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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design inheritance of Shenyang feather painting, the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eather painting are systematically excava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feather painting, and make 
feather painting get more powerful inheritance and healthier development.Let Shenyang feather painting carry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to develop it into a best-selling cultural travel products,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enyang tourism industry.In this paper,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henyang feather painting.Secondly,the design inheritanc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ty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me selection.Finally, four design-based multi-level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henyang feather painting are drawn. First, design innovation is carried out to integrate with modern 
design elements in terms of themes, materials and practicability. Secon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new carriers to 
carry out publicity, spread influence, such as public facilities;Third, consider product price range stratification, 
through simple but do not lose the charm of low-cost products to open the market;Fourth,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propaganda to infiltrate feather painting culture into citizens' life from a subtl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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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研究沈阳羽毛画的设计传承之路，系统挖掘羽毛画的艺术价值以及文化内涵，提高民众对羽毛画的关注度，

使羽毛画得到更有力的传承和更健康的发展。让沈阳羽毛画发扬光大，同时将其开发成畅销的文旅产品，促进

沈阳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本文使用文献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首先梳理了沈阳羽毛画的发展历史；其次横纵双

向对比，从风格特色、题材选择两方面进行设计传承研究；最后得出四条以设计为主的沈阳羽毛画多层次的探

索性发展策略：第一，进行设计创新，从题材、材料和实用性方面分别与现代设计元素融合；第二，通过融合

新载体的方式进行宣传、扩散影响力，如公共设施等；第三，考虑产品价格区间分层，通过简易但不失本韵的

低价产品打开市场；第四，配合政府宣传，从细微之处将羽毛画文化渗透到市民的生活中去。 

关键词：羽毛画；传承；传统工艺；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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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沈阳羽毛画是我国独创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传统工艺美术品，对其研究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对

现代工艺美术和设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沈阳

羽毛画的传承正走向消亡。由于其工序复杂多样、材

料稀有多变的特性，掌握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这

项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不能发扬，影

响力越来越弱。时代之魂需以文艺之光重铸，繁荣沈

阳羽毛画符合当代公共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能够让人民群众拥有更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

生活。为此， 本文梳理沈阳羽毛画历史，并与其他

地区对比概括特色，最终得到其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

策略。 

2. 羽毛画概述 

羽毛画是运用各种禽鸟毛羽，汲取国画构图技法

制成的一种工艺画类。从设计、选毛、粘贴经过 30 多

道繁杂工序，尤其要根据正羽、绒羽、毛羽的特性、

大小、粗细及色彩搭配使用。手工制作，技术要求之

高超，工艺之精细是国画、水粉画、油画等所不能比

拟的。作品设计新颖，底色自然流畅，画面典雅高贵，

色泽丰富鲜艳且永不褪色，给人以自然天成之美感。

一帧精美的羽毛画，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无论

是代表东方绘画艺术的中国画，还是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的艺术大师们留给后人的森林及田园风光等上乘

之作，均能通过羽毛画予以独特风格的艺术再现，同

时，格调清新、古色古香又不失华丽。具有很高的观

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因而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誉和喜爱。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羽毛画就被指定为国家领导

人出国访问的礼品之一。 

沈阳羽毛画是羽毛画中的一个地域派别，产自历

史文化名城辽宁省沈阳市，以内容丰富，规格、品种

繁多，素以典雅秀丽的独特风格著称于世。它巧妙地

运用大自然各种禽鸟的羽毛，取其天赋的色彩和光泽，

广泛地吸收中国牙雕、锒嵌等传统艺术精华，采用中

国画构图形式、章法与现代艺术相结合。通过因料施

艺、精心设计，加以剪切、雕刻、嵌贴等 60 多道精

湛细致的工序而制成。表现人物、风景、动物、花鸟、

静物等内容。后又研制了西式画、装饰画、羽毛小制

品等。它高度强调作工，突出工艺手段，形象生动逼

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亦工亦艺，清秀淡雅，

栩栩如生，独具一格的传统工艺。该产品对羽毛原料

采取了“MA”喷涂处理新工艺，达到了彻底防止虫蛀，

在国内外取得了广泛赞誉认可。沈阳市羽毛画厂生产

的银铃牌羽毛画，1980年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1984 年获国家银质奖；1989 年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

