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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故事书与插图、漫画、连环画之关系

!

沙海燕，张伟英
（河北经贸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8""4$）
9 9 摘9 要：
图画故事书是儿童对世界认知的重要途径，
在亲子共读的过程中，
不仅能使儿
童的智力水平、
语言能力及审美意识等有机会获得发展，
成人读者也能从中受益无穷。图画
故事书的特点是叙事形式以图画形象为主、
文字为辅，
其中关键在于它在文图关系上与传统
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插图、
连环画和漫画等都有所区别。图画故事书脱胎于插图，
在国内是
随着当下连环画的发展和衰落以及海外图书引进影响下而产生的新形式，
具有很强的叙事
性，
同时也具有漫画般的，
讽刺诙谐、
寓教于乐的艺术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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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当今时代，由于“轻阅读”方式盛行的影响，传统“文本”
形式的传播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图画书开始兴起，逐
渐取代了 !" 世纪曾盛极一时的传统连环画而占据了主导地

上一个连字符号的“D<EFGHB 3 IJJK”。
图画书在台湾也多被称为“绘本”，有时也称“图画书”，
主要原因是引进的源头不同，自西方引进的沿用 D<EFGHBIJJKO

位。对图画书的定义，中外都有多种不同的描述界定，如“图

的直译“图画书”，而来自日本的则是“绘本”。郑明进先生对

画书”、“图画故事书”、“绘本”等。事实上，目前国内无论就

图画书的定义是：“图画书是以优美的、富创意的图画为主，以

图画书创作者还是读者、图书发行者来说，对图画故事书的概

浅易的文字为辅的儿童读物；是一种以图画符号来传达思想、

念理解还比较模糊，所以，市场上虽然出版了大量的图画书，

知识、文化、习俗的、好玩的书，也是 2 岁到 $"" 岁的人都爱看

但艺术表现形式还停留在既往的插图或连环画的概念上，因

的书；是帮助幼儿跨入儿童文学世界的‘人生第一本书’”。

此有必要对时下的图画故事书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分析解读，
从而找出它的创作规律和特点。
一、图画故事书的概念
!""$ 年大卫·路易斯在《阅读当代图画书》中指出，图画

综合各家的定义我认为：图画故事书，是一种综合运用图
画和文字，共同创造故事的，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书。首先，
它重视书籍整体设计，从封面、书脊、封底、扉页、书名页……
等，构成书籍的每一小部分，皆可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尤其重
视跨页视觉表现的整体感；其次，图画书必须是一个叙事体，

书经过长久以来的讨论已经在形式特征上取得共识，它结合

由图像和文字共同担任叙事功能，在每一次翻页间产生如戏

了两种不同模式的陈述：图像和文字，成为一个融合的文本。

剧换幕般的连续性效果，搭配成一个视觉表现和文字阅读的

大卫·路易斯强调应将图画书视为一个融合的整体，所以他

艺术整体，通过两者交互作用加深故事主题的艺术感染力。

使用“D<EFGHBIJJK”这个复合词，而不同于培利·诺德曼（DBHH=

图画书大多以大幅独立的图画为主体，以孩子熟悉的生

’JLBMN;>）等人用分离的两个单词“D<EFGHB IJJK”，或其他人加

活事物为题材，以亲子共同阅读为阅读方式，所以被视为幼儿

。研
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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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宠物。孩子到了四、五岁，对图画书逐渐要求深入而多

