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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版画曾在国内外美术界产⽣⼀定影响。在千百年来厚重的草原⽂化

的根基下，浓烈独特的地域特⾊及边缘性风貌，加之以蒙古族为主的草原少数

游牧民族的风俗、风情所赋予的质朴的⽣活意象，使哲⾥⽊版画渐渐形成了粗

犷、豪放的画风。然⽽，中国社会⾼速发展与中国版画深刻变化的今天，哲⾥

⽊版画作为中国群体版画的⼀⽀同样遇到诸多问题。本⽂作者本⾝作为哲⾥⽊

版画创作及⾼校版画教学队伍年轻的⼀员，结合⾃⼰创作与理论研究经验，通

过对哲⾥⽊版画基本特征的概括与分析，并对当代版画语境下对其本⾝所具有

的地域性、民族性、⽣活性、探索以蒙古族审美⼼理为主的草原精神⽂化内涵

是哲⾥⽊版画的精神家园为⾓度予以再认识并提出⾃⼰的新观点，希望有利于

对草原传统⽂化的传承与发展，更能为哲⾥⽊版画的进⼀步创作及内蒙古东部

地区学院版画教学和创作提供思路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哲⾥⽊版画；少数民族；基本特征；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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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rem print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art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eavy grassland culture foundation, strong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marginal style, combined with the rustic life imagery Mongolian steppe 

dominated minority customs, customs conferred make jirem prints gradually formed a 

rough, bold style.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Printmaking Today profound changes, jirem printmaking printmaking as a 

Chinese group also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The author itself as jirem 

printmaking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printmaking, a member of the young team, 

combined with his experience in the creation and study theor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jirem prints summary and analysis, and the context of its 

contemporary printmaking itself has regional, ethnic, sexual life, exploring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Mongolian grasslands dominat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the 

spiritual home of jirem prints angle to be recognized again and make their own new 

ideas, I hope it is beneficial for grasslan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ideas and creative jirem prints 

and lithographs Regional College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creative teaching. 

