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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十四走》简体本
杨先让、杨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4 年，14 次走进黄河流
域，经过8大省区，收集近千
张图片，留下20多万字的文
本——这一连串数字背后，
是杨先让和他的队伍搜集失
落的民间艺术的足迹，黄永
玉曾用被“震傻了”来形容这
一壮举，而这支队伍从始至
终只有一个目的：追寻中华
文明的根。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现代化发展犹如列车，滚滚向
前，民间艺术的存留就在我们
一念之间。我们可曾了解过
民间美术？可曾知道社火脸
谱、高密扑灰年画、秦王点
兵？若干年后我们是否还能
记起这些妙趣横生的艺术以
及创作它们的手艺人？

民间艺术靠手艺人存活，
但是手艺人的相继逝世，让这
些技艺濒临灭绝。为了搜集
失落的民间艺术，为了找回孕
育中华文明的土壤，上世纪
80 年代，杨先让率先带领团
队，先后14次走进黄河流域，
进行民间考察，足迹遍及青
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
南、河北、山东8省（区），走访
中，考察队积累了近千张图片
资料，并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的
文本。图文集结成册后，被命
名为《黄河十四走》。

《黄河十四走》不仅详述
了诸如安塞腰鼓、汉画像石、
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石
刻、泥（面）塑等民间技艺，还
分析了其艺术风格、反映的民
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涵等，
并记录下当时优秀的民间艺
人（如刘兰英剪纸、苏兰花剪
纸、潘京乐皮影等），为黄河流
域的民间艺术留下了珍贵的
图文资料。

一座黄河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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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重重磅

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实实在在与人们共存了数千年，并自始至终沿着自己的规律去进行创造，
发展成一个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正是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范围内支撑着一个民族的
元气和凝聚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杨先让、杨阳所著的《黄河十四走》(上、中、下册)，是一套从象牙
塔走向田野，走向大传统的探索性记录民间艺术的文本。

▲《黄河十四走》中收录的部分民俗事物图片

创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美术系

1948 年夏天，杨先让十八岁，考取
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这是
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到 1952 年毕业
时，他已经是美院的学生了。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
版社。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天地里，他与
民间美术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杨先让与同事在社里一起负
责年画、宣传画的出版，每天的工作就
是画版式、写退稿信、写美术字。闲暇
时间，杨先让会下乡作画。《出圈》是他
的版画处女作。这是他在下乡时，偶然
觉得这个画适合做成版画，于是当时的
同事邹雅从荣宝斋找来一块木板，他自
己又弄了几把圆刀。从没尝试过版画
的杨先让，最后竟完成得很好。后来这
幅作品不仅得以出版，还获了奖。

1958年，他和太太下放河北遵化劳
动一年，回来后先被调去文化部工作，
后又调入了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版画
系。1980 年，美院新成立了年画、连环
画系，要杨先让组系及担任教学工作。
事实上，这个系的诞生却有些生不逢
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已经开始兴
起，年画、连环画正在走下坡路。因此
朋友和家人一致不赞成他离开版画
系。结果磨来磨去他还是心软同意了。

1983 年，杨先让在美国探亲期间
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
方很重视民间美术，原始艺术被重新
估价和吸收，不少西方大师，比如毕加
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
术而创造的。这给他触动很大：中国
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
为什么不能将这些资源吸收到我们的
艺术创作中来呢？

于是，回国后杨先让生发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要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
民间美术系。

民间艺术被官方、文人遗忘了数千
年，今天应该是好好珍惜它、重视它的
时候了。这就是推动杨先让建立民间
美术系的一个强烈动机。

创建民间美术系是前所未有的事
业，困难一定不少。工作反正都是要有
人去做，我们有信心。

杨先让不厌其烦地给学院讲述“民
间美术的重要性”，最终，他争取到了改
系方案的通过——“年画、连环画系”得
以改为“民间美术系”，这也是中国第一
个民间美术系。

黄河考察，萌生感触

“民间美术系”虽已成立，但是在理
论上、规律研究上、课程设置上该如何
做，大家还没有谱。既然这样，亲自考
察中国的民间艺术，以便获得第一手资
料，就非常有必要了。于是杨先让有了
要走一趟黄河的想法。