图 $）。这是一本拉丁语教科书，用各种动物的响声来介绍 !Q

元，
需要透过图画来叙述故事发展和情境，于是阅读兴趣由图

个字母，《世界图绘》的出版对西方教科书和儿童读物有着很

画书转入“图画故事书”（2345678 +597: ;99<=），图画故事书主

重要的影响。

要结合连续性的图画和少许的文字来讲故事。
二、源远流长的图画书
追根溯源，我国最早带有插图的书籍，可上溯到战国中后
期巫祝方士之流采撷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至秦汉时方
被定为一书的《山海经》，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图文并茂的叙
事传统先河。中国现代图画书是在五四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开
始萌芽的，其雏形就是附有插图的儿童读物。$>!! 年郑振铎
先生在上海创办儿童周刊———《儿童世界》被视为我国图画
书的开端。《儿童世界》上刊登了《河马幼儿园》等一系列幽
默、有趣的图画故事，《儿童世界》把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与
“以画讲故事”的连环画手法结合起来，无论是对图画故事书
概念在中国的普及，还是对中国图画书及其技法的演变都起

图 $R

《世界图绘》

了很大作用。但令人遗憾，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原创图画故事

此后，图画书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经典的

书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实践表现都还仅仅是刚起步，目前还

作品，在不同阶段各有其特点：$#QO 年德国人海因里希·霍

没有真正有影响的作品出现。

夫曼（%83B734? %9SSKFB）的《邋遢鬼彼得（28587 +?94< T %8FGU

近年来，国内图画故事书主要以海外引进为主，其中那些

8G）》是第一本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的图画书；
$V#> 年英国的

老少咸宜的图画故事书，更是引起了成人读者和市场的极大

诗人兼画家威廉·布雷克（J3@@3FK ;@F<8）完成雕版印刷彩色

关注，毕竟这种令成人看来也颇有感触的图画故事书对于中

儿童书《纯真之歌（+9BL= 9S /BB948B48）》是最早的一本专为儿

国内地还是相当新鲜的。比如美国著名图画书绘作家谢尔·

童的印刷品；凯特·格林纳威（英）的《窗外》则提供了能够享

希尔夫斯坦（+?8@ +3@A87=583B）的《爱心树》、《失落的一角》，苏

受仔细读画的乐趣；
$>"! 年英国碧阿特丽克斯·波特（;8F573W

斯博士（(7C +86==）的《戴高帽子的猫》系列，克罗格特·约翰

295587）编绘的《兔子彼得的故事（1?8 1F@8 9S 28587 )FPP35）》由

逊（,794<855 D9?B=9B）的《阿罗有只彩色笔系列》；德国幻想文

H78G8734< JF7B8 出版社正式出版，被认为是现代图画书之始，

学大师米切尔·恩德米切尔·恩德（E34?F8@ *BG8）的《奥菲

堪称图画书进入新纪元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动物形象生动传

利亚的影子剧院》，著名画家施爱伯—威克和作家荷兰特共同

神、叙述风格简练，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图画书，这个系列已

创作 的 《彩 色 的 乌 鸦》系 列，H · I · 魏 希 特 （H738G734? IF7@

成为百年来最畅销的图画书；
$>!# 年由德国移民美国的汪达

JF84?587）的《红色的狼》、《恋爱的鱼》；法国贝阿特丽丝·阿

·盖（JFBGF XFL）编绘《$"" 万只猫（E3@@39B= 9S ,F5=）》可以被

勒玛尼亚（;8F57348 0@8KFLBF）的 《我是谁？我的爱 ……》；有

看作从插画过渡到真正由画面讲故事的图画书……$>M# 年

日本著名绘本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宫西达

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英国插画家 )FBG9@Y? ,F@G84955 对图画

