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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版画 (print) 是视觉艺术的⼀个重要门类。⼴义的版画可以包括在印刷⼯业化以前所
印制的图形普遍具有版画性质。当代版画的概念主要指由艺术家构思创作并且通过制版
和印刷程序⽽产⽣的艺术作品，具体说是以⼑或化学药品等在⽊、⽯、⿇胶、铜、锌等
版⾯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
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漏印。 
军事题材版画就是⽤版画形式来反映军事活动的⼀类作品。新世纪以来，军事题材

版画已经进⼊到⼀个更加趋向于多样的特点，军事题材的版画创作在艺术创造⼒和表现
⼒⽅⾯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然⽽和其他国画、油画相⽐，军事题材的版画在作者、
作品或者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但这种情况正在有所改变，⼀⽅⾯从过去受主题、表现⼿
法、时代要求等⽅⾯的局限转为丰富多样、⽇趋成熟的开放性状态；另⼀⽅⾯从艺术的
创新⼒来说，军事题材的版画逐渐增强，⽽且作者也在明显增加。 
军事类题材美术作品的政治表达始终是其作品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追求。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军事题材作品风格⼤都在⼀个主旋律背景下发展前进，其美术本体追
求必然要服从服务于政治诉求。郑振铎先⽣曾对版画做出很⾼的评价，他说：“梨枣图
画，为推动⽂化，功⾼不可胜⾔。”版画在艺术题材中独特的地位可见⼀斑。本⽂从军事
题材版画的背景研究出发，对军事类题材版画的艺术形象进⾏了详细分析，重点探索了
军事类题材版画的艺术形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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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ntmaking is a kind of painting which is eroded or carved on the board with tools such as 
the knife or chemicals. Military themes printmaking is used to reflect military activiti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has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time which tend to 
be more diverse. Now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hav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in the artistic 
creation and expression.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or oil 
painting, military themes printmaking do not have advantages on the number of authors or 
works.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with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an show their own unique 
charm in the world of ar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becomes to be diverser and maturer, but not 
limited by the themes, performance practices and the times in the pa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vies of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author is also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ain pursuit which the military theme arts must follow is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military theme art mostly develop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same thematic, the pursuit of their body art is bound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olitical demands. So, the printmaking's unique position in the art subject matter is evident. 
From the background study of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this thesis detailed analyzes the 
images of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focusing on the artistic image selection for the 
military theme printmaking. 

Key words：Military class；printmaking；art；image；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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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 背景研究 

版画艺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我国最早具有记载的版画
作于公元868年年，是⾮非常著名的“咸通”本《⾦刚般若波罗密经》卷⾸图。版画的制作和研
究在我国明清时期处于⾼峰期，版画在⽂⼈、商⼈、刻⼯的共同作⽤下，出现了多种门
派，可以说达到了版画的⿍盛时期 。版画的兴起，也是艺术门派的兴起。在版画的制作1

过程中，对于题材的选取⼀直是版画制作的基础，也是版画的灵魂。然⽽，进⼊新世纪
以来，版画与油画、⽔彩画等艺术形式相⽐，因其⾊彩单调，制作繁琐⽽逐渐在艺术天
堂中褪去光辉⾊彩。⽬前，很多⼈认为版画只是⼀种印刷产品，⽽不是什么艺术。事实
上这种认知是极为错误的，版画与国画相⽐，同样极具艺术特⾊，由此可见版画的艺术
价值还没被挖掘出来。 
另外，版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化的影响，许多军事题材的版画中西⽅绘画

艺术占据很⼤空间，影响了我国传统⽂化的传承。从⽂化遗产的保护⾓度来看，对军旅
题材版画素材的选取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军旅题材的版画和其他美术作品⼀样具有艺
术性，还由于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具有特殊性⽽深受⼴⼤版画作家的喜爱。新时代的版
画素材应该反应我国军队的团结拼搏、勇敢坚毅的精神，结合西⽅优秀的绘画技巧，反
应新时期军旅⽣活主题。 

