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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模式呈现出统一发展的趋势,为了能够在现有基
础上促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尝试通过强化“非遗”文化的元素去丰富视觉传达设计模式,
以期能够创造多元、多样的设计格局。在本文当中将立足于“非遗”融入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的形
式展开探究,尝试从传承和创新两个视角分析视觉传达设计的新发展途径,以期能够为视觉设计、非遗传
承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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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visual design elements in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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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atter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hows a
trend of unifie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existing basis, China tries to enrich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mode by strengthening
the elemen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n order to create a diversified and diverse design pattern.
Based on the forms that can be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desig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new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ope to provide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visual design and
non-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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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为“非遗”)

重要动力。

1 中国“非遗”视觉设计元素

“工”和“人”两个字所组成的,而两个
汉字融合在一起,又突出了“火车头”形

的传承和保护始终都是文化事业发展和

的形式分析

象特征,巧妙的是,“工”字位于下方,

建设的关键内容。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

1.1文字

还是铁轨横截面的意向表达,整个路徽

历史的国家,我国除了历史文明深厚,各

“文字”(此处特指汉字)是在我国

十分简洁明快,形象地传达出铁路人的

种艺术文化和生产技艺也是十分丰富,

的“非遗”视觉设计当中非常直观、常

形象,甚至于在如今的视觉艺术设计领

这都促成了“非遗”的出现和发展,时至

见的一个元素,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

域当中,这一标志也仍然是经典之作；与

今日,我国的“非遗”依然是各行业,尤

伴随人类的文明发展不断变化,因此我

之相似的还有“京杭大运河”的标志,

其是艺术创造和设计领域所重点考虑

们可以认为,文字符号的传承和创新是

其logo应用“运”字作为表达,又展现出

的文化因素和灵感源泉之一。视觉设计

比较复杂、动态的,拥有很大的多元性,

了河流的形态,十分有内涵。毕加索先生

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自然是十分

必须要设计者充分了解其含义和发展背

曾经说,汉字每个字都可以是一张画作,

重要的,其对于“非遗”的传承和创新

景,并融入到现代艺术、当代文化当中,

证明汉字是具备十分深度的内涵的,在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助推我国的传统

为其创造新的表现形态。

视觉艺术的创造下,赋予了另外的灵活

文化进一步发展、符合新时代的特征的

例如我国“中国铁路”路徽,是通过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性和审美价值。
65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1.2色彩

畅,创新了设计技巧,也给广告包装带

形式,一般是通过自主APP来完成的,同

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同的颜色

来了新的思考方向,自然得到了广泛的

时促进其市场化发展。

都有不同的含义,其中红黄蓝“三原色”
作为较为基本且多见的色彩,更多的人
会在前面加上一个“中国”,如“中国红”

认可。

2 中国“非遗”视觉设计元素
的传承和创新

2.1.3利用市场,打造新型运作形式
其一,入市。系统来说,“非遗”和
视觉设计元素传承是长期的工作,最为

和“中国黄”,其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喜

2.1传承：重视保护,智慧赋能

直接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采用入市的方

庆和温暖的含义,如在2008年奥运会上,

2.1.1政府出面,出台落实支持决策

式,应用市场的力量为其赋能。首先,市

我国在开幕式上展示的“火炬”设计就

其一,完善制度设计。政府部门可以

场资金力量,这是任何文化传承和设计

同时应用了这两种颜色,展现出了大国

结合“非遗”视觉设计元素传承和保护

工作开展的大前提,而且需要持续、大量

向上、热情奔放的内涵；再如,“中国蓝”

的制度予以全面的强化设计,立足国家

投入,有必要引入市场参与其中,保证

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沉稳的颜色,体现出

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承的高度探索非遗当

“非遗”文化视觉元素的发展基础；其

了十分人文艺术的内涵。

中具备较高审美意义的设计元素予以传

次,市场技术支撑,在市场化运作的大环

色彩本身也是“非遗”视觉设计当

承和创新,配合相关决策,提升政府宏观

境下,人才力量也能够涌入“非遗”视觉

中的关键语言形式,其和其他符号共同

引导的力量,令地方政府得以在引导下

设计,带来各种新型的设计理论和设计

组成了设计元素的体系,而色彩本身构

发展设计艺术,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部门

方式,为传承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

成要素相对丰富,需要注意在应用的过

和各级行政单位、民间力量等合成一股

力量。

程中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成本也偏高,

合力,共同促进非遗设计艺术的发展和

对于设计者本身的审美能力来说也有较

进步。

其二,品牌。受到市场化影响,品牌
效应能够和经济效益相互转换,“非遗”
视觉设计元素传承必须要以“品牌意识”

