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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the excellent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educ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rich in red culture.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the 

paper-cut ar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red culture, and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paper-cut 

cultural creation of red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d culture and red paper-cut cultural cre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put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paper-cut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s for red culture in 

Heilongjiang region.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d paper-cut cultural creation in Heilongjiang area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conomy and r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Keywords: Red culture; Heilongjiang paper cutting art; cultural creation of paper cutting; cultural 

creation of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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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其具教育意义与传播意义，黑龙江的红色文化丰富，经过多年的红色文

化发展探索，黑龙江的剪纸艺术也与红色文化进行了融合发展，开发了多种红色文化的剪纸文创，本文将对黑

龙江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剪纸文创进行分析，提出针对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剪纸文创产品设计方法和原则，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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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地区的红色剪纸文创提供参考，促进黑龙江省在文化，经济和红色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红色文化；黑龙江剪纸；剪纸文创；红色文创 

1.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元素与龙江剪纸文化

的概述

1.1. 红色文化 

中国人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年

以来，在反抗外敌，推动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中不断凝聚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财富，在国家建

设和发展中起着道德引领等作用，红色文化可以是来

自红歌、红色故事的非物质文化，也可以是来自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文化遗址的物质文化
[1]
。 

1.2. 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资源 

黑龙江有着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国家

级革命老区，纪念碑、烈士陵园、抗联遗址，还有多

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的物质类红色文化

资源尤为宝贵和丰富，有大庆铁人纪念馆、东北烈士

纪念馆和北大荒博物馆等纪念展览馆，也有陈列在各

地博物馆的抗战和建设龙江的代表性器物和服饰
[2]
。

黑龙江省精神类红色文化资源是黑龙江人民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之一，其中包括“四大精神”，分别为东

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有

绚烂的文化艺术作品与不可磨灭的红色精神、有振奋

人心的时代红色标语和家喻户晓的红色故事、也有时

代充满印记的家书。 

1.3. 黑龙江剪纸文化 

中国人对红色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而剪纸——

中国最出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利用红色元素

最多的一项技艺，中国的剪纸风格和技法众多，其中

黑龙江的剪纸也有着多种风格，有东北少数民族剪纸

的粗犷，又有中原剪纸的细致流畅的国家级非遗方正

剪纸，也有刚柔相济、粗中见细的黑土剪纸风格海伦

剪纸，也有如鄂伦春族剪纸，赫哲族剪纸，崔氏剪纸，

安达剪纸，北安嬷嬷人剪纸，薛氏剪纸，黑龙江桦树

皮剪纸等具有各个地方和民族特点的黑龙江特有剪

纸风格
[3]
。而且从近年来，各个剪纸技艺传承人也有

意将自己的剪纸作品与红色文化相融合，设计出了各

种精美绝伦等红色文化艺术品，在省内各个博物馆举

办过多次红色文化专题剪纸展览。 

2. 黑龙江红色文化剪纸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2.1. 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文创产品现状 

多年来黑龙江省对红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逐

年加大，也在省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对多方努力

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和进步。在省内，各大博物馆、

革命根据地和展览馆都有相应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

常见的有简单的书签，纪念币，扇子，书本，明信片

等类型的文创产品，也有极具龙江特色的文创产品，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的“一滴油”，

即用王进喜在大庆打的第一口油井生产出的石油加

工制作而成的文创产品，同时展现了宝贵的大庆精神

和铁人精神，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铁人王进喜当时挖出

原油时的那份喜悦。省文旅厅也为了促进红色文化发

展举办了多种比赛，从中产生的有些红色文创作品不

乏将白山黑水作为特征的红色抗联的文创产品，抗联

故事和人物精神内涵被不断发掘，与龙江的本地土特

产包装相结合，设计出来了别具一格的红色抗联文创

包装。 

在教育厅的支持下也有高校建设有专门的红色

文化的展示基地，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成立的北大

荒精神展示馆，在宣扬北大荒精神的同时，也成为供

全国各地高校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和思政学习的场

所，该精神展示馆可以说是高校特有的一个“大”的

红色文化文创产品，辐射全国去宣扬红色文化，展馆

也将提供的展现北大荒精神的“小”红色文创产品给

到访师生，大中有小，这样的模式也与很多红色教育

基地一样，让人们受到红色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帮助

宣传红色精神。 

2.2. 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剪纸产品现状和开
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黑龙江地区的剪纸文创主要体现在包装设