⼆. 研究现状 

版画经历了从复制到创作阶段，早期的版画是为了印刷和出版⽽进⾏创作的，创作
⼈、刻⼯、印者都有分⼯，刻画的⼈⽤绘画⼈的画稿为刻板，叫做复制版画。后来在创
作过程中，画、刻、印都可以由画家⼀个⼈完成，这种版画叫做创作版画。版画制作在
最近⼏⼗年发展很快，不仅从制作种类、技法和类型来看，都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现
在，我国的版画艺术融⼊更多中国⾊彩，受到海内外收藏家们的亲睐 。在漫长的中国历2

史⽂化长河中，版画以独特的艺术魅⼒⽽在绘画艺术中占据⼀定位置。现在，版画的经
济价值也逐渐凸显，为版画重新⾛⼊⼈们的视野⽽创造了条件。 

三. 研究意义 

⼀.学术意义： 
近⼏年，军事题材的美术创作取得了很⼤的成就，军事题材版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两⽅⾯，⼀⽅⾯是从过去受主题、表现⼿法、时代要求等⽅⾯的局限转为丰富多样、⽇
趋成熟的开放性状态；另⼀⽅⾯从艺术的创新⼒来说，军事题材的版画逐渐增强，⽽且
作者也在明显增加。当前军事类版画的选择往往取材于军旅⽣活，作品多具有独特的审

张昊.浅谈复制版画和创作版画的关系及意义[D].云南艺术学院,20121

陈铁梅.版画技法的延伸[D].内蒙古⼤学,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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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反映军旅⽣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当代军⼈积极乐观的⼈⽣态度，
为军旅⽣活的正能量宣传提供了平台。当下军事类题材版画艺术形象改变的必要性、争
议性，更新创作观念，梳理在现、当代版画创作中“新形象”与“旧形象”的关系在⼀定程度
上为军事题材版画创作开拓更⼴阔的天地。 

 

晁楣 瑞雪迎春 

社会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过去形式感极强的军事类题材版画产⽣生厌倦，主体⼈人物

“⾼⼤上”的创作⽅式已不能满⾜观众的审美、视觉需求。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多格局的
社会，所有的⽂化现象都具有独特的社会位置⽽被公众所期待，从⽽体现⾃⼰的价值。
军事题材版画的创作艺术形象作为美术装作的重要类型，应该更加贴近⼈们⽣活，更加
具有⼈性化的特点。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它具有教化性、宣传性和歌颂性等因素。如果把
这些因素简单化、放⼤化，也是对军事版画题材的误解。 

实⽤意义 
作为⼀一个军队体制内版画家，我需要在追求版画创作艺术性的同时兼顾军队美术作

品宣传性、歌颂性、教化性的需求。开展军事类题材版画的研究，探索军事题材艺术形
象的鲜活、⽣生动性不不仅仅是为了了更更好地服务于军队，对我个⼈人的艺术创作⽣生涯，也有重
⼤大意义。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所要表达出来的“忠诚于党，热爱⼈人
们，献身使命，崇⾼高荣誉”这⼀一当代军⼈人的崇⾼高使命。体现我俊崇⾼高阳刚壮美的品质和爱
国主义、英雄主义、理理想主义的⻛风⻣骨,培育、建构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符合
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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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类题材版画的选择 

⼀. 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回顾 

⼀.军事类题材作品定义 
《史记·律律书》：“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不备。” 唐 

柳柳宗元 《祭李李中丞⽂文》：“发迹内史，参其军事。” 杨朔 《雪花飘在满洲》：“军事上暂
时的失利利，并不不曾使满洲的同胞对祖国感到失望。”这是对军事的理理解。军事是有关军队
和战争的事情或者事务。军事类题材作品的版画的意思是关于军队和战争类材料料的版画。
版画依靠的是和军队或者战争有关的⼈人、故事、事物等反应军队⽣生活，反映军队的⼠士⽓气，
宣传军队建设、⽂文化和精神。因此，军事类题材作品就是通过军旅⽣生活的素材来体现我
国军队“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军
队的⽣命⼒和战⽃⼒的版画作品 。新世纪的军事题材作品要表现出来的核⼼精神是“忠诚3

