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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传统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王 瑾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研究了汉字独特的构字形式、多样的美学价值、深厚的文化意蕴，并结合当下传统包装设计的时代需求，论述
了汉字设计在传统包装创意中的重要价值，进而分析了汉字在传统包装设计中的艺术表现手法，视觉表现形式和创
意思维的应用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汉字作为一种视觉设计元素，是丰富中国传统包装设计中文化内涵的首要
视觉表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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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WANG Ji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It studied the unique word forms, a variety of aesthetic value, deep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mbined with the era demand of 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it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creativity, and then analyzed the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visual expression form and
application ways of creative think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On this foundation, it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kind of visual design elements, which is the primary visual expression method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for enric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ckaging design.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character style；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汉字是最古老、最优美、最有魅力的文字，是用以
记录和交流思想的特殊符号。汉字是传达传统包装

1 汉字的构字特性与传统包装的设计构思

信息必不可少的要素，好的传统包装设计要十分注意
汉字设计的应用，巧妙使用汉字变化、字体设计来处
理包装装潢画面。
西学东渐启迪了中国设计的发展，而在西方现

1.1 汉字的形意结合
汉字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
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其内涵丰富、奇异、优

代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设计却往往不那么令人满意，

美、玄妙，充满意蕴，它的丰姿异彩与神韵妙趣，被西

在眼花缭乱的形式包围中总是少了一点文化的韵味

方人称为神奇的“东亚魔块”[2]。汉字是一种形以感

和深度 [1] 。然而，具有 5 000 年文化底蕴的汉字在传

目、意以感心的文字，具有形意结合的特性。抽象的

统类商品包装创意中可以提升包装的民族化风格。

拼音文字只是单纯的表音，其形体没有任何象形的意

只 有 准 确 把 握 汉 字 的 特 性 ，根 据 汉 字 构 字 的 独 特

义。拼音文字在商品包装信息传递方面与汉字相比，

性，蕴含文化的民族性，可视符号的审美性进行传

更需要具象的图形符号来补充说明。而汉字中的象

统 包 装 设 计 ，才 能 赋 予 传 统 包 装 创 意 全 新 的 生 命

形文字，自身就具有一种具象的直觉性，形象的联想

力。

性。这种与生俱来的图形之美在传统包装设计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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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为使用。比如在传统商品“鞭炮”的包装上，为了

把握住主笔画的横、竖特征，其识别性就容易保留。

强调其易燃易爆性，把汉字“火”设计成形如燃烧的火

汉字的空间组合设计不仅是推敲笔画的长短变化，也

苗就给人以危险、警示的感觉。而“火”字上加一横，

要经营单字大小与连字组合的空间变化节奏。汉字

就成了“灭”，形象地表示火上加盖，以至熄灭的信息，

的“一字一意”特点可以使单字之间的空间对比程度

给人以安全、放心的感觉。所以，汉字这种生动、直

加大，
连字组合后可呈现出强烈的视觉节奏感。

接，具有图形语言传递信息的特性，在传统包装设计
中往往可收到奇妙的视觉效果与准确的信息传达。

汉字自身具有强烈的象形性、表意性，其空间组
合不仅具有视觉美感，还可以产生强烈的趣味性。组

汉字的造字法为传统包装创意中汉字的字、图结

合生趣的空间构字形式在传统包装设计中可以带来

合带来可能。象形字是直接源于图画的，反之，在传

丰富的视觉表现效果。如春节的传统食品包装，为了

统包装创意中便可以把字图形化、装饰化。例如古人

烘托喜庆吉祥的氛围，使用“招财进宝”、
“ 黄金万两”

把“龙”虚构成一个能管理一切天上飞、路上走、水中

等传统吉祥文字的空间组合来表现。通过词语的笔

游的动物，加以崇拜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因此“龙”获

画共用，偏旁部首的取舍、缩小、放大等空间组合变

得了帝王的意义，象征庄严尊贵。在如今的传统礼品

化，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妙趣横生的适合

包装设计中“龙”字与龙图形已广为使用，被赋予至尊

纹样，将汉字的空间组合能力无限制地发挥出来。婚

高贵、豪华气派的意义。传统饮品“龙井茶”的礼品包

庆用品包装见图 2，
“囍”字把“喜”重合创造，打破了汉

装创意就很好地利用了品牌名中的汉字“龙”与背景
龙图形的组合，巧妙地体现汉字“形”、
“ 意”结合的特
性，见图 1。

图 2 婚庆用品包装
Fig.2 Wedding supplies packaging

图 1 西湖龙井茶包装
Fig.1 West Lake Longjing tea packaging

字单纯的可识性而强调其装饰性。这种汉字创意已
经成为传统婚庆用品包装的装饰性标志，构成吉祥文
字永恒的主题和美好的画面。

1.2 汉字的空间组合
汉字的偏旁众多，可以相互组合形成无限增长。

2 汉字的美学价值与传统包装的视觉表现

拼音文字只有左右横向拼合，而汉字偏旁拼合成字时
方式众多，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视觉形态。汉字偏旁组
合通常有 3 种空间关系：
（1）相接关系，如“人”、
“工”；

