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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直击社会文化热点
■思考当下文化现象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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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娟 本报记者 陆少平

何为书刻？书刻即先书而后刻，书刻以
书法为载体融篆刻、雕塑、绘画、装置、构成设
计等综合一体的新兴艺术门类。在木板或老
木上设计镌刻的艺术与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
文契刻文字等一脉相承。历经传承、发展、演
变、创新至今，现代书刻特指经过自书自刻、
刀凿斧砍、打磨上色等程序，呈现出的三维立
体的书刻装置艺术。这种貌似“小众”的书刻
艺术，在我省却有着一大群人痴迷于此，坚守
于此，创造于此，把这种书刻艺术做到极致。
我省书刻艺术结合地域文化，作品呈现出粗
犷豪放、质朴无华、色彩朴素浑厚、刀法大刀
阔斧的特点，充分反映了黑龙江人质朴奔放
的性格。我省一群书刻艺术家们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默默地打磨出了一座书刻艺术之塔，
成为中国当代书刻艺术的一面旗帜，“龙江书
刻”也成为我省文化建设的十大文艺品牌之
一。

三十余年精心打造
黑龙江文化的瑰宝

黑龙江书刻艺术起步于80年代初期，发
端于阿城，随后，省内其他地市刻字群体也开
始“起势”，形成了连点带面的刻字风潮。从
第一届刻字国展开始，每届我省入展人数之
多和入展作品之多都位列前茅，成为业界所
说的国展中的“半壁江山”。

记者了解到，龙江书刻在过去三十年间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我省刻字作者在全国大
展中多人次获得最高奖项，其中，有的作者连
续五次获得全国刻字大奖。截至目前，省书
法家协会已建立了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大庆
市和黑河市等四处龙江书刻基地，成为书刻
艺术最肥沃的土壤。

省文联主席傅道彬表示，龙江书刻是黑
龙江文化的瑰宝。这张熠熠生辉的名片是众
多龙江书法刻字艺术家用三十余年时间精心
打造出来的，为中国书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龙江书刻以其“大、朴、拙、野、率”
的鲜明特点成为我省标志性的艺术门类之
一。

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张戈介绍，龙江书刻是省文联、省书
协着力打造的文化品牌，旨在反映黑龙江发
展变化、讴歌黑龙江人文精神，是助力文化强
省建设的十大文艺品牌之一。

刻字版图形成
领军人物出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我省的刻字作
者渐成规模，在全国首届刻字邀请展上，阿城
3位刻字作者的作品入展，同一时期，阿城刻
字群体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阿城刻字进京
展”引起轰动。

省书协副主席洪铁军提起龙江书刻的高
起步至今仍感到骄傲，他说，阿城刻字进京
展是全国第一个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展出
的刻字作品展，被誉为“翰林奇观”。很多业
内人士认为，龙江书刻在起步阶段即领先国
内其他省份 10年。

日前，记者沿着龙江书刻艺术起源发展
的脉络，走进了哈尔滨市阿城区、牡丹江市
等书刻“发源地”实地采访，见到了依旧坚持
在书刻阵地的艺术家们，倾听他们艰辛镌刻
在木板上的时光故事，令人唏嘘。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书画院，我们见到了
书刻爱好者孙义，他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做
石雕起步，随后转到刻字，他的书刻作品入
展过国展、在首届中欧艺术邮票鉴藏年中被
印制成邮票。小有名气的孙义目前有一个

工作室，装裱、石刻什么活儿都接，然而他仍
然没有放弃刻字。孙义说，刻字是一个慢功
夫，比如说，要完成一块 400 厘米见方的木
板刻字，大致需要三天的时间。

虽然书刻这门艺术非一朝一夕就能领
略其真谛，但是凭着对这个艺术门类的热
爱，还是有许多人加入到“一刀一凿”的书刻
坚守中，而且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小有规模
成了气候。记者了解到，在 1994 年首届国
际刻字展、1995年第二届全国刻字展上，我
省都有优秀作品参展，黑龙江书刻艺术群体
开始了各个地区有规模有组织的创作培训、
投稿参展，形成了阿城、牡丹江、大庆等地市
书刻艺术群体，呈现出了人才蓬勃发展的良
好态势。