于党、热爱⼈民、报效国家、献⾝使命、崇尚荣誉”。 

⼆.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历史 
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了美术作品，中国美术艺术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

社会，他们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崇尚和睦、团结和协作，那个时期发现的绘画作品
多是表现狩猎的⽣生活场景的。版画作品伴随着⻘青铜器器的出现其实就已经出现了了，⻘青铜器器
时代，夏商的⻘青铜艺术上记载了了⼈人类战争、讨伐的重⼤大历史事件。四川成都在1965年年出
⼟土的铜壶上⾯面也刻画了了战争场⾯面，有的⼈人拿着剑，有的⼈人拿着⼑刀，正在相互厮杀。后来
在河南出⼟土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上，战争的场⾯面更更明显，有的在相互追打，有的在刺刺
杀，从⼈人物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有功有守，实在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题材创作。由
此看来，军事题材的美术作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夏、商、周时代 。从最初的在崖壁上作4

画，发展到⽣生活器器⽫皿上绘画，这就是版画最古⽼老老的历史，也就是说从萌芽状态逐步发展
成熟。《左传》宣公三年年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金九牧，铸鼎象物，百
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三代⻘青铜器器纹饰中，属战国时期的河南汲县出⼟土⽔水陆攻战纹
铜鉴、⽔水陆攻战纹铜壶都是上古经典的版画作品 
我国是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为版画的发展提供了了条件。到了了清代，我国的版画

正式发展到了了鼎盛时期。当时的版画是⽤用⼑刀在⽊木板上刻画线条，它和其他的绘画作品最
⼤大的不不同是具有独特的⼑刀味和⽊木味，⼀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经久不不衰。当时的版画出现了了
⼀一个顶峰的状态，各⻔门各派也都有优秀的作品。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镌刻
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金陵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以杭州为中⼼心的武陵派，题材丰
富，刻制精美；徽派更更是具有永久的影响。作品或粗犷豪放，或精巧细腻，⻛风格不不同，
韵味深⻓长。尤其是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比如《刘提督⽔战得胜图》反映了⿊旗军刘永
福将军勇敢击退法国侵略者的战争场⾯。图中有近百名⼠兵，战⼠们⽃志昂扬，英勇⽆
⽐，战⽃激烈，场⾯宏达。敌军被我军层层保卫，⽓氛活跃，是⼀副不可多得的反应侵
略者的战争题材的版画。《⽕烧望海楼》⼀图，描写了咸丰⼗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

彭恒.现代版画艺术创作的图式研究[D].河北师范⼤学,20123

胡丽娜.论解放区⽊刻版画艺术创作[D].河北师范⼤学,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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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后，天津⼈民反抗法国领事丰⼤业袒护传教⼠欺压⼈民，
枪伤知县刘杰随员，⼈民怒烧望海楼教堂之实况。 

我国的近代史是⼀部⽃争史，受到西⽅列强的掠夺和残害，给中国⼈们造成了严重
的伤害。这期间的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也⽐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岘1938年创作的
《巩固团结，抗战到底》，作者采⽤现代版画的制作特点与传统的民间绘画相融合，作
品表现了抗⽇战争的过程中我国军民团结⼀⼼，共同抵抗侵略者的画⾯。作品从正⾯战
场和后⽅战场的描述，表现了我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决⼼和勇⽓，强化了战争⽓氛。彦涵
的《当敌⼈搜⼭的时候》版画，也真实的刻画了战争场⾯，军民团结起来英勇杀敌的场
⾯。抗⽇战争年代的军事题材作品都具有团结、仇恨、誓死保卫祖国的精神，都具有战
争激烈，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精神。近代版画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为主的⽃争题材，不仅宣扬⾰命理想的战⼠，也赞扬了他们为了⾃由、

