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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通过分析北⼤荒版画兴起的⾃然因素、社会因素，阐述北⼤荒版画发展所受到

的外界影响和⼈为因素等⽅⾯，对⽐论证北⼤荒版画在当今中国版画界所处位置和北⼤

荒版画的发展现状，进⽽探寻北⼤荒版画传承中遇到的问题。最后，笔者阐述以传承北

⼤荒版画传统为宗旨，以创新北⼤荒版画为诉求的⾃⾝版画创作实践过程，⼒求从⾃⾝

的版画实践中找到北⼤荒版画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最后得出“个⼈的情感、审美情

趣、对社会与⽂化的认识都是笔者对版画创作题材本⾝考虑的因素。对当代农民的⽣活

和农业⽂化进⾏深⼊的思考和反思,应该说是对当下美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依然

是中国最⼤的⼈群,他们的⽣活状态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笔者以为，表现当代农民的⽣活

是当下艺术家责⽆旁贷的义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个题材对以风景为主的北⼤荒

版画来说是⼀种拓展,或许能够为北⼤荒版画开辟⼀⽚新天地”的创作体会，进⽽推论出本

⽂的结论，即“随着中国版画的发展,版画在新材料、新语⾔上不断研究实验,艺术形式越来

越多元。北⼤荒版画要想⽣存发展,必须⽴⾜本⼟，凭借浓郁地域风情，厚重的地域⽂化

底蕴，质朴的⽣活，粗犷豪放与精致细腻并存的形式风格,才能持续长久的成为中国现代

版画史上重要的⼀部分。不管北⼤荒版画最终能够⾛向哪⾥,在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

与包容的当代社会和国际环境中,它⼀定会迎来新的辉煌与发展。”

关键词：北⼤荒版画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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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factors, natural factors on the rise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s, outside impact prints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development and human factors,comparing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 in the print industryChinese location 
and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 and then explore the encounter problems in 
theinheritance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s. Finally,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traditional engraving for the 
purpose, the printmaking practice process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making demands, and strive to find effective way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of the Grea t Nor thern Wilderness pr in ts f rom the i r own 
practice in print. Final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ersonal emotion, aesthetic 
tast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the author of 
the printmaking subject itself to consider. Thinking and deep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peasants andagricultural culture, it should be sai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The farmer is stillChinese largest crow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fate of China. 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F a r m e r s ' l i f e i s t h e a r t i s t b e o n e ' s u n s h i r k a b l e 
responsibility obligations, hasprofound socialsignificance. The theme of the scenery of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s is an extension, may be able toopen up a new world for 
the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 creation experience, and then deduce the 
c o n c l u s i o n , n a m e l y " w i t h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Chinese prints, prints continuously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new materials, new 
language, art form more and more diverse.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prints in order to 
s u r v i v e a n d d e v e l o p , m u s t b e b a s e d o n 
local, with strongregional style, richregional culture, rustic life, bold anddelicate style can c
oexist, lasting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Printmaking 
history Chinese.Whether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 can finally go in print, more and 
more diverse, more and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will usher in a glorious and new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i da huang Pri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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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世纪五⼗年代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需要⼤批知识青年奔赴⿊龙江北⼤荒

⽀援边疆建设，开荒农垦。部分喜欢美术的知识青年在劳动之余，从事版画创

作。后来逐渐形成了“北⼤荒版画”这⼀画派。“北⼤荒版画”涌现了⼀⼤批优秀

⼈才，成为全国版画群体创作的⼤省。经过⼏代版画作者不断钻研探索，北⼤

荒版画逐渐形成了独具北⽅地域特⾊和体现浓郁⽣活⽓息为主体的艺术风格，

是展现厚重⿊⼟⽂化与雄厚风⼟⼈情的版画。

北⼤荒版画发展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有余，随着版画作者⽣活与⼯作环境的

变化，创作的内容、题材、形式也随之发⽣了很⼤的变化。很多美术学院美术

毕业的学⽣也加⼊到版画创作队伍当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龙江的版画

作者以不同与前辈艺术家艺术追求的姿态，独⽴地开辟出具有⾃⾝特⾊的个性

化风格样式。当代的⿊龙江版画已经形成了⼀个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笔者本⼈

⼀直以来以北⼤荒版画创作传统为宗，在对北⼤荒版画基本特征的再认识的基

础之上，深刻体会北⼤荒⽼⼀辈艺术家的艺术情怀，结合前辈留下来的版画艺

术创作传统和经验，再进⼀步从版画本体出发，拓展版画的应⽤性研究范畴，

在深⼊挖掘地域⽂化体验社会⽣活的基础上，表达真情实感，寻找版画的新语

⾔、新语境。

       

