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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应用·

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子”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
□ 王 璐
摘

中国各地都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纸浮雕艺术。山西黎城
要：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一，
纸浮雕具有悠久的历史，

纸浮雕
“样本子”是艺人通过切、
剪、
刻等手法制作而成，含有美好的寓意，可以将其作为新娘子的嫁妆陪送。文章以
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子”为主体，分析了“样本子”的历史与价值，探讨了“样本子”在当前社会的生存现状，提出了
促进山西黎城纸浮雕
“样本子”
在当代进行延续和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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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浮雕是民间艺术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

无论是纸雕在历
种
“人化”
进一步就产生了文化。所以，

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虽然发展缓慢但却从未有

史长河中经过历代人创造和延续的过程，还是所呈现

过间断。这种带有浓厚民族意蕴的艺术品，
将纸和文化

的内容和题材都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发展中

结合起来，通过刀具对纸进行加工，使得绘画和雕塑之

浸染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美融为一体。这种工艺不仅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还反
映了地方的风俗，彰显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念，且

作为北方纸雕艺术的一个代表，山西黎城纸浮雕

其兼具实用、
文化、
观赏等属性。山西黎城纸浮雕
“样本

“样本子”反映了地方特色。
“样本子”在较长一段时间

子”作为纸雕艺术的一 个分支，意义非凡，应 受 到人 们

都是作为女子婚嫁时娘家母亲为自己的女儿亲自制作

的重视和关注，研究其在当代延续和发展的创新路径

的嫁妆而存在的，
也将跟随女方一生，作为陪嫁品而被

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女儿保存一生。这件精美的嫁妆反映出了当地对于婚
嫁的重视，寄寓了以母亲为代表的娘家人对女子出嫁
后婚姻美满幸福的祝愿与期盼。而这件立体的工艺品

“样本子”
是山西黎城的地方方言，也叫“花本子”
，

还具有多种功能，除了寄托愿望，还是女子怀念娘家时

“样本子”上下
是旧时母亲亲自给出嫁女儿做的嫁妆。

睹物思家的物件，更重要的是这件工艺品还是女子提

一共五层 ，由 32 个大 小不一的 纸盒 叠 摞在一 起，这些

升针线活儿水平 的“实体”资源库，一定程 度上 反映 了

纸盒是用面糊将两张麻纸粘成一个硬挺的纸褙进而折

当地民间对于女子德行和
“女红”
的重视。

叠成 16 个大小相同的 花盒，两个 为一组 ，通过 插、粘 ，
压摞组合而成，如图 1 所示。为了防止磨损，制作者会

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子”以技艺创造美、展现美，

在表面糊一层花布，
在折合处加一对盘扣。
“样本子”
历

艺人指尖生花，用一张张平 平无奇、薄如 蝉翼 的纸 张，

史悠久，
价值多样，
值得当代人的继承与发扬。

通过多种技艺的处理，使纸张具备了更强的审美价值。
而纸雕这种民间工艺从人民群众中来，其本身发源就
成
带有一种自然朴素之美。而经过手艺人的慧心巧手，
为“样本 子”的纸张不 仅突破了自身的 限制 ，形态 也经
过处理被解构和重塑，而不同的手艺人对纸张的处理
不同，想要 传达和表现的主 题也不尽相同 ，这也 使“样
本子”拥有了不同的图案、类别、题材和表现方式，
从而
更具有地方审美特色和个人审美倾向，也由此具备了
独特的审美价值。

图1

样本子示例图

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世界各地的物
纸浮雕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无论是

品都可以出现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作为传统技艺

自然景色还是花草虫鱼，甚至是传统文化都是纸浮雕

的纸浮雕却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加上各种复杂的因

经常表现的内容，而这种艺术经过手艺者的加工和创

素，年轻一代对纸浮雕这种艺术也不甚了解，
纸浮雕面

作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人化”
，具备了“人化”
的特征，这

临着不小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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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拼装说明书，用绘画和语言文字说明该纸浮雕的
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子”与其他纸浮雕艺术一样