和平、民主⽽奋不顾⾝的牺牲精神 。 5

当敌⼈搜⼭的时候 彦涵 
现代的军事题材的版画紧扣时代主题，随着改⾰开放的深⼊，⼈们对精神⽣活的需

求也越来越⾼，⼈们的审美和需求也越来越⾼。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表现形式也逐渐多
样化。九⼗年代之后，在改⾰开放的背景下，军事题材的创作也发⽣了巨⼤的变化，由
以前的现实主义表现形式逐渐向开放性、多样性表现，反映时代主题。 
三.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艺术成就  
中国传统军事题材版画尽管在题材的选择上受到各种限制，但是在营造意境的时候

却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对作品进⾏行行跨越时空、不不受
任何约束的想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因⼼心造景、以情造景、领神造景。 
把⽣生活形态转化为版画状态，是⼀一个质的⻜飞跃。⼤大⾃自然是个神奇的造化师，把世界

造就得五彩斑斓。作者只有通过认真的观察、酝酿和消化，才能达到“胸有成⽵竹”的状
态。把现实⽣生活中的形态转化为被⼼心化、物化了了的⼀一种新的物象和形态，被物化作品品
味的⾼高低取决于作者对素材的理理解和对版画技巧的掌握。“意象造型”、“似与不不似”都是

曹佳欣.论当代版画多元化发展趋势[D].⼴西艺术学院,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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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延伸和拓拓展 。 6

以⾏行行写神也是中国军事类题材版画的艺术成就之⼀一，⼼心中的意向被物化到画⾯面上，
这个物化的过程才是包含了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内涵。不不仅涵盖了了平⾯面空间的画⾯面感，
同时还把情感融⼊入其中，这个过程正是画家追求⾼高品位的过程，作品给⼈人视觉上⽆无限的
轻松和愉悦。 
⽼老老⼦子崇尚⾃自然，因此在中国的艺术中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老老⼦子看来，认为的艺

术都是雕琢的，刻板的，不不仅微不不⾜足道，⽽而且会⼲干扰对天道⾃自然的静观，即“五⾳音使⼈人⽿耳
聋，五彩使⼈人⽬目眩”，弊⼤大于利利。在历代军事题材的创造中，画家们都将⾃自然⽣生活中的⾊色
彩转化为⾼高雅的、统⼀一的、主观的⾊色彩，体现了了随⼼心所欲，随意所欲。 

四.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为贵，忍为⾼高。因此，在军事素材的作

品中，⼤大多以粉饰和颂扬正⾯面形象为主，⼈人们崇尚追求美好的东⻄西，在军事上也采取防
守为主。所以，在中国传统军事题材版画素材的选取上通常是⾮非常谨慎。为了了颂扬正⾯面
形象，有了了许多艺术的加⼯工，选材上失去了了真实性和⾃自由⾏行行。传统思想熏陶下的经验告
诉艺术家们，那些残酷的、⾎血淋淋淋淋的、厮杀的作品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也不不能⿎鼓舞⼠士
⽓气，这让我国许多⼤大的历史战争题材没有被流传下来 。 7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文化也出现了了东⻄西⽅方⾼高度融合的状态。我国的美术作品中也
融⼊入了了⼤大量量⻄西⽅方⽂文化元素，版画作为美术作品的⼀一部分，也体现了了这个特点。⻄西⽅方版画
在素材的选择和运笔等⽅方⾯面都⽐比我国的版画⾃自由、⼤大胆，我国的军旅题材版画也融⼊入了了
这些特点。有的作品中对传统版画的⽅方式和习惯融⼊入很少，这对传承我国经典的⽂文化遗
产有许多不不利利的因素。 
军队系统官兵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评判更更注重作品表现，⽽而⾮非理理论探寻，所流传下来

研究史料料和分析评论较少，作品⻛风格流派⽐比较单⼀一，可供使⽤用的素材有限。 
本论⽂文只能对有限的军队题材版画美术作品进⾏行行分析梳理理，从作者主观感受和有限

资料料中进⾏行行研究论述。 

⼆. 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的艺术形象选择 

⼀.建国初期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的艺术形象选择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我国美术艺术也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军旅⽣活作品多