会金奖。沈阳羽毛画“七五”期间出口创汇达 635 万

美元[1]。 

 

3. 沈阳羽毛画的发展历程梳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羽毛贴画，只是一种简

单的表现形式，且杂以彩绘；到了汉代的羽毛贴画绢，

做工比较细致，色彩比较鲜明，有了一定的布局与格

调。在长沙发掘的西汉马王堆墓中，就已有羽毛装饰

品并得以印证；而到了唐代的立女屏风，才使其成为

一个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独立品种。直至清代点翠松

竹座屏的出现，羽毛画的表现形式，内容以及粘贴技

艺都达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至今，在沈阳故宫关雎

宫内还悬挂着当年皇太极送给爱妃海兰珠的两幅羽

毛画，虽历经沧桑数百年,仍然不褪色，不变质，是

宫廷御用的珍贵工艺品。但其制作工艺长期失传。解

放后，我国的美术工艺大师、老艺人携手在传统画的

基础，创造出现代的羽毛画制作工艺，使羽毛画艺术

品又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羽毛画在沈阳至今，走过了

一条从兴起、兴盛，再到衰退，乃至现在的濒危之路。 

3.1. 沈阳羽毛画的兴起 

沈阳羽毛画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准确的说，

羽毛画在我国的现代化复苏是从 1958 年的《喜鹊登

梅》开始的[2]。见图 1、2。《喜鹊登梅》由沈阳市

工艺美术公司出品，作画内容为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之

一的喜鹊登梅，寓意吉祥喜庆、好运到来。画中花叶

飞鸟皆为羽毛所制，尤其以羽毛作鸟，浑然天成；加

之艺术家高超技艺裁贴，使梅花喜鹊跃然纸上、栩栩

如生。画面整体构图疏密得当，给人以清新活泼之感。

虽然较之后期成熟作品，《喜鹊登梅》的图样和构思

都较为简单，但作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现代羽

毛画，仍是做工精致、具有收藏价值的工艺品佳作。 

 

图 1  《喜鹊登梅》，沈阳市工艺美术公司，1958 年 

以此为引，1962 年后，更多种类的沈阳羽毛画

开始批量生产。一经试销，广受好评，不仅得到美术

界专家的赞赏和众多消费者的欢迎，更被当时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和《辽宁日报》相继宣传报道。由此，羽

毛画在国内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工艺品新天地。 

3.2. 沈阳羽毛画的兴盛 

沈阳羽毛画的兴盛时期为 20 世纪 60-80 年代。

各类羽毛工艺品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各地羽毛画流

派也纷纷涌现，在风格题材上也都特征迥异。羽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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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产业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沈阳市羽毛画厂作为

国内最早的羽毛工厂，不仅工人规模从原来的几十壮

大至数百人，更首当其冲，不仅创立出独树一帜的传

统宫廷与现代派相结合的羽毛画艺术品风格上也集

百家之长，清秀淡雅、格调新颖。产品畅销海内外，

一年创汇 1000 余万美元，是中外客商的带货首选。

70 年代末期,在题材上,从花鸟鱼虫,发展到人物、动物、

风景等。见图 2、3。 

 

图 2  风景羽毛画 

 

图 3  花鸟羽毛画 

《陈涉起义》是由沈阳市羽毛工艺厂创始人之一

唐东全大师设计，也是沈阳市羽毛工艺厂目前珍藏年

代最为久远的一幅羽毛画，是名副其实的镇厂之宝。

画中的人物神态各异，服装头饰为数种羽毛制成，纹

理细致，生动逼真，再现了一场恢宏大气的起义运动。

见图 4。 

 