Keywords: Zhelimuprintmaking; minority; basiccharacteristics; recogniti
on 



!I

⽬目 录
版权声明.....................................................I

学术规范声明.................................................II

学位论⽂文电⼦子⽹网络出版授权使⽤用授权声明.........................Ⅲ

摘要.........................................................Ⅳ

ABSTRACT.....................................................Ⅴ

⽬目录
引⾔言..........................................................1

1 哲⾥里里⽊木版画的基本特征分析....................................2

1.1浓郁的草原地域⻛风情，鲜明的少数⺠民族特点...............................2

1.2 厚重的草原⽂文化底蕴...................................................3

1.3 质朴的⽣生活意象.......................................................4

1.4 粗犷、豪放的画⻛风.....................................................5

2哲⾥里里⽊木版画的基本特征再认识...................................7

2.1 当今版画发展多元化下如何诠释地域性与⺠民族性...........................7

2.2 对⽣生活性的新认识.....................................................8

2.3 当代社会环境中，探索以蒙古族审美⼼心理理为主的草原精神⽂文化内涵是哲⾥里里

⽊木版画的精神家园......................................................9

结论....................................................... ..14

参考⽂文献................................................... ..15

致谢..................................................... ....16

学术成果统计................................................ .17



!1

引  ⾔言

独树⼀帜的哲⾥⽊版画 从上世纪五六⼗年代开始在哲⾥⽊草原上孕育，在1

伴随着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同时彰显过独特的魅⼒，曾数次进京举办展览，在

全国性重要展览中以⾃⼰的独特艺术特⾊多次露⾯，作品也多被国内外收藏。

厚重的草原⽂化的根基，浓烈独特的地域特⾊及边缘性风貌，加之以蒙古族为

主的草原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所赋予的⽣活原始意象，使哲⾥⽊版画渐渐形

成了质朴、粗犷、豪放的画风，对哲⾥⽊版画的这些基本特征的梳理与分析，

对于哲⾥⽊版画的继承和创新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哲⾥⽊版画由于⾃⾝所

承载的草原⽂化背景所具有的外部环境条件与内部⽂化特征，很难成为现代中

国版画发展的佼佼者，在中国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版画发展多元化的今

天已成衰退之势。 

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饱含着科尔沁草原最原始真实的⽣活质地，鲜明的少

数民族艺术所呈现的草原⽂化的独特艺术特征？如何在当今社会深⼊表达以蒙

古族审美⼼理为主的草原精神⽂化内涵？需要我们对这些特征进⾏思考与再认

识。

 “哲⾥⽊”既哲⾥⽊盟，位于内蒙古⾃治区东部，科尔沁草原和“黄⾦带”西辽河冲积平原。哲⾥⽊系蒙古1

语，意为马鞍吊带，因清代内札萨克⼗旗会盟于哲⾥⽊⼭⽽得名。1999年10⽉，哲⾥⽊盟撤销，成⽴地级
通辽市，之后，哲⾥⽊版画亦称科尔沁版画、通辽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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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里里⽊木版画的基本特征分析

1.1 浓郁的草原地域⻛风情，鲜明的少数⺠民族特点 

哲⾥⽊草原地域主体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带，历来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游

牧⽂化的发源地之⼀。苍苍⾼天、茫茫草原的⾃然环境孕育着粗犷豪放、胸怀

宽⼴、勤劳质朴的民风⽆不透射出⽣活在这⽚草原的⼈们胸襟的开阔和性格的

坚强，⽽哲⾥⽊版画就是上个世纪五⼗年代诞⽣于这⽚草原。由于同处于⼀个

地域，同在⼀个⽣存空间，共同成长在同样的历史⽂化地地貌环境，哲⾥⽊版

画艺术整体⾯貌显⽰出⼀种相同的地域性特征。当时受经济条件和地域条件的

限制，作品材质原料多为⽊板，⽊刻版画本⾝所具有⼑刻之美、⼒量之美及痕

迹之美的本质特征与草原⽂化所彰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化特征不谋⽽合，加

上⽊板所具有的单纯直接原始的视觉特性也增添了哲⾥⽊版画作品的专注性情，

独特的地域特征与蒙古族民族风貌相融合，也充分体现草原⽂化的传承，更加

突显了少数民族⽂化的鲜明特点。这种浓郁的草原地域风情、鲜明的少数民族

特点⾃然⽽然的成为了哲⾥⽊版画的⾸要特征。这也是哲⾥⽊版画家们⼀直眷

恋和守望的内因，哲⾥⽊版画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源泉——⾃然条件和⼈⽂环

境的沐浴下不断成熟起来。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哲⾥⽊版画多数主要作品，内容

均以草原题材为主，这种坚守，使哲⾥⽊版画家们多运⽤远离所谓主流美术的

观念⽽进⾏创作，进⽽产⽣了卓尔不群的创作语⾔和审美思维⽅式。浩瀚的草

原风景和风格明显的民族特⾊，成为哲⾥⽊版画独树

⼀帜的艺术源泉，并从⼀开始到现在，始终默默滋养

着这⽀群体队伍。尤其在20世纪80——  90年代，写

实的、乡⼟的、风情的、风俗的绘画风格成为中国绘

画的主要部分，草原内容题材作品也成为当时全国性

⼤型美术展览上重要构成部分，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

审美门类的⼤背景下，1983年7⽉，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的“哲⾥⽊版画展”所展出的200多件版画创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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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当时美术界的⾼度关注。作品表现的内容题材⼏乎全部以草原地域风情

及蒙古族民族⽣活为主，该展被当时中国美术界誉为最具有地域性版画风貌的

展览之⼀。这次展览之后，哲⾥⽊版画创作开始逐步⾛向成熟，仅以全国美展

及全国版展获奖的部分代表作品为例⼦，哲⾥⽊版画地域性及民族性的特征就

表现得尤为突出。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刘宝平、张德恕的获铜奖版画作品《新娘》

（图1），表现的是蒙古族新娘刹那喜悦羞怯的表情；另⼀

幅铜奖作品⽥宏图的版画《草原，你早》，则表现的是草

原牧⼈坚毅乐观的⽣活群像。获“第⼗三届全国版画作品展

览 ” ⾦奖作品的邵春光、欧⼴瑞的版画《乌珠穆沁的傍

晚》，通过对等待牧归的蒙古⼈形象当代视觉个性描塑，

对蒙古族民族观念、性格及所体现的精神⽓质进⾏了现代

诠释。版画家王作才的第⼗四届版画展铜奖作品《秋风》，通过对哲⾥⽊草原

牧民打草场景的优美勾绘，明快的⾊块与线条和⾳乐⼀样的节奏感仿佛让⼈能

感到草原的飒风，表现的打草牧⼈妇⼥与草原秋景的完美结合。⽽第⼗届全国

美展优秀奖作品，安⽟民、梁丽的版画《天堂》（图2）则表现的是梦幻童话般

的草原天堂世界，清新⽽素美，表达了作者对草原的眷恋与热爱。      

    