在此，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一出
手就具有大家气象，他就是后来被称作当代
书刻奠基人的国宝级人物——李文宝。在
牡丹江，我们见到了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
著名书画家傅伯庚。傅伯庚是李文宝书法
艺术的启蒙老师，也是最早鼓励李文宝在刻
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的伯乐。傅伯庚打开
剪报本，上面刊登着他早期为李文宝和龙江
书刻艺术撰写的两篇文章：《属于中国，属于
世界》和《补天者说》。他写道：“‘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李文宝就是以这种精神，凿
穿了中国古老艺术的大门，凿通了书法、美
术、雕塑、篆刻、装饰、平面构成等多种门类
之间的隔断，展现了刻字艺术的独有魅力，
搭建起一道古与今、中与外的文化桥梁。”他
还写道：“空白总是要有人填补的，李文宝和
他的伙伴们便是家乡这块空白的补天者。”

提起李文宝的第一件书刻作品，傅伯庚
记忆犹新，1983年牡丹江市举办职工兴趣博
览会，李文宝用一块破木头刻上了“青山不
老”4 个字，这件当时看起来“四不像”的作
品当即引起了傅伯庚和其他评委的注意，他
们给这个小伙子有趣的创意打了满分，这件
作品被评为一等奖。这样的认可和肯定在
李文宝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于
是，就有了后来取材于破牛槽、旧窗框、老秤
砣等老旧材质形成的一系列书刻经典作品。

洪铁军说，李文宝是真正带领龙江刻字
进入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他把起源于民间的
书刻艺术上升到艺术科学的领域里，从科研
角度来说，李文宝是龙江书刻的奠基人。李
文宝现在已经是中国书协理事、省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面对
记者的采访，他的眼睛明亮，话并不多，儒雅
谦虚。对一般人认为的费时费力并不讨巧的
书刻仍然不改初心，依然执着无怨无悔。

曾亮相上海世博会
“两条腿”支撑塔基

记者了解到，龙江书刻真正确立国内书
刻艺术霸主的地位是在 2010年的上海世博
会上。这一年是李文宝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担
任教授，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了书刻艺术专
业课程 6 年之后。《刻古铭今——黑龙江当
代书刻造型艺术展》作为代表我省唯一一张
亮丽的文化名片亮相 2010 上海世博会，宛
若蛟龙横空出世，引起轰动。

原牡丹江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刘波回忆，
在李文宝的带动下，当时牡丹江市提出了

“一书两刻”的发展战略，倾力打造“牡丹江
书刻群体”的概念，建立了“书刻创作工作
室”，牡丹江五六十名书法家投入刻字创作，
这一群体遍布六县四区和多所学校，最多时
成员上百人。从 2004 年开始，牡丹江书刻
作品在国展中每次都有十余人入展获奖，在
省展中更是获奖连连。其中有五十多人因
为书刻作品参展而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0年 7月，由黑龙江省文联和牡丹江

市文联主办，牡丹江师范学院承办的《刻古
铭今——黑龙江当代书刻造型艺术展》在上
海世博会展出。展览总策划、总创意设计、
时任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的李文宝
携弟子百余人历经半年精心创作，共展出
23 组 325 件书刻造型艺术作品，开幕当天
5000份作品集发放一空。一位书法界人士
评价说：“全国第八届刻字展和中日韩的刻
字基本都是小品，且都是平面的。如果玩书
法木匠活儿（刻字），不看看黑龙江这伙儿人
的‘玩意儿’，那是很遗憾的事情。”还有参观
者留言说，“这好像时光长廊，走过去就仿佛
进入了远古时代。”

