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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其在艺术上的关联
宋 磊（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 摘 要］ 讽刺漫画、连环画以及现代故事漫画是漫画在今天呈现出的三种表现形式。讽刺漫画源自传统绘画，以幽默、讽
刺的表意为目的，需要以夸张、变形为特色的造型艺术的辅助；连环画是漫画融入了戏剧艺术的产物，除了表意的功能外
还增加了叙事功能；现代故事漫画则在连环画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影视艺术，充分发挥“格”的镜头语言、蒙太奇技巧和排
版个性，为表意与叙事渲染情绪、烘托气氛。造型艺术、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是构成漫画艺术空间的三个维度。
［ 关键词］ 漫画； 讽刺漫画； 连环画； 现代故事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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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在今天呈现出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报纸杂志

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

上十分常见的单幅或者四格漫画，以讽刺、幽默为主要目

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淤滥之耻欤。按图索骥，得不愧

的；另一种是与动画结合非常紧密的故事漫画，
一般在专业
的漫画杂志上连载或者集结成册出版；还有一种是今天已经

于心乎？”作者以肥马喻贪官，
以瘦马比清官，
讽刺了
“肥
一己而瘠万民”的贪官，希望贪官们见此图后，能自我反

比较少见、
但在２０世纪乃至１９世纪却兴盛一时的连环画。
这

省，有愧于心。日本鸟羽僧正的鸟兽人物戏画，运用拟人

三种形式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在艺术上又有什么关联呢？

化的动物讽刺当时的贵族和阶级制度，画面诙谐幽默。他

一、漫画的原始形态——讽刺漫画

还将僧侣画成兔子、猴子、狼和青蛙，温和地嘲弄出家生
活。从葛饰北斋随意创作的五官表情组图中，也可以看出

漫画是从绘画艺术中孕育出来的。
绘画是漫画的母体，

作者在夸张与幽默的背后对人面百态的叹息。
从１７８０年到１

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得到了验证。
中国早期的漫画来自于

８３０年的这段时间，
是英国所谓的
“讽刺画黄金期”
。
伦敦的

２００８／０３

传统水墨画，
比如南宋刘松年

酒吧、咖啡馆、印刷厂、画室充斥着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ｏｎ
、
Ｊａｍｅｓ Ｇｉｌｌｒａｙ等画家挖苦当时政客和名人的讽刺画。
Ｔｈｏｍａｓ

的《便桥见虏图》
、
元朝任仁发

Ｗｒｉｇｈｔ在１８６４年的漫画理论研究中，
推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ｇａｒ

的《二马图》等等。日本早期
的漫画，
如１２世纪早期鸟羽僧

ｔｈ为讽刺漫画之父。
他的油画作品与一般的油画作品在画

正的《鸟兽戏画》就来源于日
本传统绘卷，
而德川时代葛饰

以写实的绘画风格来描述社会中的不公与怪异现象，
以及
描绘市井小民的生活。
这种类似时事评论的漫画与其产生

北斋的《北斋漫画》则是当时
浮世绘中带有漫画色彩的杰出

的讽刺效果，为近代漫画的发展启蒙。可以说，绘画中是

代表。
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面风格上并无异处，但却在题材的选择上有重大不同。他

鸟羽僧正用漫画的手法
描绘佛祖

否带有讽刺的涵义存在，
是现代漫画史学家们的重要分析

达·芬奇的人物肖像与姿势速写中，就已经有早期漫画夸

依据之一。
漫画是一种以幽默、讽刺为目的的表意性绘画，它需

张的特点了，此后 １８世纪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ｇａｒｔｈ、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ｅｌａｎｄ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Ｇｉｌｌｒａｙ等人的油画作品也被欧洲漫画史

要通过富有创意的形象来实现这种表意性，
这一点决定了

学家认为是欧洲早期漫画的代表。

张、变形是幼儿画的三项特征，也是漫画的基本精神。
”这

漫画天生就与造型艺术结缘。手冢治虫曾经说：
“省略、夸

那么，
什么是漫画真正脱离普通绘画艺术的标志呢？
那就是画家们在其中融入了针砭时弊的讽刺。
艺术一定是
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想法或者感情的，
漫画也并非像它的名
字——随意画——那样简单，
它也一定是反映了作者某种
特殊的想法的，这种想法就是讽刺时局、戏谑人物。
《便桥见虏图》
描绘的是贞观四年，
唐太宗击败东突厥
之侵犯，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并在长安西城外的渭水便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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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与其达成盟约，促使其退兵的情景。刘松年选用这一
历史题材进行创作，
是对当时宋孝宗隆兴北伐失利后与金
订立和议的一种不满和讽刺。在《二马图》中，任仁发画了
一匹花斑肥马和一匹红棕瘦马，
画后题云：
“世之士大夫，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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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造型艺术上把握漫画特点的经典论述。
石之森章太