1.2 厚重的草原⽂文化底蕴 

草原⽂化——中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历史⽂化发展过程

中，具有区域性特征的科尔沁草原⽂化艺术传统始终在影响、制约着⽣活在这

⽚草原上的⼈们的⽣活习尚的同时也塑造着区域民族的⽂化性格。

哲⾥⽊版画发源地科尔沁草原，集⾝于北⽅游牧蒙古民族⽂化、富河⽂化

和红⼭⽂化的发祥源地之⼀，⼀直是蒙古⾼原游牧民族繁衍⽣活的圣地，也直

是科尔沁草原⽂化艺术的创作源泉。从辽⾦时代的古城、古墓⼀直到元清朝代

的王府、佛庙等历史⽂化古迹，也孕育了神⼸英雄——科尔沁世祖哈布图哈萨

尔、清代国母孝庄⽂皇后、僧格林沁、嘎达梅林、⼘和克什克、克兴额等历史

著名⼈物。民歌、长调、蒙古剧、曲艺、民间图案、安代舞等诸多艺术形式及

http://baike.baidu.com/view/83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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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与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杂居的⽂化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哲⾥⽊地区厚重

的⽂化底蕴，这些⽂化给养⽆论从内容形式还是审美风格上都深深的影响着哲

⾥⽊版画家的创作理念。版画家⽥宏图在2010年完成了8⽶巨幅版画《嘎达梅

林》（图3），作品画⾯壮观壮阔、⽓贯长虹。这不是画家第⼀次表现嘎达梅林

的作品了，早在三⼗多年前，⽥宏图就出版过连环画《嘎达梅林》，是⿊⽩⽊

刻的形式，且不说作者两次对嘎达梅林的艺术表现异同，就题材⽽⾔，作者多

次选择同⼀主题就值得深思。嘎达梅林是哲⾥⽊这篇草原当年的反抗封建王爷

统治的英雄之⼀，他的英壮之举和顽强精神为很多⽂艺形式所引⽤，⽽⽥宏图

多次以⼀个英雄的传奇为主题去个性的表现⾃⼰的版画艺术，其实背后代表的

是哲⾥⽊草原游牧民族⽂化中所⼀直蕴蓄的崇尚英雄的⼈⽂审美观念。

�

1.3 质朴的⽣生活意象

哲⾥⽊版画所表现出的蒙古族内⼼隐藏的审美倾向和性格，体现了这⽚草

原上以蒙古族为主的各民族⼈民顽强的⽣命⼒和哲⾥⽊草原的独特艺术特征风

貌。众多版画作品中那朴素原始的造型，是⽣长在这⽚⼟地上的劳动⼈民最原

始质朴⽣活的意象。置⾝于草原牧区真实⽣活、熟悉⽣活、重视⽣活、赞美⽣

活，⽆疑是哲⾥⽊版画作品的重要特点。照⽇格图的《打马掌》（图4）、《哲

⾥⽊五⽉》、《接站》，萨因章的《姊妹》，杰仁台的《蓝⾊故乡》、《雪

花》，格⽇勒图的《牧铺又⼀春》等代表作品简练、明快、抒情，赞美了当时

新草原的新⽣活。哲⾥⽊版画的早期作品虽

在技巧不够精致，但却是当时哲⾥⽊草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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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画意的直⽩再现与记录，这些⼤多出⽣于解放前的⽼版画家们都有⼀个共同

