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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木刻门神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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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刻年画是我国民间一种独有的绘画艺术形式,门神画又是民间木刻年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门神画形成发展于民间,在适合劳动人民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传

统哲学、绘画的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是劳动者自由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

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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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年画是我国民间一种独有的绘画艺术形式, 门神

画又是民间木刻年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贯穿于整个

年画的发展当中,并派生出其它的年画形式,在整个年画发

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门神画的产生及发展主要源起于人

们对神灵、佛道、巫术的信仰。早期万物有灵思想及其后来

的各种神灵卫护和宗教信仰的盛行,逐渐成为信仰民俗,为

门神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门神画形成发展于民间, 在适

合劳动人民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绘画的

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 是劳动者自由地表

现自己精神世界的形式之一。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

民风民俗的影响下,在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相对稳定、印

刷技术发展缓慢且落后的情况下,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

生存、传播和发展的方式, 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一、适合民间、依附民俗的特征

在 中国民间木刻版画 中关于民间木刻版画讲到: ! 民

间木刻版画 ,应是那些劳动大众出于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

需要而创作或传承的,适合自己创作本色, 且便于在民间应

用和流行的作品。∀ [1 ]可见门神画在民间得以发展流行是要

适应民俗民风的。

同其它的宫廷画、文人画相比, 不难看出民间木刻门神

画的土壤在民间, 与其它的纯艺术品不同。老百姓喜欢它

粗犷质朴的形式、强烈喜庆的色彩、表现民俗民风的内容。

它的内容依附于民间的神鬼传说等信仰民俗, 它的产生是

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精神追求而展开的。它不具备文人画的

诸多法度规则,是按照劳动人民自己的思维方式及其对事

物的认识进行创作的,贴近劳动人民的审美要求并适应民

俗民风。! 画画无正经,好看就行。∀这是劳动者自己对创作

最深刻的诠释。从这些创作题材和创作意识来看, 它适合

劳动人民的精神要求和审美要求。又因为木刻印制可以批

量生产, 且价位低廉, 具备应用和流行于民间的条件, 所以

门神画能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能够在民间这样的环境中得

到很好地发展。

二、门神画在发展中具有传承的特征

民间的审美意识和民俗是世代传承下来的, 具有一贯

性。木刻门神画的制作是由绘制、刻制、印制几部分组成

的。制作过程的复杂性和技术操作的难度, 决定了它的传

播方式必须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又由于木刻门神画是由

上一辈或其它地区其它作坊的好的作品复制翻刻、继承发

展而来, 故此,门神画是在传承的方式下发展的。

初始的门神形象是民间艺人根据传说中的形象, 结合

文人手笔及庙宇壁画中将军武士的形象演变发展形成的。

如唐代存留的工笔重彩中秦琼、敬德的形象, 二人都加堆金

沥粉画成, 色彩艳丽具有装饰性, 同门神画比较, 形象非常

接近。可见门神画的发展是结合和继承了文人画。经过民

间艺人长年累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与完善, 从民间发展,

在民俗中逐渐演变成为民众审美所共认的样式。经过几代

乃至几十代民间艺人代代相传、千锤百炼、反复推敲而定型

化的作品, 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继承发展的结果, 是有着

较高的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是在传承中集体审美意识形

成的产物 ,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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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神画在发展中集体性与个性并存的特征