就这样，杨先让于1986年年底接受
美国乔治·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开始了
他组队“黄河十四走”之旅。

为什么选中了黄河？
杨先让说，因为黄河流域可以说

是最具有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代表性
的大区域、大文化圈。这里所产生的
一切民间艺术活动必然与考古学、哲
学史、古代史、民俗学、民族学、艺术
史等多方面的学科，在内涵和根源上
密切相连。从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
入手，很可能获得打开中国其他地区
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

一路上，他们听闻哪里有“好东
西”，就急忙奔去看。蜻蜓点水也罢，倒
也遇到了不少民间艺术和民间艺术
家。不管他们是田地里的，或是炕头上
的，他都以平视和尊敬的目光审视其艺
术语言。

遇到陕西旬邑县的“剪花娘子”库
淑兰时，他就震惊了。用他的话说：“我
们来到库淑兰住村的破窑洞里，我被如
此环境下生存的一位大艺术家以及她
所营造的世上独有的一座艺术殿堂震
撼了。”

杨先让首先将这瑰宝向台湾“汉
声”杂志社推荐，并且让他的妹妹将这
个做成一系列的研究。当库淑兰看到
她的作品能够向香港来访者宣扬、获得
很多大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世界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时候，她知
道她“火”了。可惜，这些对库淑兰的生
活并没有什么改善。她依然住在她的
破窑洞里，忙的时候干脆请人做复制版
的库淑兰剪纸。渐渐的，库淑兰老了，
累了，做不动了。大家都说，民间的剪
纸艺术走向衰亡了。

1987年，他们结识了华县皮影大师
潘京乐。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里
面，有潘京乐演皮影的镜头。那天，一
天工作下来，原本想放松一下，谁知当
锣鼓丝弦一响，开唱了，杨先让开始惊
呆了。那凄婉的“碗碗腔”将他的神经
牢牢地牵动着，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去寻

找那演唱者：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满
脸胡茬，又弹又唱，真正的声情并茂。
他那断断续续的腔调，真是绕梁三日。
杨先让觉得这么好的民乐，应该也让美
院的师生听一听，请潘京乐到美院去演
一回，可惜全场没到几个人。杨先让觉
得他错估计了。

有些时候，当他们发现一个线索，
即将要找到的时候，却往往发现民间艺
人已经死了，带着东西和技艺一起走
了。几年间，杨先让看着这些人与技艺
如潮水般逝去，却来不及掬一勺在手中
就流走的时候，那种情境真不是滋味。
他和他的队员便会萌生最朴素的想法：
要抢救，要快。

为了与时间战斗，为了调查、记录、
保存更多珍贵的民俗事物，也为了节省
考察经费，考察队伍风餐露宿、日夜兼
程，杨先让也因考察晒得面色黧黑，常
穿着一身破夹克，还曾被人误会生活有
困难。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最后一
站走完黄河口的前几天，他忽然对随行
的女儿杨阳说，“中国民间美术，这下我
通了，我给你讲”。

《黄河十四走》诞生
“震傻了”黄永玉

1987 年到 1989 年，沿岸八个省、一

百多个县镇，三年考察黄河流域民间美
术的成果，变成了一部纪录片《大河
行》。杨先让将纪录片放给黄永玉夫妇
看，震了他们一把。台湾《汉声》杂志的
编辑们也由此听闻，邀请杨先让写书。