2014 年 5 月，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黑
龙江省文联、黑龙江省书协、哈尔滨师范大
学共同主办，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承办
的《刻古铭今——李文宝书刻艺术装置作品
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隆重开幕，受到热烈
欢迎。同年，该展览受邀在中国文联大厦展
出，接受来自全国的艺术家们的检阅，受到
专家们的肯定，中央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确
立了“龙江书刻”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这几次展览是李文宝近 30年书刻艺术
的积淀与爆发，他总结了龙江书刻“虚实互
转换，经典造意境，老木赋新生，刀下留笔
意，色彩定乾坤”的“龙江大写意派”书刻理
论。

洪铁军说，李文宝作为“龙江书刻”的学
科带头人，是一个真正的热爱这门艺术的
人，在他的工作室里，常年放着一堆“垃圾”，
都是李文宝从山里、农村、木材厂寻来的“宝
贝”。李文宝曾经收集了很多老旧的板材，
在他引领龙江书刻技术的这些年，书刻板材
也特别紧俏，省内的书刻爱好者经常去他那
里“讨”板材，去他那里“讨”技法，而他无论
在资源和技术上都给予了大家全方位的帮
助。

张戈说，教育培训是“龙江书刻”发展建
设的重要基础。常年开设的“龙江书法大讲
堂”是省书法家协会着力打造的文化惠民公
益性项目，自开讲以来，走进校园、走进垦区、
走进油田、走进乡村、走进社区，为我省书法
事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我省书法艺术的普及
和大众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省书
协还为“龙江书刻”发展建设搭建了平台窗
口，创办了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网站和微信
公众平台。

目前，“龙江书刻”依托高校研究团队，既
密切关注理论发展的前沿，又时刻关注实践
发展的前沿，不断推陈出新，在人才培养、作
品创新、文化内涵等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
夫，用力打磨。同时，全省各地也形成了连块
成片的书刻队伍，“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成
为书刻艺术推广“两条腿”走路的试验和尝
试。

艺术创作与市场之间
不断尝试探寻出路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些民间的刻
字艺术家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书刻作品推向
市场，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构思相关的文旅产
品。书刻这种载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装置
艺术，能否成为文化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孙义说，应该把书刻作品应用在家庭和
学校及单位的装饰装修方面，在装饰装修工
程中植入文化元素，突出其具有文化品位内
涵的实用价值。

在哈尔滨，有一个“同路人刻字部落”，聚
集着四十几个民间书刻爱好者。这些爱好者
们每天在微信群里发布自己书刻作品的照
片，大家的作品不少，如何把这些书刻作品变
成旅游文创产品？哈尔滨市“同路人刻字部
落”负责人顾尚辉认为，要想打开市场，是否

可以在省内各个旅游景点设立龙江书刻创作
室，组织大家创作具有黑龙江特色的、能看
懂、能带走、能珍藏的旅游文创产品。顾尚辉
自己的作品偶有出售，也曾在深圳文博会一
下子卖出十几件。但是，相对于书刻作品的
投入来说，其收入并不理想。

很多专家表示，关于书刻艺术是否能走
向市场，先不必去考量，作为书刻行业来说，
出路一定在市场。这样在艺术和市场之间的
探索和尝试到底谁来衔接，谁来做？龙江书
刻不仅需要李文宝等这样的科研团队的力
量，也需要来自民间书刻团体的坚持。

一个木匠的工钱是400元一天。那么一
幅书刻作品到底应该如何定价？七台河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勃利县的
刘成是一位坚持在书刻道路上的业余书刻
家。今年，刘成的书刻作品《典》入展第十一
届全国刻字艺术展，此前，他的作品已多年
入展国展并获得很多奖项。刘成说，在第一
次准备作品参加黑龙江省首届刻字展过程
中，刻刀意外地穿透了大拇指，当时很多血
留在了正在赶制的作品上，那幅浸透着鲜血
的作品《玄墨》，获得了我省首届刻字展金
奖，直到现在他的手上还有一道疤。这么多
年来，因为对书刻艺术的喜爱，刘成每年都创
作十余件作品，有时候也有人看中出钱购买，
但是给出的价位太低他就不会卖掉，留着自
己收藏。

