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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画也叫烙画、烫花或火笔画，是
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熨烫出烙痕并构
成完整图案的绘画类作品形式。烫画不
仅 吸 取 了 中 国 画 的 勾 、 勒 、 点 、 染 、
擦、白描等手法，还能展现出丰富的层
次与多种色调，给人以既古朴典雅又不
乏现代艺术元素的审美享受。

烫画根据其使用的材料不同，分为
木板烫画、葫芦烫画、宣纸烫画、布艺
烫画、皮革烫画等。在内蒙古乌海市海
勃湾区，有一位年近七旬的烫画“牛
人”卢云山，能在牛皮上烫出气势恢
宏、波澜壮阔的巨幅作品。

卢云山出生于 1950 年，打小就对画
画儿着迷。18 岁时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舞美系。有一次，卢云山去拜访李志恒
教授，被他家墙上挂着的一幅木质烫画
深深吸引。毕业后，他没有直接去工作
单位，而是留下来向李教授学习烫画创
作。自从与烫画结缘，卢云山就再也无
法割舍对烫画的热爱，这一干，就是半
个世纪。

在创作实践中他发现，在木头上烫
画，时间久了容易褪色。他琢磨着换些
别的材质试试，比如纸张、丝绸，但效
果并未有显著变化。于是他又把视线转
移到当地随处可见的牛皮上。起初，牛
皮经电烫笔描画之后调色很好，但不久
后，褶皱出现了，美感顿失。用不同的
牛皮反复尝试，结果还是让他失望。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朋友卖给
他一些作画用的美国牛皮。这种牛皮没有出现起皱的问题，烫出的画面
唯美舒展。有了合适的牛皮之后，卢云山的创作顺风顺水。

卢云山的烫画题材涉及花、鸟、人物等，由此开创了花鸟人物派烫
画。他的牛皮烫画线条流畅，画面清晰，形象生动，充满动感和张力。
烫画对火候的掌控、力度的把握等技术要求极高，而生活经验、文化积
淀、艺术涵养等更是决定作品艺术成色的内在要素。所谓“意在笔先，
落笔成形”。这在卢云山创作的《鄂尔多斯婚礼》《那达慕福娃三艺》《鄂
尔多斯生日》《鄂尔多斯祝寿》等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卢云山对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一直渴望用新的艺术手法
表现蒙古族灿烂的民俗文化。从1990年开始，卢云山频繁出现在鄂尔多
斯牧民的婚礼现场，为他的创作捕捉和积累素材。十几年间，他累计参
加了107场婚礼，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礼金。去牧民家，经常要翻山越岭
步行百十里路。鄂尔多斯婚礼一般在秋后举行，天气转冷，忍饥受冻是
家常便饭。除了给新人的礼金、礼品，他还要买些酒和奶茶，送给见多
识广的老人，向他们请教婚俗的细节。为了能更好地与牧民交流，卢云
山刻苦学习蒙语。

谈到自己为创作所付出的努力，他十分感慨：“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
叫痛并快乐着。痛苦的是我欠了十几万元的账，一度背着家人拿钱来买
材料。我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全是为了省钱。工资1000多元全
花在这儿了，有时揭不开锅了，想跟朋友借，又开不了口……”

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2000年，卢云山开始与弟子王彩霞着手创作
《鄂尔多斯婚礼》牛皮烫画长卷。《鄂尔多斯婚礼》陆续修改了9次，2004
年完成初稿，2008 年定稿。全卷总长 26 米，宽 90 厘米，分 10 个图组。
图绘人物 716 人，蒙古包 43 顶，牲畜不计其数。采用特制的电烫笔烙
绘，不易褪色。这幅烫画长卷展现了完整的民俗文化图景，它以婚礼程
序为系列，前后相连又各自独立，场面恢宏而又细致入微，故事情节曲
折动人。作品问世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民间工艺奖金奖等多个奖项。
卢云山将传统的木头烫画拓展到皮革、布、骨头等材料上，极大地

丰富了烫画的类型和技法。他创作的布烫画 《听琴》 在北京亚运会展出
时荣获金奖。他获得了5项国家专利，并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4
年卢云山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烫画代
表性传承人。他还利用内蒙古极为常见的沙子进行艺术创作。他创作的
沙雕艺术品耐久性强，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沙雕作品《牧民生活》、沙石
画《鸿运当头》成为新时代的沙料艺术杰作。

