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年畫

書目資料選輯

1. Selected Subject Headings 相關主題










Color prints, Chinese
Folk art -- China
New Year cards -- China
New Year decorations, etc. -- China
Painting, Chinese -- 20th century
Postcards -- China
Posters, Chinese -- History
Wood-engraving, Chinese
年畫 or / 或 年画

2. Book 專題著作
朱仙镇古版年画 [art reproduction] (198-). [开封]: 河南朱仙镇年画社. 特 946.6
252

剪紙年畫十五幅 (199-). [China: s.n.]. [大] TT870 .J536 1990z
[門神] (199-). [China: s.n. ]. 特 946.6 773

年畫 [graphic] (200-). [China: s.n.]. [大] NE1300.8.C6 N536 2000z
山東民間年畫 = The Shantung new-year folk paintings. (1979).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特 946.6 25

年畫獲奬作品集. 中國獲奬美術作品畫庫 ; 2. (1987). (第 1 版). 天津: 天津人民
美術出版社 :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 [X 中] ND1045 .N535, 30037465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2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选 (1987). [苏州: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大 946.6 443-3
辽宁美术家作品选.年画部分. (1991). (第 1 版). 沈阳市: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 946.6 34

封神榜圖淸初彩色年畫 (n.d.). [S.l.: s.n.]. 善 946.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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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靑島國際版畫雙年展編委會 (2000). 2000 年靑島國際版畫雙年展作品

集 = Collection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ion 2000.
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中] NE491 .Q56 2000
France. Consulat général (Hong Kong and Macao),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2007). 中法民間版畫:王樹村及

亨利・佐治藏品展 = Popular prints from China and Epinal, France : the
collection of Wang Shucun and Henri George. [香港]: 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
領事館 :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HK 769.951 Z63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2000). Gems of
new year prints : an exhibition from the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
年畫珍賞 : 上海圖書館館藏珍品展.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HKP 769.951 G32
Riftin, B. L., & 李福清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俄罗斯藏品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3 2009
三山陵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日本藏品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4 2011
中共寒亭區委. 宣傳部. (2008). 中國濰坊楊家埠孤本年畫全集. (第 1 版). 北京
市: 中國書店. [大 A] NE1300.8.C6 Z474 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中國美術家協會, 內蒙古美術家協會, & 全國美術作品
展覽 (第 9 屆 : 1999 : 呼和浩特:中國) (1999). 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版畫

作品集 = The 9th Chinese national fine arts exhibition, 1999. Prints
collection. (第 1 版). 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X 中] NE768.4 .Q35 1999, 30038218
中華民國全國版畫展 (15th:1996 : 國立臺灣藝術敎育館) (1996). 中華民國第十

五屆全國版畫展 : 暨第二屆版畫大奬得奬作品展. 臺北市: 國立台灣藝術敎育館.
[中] NE1183.3 .Z46 1996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 (第 3 屆:1987 : 臺北市立美術館), 黃才郎, & 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中國) (1987). 中華民國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 =
3rd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 : 1987 ROC. [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中] NE1012.T28 Z46 1987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1). 年畫選編 : 1949-1959.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山 946.6 80, 200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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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新年畫選.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山 946.6 80-2, 20000789
介子平 (2004). 消失的民艺:年画 (第 1 版). 太原市: 山西古籍出版社. [中] NE1300.8.C6 J54 2004
任率英, & 李守义 (2009). 任率英年画精品集. 三希堂藏书书系.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书店. [山] NE1300.8.C62 R46 2009
全國美術展覽會(第 2 屆),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年畫、宣傳畫選集. 北
京: 該社. X 山 946.6 86, 20000092
冯敏 (2005). 新春吉祥画:中国木版年画. 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

丛书. (第 1 版). 哈尔滨市: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64 2005
冯炳棠, 颜仕国, 唐娜, & 王小明 (2011). 佛山年画 : 冯柄堂. 中国木版年画传