文化内容。

也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
不断进行创新。文创作为推
动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传统文化新发展的必

在新媒体下，纸浮雕“样本子 ”可以 采用 动画 的形

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然而当前与此相关的文创产品的

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给观众带去与众不同的感受。不

开发还远远不够，产品功能也比较单一，仍停留在装饰

同于现场观摩静止的纸浮雕，实验动画作为一种新的

层面，更多 是通过“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物在 审美 层 面

动画模式，可以将多种艺术手法相结合，如纸浮雕动画

给人们带来享受和愉悦，但实用性和文化性方面的表

《传承》，
该动画采用纸浮雕的形式，赋予人物以动态形

现却略有不足。

式，将一部手工艺人打造的传统优秀文化纸浮雕动作
与新媒体
影片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艺术来源于生活，

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 子”作为 小众 工艺 ，其传 播

更能将纸浮雕所展示的深意表达出来。通
融合在一起，

和宣传的力度不够。而这项传统技艺并不是随随便便

过动画的形式 能有效拉进观众与 创作 者之 间的 距离 ，

就可以上手操作的，
需要系统地学习相关技艺，不断通

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因此利用好媒体和互联网的

过操作和实践提升实力，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真正地

优势才能更好地吸引青年人主动传承。

认识和了解这项工艺，深刻体会并认同纸雕艺术的价
值和意义，在了解过程中爱上纸雕艺术，
产生浓厚的兴

纸浮雕“样 本子”作为 一种文 化产 品，在 设计 时应

趣，并发自内心地愿意传承和发展这项历史悠久的艺

考虑其是否能获得消费者的喜爱。抓住消费者的消费

术，
不断结合时代的发展特点对其进行创新。

心理以及行为特点，将产品设计得更加多样，创造出让
消费者能够理解并能感知其内在文化的产品。加强纸

从当前来看，山西黎城 纸浮雕“样本 子”相 关产 品

浮 雕“样本子”与消费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可以 利 用建

“样本子”
的市场较为狭窄。历史上长期作为陪嫁品的

模技术让消费者通过计算机自己设计纸浮雕。提供一

在产品受众上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对于当代年轻

些图片，消费者可以进行模仿，并利用计算机建模技

人的吸引力比较小。加上这种纯粹欣赏性的艺术品也

术，
自由设计自己喜欢的产品，再根据设计出来的模型

有一定的审美和喜好门槛，又进一步限制了产品的受

加以组装和组合。在整个设计与拼装的过程，
消费者实

众群体，如若不加以改变只会让纸浮雕艺术框定在特

现了人机互动，
大大地增强了趣味性。

定范围中，
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山西黎城纸浮雕的“样本子”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
纸浮雕“样本子”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提高其

在当今时代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审美价值，

新颖性和吸引力，当地的相关政府和部门应着手挖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然

并开发多样的纸浮雕文创产品，利用媒体和互联网优

而当前山西黎城纸浮雕“样本子”
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

势吸引青年 传承人，并 致力于加强纸浮 雕“样本 子”与

观，
主要表现为相关文创产品的功能单一、传承人中新

消费者的互动交流。

鲜血液不 足、产品 市场较为狭窄 等三个方面，因 此，山
西黎城纸浮雕
“样本子”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要有针对

纸浮雕文创产品的挖掘与开发不仅要考虑艺术性
也要考虑实用性，不能拘泥于单一领域，而应探索多元

性举措，使 纸浮雕 焕发新生机，与时代接轨，开 辟新 的
发展和传承道路，
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领域、多样形式，纸浮雕应用于家 居方面是 主 要的，但
也可以尝试与美食、服装、教育等方面相结合。比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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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技术，将纸浮雕设计为传统的拼接玩具模型，让游客
通过建模的形式自己设计。还可以设计为拼接式纸浮
雕，
直接从板件上取下零件自己进行拼接，并给予设计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2022 年第 8 期 《造纸信息》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