以具有代表性的物象来表达。建国初期军事题材版画作品的艺术形象选择有很多，每⼀
个时代都有⼀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建国初期的军事题材作品的艺术选择要紧紧扣住这
些具有代表性的物象。鲜艳的红旗，预⽰着⾰命的曙光和希望，寄托着胜利。马灯也是
那个时代特有的在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物品，它象征着光明，象征着希望。
眼神是⼀个民族的灵魂，建国初期的版画题材中还有⼀个反应民族灵魂的物象就是眼
神 。在许多作品中，群众炯炯有神的眼光，描绘了在抗⽇战争时期对侵略者的仇恨，同8

谭林锋.试论中国当代版画创作中主体意识的表达[D].华中师范⼤学,20126

孙艳碧.⽊刻版画⼑痕的艺术语⾔[D].哈尔滨师范⼤学,20127

李明.中国当代版画中的中国精神[D].中国美术学院,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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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忾的决⼼和勇⽓，军民团结的信⼼。同时，从眼神中我们看到了战⽃⼀触即发的紧
张状态，感受到了箭在弦上的战争状态。 
新中国成⽴以来，我国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国⼈们⾝上的⼏千年的⼤⼭，⼴⼤⼈们还

过上了当家作主的⽇⼦。⽽这⼀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泽东的运筹帷幄之
下才获得的。因此，版画创作军事题材的时候要反映这个时期的主题。在塑造⽑泽东同
志的时候，⼈们最熟悉的画⾯就是⽑主席或在窑洞前，或在某个⼩村庄，伫⽴在作战地
图前，专注的研究着地图。在他的⼿上，往往夹着⼀根烟头，他的⾝边，⼩碟中装满了
烟头……这些场景，暗⽰了在决战前⼣，⽑主席夜以继⽇的操劳，突出了⼈物挺⽴的形
象。不仅体现了⽑主席作为具有雄才⼤略的领袖形象，让画⾯更具有庄严、肃穆的氛围。
 
这⼀时期的版画军事素材多以反应抗⽇战争为主题，詹建俊的《狼⽛⼭五壮⼠》就是这
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展⽰了作者⾝后的创作技巧和全⾯的艺术修养。《狼⽛
⼭五壮⼠》以纪念碑式的构图，强化了主题。整体的⿊灰⾊把五个壮⼠刻画的雄伟⽽悲
壮，⼤⼑阔斧的⼿法更是让作品极具中华好⼉男的⼒量美。⼈物形象的塑造变化⽽又统
⼀，表情⽣动真实，远⽅的浮云和⼤⼭作为背景表现出了稳固⽽庄严的⽓氛。这幅作品
中，作者把中华男⼉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类作品的相继出现，
为版画的军事题材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 9

这⼀时期的版画以⾼州农民版画为代表，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法震惊了我国
整个美术界。⾼州这座具有悠久的历史⽂化古城也因此被誉为“版画之乡”。创作者⼤多是
当地的农民，他们⽤真情实感，描绘⽣产丰收场景，歌颂祖国新⽣活，表现出了⾼州农
民解放后幸福美满的⽣活。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军事素材的作品，如《遍地英雄》、《备
战备荒》等作品⽣动形象的反应了⼈们⽣活。 

遍地英雄 

狄彬彬.对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发展的分析[J].中国校外教育,20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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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的艺术形象选择 
改⾰开放之前的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更多的是反映抗战时期的⽣活，其中的意向的

选择也具有代表性。这⼀时期的军事素材的版画多反应出“军民鱼⽔情”这⼀主题。作品不
管从故事情节或者画⾯都具有什么感⼈的深度和教育意义。正如⽑代宗的《红嫂》的画
⾯⼀样，在素材的选择上多以刻画军民鱼⽔情这以主题。这个时期的军事类题材多以挖
掘战争时期的⼈⽂特点，体现在抗⽇战争时期，军队和⼈民相依为命的真实故事。⽐如
在《红嫂》这个作品就是取材于在抗⽇战争时期，⼀个农妇⽤乳汁救活了⼀名⼋路军战
⼠的故事。作品将红嫂塑造成⼀个美丽的天使形象。在版画的军事类题材中。也将军民
鱼⽔情的题材作为⾸选。以沃渣创作的《抗战总动员》、《转战南北》等为代表。 

