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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4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2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3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3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3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7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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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题 媒体名称 日期 页码 

85 中国美术馆举办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中国美术家网 2013-08-06 165 

86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中国美术家网 2013-08-06 166 

87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诠释“铁笔如椽” 中国美术家网 2013-08-12 167 

88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中国美术家网 2013-08-14 168 

89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中国美术家网 2013-08-19 171 

90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中国版画家网 2013-08-06 173 

91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诠释“铁笔如椽” 中国版画家网 2013-08-12 174 

92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中国版画家网 2013-08-19 175 

93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中国青年网 2013-08-06 176 

94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中国青年网 2013-08-06 177 

95 罗映球“大景版画” 中国青年网 2013-08-18 179 

96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中国文明网 2013-08-06 181 

97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中国文明网 2013-08-08 183 

98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中国文明网 2013-08-15 184 

99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雅昌艺术网 2013-07-31 187 

100 中国美术馆举办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雅昌艺术网 2013-08-05 191 

101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 

雅昌艺术网 2013-08-06 192 

102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开幕 雅昌艺术网 2013-08-06 203 

103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拉开帷幕 

雅昌艺术网 2013-08-06 204 

104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雅昌艺术网 2013-08-07 206 

105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雅昌艺术网 2013-08-07 216 

106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诠释“铁笔如椽” 雅昌艺术网 2013-08-12 217 

107 铁笔如椽绘客家生活 雅昌艺术网 2013-08-13 218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7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8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8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8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4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3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3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7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4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4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0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0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7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4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2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2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299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299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0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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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像淘金一样淘出被淹没的艺术家 雅昌艺术网 2013-08-13 222 

109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雅昌艺术网 2013-08-18 225 

110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博宝艺术网 2013-08-07 227 

111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博宝艺术网 2013-08-13 229 

112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博宝艺术网 2013-08-19 231 

113 罗映球：一生都以作画为伴 99艺术网 2013-07-30 232 

114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拉开帷幕 

99艺术网 2013-08-09 235 

115 像淘金一样淘出被淹没的艺术家 99艺术网 2013-08-13 237 

116 罗映球：铁笔如椽绘客家生活 99艺术网 2013-08-13 240 

117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新浪网 2013-08-05 243 

118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新浪网 2013-08-06 246 

119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新浪网 2013-08-06 247 

120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新浪网 2013-08-13 249 

121 罗映球：一生都在朴实作画 搜狐网 2013-07-30 252 

122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搜狐网 2013-08-05 257 

123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搜狐网 2013-08-05 259 

124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搜狐网 2013-08-05 260 

125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搜狐网 2013-08-06 261 

126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搜狐网 2013-08-06 263 

127 铁笔耕耘 刀刻人生 搜狐网 2013-08-13 267 

128 罗映球承继木刻薪火 记录跌宕时代 搜狐网 2013-08-20 270 

129 罗映球：一生都在朴实作画 网易 2013-07-30 272 

130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网易 2013-08-05 277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3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6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6_74281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6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8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8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8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8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8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2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8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9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9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8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9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3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2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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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网易 2013-08-05 279 

132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网易 2013-08-05 280 

133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网易 2013-08-05 283 

134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网易 2013-08-06 284 

135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网易 2013-08-06 286 

136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网易 2013-08-08 291 

137 罗映球承继木刻薪火 记录跌宕时代 网易 2013-08-20 292 

138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凤凰网 2013-07-30 294 

139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凤凰网 2013-08-05 299 

140 
“铁笔如椽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 

凤凰网 2013-08-05 300 

141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凤凰网 2013-08-05 303 

142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凤凰网 2013-08-06 304 

143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凤凰网 2013-08-06 306 

144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凤凰网 2013-08-08 307 

145 罗映球：一生都在朴实作画 和讯网 2013-07-30 308 

146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和讯网 2013-08-05 312 

147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和讯网 2013-08-06 313 

148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和讯网 2013-08-06 315 

149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和讯网 2013-08-08 320 

150 铁笔耕耘 刀刻人生 和讯网 2013-08-13 321 

151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千龙网 2013-08-06 324 

152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千龙网 2013-08-14 325 

153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 200 幅作品捐赠国家 慧聪网 2013-08-06 328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3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0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3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4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2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2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0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2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7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3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3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6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2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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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华夏经纬网 2013-08-06 329 

155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人民美术网 2013-08-06 330 

156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人民美术网 2013-08-07 331 

157 铁笔如椽 200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人民要闻 2013-08-10 333 

158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群贤艺术网 2013-08-01 335 

159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赛迪网 2013-08-06 336 

160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开幕 向国家捐赠 180幅精品 Show China 2013-08-06 337 

161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北京旅游网 2013-08-06 338 

162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 北京旅游网 2013-08-13 339 

163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财经网 2013-08-06 341 

164 铁笔如椽绘客家生活 出山网 2013-08-13 342 

165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今晚网 2013-08-05 345 

166 罗映球：一生都在朴实作画 天津网 2013-07-30 346 

167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天津网 2013-08-06 350 

168 中国美术馆举办罗映球版画作品展 天津网 2013-08-06 354 

169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天津网 2013-08-08 355 

170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举行 天津网 2013-08-12 356 

171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天津网 2013-08-18 357 

172 罗映球承继木刻薪火 记录跌宕时代 天津网 2013-08-20 358 

173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东方网 2013-07-30 360 

174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东方网 2013-08-05 363 

175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东方网 2013-08-05 364 

176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东方网 2013-08-06 365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0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4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4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6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0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9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6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6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7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4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9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1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0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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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东方网 2013-08-07 366 