承人口述史丛书. (第 1 版).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57 2011
冯骥才 (2005). 中囯木版年画集成. 杨家埠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 2005, [山 A] NE1300.8.C6 Z45 2005 DVD
冯骥才 (2006).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朱仙镇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3 2006, [山 A] NE1300.8.C6 Z453 2006 VC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云南甲马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中] NE1300.8.C6 Z455 2007, [山 A] NE1300.8.C6 Z455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杨柳青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2 2007 v.1-v.2, [山 A] NE1300.8.C6 Z452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滩头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4 2007, [山 A] NE1300.8.C6 Z454 2007 DVD
冯骥才 (2007). 年畫手記 (第 1 版). 银川市: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F458 2007
冯骥才 (2008).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绵竹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6 2008, [山 A] NE1300.8.C6 Z456 2008 DVD
冯骥才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武强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7 2009, [山 A] NE1300.8.C6 Z457 2009 DVD
冯骥才 (2009).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高密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7 2009, [山 A] NE1300.8.C6 Z447 2009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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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佛山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6 2010, [山 A] NE1300.8.C6 Z446 2010 DVD
冯骥才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漳州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9 2010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拾零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9 2011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48 2011
冯骥才 (2011).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平阳卷.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 The
project to rescue Chines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83 2011, [山 A] NE1300.8.C6 Z4583 2011 DVD

冯骥才, 潘鲁生, & 赵屹 (2010).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平度东昌府卷.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华书局. [大 A] NE1300.8.C6 Z458 2010,
[山 A] NE1300.8.C6 Z458 2010 DVD
劉自明, 臺灣省立美術館, & 劉自明版畫展(1994 : 臺灣省立美術館) (1994).

劉自明版畫展 = Solo exhibitions of Lau Thow-beng. 臺中: 臺灣省立美術館.
中 969 72, 10240488
吕焰 (2008). 中国民间代表性木版年画 = Folk famous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s in China. (第 1 版). 石家庄市: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 NE768.4 .Z555 2008, [大] NE768.4 .Z555 2008 woodblock
吴自立 (2008).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 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 NE1183 .W835 2008
呂學勤 (1965). 山東年畫選輯. 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 特 946.6 22
周新月 (2009). 苏州桃花坞年画.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 (彩色图文版, 第 1
版).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Z46 2009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國) (1991). 中國傳統年畫藝術特展專輯 = The ar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rint selected exhibits.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 NE1300.8.T28 C48 1991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國). 特藏組. (1991). 納・福・迎・祥 : 國立中央圖書館年

畫專輯. 台北市: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 [藝術]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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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物馆 (2010). 山东省博物馆藏年画珍品. (第 1 版).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3 2010
山東省濰坊市博物館 (1990). 楊家埠年畫. 北京: 文物. X 中 946.6 463, 20029680
川瀨健一, & 潘元石 (1993). 中國傳統年畫圖錄 = Art plat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woodcut print. 奈良縣: 東洋思想硏究所. 中 946.6 223
川瀨千春 (2000). 戦争と年畫 : 「十五年戦争」期の日中兩國の視覺的プロパガ

ンダ. 松戶市: 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K39 2000
张继中, & 中原文化硏究中心 (2002). 朱仙镇木版年画 : 珍藏本. (第 1 版).
郑州市: 大象出版社. [大 A] NE1300.8.C6 Z43 2002
張映雪 (1957). 楊柳靑木刻年畫選集. 北京: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X 山 946.6 11, 20000087
張春峰, 李晓杰, & 耿同提 (1996). 河北武強年画. 河北出版史志文献丛书. (第 1
版). 石家庄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 [X 中] ND1046.H434 H435 1996x, 30037503
朱振海 (2003). 中國吉祥. 年畫 = Auspicious chinese patterns. New year
picture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山] NC1878.H65 Z46 2003
李志強, & 王樹村 (1992). 中國楊柳靑木版年畫集. (第 1 版). 天津: 天津楊柳靑畫
社. [大 A] NE1183.4.T5 C56
李慕白, & 金雪塵 (1985). 李慕白金雪塵年畫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
版社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X 山 946.6 40, 20000089
楊家埠年畫綫稿大全編委會 (2003). 中國楊家埠年畫綫稿大全. (第 1 版). 北京市:
西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Z46 2003 v.1-v.2
楊春棠,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 香港大學藝術學系 (1995). 中國民間藝術 : 版畫,

