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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opic clarifies the folk concept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and explain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stic arts, and on the basis discusses its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sign re-appl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t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in the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The research content 

includes the regional commonality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and the mode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dividuality, and it also clarifies the cultural concepts behind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and the 

aesthetic concepts contained therein.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ne Ar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thropology, etc. is employed to analyze and sort out the folk custom and aesthetic concepts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art.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handong folk paper-cutting art,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application of art desig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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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课题从民俗学、人类学等的角度阐释山东民间剪纸的民俗观念，从造型艺术的角度阐释山东民间剪

纸的艺术特征进而探讨其特有的审美观念。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设计再应用角

度阐释新时代山东民间剪纸的审美观念在当下中华文化传承建设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意义。研究

内容包括山东民间剪纸的区域共性和地区个性的造型特征，阐释山东民间剪纸背后的文化观念及其蕴

含的审美观念。运用美术学、文献查阅、田野调查、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和梳理山东民间剪纸

艺术特色背后的民俗观念与审美观念。研究结论对山东民间剪纸艺术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时代艺术设计再应用等方面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山东民间剪纸 造型 民俗观念 审美观念 

1.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信息交流的便捷化和广泛

性使文化全球化大潮势不可挡，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

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相反我们越来越相信

任何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文化都反映着独特的民族精

神。山东民间剪纸艺术属于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其

艺术精神继承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学界对于山东民间

剪纸造型的研究多从其艺术性入手研究其美术特征，

或从其区域文化入手研究其文化涵义，亦有从其历史

入手研究其发展历程的，而从审美观念角度研究的成

果并不多。本课题从审美观念的视野考查山东民间剪

纸的造型艺术，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朴素的审

美观念和“原生态”的精神生活，民间艺术审美观念

的内涵、基础、流变、特征无不显示其与中华文化的

统一性。民间剪纸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使我们完

全有理由相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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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对于山东民间剪纸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一是从民俗学的角度阐述民俗剪纸的涵义，

研究重点在民俗活动与剪纸作品的关系。如学者山曼

编著的《山东剪纸民俗》。其次是从美术学的角度对

山东民间剪纸或地方性民间剪纸的题材、造型、剪刻

技法、表现语言的阐述。这方面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学

术论文，如山东师范大学张宝玉的硕士论文《山东民

间剪纸的构成与造型特点探究》，淄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梅玉洁的《从齐鲁文化角度看山东民间剪纸》等。

