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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肃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的古⽂化发祥地之⼀。千百年来厚重的民族⽂

化的根基下，独特的地域特⾊及风貌，以及以汉民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的风

俗、风情所赋予的质朴的⽣活意象及所体现的各⾃民族⽂化审美⼼理，使⽢肃

版画渐渐形成了简洁、民族⽂化⽓息独特的画风。在当代语境下对⽢肃版画的

现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研究就是要明确⽢肃版画的创新和持续发展，怎么样创

新？如何创新？怎样发展？发展什么？在当代语境下、现代版画发展的环境中

⽢肃版画创作者如何找到⾃⼰的位置？本⽂⾸先通过当代语境下⽢肃版画创作

发展的现状进⾏分析及对当代语境下⽢肃版画创作特征的探索，从⽢肃版画借

助多民族⽂化的价值体现、地域特征中影响下的精神性体现等⾓度阐述当代语

境下的⽢肃版画创作该如何发展。

  关键词：当代语境，⽢肃版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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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su, which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he ancient culture for the Huaxia 

people, has a long histo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Gansu has had thick ethnic culture 

foundations, the unique regional features and style and the multi-ethnic custom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as the main body. The images with unadorned life and respective 

ethnic cultural aesthetic psychology make Gansu printmaking gradually form a 

simple, unique style with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it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nsu printmaking, we know that 

Gansu printmaking must be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We must think about how to 

innovate it, what to innovate, how to develop it and what to develop. For the time 

be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intmaking the artists in Gansu need to 

consider how to find suitable situations for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nsu printmaking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creative 

features of Gansu printmaking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Gansu printmaking embodies 

the value with multi-ethnic culture and indicates the spiritual influence of regional 

features. In this article it will provide an idea for Gansu printmaki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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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肃版画在国内版画史上⼏乎⽆⼈提及，只有每个时期的版画创作代表⼈

物参与每⼀次⼤的版画历史事件。作为华夏民族的古⽂化发祥地之⼀的⽢肃，

千百年来厚重的民族⽂化底蕴、独特的地域特⾊和风貌，以及以汉民族为主多

个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的⽣活风俗、风情所赋予的质朴的⽣活意象所体现出的不

同民族⽂化审美⼼理，使⽢肃版画逐渐形成了简洁、独特的民族⽂化⽓息。在

当代语境下对⽢肃版画的现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研究就是要明确⽢肃版画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持续发展。为⽢肃版画在创新、发展中梳理清晰的脉络，

在当代语境下、现代版画发展的环境中⽢肃版画创作者如何找到⾃⼰的位置。

本⽂⾸先通过当代语境下⽢肃版画创作发展的现状进⾏分析及对当代语境下⽢

肃版画创作特征的探索，从⽢肃版画借助多民族⽂化的价值体现、地域特征的

影响和精神性体现等⾓度阐述当代语境下的⽢肃版画创作该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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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语境下⽢甘肃版画创作发展的现状 

⼀. 当代语境下国内版画艺术现状分析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世界范畴内的艺术思潮与流派的不断接触、交融下产⽣

了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也就是说当代国内版画艺术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背