也的小恐龙系列；韩国矢玉四郎的《晴天有时下猪》，以及畿

书的贡献，成立了凯迪克奖（,F@G84955 E8GF@），授奖给前一年

米的《向左走、向右走》、谢立文、麦家碧合作的麦兜系列等等。

美国所出版的最佳儿童图画书插画家。

这些风格各异、精美绝伦的图画故事书让我们大开眼界，

!" 世纪 M" 年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图画书的鼎

它们不但能让孩子赏心悦目，而且也让成人爱不释手。它们

盛时期，其所表现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有描绘世界各地儿童生

已完全超越了以往我们传统观念中，纯粹为孩子们提供的解

活的，有以童话和寓言为主题的，有讲述民间故事的，有描绘

析故事式的插图书概念，绘画者也完全摆脱了仅仅作为插画

动物和交通工具的幻想故事，也有把知识和概念做出形象化

者的配角和被动地位，而将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把

介绍的“概念性读物”等等，但基本上都是以儿童为主要阅读

图画故事书作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大大提升

对象的。$>N" 年之后，欧洲也设立了几项国际性的图画书展

了图画故事书的艺术品位。中国当下流行图画故事书即“绘

览和比赛，以推动全世界插画家的努力。如：国际安徒生插画

本”的概念是随着 !""! 年初台湾漫画家畿米的 《月 亮 忘 记

家大奖、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意大利的波隆纳国际儿童

了》等绘本作品的引进出版而正式进入读者视野的，这时候的

书展、国际图画书原画展等等。

“绘本”概念在国内读者心目中，已经不单单是儿童读物的概

三、图画书的类型

念，阅读对象很多时候是成人。
在西方，图画故事书作为儿童读物则已经有 M"" 多年的
历史。一般被公 认 为 西 方 世 界 第 一 本 有 插 图 的 儿 童 书，是

$、从阅读对象上
图画故事书（绘本）创作的主流对象是孩子，孩子的观点

$NO 年 纽 伦 堡 出 版 捷 克 教 育 家 夸 美 纽 斯 （ ?

和经验就要被深入研究和分析，这是创作最基本的下限。当

,9K8B63=）所编写的《世界图绘（-7P3= +8B=6F@36K 23456=）》（如

然一本书如果可以从 " 到 >> 岁都能阅读并喜欢阅读，就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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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不起的艺术创作了。好的图画故事书不仅为孩子考虑，

上却仍然存在着支撑图画表现的语言。

同时也是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许多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类文

以图为主的图画书（N>I7693GAADE），即，以图为主，文字较

明、智慧，往往借助图画故事书的形式，以轻松、幽默，甚至夸

少的书。如一些具有简单情节的婴儿纸版书，文字只占小部

张的手法表现出来，阅读带来的不仅是享受，同时会让人在轻

分，遮住文字仍可了解故事，但要进行连结或推理的思考；不

松的氛围中产生新的感悟。

看图画只看文字，会无法了解故事，觉得故事太简单，常常没

从更深层次讲，虽然图画书作为“儿童读物”是一个约定
俗成的概念，似乎是只适宜孩子阅读的，但其实不然。图画书

有说出重点、或是关键，也没有说出原因和结果，很难了解情
节和启示。

阅读不仅仅希望通过叙事来完成知识、概念、感悟等教育功

图文并重的图画故事书（N>I7693 +7A9= GAADE），即，一个跨

能，还希望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带给读者以深层的潜移默化

页至少都会出现一幅图画且有故事情节的书。在图文并举的

的审美经验。孩子虽然是图画书的主要阅读对象，但作为实

图画故事书中，图画与文字各司其职，图画的线条、颜色描绘

际的消费者，图画书第一要面对的是孩子的父母，因为其阅读

出文字所无法叙述的意境；文字的清晰语义表达又弥补了难

方式是母（父）子共读交流的动态过程，所以图画书不仅要满

以直观显现的思想及时空变化，在这里文字与图画必须互相

足孩子成长所需的审美经验，而且还要吸引作为图画书的主

融合、协调，共同表现一个主题，创造一个世界。

要讲述者———成人的目光，以文图结合的非凡的艺术魅力吸
引成人，使他们也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当中。