点，就是从个⼈⾃⾝经历及草原社会变迁出发，作品充满淳朴、真实的⽣活体

验，这对当代版画家来说是⾮常可贵的。画家刘宝平在回忆全国第六届美术作

品展览获奖作品《新娘》体验⽣活的经历时说：“那阵⼦⼉牧区都是蒙古包和牧

民啊，我从蒙古包⾥出来，就听见那边蒙古包⾥挺热闹，我就过去了，看见⼤

概有⼆三⼗⼈呜呜喳喳的，⼀看是结婚，这时

候有个⼩伙⼦从蒙古包⾥出来了那个酒瓶⼦，

给新郎新娘⼀⼈⼀个碗，然后就往碗⾥到⼀下

⼦酒，新娘先端起来，她想喝又不敢喝，这阵

⼉四周⼩青年就起哄……酒碗拿下来以后她马

上⽤左⼿就把嘴捂上了就笑，就这个动作，当

时我就想着就是我要画的”。这种深⼊牧区体

验⽣活有感⽽作的传承同样使另⼀幅获全国第

⼗三届版画作品展⾦奖的哲⾥⽊版画代表作品《乌珠穆沁的傍晚》（图5）诞

⽣，“草原上是有云就下⾬，云彩突然移过来，⼀⽚⾬就要落地，这个时候天空

出现两道彩虹，因为傍晚了，旁边还有⼀家牧民，他们在等待牧群的回归……

画的时候很激动，当时⼀下形成⼀种感觉，冲到脑⼦⾥边”画家邵春光这样描述

当时的情况。⽆边⽆际的绿海、蓝天⽩云的⼴阔、满天彩霞的牧归，炊烟缭绕

的蒙古包……哲⾥⽊版画不仅描绘着草原美景也记录游牧民族新社会的⽣活变

迁，反映着草原⼈民的思想情绪，给观赏者以强烈的⽣活⽓息，质朴的⽣活意

象成为哲⾥⽊版画最基本也是最显著的艺术特征，作者们始终深⼊⽣活，热爱

⽣活，从中为⾃⼰进⾏创作吸收充分的养料。

1.4 粗犷、豪放的画⻛风

哲⾥⽊版画内容取材主要是以哲⾥⽊草原地域、⼈⽂环境下蒙古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活意象。在草原游牧民族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聚居在这⾥的以蒙

古族为主的各民族⼈民的审美观和审美⼼理其实都受蒙古族独特的风俗风情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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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民族⽂化品格、民族审美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从⽽使这种质朴、原始、刚

劲、豪放的民族审美观成为整个哲⾥⽊版画艺术创作者的创作源泉。“哲理⽊版

画（哲⾥⽊版画）的审美品格粗犷、豪放，与⼩巧、纤细⽆缘，这是辽阔草原

孕育的结果，是由牧民本⾝的勇敢、剽悍、旷达决定的，即使⼀些⼩品也宁拙

⽏巧，宁⽅⽏圆” 。  ⽽表现题材、形象塑造、⼿法处理、材料选择、⾊彩表现2

等绘画元素的独特运⽤使得哲⾥⽊版画艺术粗犷⽽又豪放的画风⽇渐成熟。

哲⾥⽊版画作品多以⽊版作为主要表现版种，⽊刻版画本⾝所具有的 “⼑

味”、“⽊味”、“印味”的美感因素为哲⾥⽊版画艺术的风格形成提供了前提条

件。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探索，结合画⾯饱满的构图、挺拔有⼒的线条、

夸张的⼈物造型、厚重斑驳的肌理效果、深沉浪漫的⾼原⾊彩、绝版油印套⾊

为主等的表现形式，使哲⾥⽊版画的艺术语⾔的表现⼒上达到了⼀定的深度，

画⾯在视觉和⼼理上都给⼈⼀种⼤⽓磅礴的⼒量美感，整体上形成了粗犷、豪

放的独⽴⽽又独特的画风。⽥宏图的作品《草原之⼦》是哲⾥⽊版画风格的最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采⽤满构图，画⾯宏⼤、线条粗壮，集合⾦⽯⼑法之意，

冠以朴素简洁⾊彩，准确的表现出草原牧民的坚毅形象，作品在情景交融之中

从个体⾓度深化了蒙古族精神变迁。⽽的《乌珠穆沁的傍晚》却采⽤当时版画

家很少运⽤的绝版油印套⾊⽊刻的形式进⾏创作，并运⽤反印的⽅法使整个画

⾯油印⾊彩与印痕不断的叠加，⼒求

画⾯更加丰富、浑厚。在构图上也采

⽤满构图，整个画⾯⼈物顶天⽴地，

充满刚劲之⽓与史诗感。时⽽粗犷、

时⽽含蓄的结构线条对草原牧民的朴

素与坚守的民族性格进⾏夸张表现。

⾊彩厚朴⽽深沉加上丰富的肌理效果，

整个画⾯充满⼀定的精神张⼒与视觉

齐凤阁：《新时期的版画》，《中国现代版画史1931-1991》，⼴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P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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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萨因章的《红云》（图6）构图饱满、⼈物简洁、⾊彩概括、⼤⼑阔

