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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春节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民俗，是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视觉形象，从建筑上的装饰、庆祝活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

和人的行为模式五个方面提炼出春节中传统民俗的视觉特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节日视觉化、有形化，并初探

其视觉形象的应用，以便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节日的传统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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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is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festival,Spring Festival reflects the Chinese folk custom intently,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nalyzed the visual image of spring festival,and extracted 

the visual features of tradition folk custom from building decoration,celebration,food culture,clothing culture 

and patterns of conduct five aspects,in order to visualize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isual imag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so we can protect,inherit and develop our folk custom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spring festival, visual imag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et 检索：http://www.artdesign.org.cn/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视觉形象研究及应用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Visual Image

中国的传统节日种类繁多，源远流长，绝大

部分延续了上千年。一般为中华民族接受的节日

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

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另外，还有许多各具特

色的地方节日和少数民族的节日，不胜枚举。在传

统节日中，春节是我们最重视的一个节日，也是一

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

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

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

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由于过春节

有一系列的民俗，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

2006年5月20日，“春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个节日都有着独特的视觉形象，正是这些视

觉形象使我们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体现着我们的民

族风情。在这里主要讨论在全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

有着典型视觉特征的传统节日春节的视觉形象。

这些视觉形象涵盖多个方面，本文按照建筑上的装

饰、庆祝活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人的行为模

式五个方面来分别阐述春节的视觉形象。

一、建筑上的装饰

春节的气氛的烘托主要靠建筑上的装饰，包括

春联、福字、门神、年画、窗花、灯笼和一些其他

近年来流行的装饰品等元素。过年时大街小巷都蔓

延着红色喜庆的气氛，反映出人们欢快的心情。

1．春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

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

贴于门上，表达新年愿望，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现在流行的对联主要是由横批（贴于门楣的横

木上）和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的对子）组

成。红色作为春联的主要底色，一些吉祥图案经常

对称地添加在对子上，金色装饰近些年来也比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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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子通常采用通俗易懂的字体来书写，字体颜色主要是

黑色和金色，也由少部分春联采用彩色的字体，总体风格体

现富丽堂皇与喜庆吉祥的节日氛围。

2．福字也是每家过年必不可少的祈福表达方式，家家

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

字，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福字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比较传统的菱形方块福字，另

一种与剪纸结合起来，用镂空来表现虚实美感的福字，例如

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吉祥图案。

3．门神与年画近年来主要在农村流行，城市中比较少

见。现在过春节，在民户大门，还有不少张贴神荼、郁垒，

秦琼与尉迟恭门神像和历代武将画像的门神。门神形象成对

称布置，动作夸张，颜色鲜艳饱满，面目狰狞。

4．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

裁。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

庆之意。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年画画面线条

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如春牛图、岁朝图、嘉穗

图、戏婴图、合家欢、看花灯，胖娃娃等，并有以神仙、历

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

5．窗花是贴在窗纸或窗户玻璃上的剪纸。窗花的样式

一般比较自由，现在比较多见的窗花剪刻是单色剪刻，多用

于大红纸剪纸，讲究线线相连与线线相断，构图造型图案

化，形象夸张、简洁，富有节奏感。

6．过年挂红灯笼也是我国比较普遍的一种习俗。灯笼

的形式主要是泉州式。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通

过挂在屋檐上的一排排灯笼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大红灯笼的魅

力。老百姓家里也会悬挂一串串灯笼彰显节日气氛，商家更

是把灯笼作为节日的必须装饰品。

7．近年来流行的一些装饰品，如中国结、吉祥物挂

饰、假炮竹、卡通装饰画和一些新的新年装饰手法，受到大

家的欢迎。它们在原有新年装饰品的基础上，用现代夸张手

法重新诠释，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二、庆祝活动

各地庆祝活动因地区和民族不同会有所区别，但是有一

些活动是比较普遍的。例如舞狮舞龙、放鞭炮和烟花、逛庙

会，还有在北方很受欢迎的扭秧歌等。庆祝活动图个热闹，

无论中国还是海外的华人，春节时都会选择一些传统的娱乐

形式来庆祝新年的快乐，因为我们对这些庆祝活动有着共同

的认同感。

三、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我国节日的重头戏，而春节的重头戏则是年

夜饭。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

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

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

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

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年糕等，而且各有

讲究。年夜饭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过年时最欢快的印象——亲

人团聚、欢度新年，过年的气氛此时达到高潮。

四、服饰文化

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老百姓过年时的衣着与平时

无太大差异，但是在新年穿上自己最喜爱的新衣服，仍然是

新年的一项重要传统。尤其是在过本命年时人们都喜欢穿上

红色的衣服和袜子。一些老年人和小孩过年穿着喜庆的传统

服饰也是现在的一种潮流。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节日的服饰

更加绚丽多彩，体现着浓浓的民族风情。

五、人的行为模式

这里的行为模式主要是指过年的民俗，如置办年货、扫

尘、祭祖、贴春联、熬年守岁、吃年夜饭、拜年、放爆竹、

给压岁钱等。这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过年”这个行为，虽然

是无形的，但是却是我们重要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人们在进行这些行为模式时，实际上就是在传承