此外还有一种插画书（/::6E79573; GAADE），确切地说即以
前有较多插图的书籍，它应该归在图文书的大范畴而不在图

此外，我们通常的观念上总认为成人就应该有成人的样

画书之内。这类书以文字为主、图为辅，没有插图也不会影响

子，比如应该阅读没有插图的满版文字的书才显示与孩子的

故事的了解。如果删去文字只看图，因图与图之间的联系微

差别，显示出我们的成熟，从而抛弃了图画的阅读乐趣，这无

弱，很难猜想之间的关联也就无从理解数十幅画所要表达的

异于抛弃了一种宝贵的富有想象力的审美经验。有一种荒唐

意义。目前出版的大师绘本，强调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作品

可笑却又被广泛认同的思想就是，跟大人比起来，孩子是脆弱

大多属此类。优点是在最快的时间了解浓缩的文学故事，同

的，我们一向把孩子看成“尚未长成”的，孩子的智慧是有限

时欣赏大师的绘画，但缺点是若缩写改编拙劣、插图粗糙也可

的，清晰透明的内容才适合他们。正是这种观念约束了图画

能使二者同时丧失，阅读的品位下降。

书的创作，要知道，我们成人自己也是需要超越理性分析的美

四、图画故事书与插图、连环画和漫画之关系

感所带来的喜悦，我们听到动人的旋律或优美的诗篇会感动
不已，但并不见得必须具备详细分析这个作品本身的能力，因
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不可言传性的部分。

图画故事书与插图、连环画和漫画就像一母所生的兄弟
姐妹，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是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但又因

!、从阅读内容上

功能、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等诸原因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

在苏瑟蓝与亚布瑟纳（2345 +67839:54;，<5= %>:: 09?678@

面貌。

4A7）$BCC 年合著的《儿童和书籍（,8>:;934 54; ?AADE）》中他们
曾将图画书分成七大类：童谣鹅妈妈（<A7839 FAAE3）；字母书

$、插图对图画故事书的影响
插图（/::6E7957>A4），即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 图

（0G, GAADE ）；数 数 书 （,A647>4H GAADE ）；概 念 书 （,A4I3J7

画，从阅读功能上讲，文字叙述是诱导读者想象来展开内容，

GAADE）；无 字 书 （GAADE K>78A67 LA9;E ）；给 初 学 读 者 的 书

而插图则是通过可视的形象，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来满足读

（GAADE MA9 G3H>44>4H )35;39 ）；图 画 故 事 书 （N>I7693 +7A9=

者的审美需求。$B$B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中

GAADE）。但是显然这种太过细致分类的方式并不真正适于我

国古代插图和现代插图的分水岭，
!" 世纪 !" 年代中国插图大

们去认识，从而寻找适宜的艺术表现语言，因为在艺术领域分

多由文学家操刀，如叶灵凤、闻一多等。到了 O"、P" 年代，出

类往往是权宜并非绝对的，艺术表现形式之间本身也往往是

现一大批优秀的专业插图画家，则标志中国现代插图艺术开

交叉的，界线是模糊的，刻意的细化有时候反而会束缚我们自

始走向成熟。“这些 !" 世纪 O" 年代的插图画家大多是既画

由的选择表现方式方法。

插图也画漫画，有时插图、漫画不分。…这是因为 O" 年代中

我认为中国台湾图画书评论家林德姮的分类方式值得借

国现代漫画和木刻大发展，有些插图画家就将漫画和木刻引

鉴，他认为图画书可分为叙事类图画书和非叙事类图画书。

入插图艺术之中。”!其中，张光宇是中国 !" 世纪为数不多的

当然有很多书的内容涉及范围是相重叠的，例如：有很多知识

几个艺术大师之一，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开创了中国现代装

性图画书也采用了叙述体的方式呈现，许多图画故事书同时

饰画派。其插图艺术代表作有《水泊梁山英雄谱》、《金瓶梅

也具备了算数及概念书的功能。非叙事类图画书包含字母

人物小论》等，大多还保有章回小说绣像以图说文的传统形

书、
算数书、概念书、儿歌或诗集图画书、知识性图画书、图画

式。但我认为张光宇自编自画作于 $BPQ 年的连环漫画《西游

字典或识字书等；叙事类图画书则一般称为图画故事书。

漫记》，已离插图的概念渐行渐远，而初具现代图画故事书的
风范，其艺术特征我们在以下连环画部分会详细分析。

O、从文图关系上
叙事类图画书可以依图、文比例大致分成以下四种：
无字图画书（

;:

D ），即，没有文字，完全

由图来说故事。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确印刷的文字语言，实际

清华
大学出版社，
!""Q 年版，第 $P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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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种绘画，……简笔与注重内容是漫画的
两个条件。”"丰先生是抒情漫画派的开创者，他的漫画定义
是脱胎于他自身漫画创作风格的，其感想漫画因为多以记录
某种感想，或暗示一种道理为主，而并无其它作用，所以表面
看起来似乎都很平淡无奇，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情感
的人才能于无声处之中品味其悠长的意蕴。这种感想漫画表
现大多需要依靠点题的文字来区别于一般描写性的绘画。字
画结合是中外漫画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法，西方漫画多采用对
话方式，以诗配画则是中国绘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画
结合是丰子恺漫画的典型艺术特征，不过他的诗词插图表达
的是当代人在生活中对古诗词意境的感受，间接表现了现代
图 !2 ［法］马辛《贫穷的女歌手》
在欧洲，$3 世纪的书籍艺术走向衰落以后，法国的一些

人的生活，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灵和精神生活。不把“可观”的
现象全然画出，使观者有想象的余地，不仅没有减弱画面的韵

出版社竞相攫取最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给书籍画插图，进行

味，反而更加富有意义，正所谓“意到笔不到”。丰子恺漫画更

了一些探讨插图和文字关系的尝试，产生了“绘画的书籍”这

多抒情而少于讽刺，可以看作是当代图画故事书中抒情类型

样的概念，形成法国书籍艺术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33 年

（如中国台湾林嘉翔的《花的孩子花的歌》、张晓萍的《女子巷

出版商弗卢里聘请印象派画家和版画家劳特雷克，给朱雷斯

弄·! 号》等等）的早期范本。

·雷纳尔德的《自然史》画了插图，这应该是在书籍艺术史上

漫画式样很多，若以格式来分，漫画可分成单元格、四格、

插图和文字关系日益走近的开始。（如图 !［法］马辛《贫穷的

多格与连环漫画，其中连环漫画对于当代图画故事书的创作

女歌手》）

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连续漫画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连

!" 世纪 4" 年代前后，在日本“随着当时新媒体方式的出

续多幅的画面描绘一段情节，或是一段发展变化的过程，来有

现以及‘新表现意识’的崛起，日本的插图绘画开始发生变

趣而确切地说明某一个问题。它像是一部动画短片，也像是

化，和过往的广告绘画、杂志、书刊、报纸的插画有所不同，画

一出小小的喜剧，通俗、生动，看完之后往往要使你忍不住发

家们认为插图不应再仅只是文字的说明图或是文学故事里的

笑。它的最后一幅，常常就是说明问题的主要一幅，是高潮、

一个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场面，绘画同文字比较是更加具有物

也是结局；前面一连串的几幅，有时甚至便是最后这一幅的伏

质性的东西，它是通过视觉来传达思想的一种独特方法，是插

笔，给最后揭晓的答案预先布置好曲折的叙述。读者一幅一

图画家用于发现自我的表现过程。随着这样的思考，插图的

幅往下看，意味一步进一步加深，看到最后而终于在发笑中恍

面貌逐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文学作品中的插图少见了，

然有所领会，感觉回味无穷。”#

纯文学甚至不需要插图，而只做书籍设计。而插图画家们自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连环漫画实际上就是在漫画和连环

编自导自画，以插图绘画的造型方式，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连环

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交叉结合基础上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具

漫画，叙事诗画本，儿童读物、见闻记录，理性或抽象以及科幻

有很多图画故事书的表现形式特征。如叶浅予的《王先生与

绘画书籍……统称‘绘本’书。”!
日本插图的发展变化不但映射出中国插图现状，也预示

小陈》、张乐平的《三毛》、黄尧的《牛鼻子》、高龙生的《阿斗画
传》和梁白波的《蜜蜂小姐》等等，都可以看作我国图画故事

了中国插图未来的发展趋势，即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书的早期雏形。这一类连续漫画多以一个主人公为主线辐射