        

 第⼀一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年代北北⼤大荒版画兴起的原因 



!2

  
     ⼀个画派的兴起和发展有诸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和⾃然因素是重要的内在

要素，外界影响和⼈为因素是画派兴起的必要条件，以下笔者将通过社会因素、

⾃然环境因素、受国外美术影响、组织学习办版画班等⼏个⽅⾯论述北⼤荒版

画的兴起。

 第⼀一节  社会因素

⼀一、版画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最早有历史记载的版画作品是产⽣于公元868年

的《⾦刚经》卷图。该作品被认为是最早的⽊版画。鲁迅先⽣于⼆⼗世纪三⼗、

四⼗年代倡导了新兴⽊刻运动。由此，我国的创作版画兴起。当时的版画创作

都以⿊⽩⽊刻为主。解放后，国

家提倡⽀援边疆建设,⼤批转业官

兵与知识青年奔赴⿊龙江的北⼤

荒。以晁楣为主要代表的⽼⼀辈

北⼤荒版画作者改变了我国早期

以⿊⽩⽊刻为主的版画创作格局,

创⽴了以套⾊⽊刻为主的北⼤荒

版画流派。北⼤荒版画得以产⽣

与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原因、⾃

然因素，以及外国美术思潮等各⽅⾯因素共同作⽤下的结果。北⼤荒版画初期

以晁楣、杜鸿年、张祯麒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创作开创了早期北⼤荒版画的

风格⾯貌，为北⼤荒版画流派的形成和⾛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二、 1968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上⼭下乡”的政策指引下,北⼤

荒迎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这些知青当中不乏美术创作⼈才和美术爱好者，北⼤

荒版画的第⼆代的群体作者就在此中产⽣。代表作者有周胜华、陈⽟平、赵晓

沫、刘荣彦、赵任、张朝阳、李璞等。

http://pp.papercheck.cn/report/static/20150402/3206067186740/htmls/sentence_detail/0.htm
http://pp.papercheck.cn/report/static/20150402/3206067186740/htmls/sentence_detai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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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七⼗年代末⾄九⼗年代初为第三时期,这⼀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改⾰

开放的初期阶段，经济迅速发展,北⼤荒不再贫瘠⽽成为了北⼤仓。在这种背景

下，北⼤荒版画的部分作者不同于前辈艺术追求的姿态, 独⽴地开辟出具有⾃⾝

特⾊的个性化风格样式。当代的⿊龙江版画已经形成了⼀个多元的发展趋势。

四、⼆⼗世纪九⼗年代⾄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东西⽅的⽂化交融，北⼤荒版

画、⿊龙江版画的发展⽇益呈现趋于多元化的态势。同时，有美术学院背景的

作者逐渐成为北⼤荒版画的主导⼒量。

  第⼆二节  ⾃自然环境因素

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前的⼈们⼀直过着游牧和狩猎⽣活。这⾥地⼴⼈

稀、⽓候严寒，⼈们称这⾥为北⼤荒。这⾥⾃古荒凉，缺少历史⽂化积淀。独

特的⽓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造就了⼤森林、⼤平原、⼤油⽥、⼤湿地的⿊⼟地⾃

然景观。北⼤荒版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得以产⽣就是受益于这样独特的环境。

        

第三节  受国外美术影响

⼀一、第⼀代和第⼆代北⼤荒版画的作者当时所

处年代很封闭,只能看到少的可怜的美术资料,其

中有⼀些是前苏联的美术作品,其中俄罗斯巡回

展览画派的风景画对当时北⼤荒版画的作者影

响最⼤。

⼆二、⼆⼗世纪七⼗⾄九⼗年代，⽇本版画对北

⼤荒版画产⽣了⼀定影响，特别是浮世绘和⽇

本画家斋藤清的⽔印版画的引进，促使北⼤荒

版画在这⼀时期出现了很多⽔印⽊刻，其风格

与以前北⼤荒版画产⽣了很⼤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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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九⼗年代以后，由于东

