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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汉字在艺术设计中的审美特性
孙红阳
（东华理工大学，抚州 344000）
摘要：目的 研究汉字在艺术设计中的审美特性。方法
方法 对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进行分析，
并从设计学的角度对汉字的审美特性加以阐述。同时，结合传统文化、艺术理论，以经典的艺术设计
作品来对这些特性进行印证。结论
结论 汉字在艺术设计中具有形象性与结构美、艺术性与律动美、设计
性与情感美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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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rt Design
SUN Hong-yang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uzhou 34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art design.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generation，development and mature process, and explained from the aesthetic features
and design Chinese characters itself perspective.At the same time，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theory
of art，with works of art and design of these features are confirmed. Conclusion In art design，Chinese characters
Inclusions the image and the beauty of structure，
art and the beauty of rhyme，
design and emotional beauty.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art design；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汉字笔画只有点、横、竖、撇、捺、折、弯、钩 8 种，但
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性却博大精深，由此引发

1 汉字的形象性与结构美

的各种艺术形式也空前繁荣，如以汉字为主要元素的
招贴设计、标志设计等视觉传达设计由表及里地折射
出了汉字的绚丽光芒，并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当
今，汉字已不仅是记录生活、传承文化的一种工具，更

1.1 形象性
汉字是最具生命力的符号，脱胎于象形文字，以

是一种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造型艺术，在设计实践中

抽象的笔画表现出文字的灵性，融天地精神之气度，

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

具有表形、表意的功能 [1]。西汉刘歆《七略》和东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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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说文解字》中的“象形”造字方法即指汉字的形象
性。
“ 象形”指以物象为蓝本，或描摹实物，或图形状
貌，来直观地展现事物的外在形态。例如金文“月”如
弯弯出岫月牙，
“ 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
“ 水”似绵绵
不绝的清泉，
“鱼”如有头有尾的游鱼，见图 1。
图 3 甲骨文“母”
Fig.3 Oracle-bone：
＂mother＂

随着书写工具与材料的丰富，
汉字点、
线的基本形
图 1 金文“月”
、
“山”
、
“水”
、
“鱼”
Fig.1 Bronze inscriptions：＂month＂，＂mountain＂，
＂water＂,
＂fish＂

态增多，
装饰性与审美性日益多元化，
并形成了一门独
立的艺术——书法。晋代书法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
说：
“ 书法的‘点’如‘高峰坠石’，
‘ 横’如‘千里阵云’，
‘竖’如‘万岁枯藤’，
‘撇’如‘陆断犀角’，
‘捺’如‘崩浪

汉字的形象性不是对物象进行简单描摹，而是近

雷奔’
‘
，折’
如
‘劲驽筋节’
‘
，勾’
如
‘百钧驽发’
，
倘能每

取诸身，远取诸物[2]，是融合了人们生活经验与主观精

为一字，
各象其形，
则斯造妙矣，
书道毕矣[3]。
”
可见，
点、

神的抽象与概括。它比纯绘画更简约、精练，具有浓

线是汉字的灵魂与筋骨，点、线的长短、宽窄、大小、高

厚的象征色彩，充满了艺术设计所需的视觉传达意

低、粗重、俯仰、轻逸、苍茫、秀润、急疾、疏密、斜正、争

味。例如甲骨文“牛”，在象征牛角的弧形上添加一横

让、
主次、
向背等皆是内心深处感情的有象痕迹。正如

一竖，形成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视觉符号，见图 2。同

宗白华所言：
“ 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空

时，汉字以流畅的线条，粗犷与劲峭交相辉映的笔法

虚，
留下了笔迹，
既流出人心之美，
也流出万象之美[4]。
”

对物象归纳概括、抽象提炼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设计与视觉传达上的再创造，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与结
构美的特性。

1.3 形象性与结构美在设计中的运用
在设计中，汉字既表形又达意的双重特点可将复
杂信息简洁化，把形象性与结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审美品位。这种意象构成
设计的特点是把握特定文字个性化的意象品格，将文
字的内涵特质通过视觉化的表情构成自身的趣味，通
过内在意蕴与外在形式的融合一目了然地展示其感