景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语境。

版画，在中国古代是⽂化传播的⼯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化背景。现在我

们所说的版画，是指版画的初期阶段（⼆⼗世纪三⼗年代左右），发展阶段（解

放战争时期的版画），成熟阶段（⼆⼗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的所谓的创作

版画。这⼏个阶段的版画创作多的是以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为主。8 0年代之

后，在祖国开放、西⽅⼤量优秀画派和作品引⼊中国，极⼤地影响了国内的绘

画创作。在祖国开放、西⽅⼤量优秀画派和作品引⼊中国的⼤背景下，极⼤地

冲击了国内的绘画包括版画在内的创作形势及思路。可见当代语境下的创作版

画从开始到发展都处于时间上的传承与发展的独⽴的时代印痕，针对性和时代

性成了不可忽视的特征。 

版画的创作和发展在当下国内呈现出多元并繁荣的倾向。众多全国版画展

览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作品，是由地处不同区域的作者和学院、画院部分作者

为主，作品主题、内容呈多样性。能在国际版画展览上获⼤奖的基本都是学院

出⾝的年轻版画家。由于受不同⽂化教育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法和创作

理念都不同。在⼤家以市场为标准的所谓的版画边缘化的讨论中，版画却在⼤

的范围内发展和壮⼤。近⼏年，版画⼈都在积极参与版画创作，各种以版画为

主的展览每年都有好多次，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正在积极进⾏筹备

版画学会、深圳有观澜版画基地、版画博物馆相继建⽴，表明⼤家都在为版画

努⼒！ 越来越开阔的⽂化发展的⼤环境、⼤平台都为版画创作提供了越来越宽1

⼴的平台。不过，版画创作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例如，版画传统运动模式下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0010155.1/论⽂天下，杨栋，《浅谈版画的现状与思考》，1

2009-6-8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0010155.1/%E8%AE%BA%E6%96%87%E5%A4%A9%E4%B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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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形式和西⽅绘画的影响。在学院⾥⾯对于版画的本体语⾔及内涵有深⼊的

探讨和研究。  ⽽在社会群体版画中，版画的总体⾯貌发⽣了变化，群体版画的

衰落从侧⾯给个⼈风格特征提供了有利条件。创作思维作为画家决定性作⽤在

版画家作品创作的过程和⽅法论上都开始起到⾄关重要的作⽤。经济迅速发展

的当下社会的⼤环境下，版画既失去了⾰命⽃争时期的特殊功能，又不同与现

代数字传媒的新事物，如何看待版画当下的新⾯貌、新使命和新⾓⾊？需要我

们思考如何利⽤存在着⽆限的发展空间的发展契机的到来。如何找到当下的主

题、如何挖掘时代的深度、如何发挥版画新的技法语⾔的特点等因素都决定着

当代语境下版画作品的质量。我们应更加注重艺术家个性追求在艺术创新进程

中所具有的推动作⽤，同时又能在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主题中充分展⽰⼈类对

精神世界的虔诚！毫⽆疑问，地域性版画也好，群体版画也好，在这个复杂多

变的当代语境下，都要考虑这样的问题。⽢肃版画也⼀样开始⾯对新的课题，

但同时也是⼀个新的发展契机，这个契机是建⽴在对原有版画发展与创作格局

的⼀种打破与重组之上的另外⼀个格局。 

⼆. ⽢甘肃版画艺术现状 
⽢肃版画在早期每⼀个国内版画潮流中和全国的版画的发展状况基本⼀致，

经历过每⼀个时代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没有像北⼤荒以及全国各地群体版画那

样的影响范围之⼤、参与⼈数之多，但也⼀度出现过在当时、当地甚⾄全国有

影响的版画家。50—60年代优秀版画家有晓岗、朱冰、胡有全，获“鲁迅版画

奖”，80—90年代有王兵、由旭⽣、邹晓萍、⽩树镛，这些版画家为⽢肃版画做

出了贡献。在市场化的今天，⽢肃版画和全国所有地⽅有着相同的境遇，版画

不但边缘化，⽽且随着⽢肃省内各⾼校版画专业的缺失和相关课程的不设置，

以及⼀些当时在⽢肃能够起领头作⽤的版画创作者的流失，⽢肃版画⼏乎到了

青黄不接的程度。2005年举办的“⽢肃省第五届版画展”中，全省进⾏版画创作

的⼈员不到五⼗⼈，⽽且这五⼗多⼈也是当时要组织这样⼀个展览，才临时着

⼿进⾏的版画创作。更有甚者，有的⼈可能就是多少年就做了这⼀张版画，这

个展览之后，有好多当时参加了这个展览的创作者就再也没有进⾏过版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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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省内美术作品展览上版画作品参展⼏乎不到五幅。当时活跃在⽢肃美术

