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
到80年代，海南版
画曾辉煌一时，后
来经历了长达十余
年的沉寂期，如今
重新开始在中国版
画领域绽放光彩。
藏书票作为版画创
作的一个分支，也
因此进入了我们的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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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近日，“方寸乾坤——海口首届
藏书票暨小版画作品展”在省图书
馆开幕。本次展览上，版画家董旭
共展出8幅藏书票作品，其作品色彩
饱满，形色互换，具有浓厚的书卷
气，使人游走于具象与抽象之间。

作为海南最早一批“玩”藏书
票的老版画家，他又有哪些故事
呢？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董旭。

立志终生“刻”版画

“我手里还有100多张藏书票
呢。”都说上了年纪就“玩不动”版
画，77岁的董旭显然不服老，他不仅
每年都有新的版画作品问世，还坚
持每年去太行山等地写生。上山写
生要早出晚归，跋山涉水，饮食也常
常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干脆用面包
果腹，董旭却不以为苦，一待就是数
月，一心埋头创作。

董旭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战乱
加上大旱，那时河北磁县老家都是
靠吃干萝卜缨度日。虽然周遭都
是伤兵、马嘶和劫难，村西庙里的
壁画和过年墙上贴的木版年画却
深深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后来随
母亲到县城，看到小人书和一些简
单的美术书，靠这些浅显的知识画
了大量速写。”

1960年，董旭考上了中央美术
学院，师从李桦、古元、王琦、黄永

玉、靳尚谊等美术大家，后来又进入
了“李桦工作室”。早在上世纪80
年代，董旭就有6件版画和2件素
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艺术大家的
传授，不仅令他学到美术技巧，也学
到了他们做人的方式和对艺术的识
别力，坚定了终生从事版画的信念。

敢于死磕的“画痴”

1988年冬，董旭从河南大学调
入海南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和海
南大学教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开
始着手为海南大学组建版画专业。
他刻了《黎寨秋韵》《过河》《热带雨
林》《黄天厚土》《凿太行》等作品，并
从1990年开始设计制作了一些藏
书票，先后在全国藏书票展出中获
得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

董旭坦言，50多年来他执着于
版画创作，是因为他热爱版画，每当
握刀行木就如入无人之境。虽然木
刻费力耗时，而且比起其他画种卖

点也不高，不少人因此转行了，但他
始终觉得真正的艺术，不能被市场
所左右，画家要有艺术个性，不能随
波逐流。“我觉得每种艺术都有难
点，只有克服它，闯过它，才能达到
高峰。”

表侄女王鑫泽曾跟着董旭一起
写生，她告诉记者，为了去川北山区
和太行山写生，董旭坐过摩托车、拖
拉机进山。有时为了取景，险峰绝
壁上，遇山风乍起，伞刮倒了，画板
吹落了，他一手扶板，一手作画，仍
不停笔。有时为了完成一幅画，这
位古稀老者会连续在烈日下作画六
七个小时。

探索版画传承之道

董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版画家，
而且也擅长中国画、水彩画、素描、油
画，尤其是近些年在中国画的探索创
作，成绩斐然，令人赞叹。他十上太
行山，厚积薄发，其丰富阅历与独特

艺术感悟在他的太行组画中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对中原的汉画
像石艺术有独到的感悟，论文不多却
见解精辟，为汉画学界所瞩目。

他沿着黄河写生，运用炭精条
画出数百幅苍劲浑厚的风景素描，
还画出了许多朴实凝重的人物形
象。他认为，纸面上的单薄是技术
性的，而内容上意境上的深度则是
文学修养所致。为此，他经常阅读
设计、美术、戏剧文学等方面的书，
从本次展出的藏书票作品中也可以
看出董旭不俗的文学修养。

“我已经77岁了，所忧虑的是
鲁迅先生引进、李桦先生等老一代
版画家开创的版画事业后继乏人，
特别是他们呕心沥血创立的教学体
系断代丢失。”近年来，董旭一直在
寻找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培养青年版
画家掌握版画的途径，解决年轻人
从技法到精神层面的种种困惑，让
老一辈版画家的心血成果得以传承
发展。

版画家董旭——

千里跋涉的“刀刻人生”

画家丢勒与他的版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正在热映的电影《无双》票房已经突破12亿，
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关注。电影中推进情节的一
件重要物品是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在文艺
复兴时期创作的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这幅
画朴实无华，用简单的线条，统一的刀法将画面
表现得统一和谐。丢勒是谁？他和这幅画的背
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打过侵权诉讼官司的天才