斧，既不乏草原⽂化的视觉传承、现代形式的介⼊，更传达了草原简朴宽阔的

审美倾向。乌恩琪作品《苍穹》（图7）、王作才作品《草地风》系列作品偿试

利⽤传统的或现代的艺术跳跃流动的点线所构成的优美画⾯来表现草原的辽阔

博⼤深邃及⽣命的⼒量。

     

2 哲⾥里里⽊木版画基本特征的再认识

2.1 当今版画发展多元化下如何诠释地

域性与⺠民族性

毫⽆疑问，地域性与民族性对于作为当

代群体版画⼀员的哲⾥⽊版画的艺术特

征的形成起到基础作⽤。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国已进⼊21

世纪⾼速发展时期，整个⽣活环境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版画创作的⼤环境

也随之改变。同样的地域、同样的民族，怎么这些年⼀提哲理⽊版画，⼤家都

认为太“⽼”了，千篇⼀律的牧⼈、蒙古包、⽜、马、⽺. . .确实，作品⼀味的在

重复，可以见得所谓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已经成为⼀种形式，⼀个号未成熟

的符号，这种固守与简单的表现使哲⾥⽊版画的发展在现代视觉语⾔环境下举

步为艰。我们在时代给草原带来的惊天变化，特别是交通的发达与信息时代的

到来⽽惊喜的同时，单纯的地域民族风⼟⼈情再

现的艺术观念的延续明显已不适应当代中国艺术

多元化格局的⼤背景。在满⾜了当初⼈们对草原

地域民族风情的猎奇⼼⾥后，⼀味的重复相对陈

旧的视觉语⾔显然使哲⾥⽊版画给⼈们感觉明显

滞后。当然，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是哲⾥⽊版画

不可丢弃的基础，然⽽如何继承和发展这种独特

的优越却成为当今哲理⽊版画创作思考的问题。

也就是说，哲⾥⽊版画不能单单停留在蓝天⽩云、绿草骏马、⾐着蒙古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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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原风情视觉形式的简单再现，不能单停留在对哲⾥⽊版画基本特征的表⾯

描绘，⽽是要提⾼作为不断成熟的独特群体版画作品的观念转变与版画语⾔的

思考和研究，更多的赋予时代⼈⽂关怀，提升哲⾥⽊版画的艺术价值上,创作出

具有原创性与艺术性、令⼈感动的、真正体现草原游牧⽂化民族与地域独特特

点的作品。例

如欧洲绘画史

上布鲁盖尔《婚

礼上的舞蹈》

（图8）、《农

民之舞》、《盲

⼈》等作品中

所表现出的北欧民族⾃律、⾃信与⾃觉，夏加尔《新娘》（图9）、《我与村

庄》等作品所表现的对故乡的怀恋之情与对犹太教的虔诚之⼼，毕加索那些充

满民族⽓节和民族悲伤之情的传世之作，都是⼈类艺术的⾼峰。再⽐如王华祥

代表作品《贵州⼈》系列（图1 0），不仅是

⽊刻版画语⾔及技法上的突破，也不仅是贵

州⼈的地域及民族⾝份的明确表⽰，更多的

是作为地域民族情感经验与地域⽂化沉淀的

阐述，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普通劳动

⼈民纯朴、坚毅与善良品格的感动。同样我

们从贺昆版画作品中也有所体悟，画⾯不仅仅表达⽣活地域⼟地上的⾃然  风

光，更重要的是把内⼼景观的丰富表达出来，⼀看就感觉到⼀种艺术化的云南

地域⾊彩。内蒙古版画创作近年来也多有作品尝试，苏和的版画《巴丹吉林》

（图11），简明、强烈的红⾊与复杂机理印痕的制作构成的画⾯，充满忧患意

识的、带有⼀种批判态度的来深度思考当代草原⽣存环境及⼈与⾃然的关系。

题材本⾝只是媒介，并⽆新旧之分，但有深浅之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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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求我们对⽣活的观察和理解应更为深刻，要求我们的作品应更加注重艺