图 4 《陈涉起义》局部，沈阳市羽毛工艺厂，唐东全，

1972 

80 年代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凌峰制作《八千里

路云和月》时拍摄的沈阳羽毛画《战吕布》，描绘的

是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精彩桥段“三
英战吕布”。见图 5。画中吕布身着白银铠甲，腰系兽

头腰带，黄金头盔上翎羽飘然欲动；身后披风如同凤

凰的翅膀一般卷起，雕花斧矛泓若秋水。人物或怒或

勇的神态动作尽致淋漓，几人骑着精壮的战马在凛风

中激斗之声犹若在耳。     

 
图 5 《战吕布》局部 

 

除了传统中式题材，海外市场的繁荣也带动了沈

阳羽毛画设计的新思路。1981 年，在传统羽毛画的

基础上，沈阳市羽毛工艺厂根据西方民族习惯研制开

发了西画式羽毛画和装饰羽毛画。西画式羽毛画是以

北美，南美和欧洲的动、植物为主要题材,配之西方

的典型风景加以烘托，设计方法采用交点透视法,对
要表现的景物进行写实，远近景层次分明，产生了意

境深远的艺术效果。见图 6。 

 

图 6  宛若油画的西式写实羽毛画 

3.3. 沈阳羽毛画的衰落 

20 世纪 90 年代，沈阳羽毛画开始了它的衰退之

路。羽毛画精细的传统手工特性注定其生产效率低下，

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和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加

之羽毛画本身易损坏、难运输的特点，使其渐渐被批

量化的新式工艺品和成本低廉的印刷画冲击而下。同

时，羽毛画的设计也没能跟上改革开放后人们拓宽的

眼界和日趋西化的审美品味。以师徒传授流传下来的

技艺总是多了几分程式化，少了几分风格上的创新。

因此，名噪一时的沈阳羽毛化开始被时代洪流抛却，

逐渐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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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沈阳羽毛画的濒危 

1998 年国际金融危机，2003 年非典、2004 年禽

流感，使羽毛画内忧外患。羽毛画作为精美的民间工

艺美术，技术复杂，成本高昂，走出口国际的高端销

售路线，国外市场是主要的销售途径。随着 1997 到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余波蔓延到全球，羽毛画的

外销之路举步维艰。曾经的沈阳羽毛画在最辉煌的

80 年代远销美国西欧等二十多个发达地区，年产值

一千多万美元。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

济萎缩，加之羽毛画不易保存等局限性，各地羽毛画

的规模和产值迅速萎缩，羽毛画厂接连倒闭，沈阳市

羽毛画厂也仅剩几名工人艰难维持。祸不单行的是，

2003 年的“非典”和紧接而来的禽流感，把羽毛画推向

了濒临灭绝的境地[3]。 

4.探析设计传承：风格特色与题材选择 

4.1. 沈阳羽毛画的风格特色 

沈阳羽毛画自开创以来的整体风格就保持着色

彩浓郁、雄浑硬朗，气势磅礴，宛若油画，几十年来

一直得以传承。沈阳羽毛画设计选题上按时间顺序大

致为从 60 年代初刚刚兴起时选择较多的花鸟鱼虫，

技法以平贴的纱衬、卷轴、壁挂、册页为主；后逐渐

到加入描绘山水风景，此类主题画作以浮雕的挂屏、

座屏、大型折页屏、案头立屏居多；再到人物故事的

主题，这时立体羽毛画的制作工艺已相当完善了。总

体上选题和应用的工艺都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的规

律，体现了沈阳羽毛工艺几十年来由探索到成熟的历

史过程。见图 7。 

 