的结果。
与Ｔ·ｐｆｆｅｒ在绘画风

要的线条，让画面看起来单纯些，动作表情人物性格对白

格和表意性上的继承相

［１］
要有夸大的味道。
”
我国老一辈漫画家方成也指出：
“漫画是
一种表意性的、用来发表意见的画。用漫画评议，为取得

比，他对早期讽刺漫画
在三个方面的革新显得

强烈效果，都采用夸张画法，夸张便出奇像，显得滑稽可

更为重要：第一，剧情

［２］
笑。
”
可以说，
讽刺漫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夸张和变形：一个

的加入。
剧情元素和叙

人的脖子比较长，
在漫画中就可以将它画得像长颈鹿一样；
一个人爱财如命，
在漫画中就可以把他的眼睛变成美元的

事手段的引入，
使得连
环画比讽刺漫画在表意

符号；对某人发动战争不满，
就可以将他描绘成站在坦克上

上更加丰满、更加有张

检阅士兵的希特勒的模样等等。
漫画的第一种表现方式就

力。这就好像小说与寓

是在这样变化无穷的造型的基础上，
完成了它的初始表意
的。

言故事的差别一样：寓
言虽然短小精悍，寓意

二、漫画与戏剧艺术的结合——连环画
漫画与戏剧艺术的结合，
使它形成了连环画的表现形

Ｔ·ｐｆｆｅｒ 漫画中对混乱时局的
表现和讽刺

Ｔ·ｐｆｆｅｒ 大量使用中镜头的连
环画

深刻，但小说往往能反映社会更多的侧面，揭露更多的问
题；如果说讽刺漫画体现了某种精悍美，那么连环画则因
为它的篇幅长、
更能够引人入胜而让读者有一种阅读的欲
望。第二，文字与图画的结合。一方面，以前的叙事工作都

早期的漫画只是被当作表意的工具，
而没有被当作叙
事的工具，
因此它只是像美术作品那样以单幅的形式存在。

是依靠并且只是依靠文字来完成的，
Ｔ·ｐｆｆｅｒ的连环画为这些

这一定式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被瑞士人Ｒｏｄｏｌｐｈｅ ·
Ｔｐｆｆｅｒ改变了。
他的作品《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Ｍ． Ｊａｂｏｔ
（１８３３）开启了故事漫
》

读者似乎变成了观看者。另一方面，
在以往的讽刺漫画中，
有时也会出现文字，
但如此大量出现解说性的文字还是首

画的先河。
Ｔ·ｐｆｆｅｒ的作品可以被称为图片小说，
一个故事一
般由几十页、上百幅图画构成，每幅画配有文字解说，这

先出现在Ｔ·ｐｆｆｅｒ的连环画中。
这些文字大大降低了图画的

种形式在中国被称作连环画。
据说，
身为教师的Ｔ·ｐｆｆｅｒ最初
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给孩子们讲故事，
可是他无意中创造

Ｔ·ｐｆｆｅｒ的连环画与中国的连环画在形式上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中国连环画一页往往只有一幅图画，
而Ｔ·ｐｆｆｅｒ的连环

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Ｔ·ｐｆｆｅｒ对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有着如下的说明：

画在每页都有几幅图画，少则两三幅，多则八九幅。这些

这本书有一个混合的性质，
它由一系列手绘的图片

文字配上图画，
从而让读者有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感——

阅读难度，增加了漫画的可读性。第三，
“格”概念的引入。

图画分别被画在大小不同、或并排在一起、或分上下两层
排列的视框内。
这种用来将一幅幅小图画分隔开的视框被
称为“格”
，它是现代漫画的基本特征之一。
“格”在漫画的

这些图片将是晦涩难懂的；而如果没有那些图片，
这些文
字也将失去意义。
合在一起，
它们组成了一种小说……这

第三种表现形式——现代故事漫画中有镜头的作用，
但是

些小方框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Ｔ·ｐｆｆｅｒ在这里有些害羞），
如果他是位画家，
那么他画得实在不怎么样，
不过他倒有