术价值！ 

2.2 对⽣生活性的新认识

哲⾥⽊版画数⼗年，震撼⼈⼼的作品⽐⽐皆是，简美的构图与⼑法、纯洁

唯美的颜⾊与⼴⼤的⽓魄与胸襟只有挚爱⽣活的⼈才能体会！在与许多哲⾥⽊

⽼版画家交流时，⼤家⽆疑当年在创作出优秀作品时最⼤体会就是对⽣活的深

⼊。他们⼀去牧区就是⼏⼗天甚⾄⼏个⽉，与牧民同吃同住，⼀起放牧，⼀起

喝酒，⼀起放歌。⽣活不仅使他们坚毅、更使他们感悟，所以能创作出令⼈感

动的好作品。反映⽣活且⾼于⽣活是每⼀个艺术创作者的责任。然⽽近些年，

哲理⽊版画作品精品却越来越少，⼀些青年画家根本没有深⼊过牧区，这⽚⼟

地发⽣了什么变化，这⾥的牧民有了什么样的改变，环境又是怎样却⼀概不知，

⽆⾮有甚者只是偶尔拍拍照⽚、赶个牧民那达慕聚会便照搬临抄怎能创作出好

的作品？也有的画家曾创作出优秀作品后⼀味迷恋以往的图式的重复，不在继

续体验和观察⽣活，作品缺少思考和变化，这都是原因。那么，单单有了牧区

草原的⽣活体验就够了吗？如果说近些年画家脱离草原⽣活还只是表⾯现象，

更深层的原因是缺少对⽣活真实的反映和对草原⽣活的真情感悟与深刻理解。

例如朝⼽早期那些透漏着草原朴实⽓息的风景素描可以是经典性的说明，没有

那些民族⼈物与场景道具同样把草原的悠远与⼴阔画得荡⽓回肠、⽓势恢宏。

同样，他画中的⼈物穿不穿民族服装都能透漏这⽚草原上⽣活的⼈们的独特⽓

质，这种⽓质是具有时代⽓息的、能够体现⼈的⼼灵与⾃然相交融的境界的。

每个时代都有对当时的⽣活的真实反映与深刻理解，我们不能照搬以往的作品

风格，反映⽣活、⾼于⽣活是每⼀个画家的责任。哲⾥⽊版画在最辉煌的时期

⽣活性作为最⼤特征在新⼀代版画家继承是必须加强对⽣活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否则不仅不能创作出好作品，更会使作品流于形式⽽不能发扬哲⾥⽊版画的精

髓。认为只有下乡才是体验⽣活，抱怨草原现代化的进程不⼊画，是⼀种狭隘

的体验⽣活的说法。哲⾥⽊版画不仅要描绘草原牧民⽣活，更要表现创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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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感悟与精神追求；不仅要表现⽣活在

这⾥的⼈们的时代变化，更要传递草原⼈

的坚毅与豁达；不仅要描绘草原风景的优

美和草原⽣态变化，更要挖掘草原游牧精

神及审美⼼理的内涵。

2.3 当代社会环境中，探索以蒙古族审美⼼心理理为主的草原精神⽂文化内涵是哲⾥里里

⽊木版画的精神家园    

哲⾥⽊版画在上世纪⼋九⼗年代繁荣时期精

品倍出，彰显了作为群体版画的地域性、民族性、

⽣活性及逐渐成熟的粗犷、豪放的绘画风格，代表

了⼀个时代，和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艺术⾼潮。但

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速发展所带来影响使科尔

沁草原⽆论从社会环境还是⽣态环境都发⽣了巨⼤变化。

中国版画艺术的⽇渐成熟，版种、材料、印制技术等外

部条件的困扰早已不是哲⾥⽊版画停滞不前的主因。当

代社会环境中，如何继承和发展哲⾥⽊版画的艺术特征？

如何挖掘和发扬哲⾥⽊版画的精神内涵？如何提升哲⾥

⽊版画的艺术价值？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主题！我认为

我们更多的哲⾥⽊版画家应该把⽬光聚集在如何提升哲

⾥⽊版画艺术的精神内涵上，艺术创作作品也应该更多关注对民族民间⽂化融

合、草原⽣态环境、草原⼈民在当代发展潮流中的变化等问题的⼈⽂思考。总

之，探索以蒙古族审美⼼理为主的草原精神⽂化内涵应该逐渐成为哲⾥⽊版画

的主题。如果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是少数民族题材精神世界的初次触探，

韦尔申的《吉祥蒙古》中的⼈物已经开始传递⼀种民族宗教般的精神！吴长江

的《茫茫草原》（图12）在严谨写实的形象中传达草原的幽寂与深远，⽽妥⽊

斯的《长嘶》（图13）⼤写意般的造型充满着草原⽣灵的灵动与意象！董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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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边缘》（图14）在默默倾诉着草原⽣态的变化与⽆奈，海⽇汗《流动