繪畫, 刺繡.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745.0951 Z64
毛再生 (1957). 楊柳靑年畫. 群眾美術畫庫. (第 1 版). 北京: 朝花美術出版社.
中 946.6 464-2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 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画 = Taohuawu woodblock new year
prints, Suzhou (第 1 版).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 香港 : 香港嘉賓出版社.
中 946.6 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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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泓 (2007). 佛山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 2007
沈泓 (2007). 高密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長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3 2007
沈泓 (2008). 众生吉祥 : 民间年画中的美好寓意.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北
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 NE768 .S47 2008
沈泓 (2010). 平度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5 2010
沈泓 (2010). 平阳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9 2010
沈泓 (2010). 梁平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8 2010
沈泓 (2010). 漳州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6 2010
沈泓 (2010). 胶南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7 2010
沈泓 (2011). 滕州年画之旅.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时代经济
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54 2011
沈泓 (2011). 红船口年画之旅.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时代经
济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34 2011
澳門 (中國 : 特別行政區). 文化局, & 澳門博物館 (2007). 迎新接福, 一紙萬象 :

楊柳青年畫展 = Votos de felicidade : gravuras do ano novo Chines de
Yangliuqing = Auspicious blessings : Chinese new year prints from
Yangliuqing. (第 1 版). 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大 A] NE1183.4.T5 Y56 2007
濰坊楊家埠年畫全集編委會 (1996). 濰坊楊家埠年畫全集. 北京: 西苑.
[大 A] NE1300.8.C6 W45 1996, X 大 A 946.6 463-2
濰縣年畫硏究所 (198-). 濰縣楊家埠木版年畫古版全色稿選編. [濟南]: 山東美術
出版社. 山 946.6 30

7

王巨山, & 王永海 (2010). 中国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故事・传说 = Wood New Year
pictures of Yang Jiabu,China.Story & legend. (第 1 版). 北京市: 文物出版社.
[中] NE1183.4.Y358 Z56 2010
王晓戈, & 龚晓田 (2009). 漳州木版年画艺术.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 1 版). 福州市: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 NE1183.4.Z435 W36 2009
王树村 (1995). 中国民间年画.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 (第 2 版). 杭州市: 浙江教育出
版社. [中] NE1300.8.C6 W369 1995
王树村 (2005). 中国年画发展史. 史书系列. (第 1 版). 天津市: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
社. [中] NE1300.8.C6 Z466 2005
王树村 (2006). 中国戏出年画. (第 1 版). 北京市: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5 2006
王树村, & 汉声编辑室 (2007). 戏出年画. 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 (第 1 版). 北京市: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4 2006
王树村, & 王海霞 (2005). 年画. 人類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第 1 版). 杭州市: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6 2005
王树花, 吕蓁立, 郭平, & 刘晓琰 (2011). 高密年画 : 王树花, 吕蓁立. 中国木版年画传

承人口述史丛书. (第 1 版).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38 2011
王樹村 (1991). 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 中國美術史圖錄叢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
民美術出版社. [中] NK1068 .W367 1991 v.1-v.2; X 中 946.6 10-2 v.1-v.2,
20029677- 20029678
王樹村 (1997). 年畫史. 中國社會民俗史叢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83 1997
王樹村 (2006). 楊柳青青話年畫. (初版). 臺灣: 三民書局. [中] NE1300.8.C6 W364 2006
王樹村, 李福清, 劉玉山, & 佟景韓 (1990). 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 / 編選與序