计上，尤其是农产品包装上，粗旷的剪纸风格与黑土

地的特产想结合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包装设计风格。而

在红色剪纸文创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书签，明信片等简

单物品上，没有很好的剪纸类红色文创在市面上流行。 

随着对黑龙江省地区对红色类剪纸文创进行调

研，发现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多种问题。第一，贴图

式的表现形式为常见问题，很多剪纸文创作品都是生

硬地将红色文化的人物剪影或者事件代表形象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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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物品上。第二，种类匮乏，文创产品多为包装类，

文具类生活用品，没有与其他产品形式良好对结合在

一起。第三，设计美感与实用性欠缺，都是红色剪纸

图案，造成了审美疲劳，没有发掘剪纸的镂空美感特

性，文创作品实用性也不高。第四，产品开发程度不

高，设计文化与精神内涵模糊，文化属性表达不充分，

文化体验感欠缺。第五，目标定位不明确，要发现潜

在客户的购买能力，多开发出吸引更多群体的红色剪

纸文创产品。第六，品牌意识薄弱，红色剪纸文创的

服务要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更应该符合产品的品牌内

涵和定位，对于品牌形象的塑造和红色精神的传播应

该作为最应该重视的地方。第七，产品同质化严重，

无地域、文化特色，红色剪纸文创上面的设计元素没

有很好的体现出黑龙江省独有的精神，没有体现出东

北特有文化内涵，而是凸显出全国到处可见的文创产

品。最后，红色剪纸文创的营销宣传存在地域局限性，

没有扩大地区的文创宣传范围，而是局部地区定向宣

传
[4]
。 

3. 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剪纸文创产品设计

3.1. 设计原则及方法 

受众性原则：由于消费群体的性别、年龄、性别、

审美品味、文化背景、经济水平不同，因此对文创产

品的价格、款式、功能等需求也各不相同，老年人更

加关注价格、色彩，年轻人更加关注款式、功能，儿

童对卡通造型比较敏感。在进行具体的文创产品设计

时，应该明确产品受众，对受众人群进行调查分析，

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细化文创产品的品目类别，将文

创产品划分为低中高档次，设计多样化的文创产品，

拓宽消费者选择范围，扩大受众区间，刺激消费。 

功能性原则：产品的实用功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

基数，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将红色文化元素以剪纸

形式表达并与生活家居用品、学习办公用品等结合，

一方面可以丰富文创产品的表现形式，提供给消费者

多样化消费选择，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刺激消费

欲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将红色文

化与剪纸非遗融入消费者日常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

响人们的生活，让精神文化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展示龙江剪纸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更好地发扬