这些传统文化。这些习俗也是有规律的行为，有着一定特征

的视觉形象。

视觉认知作为人类根本、最重要的认知活动之一，在人

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人类创造

文化、识别文化、传播文化、分享文化的重要基础，在传统

节日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将春节习俗转

化为视觉形象，有以下两方面意图。

1．春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近年来渐渐蜕变成饮食文化，其他与

食物无关的风俗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虽然大部分中

国百姓喜欢过中国的传统节日，但是也不排除少数年轻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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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土节日产生了轻视的现象。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传

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

传统节日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它是由不同类型、不同特

征的符号系统，按节日固有的编码规则和编码方式组合而成

的多元化符号系统的集合体。[1]一般来说节日所形成的符号

系统主要有：时间符号系统、仪式符号系统、乐舞符号系

统、造型物符号系统、语言文学符号系统、数量符号系统、

服饰符号系统、游乐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或符号系统）

大部分与视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利用这个原理将春节的

视觉形象分析、提炼、分类，通过建筑上的装饰、庆祝活

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人的行为模式五个类别的可视形

象表征并传达出节日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道德伦理、价值

取向及审美情趣，便于传统节日的保护及传播。

无形文化遗产有形化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

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亚太地区传统民间表演艺术

数据库，这是亚太地区传统表演艺术基础数据的综合体。数

据库中有对他们的描述和图片，以及提供便于查询的组织和

人员名单数据等。这一项目的实施对不同组织的其他项目产

生了巨大影响。[2]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有形化是可

行的。所以为了保护传统节日春节，我们可以分析提炼其视

觉形象，以实物及多媒体的方式进行保存、记录和传播。

2．春节视觉形象的应用和发展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文

化是一种传统文化，但它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联

系，它就早被民众淘汰了。民俗文化的研究离开现代性，同

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3]

的确，中国节日的民俗渐渐脱离老百姓的生活，部份文

化民俗丢失，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中国的节日习俗，他们对节

日的理解仅限于好吃好玩。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孩子的

教育开始做起。西方国家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圣诞老人的故

事，即使他们长大后大部分人不会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

是过圣诞节的习惯却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他们的脑海中。中国

传统节日及其习俗都有精彩的典故，故事娱乐性很强，我们

可以将典故视觉化，从现有的年画中提炼人物形象，加以现

代感的绘画手法，创作成易于儿童接受的卡通动画，传统民

俗与现代审美结合，将传统民俗中的精华部分变成儿童心中

美好的童话故事，达到寓教育于娱乐的目的。

作为传统文化也不应固步自封，顺应时代的发展才能深

入人们的生活。对于建筑上的装饰品，我们可以加强它的时代

感。我们把一些传统的视觉元素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如夸张、

变异、重组等，创造具有时尚感与民族感的饰品，迎合现代人

的审美。在制作上应该更加精良，提高新年装饰品的品质，加

入现代科技成分，也许会创造出出其不意的春节饰品新宠。在

举办年夜饭的饭店还可以设计一些可组装、组合的“新年套

装”家具或者装饰品专供节日之用，也可以用于平常百姓家。

将传统发展并不是背弃传统，裹足不前其实是民俗遭遇冷落的

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在设计新年装饰品时应该更加大胆，不应

仅仅局限在传统形式上，应该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新年庆祝活动、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由于具有较强的地

域性，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借助经济力量使之壮大发

展。人们喜欢体验与自己平时生活不同的经历与文化，品

尝新奇食物，领略民族风情。而且由于人们的经济水平的提

高，不少家庭选择在新年的时候出游，作为一种新年的庆祝

方式。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将有地方特色的庆祝活动、饮

食文化和服饰文化提炼、强化并创造出形式多样，有较强参

与性与娱乐性的新年系列活动。让特色的民俗创造经济利

益，同时经济也促进民俗的传承与发展。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现在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由于

自身和外部的各种原因，遇到了发展的阻力，但这也正是它

发展的动机。我们的节日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

河中有众多的历史变迁，发展到今天也不会停止不前。虽然

传统节日习俗受到了冲击，但是我们要抱有积极的态度保护

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无形转化为有形的手段，更

多的运用到生活中，使传统民俗变成真正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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