三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山东民间剪纸所做的综合性

研究成果，这一部分成果较丰富，也是最多的，如较

早对山东剪纸研究做出贡献的是吴鸿喜（笔名吴枫），

他曾在 1948 年编著出版过《渤海窗花剪贴选》，这是

山东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剪纸集。还有剪纸研究学

者叶又新曾搜集上万件民间剪纸精品，撰写了几十篇

剪纸专业论文，编辑出版有《胶东窗花》、《山东剪

纸集》等书籍。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学者鲍家虎先

生的《山东民间剪纸集萃》、《剪纸艺术》，张道一

先生的《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剪子巷花样：山东

民间刺绣剪纸》，郭万祥先生的《胶东剪纸》等山东

剪纸研究力作。另外还有其他对山东剪纸研究的分论、

地方性剪纸研究、非物质文化研究专题等文献，这些

书籍资料对山东民间剪纸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信

息和有利条件。但是以上研究方向均较少或没有从审

美观念的角度专项展开对山东民间剪纸的研究，这也

是本课题研究的独特视点。 

3.山东民间剪纸从造型到审美的文化阐释 

民间剪纸的艺术造型源于民间生活的文化观念，

多子、求吉、功利、避祸等观念几千年来保持着连续

性和原始性。贮留在广大民间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

无意识内容和原始观念因素依然还在唤起人们精神生

活的共鸣，激发人们的艺术创作热情。我们可以从美

术学的角度研究山东民间剪纸的区域共性和地区个性

的造型特征，发掘和探秘齐鲁大地延绵几千年的那些

原始文化观念。 

齐鲁文化是以先秦齐国和鲁国的文化为主体，以

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的地域性传统文化。文化的

统一性使山东民间剪纸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整体性的民

间美术观念和区域共性的艺术风格特征。从全国范围

来看山东是北方剪纸的代表，郭沫若先生曾把北方剪

纸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天真浑厚”。同时山东各地不

同的自然条件和地方文化特点使各地的剪纸艺术又呈

现出不同的地方个性特点，如古朴简拙的滨州剪纸；

粗中有细的高密剪纸；精巧繁复的胶东剪纸等。从造

型元素、表现语言以及剪刻技法等方面能够梳理和阐

释山东民间剪纸的共性与个性造型艺术特征，不同的

造型艺术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共性与个性的审美观念。

审美观念是人们对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归纳而形成的概

念，本课题按照“民俗观念——造型艺术——审美观

念”的路线图用历史逻辑和文化阐释的方法研究山东

民间剪纸呈现出的民间美学风貌和审美观念。 

探讨山东民间剪纸的民俗观念，就是从审美文化

学的角度研究阐释山东民间剪纸在民俗事项中所体现

出的文化观念。而研究其审美观念既包括从一些经典

文献的成果中对山东民间剪纸所阐发的理论性、体验

性的艺术观点、审美范畴，又包括对山东民间剪纸从

不同分类角度分别阐述的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

题材等作品所体现出的不同民俗功能以及由此蕴含的

不同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的梳理。以山东民间剪纸的

观念性、艺术性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几千年来中国特

色农耕社会的那份乡愁和精神家园，从中可以窥见山

东劳动人民的那种勤劳、朴素、乐观向上，对美好生

活充满向往的精神生活，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

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吗？ 

通过对山东民间剪纸的文化观念和造型艺术两者

融合研究能够对山东民间剪纸的审美范畴进行整体性

的归纳和阐释，如山东民间剪纸具有的稚拙朴实、精

巧繁复、金石意味等。这些艺术特征与审美范畴对山

东民间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保护以及

现代室内设计、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转换和应用具

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研究结果可以使山东传统的民间

美术观念能够服务于新时代劳动人民的经济文化生

活，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历程，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4.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基本观点和创新

点 

研究思路：以“民俗观念——造型艺术——审美

观念”的研究路线，从美术学和民俗学角度出发通过

历史逻辑、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以及人类学、神话

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深入分析和研究山东民间剪

纸艺术特色背后的文化观念，体现专业视角。重点是

通过这些文化阐释探讨当代山东民间剪纸艺术形式所

反映的审美观念内容，剪纸作品与文化观念属于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而审美观念是对剪纸艺术形式形而上

的美学谈论。研究过程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

史与逻辑相结合，材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力求使研究的观点更加条理深入。同时，作为笔者所

属高校工艺美术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也希望该研究

成果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

合，完善和提高相关民间艺术理论的建设，在科研服

务和支撑专业建设以及产学研一体化方面做出一番努

力。 

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结论和创新之处：其一、山东

民间剪纸作为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为广大劳

动人民（非文人阶层和皇室贵族）承担着重要的精神

生活功能，这种功能是在民俗事项过程中通过造型艺

术结构性的符号传达出的审美观念来实现的。山东民

间剪纸核心的文化观念是求吉避邪和对美好生活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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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向往，其核心的审美观念是通过民俗事项的过程中

