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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与动漫作为姊妹艺术，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如今中国动漫的发展正如火如

荼，而连环画的辉煌已经是昨天的往事。那么，

动漫的大发展是否可以为连环画提供一些有

益的借鉴?二者的结合是否会为连环画创造新

的发展契机?迄今为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

未发现系统的理论研究。以下将从二者的概念

入手，分析其异同，展望动漫积极影响下连环

画未来的发展。

1．连环画和动漫的概念
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

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兴起于20世纪初

叶的上海，根据文学作品、故事，或取材于现实

生活，编成简明的文字脚本，再绘制小型画幅

而成。因主要读者为少年儿童，民间俗称“小人

书”。中国古代故事壁画、故事画卷及小说戏曲

中的“全相”等，也具有连环画的性质。

动漫狭义上专指动画片和漫画。目前的

动漫，在广义上，已经成为强调视觉冲击的“新

漫画”的代名词，延伸为一种表达方式，可以与

电脑结合成Flash、CG、网络游戏;可以穿插在

文学作品中做插图甚至渗入语言文字，比如

表达羞愧、惊讶的一个字“汗”，就是来源于漫

画中常见的“汗滴滑下额角”的程式⋯⋯漫画

最早是由鲁迅“引进”，丰子恺发扬光大。漫画

分为单幅、四格和连载等，分别承载讽刺、幽默

和叙事功能。相比之下，我国单幅漫画相对“发

达”，经常体现出“讽刺与幽默”，代表人物丁

聪、华君武等。我们的连载漫画，只有一种，即

连环画。

从概念分析可以看出，漫画既属于连环

画的一种，也属于动漫的一类，它是连环画和

动漫的交集。在连环画和动漫都面临困境的今

天，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势必会促进连环画

与动漫未来的良性发展。

2．早期连环画与动漫艺术手法的一致性
回首连环画与动漫漫长的发展历程，我

们会惊奇的发现解放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

中国的连环画和动漫在题材的选择、角色的塑

造以及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都以传统文化为基

础，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中国连环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的一

些传世绘画作品中常使用一些连续的绘画形

式，显示出连环画的萌芽状态。我国最早、最具

有代表性的连环画当属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漆棺上的《土伯吃蛇》和《羊骑鹤》。在明、清、民

国时期演变、发展，日臻成熟，并取得了巨大成

就。例如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再版的明代木刻

《忠义水浒全传图》、清代木刻《三国志演义全

图》、民国时期陈丹旭的《封神传》和《岳传》等，

构图严谨，刻绘精细，是精品佳作。在解放前的

上海，连环画空前兴旺，产生了如赵宏本、钱笑

呆、张乐平、叶浅予等优秀连环画家，解放后连

环画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间名

家名作精彩纷呈，争奇斗妍，如贺友直先生的

《山乡巨变》、刘继卣的《水帘洞》、华三川的《白

毛女》等。其中产生了一批经典的连环漫画，如

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张乐平的《三毛从军

记》、《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

留京外史》等。大致呈现三种风格，一是线描或

水墨等国画手法，其风格朴实，力求形神兼备;

二是漫画手法，造型夸张，多有讽喻意味;三是

西洋手法，如素描、水粉、油画等，造型、透视准

确。

中国动画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其独

特的风格、熟悉的传统道德、感人的情节故事

而受到观众的喜爱,例如《大闹天宫》、《骄傲的

将军》、《过猴山》、《小蝌蚪找妈妈》、《神笔马

良》、《阿凡提的故事》等等。我国既是最早开

发动画片的国家之一，也曾一度是动画大国

之一。《大闹天宫》曾经震惊国际动画界。英国

《电影与摄制》杂志称它是“最活泼、优美生动，

叙述方法简洁、流畅，具有中国独特的艺术风

格”。《铁臂阿童木》的导演手冢治虫甚至万分

敬仰地说:“是《大闹天宫》将我真正领进了动

画的大门。”在艺术手法上，从上世纪20年代

万氏兄弟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动画片,至1956年

《骄傲的将军》的拍摄,中国动画片和连环画一

样，以传统的国画技法为主。《骄傲的将军》的

角色造型借鉴了京剧脸谱与中国绣像人物的

画法,略显形式化,有戏曲艺术动画化之感。随

后的《过猴山》、《小蝌蚪找妈妈》等影片中水墨

角色造型、场景效果的出现,显出民族的风格。

《大闹天宫》的拍摄宣告了中国动画民族化的

成熟。动画作为一个舶来品,作为一种表现形

式,在这里已基本被创作者理解和驾驭,角色的

造型、动作、举手投足之间反映的是追求节奏

与韵律感的中国动画造型风格,贴上了鲜明的

“中国造”的标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中国动画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创作了一部又一

