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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Dishui beas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design research, compares its cultural value with the 
typical Dishui bea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 and puts 
forward a new Dishui bea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strateg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of Dishui bea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design level,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Dishui bea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better show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beauty of "dripping bea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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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滴水兽的文化价值展开设计研究，以其文化价值比照目前文创市场所存的典型滴水兽文创产品设计，

并针对当下滴水兽文创产品在设计层面的不足之处，提出滴水兽文创设计新策略，以期优化滴水兽文创产品的

艺术表达，更好的展现独特的“滴水兽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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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闽南地区的滴水兽常见于闽南传统番仔楼建筑

中，缘起于西方教堂中的滴水兽形象，是中西文化的

结晶。在闽南地区，滴水兽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建筑

样式，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精神价值、美学价值，

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滴水兽文化。泉州作为闽南地

区的重要城市，“滴水兽文化”对泉州文化具有影响

作用，特别是在 2021 年 7 月 25 日，在福州举行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之中。 “滴水兽文化”作为“泉

州文化”的一个分支，其特质鲜明的文化属性自然也

成为文创人孵化的对象。纵观近年来产出的滴水兽文

创产品，可见许多不同以往的设计亮点，有的设计很

好的阐释“滴水兽文化”的内核，有的设计则依旧“走

老路”，同质化严重，如何设计才能有推陈出新之效？

本文将对当下文创市场上滴水兽产品的设计进行比

对分析，了解滴水兽文创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探讨“滴水兽文化”在创意开发中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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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开辟滴水兽文创设计的新思路、新策略，籍此优

化“滴水兽文化”的艺术表达，更好的推广“滴水兽

文化”。 

2.滴水兽文化的价值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生活节奏步伐加快，各种传统的

工艺美术面临着消亡困境。滴水兽形象留存至今，得

益于自身浓厚的时代价值，探讨“滴水兽文化”的设

计，应当从滴水兽的价值内容开始说起。 

2.1 实用价值 

滴水兽的实用价值与闽南地区的建筑风格息息

相关。闽南是中国的主要侨乡之一，华侨及侨眷总数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闽南地区的移民文化发达，给文

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且闽南地区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

