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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装设计中的莫兰迪色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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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装设计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被越来越多人所需要，但是好的软装设计仍然需要不
断地去创新和探索。 通过对艺术大师莫兰迪作品分析、提出莫兰迪色系这一概念，将莫兰迪作品的色彩
运用到软装搭配设计中，让莫兰迪画中的平衡美立体的呈现在软装搭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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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兰迪色系的理论分析

（一）莫兰迪色系概念
乔治·莫兰迪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独特的艺术
家，“莫兰迪”色系是指莫兰迪作品中的色调。 莫兰
迪所有的作品中都看不见鲜艳明亮的色彩，几乎每
一个色块都是温润的灰色调，然而这些看似没有任
何活力的中间色在莫兰迪笔下显得高雅精致。莫兰
迪一生的创作都是在画着几只瓶子和他生活周围
的景色，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重复地去画这些平常
的东西。 莫兰迪说：“
那种由看得见的世界，也就是
形体的世界所唤起的感觉和图像，是很难，甚至根
本无法用定义和词汇来描述。 事实上，它与日常生
活中所感受的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视觉所及的世
界是由形体、颜色、空间和光线所决定的……我相
信， 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更抽象，更
訛
真实。 ”譹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隐约地去感受莫兰
迪丰富的内心世界， 同样的平常东西在他眼中因
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光线角度、不同的空间就
会有不同的感觉和艺术表现形式。 如果将莫兰迪
画作中的色彩运用到软装设计中，那么会不会将
这种画中的雅致带入到整个空间中， 使得整个空
间都有一种高雅宁静的感觉？ 当人们走进这个空间
就会获得犹如在看莫兰迪画作时候的感受和触动。

（二）莫兰迪色系的由来
莫兰迪出生于意大利，从小就受到文艺复兴艺
术的熏陶，他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纯粹的艺术家，他
一生除了看画展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波洛尼
亚，他的生活孤独、平凡、简单，每天不厌其烦地一
幅又一幅地画着这些坛坛罐罐， 或者从窗外望出
去，画远处的房子，他这样静静画着自己对艺术的
理解。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艺术家，像他这般简单到
不可述说，但又复杂到难以述说。 他一生没有娶妻
生子，只是和家人简简单单地生活在一起。 他不像
其他的艺术家一生大起大落或贫困潦倒，他的生活
平淡如水，平静到很少有文献记载他的生活，但他
的作品又是那么隐秘、意味深长。 他简单而朴素的
环境使得他可以更好地通过事物来创作出自己的
心灵世界，用静物演绎艺术的真谛，让后人看到了
莫兰迪的艺术世界。
（三）莫兰迪作品分析
莫兰迪的作品中大多数为静物， 少数几幅风
景。 他的一生都画的都是些普通题材，在细节中寻
找一种平衡，千遍地调色、观察，用心地去感受这些
物件。 他作品不仅仅是画面的视觉效果，还是形而
上的精神表达。莫兰迪的作品被称为最接近中国水
墨画的西方油画，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作者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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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一种意境。莫兰迪曾说过，“我本质上就是一位
专画静物构成的画家，我的画作交流的是宁静和私
密感。我最看重的，是情绪。”情绪，则为内心最真实
的表达，它传递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境。 20 世纪
的欧洲的油画作品大多数是“奢华的艺术”，画家重
视技巧的表现，画作的细致精美，很少有像莫兰迪
这样画面简洁地去体现一种“情绪”。 他的作品静
谧、安宁、细腻、让人冥想。 图 1 为莫兰迪的一幅静
物作品，画面没有华丽的色彩，简单的灰色调让人
觉得想安静下来去认真思考。看起来随意排列的瓶
瓶罐罐在作者简洁地笔触下有一种平衡的美，一切
不张不扬，静静地释放一种内在的力量，像是磁场
直透人的心灵，画面安静和谐却震撼有力。 莫兰迪
的作品的个人特征非常明显，不求技法和视觉的华
丽而追求的感悟和理解，作品传递着复杂而又微妙
的情绪。 作者画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当时的艺术
市场他想坚持自己这种形而上绘画风格是非常不
容易的一件事。笔者一直认为莫兰迪的作品是一面
镜子，他画的是他自己，他通过最无足轻重之物去
描绘着他精神世界，他的思想、灵魂都暗藏在这些
平常的物质躯壳中，通过视觉的语言画出本质的世
界，寻找自己原有的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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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妙的变化含蓄而丰富地表达出古朴高雅的气
质。 莫兰迪色系的灰是他的艺术语言，是其自我内
精神在与外在物体的融合， 所以色彩中暗含着力
量。 莫兰迪对色彩的表现极具克制力，他沉迷于使
用调和后的各种灰色和灰白色，颜色的冷暖、中间
调式的明度都是细致入微的变化， 画面整体色调
透明和雅致， 这些中性色的灰使画面溢出宁静和
訛
隐秘的气息譹
。

