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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是山西南部古代地名，辖地主要

包括正平、翼城、曲沃、闻喜、垣曲、太平、

绛等七县。隋初建州，距今已有一千四百

多年的历史。州府所在的新绛县是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也是山西省唯一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示范县。自古以来，此处便是

沟通黄河与汾河两大流域的水陆码头，舟

船、骡马川流不息，人口繁盛，商贾云集，

文化产业和手工业发达，民间工艺如木版

年画、澄泥砚、毛笔、墨锭、云雕漆器、

刺绣、剪纸、面塑、石雕、皮影等开展广

泛，是古代北方重要的工艺文化产地和交

流中心。绛地文化千年长盛不衰，其文化

底蕴深厚而丰富，人文故事生动而传奇。

作为古绛州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载体，绛

州木版年画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工艺精

湛，不但张贴于绛州本地的家家户户，而

且行销于整个晋南区域，甚至周边省份，

是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宝贵实物遗存和杰

出地方特色代表。其种类丰富，造型夸张，

构图充实，线条精细，注重寓意，承载了

厚重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信息。

绛州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早在宋太宗

雍熙年间，绛州郭下宋守真刊印的《佛说

北斗七星经》刻本即已出现了精美的版画

插图。北宋灭亡后，绛州生活环境相对安

定，各地版画艺人纷纷流落至此，促进了

绛州年画艺术的发展。及至明代，年画已

经成为本地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流派，并

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至民国年间，

绛州一直是北方重要的木版年画产地，题

材涵盖门神画、中堂画、故事画、戏曲画、

宗教画、风景画等，内容广泛，蔚为大观。

门神画是绛州木版年画的典型代表。

绛州童谣“门神门神骑红马，持着大刀守

住家”就朴素地表达了人们对于门神的喜

爱。作为中国民间深受人们欢迎的守护神，

人们将其贴于门上，用以护卫家宅、驱邪

避灾、祈佑祥祯等。据《礼记》考，自先

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信仰门

神。门神画的诞生与普及伴随着木版年画

的产生、发展和兴盛，年俗文化是其中持

摘要

木版年画作为民众物质与精神需求

的产物，其形式和内容与民众的现实需

要联系紧密，表现形式具有浓郁的世俗

气息和乡土情怀，极富人情味。绛州木

版门神画历史悠久，题材广泛，人物造

型大气生动，遗存有一系列地域特色鲜

明的珍品、孤品。对绛州木版门神画进

行深入研究，解读其中隐含的民俗特性

和文化寓意，对于探究山西晋南地区民

间社会的世风世情，揭示画面背后反映

出的集体性民俗情感，丰富我国门神画

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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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原动力。根据使用方式（如街门、院