1471年，丢勒出身于工匠之家，其父是首饰匠
人，少年时曾追随父亲习艺，对绘画表现出特殊的
才能，13岁时就能逼真地画自己的肖像，19岁时为
父亲所画的肖像已充分显示他成熟的素描功力，可
与达·芬奇遥相呼应。作为一个罕见的天才，丢勒
拥有旺盛的创作能量和创作精力，他的作品不仅在
当时广受好评，直至今日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具有敏锐的商业思维，致力于发展他的艺
术生涯，不仅雇佣了一些代理商帮他销售他的版
画作品，他的妻子也是他的经理之一，母亲也在
市场上帮助他出售他的版画作品。电影《无双》
中，李问走投无路之下，曾靠复制丢勒的作品谋
生。而在历史上，丢勒曾向一位模仿他作品的意
大利艺术家提出了诉讼。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件
诉讼是历史上第一件关系到艺术版权的案件。

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的美术巨匠，是油画
家、版画家、建筑师、水彩画家及艺术理论家。不
仅如此，他还创作了大量的书籍插图，也会印刷
和销售一线单页版画，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毕竟版画比油画、雕塑便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
拓宽了他的受众群，由于丢勒在市场上的积极营
销，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十分富有的人。

丢勒和他的自然之美理念

电影中出现的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创作
于1513年到1514年之间，被认为是丢勒最杰出的
三幅雕版画代表作之一，另外两幅是《忧郁》和《书
房中的圣哲罗姆》。《骑士、死神与魔鬼》描绘了一个
批戴盔甲的骑士，丢勒用他的刻刀表现出不同的肌
理质感和明暗色调，骑士勇敢无畏地穿过一片阴森
的森林，陪伴他的是他忠实的猎犬，而这位骑士正
是以他的信念为武装击退了死神和魔鬼的威胁。

作为最早一批专程前往意大利学习意大利
艺术及重要理论的艺术家，丢勒深深地沉醉于意
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古典思想。他认为，自然
的美需要富有洞察力的艺术家去提炼，无论是凌
乱而平凡的，还是规律而自然的，在艺术家这里
都可以成为理性的描绘对象。他的这一观点在
《骑士、死神与魔鬼》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原本没有藏书票的传
统，以往的朝代，藏书标识用的
是藏书章，这是我国独有的篆刻
的延伸。藏书票上个世纪30年
代从日本引进中国，作为书籍收
藏的纪念与升华的一种象征，鲁
迅、郁达夫、唐弢等人都喜爱搜
罗藏书票，叶灵凤还刻过藏书
票，但相对于邮票，藏书票爱好
者就有些少了。

“这其实跟版画从辉煌到沉
寂是一个道理。”海口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兼版画艺委会主任
王娟表示，版画作品的创作极其
繁琐，画、刻、印任何一个环节出
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但是人们
却认为“版画一件作品可印制多
张所以不珍贵”，付出和回报不
成正比致使版画市场渐渐低迷，
一些版画家也纷纷改行创作中
国画。

“版画可复制性，既是劣
势，也是优势。”海南知和行书局
负责人邝育新认为，藏书票题材
广泛，从文学、艺术、宗教、戏曲
到人物、动物、风景、花卉、民间
传说、风土人情等无一不可入
画。而且，它的套式有多种系
列，同一系列张数不限，每三张
一套或四张一套，每张画面色彩
一致，风格各异，完全可以批量
进入市场。

“藏书票完全可以成为书
店出售和展览的一个品种。”邝
育新希望可以借助这次展览，
邀请一些本土版画家，制作一
些藏书票，让“书上蝴蝶”飞入
百姓家，成为海南文创的一道
别样风景。

海口首届藏书票暨小版画展引持续关注

书上蝴蝶 律动方寸乾坤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访谈

画外音

《万有汉字》：
破解汉字构成密码

书画家何大齐近日
在北京首都图书馆讲授
了一堂妙趣横生的汉字
文化课。他从汉字的部
首谈起，解说汉字形成
的规律和法则。

早在一千九百多年
前，东汉许慎所写的《说
文解字》对汉字体系就
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
识，何大齐新著《万有汉
字》正是通过逐一讲解
《说文解字》的540个部
首，为现代人更深入理
解汉字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何大齐从事语言文字和书法教学已经五十余
年，他所讲的每一个汉字都按照《说文解字》“六
书”的造字法进行解说。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
长期忽视对汉字造字原理的认识，所以现代人写
错别字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盲人摸象的“盲”
与病入膏肓的“肓”不分；针灸的“灸”和脍炙人口
的“炙”不分；“己、已、巳”相混等。