杨先让写了一年，当他将以“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
考察报告”为副题的《黄河十四走》一大
叠书稿送给黄永玉看时，黄永玉一翻
开，就被“震傻了”，他惊呼：“杨先让呀
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
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
计划，那么丰硕的成绩！”并说：“《黄河
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
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
大的可能性，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
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汉声》的编辑将书稿编了三年，这
才有了整整三大本《黄河十四走》。近
日，广西师大社出版了《黄河十四走》简
体版，这是台湾汉声首次在大陆正版授
权，简体版在保留原版精华的基础上重
现了这部经典。

黄河十四走的旅途中，杨先让总随
手带着他的小笔记本，他什么东西都可
以遗失，唯有这记录第一手调查的笔记
本不能弄丢。翻开笔记本，可以看见杨
先让撰写的田野日志、见闻笔记、心得
备忘、美学思考，还有当地民众提供的
有关剪纸“十果”的项目记录，以及一张
随手夹进的民间剪纸……

杨先让那时或许没有想到，这些
图片记录、考察笔记日后会变成一本
书，因此，笔记严谨中又不失随性，他
记录下的不少小画、随笔让人忍俊不
禁。这份随性的浪漫也在他面对《黄
河十四走》的赞誉时表现了出来，“我
这个人，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我自己
也不在乎，没想当大画家，我就是美术
工作者”。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黄河十四
走》作者序言；张玉瑶《岛里人，喜欢“玩
一把艺术”》；《杨先让：这个“岛里人”，
震傻了黄永玉和陈丹青》，《北京晚报》）

当前，在“文化强省”建设大背景下，如何传承、弘扬优秀灿
烂的赣鄱文化是摆在江西文化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汉宁是其中的先行者，其新著《宋代江西籍进
士地图》即是对宋代进士“江西现象”的全新探寻和思考。

《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一书是夏汉宁先生带领课题组成员
在前期已有《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等宋
代江西文化系列重要成果基础上，广搜史料，访求佚文，历时数
载而完成的煌煌大作。该书对于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从内容而言是对宋代江西进士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梳理，
就方法来说则是对宋代文化研究的一次有益创新。

全面梳理，嘉惠学林。宋代江西进士是江西文化史上值得
自豪和关注的重要内容，江西在两宋时期表现卓然，进士科考
大放异彩，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据《宋登科记考》所载宋代江西
进士数量仅次于福建、浙江，名列第三。宋代江西进士数量有
多少？分布如何？这些都是大家长期关心却未能解决的问
题。《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对此做了全面梳理。全面梳理宋代
江西进士数量。该书以明清以来各版本《江西通志》、各版府志
与县志、以及各种文人笔记、文献总集等为数据来源，对宋代江
西进士数量做了更为全面的梳理，最终得出宋代江西进士共
6458名。应该说，这是目前宋代江西进士最为准确的数字。全
面梳理宋代江西进士地域分布。《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不仅有

“宋代江西籍进士在宋代州军府的地理分布”，“宋代江西籍进
士在宋代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而且还有“宋代江西籍进士
在今设区市的地理分布”，“宋代江西籍进士在今县（市、区）的
地理分布”等。《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还全面梳理宋代江西进
士文化成就，从而让我们看到“宋代江西籍进士在有些领域甚
至还引领一代之先，开一代之风”。

图表方法，雅俗共享。翻阅《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既有学
术研究的严密，又有知识普及的效用，使得该书真正达到了“雅
俗共享”。奥妙即在于该书大量使用“图表”的呈现方式。用地
图呈现进士全貌。《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最大的创新就是使用

