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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家族木雕是我国少数民俗艺术中的精品,是土家族文化传承的主要物质载体。文章以土家族
木雕为研究对象,分析土家族木雕现代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思路与发展策略,从历史年
代、题材和功能等方面解读土家族木雕其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以及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多元价值,为土家族艺术保护传承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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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jia wood carving is a fine product of a few folk arts in China and the main material carrier of Tujia
cultural inheritance. Taking Tujia wood carv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ujia wood carving, puts forward protection idea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explicit and implicit values,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s of Tujia wood carving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age, theme and function, It provides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ujia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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