178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东方网 2013-08-08 368 

179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新民网 2013-08-05 369 

180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新民网 2013-08-05 370 

181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新民网 2013-08-05 372 

182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新民网 2013-08-05 375 

183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新民网 2013-08-05 376 

184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新民网 2013-08-08 378 

185 
铁笔耕耘 刀刻人生——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中

国美术馆 

新民网 2013-08-14 379 

186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新民网 2013-08-18 382 

187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 

中国艺术品网 2013-08-06 384 

188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中国艺术品网 2013-08-06 388 

189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中国艺术品网 2013-08-06 390 

190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中国艺术品网 2013-08-07 391 

191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中国艺术品网 2013-08-13 392 

192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新华报业网 2013-07-30 395 

193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新华报业网 2013-08-05 399 

194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中国江苏网 2013-08-06 400 

195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中国江苏网 2013-08-06 402 

196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中国江苏网 2013-08-13 403 

197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中国在线 

艺术网 
2013-08-06 406 

198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中国在线 

艺术网 
2013-08-13 408 

199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博艺网 2013-08-06 411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4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1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2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2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2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0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2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9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2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3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4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4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4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0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78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2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6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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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博艺网 2013-08-13 412 

201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华夏收藏网 2013-08-06 414 

202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曾捐赠关馆 50件作

品 

华夏收藏网 2013-08-13 415 

203 像淘金一样淘出被淹没的艺术家 华夏收藏网 2013-08-16 417 

204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中国收藏网 2013-08-06 419 

205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中国收藏网 2013-08-06 420 

206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中国收藏网 2013-08-13 421 

207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东南网 2013-08-06 423 

208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东南网 2013-08-06 424 

209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东南网 2013-08-13 425 

210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鲁网 2013-08-06 427 

211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鲁中书画 

艺术网 
2013-08-06 428 

212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功

力 

鲁中书画 

艺术网 
2013-08-06 429 

213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鲁中书画 

艺术网 
2013-08-06 430 

214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诠释“铁笔如椽” 

鲁中书画 

艺术网 
2013-08-13 431 

215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鲁中书画 

艺术网 
2013-08-18 432 

216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青岛网络 

电视台 
2013-08-07 433 

217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功

力 

中国书画交易

中心 
2013-08-06 434 

218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大河网 2013-07-31 435 

219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功

力 

大河网 2013-08-06 439 

220 中国美术馆为罗映球举办个展 大河网 2013-08-13 440 

221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200幅作品捐赠国家 中国江门网 2013-08-06 441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7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6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9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6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7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0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0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4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8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16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3_743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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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金鹰网 2013-08-06 442 

223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大洋网 2013-08-05 443 

224 
罗映球版画展开幕：一生没放下过刻刀 对艺术朴

素真诚 

腾讯网 2013-08-06 446 

225 像淘金一样淘出被淹没的艺术家 腾讯网 2013-08-13 452 

226 铁笔如椽绘客家生活 腾讯网 2013-08-13 455 

227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星岛环球网 2013-07-30 459 

228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星岛环球网 2013-08-05 463 

229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深

厚功力 

星岛环球网 2013-08-05 466 

230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星岛环球网 2013-08-05 467 

231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星岛环球网 2013-08-06 468 

232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星岛环球网 2013-08-06 470 

233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星岛环球网 2013-08-08 475 

234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华龙网 2013-07-30 476 

235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华龙网 2013-08-05 480 

236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华龙网 2013-08-05 482 

237 客家版画名家罗映球诞辰百年艺术展北京开幕 华龙网 2013-08-05 484 

238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 

华龙网 2013-08-05 485 

239 罗映球木刻版画再现往事 华龙网 2013-08-08 488 

240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华龙网 2013-08-19 489 

241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四川广播电视

台网 
2013-07-30 490 

242 200 余幅版画回顾罗映球艺术生涯 四川日报网 2013-08-07 494 

243 中国美术馆举办罗映球版画作品展 贵阳网 2013-08-06 496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3.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3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3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3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4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4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3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3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3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3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82.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10.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0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89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7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6_741679.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19_743008.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467.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1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5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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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题 媒体名称 日期 页码 

244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功

力 

陕西传媒网 2013-08-06 497 

245 版画家罗映球：至死都想“把地上的画拾起来” 西部网 2013-07-30 498 

246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日前在北京开幕 西部网 2013-08-06 502 

247 
中国美术馆呈献罗映球版画作品 展“遁刻法”功

力 

中国甘肃网 2013-08-06 504 

248 罗映球百年诞辰版画艺术展 中国甘肃网 2013-08-06 505 

249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诠释“铁笔如椽” 中国甘肃网 2013-08-12 507 

250 罗映球“大景版画”亮相 中国甘肃网 2013-08-19 508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07_741971.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2_74355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0_74326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1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16.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14.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415.html
http://202.96.31.50/nlc/web/namoc/2013/luoyingqiu/wlzz/201308/t20130821_743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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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耕耘 刀刻人生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1980 年，作画间隙的罗映球。（资料照片）春风吹绿客家村 2001 年 61×93cm 油