门、宅门、户门等）以及各地、各家风俗

喜好的差别，绛州木版门神画发展出了不

同的尺幅和内容，品种丰富、风格多样。

依现有资料，绛州木版门神画题材可以大

致分为武门神、文门神、三星门神、财神

门神、灶君门神、关公门神、童子门神、

回回进宝门神、护子门神、瑞兽门神、公

鸡门神和皂隶门神等十二大类，其造型生

动、图案精美、寓意丰富，构图和表现形

式朴素而不失新意，具有较高的审美和民

俗文化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缘

起自然与灵魂崇拜与信仰的年节已然成为

除旧布新、祭祝祈年、阖家团圆的日子，

成为关系到每一个中华儿女及家族的集体

民族行为。“忙腊月，请下诸神赶快贴”，

过年最不能缺的就是门神。可以说，门神

画是晋南民俗文化中影响最广的现象之

一。作为一种“接地气”的艺术形式，木

版年画的服务对象涵盖城乡百姓，富于市

井和乡土气息，体现的民俗心理及民俗情

感丰富。正如冯骥才先生小说《鼓一张》

中所描绘的那样：“甭管多少新画稿冒出

来，卖来卖去总会有一张“鼓”出来。杨

柳青说的这个“鼓”就是“活”——谁看

谁说喜欢，谁看谁想买，争着抢着买，这

张画像着了魔法，一下子能卖疯了。”民

众的审美观念及民俗心态深刻地影响着年

画的创作，也使得年画与民俗之间有了密

不可分的多重关联。这种集体的心态和行

为模式，正是古代年节中民俗文化的生命

力所在。年画艺人制作年画满足民众的装

饰喜庆需要，同时还自发地将这种集体的

民俗心理刻印在作品当中，采用多种形式

进行设计加工，以表达民众护佑祈祥的精

神愿望，反映出民众丰富的精神生活，体

现了浓浓的人情味。在丰富多样的门神画

中，这种人情味表现得格外充分。

就绛州木版门神画而言，其品种丰富，

使用广泛，是本地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承载了原汁原味的绛州文化内涵。“井轱

辘贴门神——转来转去还是那个人”，武

门神在民间最受喜爱，品种多，销量大，

多张贴于大门、二门，用以驱邪除魔，斩

妖镇宅，祈福纳祥。《天官赐福》类的文

门神多张贴于正屋门，祈愿加官进爵、利

禄双全、人丁兴旺；福禄寿三星类门神张

贴于长辈住房之门扉左右中上部，以祝福

寿康宁；《刘海戏蟾》等童子门神或者《麒

麟送子》等护子祈子门神一般张贴于青年

夫妇门前，祈愿多子多福，孩童健康。此外，

还有一些绛州独有的门神画，反映了鲜明

的地域特色和民众心理。如《作揖门神》，

画中两位带刀侍卫，呈鞠躬作揖状。此类

门神张贴于衙役和官吏宅门，具有教化功

能，宣教侍卫恭谨有节的行为规范。绛州

独有的《皂隶门神》也饶有趣味。作为古

代衙门中的官差，皂隶身份虽为贱民，但

参与地方刑 诉和公案，且往往身份世袭，

在古代民间社会具有较大势力。皂隶人家

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就在门前贴

上皂隶门神。在这幅皂隶门神作品中，皂

隶头戴纬帽，身穿缁衣长袍，腰系褡裢，

一手执笔，一手叉腰，挺胸昂头，双目微

闭，皂隶神气而满足的神态尽现。在表现

方式方面，版画作者大胆采用大面积阴刻

阴影，仅用黑白两色即生动表现出衣着颜

色特点，明暗应用准确老道，不落传统木

版年画“重线不重面”的窠臼。

唯美主义的代表王尔德提出了“为艺

术而艺术”，主张艺术自身就是目的。然

而，艺术终究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发展和创

造的，艺术无法脱离生活。特别是在年画

等民间艺术当中，艺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更是水乳交融。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挖掘

