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5003《56个民族藏书票》藏品说明书 

 

【藏品名称】56 个民族藏书票 

【藏品简称】民族藏书票 

【藏品类别】艺术品 

【发行时间】2016 年 

【总发行数量】56 张为 1 套，共 179 套，总数 10024 张 

【创 作 者】黄启明、魏谦、杨忠义、尹秋生、雷务武、许英武、杨锋、陈豪、

赵方军、吴膑、易阳、宋光智、郑星球、王昆、朱健翔、张俊萍、

王海燕、李小光、蔡家祥、牛明明、秦扬、顾秀华 

【交易代码】405003 

【首日挂牌指导价】75 元/张 

【挂牌交易量】10024 张（2016 年 9 月 22 日正式挂牌交易，其中发行申购量

501 张） 

【交易单位】张 

【最小价格变动】0.01 元 

【最小提货量】56 张 

【装帧标准】每套作品有 56 个民族藏书票各 1 张，共 56 张，每套作品配有特

制精装盒。 

【提货方式】每持有 56 个交易单位可提货一套，按套随机摇号提货。 

【保管费】按藏品持有期间市值的 0.001%/天计保管费（自挂牌交易日起一年

内暂免收取），由交易所代扣代缴。 



藏品描述 

本次藏书票艺术品由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会主席发起，由22位版画艺术家

特别创作的“中国56个民族大团结”主题的全套藏书票，以不同的艺术风格表

现出我国56个民族迥异的民族之美。本次创作的艺术家包括了黄启明、魏谦、

杨忠义、尹秋生、雷务武、许英武、杨锋、陈豪、赵方军、吴膑、易阳、宋光智、

郑星球、王昆、朱健翔、张俊萍、王海燕、李小光、蔡家祥、牛明明、秦扬、顾

秀华等国内优秀的版画艺术家，全部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各美院的版画系教

授、老师等。 

 

集藏价值 

藏书票发源于 15 世纪的欧洲，藏书票早期的收藏者主要集中在皇家、贵族；

教堂或图书馆。这是因为当时书籍很贵重，不是一般人都能拥有。而藏书票最初

的功能是贴在书籍的扉页，它更多的功能是体现个人身份或者家族的地位，并不

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品。后来，由于书籍的普及，一般家庭和个人都能拥有书籍，

藏书票也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经过较长时间的推广普及，藏书票逐渐演变成一种

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收藏，而这种收藏，也慢慢变成一种文化传统。几世纪以来，

许多著名艺术大师如丢勒、霍加斯、马奈、比亚兹莱、波纳尔、基尔希纳、马蒂

斯、柯柯施卡、毕加索、埃舍尔、肯特、栋方志功、李桦等都曾创作了极为珍贵

的藏书票作品；当前，世界各地特别是东欧诸国仍有不少著名艺术家专注于藏书

票创作。他们的参与，使藏书票的功能由单纯的实用性向艺术审美层面发展。 

我国的藏书票创作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初，普遍认为最早的一款私人藏书票

是“关祖章藏书”（约 1914 年作）。由于我国传统的藏书标识主要是藏书章，



因此采用藏书票的很少，30 年代，虽然鲁迅先生极力倡导“新兴版画”运动，

但藏书票的创作只有个别青年版画家（如李桦、赖少其、刘仑等）偶尔为之，并

没有太大发展。直到 1984 年在李桦先生提议和推动下，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正式

成立，并加入了国际藏书票联盟，藏书票艺术真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近 10

年来，国内藏书票收藏群体也从零散到集中，从国内到国际，从无序到系统，从

业余到专业化收藏逐渐过渡，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发展形势喜人。北京、上海、

天津、辽宁、山东、广州、成都、山西等地涌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收藏家和

收藏经营机构。比如上海弗闲斋、天津汉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大连国际版

画藏书票馆、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广州汇豪社、成都董小庄国际版画收

藏馆等，山东滨化集团也在筹备建立国际藏书票博物馆。可以说，当前中国藏书

票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藏书票创作群体遍地开花，藏书票收藏方兴未艾。 

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 32 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获得了国际藏书票

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充分肯定，为中国藏书票走进国际视野打开了良好的局面。中

国艺术家的藏书票作品越来越受国外收藏家的关注，国内藏书票艺术家开始出现

职业化倾向，不少艺术家开始接受国内外收藏家和收藏机构的订单，并开始与国

际接轨，逐渐形成良好信誉和良性运作。 

藏书票本来是属于书籍的一种美化装饰，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

的，国际通行的藏书票除了主要图案以外，还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号、斋名等。

带有藏书票的旧书，身价往往会翻上好几倍，一本带藏书票的插图本《丰乳肥臀》

在孔夫子旧书网可以卖到 20000 元，一套民国 27 年初版的《鲁迅全集》，因为

每册上面都贴有鲁迅字样的藏书票，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标价是 16800 元。 