文王樹村, 李福清, 劉玉山 ; 圖版說明王樹村, 李福清 ; 中文翻譯佟景韓. 北京: 中國
人民美術出版社 ; 列寧格勒 : 蘇聯阿芙樂爾出版社. [中] ND1042 .S785, 20157525
王樹村, & 金儒杰 (1976). 中國傳統民間年畫研究. 文物・考古專刊. 第 19 種, 民

間工藝 ; 第 3 號. 香港: 神州圖書公司. X 山 946.6 81-2, 20000094
王樹村, & 金儒杰 (1976). 中國各地年畫硏究. 文物．考古專刊. 第 19 種, 民間工

藝 ; 第 2 號. 香港: 神州圖書公司. [中] ND1040 .C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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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村, & 陳輝揚 (1990). 戲齣年畫. 漢聲民間藝術系列. 文化國寶. 台北市: 漢聲雜誌社 :
零售總經銷台灣英文雜誌社. 大 A 946.6 23 v.1-v.2
王樹村 (1980). 楊柳青墨線年畫. 中囯民间美術丛书.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
社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X 中 946.6 464, 20029681
王興邦, & 武強年畫博物館 (1987). 武強古版燈方年畫. [武強]: 武強年畫社.
大 A 946.6 13 v.1, 10112263
王舎城美術宝物館, & 喜多祐士 (1992). 蘇州版画 : 中國年画の源流 = Chinese New
Year's prints from Suchou. [Tokyo]: 駸々堂. 大 A 946.6 4432
矢口國夫, 中國展覽公司, &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1982). 日本版畫展覽 : 慶祝中日恢

復邦交十周年. 東京: 國際交流基金. [X 中] NE1321.8 .R53 1982, 30038212
石谷风 (2005). 徽州木版年画. 古风堂艺丛. (第 1 版). 天津市: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55 2005
绵竹年画博物馆 (2005). 传统绵竹年画精品集 = Selected Mianzhu's best traditional
New Year paintings. (第 1 版).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 NE1300.8.C6 C473 2005
臺灣省立美術館,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中國) (1997). 中華民國版印年畫徵選得

奬作品特輯 = Prizewinning works from the ROC New Year Print Competition.
[Taipei]: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中] NE1183.4.T3 C5 1997, 20157658
舒惠芳, & 沈泓 (2007). 凡尘俗子 : 民间年画中的温情风俗.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8 2007
薄松年 (198-). 朱仙镇古版年画. 第二集[art reproduction]. 开封:河南朱仙镇年画社. 特 946.6 252-2
謝克 (1985). 中國木版年画 (初版). [Hong Kong]: 香港大一出版部. X 山 969.92 04, 20000443
谭红丽, & 唐家路 (2010). 年画.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北京市: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 NE1300.8.C6 T364 2010
邓福星 (1995).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装饰编. 年画卷.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9. (第 1 版). 济
南: 山东敎育出版社 : 山东友谊出版社. [大 A] NK1068.A1 C58 1993 v.9
邰立平 (1992). 鳳翔木版年畫選. 第 1 卷. 鳳翔縣: 鳳怡年畫社. 特 946.6 77
郄建业 (2007). 武强年画的艺术风格及历史文化研究. 河北民间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

系列丛书. (第 1 版). 保定市: 河北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Q5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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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金蘭, 編牛進, 楊金禮, & 陳繼剛 (1991). 濰坊年畫硏究. 山東濰坊民間文化藝術叢書 ;
2. (第 1 版). 上海: 學林出版社. [中] NE1183.4.W4 W44
阎立, 徐国強, 周向群, & 朱永新 (2006). 桃花坞木刻年画. (第 1 版).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山] NE1183.4.S86 T36 2006
陈兴才, 李芳福, 陈学彰, 郭平, & 刘晓琰 (2011). 绵竹年画 : 陈兴才, 李芳福, 陈学彰.