单工具。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
Ｔ·ｐｆｆｅｒ在每一格中的画面没有
镜头远近的变化，
几乎总是用一个中远视角来描述事物。
虽

些文字方面的能力；如果他是位作家，
那么他写得勉强合
［３］
格吧，
不过他在绘画方面能算个不错的业余爱好者。

然在他晚期比较成熟的作品里，已经出现了通过改变
“格”

Ｔ·ｐｆｆｅｒ所开创的连环画对早期的讽刺漫画有以下两方

在Ｔ·ｐｆｆｅｒ的作品中，
它还只是一种用来安排画面接续的简

的大小和紧密程度，来表现剧情的加速或延缓的手法，不

面的继承：第一，他延续了一种简约、夸张的图象风格。这

过显然，
Ｔ·ｐｆｆｅｒ并没有把
“格”
当作电影摄像机的镜头来灵
活加以运用。

和他的父亲坚持让他接触和学习Ｈｏｇａｒｔｈ的绘画有关。
他的
作品都是用清爽纤细的钢笔线条完成，
强调人物的姿势和

１９３９年，也就是Ｔ·ｐｆｆｅｒ第一部印刷作品问世后的第６年，

神态，但并不刻意追求人物的细致特征。第二，他继承了

他的这种连环画开始在欧洲大陆走俏。许多文学家、评论

讽刺漫画特有的幽默和针砭时弊的表意性。
比如在
《Ｈｉｓｔｏ

家开始关注这种新萌生的叙事形式。
当然，也有一些人开始
模仿他的作品。
出版商Ｐｈｉｌｉｐｏｎ在巴黎每日的
《Ｌｅ Ｃｈａｒｉｖａ

ｉｒｅ ｄｅ Ｍｒ． Ｖｉｅｕｘ Ｂｏｉｓ
》
的故事中，
一个年轻人为了追求
他邻居家的女儿，
遭遇了各种磨难，
有对方家庭的反对，
有

ｒｉ》
报上发表了模仿Ｔ·ｐｆｆｅｒ的作品，不过他的模仿被指责和

教堂牧师的插足等等，
这些无不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抨击。

他连环画家包括德国人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ｕｓｃｈ、法国人Ｇｅｏｒｇｅｓ
Ｃｏｌｏｍｂ和巴西人Ａｎｇｅｌｏ Ａｇｏｓｔｉｎ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他与女友分开一次，他就要自杀
一次，用尽了服毒、跳楼、上吊、割腕等种种手段，但都阴
错阳差地化险为夷了，这些巧合中蕴含着某种幽默。当然，
由于在漫画中引入了剧情，
究竟是每张图画本身具有这种

２００８／０３

组成，
每张图片配上一到两行文字。
如果没有那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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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更加具体地指出：
“噱头漫画要尽量画得夸张，省略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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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有些过于相似了。
在１９世纪真正有自己独立风格的其

这里需要尤其介绍的是德国人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ｕｓｃｈ。
他的画
风最初时受到Ｔ·ｐｆｆｅｒ很大的影响，
也是采用纤细的钢笔线。
后来他笔下的线条越发具有流动性，
省去了Ｔ·ｐｆｆｅｒ人物身
上很多不必要的线条抖动，
在剧情方面也越发具有讽刺性。

多时候，
这种讽刺与幽默是图画造型与剧情设置共同表意

他的作品《Ｍａｘ ｕｎｄ Ｍｏｒｉｔｚ》虽然短小，但故事中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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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性还是剧情更具有这种讽刺性，这是很难辨析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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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面下方加上说明文字，在
Ｈｅｒｇｅ的坚决反对下，
《丁丁历
险记》最终以一种图画与文
字集成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
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总之，当漫画与戏剧艺
术融合以后，漫画便从单一

维，从而有更多的棱角可以触摸了。
“对话框”和“格”这
两个漫画的基本要素，在这一阶段发展成形。

三、漫画与影视艺术的结合——现代故
事漫画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ｕｓｃｈ的连环画

漫画与影视艺术的结合，
使它形成了现代故事漫画的
表现形式。
应该说，影视艺术本身也应该包含戏剧的成分，但是
影视艺术独特的地方在于它能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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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的蒙太奇技巧来表达想法和感受。
漫画正是吸收了影
视艺术的这两个特点。当要讲述的故事越发复杂、人物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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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丰富的时候，用传统单线式叙事的方法就越行不通，蒙
太奇的介入就成为一种需要了；当漫画家在传统表现手段中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ｕｓｃｈ的
《Ｍａｘ ｕｎｄ Ｍｏｒｉｔｚ》