2.1 汉字的方形之美
汉字字体的自然美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

（2）相交关系，如“中”、
“ 义”；
（3）相离关系，如“湖”、

汉字的笔画构成是绝妙的“点、线、面”构成法，它的结

“森”。汉字的偏旁组合规律，为设计师在汉字视觉形

构规律与形式法则彰显着一种成熟的构成美。无论

态的创造上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传统包装设计中的

繁简肥瘦、宽扁大小，均体现出自然的方形构图美学

商品名是本品包装区别同类产品包装的关键所在。

价值。汉字的笔画形态多样，排列组合千变万化。笔

所以，商品名的设计就要达到极高的独特性与排他

画的粗细、方向、长短、曲直；排列的疏密、聚散、比例，

性，同时还应具有醒目的易识别性。这就需要对组成

这些看似复杂的元素都统一分布在“方形”之中，呈现

商品名的汉字字体空间组合做文章。相对于英文，汉

出一种内部气象万千，外部统一稳定的视觉美感。汉

字的笔画构造虽然复杂，但是在商品名设计中，如果

字的这种“方形”之美特征，恰恰是传统包装表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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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最好元素。当代的现代主义设计、国际主义设计

画具有本质的抽象表现力，其形状与形式的千变万

都主张极简、单纯的形态，而汉字的方形轮廓正是具

化，如同点、线的运动组合，有着一种变化的内力，形

有直线、极简主义风格的现代设计特征。

成一种气势、动态、节奏、整体的视觉美感。

汉字的“方形”之美并不限于汉字个体构形的本

汉字的抽象性使其具有极强的视觉符号功能。这

身，还在于各个字形单位的大小对应。汉字不像拼音

种符号性使字体形态在抽象变化中，可以较为容易的

文字那样，不同单词因所含字母的多寡不一而长短各

保留文字本身的识别性。如传统包装的商品名设计，

异。而是一个汉字之内无论笔画多寡，一律大小对

不应只一味地使用书法字体来表现传统特征，还可以

等。这种对等蕴含着只要所含字数对应，不同句子的

根据商品的特性，
对笔画进行倾斜、
连接、
分割、
共用和

视觉形态也就可以实现完全对等的定律。汉字这种

对字形的扩张、收缩、扭曲等形态再造，实现特殊的表

大小、长宽比例一致，字与字之间互不勾连，独立整一

现趣味、个性与风格。汉字结构的虚实对比是又一种

的特征，在包装的资料性文字编排中，非常便于排列

汉字的抽象之美。通过把汉字的某一笔画或细部笔画

组合，具有强烈的整齐、均衡、对称的现代主义视觉美

的删减，保留汉字的关键笔画，达到字形的虚实互补、

感。

若隐若现的效果。这种正负空间的对比，可以得到一
汉字的“方形”是一种规则、对称、简化的结构，不

种以部分来感知整体视觉效果的视觉乐趣。

仅具有整体、平衡的视觉美感，还有准则、道理、礼法

把汉字原有的字形解体，打破原来的结构关系重

规矩的含义。
“ 方形”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体

新组合，也是汉字抽象之美的一种表现手法。如包装

现，是传达传统包装民族风格的绝好载体。古有“八

商品名的设计，可利用解构的方式将汉字笔画分解而

面俱满者方可提正”的汉字书写要求，意指汉字的构

重构，亦字亦画，在辨识中产生意趣。手提袋包装设

形均有八面，书写时须八面俱满，势所趋背各有情态

计见图 4，手提袋上每个汉字的笔画被分解开来，以

方为合度 。这表现了古人追求的汉字美学实为“方
[4]

形”之中的均衡定势之美，此种方形之美为传统包装
设计提供的视觉表现力是不可低估的。国窖 1573 酒
包装见图 3，包装表面没有任何图形，只有“国窖”2 个

图 4 手提袋包装设计
Fig.4 Bag packaging design

点、线、面的元素形式重构再现。汉字不再着眼于单
独字体的完美，而是假意识的造成“笨拙”之感。所有
图 3 国窖 1573 酒包装
Fig.3 National Pits 1573 wine packaging