追求“饮水思源，落叶归根”，所以即使漂泊海外，

仍怀“返乡置业”的期望，所以在这主客观因素的作

用下，闽南人民将海外的建筑元素带回家乡，与传统

的建筑相结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融体现在建筑的方

方面面，包括其中的排水构件。番仔楼开始从无组织

排水转向有组织排水，即改变原来雨水直接从檐口处

排落至地面的方式，增设排水系统，有组织地将雨水

引导至指定的排水处。滴水兽在这套排水系统中，便

作为排水口，减少了雨水喷溅墙壁对墙体的损坏，极

具实用性。 

2.2 精神价值 

在闽南地区，民间信仰浓厚，人们常说是“三步

一庙宇，五步一佛堂”，可见信仰之盛，因此，闽南

人民常将各种信仰需求寄托于各式物件之上，尤其是

以兽类形象作为辟邪的做法得到广泛运用，常见的有

风狮爷、剑狮、抱鼓石和石狮等，滴水兽的狮子形象

也有此功效，除此之外，不同的滴水兽造型也被寄予

不同的含义，比如鱼的滴水兽代表着年年有余，狮子

的滴水兽代表迎福纳祥，大象表示太平有象、万象更

新，可爱的狻猊的滴水兽代表迎福纳祥，麒麟 则有

麒麟送子的寓意，鸳鸯代表幸福的象征。【1】这些意

象化的寄托，让滴水兽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 

2.3 美学价值 

滴水兽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其种类的多样性和造

型的特殊性上。滴水兽种类繁多，上文提到主要以兽

类为多，当然也不乏有石榴、花朵等植物类。如此多

的造型，给滴水兽的开发提供了系列性条件，非常适

合运用于视觉设计中。除此之外，滴水兽自身的造型

独特性也是构成其美学价值的要素之一，滴水兽的色

彩、纹样、造型都十分考究，以经典的“鲤鱼”形象

为例，色彩以白色、橙色、黑色、绿色的釉下彩为主，

整体造型圆滑流畅，是古朴建筑中的一抹亮色，非常

贴近现代审美中对于“可爱”的视觉认知，给创意设

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3.滴水兽文创产品的现状 

随着闽南地区对于文化创意开发的重视，越来越

多文创人借“古”创“新”，参与到在地文化的创意

设计中来。通过对文创市场中的滴水兽文创产品的调

研可知，滴水兽文创产品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泉州地区，

开发类型不尽相同，但总体可划分为两类，即：依据

原型的设计和创新组合再设计。 

3.1 依据原型的设计 

由于滴水兽的原生造型就具备充分的美学价值，

因此在滴水兽文创产品的制作上，利用原型进行同比

例缩放处理是最为常见的创作手法。如 2018 年“润

物无声”泉州旅游商品设计创作大赛的金奖作品《掌

中滴水兽》，就运用这种方法，取滴水兽中经典的“金

鱼”的形象，在延续传统物件造型的基础上，进行局

部的艺术处理，最后产出萌态十足的滴水兽摆件，产

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重量，也可以作为镇纸使用。《掌

中滴水兽》的设计是滴水兽文化开发较为早期的作品，

在后来的设计中，一些设计团队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设

计进行功能化处理，即突出滴水兽尾部弯曲的特点，

将滴水兽身体与尾部连接的区块部分设计成可以置

物的凹槽，根据凹槽的大小，产品可以具备笔架、筷

托的功能。同类型的设计还有乐城知礼（泉州）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设计的“滴水兽冰箱贴”产品，虽然在

设计上有一些创意表现，但总体的设计方向也是放在

原型的基础上。 

3.2 创意提取再设计 

在滴水兽文创产品的设计上，除了直接利用原型

的设计开发之外，常见的也有采用创意提取再设计的

方法，即提炼滴水兽色彩、纹样、造型等核心要素，

加入不同的创意思维进行形象构筑，再运用插画艺术、

刺绣艺术等手法进行再设计，形成新的创意形象。例

如由泉州府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设计师阿钟设

计的滴水兽系列插画，就在保留原始滴水兽“金鱼”、

“狮子”形象的基础上采用创意插画绘制，并将插画

运用在斗方、挥春、红包等载体之上。同样通过创意

插画形式的有插画师 SHAMS 设计的滴水兽插图，虽同

为插画作品，但在产品运用时则有别于寻常的载体，

选择与泉州非遗金苍绣结合，创作出别具特色的绣品

类文创，样式新颖。 

4.滴水兽设计的不足之处 

2004 年至今，泉州市旅游局等单位联合主办了

多届的“泉州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 参赛作品种

类多样，具有鲜明的闽南泉州传统文化特色【2】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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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取材于滴水兽的优质文创，但就目前文创市场

上的滴水兽产品来看，仍有许多可改进的空间。 

4.1 概念产品产出少 

闽南地区的文创产品售卖渠道主要集中在景区、

文创商店、文创集市等，根据对这些地点的走访调研

可以发现，不论是依据原型进行设计还是对创意元素

提取再设计，都聚焦于滴水兽的造型本身，并无过多

延伸的创意，尽管市面上的滴水兽文创产品中存在精

美的插画形象，优质的产品载体，但如若是一味地进

行提取元素，应用载体的机械设计，久而久之，设计

内容就会趋向单薄，造成产品的同质化。 

4.2 品牌塑造不完全 

“滴水兽文化”的历史底蕴深，美学价值高，但

其作为闽南地域的一个文化分支，并未有与其文化价

值相匹配的品牌认知度，通过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

台搜索可以发现，有关滴水兽文创产品的商品词条极

少，只作为部分文创商店的分支产品展出，如此一来，

滴水兽文创产品在网络上的曝光度，或是其品牌性就

得不到保障。追根溯源，目前闽南地区的文创市场，

没有针对“滴水兽文化”进行完全研究开发的文创团

队，只有部分公司将其作为生产售卖的一环，即使在

短时间内可以依靠滴水兽的在地文化属性引发闽南

人民的情感共鸣，但也无法更为深入，最后导致无法

将文化推广开来的困局。 

4.3 转型定位不明晰 

滴水兽本身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在进行精心再

设计的前提下，将滴水兽作为一件工艺品进行收藏，

以实现对传统技艺的延续， 不失为对传统文化的一

种肯定。【3】因此，依据目前市面的文创产品来看，

一类是依据滴水兽形象制作的传统工艺美术产品，价

格昂贵；一类是经由创意孵化的流行文化创意产品，

价格较低。在这两种类型的产品中，存在大量设计上

的“杂糅”，在文创市场上，可以经常看到与原型相

同比例的超大摆件，或是只停留在明信片、钥匙扣等

载体上的浅层设计，散发出一种劣质的拼凑感，可见

目前关于文创产品的界定并不明晰，到底是多一些工

艺美术层面的阳春白雪，还是多一些文化创意层面的

日用民生，目前的市场并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5.滴水兽产品设计新策略 

今年 3 月，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

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滴水兽作为闽南文化的主要组

成部分，为推动“滴水兽文化”的发展，应当着重把

握，促进创新转换，发掘新的设计策略。 

5.1 挖掘更深层的设计 

滴水兽具有三种特性，即：“实用性”、“精神

性”、“美观性”，无论是从自身特性出发还是从滴

水兽的历史性出发，都可以有很好的创意发散，所以

在设计上，不应只停留在浅薄的图形运用，而是可以

探索一些概念性设计，让产品在具备实用性与美观性

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设计巧思，与受众产生互动。故

宫 2019 年推出的“初雪调味瓶”文创产品，就搭建

了三个微缩创意场景，外套玻璃罩，巧妙地将“盐”