高的要求,这显然会令“非遗”通过色彩

其二,落实鼓励政策。在非遗视觉设

呈现出来的传承和创新发展面对较高难

计元素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其属

为先驱,例如我国推广的“惠山泥人”和

度,必须要加以完善。

于一种文化表达形式,因此经济效益是

“景德镇瓷器”等等,除了能够带来大量

1.3图形

很难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的,也正因如

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在经济效益发展基

在非遗当中,很多图形具备精致且

此,非遗视觉设计元素的传承和创新始

础之上传承传统文化,再反向作用于经

细腻的特征,比方说无锡的“精绣”,其

终缺少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撑。显然,

济发展,不断良性循环,在社会广泛认可

绘制事物的形态,同时也绘制颜色,拥有

这需要政府部门立足文化遗产和民族精

的基础之上实现积极创新。

非常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美丽。而随

神传承高度,落实政策,积极鼓励民间企

2.2创新：转变思想,有效融合

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非遗”当中对传

业、设计社团等参与到设计元素的保护、

其一,“现代元素+传统元素”。如今

统图形符号的传承和创新也面对着较大

创新和传承当中。

时代在飞速发展和进步,视觉设计元素

的窘境；图形符号是否能够更好地融入

2.1.2信息途径,促进智慧传播传承

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多彩和多元发展的特

当代社会和现代汉语语境,必须要“非

其一,积极应用网络平台加强传播。

征,显然,这导致了时代和传统之间的激

遗”保护者、传承者依照现代设计手法

网络在新时代背景下拥有了前所未有过

烈冲突,处理这一矛盾冲突的关键方式

和艺术技巧针对“非遗”传统图形符号

的覆盖能力以及渗透性,在“非遗”视觉

就是促进融合,确保视觉设计元素“非

加以二次创造,强调“非遗”典型特征,

设计元素传承当中,网络技术平台显然

遗”元素的典型特征基础之上,融入一些

令其更好融入到现代语境当中,促成有

是不可或缺的,从业人员可以尝试和当

现代化的视觉设计元素,二者相互补充、

机融合。

地的文化部门合作,或者和旅游企业合

彼此点缀,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最为

比方说,我国央视借助公益宣传广

作,利用其网络平台,构建立体且全面的

典型的代表,就是“国粹”元素和“汽车”

告“品牌的力量”,将我国的“水墨”所

“非遗”和视觉设计元素传承重要性宣

元素的古今融合,我国的国粹文化无论

具备的“从无形至有形”的特征利用起

传的系统,实现全民化宣传教育。

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非常多元,例如京

来,融合了鱼、山水、仙鹤、龙、长城等

其二,有效融合新兴媒体传播平台。

剧、国画、中医等等,如果能够在设计现

形象,还展现了“太极”、
“奥运”
、
“航空”

除了其他网络平台之外,设计行业的管

代化元素的过程中融入这些国粹元素,

等等现代形象,将广告想要传播出来的

理者也必须要立足实际,尝试探索更加

挖掘其内涵和深度,融入现代审美理念,

人和事物都意义呈现出来,无论是画面

便捷且零碎性的新媒体传播形式,“非

创作出的产品势必会十分新颖且令人眼

质量或者艺术表达都行云流水,十分流

遗”视觉设计元素传承借助自媒体传播

前一亮,如宝马汽车,其早在201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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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拓展其高端市场的过程当中融入了

产工艺、丝绸编织工艺、剪纸(折纸)艺

由于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

国粹元素,探索了中国传统审美和现代

术等等,可以将其和一些现代工艺相互

等环境都还在上升阶段,因此对于文化

交通工具之间的元素融合形式,发布了

关联起来,促成“古代”和“现代”之间

传承和创新发展来说还有较多的现实阻

“BMW之悦”概念图(参考图1),其结构设

的良好契合。以陶瓷为例,除了常用的陶

碍,需要从业者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

计以及视觉传达效果就是一种“非遗”

瓷刀具之外,由香奈儿推出的“J12”腕

意识,积极实践,在未来迎来视觉设计元

的创新。

表,应用了高精度的陶瓷材料,其硬度超

素深度的保护和全面的传承发展。

过不锈钢,但是重量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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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深远的时代意义,其除了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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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助理研究员,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尝试将其和现代工艺融合起来,促成现

够满足市场化运作对于经济效益的创造

教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民间美术。

代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之间的新发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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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国的毛笔文化(软笔书法)、陶瓷生

增强文化影响力。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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