 藏书票大致可分为三类：版画、数码、手绘。收藏者们最感兴趣的都是版

http://ditu.google.cn/maps/place?hl=zh-CN&rlz=1G1GGLQ&um=1&ie=UTF-8&q=%E6%88%90%E9%83%BD%E8%91%A3%E5%B0%8F%E5%BA%84&fb=1&hq=%E8%91%A3%E5%B0%8F%E5%BA%84&hnear=%E4%B8%AD%E5%9B%BD%E5%9B%9B%E5%B7%9D%E7%9C%81%E6%88%90%E9%83%BD&cid=17166624352429557675
http://ditu.google.cn/maps/place?hl=zh-CN&rlz=1G1GGLQ&um=1&ie=UTF-8&q=%E6%88%90%E9%83%BD%E8%91%A3%E5%B0%8F%E5%BA%84&fb=1&hq=%E8%91%A3%E5%B0%8F%E5%BA%84&hnear=%E4%B8%AD%E5%9B%BD%E5%9B%9B%E5%B7%9D%E7%9C%81%E6%88%90%E9%83%BD&cid=17166624352429557675


画藏书票，五年前一枚塞维林创作的藏书票价格可能只有两三百元，现在已经卖

到三四千元，升值前景非常可观。有人说藏书票比版画价格还要贵，道理就是版

画只有艺术家一个人的精神，而藏书票不仅有艺术家的精神，还有文化人（票主）

的精神，更有社会历史人文精神，所以藏书票随着被越来越多的文化人重视，其

价值越来越凸现出来。”从技术的角度看，版画的所有技法都适用于藏书票创作，

藏书票可看作是版画的一个分支。但藏书票与书籍的关系、艺术家与藏书家之间

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藏书票不能简单等同于版画，因为藏书票还包含着各种文化

因素，而不只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思路。  

   

22 位版画艺术家及作品简介 

1. 黄启明 

 

【艺术家简介】 

黄启明，1961 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现为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版画

艺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美术馆理事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曾任广州美术学院版

画系副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组织人事处处长、副院长等职。 



    曾获阿尔及尔“世界文化荟萃活动造型艺术”金牌奖、“第十二届全国版画

作品展”银奖、“第七届全国藏书票大会”银奖、“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艺奖”美术二等奖、广东省

美展铜奖等奖项。获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鲁迅版画奖”。 

【作品信息】 

  

名称：傣族  版种：丝网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纳西族  版种：丝网套色 尺寸： 21cm*21cm 



2. 魏谦 

 

【艺术家简介】 

魏谦,1946 年出生，籍贯上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理事，文化部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版画学科

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指导组组

长，历任版画实验室主任、美术系主任，美术学院院长等职，曾任教育部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曾获第十一届全国版画展银牌奖、第十四届全国版画展览银牌奖、全国“群

星奖”美术作品展览铜牌奖；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

奖；廖修平版画奖；日本高知国际版画奖、东京都知事奖；湖北省第九届美术作

品展金牌奖、湖北省第四届“群星奖美术作品展览”金牌奖等奖项；藏书票作品

曾获全国展览铜奖、银牌奖、最佳作品奖等奖项。获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鲁

迅版画奖”。 

【作品信息】 



 

名称：塔吉克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塔塔尔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维吾尔族  版种：一版多色尺寸： 21cm*21cm 

 



3. 杨忠义 

 

【艺术家简介】 

杨忠义，1949 年⽣，河北沧州⼈，中央美术院版画系研修，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曾获全国第五届藏书票⼤展铜奖，第六届藏书票⼤展铜奖，第十届藏书票⼤

展铜奖，2008年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提名奖，上海梅园杯国际书票展铜.2014 

第三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版画双年展获最佳藏书票，荣获 1979 ⼀1999 中国

优秀版画家鲁迅版画奖 

【作品信息】 

 

名称：藏族  版种：亚克力上彩 尺寸： 21cm*21cm 



 

名称：彝族  版种：亚克力上彩 尺寸： 21cm*21cm 

 

名称：侗族  版种：亚克力上彩 尺寸： 21cm*21cm 

 

4. 尹秋生 

 