的绿》（图15）确在毫⽆禁忌的表现这草原⼈内⼼深处的狂野和洒脱！这些以

少数民族特别是以蒙古族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从不同⾓度对艺术创作的精神性表

现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哲⾥⽊版画的发源地科尔沁草原，由于⾃然条件、地

域风情、原始宗教、⽣产⽣活⽅式、民间⽂化等的影响，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

的草原⼈民独有的蒙古族意识性的审美⼼理观念。这种审美⼼理的外像主要表

现在敬畏⾃然、崇尚英雄、热爱家乡、⾃由、刚强、热情、狂野等，⽽内在品

质却表现在忧患、苍凉、执着、守望、深沉、孤寂、坚毅、悲怆的艺术之美。

苏新平以蒙古⼈和草原为主题的⽯版画作品准确的表现了画家⾃⾝灵魂与蒙古

族审美⼼理完美的碰撞，他觉得“蒙古民族乃是⼀个东⽅型的平和深沉的民族，

他们⼤部分时光是在沉默寡⾔的孤寂状态中度过的，那是⼀个虚幻的、遥远

的、荒凉的世界” 。正是画家这种敏锐的、独特的、深思的、带有强烈的主观3

感受的精神⼒量令我们从他《躺着的男⼈与远去的⽩马》（图16）、《赶马的

牧⼥》（图17）、等⼀系列作品中不仅读到

 苏新平：《我的创作及艺术追求》，《版画艺术》，1990年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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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的

草原的深沉与博⼤、神秘与⾼远的境界，更感受到了草原⼈的深沉与孤寂、守

望与坚毅的⼈⽂关怀与精神内涵。

可见，我们不能狭隘的解读草原传传统⽂化， 也不能简单的理解现代，更

不能趋于形式功利，只有不断的深思与探索，提⾼作品的艺术价值，哲⾥⽊版

画才能永恒。近些年哲⾥⽊版画家也不断进⾏尝试，⽐如王作才的作品《沙地

风》，画⾯中的利⽤点线等构成元素对哲⾥⽊草原沙地的描绘，运⽤挺拔锐利

的⼑刻语汇开始关注这⽚草原的⽣存环境特别是草原

沙化的问题。吕红梅《源》、《源之梦》、《我家有

⼥初长成》等作品则通过画⾯饱满富有张⼒的构图、

夸张富有舞蹈韵律的造型及对蒙古族民间⽂化装饰味

道的融合，从独特

的视⾓关注了蒙古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性真

挚的民族情感世界。⽽⼭丹近年来的代表作

品《圣源》（图19）、《⼤地之吻》、《圣

泉》等作品通过对画⾯中的形体、线条、特

别是⾼原⾊彩的应⽤等绘画语⾔的研究，赋

予了作品⾳乐般节奏感和诗歌般的清新与韵律，具有很强的视觉美感。德⼒格

仁贵通过⿊⽩⽊刻版画《蒙古⾼原》（图20）重新审视草原传统⽂化传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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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画⾯看似简单描绘草原地域⽣活风

