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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生活中越来越大
的压力,人们需要追求一个宁静自然的空间,对于设计师而言,需要将设计心理学与艺术美学以及地域文
化相结合,在人类心理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为居住者提供一个舒适、和谐、温馨的空间。“礼彝”的
民宿设计是对彝族传统文化的高度提炼,将彝族的色彩、图案、造型、风俗等元素融入到空间设计中,
不仅对空间进行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更营造了良好的休息民宿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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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Facing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in life, people pursue a quiet and
natural space. For designers, they need to combine design psychology with art aesthetics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emand, providing occupants with a comfortable, harmonious,
and warm space. The home-stay design of “Li Yi” highly refin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and integrates the color, pattern, shape, customs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to the space design,
which not only innovat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space, but also creates a good rest home-stay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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