前来跟卢云山学习烫画的学生很多，他格外留意其中的“有心人”。“只
有真心喜欢的人才能坚持下去。”卢云山说，“跟烫画打了一辈子交道，不希
望这项技艺失传，带弟子传技艺是我的责任。学生跟我学烫画，不用交学
费，我还给付工资，让他们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专心学习这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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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烫画《牧民生活》 卢云山

国画《千里太行涌金秋》 宋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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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看看索菲亚大教堂！”来哈尔滨旅
游的人，断然不会错过这座见证哈尔滨“华洋
杂处”历史的经典建筑。

而那些更懂这片黑土地文脉赓续的人，则
会悄悄拐到大教堂后的地段街 97 号。坐落于此
的一座仿古典主义老建筑，门楣上镌刻着“黑
龙江省美术馆”七个清丽隽永的大字，引得过
往行人直想进去探访。

版画立馆 镌刻黑土文化

“我们馆藏 13000 多件作品，有 8000 多件是
版画。而其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则是 3000 多
幅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各个时期的黑龙江版
画。”甫一见面，馆长张玉杰就亮出了家底，

“通过黑龙江版画展现鲜明的地域文化，是我们
的立馆之本、办馆特色。”

为什么是版画？这还要从“北大荒画派”
说起。

上世纪 50年代，10万名转业官兵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荒，开始艰苦卓绝的开发建
设。在辛苦劳动的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文艺
工作者开始了版画创作活动。“因为他们本身就
是开发北大荒的一线建设者，画出来的东西就
是他们在劳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充满了真情实感。”张玉杰说，“就是在这样一
个过程中，孕育出了富有鲜明时代气息、反映
北大荒沧桑巨变的‘北大荒版画’，形成了‘北
大荒画派’。”

此后几十年，以“北大荒版画”的延续和
拓变为主流，经过几代版画家的探索，逐步形
成了根植于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
域文化特色、大气磅礴的中国三大版画之一
——黑龙江版画。黑龙江版画所表现的主题也
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拓展到农业、油田、森
林、煤炭、生态、工业、边疆等方方面面。

“美术馆是城市的会客厅，要让观众通过充
满地域特色的藏品，来读懂这片土地上的故
事。”张玉杰介绍，美术馆馆藏中不乏国画、油
画等精品，但最有特色、最能反映黑龙江特质
的还是黑龙江版画。“2008年，我们确立了以黑
龙江版画为龙头，集创作、收藏、展览、评
论、出版、交流和人才培训一体化的版画品牌
推广战略，做出了特色，打响了品牌。”

以黑龙江版画为龙头，省美术馆将版画收
藏的视域拓向更远方。比如，该馆重点收藏了
19世纪意大利卡洛的铜版画、18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中期日本浮世绘木刻版画、英国木口木刻
家协会会员的木口木刻原作等国外作品共几百
件，其中不乏国际大师的作品，具有珍贵的艺
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我们馆收藏的国外版画作
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全国一流的。”张
玉杰说。

服务大局 精心筹办展览

2018年8月，黑龙江省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名
为“归来的木刻——黑龙江省美术馆藏中英当
代版画作品展”吸引了众多目光。

“这场展览有特殊的意义！”张玉杰告诉记
者，1997年英国木版教育信托邀请 60位中国木
刻版画家创作木刻作品，并于 2003 年向全世界
发行 《木版画原作集》。“这一整套 60幅作品被
视为中国版画的现代发展及走向广阔世界的一
个里程碑。”张玉杰说，“我们从 2008 年起就与
该机构有业务往来。2016 年我们通过该机构收
藏到这 60 件中国当代木版画作品，使得这套原
先并不为国人熟知的中国木版画原作集从英国
回归故土。同时我们还展出了 43 件英国木口木
刻家协会会员的木口木刻原作。”

引进来也走出去。“归来的木刻”展览在哈
尔滨开展的同时，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美术
馆里“黑土魂——中国·黑龙江版画欧洲巡回
展”则展示了黑龙江版画的独特魅力——中国

