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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漫画的“黄金时代” 新漫画在“纠结”中兴起

传统漫画一针见血地针砭时弊，被称为“带刺的玫瑰”，这朵
奇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花开正艳。

20世纪90年代初，与讽刺漫画相对，新漫画的概念在中国被
提出，主要是指运用很多分镜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 “

1979年，人民日报开始
创办漫画专版，后创办《讽
刺与幽默》，发行量最高时
达一百多万。全国各报刊
也恢复刊登漫画和办漫画
专版，一派欣欣向荣。这一
年，漫画家方成有感于一些
管理者不善于用人，怕用比
自己能力强的人，产生灵
感，创作出《武大郎开店》，
配文是“我们掌柜的有个脾
气，比他高的都不用！”意蕴
深刻，观者无不拍案叫绝。

1985年，在李怀燎、冯
淼等报人的努力下，河南日
报社创办《漫画月刊》杂志，
方成等受邀担任艺术顾
问。后来因影响广泛，被誉
为“中国漫坛第一刊”。

曾任《漫画月刊》主编
的王继兴向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回忆了方成作画
的严谨过程：构思好，先用
铅笔打稿，接着毛笔再勾
勒，然后用宣纸拓描成画。

“出手不凡，很多作品过目
不忘，在教化功能上，一幅

漫画堪称胜过几篇社论！”
年近八旬的王老，从书

架上取出一本初创时期的
《漫画月刊》合订本，纸张已
泛黄。创刊号封面上是一
幅讽刺漫画，一只仙鹤的脚
上被红绸绑了一只公鸡，配
文写着“商品搭配”。另一
幅是“芝麻官受聘漫刊社”
的漫画：芝麻官因为“爱挑
领导毛病、爱管闲事”等原
因，应聘各家单位屡屡碰
壁，最后受聘到《漫画月刊》
编辑部，他挥毫写下：“办刊
不为民着想，不如改行卖豆
浆”，生动有趣，耐人寻味。

其中的“新闻漫画”栏
目，通过数幅漫画讲述了

“深圳特区趣闻录”。内容
分别为“餐馆点餐，被服务
员称为先生而不是同志”

“炫耀门第被人看不起，人
们注重的是本事”“夸奖一
个姑娘漂亮，对方不会扭捏
作态而是大方一笑”……种
种见闻在今天来看，仿佛触
摸到深圳发展之初的真实
历史。除了讽刺漫画外，也
能看到连环漫画《美男子》
以及老夫子漫画选摘，但在
比重上只能算“配菜”。

翻到第九期时，王继兴
饶有兴致地展示了一幅封面
封底打通的漫画版“少林演
艺图”。画面以嵩山名胜为
背景，49个形态各异的人
物，在寺前殿后、树丛塔林、
山上坡下，各自有自己去处，
或舞拳弄刀，或坐禅念佛。

这幅漫画描摹了当时
漫画界繁荣的盛况。1986
年立夏，16省（市）漫画家
49人相聚中岳，参加漫画学
术座谈会郑州会议，大家身
居异地，平常多是见画不见
其人，便共同提议，所有参
会同仁在一幅画里漫画自
身。画面左上角，有一位戴
着眼镜叼着烟斗的漫画家
马丁提着箱子飞奔而来。
王老哈哈一笑说：“这风尘
仆仆的情景，是因为他参会
迟到了！”

郑州成全国漫画活动中
心之一，还办了“漫画黄
埔一期”

这次会议的消息稿载：
“当前我国漫画创作呈现一
派兴旺景色，但千万不能为
此而陶醉，在普及的基础
上，确实存在内容平庸、构
思雷同，值得新老漫画家们
高度重视……”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
年，王继兴随一个政府代表
团到日本考察，日本漫画事
业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漫画充斥着
整个国家，随处能看到成架
子的漫画刊物，有的一期杂
志就那么厚。”王老用手机
的宽度来比划。

这里不妨多提一笔彼
时的日本漫画。宫崎骏在
1984 年上映的作品《风之
谷》成为日本动漫史上划时
代的作品，他首次在剧场动

画中展现了成熟的世界观，
实现了剧场动画欣赏年龄
层的拓宽。宫崎骏是受到
手冢治虫影响走上漫画道
路的，曾创作了《铁壁阿童
木》的手冢治虫是日本动漫
开山祖师，他将传统的四格
漫画转化成了具有电影分
镜感的漫画形式。