三.当代军旅版画家的艺术形象选择 
当代军旅版画家的艺术形象在选择上与时俱进，突出时代特⾊。由美术家协会和解

放军总政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梦强军梦》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展览在于2014年7⽉25⽇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这次美术作品展览，内容包含了军队建设的各个⽅⾯，集中展⽰了我国
近百年来在美术创作中的丰硕成果。其中李传康的《⼀⼆三四》、胡智林的《挺进》以
及邝明惠的《静静的边境线》等版画作品主要展⽰了当代中国军⼈的铁⾎丹⼼、强军壮
志和战⽃豪情。版画作为美术作品的重要⾓⾊，也承载着宣传当代军⼈凌云壮志的责任。
因此在选择题材的时候要以军事题材、现实题材为主，体现当代军事训练、⽣活的特殊
场景。 
随着社会的告诉发展，中西⽂化的融合，军事题材类的版画作品创作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军事题材的版画整体发展⽔平和趋势和美术其他⽔彩、油画等⼀样，都要展⽰
军旅⽣活。然⽽版画艺术的特殊性，版画与其他美术作品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把
以前在主题、表现⼿法、素材的选择等⽅⾯的局限状态逐渐向开放状态转化，以前题材
的单⼀性朝着多样性发展。其中以部队画家为主的创作队伍显⽰出雄厚的实⼒，军旅画
家已经成为这个题材版画的中坚⼒量。⽯版画家吴长江、苏新平，铜版画家张桂林，丝
⽹版画家周吉荣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佼佼者。题材的选择更为⾃由和开放，对军旅⽣活
具有独特的美学表现意义，并反应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版画作品通过素材反应军
旅⽣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乐观坚毅的美好品质。这种价值观对当今社会精神⽂明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然⽽，我国⽂化与西⽅⽂化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版画绘画技能在作品
中的传承显得有些薄弱。“版画本位论”唤醒了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唤醒了版画家
们意识的回归。版画家们开始借助新材料、新媒介、新技巧，来追求个性的表达。尤其
是在作品中挖掘⾃⾝的精神体验和个性情感⽅⾯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艺术形象和题材
的选择上应该把传统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物象作为⾸选，在传统版画技能的基础上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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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让版画呈现出具有中国特⾊的艺术特⾊。版画创作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崭
新的状态，在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李传康 ⼀⼆三四 
 

胡智林
《挺进》 

三.当代军 事类
题材版 画作
品的艺 术形
象选择 的探
索 

⼀.艺 术 语
⾔言的探索 
版画作 品成为

画家表现内 ⼼世界
和⼈性情感的重要载体，其表现出来的艺术语⾔的第⼀个特⾊是“写意”。“意”是⼀种意
向，是版画作品中给⼈深思、引⼊想象、触⼈情怀，勾起浓郁的思绪的具象化的东西，
是⼈们审美⼼理活动的载体。借物抒情、托物⾔志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在版画创作
中⼀样适⽤。“写意”是版画作品展⽰在观众⾯前给⼈以丰富想象⼒的重要特点，意象的选
择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表现⼒。因此，在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的意象选择中要能够表现⾃
我、伸展⾃我，让个性达到⾃由创作的最⾼境界 。 10

其次，版画作为美术艺术的第⼆个语⾔特点是“笔墨”。画家把笔墨作为⼼灵我载体，
利⽤任意宣泄的⼿法来表现⾃⼰内⼼的情感。因此，我国传统美术作品中对笔墨的考究
很注重，笔墨不仅成为⼀种语⾔⽅式，还是⼀种精神载体，⼀种敏锐记录画家情感情绪，
准确表达画家审美判断的精神载体。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不是具体的物体，⽽是使⽤主
观化的符号，带有⼀定的抽象韵味。墨的形式表现本⾝就具有神奇的魅⼒，墨法千变万
化不可琢磨，不同的表现⼿法对内⼼的世界的表达效果完全不同。所以说，笔墨让客观
物象有了⽣命，与⼼灵产⽣了交汇、融合，让物象更具审美价值。因此，在版画创作中，
也要运⽤好可以寄托精神语⾔的载体，让作品更具张⼒。 