印套色木刻 中国美术馆藏把青春献给农庄 1957 年 53×82.5cm 油印黑白木刻 中国美

术馆藏罗映球 1914 年 8 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从 1936 年发表第一幅木刻作品到 2006 年去

世，他专注于铁笔耕耘，寄情于田园吟唱。  

  七十年刀版岁月，铁笔如椽。  

  日前，“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一段在展厅里循环播

放的影像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虽然只有短短 21 秒，却是对罗映球这七十年雕刻人生的精

简概括。  

  体形瘦削、花白头发的老人笃定自信，在质硬的木板上刻刀如飞，那反复回响的划

刻声触动着每位观者的神经。  

  这次展览首次向公众集中展示了这位杰出木刻家从艺七十余载的艺术成果和卓越贡

献，200 余件版画作品囊括了其自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木刻佳作，同时展出的

还有他的木刻原版、木刻工具以及创作手稿等实物和文献资料。  

  罗映球1914年8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从 1936年发表第一幅木刻作品到 2006年去世，

他专注于铁笔耕耘，寄情于田园吟唱。  

  在罗映球即将百年诞辰之际，亲属将所藏的罗映球 180 幅版画作品和 23 件木刻原版

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这些作品中不仅有其早年《精心操作》《科学至上》等孤版版画，也

有后期以“遁刻法”所作《待运》《春风吹绿客家村》等作品。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罗映球，小时候就用刻印章的斜刀，帮父亲把需要修坟时画的动

植物图案刻在番薯上，供翻印时使用。其所刻印的画面因工整精美、风格别样，广受好

评，这大大激发了罗映球对艺术的向往。  

  上世纪 30 年代受新兴版画运动的影响，罗映球挥刀向木，走上了版画创作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他以版画作为宣传利器，刀版中凝炼了跌宕起伏的战争岁月，成为广东地

区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罗映球迎来了个人创作的首个高峰。1955 年，一幅《把青春献给农

庄》成为罗映球当时的心灵写照。他将教学之外的全部精力投射于讴歌新生活的木刻创

作中，以极大的热忱记录下乡村生活的一事一景。这个阶段，他从原来单色的木刻转为

套色木刻的研究，呈现出活泼、清新、充满诗意的套色木刻风格。  

  改革开放后，罗映球在创作上进入了又一盛期。此时的罗映球创作了大量以客家乡

村生活为题材的版画作品，真实地描绘着粤东岭南的地方韵味和客家村落在改革开放后

获得的灿烂新生，显示出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  

  对其晚期创作，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价说：“虽然仍立足家乡，脚踏乡土，但他

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在‘版画山水’这个课题上大胆探索，志趣高昂，将中国画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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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意境与套色水印木刻技巧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大批‘大景版画’，甚至别开生面地创作

了《嘉应风光》《百牛图》等长卷版画，为中国当代版画艺术的百花园增添了别具情采的

鸿篇巨制。”罗映球的刀版人生彰显著他真诚的艺术世界。他就像一个恪守着客家本色的

乡土诗人，一辈子都在用刻刀默默描绘、吟诵着他热爱的土地。这浸润着深厚情感的诗

意表达，像生活习惯一样发自内心，自然而然。  

  延伸阅读  

  罗映球自创的“遁刻法”  

  与早期略显稚嫩的版画面貌不同，罗映球后期的版画技法更为成熟，刀法更加细腻，

画面于茂朴中又见蕴奇，具有鲜明的乡土版画风格。  

  他更是自创了“遁刻法”。据其自述，这种常用于油印套色版画中的一版多印、复刻

迭印的特殊技法，“省料又省时，更有一种特殊的效果”，亦可用于水印技法中。现存罗

映球 1976 年以后的作品均是在遁刻法之下所作，因技法的独特性而使每幅作品存量有限、

无法再生，故而这些作品于今日看来更为珍贵。  

  罗映球自创这套“绝活”时恐怕不曾料到，若干年后这种边绘边刻边印的技法手段

在中国版画发展过程中引起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这类绝版方法的出现，不仅解

放了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受到的传统方法的禁锢，也给予了今天的版画藏家以复制数量衡

量版画价值的信心。（本报记者 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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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8 月 5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铁笔如椽——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出的 200 余件版画作品以及木刻原

版、创作手稿等实物和文献资料，向公众集中展示了我国木刻艺术家罗映球从艺 70 余载

的艺术成果和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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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京举行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政

府共同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肇庆学院、中共兴宁市委、兴宁市政府协办的“铁笔

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于 8 月 5 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将首次向公众集

中展示这位自新兴木刻运动走来的杰出木刻家从艺 70 余载的艺术成果和卓越贡献。 

  罗映球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展览展出的 200 余件版画作品囊括了其自 20 世纪 30 年

代至 21 世纪初以来的木刻佳作，是其 70 年刀版岁月的精简与概括，同时展出的还有罗

映球先生的木刻原版、木刻工具以及创作手稿等实物和文献资料。 

  在罗映球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亲属将家中所藏罗映球先生 180 幅版画作品和 23 件木

刻原版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中不仅有其早年《精心操作》《科学至上》等孤版版

画，也有后期以“遁刻法”所作《待运》《春风吹绿客家村》等作，其中不乏绝版套色作

品。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人生艺履的宝贵记录，它们将汇入中国美术馆馆藏版画作品序列，