界的王兵去了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邹晓萍去了青岛⼤学，由旭⽣等⽼师的离开，

还有⽼⼀辈以版画为主要创作⽅向的版画家晓刚、⽩树镛、李永长等由于年龄、

经济、⾝体的原因也不再进⾏版画创作，⽢肃版画⼀度处于崩溃边缘。2 0 0 1

年，新疆艺术学院的关维晓教授，想着为家乡⽩银市美术事业做贡献的念头，

提出⽩银⼯业版画的创作⽅向，着⼿带动⽩银美术⼯作者进⾏版画创作。当时

的⽬标是⼀年在⽩银办个像样的版画展，三年在⽢肃省做个展览，五年在中国

美术馆办个展览的长远⽬标。但由于当时资⾦的紧缺和汇集起来的不同层次版

画创作者的妥协，这个愿望只进⾏了⼀部分。即使这样，在2005年“⽢肃省第五

届版画展”中，⽩银市就有⼗⼏个⼈的版画作品⼊选，2002年，在纪念⽑泽东同

志《延安⽂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 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上，⽩银版画⼊

选、获奖五件。今天再提当下⽢肃版画的创作，其实也就是⽩银市的版画创作

了。可以说，⽩银版画的起始是从2001年新疆艺术学院的关维晓教授第⼀次组

织基层创作⼈员、通过办培训班的⽅式进⾏创作学习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

努⼒，虽然有今天，但收效不⼤，原因是地⽅画家多不是以版画创作为主，版

画创作只是在有国家级展览的时候临时参与创作⽽⾮真⼼热爱，另外，地⽅观

念、信息渠道闭塞等原因，参加国家⼀级的展览⾮常不容易。本⾝这个出发点

就不对，因⽽收效甚微，也就缺失了好多参与创作的⼈员。本⼈去年到哈尔滨

考察学习，从他们的群体版画发展来看，⿊龙江版画是⼀个有深厚底蕴的版画

群体，另⼀个是版画创作的团体除了学院，还有画院、创作基地等，⼤家的主

流专业创作基本上都是版画，⽽且有那么多的优秀版画家在引领⼤家的创作，

这些都是⽢肃版画发展中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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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语境下⽢甘肃版画创作特征的探索 

⼀. ⺠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在版画创作中的重要性 
⼀个地区的⽂化发展是在地域性经济发展中受当地⾃然、⼈⽂环境影响的，

民族⽂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结合这些变化的⼀种创新，不是⼀味的改变⽽遗忘或

者丢弃。现在探讨⽢肃版画的发展就得梳理清楚在⽢肃版画创作中有哪些制约

因素和有利因素？探讨⽢肃版画创作的主要特征也是在这样⼀种趋势下进⾏

的。    

   ⽢肃在地理位置上南北跨度极⼤，东西跨越1600多千⽶，⾯积45.37万平⽅千

⽶，东边是陕西，南⾯有

四川、青海，西边有新疆，

北边有内蒙、宁夏等。四

周独特的地域风貌为版画

视觉图式⽅⾯提供了丰富

和不⼀样的主题资源，同

样，各民族的⽂化传承与

习俗的互相交融，为版画创作提供了不同的⽂化背景，丰富了版画创作的素材。

早期⽢肃版画家的作品从表现内容上虽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因素，但在

素材的选⽤上就是当地风俗地貌，如晓岗的《草原巡医》（图1）在创作题材

上，注重版画的传统表达，对那个时代的精神⾯貌进⾏反映，注重民族性、地

域性。

   ⽩树镛的版画作品，（如图2）、（图

3），作者利⽤⽢肃特有的地貌、少数民族

⼈物形象来表现！作者热爱⼤⾃然，⽴⾜⼤

西北，经常深⼊⽣活，进沙漠，过草原，体

图1             《草原巡医》⿊⽩⽊制   晓刚  1957年

图3    哈萨克⼈           ⽩树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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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西北雄浑、苍凉、神秘的⾃然风貌及