插图早已不仅限于书籍这一种载体，而向视觉表现的各个领

周边，在一个大主题下展开多个相对独立故事组成，故事的图

域蔓延，成为一种流行广泛、形式多样的视觉设计形式，所有

画表现有四格、六格或多格独立成组，每组图画表述一个故

视觉形式中的图形部分中都渗透着它的存在形式。曾经风光

事，
由于都以连载的方式为创作前提，所以故事本身之间的连

一时的文学插图也由于书籍本身日趋类型化的结果而式微，

续性并不很强。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无论从这种连续漫画

从而形成图画故事书兴起的重要前提。

自身的隐于诙谐之下的教育功能，讽刺幽默的表现手法，还是

!、漫画的魅力

它长篇的具有一定连续性的叙事风格，都已接近于图画故事

“漫画”二字起源于日本，用来形容那种自由随意夸张的

书的艺术表现特征。漫画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有幽默感，

绘画风格。漫画英文为 ,567859:6;，原指讽刺性的文字、图画，

这是漫画不同于一般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正是图画

其义是夸张或者极度夸张。$3!< 年 $! 月在郑振铎主持下，丰
子恺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出版，从而在中国
漫画发展史上统一了“漫画”的名称。丰子恺先生认为，漫画
乃绘事中简笔而注重意义之绘画，其“漫”字，与漫笔、漫谈这
“漫”字用意相似。漫笔、漫谈在文体中是随笔、小品文，而漫

!

参见尤劲东《当代插图如是说》一文，《美术研究》，
!""= 年第

! 期，第 4# 页。
"

参见丰子恺 著 《现 代美 术家画 论、作品、生 平———漫 画 的 描

法》，学林出版社，
$3#> 年版，第 !=? 页。

画是画中之随笔、之小品，一般亦随意取材、篇幅短小，通过写
实、
比喻、象征、假借、夸张、点睛诸法表现精粹内容。“漫画是

版，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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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书中的图画有别于一般绘画创作的独特要求。

次叙述一下，帮助中国读者能欣赏这一高级形式的外国连环

2、消逝的连环画

画。结果，其他序文作者仅在文字中简略的笼统地讲了故事

连环画（+34567859:;43<）俗称“小人书”，全称“连环图画”。

梗概，唯独鲁迅在《一个人的受难》序文中，把二十五幅画分

首先肯定连环画在大众文化启蒙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是

别写了二十五条文字说明，并冠以数字为顺序。这篇具有很

鲁迅先生，他在 $=22 年《麦绥莱勒 >46?< @6<34337 木刻连环图

高文学价值的文字脚本，至今为连环画编文工作者所称道。”

画故事》中译本序中说：“‘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

"鲁迅先生还很注重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和完整性。当时赵

用熟了，无需更改；但其实是应该成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

家壁最初读到序文原稿时曾向鲁迅建议，希望在序文外把这

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迄的画本。……这于观者很有

二十五条说明另列于每页画幅的下面，以适应我国连环画读

益，因为一看既可以大概明白当时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

者的阅读习惯。但鲁迅认为这样做就破坏了原作是不可行

熟习的不能领会。……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

的，
我们也可从中更深的体会到，当今图画故事书创作时需要

多的就是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

特别注意文图之间协调工作，预先筹谋是非常必要的。

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 事，同 时 也 是 用 连 续 来 带 活 动 的 电