作为广东地区新兴木刻运动以来版画艺术发展的重要记录，进一步诠释出 20 世纪中国版

画发展历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罗映球（1914—2006），广东兴宁人。上世纪 30 年代受同乡罗清桢、张慧等人影响

挥刀向木，承继了新兴木刻运动战斗精神的薪火。抗战爆发后，更以版画作为宣传利器，

刀版中凝练了跌宕起伏的战争岁月，是为广东地区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参与和见证。解

放后，罗映球先生在 50~60 年代迎来了个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55 年，一幅《把青春

献给农庄》成为罗映球先生当时的心灵写照。他将教学之外的全部精力投射于讴歌新生

活的木刻创作中，以极大热忱记录下乡村生活的一事一景,作品如乡村小调般明亮欢快，

浓郁的时代气息使作品再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和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 

  改革开放后，罗映球先生在创作上进入了又一盛期，这时期，罗映球先生在立足家

乡的同时，拓宽了艺术视野。他在“版画山水”题材中探索新的语言，将中国画中的“细

密画”因素融入版画创作中，同时结合套色水印木刻的技巧，创作出了《嘉应风光》《百

牛图》等长卷版画，而这两幅长卷版画也在此次展览中与观众见面。 

  中国美术馆举办“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回顾罗映球先生的刀版人生，

彰显艺术家真诚的艺术世界。对此，范迪安馆长曾特别提到，“随着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

研究的视野不断深入，一些原本研究不够、认识不足的美术家踪迹得到学术的重视，让

人看到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创造的不平凡业绩，也看到他们的艺术与中国美术现代进程

的关系，由此不断丰富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整体状况的认识。”这也是本次展览对于 20 世

纪美术史研究的特殊价值所在。（何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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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诞辰展将开幕中国美术馆 罗映球：一生都在朴实作画 

  今年是已故版画家罗映球的百年诞辰。8 月 5 日至 14 日，中国美术馆将举办“铁笔

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广东省委宣传部、梅州市

委、梅州市政府主办。据了解，中国美术馆届时将收藏罗映球作品 200 余件，这一数字

刷新了中国美术馆所藏的广东艺术家个人纪录。  

  “他一生都在朴实作画。”作为老一辈艺术家，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垂范后世。罗映

球是广东兴宁人，自 1936 年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第一张木刻作品，一直到 2006 年仙

逝，罗映球见证并亲历了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历程，堪称我国版画艺术生涯最长的画家

之一。他铁笔如椽，作品中整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烙印。  

  为了纪念罗映球百年诞辰，中国美术馆也将动用三个展厅呈现他的 250 多件代表作，

此次展览也被列入“2013 年中国美术馆重点项目”，还将出版纪念画册《罗映球百年回

眸》。  

  “他是纯粹的艺术家”  

  罗映球经历了 93 年漫长的人生岁月，其中 70 载与艺术为伴。“他为画画而生，也为

画画而死。”儿子罗秋帆告诉记者，他至死都在惦记着“把地上的画拾起来”，去世前两

个月还创作了木刻版画参加全省美展。  

  1936 年，罗映球开始投身广东地区新兴木刻运动，此后长达 7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他的作品中记录了跌宕起伏的战争岁月、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以

及改革开放之后、艺坛更迭下的时代风采。  

  罗映球是一位勤奋高产的版画家，据不完全统计，一生刻制版画作品千余幅，其中

的《百牛图》、《嘉应风光》更是鸿篇巨制，作品长度达 10 米以上，创我国版画乃至世界

版画之最。罗映球是“绝版”即减版版画（他自称“遁刻”）的最先尝试与实践者，对发

展我国的版画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是最纯粹的艺术家，他生前的创作没有市场概念，一辈子都在用刀笔讴歌时

代。”罗秋帆说，父亲去世后家属曾相继捐赠部分作品给广东美术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但此次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品，其中不仅包括罗老早年《精心操

作》等孤版版画，也有后期以其独特的“遁刻法”所作《春风吹绿客家村》等作。  

  以刀笔艺术记录农村面貌  

  罗映球的版画有着鲜明的现实性，往往和自己经历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据罗秋

帆回忆，父亲一生未曾离开粤东北。“尽管他一直生活在粤东山区，但他坚持做时代的鼓

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农村的面貌。”罗秋帆说。  

  但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他就和身在上海、杭州的兴宁籍木刻家陈铁耕、钟步清等人

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并通过他们了解外界的信息。罗映球的木刻创作，一开始就是紧跟

时代步伐的。  

  罗映球之所以走上木刻创作道路，得益于他任教期间，结识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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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著名版画家罗清桢。当时的罗清桢得到鲁迅先生的欣赏，在木刻方面已经非常活

跃，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在他的影响下，罗映球开始了木刻创作。在当时找一

套正规雕刻刀都不容易的兴宁山区，初涉木刻的罗映球就是从罗清桢那里得到了自己的

第一套木刻刀。  

  1939 年 6 月汕头沦陷，日寇对兴梅地区进行了飞机轰炸，历时近一年，有时候一天

达到两三次。罗映球的母校也遭到轰炸，被迫迁校。为此，罗映球创作了《抢修敌机炸

毁的桥梁》。  

  建国以后，他的版画艺术没有那么强烈的战斗性了，但依然紧贴时代，根扎广东大

地，笔画客家风情。他长期用自己的作品讴歌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粤东农

村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客家人民勤劳朴实的精神风貌，这是罗映球版画创作最突出最