【艺术家简介】 

尹秋生，1952 年出生，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

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会员，广东省民进开明画院画师，广州市工艺

美术行会会员。 

    雕塑作品入选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获第八、第九届全国

美展优秀奖；体育雕塑作品入选第二、四、五届全国体育美展。铜雕《旋》被国

际奥委会收藏，木雕《吻育》被中国美协收藏；木雕《大龙虾》入选“艺术经典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展”（文化部）；多件玉雕作品入选全国和省市各

类公益美术展并多次获奖，多件版画和藏书票作品入选国际、全国及省市各级美

展并获奖。 

【作品信息】 

 

名称：畲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瑶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5. 雷务武 

 

【艺术家简介】 

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广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曾获全国美展铜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优秀奖一次；全国 80—90 年代优秀

版画家，被授予“鲁迅版画奖”，广西美展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三次，二等奖及



三等奖多次；广西铜鼓奖两次。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评为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

人员，被广西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作品信息】 

 

 

名称：仫佬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汉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毛南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6. 许英武 

 

【艺术家简介】 

许英武,1953 年生于乌鲁木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

会副主席、新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美协水彩粉画艺委会主任。 

藏书票作品参加第六至十六届全国藏书票展，其中第八届获金奖，第六、九、

十届铜奖，十二届优秀奖、十三届提名奖、十六届优秀奖。参加国际第二十六、

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四届藏书票展，其中第三十四届获提名奖。 

【作品信息】 



 

名称：哈萨克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柯尔克孜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7. 杨锋 



 

【艺术家简介】 

杨锋，1960 年出生，现为西安美院版画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委员、陕西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 

曾获第十届全国版画展铜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第九届全国美展

铜奖，获八、九十年代优秀版画家“鲁迅奖”，第七届全国三版展银奖，第八届

全国三版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六届全国体育美展铜奖 

【作品信息】 

 

名称：独龙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羌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8. 陈豪 

 

【艺术家简介】 

陈豪，1960 年 4 月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辽宁大连工业版画研究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工业版画研究院研究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辽宁省版画艺术委员会委

员。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大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大连版画学会

副会长  藏书票艺委会副主任  



版画作品曾七次荣获省（部）级金奖 。藏书票作品曾十四次入选全国藏书

票作品展，在全国第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届展中十

次获得大奖，分别获得一次金奖、三次银奖、三次铜奖、一次最佳优秀作品奖和

两次优秀作品奖，六次入选世界藏书票（双年）展并在 2008 年获提名奖。2010

年小版画获全国展金奖，并被授予省优秀艺术人才奖。 

【作品信息】 

 

名称：佤族  版种：绝版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锡伯族  版种：绝版套色 尺寸： 21cm*21cm 

 



9. 赵方军 

 

【艺术家简介】 

1966 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常务副

主席，北京藏书票研究会主席，北京市海淀区艺术教研室主任 

【作品信息】 

 

名称：景颇族  版种：亚克力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怒族 版种：亚克力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水族 版种：亚克力套色 尺寸： 21cm*21cm 

 

 

 



10. 吴膑 

 

【艺术家简介】 

吴膑（笔名），1993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藏书票研究会会长，

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版画学会副会长，山西方志版画艺术研究院

院长，2000 年荣获山西省政府颁发的“跨世纪艺术新星”的称号。 

2014 年 4 月 22 至 28 日在西班牙 Tarragona 塔拉戈纳召开的第 35 国际藏

书票大会上，荣获国际藏书票联合会授予的“阿尔滨·布鲁诺夫”突出贡献奖。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版画展、三版展、全国藏书票展及国际藏书票展览，荣获第十

二届全国藏书票展最佳奖，第 32 届国际藏书票展银奖，北赛普路斯首届国际藏

书票展提名奖，全国第十三届藏书票提名奖，广州首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优秀奖，

上海陆家嘴“梅园杯”国际邀请展金奖，第二届全国青年藏书票展最佳奖，广州

第二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优秀奖，全国第十五届藏书票暨小版画展优秀奖，西班

牙 第 35 届国际藏书票展提名奖，国际藏书票联合会收藏突出贡献奖 

【作品信息】 



 

名称：哈尼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乌孜别克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11.  易阳 

 

【艺术家简介】 

1968年10月，武汉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教授，中国美

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铜版画工作室主任，硕士

研究生导师。 

作品获全国第十一届版画作品展“金牌奖”。全国第六届、第八届藏书票作 

品展“银奖”。日本札幌国际现代版画双年展“评委会奖”。高知第三回国际版

画三年展“佳作奖”。湖北省文艺明星奖。“鲁迅版画奖”。获全国第九届、第

十届藏书票作品展“金奖”。意大利第六届国际版画暨藏书票双年展“特别奖”。

中央美术学院“学院之光”美展学院奖“提名奖”。第 32 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