西⽅政治、经济、⽂化交流不断加强 ,

信息不像以前那样封闭，版画创作也

向多元化发展 ,北⼤荒版画群体的构成

也由群众美术爱好者逐渐向受过学院

美术教育的作者转变 ,并逐渐占主导地

位。

                 

                 第四节  组织学习办版画

班

北⼤荒版画发展⾄今,已经产⽣了很多版画群体,在美术界和⼴⼤群众中产⽣

了很⼤的影响。在垦区，

很早就有⽼⼀辈北⼤荒版

画家通过办培训班这种形

式培养版画作者。郝伯义

先⽣组织的知青版画学习

班最为典型。知青美术爱

好者通过学习班的⽅式从事版创作，最终成为版画⼈才，创作了⼀⼤批较好的

版画作品，很多学习班成员后来都成为⿊龙江版画的重要作者。这⼀优良传统

⼀直延续⾄今,为⿊龙江乃⾄全国培养了⼤量的优秀版画⼈才。同时，版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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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式又促使⿊龙江省各地市陆续出现版画群体，⽬前⿊龙江省有⼤庆、阿

城、鸡西、⼤兴安岭、佳⽊斯、宝清、庆安等⼤量的地区版画群体。

   第⼆二章 北北⼤大荒版画与当今中国版画的对⽐比

北⼤荒版画的作品以展现厚重⿊⼟⽂化与雄厚风⼟⼈情为主要特点,重视地

域⽂化特征。以套⾊⽊刻为主要表现形式。材料上利⽤当地林区优势，采⽤多

层椴⽊胶合板作为⽊⾯⽊刻的材料,这样北⼤荒版画的画幅尺⼨达到了以前达不

到的⼤尺⼨,使画⾯的视觉感受更加强烈,艺术感染⼒更加震撼。

⼀一.  学院版画与群体版画相⽐比成为主导⼒力力量量

群体版画主要是指全国各地的版画创作群体,以群众美术爱好者为主体,在创

作中强调地域特⾊与当地⼈⽂风情。画院版画⽐较重视体验⽣活,提倡深⼊⽣活,

出精品出⼈才,注重地域⽂化和中国传统⽂化，以专业画院的画家为主。

学院版画在创作中重视对新材料的应⽤，突显作者的个性观念与新表现技

法的试验、尝试，并且强调学术性，是当代中国版画的最主要⼒量。

群体版画作者的绘画基础相对薄弱,创作⽔平参差不齐,价值取向也各不相

同。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调解下，群众性版画受到其它画种的强烈冲击,甚⾄使⼀

些版画作者都转向了其它画种。但群体版画也依然具有⼀定的活⼒，对版画作

品的普及性与丰富性⽅⾯起到了很⼤的作⽤。北⼤荒版画群体是以画院专业画

家为龙头带动各地群体版画作者,⽬前⿊龙江省各个地区群体都建有专业版画

院。其中县级地区也有新建的专业版画院,这是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有⼒资

源。但⿊龙江省的学院⼒量相对我国的经济发达省份的版画⼤省要薄弱,⿊龙江

省的美术类学院还需更好的建设才能更好地作为版画发展⼒量的有⼒补充。

第⼆二节  独特地域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

北⼤荒版画鲜明独特的地域特⾊和浓郁⽣活⽓息是宝贵的财富,好的艺术作

品离不开⽣活,这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北⼤荒版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向性

http://pp.papercheck.cn/report/static/20150402/3206067186740/htmls/sentence_detail/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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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继承与发展,但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变⾰与拓新。另⼀⽅⾯是要求每⼀个版

画作者要探求是个⾃⼰的风格,有⾃⼰的创新。即便是继承传统,也不能固守传

统,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开拓创新并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三.  别具特⾊色套⾊色⽊木刻画⻛风与多版种并存的学院版画对⽐比