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第 1 版).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C46 2011

陳煙橋, 陳秋草, & 朱石基 (1955). 華東民間年畫.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X 山 946.6 75, 20000090
陳飛南繪 (195-). 家家歡樂慶豐年 [art reproduction]. 上海: 盧山畫片公司發行. 特 946.6 751-3
随杰, 李恩佳, & 常素霞 (2009). 武强年画. 河北民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85 2009
香港區域市政局 (1994). 中國民間版畫. Chinese folk prints. 香港: 香港區域市政局.
[大 A] NE1183 .C6539 1994, [特藏] 1537

3. Electronic Book 電子書籍
山東获奖年画选集 (1992). (第 1 版).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 946.6 22-2,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山東年畫創作經驗.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X 山 946.6 27,
2000008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上海圖書館.历史文献中心.近代文獻部. (2000). 清末年畫匯萃 :上海圖書館館藏精選.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Q56 200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1998).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年畫.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第 1 版). 瀋阳市: 遼寧美術出版社. [大 A] NE1300.8.C6 Z476 1998 v.1-v.2,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劉洪川 (2007). 劉洪川木版年畫收藏藏版集. (第 1 版). 杭州市: 西泠印社出版社.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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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艺术博物馆 (1984). 楊柳青年画. Yang liu qing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第 1 版).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 946.6 46,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宋瑞祥, & 戴惠敏 (2006). 朱仙镇年画七日谈. 行知大黄河.旅游文化丛书. (第 1
版). 郑州市: 中州古籍出版社.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张宪昌 (2000). 东昌府木版年画. 中国民间美朮精品丛书.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
朮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张道梁 (2004). 天津年画百年. (第 1 版). 天津市: 天津人民美朮出版社.
[中] NE1300.8.C6 L53 2004,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張道一, & 高仁敏 (1999). 老戲曲年畫. 舊影拾萃叢書. 上海: 上海畫報出版社.
[大 A] NE962.O64 L36 1999, Apabi e-book,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徐藝乙, & 陳健 (1997). 木版年畫. 中國收藏小百科. [山東]: 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 NE1183 .X78 1997, 20157654,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成礪志 (1999). 年畫技法. 美術技法大全. (第 1 版). 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李新华 (1999). 吉庆有余话年画. 中国俗文化丛书. (第 1 版). 济南: 山东敎育出版
社.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李靜森 (1957). 中国民間木版年画. 群众美术画庫. (第 1 版). 北京: 朝花美術出版社.
X 中 946.6 50677, 20029645,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沈泓 (2007). 杨柳青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2 2007, Apabi e-book
沈泓 (2007). 桃花坞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4 2007, Apabi e-book
沈泓 (2007). 滩头年画之旅. 寻找逝去的年画. (第 1 版). 长春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 NE1300.8.C6 S445 2007, Apabi e-book
湖北美術出版社 (1999). 民間美術. 湖北木版年畫, 剪紙, 皮影. 武漢: 湖北美術出
版社. [X 中] NK1069.H8 M56 1999, 3003828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潘魯生, & 唐家路 (199-). 年畫 = New Year pictures. 藝林擷珍叢書 =
A collection of best artistic works.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P36 1990z,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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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村 (1989). 中國民間年畫. 中國民間文化叢書. (第 1 版).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中] NE1300.8.C6 W369 1989,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王樹村 (2002). 中國年畫史. (第 1 版). 北京市: 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中] NE1300.8.C6 W3692 2002,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樹村, 葉又新,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1985). 民間年畫. 中國美