人物却成为德国家喻
户晓的明星，
这两个人

无法找到更合适的抒发感情的方法的时候，
当读者需要作
品有更强的冲击力和表现力的时候，
各种镜头的灵活运用

２００８／０３

物也深深影响了在德

就成为一种必需了。一部现代故事漫画往往集远、中、近、
特四种镜头于一身，
漫画家往往能熟练地运用镜头的移动

国出生、
后移居美国的

和各种蒙太奇剪接，
对故事特定部分的情绪和氛围进行渲

漫画家Ｒｕｄｏｌｐｈ Ｄｉｒｋｓ，
使他萌生灵感创作出

染。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故事漫画容易和动画结合的一个原
因，因为它天生就像动画的分镜头剧本，读者在看漫画时
仿佛就是在看一部电影。

了脍炙人口的《Ｔ ｈ ｅ
Ｋａｔｚｅｎｊａｍｍｅｒ Ｋｉｄｓ
》
。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Ｄｉｒｋｓ的漫画作品

而正是Ｄｉｒｋｓ将连环画
中本来在图画下方的文字挪到了画面中去，
从而将故事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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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ｓｏｒ ＭｃＣａｙ的
《Ｌｉｔｔｌｅ

Ｎｅｍｏ》
的表意功能，发展为兼具表
意与叙事两个功能。
这就仿佛让原来一维的东西变成了两

“格”在现代故事漫画中具有突出的作用。讨论“格”
应该分为三个层次：
“格”内元素、
“格”与“格”间的关系

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使连环画具有了现代故事漫画的

以及整个版面的排版与设计。
“格”即镜头；
“格”内元素即
镜头画面的内容，
这就包括了画面构成以及远中近特四种

雏形。

镜头的运用等等；
“格”与“格”间的关系即镜头之间的关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Ｄｉｒｋｓ率先在漫画中引入了
“对话框”
的概念。
这使得连环画在观看效果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Ｔ·ｐｆｆｅｒ

系，
这又包括了镜头的推拉摇移以及镜头之间的蒙太奇剪

的漫画中没有人物对白，只有说明性的文字，这种旁观者

接等等；整个版面的排版与设计即指漫画家在安排
“格”
的
排列方面具有的某种特点，
比如是左右布局还是上下布局、

的第三视角显得相当冷漠，
使读者与故事情节之间产生了

是标准的方形“格”还是有不规则形状的“格”以及有没有

较大的距离感，故事的观看节奏也被放得很慢。
“对话框”
的发明让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成为可能，
这不仅激发了读者

破格等等。

在观看作品时的听觉感受，
读者在阅读某个对话框的时候，

台湾学者洪德麟指出：１９３０年代由Ｊｅｒｒｙ Ｓｉｅｇｅｌ和Ｊｏｅ
Ｓｈｕｓｔｅｒ所创造的
《超人》
突破了漫画四格与单幅画报的形

还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正在交谈的一方，
从而通过第二

式，在漫画中加入电影分镜的技巧，以画格画满全页的方

视角与作品产生一种更近距离的互动。
仔细观察１９世界最后几年以及２０世纪初期的漫画，
很

式，造成海报般的连环图效果，而成为现代漫画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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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采用画面中有人物对白、
画面下方有说明文字的形态，

的先驱。虽然《超人》不一定是第一个运用这种镜头技巧
的漫画——事实上很多镜头语言早在连环画中就已初见端

这是介于传统连环画和现代故事漫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倪，只不过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不是为了表达而刻意

就好比蝌蚪变成青蛙之前先长出了腿的状态一样。
Ｗｉｎｓｏｒ
ＭｃＣａｙ的《Ｌｉｔｔｌｅ Ｎｅｍｏ》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完成

运用的——但以美国英雄、
丛林历险漫画为代表的现代故

的。
还有Ｈｅｒｇｅ的
《丁丁历险记》
，
起初法国的出版商们希望

事漫画的确是这种镜头语言大量使用的首个受益者。
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泰山》
、
《超人》等漫画以其惊人的视觉

总之，当漫画与影视艺术结合以后，漫画便从表意与
叙事的两个功能，发展为表意、叙事和渲染烘托的三个功
能。这就仿佛让两维的东西又变为三维的东西，从而有更
多侧面可以挖掘了。镜头语言、蒙太奇技巧和版面编排在
现代故事漫画的发展中不断成熟。
Ｄａｖｅ Ｓｉｍ的漫画作品