民俗风情。这样的⽣活积淀，对他的作品

的创作风格有直接影响。其作品热烈、欢

畅、充满乐曲般的节奏感。追求场⾯⼤、

⽓势⼤的构图效果。表现冰川与雪⼭以及

⼤漠⼽壁的⽣命体验。要求从版画艺术的

独特性来发掘民族⽂化的内涵，既要对陈

旧话语的超越还要有民族的根基，既要达

到世界前沿标准又不能缺少⾃我艺术⾯貌的表达，这些都应该是当下⽢肃版画

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版画家不仅要有独⽴完善的⼈格，也要有宽⼴的胸

襟和极⾼的艺术品味以及精湛的艺术技巧。  同时也是在当代语境下的民族⽂化

和价值观的时代要求，体现在创作上，是对过去主题性的被动式接受、画⾯情

节性的突破，使主体的审美⾃觉性和能动性增强了，同时深化了以时代和⼤视

野作为⽂化哲学意识，并在表现⽅法和构成形式⽅⾯吸取了民族的、民间的美

术营养，在审美趣味和创作理念上贴近了本⼟⽂化的⼟壤。最近⼏年有不少⽢

肃版画作品在处理传统⽂化和现代⽂明与世界⽂化关系时，能够掌握好分⼨。

应该说，民族⽂化与地域特征与当下⽂化⼤环境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得⽢肃版

画家们能够较好的⾯对⾃⼰的选择。

⼆. 版画创作中精神意蕴的思考

   对精神性的思考，要有⼀种⽐较清醒的审美理想或审美意识，⽂化的⽣存和

发展的关键是这种审美理想根植于母体⽂化的⼟壤。在当代，世界各种外来⽂

化冲击的背景下，如果要有

⽂化上的⾃信，就必须⽴⾜

于本⼟⽂化的美术创作，才

能真正吸收⼈类⼀切优秀的

⽂化战果，创造基以发展的

图2                         ⽩树镛

图4                                    ⽩树镛



!7

⽂化⼟壤。

⽢肃版画家

⽩树镛从事

美术创作三

⼗多年，其

⼴泛涉猎题

材，最终选择

表现西域风情、⼽壁荒原、⼤漠长河、冰川雪⼭。他的作品风格表现为粗犷酣

畅、鲜明欢快、简约强烈、豪情激荡，使观者⽬不忘。体现精神性的作品感染

着每⼀位观者，所以在版画创作中就应该有对精神意蕴的思考。2

⼀一、版画物性特征与当代语境下时代精神的结合

 版画的物性特征是指版画⼯具材料、版画语⾔在创作上的应⽤，和别的画

种⼀样，每⼀个画种都有⾃⼰独特

的⼀套游戏规则，版画的基本特性，

需要我们发掘出版画深层的可能性，

对于版画来说，技术不是问题，问

题是我们如何提升版画的本体含义。

我们在艺术上缺乏个⼈独特的艺术

思想和成熟的艺术观念⽽不是技

术！3

当我们把版画的特征向外延升及扩展的时候，就会有许多新的东西出现，

这样版画就会⾃然向着更加⾃由的⽅向发展，抛开对传统的束缚，放开⾃⼰的

思维。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版画已不再是局限于⼩型

纸上简单的印制，版画的概念已经在不断延伸，电脑技术制版、照相感光制版、

《⽩树镛：扎根沃⼟ 厚积薄发（藏书票名家）》，张志有，《⼈民⽇报海外版》，(2005年12⽉16⽇第七2

版) 

 《技巧只是精神的载体》，陈琦，《艺术探索》，2000-12-303

图5               ⽩树镛
图6                    ⽩树镛

图7 候鸟 35.6×32cm 1993年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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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版和电动机械印刷机的介⼊等等，版画艺术和这些现代印刷技术的结合使版

画语⾔的⾃由性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从技术层⾯上来说，当代版画也需要解决

要表达的⽅式、⽅法。

⼆二、地域⺠民族⽂文化与当代语境下时代精神的结合

在追求个性化版画语⾔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考虑⼈⽂环境对版画创作的影

响，不同民族有不⼀样的习俗，不⼀样的⽂化传承，借鉴和吸收他们最直接的

能够⽤之于版画创作的最直接的元素，再与当代语境下的时代精神相结合，⼀

定会有不⼀样的体验。地域民族⽂化是根，时代精神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我们不能放弃优秀的⽂化传统，也不能因有了这些约束⽽停滞不前。只有他们