出素材和需求，并将它制作出来，随时可

以再现。接受者亦会将此类门神贴于家门

之上，让自身的荣幸朴实而直观地显现出

来。一般认为，年画在年节当中，一方面

服务于民众美化环境、装饰门户的物质需

要，以强化节令、增添喜庆吉祥的气氛，

一方面服务于百姓们护卫避祸、祝年祈福

的民俗心态，以寄托朴素的民间神灵观念

信仰。然而，这些平民人物的出现，表明

年画贴近和服务了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满足了民众基于年俗生活需要而产生的种

种需求，反映了社会民俗的方方面面。基

于这种多角度、立体式的服务性，绛州木

版年画描绘的各类门神，多以人物画为主

题，在形象的塑造上工不厌细，树立起了

生动多样的门神人物与民俗的艺术形象。

这不仅体现了绛州木版门神画融入市井的

定位，也深层次反映了绛州门神画以人为

本的艺术偏好，揭示了绛州门神画鲜明的

服务性特征。

门神画作为一种产生于民众而又服务

于民众的艺术形式，在传承和嬗变的过程

中具有自发性，从而不断贴近和反映了民

众的心理需求。具体而言，绛州木版门神

画中的人物多为本土人物，或者在绛地留

下传奇故事的人物。绛州木版门神画中有

一幅《坐姿大门神》。画作中人物为秦琼

和敬德，均为坐姿，与传统门神画中多见

的站姿或骑马姿态不同，较为罕见。二人

左右对峙，均头戴方冠，身着铁甲，上罩

朝服，背插靠旗，坐于虎皮之上，神态肃

穆，威风凛凛。其中，左侧尉迟敬德为黑

色脸谱，一手捻须，一手执九节鞭；右侧

秦叔宝白色面孔，一手捻须，一手仗剑，

二人衣着、动作、神态造型既相互独立，

又左右呼应。画面主要通过线条表现画面

主题，线条之流畅体现于人物靠旗和飘逸

的衣着，兽皮处又通过粗细变化的线条以

及线条之间的留白，表现出蓬松的纹理。

画面中，敬德的胡须长达 16 厘米，多达

30余根，平均每根仅 5毫米，粗细均匀，

不黏不断，版画 创作者的功力寸寸可见，

从这一点也可以管窥绛州古代市井的繁荣

以及木版年画工艺的精湛。绛州门神中的

秦琼敬德情节不仅仅是华夏民族对秦琼敬

德门神的普遍崇拜，更反映了绛州民众他

们的集体情感。在今新绛县汾河南岸不远

处有村名原为蔚村，后改为尉村。据乡民

传说，蔚村村民在李世民登基后，觉得在

此得遇真龙天子，又亲见尉迟敬德、秦叔

宝等大将，很觉荣幸，干脆将蔚村去草头

改为尉村了。现新绛县城西南 10 公里处

的柏壁曾是唐太宗李世民屯兵之处，秦王

堡、擂鼓台、跑马道等遗址至今犹存。不

论是尉村得名，还是绛州木版门神画中威

风凛凛、霸气外露的将军，都显示出绛州

人民对叔宝、敬德二人的喜爱与崇拜。苏

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艺术是

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创造”，指出了艺术

符号、人类情感、艺术表现和艺术创造诸

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情感表达需要恰当

的形式，而年画恰巧在年节的特定时间给

了民众表达信任与崇拜的机会，将绛州民

众对于秦琼敬德的深厚情感外化为一幅幅

生动的门神画作品。

 在这一方面，更具代表性的要属生

于斯长于斯的关公。在人神信仰中，关羽

为人造神之佼佼者，关公崇拜的普及，全

国从北到南，远及海外。晋南地区对关公

的信仰祭祀更为虔诚。早在山西票号商人

盛行的时代，关羽便是很多票号商家的行

业保护神。在漫长的经商岁月里，人们将

“诚信理念、非凡胆识、进取精神、群

体意识”等经商心理化作对关羽的崇拜。

特别是关羽还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

招财进宝的保护神，将其与文财神对列，

被称作武财神。在这里，关公演变成为惩

邪除恶、降福消灾、护佑平安、祛病延年

的万能神灵。明清之际，绛州地区村村有

关公庙，家家贴关公像，人人敬关公神，

这与关羽本身就出自晋南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木版年画也为这一崇拜心理和行为发

挥了独有的作用，绛州门神画中的关公门

神屡见不鲜。在《骑马关公门神》中，运

用了民间艺术中常见的夸张手法，夸大了

关公的头身比例。夸大头部是为了突出人

物威武的神情，使妖魔望而生畏；身体宽

阔，四肢粗短，体现了男性以健壮为美的

原则，也让百姓心中产生一种安全感。整

幅作品构图对称、饱满，形象精细、粗犷，

线条简练、刚劲，饱满寓意祥瑞。粗犷暗

示力量，刚劲展露个性且又不失诙谐活泼

的效果，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和节日氛围。

由于乡音土情，山西人对关公厚爱有加，

他也被尊称为“山西夫子”，依乡恋土之

人情味依稀可见。

 古时绛州经商做买卖的人多，从而

出现了广泛的求财求福心理。民众会在除

夕时将“上关下财”贴于正房有水瓮的上

部墙上（晋南方言中“水”与“福”谐音），

初二进行敬拜，还会张贴很多“刘海戏金

蟾步步撒金钱”之类的门神，以求“买卖

兴隆财源旺”。在年画艺术中，常将刘海

画成招财童子的形象，图案表现为刘海从

三足乌口中钓取金钱的样式，常张贴于新

婚夫妇内室门，不但寄托有故事本身蕴含

的夫妻和谐，幸福美满之意，还兼有发福

生财，财源兴旺的期许。绛州木版门神画

《三阳五福门神》中，以人物为中心，构

建了植物、动物、山石呼应的画面，隐约

可见文人画的风格。在左侧的图案中，童

子立于山石之上，手执宝盒，五只象征五

福的蝙蝠从天而降尽入盒中，山下三只象

征吉祥的羔羊或卧或走，怡然自得。童子

身后竹节挺立，冀意节节高。画面右侧写

有“三阳从地起，五福自天来”字句。右

侧图案中，童子打扮的刘海立于山石，手

执藤蔓，金蟾正抱紧藤蔓一跃而上，刘海

身后值有劲松，寓意坚贞不屈，画面左侧

──以绛州木版年画为例

写有“刘海戏金蟾，步步撒金钱”字句。

对称的图案、传统的纹饰、吉祥的形象，

都含有人寿年丰、吉祥美好的寓意，体现

了当地人有关祥祯的朴素信仰和传统的人

文精神，以及民众对于人与自然融合统一、

天下太平、和谐发展的美好意愿。在民间

信仰观念当中，因为想要避祸攘灾、祈福

纳祥，所以产生了借助万物和神灵寻求依

靠的民俗理想。人们习惯将某些自然事物

和文化事物视作吉祥，并相信这些事物能

躲避灾祸，获得吉庆祥瑞，因而也就成为

了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对象。因此，蕴含多

种吉祥图案、新年佳语的福禄寿喜财类作

品倍受欢迎。由于绛州地区为水旱码头，

经商氛围浓厚，民众不仅重财喜福，同时

也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于是绛州木版

门神画品类特别多。木版年画的购买和张

贴也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特点，充分表现

出民间信仰“凡为我所用者，都被加以供

奉”的特点。由此可见，民俗信仰的功利

和实用性深刻影响着民俗年画，原始诸神、

儒道神灵、祖灵崇拜、小说中的角色、传

说与现实中的英雄人物等，只要符合民众

心理，都可能被作为门神。

总之，绛州木版门神画服务对象以城

镇居民为主，题材偏好于本地英雄人物或

流传于本地区的传奇故事，内容贴近工商

阶层功利性需要。年画作为民众物质与精

神需求的产物，其内容源自现实生活，人

情味十足。这种人情味，是一股可以温暖

人心的温情，是人与门神人物之间真挚情

感的自然流露，具有由内而外的生命感染

力。作为当地的一种民俗艺术，绛州木版

门神画是民众寄托感情的一种艺术形式，

年复一年地根据民众的喜好不断演进和完

善，向世俗方面发展。正是民众的民俗心

态催生了绛州木版门神画中一个个鲜活生

动的人物形象以及独具特色的审美表达。

其突出的服务性、本土性和功利性也为当

代木版年画乃至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

了宝贵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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