“提名奖”。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最高奖），首届、第二

届、第三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展“优秀作品”。首届湖北省艺术节“楚

天文华美术奖”。第十五届全国藏书票暨小版画作品展“最佳作品”。首届常州

国际藏书票博览会“银奖”。 

【作品信息】 



 

名称：裕固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俄罗斯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12. 宋光智 

 

【艺术家简介】 

现为广州美院版画系教授，广州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美术家协会理事,广

东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曾获第十四届全国版画展银牌奖，广东版画展金奖。中国版画家协会评为八、

九十年代中国优秀版画家并获“鲁迅版画奖”，青岛国际版画双年展铜牌奖，第

十五届全国版画展铜牌奖，第七届全国三版展银牌奖，“廖修平版画奖” 。第

八届全国三版展优秀奖，第十八届全国版画展优秀作品奖。百年风云---广东近

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优秀奖。首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油画、版画精品

展优秀作品奖。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创作奖铜奖。 

【作品信息】 



 

名称：保安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名称：德昂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名称：普米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13. 郑星球 

 

【艺术家简介】 

1969 年，生于福建南靖，籍贯广东潮安。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协版画艺委

会副秘书长，中国美协藏书票研究会主席；文化部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创作研究

基地”特聘画家。 

作品曾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展二等奖、第二

届全军廉政文化优秀作品展二等奖、国务院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宣传招贴画十佳作

品奖、广东省第六届鲁迅文艺奖美术奖（集体奖项）、第四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

小版画双年展银奖、广东版画奖、第六届广东省版画展银奖、广东省美术作品展

铜奖、首届广东版画展铜奖、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佳藏书票奖”

等学术奖。 

【作品信息】 



 

名称：鄂伦春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名称：回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名称：壮族  版种：石版 尺寸： 21cm*21cm 



14. 王昆 

 

【艺术家简介】 

1974 年，1997 年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工艺系，现为中国美术协

会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市美术教育学会

会员。 

曾获中国广州第三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暨小版画展藏书票优秀奖和小版画

优秀奖，2009 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型版画优秀作品展优秀奖，第十三届全国藏

书票小版画艺术展暨国际藏书票名家邀请展中，藏书票和小版画作品提名奖，全

国第二届藏书票小版画双年展优秀奖，上海三民杯国际藏书票大展中获得优秀

奖， 

上海梅园杯全国藏书票邀请展中获得铜奖，全国第十四届藏书票小版画展优

秀奖，中国广州第二届国际藏书票小版画双年展中获得优秀奖，上海陆家嘴“梅

园杯”国际藏书票邀请展中获得铜奖，武汉第三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展分

别获得最佳奖和优秀奖，第十五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大展藏书票作品获得优秀奖。

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国际藏书票大展入选证书。土耳其第 33 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

获得入围资格证和入选艺术家花名册。 



【作品信息】 

 

名称：白族  版种：亚克力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布依族  版种：亚克力套色 尺寸： 21cm*21cm 

 

 

 

 



15. 朱健翔 

 

【艺术家简介】 

朱健翔，1975 年 2 月生于湖南湘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湘西版画院院长。主要从事版画专业教学与版画创作研究。曾获“第

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优秀奖(最高奖）、“第十

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金奖。 

【作品信息】 

 

名称：傈僳族  版种：亚克力版 尺寸： 21cm*21c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07.htm


 

名称：苗族  版种：亚克力版 尺寸： 21cm*21cm 

 

名称：土家族  版种：亚克力版 尺寸： 21cm*21cm 

 

 

 

 

 



16. 张俊萍 

 

【艺术家简介】 

1964 年 12 月生人。1988 年毕业于佳木斯教育学院美术大专班，中国

美术家协会藏书票协会会员、中国少年儿童版画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北大荒美术家协会会员、北大荒少儿版画协会理事、北大荒特

聘画家、富锦博物馆特聘、中学高级美术教师。 

曾获第十四届全国小版画艺术展佳作奖，获第十四届全国小版画艺术展

入选奖，获第十五届全国小版画入选奖，全国第八届中小学师生藏书票小版

画大展一等奖，黑龙江群体优秀版画展获二等奖，黑龙江省美术作品展版画

获铜奖，陆家嘴梅园杯上海藏书票邀请展获金奖，全国工业版画研究院三年

展获全国小版画藏书票展优秀奖 

 