图 7  题材时间轴 

沈阳羽毛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

中的古典人物画和花鸟画尤为巧夺天工，别具一格，

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例如取材于我国古典名著《红

楼梦》中的“宝黛含情谈西厢”、《三国演义》中的“貂
婵拜月”、《西厢记》中的“崔莺月下听琴”，以及取材

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的“天女散花”、“昭君出塞”
等等，都惟妙惟肖，驰名中外。以花鸟为题材的羽毛

画更是姹紫嫣红、绚丽多彩。例如富丽堂皇的牡丹、

凌寒斗雪的红梅、争芳夺艳的桃李、傲雪斗霜的兰竹

等，再配以孔雀开屏、黄鹂对话、鸳鸯戏水、雄鹰展

翅、白鹤冲霄等景物，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见

图 8。 

 

图 8  《崔莺月下听琴》 

4.2. 与其他地区羽毛画的对比 

4.2.1 济南羽毛画 

济南羽毛画产于济南工艺美术厂，色彩鲜艳协调、

造型生动逼真、布局合理新颖。济南羽毛画中的山水

画，把中国画和水彩画溶为一体，水墨淡彩，独成风

格，如《泰山》、《祖国新貌》等就是这种拼贴的代表

作。立体羽毛画如《电鸣鸟》，由于质感和立体感很

强，故形象逼真，振翅欲飞。半立体浮雕羽毛画，多

是装饰类的艺术作品，其工艺方法是:先用纸做好胎

型，再用羽毛拼贴修饰，制品形象逼真，富有质感。

这类羽毛画，《虎》 是最著名的作品。它是用猫头鹰

的羽毛塑粘而成的，在广交会上倍受外国客商欢迎，

被誉为“泉城老虎”。见图 9。 

 

图 9  《虎啸山林》 

4.2.2 宝庆羽毛画 

宝庆羽毛画善于利用各种羽毛的天然色泽、纹彩、

亮度和质感，色彩上强调自然本色，给人以自然天成

之美感，题材以山水风光、花鸟、人物为主，具有内

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造型生动、色彩鲜艳，

做工精细等艺术特点。它是在城市文人和有闲阶层中

产生的一种民间美术，其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

方法都是为了适应城市有闲阶层、文人雅士、达官贵

人的需求而产生的，集实用、观赏和收藏价值于一身，

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和地方特色。 

宝庆羽毛画主要有卷轴、纱衬、壁挂等品种。卷

轴羽毛画主要汲取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形式，以绫绢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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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以供欣赏；纱衬羽毛画吸取湘绣双面异色绣的形

式，可正反两面欣赏；羽毛壁挂借鉴艺术挂毯的形式，

用羽毛层层叠贴而成，特別适合表现山水风光。以花

鸟为题材的羽毛画更是姹紫嫣红，绚丽多彩，大型山

水挂屏《小鸟天堂》是宝庆羽毛画的代表作。见图

10。 

 