“那时中国的漫画工作者似乎还甚少尝试不用文字对白

影。”!《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是堪称图画故事书经典

的漫画创作，就是读者似乎也没有养成欣赏不用文字说明的

的作品，只在图画的独立性表现上与现代图画故事书略有不

漫画的风气。特别是长篇连载的漫画，作者似乎必须添上若

同，缺乏跨页画面的整体感。因为这些组画中的每幅木刻，如

干文字以补画笔的不足，而读者也似乎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

果单独抽离出来都是一幅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当把它们

介来了解画面的意义。”#这种长篇连载的漫画集结成册单独

前后连贯组成一体，就成为一本没有文字的图画故事书。现

出版，就形成了连环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文中我们提

代图画故事书则更多强调的是跨页画面整体感和图画之间的

到过的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图 B）。《西游漫记》借鉴古典

连续性，单独抽离出来的独幅画面往往并不能具有更多的独

名著《西游记》的形式，“以 C" 个连续彩色画面，对当权者的

立欣赏价值。

种种罪恶行径进行了淋漓的揭露。……作者以他擅长的装祯
手法，以浓重而协调的色调，刚劲而流畅的线条，塑造了许多
生动的艺术形象，设计了许多优美的画面。”$书中插图“采用
工笔重彩勾线渲染画法，即是装饰画，又像漫画和动画片，描
绘精细，色彩华丽，简洁明了，装饰性很强，富有浓郁的东方艺
术风格。”%

图 BA 张光宇《西游漫记》
此外 !" 世纪 2" 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位以富有装饰风格肖
像漫画而著名的漫画家胡考，他的《西厢记》、《西施》也有很
多现代图画故事书的特点。其中共 B2 幅的《西施》文图完全
图 2A 《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如图 2）的主人公是一个

由胡考一人担当，像当时胡考大多漫画作品如《今人物志》和
《上海小姐》等一样，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时事新报》，但遗

体格健壮、感情热烈的男子，不受礼教的约束，不顾社会的嘲
笑，
用孩子一样的天真热情去追求理想，可是在那个黑暗的年
代必然到处碰壁的故事。这种完全没有文字解释说明的图画
故事书，在当时还不是很容易被中国读者阅读习惯所接受的。
所以《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的编辑赵家璧曾对鲁迅
建议，用“木刻连环画”为总名。鲁迅认为“这究竟与我国人
所熟悉的连环画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相同，因此该用‘木刻连环
图画故事’。鲁迅又考虑到这些木刻组画，不论数十幅或百余

!

参见麦绥莱勒《没有字的故事·序》，三联书店，
!""2 年版，第

$DD 页。
"

参见赵家壁《鲁迅、麦绥莱勒、连环画编文———在中国连环画

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文，《连环画论丛》，$=#B 年 ! 月 第八
辑，第 $! E $2 页。
#

参见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序》，译林出版社，
!""" 年版。

$

参见毕克官《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C 年版，第

$=" 页。

幅，
都没有一个字作说明，而中国连环画读者是习惯于按文看
图的。因此他向我建议，要每个写序的人，在序文中把故事依

华大
学出版社，
!""F 年版，第 $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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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最终没有出版过单行本。胡考的单线条用笔，洗炼、精简，