扮演物质形式的审美载体带给人们视觉愉悦和精神慰

藉的稚拙、精巧、繁复等审美范畴。其二、山东民间

剪纸的造型艺术特征在具有同一性的地域性艺术特征

的同时又具有地方性的不同特色，不同地方民俗事象

的不同，以及剪纸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不同是影响各

地剪纸题材内容、造型风格不同的主要原因。其三、

山东民间剪纸在二维空间内的图形构成的符号性特点

为外部轮廓简炼、夸张，内部进行适合装饰。色彩系

统简单，除了胶东沿海地区有部分彩色剪纸外，其它

地方大多只用大红色，风格兼具中国南北方的工细和

粗犷，通常运用程式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形

象。不少的题材和造型手法还保留有神话传说、原始

图腾的创作图式，这些图式广泛运用象征手法反映中

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和原始意象（荣格所谓的“原

型”），如高密人首蛇身的剪纸、荣成人首虫身的剪

纸，以及十二生肖的人与动物合体造型图式等。 

5.山东民间剪纸审美观念研究的目的及意

义 

5.1.从民俗学的角度阐释山东民间剪纸的
民俗文化观念 

要研究阐释山东民间剪纸的文化意义，一定要先

研究剪纸赖以生存的文化大环境，也就是各种民俗活

动。一方面在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剪纸一般扮演着

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什么民俗用什么剪纸是有讲究的，

如过年过节用的窗花、婚礼喜事用的喜花、老人祝寿

用的寿桃等。另一方面剪纸作品使用象征、比喻、谐

音等手法在思想上一定会传达出某种辟邪、求吉、生

存、生殖、丰收等原始朴素的功利性观念。 

5.2.从审美观念的角度阐释山东民间剪纸
艺术的审美范畴 

山东民间剪纸深受齐鲁文化影响，它通过题材表

现、章法构成、剪刻技巧等方式，立足民俗事象传达

广大人民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精神诉求。造型的集体意

识、原型特征、民俗功能决定了山东民间剪纸的造型

观念是围绕民俗文化观念而存在的民间艺术。经过长

期的历史积淀，山东民间剪纸作为一种平面造型艺术，

在不断发展、吸收、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山东

地域性的民间审美观念，造就了质朴、简约、纯真、

清新、自然等民间造型艺术独特的审美范畴。 

 

 

 

5.3.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阐释山东民
间剪纸的审美观念在当下传承保护的意义 

在农耕社会，民间民俗事象活动是剪纸艺术存在

的肥沃土壤，剪纸艺术在民俗活动中体现出重要的功

能性，而其艺术审美性是复合在民俗功能性之中的，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商品经济和现代农业在

快速取代传统的农耕经济，使大量的传统的民俗活动

在发生变化甚至消亡。在当今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和

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击下，山东民间剪纸艺术受到的

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剪纸作为延续传统审美文化

的载体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不能不引起

人们的高度重视。 

5.4.从美丽乡村建设看山东民间剪纸审美
观念的设计再应用。 

民间剪纸植根乡土。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大背景下可以发掘和利用民间剪纸的造型特色和审

美意蕴并应用到现代新农村建设的设计项目中。例如

可提取剪纸的优秀纹样，用二维或三维的空间组织形

式应用于新农村的民宿空间布置以及家具装饰设计等

项目。山东民间剪纸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传达着热

爱生活的美好观念，彰显齐鲁地域文化，把山东民间

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蕴应用到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设计中，既弘扬了传统审美文化，又提高了新农村生

活空间的文化内涵。 

6.结论 

6.1.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研究价值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

信。本课题从中国“四个自信”的理论原则出发，以

美术学和民俗学的视角，运用历史逻辑、文献分析、

田野调查、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梳理出当代山东

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造型特点，在此基础上较清晰

地阐述山东民间剪纸蕴含的民俗观念和审美观念。研

究结果阐释和说明了山东民间剪纸的质朴、简约、纯

真、厚重、金石味、装饰性等独特的审美范畴，以审

美观念的研究传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山东民间

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增强人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 

6.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 

可以预见，今后山东民间剪纸依赖生存的民俗文

化土壤会逐渐消失，传承和传播山东民间剪纸艺术的

功能会由专业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来继承。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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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民间剪纸作品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只能在博物

馆和展览会上一睹风采。本课题的研究基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阐释民间剪纸作为一种视觉审美

艺术类型，其核心的艺术魅力在于其独特的审美意蕴。

因此在造型特征，审美观念等方面所归纳的理论成果

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山东民间剪纸的艺术魅力和齐鲁文

化深厚底蕴从而增强人们从喜爱到保护再到传承的意

识。 

6.3.现代设计再应用价值 

在山东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发

掘和展示民间美术的造型特色和审美意蕴并应用到现

代新农村建设的设计项目中去，如民宿开发、乡村旅

游、乡村建设等，具有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美化人居环境、增强民族自

信心的多重意义。在设计应用过程中，不局限于传统

手艺，可以大胆使用新工艺、新材料进行具有当代艺

术风格的转换创作，在保留民间剪纸审美意蕴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性再设计，融入当代人的审美情趣，使传

统的剪纸艺术与现代文明互相渗透并焕发新的审美生

机。 

经过研究、阐释、传承、再设计、传播等多种方

式的努力，山东民间剪纸艺术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对

剪纸艺术感兴趣的人、学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

也就能够更好地做好传承、保护和发扬的工作，为新

时代山东的文化建设，为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增

强文化自信等工作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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