四、漫画三种表现形式在艺术上的关联
讽刺漫画、
连环画以及现代故事漫画是我们今天所能

效果震动了整个欧美漫画界，
也正是这些现代故事漫画的
兴起撑起了１９２９年大萧条后美国漫画的首个黄金期。

见到的漫画的三种表现形式。
讽刺漫画从绘画艺术中来，
以

蒙太奇本是从法国建筑学上借来的一个词语，
原意是

简约、夸张和变形为特点，为了完成其幽默、讽刺的表意
目的，
需要造型艺术的支持；连环画则在讽刺漫画的基础上

构成、装配，引申用在电影方面就是剪辑和组合。早在１８９
５年就有了最原始的蒙太奇。
当时在拍摄新闻片时，
经常需
要挪动机器，再加上胶片不够长，以至不可能在一个镜头

融合了戏剧艺术，换句话说加入了故事剧情，除了表意的

中完成叙事，
这样就不得不打破固定机位和连续拍摄的惯
例。
自觉运用蒙太奇技巧的是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９年英国一些影

础上又融合了影视艺术，充分发挥“格”的镜头语言、蒙太
奇技巧和排版个性，为表意与叙事渲染情绪、烘托气氛。

片，如《中国教会被袭记》
、
《邮车被劫记》等。这些影片大
多有追逐和营救的场面，影片通过运用蒙太奇的方法，多

上的关联，为我们更好的欣赏漫画提供了新的模具，即漫

视点、多空间的剪接，使形象交替出现。真正集蒙太奇技

画艺术空间的三个维度。我们欣赏一部漫画作品，总是可
以从造型艺术、
戏剧艺术以及影视艺术三个层面来对其加

术之大成的是美国导演格里菲斯，
在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６年拍摄的
《隆台尔的服务员》
《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及《党同伐异》等
、
影片中，
他熟练地运用节奏和闪回的手法、
并列的手法、
平
在漫画中融入蒙太奇的技巧，
就像在漫画中融入镜头

理解漫画三种表现形式之间互相承接的关系及其艺术

以剖析：在造型方面，它的形象是否与表意的目的相吻合，
是否符合大众口味，
是否有创新等等；在戏剧方面，
它的情
节是否完整，
人物性格是否突出，
矛盾冲突是否合理等等；
在影视方面，它的镜头运用是否合理，蒙太奇技巧是否娴

语言一样，在连环画时期就自发的产生了，但当电影理论
家们对蒙太奇的技巧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以后，
漫画家们才

熟，版面布置是否有助于烘托气氛等等。此外还应该包括

能像导演一样，
主动、
合理地选择各种不同的剪接方式，
以
达到某种特殊的渲染情绪和烘托气氛的效果。
先前提到的

合在一起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部漫画作品的艺
术性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批评了。

Ｔ·ｐｆｆｅｒ通过改变
“格”
的大小和紧密程度，
来表现剧情的加
速或延缓的表现手法，
在后来加拿大漫画家Ｄａｖｅ Ｓｉｍ的作

我们创造新的漫画表现形式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
比如

品中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有目的的利用。
还有很多蒙太奇技

漫画能否和音乐艺术结合，或者和雕塑艺术、舞蹈艺术结
合呢？这听上去不太可能，
不过很多漫画家其实已经在做

等等，它们在现代故事漫画里非常常见，这里就不再赘述
了。

理解已有的三种漫画表现形式之间的艺术关联，
还为
２００８／０３

巧被使用的例子，比如镜头正反打、渐入渐出、倒叙追忆

这样的考量，
即这三种艺术是否在这部作品中被有机的融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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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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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版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 ＤＥＳＩＧＮ

行交叉的手法，把蒙太奇技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功能外还增加了叙事功能；现代故事漫画则在连环画的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ｅｒｒｙ Ｓｉｅｇｅｌ和Ｊｏｅ Ｓｈｕｓｔｅｒ的
《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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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尝试了。
比如在法国安古兰市的漫画博物馆中就
有很多漫画与音乐结合的实验作品在展出。

很多漫画家故意将“格”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诸如
梯形、三角形等等，以表达某种个性或者表现“格”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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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还有的漫画家特地让本来应该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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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构筑了整个现代故事漫画的影视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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