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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应用·

染纸艺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 周 雷
摘

要：染纸是一种折纸和染色相结合的手工艺，其借鉴了中国民间印染工艺。文章分析了现代染纸艺术纸产品防

虫防潮、
艺术美观、形式多样等特点，从应用原则和应用要点简要阐述了染纸艺术在产品设计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厘
清了染纸艺术在产品设计中的注意要点。深入探讨了染纸艺术在生活领域、美术领域以及建筑领域中的应用现状，
旨在为今后更为深入地传承此项技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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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纸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具有独特
的视觉美感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其主要以褚纸、
三
梗纸、麻纸为底料，经过 折、卷、揉、搓等 手法使纸 张 变
形之后，再给变形的纸张进行浸、点、刷、流、喷，加以细
致着色 ，最 后加工出不同材质、不同颜色、不同 风格 的
染纸艺术是在折纸、
纸材料，
这便是染纸成品。可以说，
剪纸的基础上发展优化而来的，更易于民众接受和传
承，
是有效展现传统文化艺术魅力的重要媒介。

图 1 大学生设计的染纸手工艺作品

染纸艺术在纸材料表面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图
案，
以满足大众需求，在具体的产品设计中也能体现出
无论是传承悠久的手工艺类文化产品，还是应用

形式多样的风格特征。在染纸工艺开始之前，
需先对纸

广泛的纸艺类文创产品，
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比

张进行简单的裁剪或者折叠，使纸张的可染色区域变

如染纸艺术形成的文创产品，历经悠悠数千年的积淀，

小，然后根据折 叠后区域的形状、大小进行着 色，再 将

仍然在现代熠熠生辉、
保存完好。而这些产品之所以能

其他区域分别着色，最后制作出层次感鲜明的染纸产

保存完好，不仅是国家大力保护的结果，更是文化产品

品，
将其运用到不同的领域中。同时，从染纸材料的选

具有防潮防虫、
自我保护的功能。比如在云南喜洲古镇

择中也能体现出其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设计者可选

有许多古风古韵的建筑，在此类建筑上，就有染纸门

择普通硬 纸、柔 软宣纸，同 时还可选择塑料 纸、瓦楞 纸

帘、对联、壁画等艺术作品的痕迹。经过考古学家的鉴

板等，根据不同纸材料的特性选择不同的染纸手法和

定，这些染纸艺术作品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古时候的

染纸图案，
最终也能形成多样的染纸作品。

人 给 染 纸 表 层 涂 抹 一 层 草 木 灰 用 来 防 潮， 有 的 会 放
到干燥通风的室内来保存，如此便能达到防虫防潮的

在纸艺文化中，无论是纸材料的生活化运用，还是
工业化处理，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古代，

效 果。

人们 喜欢用纸张裁剪成多 种意象来表 达和 传递 情感 ，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载：
“ 天有时，地有气，材

也喜欢以纸材料赋予事物独特的文化意境。比如用书

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可见工艺的

信寄托相思牵挂，用剪纸代表祝愿、祝福等。染纸艺术

精巧是制作出精良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其亦是

作品中蕴含有丰富的内涵意蕴，比如千纸鹤染纸产品，

对设计者工艺技法的一种肯定。其中染纸技术也是一

千纸鹤本就被人们赋予了平安吉祥的祝福意味，但经

种重要技法，如今，许多流传下来的手工纸艺产品都是

过不同染纸色彩的渲染，给千纸鹤带来了更为丰富的

通过匠人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才呈现出了符合

含义。比如七彩千纸鹤可送给儿童，
表示对儿童健康成

大众审美的精妙染纸产品。图 1 是大学生设计的一款

长、快乐生活的美好祝 福；红色千纸鹤表示 红火 喜庆 ，

染纸手工艺作品。从颜色搭配、
形状构造上来看其与孔

内涵十分丰富。
蓝色千纸鹤可表示长长久久的爱情，

雀尾巴十分相似，
但却也能说其属于扇面的一角。此作
品颜色配比鲜艳亮丽居多，暗色较少，而且深浅色交
替，具有层次 感，给人以整齐美观 的艺术 感觉，具 有 一
染纸艺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需要注意以下两

定的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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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一，
需要结合地域性原则。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民

在设计立体人物的美术作品时，设计者会先将纸材料

俗文化，
而不同的民俗文化中，对染纸工艺的技法运用

进行简单的裁剪和折叠，并对裁剪之后的碎纸进行拼

也会存在差别。各个地区的染纸设计者会根据纸材料

贴，
从而形成立体化的人物形象，
然后再辅以不同的色

还有
的性能、薄厚等物理特点来进行染纸。与此同时，

彩。由此，
一个个精巧的染纸美术产品便跃然纸上。

地区会根据纸材料与染色剂、黄檗溶液等物质的化学
反应来选择纸材料和染纸技法。比如广州市公共图书

云南古都喜洲，是老舍眼中的“东方剑桥”
，也是外

馆中侧重于使用潢纸、椒纸来进行染纸技法的痕迹保

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当地建筑上镌刻着染纸书法的手

存。其二，人性化原则，无论是应用到哪一领域的染纸

工艺痕迹，具有防潮防腐的功能，无论历经多少年的风

产品，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设计者在产

吹雨打，都无法破坏其个中风骨，至今仍然散发着艺术

品设计时 ，需要 综合考量染纸的生态 性、实用 性、历史

民居
中都有
性的色泽质感。比如白族民居照壁、
“门楼”

性价值，
使其能为生产生活提供可持续服务。

染纸壁画、染纸对联等文化产品。其与建筑互相映衬、
相得益彰，共同 传达出了大理或绮 丽、或质 朴、或 高贵

染纸艺术在产品设 计 应用 中要 想体 现出 合理 性、
美观性，
需要着重注意材料的选择。比如染纸颜料应选

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许多美术
馆、游戏厅的室内设计中，
也有些许染纸艺术的身影。

择无污染的染料；纸材料时应选择可降解、可重复利用
的。除此之外，
产品设计在运用染纸艺术时还需选择染
纸工艺方法。如今设计者多采用整体设计、
局部设计两

染纸艺术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间性、历史性和艺

种方式，形式较为单 一，今后可尝试镂空 染纸 、镌刻 染

术性，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地位。从最初的萌芽期到如

纸等多样的染纸设计方法，
创新产品的整体效果。

今的发展期，染纸艺术 不断融合折纸、剪纸、衍 纸等 手
工艺技法的优势和长处，
在发展中日趋完善。虽然在现
代纸艺文化格局中染纸艺术的发展仍有诸多的局限
性，
但其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仍在逐渐深化，当代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染纸艺术在产品也得到了

设计者和传承者今后可从美术、建筑、室内装饰等更多

传承和创新，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服装、包装、包包、手绢

的角度 继续深入分析染纸艺 术的产品 设计 工艺 技法 ，

等产品设计中。首先在日常生活中，
设计者会根据消费

使其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大众的消费 需求和习惯对日 常家居、墙 壁、靠 垫、屏 风
以及床单、枕巾、被套等床上用 品进行 染纸 艺术 设计，
并辅以刺绣等图案造型，以此来满足消费大众的生活
需求，
如图 2 中的染纸屏风设计。其次在生活服饰设计
中，设计者还会选择不同材料的坯布与纤维纸材料进
行融合设计，制造出鞋包、
帽子、腰带、围巾等常用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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