三十年上下求索
亟待再登新台阶

龙江书刻起步发展三十年，从最初简单
的、平面的刀刻汉字发展到现在立体的、蕴藏
文化属性的装置艺术，期间经历了材质、技
术、人才各个方面的磨合、历练和成长。傅伯
庚表示，刻字艺术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因
此，书刻艺术家的眼界和方向一定是世界
的。对于书刻市场的发展，他认为，一定要回
归书刻艺术的实用性。

洪铁军说，总结龙江书刻 30年的发展，
书刻起于民间，因为热爱书刻艺术聚集了一
群因为热爱而坚持下来的人，今天，这个品牌
树立起来了，我们要记得在这条艺术道路上
爬摸滚打过的先贤和书刻爱好者，今天的成
绩来自几代人的努力和坚持。书刻队伍的人
才成长是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中间也会
有很多人迫于市场和生计的压力放弃这门艺
术。所以我们要给书刻作品和书刻艺术家们
打造光明的前途。目前我省已经有哈尔滨师
范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大庆师
范学院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书刻艺术的专业学
科，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还率先于全国
招收书法书刻硕士研究生，相信这样可以确
保科研团队的稳定和书刻艺术技巧的不断攀
升。但是未来，在高校方面还是要积极探索
开设书刻专业门类，在文化资金和科研经费
方面给予保护性的倾斜，建立省级的刻字博
物馆，对于科研队伍要有人才待遇和社会地
位认同的尊重。

谈到龙江书刻的市场走向，洪铁军说，政
府管理部门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书刻艺术品，
要给予价格和价值的肯定，对于入展国展以
及获奖作者的作品要给予必要的收藏。对于
大众的要走向市场的量化产品，应尊重市场
规律。现在社会倡导高雅文化，那么在各方
的引导下，未来市民家里是不是能给书刻作
品留下一方空间呢？

张戈表示，省书协在龙江书刻30年的发
展道路上在引领、建设、策展、培训、国际交流
等方面做到了全力打造、精心扶持。近年来
全国其他省份书刻艺术依托地域经济对龙江
书刻奋起直追，以及日韩等国家在书刻艺术
材质、工具等相关产业的科研化发展状况，带
给了我们更多的课题和思考。未来，省书协
要进一步发挥组织、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
搭建更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整合协调艺术
资源，发挥地区优势，让龙江书刻在龙江大地
上茁壮成长。

日前，在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中，我省又有21位书刻作者入展，入展人数之多位列全国
前列。龙江书刻艰难前行三十年来，始终保持着领跑者的姿态，我省的书刻艺术家们经过不断地努
力，屡屡获得国展大奖，默默地打磨出了一座书刻艺术之塔，“龙江书刻”成为我省文化建设的十大文
艺品牌之一 ——

龙江书刻 如何走得更远

《疾风知劲草》（书刻） 崔勇军 《典》入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刘成

龙江书刻成绩单
●第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28人入展

●第二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21人入展

1人获奖 ：

孙嵩杰《书法精论》节录

●第三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16人入展

●第四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16人入展

●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29人入展

1人获奖：

李文宝《无》

●第六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64人入展

3人获奖：

李文宝《山外青山楼外楼》

张殿清《乐在水云间 》

郑文义《山中一夜雨》

●第七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46人入展

1人获奖：

李文宝《一言九鼎》

●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42人入展

1人获奖：

李文宝《独散万古意》

●第九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32人入展

●第十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23人入展

3人获奖：

程为民《长亭外》

王尧 《得山水灵气》

张日安《强学博览》

●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21人入展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李文宝刻字作品《山鸣谷应》获奖

全省书刻公益培训班现场。 张小民摄

《擎天纬地》（书刻装置） 李文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