图 2 莫兰迪色系在软装搭配中的运用
（二）莫兰迪色系的视觉搭配
软装设计中颜色搭配的和谐美是设计的第一
要素，其中包括家具、织物、灯具、装饰品等之类的
色彩呼应。软装设计在视觉上要注意协调好物体与
物体之间的关系，莫兰迪画面中的和谐感正好可以
运用在软装搭配中，可以参考莫兰迪作品中的色彩
层次、色彩明暗、色彩呼应，将画中颜色的搭配运用
到家具、织物、装饰物等颜色的搭配中，将画中的平
衡美带到立体空间里。莫兰迪色系虽然都是低调的
灰色系，但是灰色调并不是意味着没有生机、没有
活力，反之如果能将这种色调搭配得当，那么整个
空间都会流露出优雅的气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
灰色的倾向色、灰色的饱和度和各种灰色交叉运用
的面积大小。 在软装设计多元化趋势中，各类陈设
搭配手法不断丰富，灰色系的搭配慢慢被越来越多
的人接受并且喜爱，它能更深刻地表现时尚之美和
图 1 乔治·莫兰迪静物作品
现代艺术效果，特别受到年轻人的热爱。 优美的软
二、莫兰迪色系在软装中的运用
装设计并不是一定要在视觉上富丽堂皇，而是更需
（一）莫兰迪色系的色彩分析
要注重简约的含蓄美。莫兰迪创作的色调正是展现
色彩是所有作品最直观的视觉表达，一般绘画 出内敛品质和优雅韵味，这些看似简单的色调往往
作品中有固有色和环境色，但是莫兰迪的作品弱化 能最能诠释空间的品质和时尚感，也往往更能吸引
了这二种色彩的关系，呈现的都是作者主观性的色 人的注意。
调表达。莫兰迪将一切物体的固有色和环境色都归
（三）莫兰迪色系给予软装设计空间氛围的营造
纳成含而不露的有一定倾向的灰色系列，这些灰色
软装搭配通常会说到格调，什么是格调？ 在一
訛余岚：《装饰性色彩语言在油画静物中的表现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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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境空间中，格调就是一种氛围的营造，一种气
息的表达。设计师可以通过色彩、风格、搭配最终营
造出整个空间的气氛。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
更加需要宁静的空间氛围，参考莫兰迪色系即可营
造出宁静致远的空间格调。 莫兰迪创作的画面中
弱化了明暗的对比度，将所看到的一切色彩都转化
成具有倾向色的灰调，画上冷暖、明暗都是含蓄微
妙的变化，这种朴素中蕴含着精致的色彩表达方式
使得画面弥散出淡泊从容的气氛。若将莫兰迪作品
中的色彩表达方式运用到软装色彩搭配上，那么空
间氛围也会有一种淡然安宁的感觉。 在选择窗帘、
地毯时参考莫兰迪色系的搭配，采用温和而有张力
的色系，比如米色、驼色、蓝灰、象牙白等。这些颜色
的搭配和画中一样对比度较弱，能够让空间中透露
着透明雅致的氛围，特别适用于私人会所、茶吧等
安静的环境里。莫兰迪色系在软装设计中就是运用
色彩与色彩之间的创造出一种完美平衡，让灰色调
简洁美传递着优雅气息，令人感到平实和温暖。 软
装搭配将作品中的的优雅变成空间氛围的优雅，将
莫兰迪内心的平静变成空间氛围的宁静。
（四）莫兰迪色系在软装设计中的精神品质
莫兰迪的艺术是孤独的、纯净的，他的作品能
给人温柔的精神慰藉。 西方评论界认为，莫兰迪的
画关注的是一些细小的题材，反映的却是整个宇宙
的状态。 他将无形的意识变成有形的作品，表达的
是他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渐悟。 在软
装搭配设计中，除了给人视觉的享受外要更多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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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空间的内在品质和意境。不管是装饰画的搭配
还是灯具的选择，一切的软装设计都要有体现品味
和修养。 莫兰迪色系作为软装设计的基础参考，能
够更好地诠释空间的意境，在色彩搭配的原理上来
看，灰色系也更能够提升空间的品质。 莫兰迪的画
作简洁又有内容，那灰灰的色调似乎有一种强大的
力量把一切包容进去。 画如其人，莫兰迪也许是孤
独的，安静和孤独有的时候是一种力量，当你看到
他的作品时就能感受到这股气息。作品传递着他自
己的感悟和气息，那么空间环境也可以传递一种思
想。巧妙搭配的艺术品，陈列配饰色彩的和谐，当人们
置身于这个空间中就如在看莫兰迪画作般，可以体会
一种静谧的力量，并有所感悟。 任何设计的最终目的
是要能够打动人，能够表现设计者的思想，以莫兰迪
创造出的高级灰色系来设计软装更容易触动人们的
心弦，更准确敏锐地体现空间的品质。
三、结语

艺术和设计之间总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伟大
的艺术家可以带给我们启发和思考。莫兰迪是不可
多得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值得反复斟酌和学习，可
以将他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软装设计中。软装设计是
个新兴的领域， 设计方法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将
艺术和设计相融合能够让设计更加丰富和完善。莫
兰迪色系在软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能更深层次地
挖掘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力，唤醒人们对艺术的
认知，拉近了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把领悟到的东西
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

A study of Morandi color system in soft outfit design
WANG Pei ， YANG Zhicheng
Abstract: Soft outfit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preference among people and integrated into our life. But,
good soft outfit design needs constant creativity and explor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art
master Morandi's work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randi color system which suggests the
colors in Morandi's works be used in soft outfit collocation design so that the beauty of balance in Morandi's
paintings could appear three-dimens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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