版画界唯一一位专攻黑白木刻人物肖像的版画
大家颜仲的经典作品《鲁迅》、北大荒版画开创
者晁楣的代表作品 《第一道脚印》 等精品吸引
着外国观众的目光。

“通过这样的互动，既实现了两国版画艺术
的交流，又能让两国人民更加了解对方的文化
和历史。”张玉杰说，近年来黑龙江省美术馆还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国际艺术交
流活动，将别具特色的黑龙江版画艺术传播到
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知道黑土地上的中国故
事。同时，将其他国家、地区的优秀艺术作品
引入黑龙江，用艺术交流实现民心相通。

今年 2 月 20 日，一场名为“方寸之间——
黑龙江省美术馆藏俄罗斯小幅油画作品展”的
展览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平常
难得一见、与观众普遍印象不一样的100幅俄罗
斯小幅油画写生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俄罗斯
艺术家在田野乡间的“逸兴”之作，在表现上
颇具印象派画面的光色变化，充满了蓬勃的生
机与自然的拙趣，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黑龙江与俄罗斯地缘相接、艺术交流频
繁，近年来我们将俄罗斯油画纳入油画典藏的
主要方向。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基于多年
来收藏研究俄罗斯油画的经验，我们同全国9个
兄弟美术馆一起策划了这场展览，作为对中俄
建交70周年的献礼。”张玉杰说。

2018 年 9 月，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拉开大
幕。黑龙江省美术馆为此专门策划了“碧野丹
青·中国当代民间绘画邀请展”，展出了来自云

贵高原、黄土高原、东北平原等地区6个民间绘
画集群的 100 余件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
主体是新时代的农民，表现的是社会主义新农
村，洋溢着乡土气息，呼应着时代脉动。”张玉
杰说，“农民朋友们用质朴的艺术语言描绘了农
村的巨变、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薪火相传 培养版画人才

谈起黑龙江版画创作的人才优势，张玉杰
语带自豪：“全省各地共有版画院、版画创作群
体、院校版画专业等组织近 20 个，专职版画创
作员 54人，以教师为主的兼职版画作者 1000余
人，中小学学习版画的学生逾2万人。现有国家
级会员版画作者76人、省级会员版画作者近200
人，是全国最大的版画创作队伍。”

自“北大荒画派”开始，黑龙江版画创作
就呈现出鲜明的群体创作特征。半个多世纪以
来，经晁楣、张作良等奠基人和一代代版画家
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今天黑龙江地域版画
的创作局面：北大荒版画群体、阿城版画群
体、大庆版画群体、鸡西版画群体、大兴安岭
版画群体、伊春版画群体、庆安版画群体、呼
兰版画群体……版画创作群体遍及全省，蔚然
成风。

如何让独具特色的黑龙江版画薪火相传、
弦歌不辍？黑龙江省美术馆近年来在培养版画
人才、开展公共教育上不断探索。

“我们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黑龙江省美
术馆挂上了黑龙江省版画院的牌子。这一机制
为黑龙江版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张
玉杰说，“以版画为龙头，通过高水平的展览推
动创作，通过创新型的创作提升展览。通过这
一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我们不仅在收藏品上
形成特色版画系列，而且在版画创作、技法传
承以及市场拓展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展览与创作的有机融合、相互促进，使得
黑龙江版画家自觉形成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绘画艺术传统，长期提倡在采风写生基础上进
行美术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第十二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评奖中，黑
龙江省版画院专业画家刘德才的作品 《刻在北
大荒的土地上》获金奖。

到省美术馆学版画、画版画，如今成了哈
尔滨市民周末文化活动的一个热门选择。“开展
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的重要功能。应该通过藏品
和研究成果展示为大众服务，提升大众的审美
情趣，培养青少年对黑龙江版画的热情。”据张
玉杰介绍，省美术馆近年来着力打造以黑龙江
版画为主，集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和体验
性于一体的“龙江美术讲堂”品牌，取得了很
好的公共教育效果。

黑龙江省美术馆

版画凸显黑土之魂
本报记者 柯仲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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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观展览 柯仲甲摄

馆藏版画《起钻》 李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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