民间木刻门神画从总体上来看是人民群众集体审美意

识的产物。完成的作品要经得起千万人的评价, 所以创作

者必须根据本地区民族文化的普遍审美理想作为创作的审

美要求, 而并非完全属于创作者个人审美意识的产物。作

品上也一般只属作坊名。好的作品被各家作坊、刻工反复

翻刻,很难考证最初的原作者到底是谁。更何况, 作品是在

不断的翻刻改进过程中被逐渐完善的 ,传承中并非本来面

貌,而是由不同作坊的艺人和不同年代的艺人根据人民群

众集体审美意识经过总结、改进、发展,形成现有的面貌,故

此有着集体创作的性质。但在集体审美的基础上, 创作者

谁也无法避免自我审美意识在技术操作中, 特别是在刻制

和印制过程中使原画发生变异, 也避免不了审美个性在作

品中的萌生出现,因此, 形成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和不同作

坊间总体上风格样式一致,而又各有个性特点的局面。

四、作品在发展中稳定性与变异性并存的特征

由于中国古代的经济、交通、文化交流等诸因素长期处

于落后及封闭状态, 受教育也只是少数人的权利没有得到

大面积的普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及民情、民俗长期处于一

种较稳定的状态,人民群众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识不能得

到很好的交流和发展。又由于门神画的形象、技法是一种

传承式的流传方式,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它的应用对

其形象、内容及其格式有很大的限定要求, 且审美意识具有

一贯性不容做大幅的改动, 故而门神画的发展中形象和技

法没有太大的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门神画要发展就不能一成不变 ,必然要进行不断的

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老百姓的审美要求, 故而在门神

画的传承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存在着变异现象。一方面作品

被反复翻新复印,难免审美个性会影响原画的原貌; 另一方

面高明的刻工也会根据劳动人民的意识及要求的变化而作

有意识的改进,根据地域和民俗的不同, 依据自己本地域不

同的审美意识和民俗要求作自己的发展。这样就发生了在

发展的相对稳定中发生变异的必然现象。如杨柳青的门神

画由于更多地受到院体文人画影响, 绘刻精细 ,设色雅致,

供应对象多为城市市民, 造型趋向写实, 有一种柔媚之美。

相比之下, 杨家埠的门神画要适应各地农民的需要, 人物造

型健康质朴, 线条刚劲简洁, 富有地方色彩, 表现出一种阳

刚之美。这就形成地域间及发展史上的相对稳定统一, 而

又有变化差异的淳厚浑朴的造型风格。

五、门神画中复制性与创作性并存的特征

复制性是中国绘画的一大特点。复制是后人向前人学

习的一种手段, 且人们的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是相对稳定

的, 要适应这种稳定性门神画就不适合做大的改变。门神

画又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作品, 是由技法上熟练的刻工依

据好的作品学习翻刻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刀法、构图样式被

大体保留下来, 与旧的式样相差不多。但也有技术高明的

工匠会根据本地域及本时期人们的审美和民俗要求对原作

品进行改进、丰富使其更完美。门神画的形象表现最多的

要数! 神荼、郁垒∀、! 秦琼、敬德∀。! 秦琼、敬德∀门神还分

! 立锤∀、! 立刀∀、! 马上鞭∀、! 步下鞭∀等形式。其它门神还

有! 赵公元帅、燃灯道人∀、! 关公像∀、! 钟馗∀、! 天官∀、! 三星

图∀等。有些则根据传统的式样发展创作出新的门神式样,

如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等向往美好幸福的内容,还有门童等

象征子孙满堂、幸福美满的门画, 流传至今,作品丰富。

这些特征是保证门神画适应当时社会、适合民间流行、

能够稳定发展的基础, 也是门神画能够长期兴盛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 国内外、地区间交流

的频繁, 劳动人民思想意识、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新文化新意识的冲击下表现新风尚、新内容的题材取代

了! 门神∀形象。现代化印刷机器生产的年画大量出版, 必

然会代替低效率的手工印刷产品。社会的变革, 风俗的改

变, 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 使门神画的衰落成为必然,但是,

门神画将作为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成为学者们借鉴

和研究的对象。门神画的脚步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但

是, 它的艺术特征依然是我们发展现代艺术、民族艺术的有

益滋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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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of the Folk Menshen Wood Sculptur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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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ood sculpture drawing is a unique folk art form in our country. The Menshen drawing is one im

portant part of the folk wood sculpture. The Menshen drawing developed in folk and has formed its own special art form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al view. It is one of the forms that laborers use to express

their own feelings fr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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