情及蒙古⼈形象，细细品来却是草原⾼

远与蒙古族审美精神本质的传递，使传

统蒙古族独有的⽂化背景下的视觉元素

阐述得更加明确化。

再有⾦宝军作品《敢问路在何⽅》（图21）、《追逝系列》等通过具有独特审

美意味和视觉冲击⼒的造型，从个体⾓度对当代蒙古族精神世界、⽣存环境等

问题进⾏思考。可以说，这些哲⾥⽊版画家已经开始利⽤对哲⾥⽊版画基本特

征元素的深思与再认识构筑共同的精神世界，表达各⾃内⼼对现代草原⽂化与

环境的认识与审美。

哲⾥⽊版画作为⼀个群体现象也好、群体版画

也好绝不是偶然现象，⽣活在这⽚草原上的⼈

们⼀旦找到了⼀种艺术宣泄的载体，很快就会

形成⼀种与其地域特征及民族性格⼀样的审美

现实。所以，哲⾥⽊版画出现的艺术现象有着

特殊的时代和环境因素。哲⾥⽊版画的继承与发展是⼀种精神的延续、⼀种民

族情感的寄托、⼀种⽣存环境的关注、⼀种⼈⽂情怀的关爱。作品《茫茫科尔

沁》（图2 3）、《天地苍茫》（图2 4）、是我在

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思考和创作的总

结，作品采⽤绝版套⾊⽊刻的技法，利⽤分格式

的构图，画⾯独⽴又有联系，通过天、地的虚实、

透视、层次与空间感的控制，画⾯⼒求繁琐却不

失朴素、凄凉却不悲伤、荒芜却又不孤独，孤寂

之美与⽣命顽强之美共融，把草原从⼀个⾃⼩就

在这⾥的环境长⼤又是哲⾥⽊版画群体其中⼀员

的我以我⽣活近四⼗年的感受⾓度进⾏描述传递

我对草原之美的⼈⽂思考！这也是这⽚草原作为⼀个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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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长期⽂化积淀与现代化进程冲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我以表现草原风景为

主题的创作中开始疑问，⽀撑蒙古族为主的这⽚草原⼈们坚毅⽣存的背后到底

是什么？草原那种孤独与博⼤、⾼远与神秘的艺术美该如何传达？对于草原来

说⼤海再⼤还是有尽头的，草原却永远⽆边⽆际，世世代代。如何通过作品传

递蒙古族审美⼼理为主的草原精神⽂化内涵是我的的审美理想,也是我的乡愁与

艺术创作追求。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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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版画的发展，哲⾥⽊版画凭借逐渐形成的浓郁的草原地域风情、

鲜明的少数民族特点、厚重的民族⽂化底蕴、质朴的⽣活意象、粗犷豪放的画

风等基本特征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版画历程中不可缺少的特殊的⼀个部分。“美

术只有表达了中国⼈的审美情感，并体现了本⼟⽂化的审美创造之后，才能真

正积淀⼈类的⽂化成果” 。作为哲⾥⽊版画的年轻创作者们只有对这些特征的4

精髓继承和发扬，真正地深⼊、认识、理解⽣活，注重挖掘草原⽂化内涵，守

望精神家园，才能让这朵奇葩永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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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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维尔·维斯绘画艺术
的创作特征 　⼤舞台 　2015年2

⽉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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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
展。 中国美协 　

2013.09 　国家级
　⼊
选

　2 　“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
美术作品展

　⽂化部、中
国美协

　
2013.10 　国家级

　⼊
选

　3 　今⽇草原-内蒙古美术
作品展 　内蒙美协 　

2013.10 　省级
　⼊
选

　4 　全国第⼆⼗届版画作
品展览 中国美协 　

2013.10 　国家级
　⼊
选

　5 　2013 ⼆零⼀三帕多⽡
中华书画展

　意⼤利中华⽂
化基⾦会

　
2013.11 　 　⼊

选

6 庆祝中华⼈民共和国成⽴
65周年内蒙古美术作品展 内蒙美协 2014.07 省级

⼆等
奖

7
第⼗⼆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化部、中国

美协
　
2014.10 国家级

⼊
选

8
第三届造型艺术新⼈展 中国⽂联、中

国美协
　
2014.10 国家级

⼊
选

9

版画中国当代民族版画国
际巡回展—2014蒙古国

中国艺术研究
院；
乌兰巴托中国
⽂化中⼼

　
2014.10 　 　⼊

选

http://www.claf.cn/news/20140804/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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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作为统计格式使⽤，可根据实际成果进⾏增减）
要求： 1、在读期间研究⽣生作品参展、获奖，论⽂文发表、出版都可计⼊入；

    2、凡列列⼊入统计的项⽬目，需另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料均以A4纸复印后交⾄至院系
     a 期刊⽂文章、作品发表需提供期刊封⾯面、封底、版权⻚页⽬目录⻚页及内容⻚页；
     b 专著发表需提供封⾯面、封底、版权⻚页及内容摘要、⽬目录；
     c 展览及获奖需提供⼊入选或获奖证书及作品图⽚片。

　10
2014中韩⽂化交流作品展 　通辽市群艺

馆、韩国亚泰
美术研究所

2014.10 　 　银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