漫 画 家 王 慧 侠 是 在
1987年调入《漫画月刊》工
作的，如今已经退休近十年
的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
代末90年代初的情景，依
然激动不已：“那是‘漫画的
春天’！”

王慧侠回忆，当时的各
地漫画团体、作者都十分活
跃，漫画展览层出不穷。她
记得，在北京的一次漫画展
览上，漫画大师李滨声签名
售书，热情的读者把桌子都
挤塌了。而搞一次漫画大
赛，漫画来稿能有一万多
份，“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
的”。

当时河南立足《漫画月
刊》，成了全国漫画活动的
中心之一，全国27省市漫画
联谊会办公地就设在编辑
部，全国漫画界大的活动也
常在河南举办。1989年，郑
州大学新闻系、《漫画月刊》
杂志社、河南漫画研究会联
合创办了郑大新闻系漫画
专科班，在全国开了先河，
被学生们戏称为“漫画黄埔
一期”。

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
息”时，漫画家于昌伟正在
威海读高中，“一刻都等不
了，真想插上翅膀飞到郑
州”。他跟母亲要了60
元钱，只身去郑州报
考。四天五夜，只吃
了几个从家里带去
的鸡蛋，“饿得头
晕眼花，可心里

面却是无比的坚定”。
华君武、丁聪、方成、李

滨声等漫画大师都曾在这
个班授课。今天活跃的漫
画家郑化改、王立军等都是
从这个漫画班毕业。“这个
班学生的努力和勤奋让人
印象深刻，在学校里他们的
作品就已经全国开花，现在
有些人已经站在了中国漫
画的领军地位。”王慧侠
说。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各
种原因，这个漫画班没有延
续下去。

传统漫画与日漫共同影
响下的一代

在80后的记忆中，除了
国产动画《黑猫警长》《葫芦
兄弟》《舒克和贝塔》等，机
器猫或樱桃小丸子也是童
年不可或缺的记忆。网络
上曾有一个“你小时候最大
的梦想是什么”的选择题，
不少人的回答是“拥有小叮
当的四次元口袋”。

最早引进机器猫和樱
桃小丸子的是漫画家丁午，
他曾任《儿童漫画》《漫画大
王》主编。从郑大新闻系漫
画专科班毕业的王立军，跟
随丁午多年，参与了编辑出
版《机器猫》等系列动漫图
书。

王立军回忆，上世纪90
年代初，丁午发现了日本很
火的动漫“机器猫”(现译哆
啦A梦)，他觉得这个漫画
形象肯定能获得国内小朋
友的喜欢，联系日本方面获
得同意，拍板引进。之后，
丁午还把樱桃小丸子等日
本动漫引入国内。可以说，
后来刮起的日本动漫热潮，
最早的推手就是丁先生了。

从 1990 年开始，方成
的儿子孙晓纲开始了长篇
武侠故事漫画《郎雀》的创
作，至今年4月已完成50本
图书，仍在继续创作。

1993年元旦，正在河南
舞钢读高一的张国晓收到
了从北京寄来的一封来信，
寄信人是漫画界泰斗华君
武老先生，随信还有一本
《华君武漫画》。

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
互联网，张国晓痴迷于报刊
上的各种漫画，一次看到
《文汇报》副刊上有一篇范
用讲述与华君武书信往来

的趣事文章，配图是华
老 的 明 信 片 。

张国晓试
着

给上面的地址写了一封信，
请求华老指点学画之路。

虽然是寥寥数语鼓励
学习的话，但“看到牛皮信
封上漫画味十足的笔迹，我
一下觉得世界这么美好”。
后来张国晓与华老连续通
信，在1996年5月回复的信
中，华君武说：“漫画是画思
想的艺术，要有好的思想立
场，作人在先，作艺在后，我
们共勉。”

当时高校里几乎没有
漫画专业，张国晓读的是郑
州轻工业学院工业艺术设
计系，继续自学漫画创作。
大学里，他创办了漫画协
会，华君武应邀热情题写了
会名。

漫画刊物打出“时尚娱
乐”牌，但“讽刺不死”