“地图”研究方法展现历史。打开本书，未见文字，就能先欣赏到
14幅精心绘制的“宋代江西进士及其作品总量在宋代州军府的
地理分布”“宋代江西进士及其作品总量在今江西设区市的地理
分布”“宋代江西进士家族及其作品总量在宋代州军府的地理分
布”“宋代江西进士家族及其作品总量在今江西设区市的地理分
布”等立体化地图。不唯如此，正文中所有涉及进士的地理分布
内容均采用了这种“既引人入胜，又赏心悦目”的表达方式，总共
绘制了148幅内容各异的江西进士地理分布立体图，极大增强了
图书的可读性。用表格诠释进士辉煌。宋代江西进士数量庞大，
地域分布广泛，家族成员众多，文化成就斐然。如果仅用文字形式
呈现，无疑会显得枯燥和生硬，也没有办法呈现出应有的文化特
色。《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创新之处在于广泛运用各种表格，既
有数量呈现的普通表格，又有数字对比的柱状图形，还有书后非常
详尽的9个附表，以及书末最为详尽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名单”，从
而向读者轻松又准确地展现了宋代江西进士的辉煌成就。

《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是对宋代江西进士研究的一次全面梳
理。对学界而言，这是一本实用的工具书，也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
学术研究范式；对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厚重的江西文化知识盛宴；
对地域而言，这是积极践行“讲述江西好故事，传播江西好声音”的
一部创新力作。

宋代进士“江西现象”
全新探寻和思考

□ 邹锦良

《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
夏汉宁等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年7月

“纸上博物馆”
□ 窦 半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郝时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
民族问题的艰难历程，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原则，明确
提出了要走“多元”构建“一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

《我喜欢这一刻》（绘本）
【美】安托瓦妮特•波蒂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我喜欢这一刻》的语言简洁、图画有感染
力，围绕着小女孩口中的一声声“我喜欢”，将
孩子生活中常见的微风、细雨、蓝天、白云、花
草、小鸟、沙泥、小猫等事物鲜活地展现，还原
出一幅幅充满童趣的自然图景和游戏画面。

《一年无事为花忙》
徐晚晴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写给生活与自然的小书。该书
以30篇文章、128张照片和30幅手绘作品，全
面展现植物种子破土、子叶脱落、花苞鼓胀、
花朵凋谢各个阶段独有的美丽。

《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研究》
王晓霞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该书为系统研究晚清官书局的学术专
著，是教育部资助课题成果，列入“十三五”图
书出版规划，对出版史、文化史研究有较高参
考价值。

《女人都想要的睡眠圣经》
【日】友野尚 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

本书将帮助你睡出健康、睡出美丽、睡出
好精神、睡出好心态，最终改变人生。让你更
期待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

日前，第七届江西省优秀社科普
及读物名单揭晓，赵力平编著的《美丽
中国“江西样板”》等 16 部作品入榜
（详细名单见附表）。

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评选活
动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省出版集团四家单位联
合举办。活动从 2011年开始，每年一
届，由各设区市委宣传部、设区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设区市（省直管县、企业、
高校）社联、省属学会、省社科普及宣
传基地及省直有关单位组织推荐，省
社联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
选。截至目前，共评选出江西省优秀
社科普及读物83部。

举办此项活动的意义旨在鼓励我
省推出更多的优秀社科普及理论成
果，加大社科知识在全社会的传播力
度和覆盖面，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普
及传播主流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服务
社会大众。

（记者 张 衍）

书书 事事 第七届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名单亮榜

成果名称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美丽乡愁
——江西历史名村文化档案系列丛书（共4册）

回望峥嵘读初心
——发生在江西红土地上的100个经典革命故事

中华好家风
赣商研究（卷二）
红色光芒耀江西

方志敏是如何炼成的
瓷都三字经

吉安红色记忆
抚州历代书画人文大观

江西方志文化丛书
解码中央红军长征起始前后的历史记忆

我的第一本金融与诚信漫画书

绿水青山阅江西

井冈山革命故事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及音像制品

编著者
赵力平

姚亚平

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

张天清
林 芸
孙 伟
刘国云
洪东亮
戴 彪
方亚伟
梅 宏
方维华

《我的第一本金融与诚信漫画书》
编委会
刘祥和

《井冈山革命故事》编撰组
张泰城

出版单位
江西教育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经济管理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