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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shan stone carving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people's wisdom. With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Shoushan stone carving industry and make Shoushan stone carving get effective 

inheritance, it is necessary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s and collision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internal demand.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Shoushan sto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diversified art marke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ath of Shoushan stone carving, and tries to bring beneficial think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oushan stone carving from folk handicrafts to internation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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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寿山石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结晶，随着经济发展和

全球化一体化进程，要做强做大寿山石雕产业，使寿山石雕得到有效传承，必须参与国际文化艺术的

交流与碰撞，发展创新是历史必然和内在的需求，本文旨在剖析寿山石雕在当代多元化艺术市场背景

下发展创新的路径，探索寿山石雕更多形式的表现语言，试图为寿山石雕从民间手工艺品到国际艺术

的转身带来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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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工匠精神绝不代表因循守旧、偏执地守着古老的技

艺，创新精神是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革新创造保

持开放姿态，乐于接受新理念、善于应用新技术、敢于

开拓新领域、勇于创造新标准。
[1]
寿山石雕要参与国际

文化艺术交流并从传统民间手工艺身份转变为国际艺

术品行列，应为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寿山石

雕和其他文化活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频繁，特

别是在当前国际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相互交流共生撞击

发展的背景下，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并

存，传统手工艺术与现当代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

代艺术的多元化倾向已经十分凸显。从艺术市场的发展

来看，当代国内外艺术市场也显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社

会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大众群体共同构成艺术品市场

的多元化元素，在各自的份额前扮演各自的角色，相互

影响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化的艺术市场，在这样

的背景下为寿山石雕的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2.从财产投资金融属性维度看创新的路径 

艺术品逐步形成可长期持有的资产对象，艺术品也

是最好的投资品，艺术品作为新的金融工具已经成为不

争的现实，认识文化艺术品所具有的财产投资属性与金

融功能，把艺术品当作一种新的金融工具，当作一种新

的资本，当作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来参与市场，参与生产

与流通的过程，艺术品才能更好地发挥艺术文化功能、

金融功能与资本功能。
[2]
现代市场的规律是市场永远追

求利益的最大化，高端艺术品作为精英阶层的文化符号

象征。寿山石产于福州寿山石乡，南宋文人黄幹《寿山》

诗云“石为文多招斧凿”说明从南宋开采至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南宋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记载“寿山

石，洁净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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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出寿山石温润如玉天生丽质的旷世之美，特别是一

些珍贵的品种石如田黄石、荔枝冻等，寿山石是宝玉石

级别的珍贵的矿产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的特

点，民间流传的“一两田黄三两金、黄金有价田黄无价”

之说，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大型的拍卖会上不断刷新成交

记录就是明证。  

从寿山石资源的独特的地域性和不可替代不可再

生性来看，寿山石作为资本投资的金融属性功能将得到

不断的发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当代艺术品

市场化发展的进程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寿山石雕不

断的在全国各种文化艺术博览会上亮相，成为传统艺术

品交易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富裕阶层欣赏艺术品的能

力不断提升，中国嘉德、北京保利、杭州西泠、上海朵

云轩、福建东南等知名拍卖企业每年春秋大拍都报以喜

人的成绩，在国际艺术市场上也频频露面。福建东南

2019 秋拍会 508 件拍品中田黄石上拍 26 件成交率

100％成交总额达到 24,074,100 元，占总成交额的

13.5％，从数据显示高端寿山石艺术品的市场受众相当

火热，作为投资品有着极高的回报率，可以看出寿山石

雕传统手工艺的资本价值金融属性，这为寿山石雕的工

艺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势必鼓舞从业者以更高

的艺术标准对待手中的宝贝，以求创作出“工料双绝”

的精品，由此革新的使命将促发建立新的观念，深挖拓

展寿山石雕艺术的表现空间、追求寿山石雕的艺术创造

价值，跻身国际艺术品行列，在这个意义上，引入现当

代艺术的思想美学观念、形式表现语言等相结合创作是

一个很好的路径。 

第一，追求纯粹的形式主义。追求纯粹，注重形式

主义，讲究形式本身赋予的艺术价值和功能，这是现代

艺术的重要特征。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等

几何形式的线条结构表现绘画，他们努力地消减其作品

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

的画面结构。对寿山石来说尊重材料的特性，讲究材料

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注重发挥材料结构构成

本身的形式美，力求造型简洁，“惜石如金”反对多余

装饰，干净利索、自然安稳，透射出人文艺术的温度带

来了更多的宁静、柔和。2019 福建东南秋拍拍品田黄

石 20 克 （如图 1）成交价 78,200 元，这样天价的作

品除了天生丽质的材质，在艺术上实在没有多少可圈可

点的地方。秘鲁的雕塑家莱卡·穆塔尔（Lika Mutal）

关注地球的生态、环境和物质，尊重自然、亲近自然与

维护生态环境的创作理念，其所用石材不仅展现了地球

数百万年的历史，且经穆塔尔的之巧手，转换成为共鸣

的力量、使人们产生联想，富于美感又传达信息。她的

作品是跨国界与跨文化的积聚、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融

合、多元化与多材质的再现，反映出当代西方艺术界回

归自然、追溯本源与崇尚创新。
[4]
 