可贵的艺术特色。  

  1991 年，罗映球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评选的新兴版画贡献奖。“可

以说，父亲是关注现实、紧跟时代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阳光向上的。”罗秋帆说。  

  ■对话  

  陈其伟（兴宁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他的艺术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南方日报：罗映球艺

术创作的亲民和本土特色是怎样的？  

  陈其伟：罗老是个朴实的人，他全家都是农民，他父亲是木匠，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经常喜欢观察家乡的动物、花草等。他把家乡中的风土人情都表象在他的木刻中，具

有很强的人民性。甚至，他曾经参加过的人民公社的生活，也都在绘画中有所表现。  

  南方日报：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运动中，罗映球的突出贡献是什么？  

  陈其伟：他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创作，坚持了 70 多年，坚持做时代的鼓手，反映

了不同时代的农村的面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探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方日报：他有没有与一些名家有过交往？  

  陈其伟：他曾经和同学曾铎良、罗文耀在兴宁办画展宣传抗日，1980 年以后在广东

与不少知名艺术家有交往。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他作为全省选调的艺术骨干与关

山月、黎雄才等人集体采风。他和关山月先生也比较熟，经常讨论画画的问题。  

  南方日报：他对后辈留下怎样的影响？  

  陈其伟：他一生都在朴实作画，对学生关怀体贴。他追求版画的时代感和乡土气息。

虽然他不是最早从事版画的画家，但他确实是坚持最久的人，他培养了很多年轻的画家。

在技法方面，他创新地运用了夹板法、遁刻法。  

  他后来在兴宁中学任教，经常进行各种研讨会，和同学们进行各种讨论，对学生们

的影响很大，培养了曾道宗、潘晋拔、罗幼新、陈伟巨等卓有成就的画家。  

  南方日报：鲁迅精神对他有哪些影响？  

  陈其伟：抗日战争时期，鲁迅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时代的关注，对家乡的深

厚感情。他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一种真挚精神的体现。他是当代杰出的版画

家。  

  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实习生 林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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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展昨在北京开幕 

他一辈子没有放下过刻刀 

  昨日，为纪念已故版画家罗映球的百年诞辰，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

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政府共同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肇庆学

院、中共兴宁市委、兴宁市政府协办的“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范迪安，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著名理

论家邵大箴，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广东美协副主席黄启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版画院院长王炜，梅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丽霞等领导与嘉宾出席了展览的开幕仪式。

开幕仪式结束后，相关学者参加了随后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罗映球是广东兴宁人，亲历了长达 70 年的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历程，堪称我国版画艺

术生涯最长的画家之一。他一生刻制版画作品千余幅，曾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

画家协会评选的新兴版画贡献奖。本次展览被列入“2013 年中国美术馆重点项目”，同

时也被列入 20 世纪国家美术收藏和捐赠奖励专项计划。展览首次向公众集中展示新兴版

画运动的杰出木刻家罗映球从艺七十余载的艺术成果和卓越贡献，展出版画作品 250 余

件，囊括了他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木刻佳作，同时还有罗映球的木刻原版、

木刻工具以及其创作手稿等实物与文献资料。  

  在罗映球百年诞辰之际，家属将罗映球 180 幅版画作品和 23 件木刻原版捐赠给中国

美术馆，刷新了中国美术馆收藏广东艺术家个人作品的纪录。捐赠作品包括其早年的《精

心操作》、《科学至上》等，以及后期以其独特的“遁刻法”所作的《待运》、《春风吹绿

客家村》等，不少作品都为绝版。这些作品都是广东地区新兴木刻运动开展以来，版画

艺术发展的重要记录，进一步诠释了 20 世纪中国版画发展历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创作  

  “追随时代”的  

  创作精神永恒  

  从 1936 年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第一张木刻作品开始，罗映球开始了自己长达 70

年的创作征程。从抗日战争的跌宕起伏，到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罗映球的刀笔创作，

成为社会史实的真实影照。紧跟时代步伐，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解放前、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后，罗映球三度迎来了自己作品的高产期。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后，他还有如此魄力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这样丰富的艺术创作历程是非

常鲜有的。”范迪安表示。  

  “他的作品除艺术价值之外，还有丰富的历史价值。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特定时代

的产物，是后人所无法模仿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将罗映球的作品，视为 20 世纪

中国艺术研究一份重要的视觉文献。“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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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术群体。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个体，而看到整个中国美术走过的历史轨迹。”“今

天我们可能会超越我们的前辈，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邵大箴认为，

尽管当时的一些艺术观念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而今天艺术与现实的结合方式、对艺术

与生活的思考也可能不太一样，但罗映球作品中关注现实、追随时代的精神，仍然能为

版画艺术未来的振兴带来启迪。  

  创新  

  他为“减版法”木刻试水  

  由于罗映球几乎从未离开兴宁这样的偏远山区，他只能透过书刊间接吸收其他作家

的创作优点。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体现出与学院派相区别的乡土特征。  

  “尽管在罗映球的早年作品中，他已经很成熟地吸收到英国、德国和苏联的版画语

言，但他并没有一味依循。”王炜介绍。  

  “在对版画进行民族化和乡土化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热情、感受力和观察力，这就

要求他常常深入到民众生活中间，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新。”黄启明分析，罗映球的