图 2 甲骨文“牛”
Fig.2 Oracle-bone：
＂cattle＂

1.2 结构美

染力 [5]。例如陈汉民设计的中国人民银行标志，以
“人”字形古币为元素，具有鲜明的寓意和形象性，见
图 4。又如余秉楠的招贴《海峡两岸一家人》，以不同
字体形象的“家”字构成，主体为一白色草书“家”字，

点、线同为汉字与艺术设计表现构思与抒发情感
的基本元素，汉字的结构美主要体现为造字的点、线
之美。汉字的点、线极富美感、变化丰富，有直、有曲、
有长、有短，呈现出古拙、典雅和简朴之美，在形象上
生动、流畅、自然，结构上和谐而充满神韵。例如甲骨
文“母”是在“女”的胸部加上两点，既表示女性的两
乳，又暗示繁殖喂奶的形象，点、线优美，造型生动，充
分体现出书画同源的结构特征，见图 3。

图 4 中国人民银行标志
Fig.4 The China People′s Bank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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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笔变化为台湾地形，鲜明地传达出大陆、台湾两
岸一家的理念，视觉强烈又富有文化内涵，见图 5。

图 6 甲骨文“雨”，
金文“步”，
篆书“川”
Fig.6 Oracle-bone：
＂rain＂，Bronze inscriptions：＂step＂，
Seal character：
＂river＂

汉字经过长期笔墨式的书法表现，已极富韵律美

图 5 招贴《海峡两岸一家人》

的特征。一方面，数千年来，书法家创作了仪态万千、

Fig.5 ＂Cross-strait One Family＂of poster

风情万种的具有律动美的作品，
如初唐之前
“书贵瘦硬

2 汉字的艺术性与律动美

方通神”
，
中唐之后
“丰腴雄浑才传意”
的韵律美。另一
方面，
汉字笔画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律动感。点、
横、
竖、
撇、捺、折、弯、钩在方块之间具有微妙的节奏，包含着

2.1 艺术性

大小、
长短、
刚柔、
轻重、
起落、
呼应等矛盾对立，
字形的

汉字的艺术性通过笔墨的变化，
行笔的快慢，
结构、

收、
放、
急、
缓、
转、
停、
提、
按呈现出无穷的笔墨趣味，
达

书体的把握，
将作者的情感抒发于作品中，
具有独特的

到一种无声胜有声、静胜动的韵律之美。正如日本田

造型与民族审美理念。李泽厚指出：
“汉字形体在获得

中一光所言：
“笔和墨描画出来的不是什么绘画，也不

了独立于符号意义的发展之后，
以其净化了的线条，
即

一定是字，只不过是饱蘸墨液的毛笔在运走时表现出

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自由和更多样的线的曲

优美的轨迹[7]。
”
诚如斯言，
汉字笔墨中蕴涵的韵律美对

直运动和空间构造，
表现出种种形体姿态、
情感意兴和

艺术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气势力量，
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 。
”
[6]

书法是书法家智慧、
情感、
修养及艺术素养的集中再现，
不同的书体表现不同的艺术美，
如草书一笔数字、
一气

2.3 艺术性与律动美在设计中的运用
汉字的律动美备受设计师青睐，汉字作为设计元

呵成、
字字独立而牵引贯串，
既表现了书法的飘逸潇洒、

素被频繁地运用到设计中，使作品更具传统底蕴与古

豪放不羁、
行云流水、
气韵生动的律动之美，
又传达了书

典魅力，洋溢着中国式的律动美。如靳埭强的系列海

法家自身豁达、
自由、
灵动的心境与艺术追求。

报《汉字》以书法的“山”、
“水”、
“风”、
“云”来象征台湾

2.2 律动美
汉字的律动美是以点、
线为载体，
经由审美体验来

的人文景观“笔架山”、
“静止（纸）水”、
“沿（砚）台风”、
“墨色云”
，
整个作品将汉字的律动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使人强烈的感受到山的伟岸博大、
水的灵动幽远、
风的