北⼤荒版画在套⾊领域独树⼀帜，有⾃⼰⾮常科学完整⼀套的⽅式⽅法，

不论在深⼊⽣活选取素材还是审美情趣上都有⾃⼰独到的⽅法。北⼤荒版画刻

制粗犷与精致、注重意境、夸张变形，分版、⽤⾊、刻制、印制等⽅⾯都有⾃

⼰独到的⽅式⽅法，很多专业美术院校的作者都望尘莫及。但是，北⼤荒版画

也存在版种单⼀的问题，近些年⿊龙江省出现了很多实践三版创作的作者，希

望北⼤荒版画、⿊龙江版画能够早⽇摆脱只有⽊版创作的尴尬局⾯。由于教学

需要，学院版画的设施相对齐备，版种齐全。在这种条件下，版画作品也相对

丰富。⽽北⼤荒版画、⿊龙江版画在版种⽅⾯还要所有⿊龙江的画院、学院、

群体共同努⼒，才能使整体的⿊龙江版画早⽇摆脱只有⽊版画创作的不利局⾯，

让⿊龙江版画早⽇形成多版种并存，多版种繁荣发展，并相互影响、相互带动、

共同发展的有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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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北北⼤大荒版画的未来

在艺术发展多元化的今天,各种艺术思潮和当代艺术流派不断涌现,现实主义

的艺术传统也没有被削弱,它正在以某种新的⽅式发展变化。因此,北⼤荒版画还

应该保持⾃⾝的优势,整合⾃⼰的资源,任何画派的发展壮⼤,都是⼈才的因素,北

⼤荒版画要在新的时代发展壮⼤,⼀定要重视⼈才、尊重⼈才、培养⼈才、留住

⼈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持续、健康、稳定的良性发展。

        

      第⼀一节  北北⼤大荒版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方向性

  

    北⼤荒版画流派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发展中，发⽣过很多次的创新和变

⾰，也正是因为这么多次的创新和变⾰才让北⼤荒版画、⿊龙江版画发展到今

天仍然经久不衰。创新和变⾰是北⼤荒版画发展的优秀传统。笔者以为，北⼤

荒版画、⿊龙江版画发展的可能性和⽅向性都蕴涵在历史和时代北⼤荒版画发

展的创新和变⾰的要求之中。

第⼆二节  本⼈人版画创作与前代版画家相同点和不不同点

北⼤荒版画是以独具北⽅地域特

⾊和体现浓郁⽣活⽓息为主体艺

术风格。题材多以风景为主。笔

者本⼈作品在⽴⾜北⽅地域特⾊

和体现浓郁⽣活⽓息上继承北⼤

荒

版画的优良传统,坚持深⼊⽣活,

⼒图捕捉到时代典型的画⾯,在深⼊挖掘地域⽂化体验社会⽣活的基础上,表达内

⼼的真情实感,努⼒寻找版画的新语⾔、新语境。本⼈作品主要以描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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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农民为主,表现农民淳

朴、善良、勤劳的性格，并

尽⼒在画⾯中的塑造⼈物形象让⾃⼰与观者⼼⽣感动,去追求艺术的⽣动与真

实。同时，笔者本⼈⼒图把学院⾥学到的造型因素结合到版画创作中,这也是北

⼤荒版画所⽋缺的。因为以前北⼤荒版画作者基本都没有经过美术学院的专业

训练,很难对⼈物进⾏深⼊细致的刻画。同时，笔者再进⼀步对套⾊版画的做深

⼊研究与探索,尝试六到七版的多版⼈物套⾊,寻找⾃⼰的版画艺术语⾔。《艺术

为⽣活》是我其中的⼀幅套⾊⽊刻版画。在套⾊⽅法上,采⽤了六个版的⽆主版

套⾊⽅式,与以往北⼤荒版画有所区别。它表现了⿊⼟地上的⼈们秋收农忙时休

息的瞬间⽣活。作为⼀种民间艺术形式的⼆⼈转,在东北是⼀种很受当地百姓喜

爱的艺术形式。⽅便随意，随时可以拿起⼀把扇⼦、⼀块⼿绢并唱起来、舞起

来。艺术已经在⽣活中与他们中很⾃然的产⽣了联系。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艺术

已经进⼊了⾃⼰的⽣活并让⽣活充满快乐变的更加美好。⼆⼈转作为调剂枯燥

劳动的媒介,使⼈们暂时忘记了劳作的艰⾟,反⽽苦中有乐,在劳动中体会到⽣活

的美好。为⽣活增添⼀种乐趣。《收获幸福》是⼀副七版套⾊⽊刻版画,表现的

是北⽅农民秋收时的劳动场景,也是赞许现代科技在普通⼭村⾥的应⽤与普及.画

⾯呈现的是⼀幅⾦黄⾊的深秋景像,装满⼀年⾟勤收获的⽜车、⽜车下堆积的⽟

⽶杆、打电话的农村妇⼥、⼣阳笼照下⾦⾊的⽥野⼀眼望不到边、到处都充满

了温暖。在这种普普通通的⽣活中,使我深切的感到农民的充实与幸福。这种普

普通通的⽣活让我感到⽆限亲切与温暖。

http://pp.papercheck.cn/report/static/20150401/3206007073447/htmls/sentence_detail/9.htm
http://pp.papercheck.cn/report/static/20150401/3206007073447/htmls/sentence_detail/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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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六到七版的套⾊,使⼯作量在⽆形中加⼤,特别是写实的表现⼿法使