笔法越到晚年越显成熟而大气，用更加概括的笔法和简约的色彩处理宏达场景，这在当

时算是一种创新。  

  上个世纪 80 年代，罗映球“大景版画”独树一帜，他将中国画的山水意境与套色水

印木刻技巧相结合，创作《嘉应风光》和《百牛图》等长达 10 米以上的“长卷版画”，

堪称我国版画乃至世界版画之最。  

  谈到罗映球艺术的革命性创新，自然绕不开他对“减版法”木刻的最早尝试和实践。

由于山中的木材常被虫蛀，创作材料十分缺乏。出于对木材的珍惜和节省，罗映球把以

前用过的木板铲掉，再重新使用。他先刻浅色的部分、再到神色的部分，一边刻一边印，

到最后只留下主板。由于无法留下完整的画面，“减版法”不能再生，这也使得罗映球的

作品留下了不少孤本。但这种方法也使他的版画揉合了水墨画的神韵和版画的“刀味”

和“木味”，为他的作品增添一道特殊的效果。  

  “尽管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采用减版法创作完成的，这样的孤版作品本应能获

得非常高的市场价位，被很多人视为获得专利的途径，但罗老却完全没有利用它来赚钱。

恰恰相反，他发明遁刻法的原意只是为了省钱。“王炜说。  

  精神  

  “对艺术格外朴素真诚”  

  尽管罗映球不是中国新兴版画最早拿起刻刀的艺术家，但却是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的艺术战士中的一位。直到 2006 年去世前几个月，罗映球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版画艺术

创作。但可惜的是，在近年的研究热潮兴起前，罗映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甚至连广东人对他也是知之甚少。  

  他一生潜居粤东山村。持久的艺术创作力，与罗映球对名利的淡泊与为人处世的低

调不无相关。这也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在 1991 年获颁新兴版画贡献奖时，罗映球几乎

没有路费前往受奖，当时的报纸甚至还在报道事件的时候把他的名字落下了，他也毫不

在意。  

  而在美术评论家尚辉看来，罗映球一生的淡泊无闻，反而是他艺术成功最大的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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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他既没有着意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成为广东美术界的领军人，因而他受

到的外界的诱惑反而更少，他对艺术朴素的真诚超过了其他人。”“纯真执着”是王炜对

罗映球一生的评价。展厅上一首作于九旬的小诗，或许就是罗映球默默而单纯的艺术人

生的真实写照：“90 年我始终是一棵小草，能开出一朵朵鲜艳的小花，在百花园中增添一

点色彩，就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幸福……”“一辈子在版上执着追求，一辈子没有放下

刻刀，这是新兴版画运动先行者所具备的美德。他们不应被我们遗忘。”王炜说。  

  “罗映球是被美术史所淡忘和遮盖的人物。他的作品，让人看到中国版画在另一个

角落的发展。”广东美术馆副馆长蒋悦表示，今后广东美术馆将对那些被历史湮没和遮蔽、

而又作出独特贡献的人物作品进行更全面梳理，在艺术史上还他们一个迟来的公道。  

  ■观点  

  朴素审美情趣  

  值得后辈学习  

  肖希正（兴宁画院院长）  

  除了是一位版画家，罗映球还是一名“基层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对群众文化工作可

谓不遗余力。他每年都办班，与年轻人一起创作，挑选他们的优秀作品进行展览，成功

地带动了一批年轻人投入版画领域。  

  罗映球一辈子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很容易满足，他将主要经历都放在了艺

术追求上，这体现了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他工作十分勤奋，也不喜欢看见其他人懒惰。

我与罗老一同外出采风，往往我的照片还没有晒出来，他的版就已经刻好了。他作品高

产的原因也可见一斑。  

  随着艺术市场的兴起，曾经也有画家劝罗老不要只关注版画创作，要借着自己的名

气多创作国画，但他拒绝了这样做，一直从事版画创作，死而后已。如今版画观念性的

东西比较多，也十分前卫，然而生活性的元素却比较少见，因而罗老作品朴实的质感相

去甚远。他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以及与时代、与生活紧密结合的审美情趣，仍然值得

版画工作者学习。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杨逸  

  发自北京  

  实习生 冯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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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如椽”罗映球 

  编者按：  

  为纪念我国著名版画家罗映球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政府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肇庆学院、

中共兴宁市委、兴宁市政府协办的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于 8 月 5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推出。  

  为此，本版特刊发罗映球版画作品专辑，以示祝贺，以飨读者。  

  罗映球从 1936 年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第一张木刻作品开始，在长达 70 年的创作

历程中，见证并亲历了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历程，是我国版画艺术生涯最长的画家之一，

他的创作道路几乎同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同步，作品映现了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各历史时

期的烙印，紧跟时代成为罗映球艺术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罗映球早年的作品成熟地吸收英国、德国和苏联的版画语言，但他并没有一味依循，

而是扎根老家兴宁山区，把创作热情倾注于故土，常常深入到民众生活中，从而使他的

作品富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上世纪 80 年代，罗映球“大景版面”独树一帜，他将中国国