部优秀作品,被国际动画界称为“中国学派”。 

3．连环画与动漫的发展现状
然而，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20世纪

90年代，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一落千丈，走向

衰落。而动漫市场也被美国、日本的作品占领，

本土动漫的发展呈现“民族化”危机。

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约3000种、8.1亿

册,但大多数成了积压品,64开通行本每种发行

量由十几万、几十万册骤降到万余册、几千册。

许多选题因征订数过低而搁浅，有的订数连最

低的开机印数都达不到。1986年全国连环画出

版总量下降至1.3亿册,1987年再降至7000万

册,1991年下降到了50种,几百万册,即便降价

也无法销售。《故事画报》停办，《富春江画报》

改刊，连环画编创出版渐趋萎缩。由于连环画

的滞销，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再出版连环画，连

环画创作队伍解体，大量优秀画家分流。连环

画走向衰落。

而动漫的发展，由于大量美国、日本动画

片的进入,中国动漫收到了猛烈的冲击。20世

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怪物史莱克》、《海底总

动员》、《千与千寻》、《灌篮高手》等这些动画片

牢牢占领中国动画市场,给中国动画界带来了

极大恐慌。近年来，我国动画市场急遽萎缩，几

年才出产一部影院片，国产动画片年产量仅

为日本的1％左右。日本现人均拥有国产动画

5～8分钟，而我国只有区区0.0012秒。由于我

国动漫市场一直被日本、欧美所占据,从事创

作的动漫人无论是创意还是画风都深受外来

动漫的影响。

动漫对于中国连环画未来发展的
影响研究

[摘要]  连环画与动漫作为姊妹艺术，相互间存在着借鉴、传承的共同发展关系，提取动

漫有价值的元素，将其运用到连环画的发展中来，将会找到中国连环画艺术复兴的钥匙。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连环画和动漫，不仅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还要努力研

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力求创造出更加富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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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漫背景下连环画的未来发展途径
连环画与动漫作为姊妹艺术，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正确的利用动漫的良性影响，

从中汲取营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融入

时代元素，势必将促进连环画未来的发展。   

4．1开拓新的表现手法和工具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我

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从以线造型的中国画中转

向了以面造型的西画形式，更多的观众乐于接

受丰富的画面层次所带来的视觉满足。连环画

多用传统白描来表现，不能适应现代人尤其是

青少年的审美需求。

现代动漫应用了许多易于表现画面的丰

富层次和空间感效果的工具，在动漫技法教

材的开篇，会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工具 (以日本

动漫教材为甚)，包括各种笔(蘸水笔、针笔、鸭

嘴笔、马克笔以及各种毛笔等)、墨(制图专用

墨水、墨汁、白墨水等)、纸(各种印有印刷标准

尺寸的动漫专用纸以及各种绘画用纸)、各种

尺规、网点纸和相应的工具(刮网刀，美工刀等

等)......如此种类繁多的工具使动漫在表现力

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比如很多优秀的动漫作

品在网点纸的运用方面十分出色，画面产生多

个灰度层次，极大的增强了视觉的丰富度和画

面的空间感。

如果不同的连环画题材能尝试用不同的

新工具与表现手法，将会使连环画展现新的面

貌，充满活力。

4．2 丰富画面构成以及强烈的镜头感

现代动漫采用多个分镜并置于一页的页

面构成，这种页面构成与传统连环画的一页一

图再配一段文字说明的页面构成相比有哪些

优势呢?