 
图 1 田黄石 20 克 2019 福建东南秋拍拍品 

 
图 2 莱卡·穆塔尔（Lika Mutal）《视与听》 

立体派画家毕加索受到塞尚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

中创造结构美，为了组建绘画的立体空间，让人物服从

于画面，把画面图形进行变形、分割、裂变，声称：“谁

理解塞尚谁就理解立体主义”。闽江学院刘家茂的漆塑

作品《休闲时光》（如图 3）在具象写实的基础上对人

物的结构进行了块面几何化的处理，分割一系列的三角

形组成一个整体的结构，空间感极强。黄宝庆的寿山石

作品《孔子》（如图 4）在对传统人物衣纹圆润流动的

圆弧线进行改变，采用直线组合平面化处理，块面感坚

挺硬朗，在人物气质上就显得格外精神有力，刚正爽直，

给一种新的视觉冲击，材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得到很

好的体现。 

 
图 3 刘家茂 《休闲时光》 

 
图 4 黄宝庆 《孔子》 

第二，强调自我的表现主义。寿山石雕的艺术审美

相比其他传统工艺美术尤其独特，寿山石特别是石质优

美珍贵的品种大多体量很小，非常适合握在手掌心把

玩，感受石头的温度与润度，那种触摸所带来的天然品

性之美，观赏、把玩和收藏寿山石长期以来都是文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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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传统，作为中国篆刻艺术的印章载体，寿山石承载

篆刻艺术和雕刻艺术于一身，同时作为特殊材质的寿山

石其质地色彩润度堪称人间瑰宝令人爱不释手。自古以

来文人雅士特别注重品位的高低雅俗，因此表现在寿山

石雕的创作上特别看重作品内在精神气质品格的表现，

文人雅士自身亦在不断追求一种清正刚直、高洁朴实、

淡泊坚韧等品格，梅兰竹菊、禽鹤龟鱼、山水松石等中

国传统的题材都是文人雅士喜爱的物像，一直以来都是

秉承传统美学，虽然传统民族性的特征是我国优秀文化

的凝结的宝库，但是抱着传统死守传统对寿山石雕的发

展创新肯定是路越走越窄。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化

思潮的传入，各种美学理论和思想纷纷出现，把现代美

学观念植入民族艺术之中不失为一种革新的路径。当代

艺术的表现主义不仅表现的是艺术家的感受、自我内心

的情感欲望，还在于为表现潜意识、超自然、超现实、

意识流、梦境、虚幻主义、人性的异化等更多的内容。

抽象派艺术家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他们为了突出点、

线、面、色块、构图等形式语言表现自我内心的情感情

绪韵律节奏，在画面中放弃具体的内容情节，留下抽象

的符号或者几何块面语言，给观众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带给观众娱悦轻松的享受。因此现代美学元素与地域性

特征、传统民族性元素相结合，利用材质天然属性，突

破材料的审美局限，从传统文人雅士的美学转向现代艺

术美学思想情感、情绪欲望、潜意识等应该是一条不错

的选择路径。邱起敬的作品《大迁徙》手法简练抽象，

很好地表现了当代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如图 5） 

   
图 5 邱起敬《大迁徙》 

第三，引入具象与抽象雕塑手法。西方艺术发展从

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从神坛走到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

表达成为主流，人性的光辉得到彰显，这种讲究人体结

构比例科学准确、突出人体的骨骼结构肌肉起伏，米开

朗基罗为人类创下了不朽的艺术，古典现实主义的表现

手法也发展到了顶峰，罗丹又在继承米开朗基罗的古典

雕塑的基础上架起了现代雕塑的桥梁，后继者法国雕塑

家布德尔创作的古典式现代雕塑，造型结构如同雄伟的

建筑，团块结实力量感强烈，在古典写实风格中浸润着

现代主义气质。贾科梅蒂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又往前推进

了一步，抽象雕塑概念及作品不断涌现。在寿山石雕的

创作上，王则坚、林飞可以说是寿山石雕界最早把西方

雕塑的科学写实精神应用到寿山石雕上，提倡突破传

统，创造革新，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在他们的创作的

女性裸体作品上表现的十分突出，林飞创作的《贵妃出

浴》就是把现代美学元素与传统民族性相结合的经典之

作，既体现了现代雕塑的形体美，又体现了传统手工艺

的精湛技艺美，还有郑继裸女作品的雕刻创作上更加大

胆，表现女性的身体的性感动人、妖媚柔情，突破前人

观念意识禁区，黄丽娟的人物作品在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上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作道路，（如图 6）广州美