術全集. 繪畫編 ; 21. (第 1 版).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白逸如 (1986). 白逸如年畫線描集. (第 1 版). 北京: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X 中] NC350.P35 A5, 3003725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薄松年 (1998). 中國門神畫. 廣州: 嶺南美術出版社.
[中] ND1432.C58 P63 199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薄松年, & 李宝义 (1986). 中國年畫史 (第 1 版). 沈阳市: 辽宁美朮出版
社出版.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藍先琳 (2005). 民間年畫. 中國民間工藝風采叢書. (第 1 版). 北京: 中國
輕工業出版社. Apabi e-book
謝昌一 (1993). 山東民间年画 (第 1 版). [济南市]: 山东美術出版社 :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 NE1300.8.C6 S425 1993;
X 中 946.6 225, 20029679,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謝桂華 (2004). 民間年畫. 中國結叢書. (第 1 版). 石家莊: 河北科學技
術出版社. Apabi e-book
阿英(錢杏邨) (1954). 中國年畫發展史略.(初版). 北京: 朝花美術出版
社. X 山 946.6 83, 20000093,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靳之林 (2004). 中国民间美朮. (第 1 版).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Apabi e-book, Chinamaxx
韓祖音, & 劉見 (1999). 楊柳靑年畫. (第 1 版). 天津: 天津楊柳靑畫社.
[中] NE1183.4.T5 Y3 1999,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馬志強, 汪稼明, 山東畫報出版社, & 寒亭區 (濰坊市,山東). 文化局
(1999). 濰坊民間孤本年畫 = Folk new year pictures extant in Weifang only.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大 A] NE1300.8.C6 W435 1999,
山 A 946.6 30-3 CD-ROM,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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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ference Tools 參考工具
刘乾先, 董莲池, & 张玉春 (2002). 年画. 中華文明實錄. (第 1 版, 第 925-926 页).
哈爾濱市: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中] DS721 .Z584 2002, 10378822,
China reference works online
唐達成 (1989). 年画. 文藝賞析辭典. (第 901-902 頁). 成都: 四川人民.
[R] NX80 .W47 1989
王向峰 (1987). 年画. 文藝美學辭典. (第 1 版, 第 373-374 页).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
社. [R] BH56 .H46 1987, China reference works online
薄松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美术编
辑委员会 (1992). 年画. 中国大百科全书. 美术Ⅰ. (第 1 版, 第 41 册, 第 594 页). 北
京 ; [Shanghai]: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R] AE17 .C48 v.41 pt.1, [av] DS705 .Z445 2000 CDROM, Apabi e-references
門巋, & 張燕瑾 (1997). 年画. 中华国粹大辞典. (第 994 页).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社.
[R] DS721 .C573 1997a, China reference works online,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5. China Yearbooks 中國年鑒
中国版画年鉴编辑委员会. (1982~2004) 中国版画年鉴. 沈阳市: 辽宁美术出版社.
期 969.92 506 1982, 20202745; 期 969.92 506 1985, 20202746; 期 969.92 506 1987,
20202747; 期 969.92 506 1988-1989, 20202748; 期 969.92 506 1991, 20201587; China Yearbook Full-Text Database 1982-1992; 2002-2004/05,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1984
張殿英, 張運祥, & 潘振英 (2006-2009). 濰縣年畫系列——《農家樂》選段畫冊、《農家樂》選段冊
頁、《濰縣古版年畫》兩卷. 山東旅游商品年鑒, 147.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祝曉春 (2002). 民間木板年畫的造型美與色彩美. 中國民間文藝學年鑒, 4, 354.
[期] GR334 .Z666 2002,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范彪 (1988). 我省 3 位畫家參加全國第四屆年畫評獎優秀作品展. 山西年鑒, 408.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馮軍 (200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孝德鎮大乘村綿竹年畫
制作室了解刺繡年畫的制作過程. 綿竹年鑒, 7.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馮軍 (200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孝德年畫村考察年畫產業發展 綿竹年

鑒, 7. 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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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atistical Yearbooks 統計年鑒
中國文化部計劃財務司 (2000). 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年畫獲獎作品名錄.