的完美结合才能⾛的更远。⽢肃版画家王兵有⼀个时期以“藏地⾼原”为母题创

作的⿊⽩⽊刻作品，是通过神秘、熟悉又陌⽣的母题、语⾔以及图式和境界把

观众带⼊“⼼与神会”的⽆限想象中。有⼈说“王兵最⼤的创造是通过对画⾯空间

的任意组合体现出来的。他能把⼈与⾃然、⼈与⼈、⼈与动物甚⾄⼈与宗教信

仰之间分散⽽又紧密错综的关系经过⾃由却有序的调度重新统筹，安排成⼀个

和谐的整体”。在作品中⽆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对版画语⾔符号的应⽤，或者

是视觉图式的呈现都让观者体会到了画家宗教圣徒般地虔诚。4

三、创作者的⼈人⽣生体验与受众⽣生活经验的融合

对于版画创作者⽽⾔，从民族传统⽂化中去挖

掘创作素材和灵感，从传统⽂化中吸取营养，

创作出有鲜明本民族风貌的版画作品，这些不

是被动的⽂化责任，⽽是创作上的主动。从艺

术⼼理学⾓度⽽⾔．艺术创作活动是很个⼈化

的⽂化⾏为，⽂化⾏为发⽣的主体，即艺术家

本⼈的创作活动总是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也会受到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

 http://www.douban.com/event/10892116/discussion/17793628/潘宏艳(东北师范⼤学美术学院教师)4

图8 风⾬同归 30×30cm 1990年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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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来源于⽣活”。西⽅的绘画体系可以借鉴，但

是不能全盘套⽤，否则会和我们的传统⽂化背景下的艺术精神相悖。西⽅的绘

画体系是建⽴在西⽅的⽂化社会背景下的，并不是完全适⽤于中国，中国⽂化

有着不同于西⽅的观察、理解世界的

⽅法，假如我们完全套⽤，就会造成

不相容和对峙的局⾯。   5

在⽩树镛的风景版画作品中我们

就能感受到陇原上独有的超强能见度，

他的⼈物版画中的主⼈公们好像都曾

经受过骄阳似⽕的考验，⽽他的动物

主题版画中的骆驼、骏马则似乎永远

在嘶鸣、在飞驰。这些伴有“⾛西⼜”式的民歌节律感，饱含着充沛的⽣命⼒、

具有着豪迈的⽓势、展现在宏⼤场⾯的画⾯中，观者似乎在欣赏画⾯的⼀瞬间

便与作者及作品产⽣共鸣。 这和他长期以来，⼀直遵循着⽣活是艺术创作的唯6

⼀源泉这⼀⾄真之理，坚持习惯性的深⼊⽣活不⽆关系。他在⾃⼰的⽣活的地

域⾥长年累⽉、如饥似渴地吸收创作营养，不断体验⽣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

素材，提炼了他的艺术表现⼿段。从画⾯中能够深刻感受到祖国⼤西北深沉雄

浑、苍凉神秘、丰富多彩的⼤⾃然风貌及纯朴豪迈、率真勤苦、刚烈粗放的⽗

⽼乡亲、兄弟姐妹们的喜怒哀乐，这⼀切激发他创作出了⼤量的能够感动⾃⼰

感动别⼈的优秀作品来。

                

            

 《本⼟⽂化对当下版画创作的影响和意义》，邓彬，《美术天地》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097780101bu1e.html，邹紫楠，《⽩树镛先⽣版画⼩议》6

图9                           ⽩树镛

http://baike.baidu.com/view/525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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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语境下⽢甘肃版画创作如何发展 

⼀. 在创作中多⺠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现
⽢肃以汉族为主、多民族混居的现实⽣活，成就了多民族⽂化的交融与发

展。⽂化的多元化发展是本⼟⽂化的主要特征。所以⽢肃版画同样要借鉴和吸

纳这些⽂化的精髓，在创作中逐步体现多民族⽂化的不同优势，使多民族⽂化

的价值得以体现！上⽂中⽩树镛、王兵早期的版画创作素材、创作主题正是这

⽅⾯的探索，他们作品中的精神性、创造性同样对今天的⽢肃版画创作者有借

鉴意义。             

⼆. ⾃自然⽣生态、地形地貌、⽣生活习俗等影响下的精神性体 
狭义的地域特征是指地形、地貌的独特形式，⼴义的地域特征是指⾃然⽣

态、地形地貌、

⽣活习俗等，

地形、地貌的

不同只是创作

中⼀个外 

在的图式选取的不

同，⽽重要的是在

那样的地形、地貌

中形成的不同⽣活

⽅式，产⽣的不同

图10 岁⽉留痕 绝版套⾊⽊刻 115×56cm 1990年 张宏伟

     图11 ⼤美江⼭ 绝版套⾊⽊刻 180×120cm 1990年 张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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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素从⽽体现出不同的⽂化精神特征是我们在具体创作中要重点拿来应⽤