画的山水意境与套色水印木刻技巧相结合，创作了《百牛图》、《嘉应风光》等鸿篇巨制，

作品长度达 10 米以上，堪称我国版画乃至世界版画之最。罗映球不断进行艺术的探索和

革命性创新，他是“减版法”版画（他自称“遁刻”）的最先尝试与实践者，这种方法也

使他的版画糅和了水墨画的神韵和版画的“刀味”与“木味”,但由于是一边刻一边印，

“减版法”无法再生，也使得罗映球的作品留下不少孤本。由于罗映球对发展我国的版

画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1991 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新兴版画贡

献奖”。  

  罗映球一辈子在版画上执着追求，一辈子没有放下刻刀，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刻

制版画作品千余幅。此次展览被列为中国美术馆 2013 年重点项目，展览结束后，所有展

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罗映球先生也因此成为继黎雄才、关山月后，被中国美术馆列为

重点展览项目的第三位广东籍画家。（朱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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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如椽绘客家生活 

  罗映球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田泳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首次向公众集中展示

了这位自新兴木刻运动走来的杰出木刻家从艺七十余载的艺术成果和卓越贡献。此次在

中国美术馆 3、5、7 号展厅展出的 200 余件版画作品是罗映球七十年刀版岁月的精简与

概括，同时展出的还有他的木刻原版、木刻工具以及创作手稿等实物和文献资料。  

  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省委宣传部、梅州市委、梅州市政府共

同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肇庆学院、兴宁市委、兴宁市政府协办。在罗映球百年诞

辰之际，亲属将家中所藏罗映球的 180 幅版画作品和 23 件木刻原版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捐赠作品中不仅有其早年《精心操作》、《科学至上》等孤版版画，也有后期以“遁刻法”

所作《待运》、《春风吹绿客家村》等作，其中不乏绝版套色作品。这些作品将汇入中国

美术馆馆藏版画作品序列，作为广东地区新兴木刻运动以来版画艺术发展的重要记录。  

  罗映球（1914~2006），广东兴宁人，是广东新兴木刻运动的代表人物。上世纪 30 年

代受同乡罗清桢、张慧等人影响，走上木刻之路。罗映球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大公报》，

其中《失业者》是反映旧社会工人失业自杀的。抗战爆发后，更以版画作为宣传利器，

作品中凝练了跌宕起伏的战争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罗映球迎来了个人创作的第一个高

峰。1955 年，一幅《把青春献给农庄》成为罗映球当时的心灵写照。  

  改革开放后，罗映球在创作上更是进入了又一盛期。创作了大量以客家乡村生活为

题材的版画作品，真诚地描绘着粤东岭南的地方韵味和客家村落，作品显示出典型的地

域文化特征。对此，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特别评价说：“虽然他仍立足家乡，脚踏乡土，

但他的创作思想迈向了创新的时代，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在‘版画山水’这个课题上大

胆探索，志趣高昂，将中国画的山水意境与套色水印木刻技巧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大批

‘大景版画’，甚至别开生面地创作了《嘉应风光》、《百牛图》等长卷版画，为中国当代

版画艺术的百花园增添了别具情采的鸿篇巨制。”  

  罗映球后期的版画技法更为成熟，刀法更加细腻，画面于茂朴中又见蕴奇，具有鲜

明的乡土版画风格。更自创有“遁刻法”。据罗映球先生自述，这种常用于油印套色版画

中的一版多印、复刻叠印的特殊技法，“省料又省时，更有一种特殊的效果”，亦可用于

水印技法中。1991 年，罗映球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评选的新兴版画贡献

奖。  

  据介绍，他一生曾创了几个“世界之最”，一从事版画艺术创作时间最长，70 年刀耕

不辍；二版画艺术创作作品最多，达 1000 多幅；三篇幅最长，《百牛图》、《嘉应风光》

都是 10.8 米的长卷。  

  罗映球一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深受鲁迅先生“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这句话的影响。他的《百牛图》画了 130 头形态各异的牛。据介绍，当时他已七十多岁



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新闻集锦 

31 

高龄，还一头扎进牛群中仔细观察，并历时三个月手不释刀，创作而成。  

  对于此次中国美术馆举办“铁笔如椽——罗映球版画艺术展”，范迪安曾特别提到，

“随着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视野不断深入，一些原本研究不够、认识不足的美术家

踪迹得到学术的重视，让人看到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创造的不平凡业绩，也看到他们的

艺术与中国美术现代进程的关系，由此不断丰富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整体状况的认识。” 

  像淘金一样淘出被淹没的艺术家 

  广东兴宁是著名的“版画之乡”。1914 年农历八月十三，罗映球出生在兴宁宁新大

路村罗屋。受同乡罗清桢、张慧的影响，走上木刻版画艺术创作之路。罗映球一辈子安

居乡村，以教师为业，虽然没有担任过美术界任何重要的领导职务，却创作了上千件反

映社会生活变幻的木刻作品，成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七十多年发展历程的见证。  

  在罗映球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美术馆为这位生前并没有显赫声名的艺术家举办了个

展和研讨会，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江。  

  曾捐赠关馆 50 件作品  

  记者：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梁江：罗映球是一个很独特的案例。我们以前对他关注不够，他的艺术和创作经历

很具有代表性。尤其作为一个广东的版画家，在他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各个阶段都

有很丰富的创作，每个时期的创作都能很生动地体现那个时代的特征。1000 多件作品，

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版画史一个很生动的创作系列。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不仅可以看