何大齐有感于现在的教学常有望文生义的情
况，曲解汉字，误导了一些青少年，所以才想到总
结自己的汉字教学经验，写成《万有汉字》一书。

（人民网）

《伍子胥》（藏书票） 董旭

《月夜》（藏书票） 陈研

《宫怨系列之一》（藏书票）
董邯

《秋日的私语》（藏书票）
谢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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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乡祭：舂·焙陶·水鬼蕉》（黑白木刻） 谢丽琼

近日，“方寸乾坤——海口首
届藏书票暨小版画作品展”在省图
书馆开幕，展出海南美术工作者近
年来创作的优秀藏书票、小版画作
品70件，画面内容丰富，手法细腻，
色彩斑斓，极具艺术气息，既让民
众了解了藏书票和小版画艺术形
式，也提高了市民对版画艺术的认
识和鉴赏水平，吸引了不少关注。

藏书票原本是贴在书籍衬页
或扉页上的一种装饰品，既是藏书
票作者自己的标识，也是美化书籍
的一种艺术品，有着“版画珍珠”

“纸上宝石”“书上蝴蝶”等美称。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藏书票作品展
放在省图书馆展出，对于普及这一
艺术门类知识，推动海南藏书票艺
术与小版画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藏书票起源于 15 世纪的欧
洲，随着现代印刷业和藏书家的出
现而诞生。那时，书籍属于奢侈
品，是可以继承下去的财产，因而
在上面用手写签名通常会被看作
是损坏财物，精美的藏书票一举两
用，不仅解决了标记为私人财产的
问题，而且表达了书主人对书籍的
品位和向往之情，带给藏书家极大
的满足。

因此，早期藏书票实用性强、尺
寸小、创作主题与书关系密切，像本
次展览中董旭的藏书票作品就颇有
书卷气，他的《伍子胥》就是根据汉
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伍子胥
谏言自尽的故事而创作的藏书票作
品，从这类藏书票作品中能解读出
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感受到爱书

人们的古典情趣。
“藏书票在票面上印有拉丁文

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这也
是国际通用的藏书票标志。”海南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锐解释道，本
次展览既有藏书票，又有小版画，因
为现代藏书票作品尺寸日趋增大，
有向小版画方向发展的趋势，作品
题材广泛，涵盖人物、读书、风景、历
史、植物等各种主题，艺术性远大于
早期藏书票的实用性。

本次展览既有老一辈版画家蔡
於良、董旭、陈研等人的精品力作，
也有王娟、谢丽琼、董邯等中坚实力
派画家的匠心独具之作，另有蒙美
立、李崇源等青年版画家也展现了
不俗的艺术品格，可以从中了解到
海南版画的发展与传承。

藏书票是版画创作的一个分
支，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版画家都
参与过藏书票的设计、创作。“虽然
这是海口首届藏书票展，但展出的
作品不俗。如海南老一辈版画家董
旭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他
的藏书票作品在全国都是拿过奖
的。”王锐认为，藏书票是与版画艺
术共同发展的。

版画有其独有的复数性，刻好
一块版就可以复制出数张作品，十
分有利于迅速推动宣传工作。因
此，自1931年起，鲁迅倡导的新兴
木刻版画翻开了我国创作版画的史
页，版画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紧密相关，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海南版画界掀起的

第一波高潮，也与此密不可分——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海南

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版画艺术
家，如邓氏三兄弟（邓子敬、邓子芳、
邓子平）、王统照、陈茂叶、吴地林、
张地茂等。他们创作的一批讴歌社
会主义、具有时代精神又能生动反
映海南风物的经典版画，使得海南
版画辉煌一时。

“近年来，海南共有41件次版
画作品在全国性展览入选或获奖，
是海南送去参展、参评的美术门类
中作品入选率比较高的。”王锐认
为，海南版画独特风格已形成，虽然
经历过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期，但现
在已重新绽放活力，这或许是海南
藏书票发展的一个契机。

爱书人的古典艺趣

海南版画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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