龙江精神，增加人们、市场以及社会对非遗文化的广

泛关注度和认知度，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通过传统

文化的现代化设计，实现剪纸与红色文化的产品化、

生活化、大众化、批量化，真正融入人们生活。 

内涵性原则：文创设计在满足造型美观、功能实

用的基础上，还应该重点强调文化内涵的输出，通过

设计手段将抽象的红色文化赋予具体的产品中，使产

品成为文化的传递者，增强用户的精神体验，达到红

色文化的传播效果，发挥产品的红色思想教育作用。

在进行红色文化剪纸文创产品设计时，首先应该对黑

龙江地区的红色文化进行收集分类，然后解构提炼出

文化元素，最后重构深化红色文化内容，才能为产品

赋予深刻内涵和表现形式。不能直接采用生硬的贴图

式处理方法，不同的图案组合适用于不同的产品造型，

在进行剪纸图案应用时，应该根据产品造型对处理后

的剪纸元素进行重构组合。 

地域特色原则：地域特色性是文化创意产品区别

与其他同类产品的根本，是吸引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原

因。黑龙江民间剪纸艺术种类丰富，在设计时除了可

以应用地方特有的红色文化内容突出地域特色，还可

以用不同地区的剪纸的不同剪法突出差异性，如方正

剪纸主要运用装饰剪法、古朴剪法及套色剪法等，在

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下，既有东北游牧民族的粗犷，

又有中原的细致流畅；海伦剪纸多采用绘画和雕刻结

合，结合阴阳两刻等剪法，形成粗中带细的艺术特点
[5]
。 

多元性原则：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将不同非遗结合设计，可以丰富产品的文

化内涵，有助于促进各非遗间的相互发展，推动非遗

文化的活态传承，实现非遗文化的蓬勃发展。在对非

遗进行结合设计时，不能只是简单的融合，要充分分

析相关非遗的特点与差异，结合非遗的技术特性，选

择合适的融合方式，并以有趣、实用、美观的造型呈

现。如将龙江剪纸与绥棱黑陶结合，而绥棱黑陶制作

工艺复杂，烧治技术难以掌握，所以剪纸的造型要满

足黑陶的技术要求，不过现有的黑陶产品中很多纹样

采用了剪纸的镂空手法。 

3.2. 设计应用案例 

3.2.1.案例一：非物质类红色文化——北大荒
精神 

对于非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案例选择几代拓荒

人培育的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是黑龙江垦区的广

大人民群众用青春与汗水、鲜血和生命，在艰苦的环

境下培育和锤炼出来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6]
。如图 1 所示，案例将

北大荒精神作为主要表达内容，以剪纸形式呈现，并

以黑龙江省级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黑陶为载体进

行烛台设计，以此实现非物质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可

视化，推动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间的相互发展。 

图 1  北大荒精神利用剪纸和黑陶设计的文创产品 

3.2.2.案例二：物质类红色文化——铁人王进
喜纪念馆 

对于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如图 2 所示，案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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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与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相结合。纪念馆主体

外形为“工人”二字组合，鸟瞰呈“工”字形，侧看

为“人”字形，象征这是一座工人纪念馆。纪念馆主

体建筑高度 47 米，正门台阶共 47 级，寓意铁人 47

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建筑顶部为钻头造型，象征大

庆油田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案例选择建筑的主要特

征“工”字外形、47 级台阶、顶部钻头等作为产品主

要造型；提取牡丹、鹤望兰两类市花形态，做剪纸纹

样以装饰产品；将产品中间部分做镂空处理实现笔筒

收纳功能，前方的立牌实现书立固定功能。通过对大

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进行剪纸文创设计，可以使建

筑在传统文化寓意的基础上，呈现新面貌、新形态，

以此来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学习、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图 2  铁人纪念馆结合地方文化的剪纸文创产品 

4. 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剪纸文创意义

4.1. 文化意义 

红色文化剪纸文创产品以红色文化为表现内容，

剪纸为表达形式，文创产品为表达载体。以剪纸表达

红色文化可以使抽象的精神文化形象化，增添文化价

值；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能够将红色文化、剪纸非遗

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抽象文化具象化，丰富传播

途径，促进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传承与发扬，推动剪

纸非遗的多样化发展，使红色文化、剪纸非遗通过文

创产品不断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能够为其它红

色文化、非遗创新提供思路和指导，从而最终促进我

国红色文化与非遗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竞争力
[7]
。 

4.2. 经济意义 

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增高，思想教育水平

也逐步提高，对于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

提升。这种红色剪纸文创将传统文化融入生活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让精神文化成为生活中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示龙江剪纸独特魅力的同时也

更好地发扬龙江精神。红色剪纸文创产品不仅是红色

文化宣传教育、非遗剪纸活化的载体，带动其他非遗

活化传承，促进地方标志品牌的宣传和推广，能够促

进地方消费，推动红色旅游业的发展，为红色文化单

位、剪纸手艺人等提供经济支持，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4.3. 红色思想教育意义 

龙江剪纸承载着优秀的龙江精神，将这种精神财

富转变成实物教育，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成为助推教育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将这种“爱国奋斗、开拓进取、求真务实、艰苦创业、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大美大爱”的龙江精神植入到

剪纸艺术中，再以实物为载体，丰富了龙江精神传播

的途径。将战争场面与奔赴小康道路上的人民奋斗场

景通过剪纸表现出来，生动形象地展现黑龙江人民不

畏艰难的进取精神，让各地人民看到奋斗路上黑龙江

人民必胜地信念，发扬各地区的红色文化。 

5. 结语与启示

黑龙江红色文化是黑龙江人民在开发创业的伟

大历程中所孕育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
[8]
，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通过收集分

类、解构提炼、重构深化为产品赋予深刻内涵，以剪

纸形式表达，使抽象的精神内涵形象化，以文创产品

为载体，能够提高黑龙江文化竞争力，为传播红色文

化、剪纸非遗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区域经济创新发

展模式，带动地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项目基金 

本文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龍 •匠”剪纸文创工作室 》

(2020102231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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