的。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精神性在作品中的体现。在这次毕业创作中，个⼈在

作品《岁⽉留痕》的内容、作品形式⽅⾯做了尝试，作品内容选择的是西北地

区常见的⾃然地貌特征，从中挖掘有利于情感表达的因素。（如图10）作品内

容选取西北的胡杨树，胡杨有长在地上千年不倒，倒在地上千年不腐的精神，

画⾯枝⼲横呈的场景如同⼀个古战场，表现岁⽉的痕迹，满⽬疮痍令⼈思考⽣

命的价值和意义。⽽《⼤美江⼭》则表现⾃然界美好的风景，⾯对这些美好，

我们该如何思考现代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负⾯的和正⾯的影响。（如图11） 

     第三节 在借助于这些独特条件之后的⽢甘肃版画发展⽅方向探索     
    ⽢肃版画在我国版画发展史上虽然没有像别的省区版画群体那么有影响⼒，

甚⾄这么多年在好多⼈的眼⾥，

⽢肃是否还有版画创作者存在。

但是，极少数的⼏个版画家的

努⼒同样在全国版画家族中也

是⼀个不容忽视的⼈群。对⽢

肃版画的风格特征和⽂化内涵

进⾏探讨和研究，为解读⽢肃

版画形成的特征和以后⽢肃版

画的健康成长提供参考 。 

⽢肃版画的“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在对⽢肃

版画“地域性”特征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肃版画从早期“政治宣传”到“现实风情”再

到“观念的主观表达”，⽆论是形式语⾔还是

艺术观念都发⽣了显⽽易见的拓展和发展，

⽽这种变化却始终建⽴在坚实的地域⽂化

之上的，以⼽壁沙漠的地域风貌和多民族

图12     雪⼭净⼟    套⾊⽊刻         ⽩树镛              

图13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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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域⽂化的传承性，如⽩树

镛的作品的风格特征的确是取材于

⽢肃的地理环境，在⼀定的程度上

是对⽢肃⼈⽂资源的⼀种认可和利

⽤。（如图12） 

⽢肃版画的发展和⽢肃版画在

创作上的成熟，⽢肃版画的

发展已经潜变为⽢肃地域⽂

化在不断认知、发展、丰富、

创新的过程， 

并将本地风⼟地貌和⼈⽂景

观的现实缩影转换为当代多

元⽣活的景观。使艺术作品

具有浓厚的地域风貌和⼈⽂景观。⽢肃版画家王兵早期的版画是从少数民族的

图式中提取元素在版画中的应⽤。（如图14）从《遥远的⾹巴拉》画集到《西

藏的歌谣》⼏乎都是以藏地⾼原风⼟⼈情、⽣活习俗、⾃然⽣态、宗教信仰为

母题的创作，这是他的创作之源。也是版画创作中的精神性思考。  从上⽂中提

到的⽢肃⼏位代表性的版画家那⾥，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到有利于⽢肃版画发

展的元素。  

   另外通过外出学习经验，整合社会资源，建设版画队伍，这⼏年在⽢肃，版

画创作还有⼀些⼈在坚持，兰州市版画家有刘过之，朱永平、定西有⽥向农，

张掖有李静、王三甲。⽩银有张宏伟、樊武德、武少军，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

系进修学习，回来基本都能坚持版画创作，给⽢肃版画补充新鲜⾎液。另外，

陈延华、路杰娜在新疆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学习都是不容忽视的⼒量，

好⼀点的像河西学院的李静⽼师，能够在⾼校的平台上坚持版画创作。尽管在

图14                              王兵              

图15 遥远的⾹巴拉之⼀ ⿊⽩⽊刻 48×36cm 1996年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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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邹晓萍、由旭⽣这些当时活跃在⽢肃版画创作队伍中的版画家的出⾛，