图 10  《小鸟天堂》 

总结得到沈阳、济南和宝庆三地羽毛画流派风格

对比表格，见表 1。 

表 1  各流派羽毛画风格对比 

流派 风格 

沈阳羽毛画 鲜艳明快 

济南羽毛画 清秀淡雅 

宝庆羽毛画 自然天成 

5. 发展策略 

以沈阳羽毛画之工艺卓绝、俏丽多姿，本应足以

使其流行于任何时代地域。但由于设计经营不善等原

因，羽毛画并未在舞台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笔者认

为在设计上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是工艺品在当

今社会的立足根本。从提升其自身艺术价值角度入手

研究，才能吸引文化受众、使传统工艺后继有人。通

过调查分析，笔者兼顾内外影响，从设计元素、载体、

价格与宣传几个角度归纳出以下四种沈阳羽毛画的

再创新发展策略。 

5.1. 设计创新，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 

第一，在题材上，强化地方特色，展现鲜明个性。

让作品选题具有地方特色，不一定要选取传统的文化

符号或古典故事，也可以描绘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足

迹，、用羽毛展现沈阳地铁的高速建设等。 

第二，在材料上，考虑与其他新材料、新工艺搭

配。技术的含量与进步能够有效的提升画作艺术价值，

如给羽毛上色时运用可变色染料，可以使作品部分颜

色根据温度湿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增加趣味性或打造

渐变色彩。也可在羽毛中加入闪粉、金属丝，使羽毛

画具有更美观更多层次的视觉效果。持续性的技术与

材料创新，是特色技艺的生命力之源。 

第三，从增强其实用性考虑：丰富羽毛产品种类，

如永不褪色枯萎的羽毛花束、艳丽柔软的羽毛座垫等。

也可以考虑与服装设计专业结合，把羽毛画元素加入

到多种多样的服装饰品中去，如领结、背包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设计的同时也要注重保留

和发扬原本的沈阳羽毛画地方特色，尽量选取相得益

彰的时尚元素进行组合，不能盲目添加新元素而降低

了羽毛画本身的文化韵味。 

5.2. 融合新载体 

可以通过融合新载体的方式进行宣传、扩散影响

力，如与公共设施，甚至与其他传统工艺联合进行创

作设计。如夏月曼提议将非遗堆漆画融入到芜湖轨道

交通文化墙设计中，打造出具有堆漆画特色的轨道交

通站点[4]。以沈阳轨道交通为例，经笔者观察，沈阳

地铁等大型交通轨道周边文化墙体仍有大量空白，用

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填充既能美化城市环境，又能通过

这一强流量载体时刻传播特色文化，增强市民文化自

信，不失为一种好选择。另有一种选择是与本土知名

度较高的故宫文化、满清文化进行联名活动，比如融

入被誉为“中国起源地文化项目”的盛京满绣，创作与

满绣经典龙纹绣相对应的“凤羽图”；协力打造同时具

备彼此特征元素的文化产品，既能拓宽受众和市场，

也给双方的设计血脉中都增添新的活力。 

5.3. 价格区间分层 

从营销方式考虑，沈阳羽毛画不应仅仅着眼于价

格高昂、大众难以企及的高端市场，也可以通过设计

出简易小巧的低成本种类扩大受众市场，提升国民度。

如：在庆典集市和线上售卖材料和教程一体的 DIY
包作为老少咸宜的时尚礼品，既能带动收入经济增长，

又能为顾客和收礼人普及羽毛画的制作方法和理念，

无形中铺开了吸引工艺传承人的良性途径。 

5.4. 加强宣传 

大众对商品的认知会影响到购买意愿[5]，因此传

统工艺的复兴也离不开政府的宣传配合。如沈阳近年

建立的满绣文化产品旅游生产基地，通过生产基地平

台、结合教学发展技艺传承人，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

和传播，促进了艺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仿照此例，沈

阳市政府可以通过打造羽毛画文化园特色展区、加强

复兴传统艺术热点教育、在各类广告宣传片中进行文

化软植入等方式进行对沈阳羽毛画的产业扶持；令羽

毛画有朝一日重为沈阳骄傲的特色礼品，不使优美的

传统工艺因无人知晓埋没于工业化尘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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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民间艺术在早期只是人们生活的装饰，或者只是

为了迎合节庆或宗教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技艺。只是

经过了岁月的洗炼之后，它流传了下来，而在机器商

品的时代里，对思古幽情发挥了稀有而独特的价值。

人们因此而赋予它“艺术”的地位。而当民间的艺术越

来越淡薄时，它却越来越艺术。因此，保护民间工艺

就是保护历史，复兴传统工艺就是复兴辉煌。沈阳羽

毛画作为曾经辉煌灿烂的民间工艺，已因时代的抛却

蒙尘许久。每个人都是故乡的子民，作为设计研究者

的我们，在未来有义务进一步了解故乡历史，发掘问

题、探求策略，助地方民族技艺焕发应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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