术学院毕业的邱瑞坤，人称“猫王”，其创作的许多作

品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写实之作，结构比例准确，画

面结实整体，栩栩如生，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现实主义

的风格突出。 

   
图 6 黄丽娟作品 《两小无猜》 

3.推动大众文化市场层面拓展创新的空间 

目前福建寿山石的大众市场主要分布在福州市晋

安区的中国寿山石交易中心、樟林的东方石艺城、福兴

特艺城、台江区的特艺城和鼓楼区的藏天园区域，全国

其他地方的寿山石市场供给大多是来源于此，可以说这

里是全国寿山石交易的原点，从这放射到全国各地。这

些市场的建设生成主要来自民间资本，缺乏政府的引导

和支持，市场盘面很小，投资方仅提供产地的支持，租

赁给各个零散的手工艺人，经营的模式相当的原始和落

后，属于地摊式经营，主要是依靠手工艺人各自独立为

阵，为追逐市场利益，在掌握师傅一些雕刻技法后大多

都在模仿前人的作品，不断重复传统题材创作，甚至谈

不上创作，没有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雕刻什么全由已

有题材和市场来定，艺术思想与审美表达被放置一旁，

产品的开发没有明确的方向，今天什么好卖明天就雕什

么，根据人云亦云，这种盲目性生产经营模式对寿山石

雕的产业发展无疑是一个桎梏，要做强做大寿山石雕产

业，使产业更新换代，促进产业升级，必须培育一个完

备的市场体系，政府的供给侧调控应该发挥作用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富裕的人们开始对文

化艺术的审美需求越来越强烈，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也

越来越大，为丰富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各大博物馆展

览馆等都会举办各种诸如寿山石雕的展览，主办单位在

选择什么样的展品就十分重要，对策展人也应有更高的

要求，主办机构的鉴定评估能力、审美品位和职业道德

犹如标杆，特别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

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福建省工艺美术争

艳杯”比赛，在评选优秀作品时，必须选择表现时代精

神、引领当代国际艺术潮流的具有高水平艺术水准的寿

山石雕刻作品，在作品主题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做为

风向标能起导航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引导大众

的审美鉴赏指向，代表了艺术审美的发展方向，才能培

育成熟的大众文化艺术市场，引导艺术品创作的方向，

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市场受众的良好环境，引导大众对

寿山石审美趣味的提高，靠市场驱动手段来带动每个手

工艺人的创作动力，推动拓展创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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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上看，近年来政府部门十分重视民间传

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据中国新闻网介绍，2015 年 4

月起，文化部陆续启动并完成了研修、研习、普及培训

试点工作，委托 23 所高校和 1 家设计企业，举办了近

35 期普及培训班和研修班，启动了 7 个研习项目，培

训传承人群约 1800 人次。
[5]
文化部编制和印发《中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群 研 修 研 习 培 训 计 划

(2016-2020)》。2016 年至 2020 年，将委托有关高校、

设计企业等开展多层次教育培训，力争用 5 年时间培训

非遗传承人群 10 万人次。
[6]
文化部和旅游部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的投入不管从资金还是从人

力资源方面等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民

间传统艺人的创作水平，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

们的见识，提高了审美素养，提高了对创作意识，艺术

修养、文化素质、认识上加深了对现当代艺术的观念，

改善观念。在高等艺术院校也专门开设了工艺美术系，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培养既有较高的艺术

理论素养和创作能力的新一代人才，例如，福州大学厦

门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设立的玉石雕刻班，开设艺

术理论课程、造型基础、并且聘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担

任一线教学工作，同时学习民间传统的雕刻技艺，既得

到工艺美术大师的师承，又有院校系统的美术功底，造

型能力、创作能力都有一定的水平。年轻的大学生思想

活跃，赋有旺盛的想象，思维开放，思想开放，不拘泥

于传统的约束，不被古人的条条框框局限。 

大众市场的培育和壮大仅靠手工艺者的手工制作

显然会力不从心，西方现代主义“工艺美术运动”不妨

可以拿来主义，当下科技日新月异，3D 扫描和打印技

术，电脑立体雕刻机床也已在许多雕刻行业使用多年，

技术运用已经相当成熟，我们可以引进高校培养的专门

人才在精心设计作品效果后投入现代化的规模化生产，

特别是文化旅游纪念品，福州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

“三坊七巷”、“上下杭”明清历史文化街区等景区每

年吸引大量的游客，伴手礼和纪念品的市场需求很大，

寿山石本身就是福建的一张名片，“福州三宝”之一，

开发和批量生产寿山石为特色的文化旅游礼品是拓展

大众市场的有效途径。 

4.深挖民族传统性文化精髓跨界结合创新 

优秀的民族传统性文化精髓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亦是传统手工艺者难以突破的高峰，最有效的继承就是