首先，一页多镜的页面构成方式可以根

据内容的需要改变画框的大小和形状，因而可

以产生更为强烈的镜头效果，如人物、道具的

局部特写，多场景的切换等。现代动漫画框变

化的自由性，最大化的吸收了现代影视摄影的

技巧，增强了画面的叙述性，使故事情节得到

更好的表现，作品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中国连

环画也借鉴了影视摄影的某些表现方法，但因

画框规格的限制，不能淋漓尽致。其次，一页多

镜的页面构成方式使每一页的信息量增大，现

代动漫作品每一页的内容信息量可以达到连

环画的几倍。这也是和现代社会生活的高节奏

相协调的。

对于连环画来说，增强镜头感和画面的

叙述性，运用影视摄影技法突破传统的全景、

中景的构图形式以及平视的视角，运用一些局

部特写和多角度视角，如大幅度的俯视、仰视

等，将是非常重要的。

4．3适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题材需求

现代社会，职业种类增加，社会分工进一

步细化。由于工作、学历和社会经历的不同，社

会上自然形成了这样和那样的群体，各个群体

都有不同的社会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同时

由于社会发展的加快，不同年龄的人也会形成

不同的群体。    

动漫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以日

本动漫为例，针对不同的读者群，相应的产生

了少年、少女、儿童和成人动漫等等，再细分则

还有政治、爱情、纪实、运动、玄幻等不同的种

类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例如儿童动漫，从

儿童的生理、心理以及思维活动的特点出发，

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它未必符合成人的思维

逻辑，但却与儿童的特殊心态合拍，容易引起

共鸣。所以在儿童动漫作品中“米老鼠”、“加菲

猫”、“狮子王”等都可以成为主角。以此为基础

创作出来的儿童动漫才会被儿童所接受。对于

青年人来说，他们浪漫、富有情趣，对于身边发

生的事情敏感而有独特的兴趣，现实题材的艺

术作品最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和感动。如日本著

名动漫作品《东京爱情故事》。针对诸如以上不

同的读者要求，现代动漫作品划分了不同的种

类，这就是现代动漫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一个重

要原因。

而中国连环画表现手法没有太大发展;

内容上则比较单一，仍以古代和外国名著故事

为主，现实题材和针对不同读者群的作品很少

见。了解读者的需求，改变过去以作者为中心

的模式，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创作相应的作品。

这就要求连环画的脚本创作要上一个台阶，创

作出大众喜爱的故事。这是中国连环画最薄弱

的环节，也是中国连环画改革的重点。

4．4培养创作群体

日本自从二战以后就十分注重动漫人才

的培养。现在，日本有专门的动漫学院，每年各

大动漫杂志社还会评选佳作奖、新人奖等等以

鼓励和培养新的动漫作者。在日本，动漫作者

是一个很大的职业群体。

而我国在建国初期是相当重视连环画

的，许多美术院校都设立了连环画专业，培养

了一大批著名的连环画作者。但是后来“正规

化”了，设立了国、版、油、雕等科系，连环画似

乎又被视为“低级”的东西了。许多院校的连环

画课程被取消了，人才不再培养了，其结果是

使自己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与现代动漫十分注

重作者培养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现在，

书店里见的全都是现代动漫的技法教材，而中

国连环画的教材则根本没有。

加强连环画作者的培养，这需要美术界

的重视和老一辈连环画艺术家的大力支持。

4．5 积极运用科技和媒体优势

现代科技引起了媒体的发展，传统以纸

张为传播介质的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

到了影视媒体和最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的

冲击，现代动漫紧紧抓住了时代的变化，很快

从单纯的纸张书籍形式，发展出了以影视媒介

为依托的动漫片，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又开发出了电子、电脑游戏。新媒体的不断扩

展，带动了现代动漫的广泛传播，动漫的影响

力与日俱增;同时，各个企业投资者也看到了

现代动漫的发展潜力，纷纷开发动漫作品的相

关产品，如文具、服饰、生活用品等等，以至于

形成了今天“动漫书—动漫片—游戏—周边产

品”的动漫产业体系。这个体系也从另一个方

面促进了现代动漫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良

性循环。

与完善的现代动漫产业体系比较起来，

中国连环画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

仅仅局限在印刷媒体范围内，依然是六十开本

或者是什么线装珍藏本，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了。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体，必要时可以引入

市场机制，将连环画作品动画化、游戏化，扩大

每一部连环画作品的影响面，吸引更多的连环

画爱好者。

5．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连环画和动漫存在着借

鉴、传承的共同发展关系，提取动漫有价值的

元素，将其运用到连环画的发展中来，将会找

到中国连环画艺术复兴的钥匙。在西方文化的

冲击下，中国的连环画和动漫，不仅要随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还要努力研究、发掘中国传统

文化，力求创造出更加富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

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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