【作品信息】 



 

名称：朝鲜族  版种：绝版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赫哲族  版种：绝版套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满族  版种：绝版套色 尺寸： 21cm*21cm 



17. 王海燕 

 

【艺术家简介】 

1972 年出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

入选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美展，入选全国九届美展，入选全国十六届和十七届全

国版画展，蒙古自治区美展一等奖。全国第八届三版展铜奖。  

【作品信息】 

 

名称：达斡尔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鄂温克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18. 李小光 

 

【艺术家简介】 

李小光，河北唐山人， 1975 年生于天津蓟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插图

装帧艺委会委员。曾获十一届全国美展插图金奖；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2013 观澜国际版画奖；首届江苏美术奖；首届江苏省青年美展银奖；2012 首

届中国美协会员版画精品展优秀作品奖；2012 第二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



双年展最佳藏书票奖；第十四、十五、十六届全国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佳藏

书票奖；第二、三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佳藏书票奖；2009 中央

美术学院优秀毕业创作奖，年度“衣恋”优秀创作奖学金。 

 

【作品信息】 

 

名称：拉祜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黎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土族  版种：黑白木刻 尺寸： 21cm*21cm 

 

19. 蔡家祥 

 

【艺术家简介】 

蔡家祥，1980 年 8 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55 周年广西美术作品展，并获三等奖。入选第十八届全国版画展，全国中青

年艺术家推荐展，第二届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走进鄂尔

多斯国际美术大展，获优秀作品奖，全国青年藏书票艺术展，并获最佳藏书票奖，



入选首届中国·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展，并获优秀小版画奖，首届中国·广

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展，并获优秀藏书票奖，入选第 33 届国际藏书票双

年展。（土耳其），第二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并获最佳小版画奖。

第二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并获优秀藏书票奖，入选第十九届全国

版画展，34 届国际藏书票展。（芬兰），第二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

展，并获最佳藏书票奖，第三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并获最佳藏书

票奖，第三届广州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双年展，并获优秀藏书票奖。 

 

【作品信息】 

 

名称：东乡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京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仡佬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20.牛明明 

 

【艺术家简介】 

1980 年生，现为比利时藏书票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们，中国美

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获 2014 年国际藏书票联合会授予“阿尔

滨·布鲁诺夫”突出贡献奖，第三、四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获最佳

藏书票奖，第十五届全国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获最佳藏书票奖，第 32 届国际

藏书票双年展中国，提名奖，第 12 届中国藏书票展最佳作品奖 

作品入选第五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第二十届全国版画展，第 35 届国际

藏书票展，第 33 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土耳其），曾获中国首届插图艺术展优

秀作品奖，第四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佳藏书票奖，第十五届全国

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佳藏书票奖，第三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最

佳藏书票奖，比利时圣-尼古拉斯国际藏书票大展最佳技法奖，第 32 届国际藏书

票双年展中国提名奖，第 12 届中国藏书票展最佳作品奖 

【作品信息】 



 

名称：门巴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基诺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珞巴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21. 秦扬 

 

【艺术家简介】， 

1983 年 3 月生，湖北武汉人，硕士，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

研究会会员、上海弗闲斋藏书票社会员，任教于武昌职业学院艺术传媒学院。主

要从事艺术设计教学工作。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荣获

“最佳奖”（最高奖），全国第十二届藏书票“优秀作品奖”，“中国上海第二

届弗闲斋”国际藏书票邀请展大师提名奖, “中国上海第三届弗闲斋”国际藏书

票邀请展大师荣誉奖，中国首届青年藏书票暨小型版画展“优秀奖”，第 13 届

全国藏书票小版画艺术展” 荣获“提名奖”，第二届全国青年藏书票暨小版画

艺术展”荣获“最佳奖”, 第 14 届全国藏书票小版画艺术展暨国际藏书票名家

邀请展”荣获“铜奖”, 第七届国际藏书票暨小版画邀请展”荣获“版画铜奖”, 

第 15 届全国藏书票暨小版画艺术展”荣获“藏书票优秀奖”,作品入选第 32 届

国际藏书票展. 

 

【作品信息】 



 

名称：撒拉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布朗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名称：高山族  版种：一版多色 尺寸： 21cm*21cm 

 

22. 顾秀华 

 

【艺术家简介】 

1988年生，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 

【作品信息】 



 

名称：阿昌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名称：蒙古族  版种：木口木刻 尺寸： 21cm*21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