⽢肃版画⼏乎濒临灭绝。但是，随着新疆艺术学院关维晓教授想为家乡美术事

业做点贡献的情结，和后来者继承这种为⼤家奉献的精神，以及有条件能够⾛

出去学习、有机会接触和邀请外⾯优秀的版画家来⽢肃进⾏版画交流等活动，

都在⼀定程度上为⽢肃版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等这些有了⼀定的影响之后，

呼吁各⾼校把版画课程纳⼊教学，同时在民间美术培训机构中从⼩孩开始进⾏

版画意识、版画基础的普及与学习。结合这些因素，我想⽢肃版画的未来值得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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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在版画材质、语⾔不断开发，⼤多数艺术家艺术观念不断更新的今天，⽢

肃版画的发展更要⽴⾜于本⼟⽂化的内涵基础上进⾏有序、合理的过渡。同时

也要强化“地域性”特征，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化特征就是指“本⼟⽂化”的具

体体现，应该⽴⾜于当地民族⽂化传统，重新构建起当代中国地域版画新模式，

做到传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地域版画创作⼈才的持续培养和版画机构的

逐步完善，利⽤国家倡导扶持⽂化产业的机遇，整合周围可⽤的⼀切资源促进

和争取⽢肃版画的进⼀步发展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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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先感谢我的导师康剑飞⽼师，在艺术硕⼠专业课程的学习与论⽂写作过程

中，康剑飞⽼师给予了重要的思路引导与学术⽅向的指引，引导我选择了⼀个

有实际意义的课题，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度以及精益求精的做事风格使

得我受益匪浅。 

   2007年在版画系学习以后，⼼理上就再也没有和美院分开，版画系⽼师对待

学⽣的情感是代表美院的传统，⽆论在学习、还是做⼈⽅⾯，都有深切的感受，

是我⼀⽣受⽤不尽的精神财富！这么多年时间⾥受到版画系其他⽼师们的影响，

使得我在专业上有了⾃⼰的⽅向，在此表⽰感谢！ 

   同学们的专业造诣也同样给了我很⼤的启发，平时的专业学习中，从他们的

创作到对待⼀件作品的态度值得我借鉴和学习。两年的学习⽣活使我们之间建

⽴了深厚的友谊！同学王永波在⽂章成型，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给予我最重要的

帮助，在此表⽰真诚谢意。 

   感谢我的⽗母，直到现在还关⼼我的成长。感谢我的妻⼦，在我就读研究⽣

期间照顾家⾥的⼀切！感谢我的两个⼥⼉，平时的学习能够不让我操⼼，使得

我能够顺利完成我的学业，在此表⽰衷⼼的谢意！ 

   最后，向对本⽂进⾏审阅、评议和参与本⼈论⽂答辩的各位教授、⽼师们表

⽰深深的感谢！ 

                                                                        

                                     张宏伟 

                                               

                                       2015年3⽉25⽇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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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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印象派作品的理性思
考与表现——塞尚对现代
艺术的贡献》

《双语学习》
2014年 第⼋期

2014年11
⽉

独⽴　 发表　

2 版画作品《岁⽉留痕》

第⼗⼆届全国
美展《版画作
品集》⼈民美
术出版社　

2014年10
⽉　 独⽴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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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中国梦⽢肃美术作
品⼤展”   ⽢肃美术家协会 2014.6 省

级 ⼊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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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银市第⼆届迎春书法

美术作品展”
⽢肃省⽩银市 2015.2 市

级
⼀等
奖

4　 ⽢肃省⼗四市州美术作品
联展 ⽢肃美术家协会　2014.3　 省

级　 ⼊选　

5 第三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
⽣作品展“共振” 今⽇美术馆 2014 ⼊选

6 ⾸届北京电视书画⼤赛
中央数字电视书
画频道

2014.5 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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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0 1 5年 “时间的印
记”迎新年版画群展 重庆。19画廊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