版画的制作更加复杂。对于写实绘画,笔者是发⾃内⼼的喜欢。我性格沉稳有耐

性,经得住长时间从事⼀件事情的考验，从不排斥复杂繁琐的事物。所以⾯对⼀

幅需要深⼊细致表现的画⾯,笔者会感到能够使上⼒量,能够有的放⽮。最主要的

是, 写实⽅法最为适合笔者在艺术上的审美情趣与艺术追求，这也是笔者最终选

择写实绘画的最重要的原因。写实的表现⼿法对于笔者本⼈是⼀种乐趣,⼀种深

刻表达艺术见解和理念的理想⼿段,⼀种表现⾃然与⼈⽣的最好⽅式。笔者对艺

术的追求是对⼈物的内⼼世界作深⼊细腻的刻画,努⼒表现⾃⼰的真情实感,表现

出⼈物真实的内⼼世界。                                                                                                    

个⼈的情感、审美情趣、对社会与⽂化的认识都是笔者对版画创作题材本

⾝考虑的因素。对当代农民的⽣活和农业⽂化进⾏深⼊的思考和反思,应该说对

当下美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依然是中国最⼤的⼈群,他们的⽣活状态关

系着中国的命运。笔者以为，表现当代农民的⽣活是当下艺术家责⽆旁贷的⼈

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个题材对以风景为主的北⼤荒版画来说是⼀种拓

展,或许能够为北⼤荒版画开辟⼀⽚新天地。

   
     第三节  当下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如何让地域⽂文化具有世

界性

优秀的民族⽂化就是世界的⽂化,世界⽂化⼀定都具有民族性。⿊⼟地的独

特性正是孕育⿊⼟⽂明的独特养分。游牧和狩猎⽣活传承⾄今形成独特的⽂化

传统。北⼤荒版画就是在这样的滋养之下拥有了鲜明的地域⽂化特⾊,也就具有

民族性、与世界性。所以北⼤荒版画要想能够获得持续、健康、良性的发展,⼀

定要继续扎根本⼟⽂化,⾯向现代，最终⾛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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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随着中国版画的发展,版画在新材料新语⾔上不断研究实验,艺术形式越来越

多元。北⼤荒版画要想⽣存发展,必须⽴⾜本⼟，凭借浓郁地域风情，厚重的地

域⽂化底蕴，质朴的⽣活，粗犷豪放与精致细腻并存的形式风格,才能持续长久

的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上重要的⼀部分。不管北⼤荒版画最终能够⾛向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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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与包容当代社会和国际环境中,它⼀定会迎来新的辉煌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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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谦逊的态度和学术⾼度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感动并值得我学习。在此感

谢我的妻⼦在我上学期间的陪伴⽀持，还对帮助过我的所有⽼师、朋友、同学

表⽰感谢。

                                      王惠亮                                               

                                       2015年3⽉25⽇于中央美术学院 



!13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著发表

序号
作品/论⽂文/著作名

称
期刊/出版社 发表时间 作者排序 备注

　1
我的艺术追求与选

择
　美术、 　2014.2 王惠亮　 　

　2
我的艺术追求与选

择
　中华⼉⼥、 　2014 王惠亮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序   号 获奖/展览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级别 备 注

　1
第⼆⼗届全国版

画展优秀奖

中国美术家协
会 　

2013
年 国家级　 　

　2
⼗⼆届⿊龙江省

美展⾦奖

省宣传部、省

美协
　2014．5 省级 　



!14

　3
灵⽯国际版画双

年展⼊选

中国版画艺委

会
　2014 国家级 　

　4
南京国际美术作

品展⼊选

南京国际美展

组委会　
　2014 国家级 　

　5
⾸届中国版画⼤

展⼊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2014
年 国家级 　

　6
⾸届深圳100版画

⼤展⼊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2014
年 国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