表现汉字的形式美、
表现性与力度感。汉字不像绘画、

骤动无形、云的飘逸缥缈，将自然景观提升到“物我为

雕塑那样具有形象的再现力，
却可用不同书体、
不同艺

一”
的人文高度，
表现了汉字独特的形式律动美感与丰

术风格的章法布白乃至整体气韵来呈现出不同的律动

富的文化内涵，
见图 7。

之美。汉字通过静态的点、
线来体现出动态的律动美，
以及蕴涵的自然形象之美和寓意之美。如甲骨文
“雨”
表示从云层连绵不绝地降下的水滴；
金文
“步”
表示正在
走路的脚掌形状；
篆书
“川”
表示液体向下流泻的动态，
它们都生动地表达了汉字的字义与律动之美，见图 6。
汉字简洁、
明了、
动感的点、
线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得

图 7 系列海报《汉字》

极为生动又特征鲜明的方式，
正是艺术设计所需要的。

Fig.7 ＂Chinese Characters＂ series of 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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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字的设计性与情感美
3.1 设计性与情感美
汉字的设计性指利用笔划、结构及形象的特征，
把汉字整合变形而形成生动的视觉造型。汉字的设
计性源于汉字自身的个性化和易于传播的特点，汉字

图 8 系列海报《自在》

图形摈弃了以往传统常规的单调式的书写形式，融入

Fig.8 ＂Free＂ series of posters

了现代装饰的艺术特点，结合自身理性和图像生动性
的特征，更容易激发起受众视知觉的警觉性，从而使
设计脱颖而出 [8]。汉字的表现形式与设计要求直观、
迅速地传达设计意图的基本原则暗合，如不同风格的
书法作品或含蓄洒脱、或秀逸温润、或险峻疏放，皆流
露出不同的设计性与情感美。正如元代陈绎曾所言：
“喜
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
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9]。”
3.2 设计性与情感美在设计中的运用
在设计性与情感美方面，汉字可供利用的元素相
当丰富，如书法笔画里的悬针、倒薤、偃波、垂露、飞
白、枯笔等。在设计中，巧妙利用汉字笔画特点，通过
艺术手法进行夸张变形等，可取得出乎意料、妙趣横
生、情感丰富、寓意深刻的艺术效果，以意义具象化、
笔画图像化、字画合一的形式来传达价值取向、审美
情趣与思想情感。
对汉字蕴涵的设计性与情感美进行研究，
有益于将
传统文化作为设计元素运用到设计中来。如隶书笔势
刚柔相济、
形态婀娜多姿，
有温婉尔雅之态、
工整活泼之
美；楷书字形规范、法度严谨、易于识别，具有“文质彬
彬”
的审美情感。可见，
不同的汉字形态在设计中传达
的情感美是不一样的，
有的端庄、
有的活泼、
有的优雅、
有的秀丽，
设计师应合理利用汉字的情感美来使作品传
达出不同的情感，
拉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
产生情感上
的共鸣。如靳埭强设计的系列海报《自在》，
通过小蝌蚪

及与艺术设计在表达形式上的关系，以此获得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从而实现作品所要表达的设计意图与目
标。发掘汉字的传统文化，深刻研究和应用包含其中
的审美特性对艺术设计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发挥本土
设计的民族韵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在设计中，如何体现汉字的审美特性，比较有效
的原则与方法有：第一，把握好汉字在造字思维方式
上对设计的影响。设计中的汉字元素要重视“望文生
义”、
“依形联想”的民族审美心理与创意思维方法，将
汉字的音、形、意与设计有机融合，使作品的设计目标
与受众的接受心理得到良好的沟通。第二，把握好汉
字在造字表达上对设计的影响。根据设计构思，从汉
字的形象性、艺术性、设计性出发，重点把握汉字的
形、意关系，在设计中通过笔画变形、笔画取舍、形式
颠覆、同形同构、异形同构、分解重构等方法使汉字得
到巧妙的运用。第三，把握好汉字在诗性特征上对设
计的影响。通过汉字的结构美、律动美、情感美，利用
图像化、符号化的艺术手法来达到诗情画意般的视觉
效果，呈现出既有形象之“实”又有象外之“虚”的表现
形式，从而达到由“实”的物化功能向“虚”的精神审美
的升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汉字这一传统元
素，使之产生更大的艺术魅力，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传达效果，并能很好地对传
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使设计作品更有特色地屹立
于世界艺术之林[10]。

自由自在的
“玩”
、
脚蹬草鞋云游四方的
“行”
、
蚕食桑叶
时无拘无束的
“吃”
、
睡莲静卧一泓秋水的
“睡”
，
将自在
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字、
图浑然一体，
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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