在创作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

感。藻井式构图是我国传统古建筑中常用的装饰

插画相结合，既可以提升国内插画的国际影响力和

手法，正因为“交木如井，画以藻纹”才叫藻井，通常

辨识度，也可以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插

以圆形方形为主，天门蓝印花布中藻井式纹样通常

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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