与“雪”进行创意联系，把把盐装进瓶中，就会产生

“大学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的绝美意象，

从“初雪调味瓶”中，可以看到产品与使用者之间产

生的互动性。在近两年的滴水兽创意开发中，也有类

似的概念性设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如在 2019 年厦

门设计师“GuoHuiQing”在普象 APP 设计师平台发布

的“鱼吐露——闽南滴水兽快客杯设计”，就将滴水

兽的形象融入到闽南地区的茶道文化之中；2020 年

“润物无声”泉州文创旅游商品设计创作大赛中，就

有以滴水兽为主题创作的倒流香台，名为“云烟成雨”，

这个产品是将滴水兽意象化，将其形态、功能与道家

思想相结合，通过倒流香产生的烟雾，创作出别具特

色的意境。但可能是产品开发尚未完成，只能在网络

上检索到创意说明，也期待在未来的文创市场可以看

到这些闪光创意变现落地。 

5.2 塑造更深刻的品牌 

IP 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品牌观，其具有文化母

体、品牌创新和超级符号的属性，能够通过唤起记忆、

触动情感、实现交流而成为高效的品牌传播载体。【4】

打造属于滴水兽的个性文化 IP，可以有效的链接创

意，使作品更有连续性，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

品牌的认知度。围绕 IP 形象来构筑品牌对文创而言

是一种有效的创作思路，著名的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

隆、奈良美智就通过艺术创作，创造属于自己的 IP

形象，在形象中植入创作价值，风靡全球。文化 IP

可以深化品牌内涵，泉州艺术家李诗芸就运用这个思

路，以泉州特色的惠安女形象作为元素，设计出 HANA

（海娜）的文创 IP，这组产品极大的保留惠安女“黄

斗笠、花头巾、蓝短衫、银腰链、宽筒裤”的传统造

型基础，融入个人审美因素，延伸出“国际新潮范”、

“热情洋溢范”、“传统风情范”、“梦幻诗意范”、

“优雅美学范”、“明艳精致范”这六款不同颜色搭

配的形象，每个形象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标签，也

代表了不同的受众群体，让观众在作品中可以直观自

身，产生共鸣，如此一来，产品就可以很好的转换为

消费内容。滴水兽品类众多，本身就自带系列性特点，

非常适合作为 IP 形象开发的内容。 

5.3 开发生活化的产品 

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要真正生根于地

方文化的资源以及城市的文化实体，即融入地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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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谈话、想法和意见的分享，进而形塑与生活

形式的特质。【5】单霁翔院长曾提出一个观点，文创

不仅仅是产品，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凝练

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就是要时刻关注社会公众

的文化需求。滴水兽作为一种排水装饰，本身的文化

属性就具有生活化特点，更适合从民生日用内容出发

展开设计创作，但生活化不等于载体“俗”化，生活

化的文创设计不是只有明信片、钥匙扣、冰箱贴，也

可以产生于衣食住行中。市面上文创食品研发火然泉

达，洛阳博物馆就打造了“吃货博物馆”品牌，各种

文物设计的棒棒糖、爆米花以其可爱的包装，出众的

口感迅速出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火锅底料、湖

北省博物馆的睡虎地秦简糕点、苏州博物馆的越窑秘

色瓷莲花碗饼干等都广受好评。今年，泉州“润物无

声”联名款、泉州古城限定的文创雪糕在西街游客服

务中心发售，有东西塔、钟楼两款文创雪糕，非常吸

晴。滴水兽文创也可以参考这一思路跟进设计，在保

持其日用属性的基础上，遵循“好设计原则”，设计

出兼具功能性、美观性、生活化的产品，以满足人们

的生活需求。  

6.结语 

纵观近年来闽南地区的文创产品设计情况，可见

“滴水兽文化”正被逐步焕新，越来越多的文创人加

入到“滴水兽文化”的设计中来。在发展过程中，为

避免产品设计中良莠不齐的设计情况，让文化有一个

正确合理的发展方向，就需要对当下的市场有足够的

了解，立足于文化，从消费需求出发，做出让消费者

喜闻乐见的设计，以此来优化滴水兽文创的艺术表达，

更好的展现“滴水兽文化”之美，展现“闽南文化”

之美。 

项目基金 

2020 集美大学社会科学校启项目“基于

设计思维的传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项

目编号：Q202005）； 

2020 福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教

师教育科研厅级项目“设计思维的福建非遗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JAS2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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