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 第 603 頁. 期 990.092 15 200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四川(中國)統計局 (2000). 名酒、年畫之鄉——綿竹市 四川統計年鑒, 第
549-551 頁. 期 312.27 60 2000, [avs] HA4638.S58 S53 2000 CDROM,
China Data Online, China Yearbook Full-Text Databas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河北省統計局 (2006). 木板年畫之鄉——武強縣 河北經濟年鑒, 第 737-738 頁.
期 331.211 31 2006, China Data Onlin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河北省統計局 (2007). 木版年畫之鄉—武強縣. 河北經濟年鑒, 第 694-695 頁.
期 331.211 31 2007, China Data Onlin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蘇州(江蘇省.中國)統計局 (2006). 蘇州桃花塢 木刻年畫博物館 蘇州統計年鑒,
第 620 頁.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衡水市(中国).办公室, & 衡水市(中国).统计局 (2008). 武強木版年畫，以杜木或
梨木刻板，以黑、紅、紫、綠、黃、粉等顏色套印. 衡水统计年鉴, 第 640 頁.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China Yearbook Full-Text Database

7.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會議文章
何綿山; (2006). 一脈相承的閩臺民間年畫. 第三屆閩臺文化學術研討會, 中國福建莆田.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
包永江, & 周顯俊 (2007). 朱仙鎮年畫創新發展研究. 節能環保和諧發展 – 2007 中國科協年會論文
集（二）, 中國湖北武漢.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
周越, & 于媛媛 (2011). 民間年畫藝術特色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探索. 第八屆
沈陽科學學術年會, 中國吉林延吉.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國知網
程星川 (2007). 淺談朱仙鎮木版年畫. 第三屆中國杰出管理者年會, 中國北京.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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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ssertations 學術論文會
崔國伶 (2008). 淺談楊柳青木版年畫的藝術價值及文化意蘊. 碩士,
四川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張北霞 (2007). 湖南灘頭木版年畫圖案與色彩藝術形式研究. 碩士,
湖南工業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張生英 (2008). 朱仙鎮木版年畫的設計意識及其現代應用. 碩士, 湖
南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張雯 (2008). 圖像與文本之距. 博士, 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曹曉飛 (2005). 楊家埠木版年畫考. 碩士, 福建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李莉娜 (2003). 歷史的長河沖不淡它往日的靈光——對天津楊柳青

木版年畫的考察與思考. 碩士, 內蒙古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王巨山 (2007). 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及博物館化保護研究.
博士, 山東大學.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趙娜 (2009). 山東高密“順興齊記”年畫作坊的調查與研究. 碩士, 首
都師范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趙權利 (2001). 中國古代繪畫技法、材料、工具史綱. 博士, 中國藝
術研究院.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郭云杰 (2006). 印刷工藝視野下的中國年畫變遷. 碩士, 湖南師范大
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陳隸靜 (2008). 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民間工藝的保護與開發. 碩士,
山東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黃燕 (2007). 朱仙鎮、楊柳青、綿竹三地木版年畫色彩特征比較研

究. 碩士, 河南大學.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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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urnal Articles 評論文章
劉廣祥 (2005). 中國木版年畫發祥地探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4, 134-136. 期 078 342 v.45 no.205-207 2005, 中國期刊網
吴祖鲲, 王慧姝, & 吴珺 (2007). 民间年画的社会教化功能. 长白学刊,
6, 141-143. 中國期刊網
姚玳玫, & 王璜生 (2005). 面对“月份牌”的新年画. 讀書, 8, 28-35.
期 010 981 no.316-321 2005, 中國期刊網
崔欣 (2011). 年画和年画故事. 絲綢之路, 03, 10-14. 中國期刊網,
中国精品文化期刊文献库
廖小珊 (2008). 我国传统年画兴衰微探及对策研究. 宝鸡文理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 03, 64-67. 中國期刊網, 中国引文数據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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