汉字充满画面。汉字的方形与包装盒的方形互为观
照，构成了一种均衡、规则、简约、有力的“方形”之美，

字的“撇、捺”笔画都以直线形式和空间的需要重新组
合，重塑了汉字的形式，造成汉字的独特美，提高了包
装形象的视觉冲击力。
2.3 汉字的书法之美
汉字书法的艺术美是其美学价值的另一种体现。

体现了“国窖”至尊至美的中国品味。

汉字之于书法，
犹如人体之于舞蹈，
每一个汉字都像是

2.2 汉字的抽象之美

一个舞者，
舞动出宇宙万物生灵之物象和心象[5]。书法

汉字从其起源之时就具有抽象的性质。钱穆先

是把汉字形态的线结构高度抽象化、纯粹化的一种升

生认为，中国文字的最先，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

华，激发了汉字形态演变的活力。它通过汉字本身的

走上“象意”与“象事”的范围里去 。汉字的结构、笔

不同笔画特征，把线质、方向、大小，组成魅力无穷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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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形式语言，强烈地、生动地、丰富地传递着一种独

物，意蕴单纯。然而，
“柳”和“留”谐音，婀娜多姿的青

有的艺术美感。这种艺术美感对增强汉字在传统包

青杨柳可转换成眷恋不舍之意。以柳相留，使本身并

装设计中的审美价值，发挥传统包装的民族风格魅力

不带有任何感情的“柳”字变成了重聚惜别、游子思

起着重要作用。书法字体通常应用于传统包装设计

乡、韶华易逝等情感内涵，成为表达各类伤感、怀旧之

中的商品名、广告语的设计创意，在包装盒的方寸之

情的特定符号 [7]。所以，月饼包装就常用杨柳元素来

间占有突出醒目的位置。

烘托思念、惜别的“中秋”节日氛围。柿饼食品包装见

在视觉设计中，书法毛笔形成的笔迹较之西方

图 6，包装巧妙利用了“柿”与“事”的谐音，
“柿柿甜蜜”

的硬笔无疑具有明显的变化优势。硬笔只能进行水
平 的 横 向 拖 拽 运 动 ，形 成 的 线 条 无 法 产 生 粗 细 变
化。毛笔既可横向拖拽又可纵向提按，产生的线条
可以自如地巨细收纵，表现迟速之变，具有无穷变化
的潜能 [6]。如通过运笔速度及对毛笔含墨多寡的掌
握，令笔画中产生长短不一的白痕，给人以飞动感觉
的“飞白”技法。其“飞白”的美学价值给传统包装设
计带来了独特的艺术气质。宋代黄伯思的《东关余
论》中提到的“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

图 6 柿饼食品包装

飞”的书写技法正是描述书法艺术中“飞白书”的独

Fig.6 Persimmon cake packaging

特美感。劲酒包装见图 5，包装中的“劲”字笔法干

比喻“事事甜蜜”。从单纯的口味表现引申到心情感
悟，
增添了柿饼的情趣，
触动了消费者的内心情感。
2009 北京世界设计大会的标志是以汉字“信”来
做设计的。汉语以“人言”为“信”，是一种古老的信息
传达方式，代表“沟通”，也寓意“真诚”。“信”象征不
同文化之间的信息“送达”、
“转译”，象征“信息”的沟
通与“信念”的传递。
“信”表明设计大会以谋求透明与
互信的对话及跨界的全球合作为核心理念。在视觉
表现上，通过对“信”字笔画的拆解、打散、重组，形成

图 5 劲酒包装
Fig.5 Strong liquor wine packaging

了极为现代、时尚的视觉效果，并广泛应用在设计大
会相关纪念品的包装上。

枯、苍劲有力、挺拔刚毅，其势动感十足、充满活力。
“劲”字断裂的笔画、局部的空白、破损的方形与旁边

4 结语

规整的“中国酒”3 个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给消
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传统包装中的传统
商品同样蕴含着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特征。传

3 汉字的文化底蕴与传统包装创意的民族性

统包装上的包装文字不仅可以传递包装内商品的各
种销售信息，还可以借助汉字“以形写意”、
“ 以意达

传统包装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象，其文化内涵
不仅是特定的文化符号的装置，也是设计师对传统文

神”的设计来充分地传达传统商品的地域、民族及时
空的信息，
体现传统包装的文化内涵与意境。

化的认知和体验。如果要进一步完善传统包装创意

当代的传统包装设计需要以跨时代的审美眼光

的文化体现，提高传统包装设计的文化承载及信息传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汉字文化作为

播能力，就要充分运用汉字不同时代的文化底蕴和独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给当下传统包装设计注入了新

有的“意蕴”特征。如“柳”本意是指自然界的一种植

（下转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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