突破创新。寿山石雕的发展至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2006 年寿山石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寿山石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独

特的地域性特征、民间性传承方式、文人文化的介入等

特点导致了他的文化特点与其他民间传统雕刻手工艺

显然更具复杂化和多元化的迹象，做为中国传统手工艺

的寿山石雕不仅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民族智

慧，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手工技艺精髓，出现了周尚均、

杨玉旋等雕刻大师，近代在林元珠、郑仁蛟等人的传承

下又涌现了周宝庭、林清卿、郭功森等大师，他们开创

的独特的雕刻技法不管从雕刻的题材和表现的技法经

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沉淀了较高水平的雕刻技艺，积累

和丰富了众多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典型的“师傅带徒弟”

技艺传承模式形成的雕刻技法如圆雕、浮雕、镂空雕、

链雕、薄意、博古等，雕刻刀法如推刀、刮刀、尖刀等

刀法需要后人继承发展弘扬光大，但题材大多以佛道释

人物、瑞兽花鸟虫鱼等传统式样，多数寓吉祥如意或民

间民俗传统，寿山石雕刻技艺的传统民间性，即是其稳

定的美学特征亦是其创新发展的绊脚石。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潘惊石在继承和发扬上就做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

在印钮雕刻上，继承了清宫工艺的精细繁复细腻之美，

又在细节的表现上进一步挖掘，对动物雕刻的毛发处理

开丝既细密又工整，在节奏和韵律上和谐有序，并借用

宋人水波纹的绘画技法和开丝技法相结合运用于浅浮

雕的雕刻中，创作出精美的艺术品，开创了新的艺术境

界。（如图 7-8） 

 
图 7 潘惊石 寿山石雕作品 

 
图 8 潘惊石 寿山石雕作品 

书法篆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有的艺术形式，自

汉字发展以来，印章使用制度和传统便有序地传承发

展。寿山石质地细腻软硬程度正适合篆刻凑刀，自文征

明等文人群体的介入，寿山石雕成为中国最具中华民族

文化精髓的“诗书画印”最重要的介质，印章、笔架、

笔洗、镇纸、笔筒等寿山石雕一度占领文房四宝案桌的

半壁江山，自此文人美学思想审美为寿山石雕的发展注

入了营养膏腴血液，古代文人古典传统的气质魅力，诗

歌书画表现的意境手法间接转移到了寿山石雕的创作

上，枯瘦荒寒、朴实简练、优雅刚正等被应用到寿山石

雕的表现上，文学典故、神话传说、诗词歌赋、历史名

人等都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当代国际艺术思潮进入

中国后，西方现当代的艺术理念表现方式也渐渐影响了

寿山石雕的行业，从艺术院校毕业或接受西方现代艺术

教育影响的艺人也逐渐从传统转到现代语境的创作，他

们运用现当代设计学理念、利用新的绘画图式语言结合

传统民族性文化创作出具有新的审美意蕴的石雕作品

（如图 9），开启了冲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但是从

题材的丰富性和表现技法的广度和宽度都还远没有满

足寿山石雕进入国际艺术舞台的实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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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寿山石笔架 

多元化的艺术文化市场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形态

理当也是多元化的，当下市场不同材质类型、不同艺术

门类的跨界结合衍生了许多富有新意和审美趣味的艺

术形式，跨界使得原来平淡无奇的物象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域的条件下生发新的意象、营造

新的意境、焕发新的生机。我国的传统手工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很丰富，比如漆艺、木雕、金属工艺等，

寿山石可以和这些艺术门类跨界结合借助各自的优势

重新组合出新的意象作品。李世伟的作品《大梦》（如

图 10）利用大漆雕塑创作一只介于半抽象的伸长脖颈

的鸟高高立于铜铸树杈之上，盘曲的虬枝已冒出几点嫩

芽，似乎梦想正在萌芽，那只期盼已久的小鸟注视着远

方，两种材质和物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烂漫的理想梦幻

王国。 

 
图 10 李世伟 《大梦》大漆 铸铜 

5.结论 

通过研究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雕这

门手工艺术，我得以重新考量和认识中国古老的寿山石

文化，剖析寿山石雕在当代国际艺术市场背景下传承创

新的迫切需要和历史必然，挖掘寿山石雕创新的有效路

径，在创作中不断融人现当代国际艺术的新观念新思

维，重构寿山石雕刻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感。在笔者看来，

如何把现当代雕塑的公共性元素和寿山石雕刻工艺结

合得更为完美，塑造出更加传神，更具有美学意味的雕

塑造型，找到更为妥帖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些问题还需

要我不断进行试验，不断革新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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