到罗映球一生的艺术创作，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版画七十多年的发展脉络。  

  记者：罗映球在中国美术史上并没有显赫的艺术成就，也没担任过什么要职，中国

美术馆举办他的展览传达出的理念是什么？  

  梁江：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有的人在世时大红大紫，但其作品未必留得下来，有

的人生前寂寞，但价值却逐渐为人所知。罗映球生前得到新兴版画奖，但他连来北京领

奖的路费都没有。但这不能和他的艺术价值画等号，经过时间的沉积，我们对他的认识

反而更清晰，这也是中国美术界对他的一个肯定。他生前有一个遗愿，希望作品捐献给

国家，他的家人把 200 件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此前他已批量地捐了 50 多件给广东美

术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这些作品在展出后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说明中国美术

馆收藏他的作品，是被大家认可的。  

  以单纯的艺术价值吸引人  

  记者：他的独特性主要在什么地方？  

  梁江：罗映球以他个人的创作经历验证了中国版画七十年来从发生发展到形成地域

化个性化，成为中国特色的版画一个生动的有说服力的历程。其实中国版画有很久远的

传统，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木版印刷的金刚经，就是中国木版版画，但那时刻印和创作还

是分开的。现代意义上的版画创作应该始自鲁迅。当时的木刻是以黑白为主，技法也是

学别人的。我们从开始学外国的东西，到表达自己的感受，反映新生活，罗映球在这每

个阶段都有很好的作品，很扎实，很真切，饱含时代气息，他的作品包含很丰富的历史

信息，可以作为历史文献来看。他的独特性正在于他的作品兼具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

双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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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个人认为罗先生艺术创作中最值得推崇的地方是什么？  

  梁江：他从没出过广东，没做过高官，他是以艺术来服人的。他的作品在去世后获

得了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肯定。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勤奋的艺术家，生前有很多作品在广东

的报刊上发表，是一个有影响的版画艺术家。他的作品在传达新的生活感受，表达时代

气象方面做得非常好，是以单纯的艺术创作价值来吸引人。他晚年作品在表现客家生活、

普通人的田间劳作这些普通的生活景致都有很真切的情感，不造作，他的作品是以真实

可信来感动你。  

  意味着国家层面的肯定  

  记者：您个人比较偏爱罗先生哪个时期的作品？  

  梁江：一是早期反映抗战，表达民族苦难，号召民族奋起的战斗木刻；二是客家风

光的套色版画，有一种牧歌式的乡间诗情在其中。他在农村长期生活，对粤东北山村风

光有浓厚的感情，把普通人的劳作、收割这些喜悦记录下来，表达了对生活的追求，我

是非常喜欢的。  

  记者：罗先生自创“循刻法”，这一技法在中国版画发展过程中的有什么意义？  

  梁江：这其实是他在很无奈的情况下的一种处理手法。本来木板是要刻好几板才套

色在一起，每个颜色一个板，由于物质比较匮乏，他只好在一个木板上刻了，印了第一

回，第二版又在上面上再刻，再第三个板，我们现在想把几个板找齐已不可能，这其实

是比较无奈的。但他利用有限的物质材料的创作方法，也变成了他的一个创作特色。  

  记者：范迪安说，“随着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视野不断深入，一些原本研究不

够、认识不足的美术家踪迹得到学术的重视，让人看到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创造的不平

凡业绩，也看到他们的艺术与中国美术现代进程的关系，由此不断丰富对 20 世纪中国美

术整体状况的认识。”中国美术馆在这方面有些什么具体打算吗？  

  梁江：确实存在有被淹没的艺术家，中国美术馆会努力地去像淘金一样把它们淘出

来，但我们不可能把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创作者都重新打捞一遍。其实对罗映球并不是一

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是重新做评价。他在广东一直是一个出名的版画家，广东的好几个

美术馆也收藏了他的作品，但进入中国美术馆这么高的层面，动用国家收藏基金来做这

样一个展览，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给他一个全面的肯定。这次在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也

对此给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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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06 

栏目名称： 首页 >> 娱乐休闲 >> 人文 >> 内容 

http://www.gywb.cn/main/view/id/2364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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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06 

栏目名称： 陕西传媒网>>文化>>文化热点 

http://www.sxdaily.com.cn/n/2013/0806/c328-5194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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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7-30 

栏目名称： 陕西文化产业 > 文化人物 

http://cul.cnwest.com/content/2013-07/30/content_98068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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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06 

栏目名称： 首 页> 书画艺术频道>书画快讯 >正文 

http://art.cnwest.com/content/2013-08/06/content_9840803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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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06 

栏目名称： 中国甘肃网 > 甘肃书画 > 展赛信息 

http://192.168.30.133:8080/wcm/app/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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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06 

栏目名称： 中国甘肃网 > 甘肃书画 > 展赛信息 

http://shuhua.gscn.com.cn/system/2013/08/06/0104187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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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12 

栏目名称： 中国甘肃网 > 甘肃书画 > 展赛信息 

http://shuhua.gscn.com.cn/system/2013/08/12/0104242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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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08-19 

栏目名称： 中国甘肃网 > 甘肃书画 > 书画资讯 

http://shuhua.gscn.com.cn/system/2013/08/19/01043031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