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艺术设计课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究
陈杰
广州工商学院美术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30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孕育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传统文
化里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设计思想,这些艺术设计思想对现代艺术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推陈出
新、古为今用传统文化思想,可以为当代艺术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和升级,丰富艺术设计内涵,设计更多高
品质、优秀的艺术作品。文章从传统文化中艺术设计思想展开分析,明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思想,与当代
艺术设计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让艺术设计有语言、有思想,提升艺术作品的文化
感、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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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a long culture, which is
pregnant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re are rich artistic design ideas, which
have a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 on modern art desig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 of bringing
forth the new and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can inject new vitality and upgrade into contemporary art
design,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art design, and design more high-quality and excellent art wor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 design thought in traditional culture, clarifi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design though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with contemporary art design, perfectly combines traditional culture thought with art,
makes art design have language and thought, and enhances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sense of ar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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