⼆.艺术形象的探索 
德国美学家弗⾥德兰德认为，艺术是⼀种⼼理产物，所以艺术都是⼼理的。由此可

见任何艺术都是⼈的机体活动和⼼理活动⾼度协调统⼀的结果。版画是依靠物质材料作
为媒介表现出作者内⼼情感和反应现实⽣活的⼀类作品，其深度取决于作者对材料的选

李桂⾦.发挥天津版画艺术教育优势,提⾼学⽣综合素质[J].天津教育,20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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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内涵的表达 。然⽽，版画和其他美术作品很⼤的不同是由于材料的选取可能会出现11

意想不到的偶然效果，精神的⽆意识形态与材质的⽆意识完美的结合才能让版画达到最
佳效果。因此，偶然性也是版画的重要特点之⼀。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的形象选择要符
合当代军⼈的标准和思想，要能够体现出现代军⼈攻⽆不克、战⽆不胜的堡垒作⽤。 
三.当代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的社会影响和当代地位 
郑振铎先⽣曾对版画做出很⾼的评价，他说：“梨枣图画，为推动⽂化，功⾼不可胜

⾔。”版画在艺术题材中独特的地位可见⼀斑。当代军事类题材版画作品作为反应军旅⽣
活的艺术形式在我国版画艺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甚⾄可以说军旅题材的版画在版画作
品中起到中坚的作⽤。其制作性、技术性、材料的丰富性都⽐其他画种更强，内涵更丰
富，更能够反应时代精神。我国版画家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艺术风格和式样也都有了
很⼤的突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介的运⽤以及西⽅优秀元素的融合，我国军事
题材版画作品。 

范铁⼭.浅谈版画艺术的发展[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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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结 

军事类题材美术作品的政治表达始终是其作品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追求。不
同的历史时期，美术作品的政治表达意愿是不⼀样的，⽐如在解放初期，军事类题材的
美术作品多以反映⼈们在当家作主之后的幸福⽣活。在改⾰开放前的美术作品多反映在
抗⽇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军民鱼⽔情这⼀主题。改⾰开放后，军事题材的美术作品多反映
强军、富国的梦想，体现出当代军⼈的担当和勇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军事题材作品
风格⼤都在⼀个主旋律背景下发展前进，其美术本体追求必然要服从服务于政治诉求。 
军事题材的版画作品融⼊西⽅绘画艺术，让版画更具有独特的魅⼒。在传统版画艺

术的基础上融⼊西⽅元素，不仅符合我国版画的传承⽬的，更让版画的内涵更丰富，更
能够反应新时代军旅⽣活，体现军队强军富国梦想这⼀主题。 
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多少年来，军事类美术作品的

表现了军⼈的英勇⽆畏和献⾝精神，和平年代的军旅题材的版画更是表现出和平时期勇
⼠的光彩照⼈的风采。坚守与多样正是当代军旅题材版画的两⼤主题，每⼀个军事题材
版画的创作，都是反映当代军⼈始终坚守的创作根本，也是军事题材版画独特的⽂化魅
⼒的再现。在坚守传统版画的优秀作品技艺的同时，开展多样化的版画艺术尝试，不仅
是版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美术艺术的需要。 
我的毕业创作作品名为《任他风雪》、《雪落何霏霏》、《相从风雪中》。 
这三幅作品选取的都是边疆军⼈寻常时候的巡逻景象，在⼈物表现⽅⾯，我有意避

开正⾯形象，刻画⼈物的背影。 

雪落何霏霏 

相从风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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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风雪 

我选取这种表现⽅式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边境绵长，逶迤蔓延的国境线上，⽆数
军⼈守护其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模样，我们唯⼀知道的，是他们
在那⾥。 
我采⽤绝版⽊刻技法，通过单纯简练的颜⾊搭配，⽤近乎素描的表现⽅式，朴素地

刻画边疆军⼈巡逻景象，⼒图通过对他们背影的刻画，来表达他们的孤单，寂寞，以及
风雪中互为依靠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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