为适应市场的变化和
读者的要求，《漫画月刊》杂
志从1997年开始，连续进

行扩版改版，在保证以
讽刺性漫画为主的
“漫画林”专栏分

量不减的前提
下，大胆地打
出“时尚娱
乐”牌，着
重 加 大
了 连 环
漫画和
卡通漫
画的分

量，青少年读者反响强烈。
1999年 12月，王继兴

为全国漫画学术研讨会准
备了一篇论文。“漫画，既是
一种具有工具属性的语言，
也应该富有多元性的功
能。充分发挥这种功能，不
仅有利于漫画艺术自身的
发展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在
新的历史时期，使漫画艺术
在‘两为’服务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他认为，像中国台
湾漫画家蔡志忠“画说”古
典名著的尝试，未来会越来
越多。

张国晓在大学毕业后
入职漫画杂志当了编辑。
此时故事娱乐漫画在青少
年群体中风靡，单幅讽刺漫
画遭遇不小挑战。初出茅
庐的张国晓在漫画界“惹出
事端”，因为一篇“喜迎中国
漫坛之喜剧时代”的文章，
引发漫画界一片哗然，掀起
了一场焦点是“到底娱乐重
要还是讽刺重要”的漫画创
作大讨论。华君武还发表
了《要有点社会责任感》一
文，华老在文中说：“有人专
作搞笑，有人要搞喜剧，有
人要搞休闲尽可去搞，但不
必对一些怀有社会责任感
的漫画作品来泼污水。”

事后，张国晓反思，漫
画家关注社会问题，恰恰是
漫画家与其他画家的不同
之处，因为漫画的功能首先
是它的评论性和社会性，正

因为漫画关注社会生活，才
受到人们的喜爱，漫画“关
注社会、针砭时弊”的功能
不能淡化，而应强化。

2010 年 6 月 13 日，漫
画大师华君武在北京病逝，
河南省漫画家协会举行追
思会，张国晓致了悼词：“华
翁慢走，讽刺不死。”与会者
无不哽咽。

老一代漫画家作品历久
弥新，后人们希望用互
联网激活

编辑王双红在2006年
进入《漫画月刊》时，杂志的
内容已经主要是故事漫画
了，并主要面向少儿读者，
画面开始走彩色唯美风。

面向孩子们的漫画征
稿，虽然大部分投稿是故事
类，但也不乏讽刺漫画。王
双红了解到，原来是一些漫
画培训班的老师曾是讽刺
漫画作者，他们将讽刺漫画
传递给了新一代。《漫画月
刊》至今保留着幽默讽刺漫
画欣赏的板块。“我们也有
意给孩子们以引导，希望把
讽刺漫画关注现实的精神
传承下来。”

谈到父亲方成的影响，
孙晓纲曾说：“父亲给了我
一个看艺术的角度，这就决
定我后来的创作作品，追求
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真实。
这也是我作品的生命力所

在。”
9月 4日上午，中国美

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
秘书长、青年漫画家王立军
去看了老一辈漫画家张光
宇先生的文献展。“这些反
映当时时代背景题材的作
品，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
任何过时之感，艺术手法在
今天亦有启发价值。”

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和
老一代漫画家的后人们交
流时，大家不谋而合，希望
父辈作品能通过动画和互
联网，再次呈献给读者。

“《三毛流浪记》讲述的是解
放前上海流浪儿三毛的故
事，在今天仍然热销。”

方成去世后，文化学者
侯军回忆到一个细节，方老
很早就非常喜欢看迪士尼
的动画片，还主张搞动漫产
业要先从创意下手，“要有
自己的幽默艺术技法，而创
意的核心就是幽默艺术的
观念和技法”。

“十多年来，尽管故事
漫画已成为中国漫画市场、
动漫市场的主力，但老一代
漫画家对社会保持关注思
考的精神，实际上能够促进
对未来的探索，关切社会热
点的不见得没有市场，只是
青年漫画家需要提升驾驭
能力。”河南省漫画家协会
主席张国晓说。

“带刺的玫瑰”花开正艳
漫画杂志发行超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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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方成（右）与王继兴合影 王继兴供图

《三毛流浪记》至今仍在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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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16省（市）漫画家49人相聚中岳，集体创作少林演艺图。 资料图片

“机器猫”现在叫哆啦A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