简约的文字和风格迥异而回味悠长的图画综合叙事，无形之

寥寥数笔，人物的各种心态神貌便活龙活现地跃然纸上，意味

中有时给予我们一种温润的感动，有时给我们一种意味深长

深长，令人百看不厌。当然，象张光宇和胡考这样自编自画，

的暗示，有时又将我们暂时脱离开沉重的现实引领入一个非

先连载再集结成册出单行本而成的连环画毕竟是少数。

常自由的想象的空间。具体来讲，图画故事书的艺术性是指

当代图画故事书和我们中国传统连环画最大不同，在于

图画美感特性的探讨，它可以通过创意的构想、趣味的情景、

创作方式上。传统连环画一般是“出题目做文章”，重在叙事，

新颖的技法、和谐的版面、美感的造型、独特的风格、精美的印

类似章回小说的故事展示，也是帮助各个文化层次的人进入

刷等等表现出来。我们既可以从图画的连续性去感受其中所

的一种大众阅读。大多数连环画的文学脚本编写和图画创作

呈现的气氛，也可从其所使用的媒材、技巧，运用的风格等去

是分开进行的，多以文学脚本先行，画家根据文字进行艺术再

体验故事的意象及其与作品主题的关联性，所以说图画故事

创作。文学脚本既为绘画提供创作基础，又与画幅结合。也

书不但可以带给读者好的故事，还可以提供视觉艺术上的享

有的连环画创作，先完成绘画，然后再配以文字说明；还有的

受。

不用文字，只在画面上表现人物对话或独白等文字。连环画

综上所述我认为，图画故事书脱胎于插图，是连环画发展

的题材，大都根据文学作品移植，中外著名的小说、神话传说、

新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同时也具有漫画讽刺诙

历史故事、戏剧、电影等，是改编连环画的主要根据，有些还介

谐、
寓教于乐的艺术表现特征，文与图的关系是图画故事书区

绍名人事迹，传播历史、地理、科技和政法等方面的知识。虽

别于插图、连环画和漫画的关键。传统的连环画、插图阅读过

然连环画的主要读者是少年儿童，但由于它题材丰富多样，艺

程近似观看舞台剧，由于每一幕之间是断然分开的，整体上有

术形式通俗普及，具有群众性、文娱性和知识性，长期以来拥

明显的片断组合的痕迹，所以观众可以随时脱离开整体而有

有众多包括成人在内的广泛读者群。

选择的进行片段欣赏，书籍与读者之间有一定距离感。图画

而图画故事书绘作者往往集绘图、编文于一身，用台湾绘

故事书却象是一部电影，通过暗藏着的起、承、转、合的节奏设

本作家林嘉翔的话来形容，图画故事书的创作方式就是“右手

计，或展示出宽广的视野，或进行淋漓尽致的细节刻画，不仅

绘景物、左手写心境”。酝酿创作初始就已经先有了丰富的图

既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又有意味深长的回甘，阅读者会不自觉

像意识，这也是畿米等人作品成功的奥秘所在。其实早在二

地被完全融入故事叙述的进程中去。这一切的创造基于它结

十多年前，费声福先生就已预见到图画故事书这种新形式，将
会取代连环画成为图画书的主流。他说：“将来产生的，独立
存在的，不是单独的脚本，而是文画融为一体的连环画新品
种。要促使这种新品种早日成为现实，则现在应该提倡文美
合一，提倡连环画家自编自绘，再进一步，画家到生活中去，创

合了两种不同的表现模式———图画的与文字的，最终成为一
个复合的文本，图画和文字是图画书两种基本的表达系统，图
画故事书中的文字和图画相互阐述和解说，各自为故事的表
达发挥着独特作用（如图 2）。

作出既有小说又有绘画因素的连环画来。再切实一点，当前
至少要求连环画绘画作者要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连环画脚
本作者要有一定的绘画修养。”!
连环画在世界上不少国家中流行，像美国、日本、法国、比
利时等国长期以来有大量连环画出版。一些有影响的连环画
如美国的《华伦王子》、《米老鼠和唐老鸭》，日本的《铁臂阿童
木》、《阿信》，法国的《贞德》、《世界的发现》，比利时的《丁丁
历险记》等，都曾先后介绍到中国来。杨先让先生在总结美国
连环画特点时认为，美国的连续画基本是作者自编自画，只有
电影电视改编连续画作品，很少有连环画作者去改编别人的
东西，正和我国连环画以改编文学作品为主相反。所以图画
故事书在美国得以大显身手，有很多艺术家把它看作是独立
性较强的艺术创作，而不仅仅是为孩子准备的初级识图认字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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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故事书阅读不仅依赖读者对图画和文字两者本身的
理解，还依赖于对两者相互交叉关系的理解，而图画故事书的
独特性恰恰表现在，用两种不同的符号语言表达故事信息，并
形成一个整体的意义。因此就图画书而言，图画在这里是理
解的要素，如同文本或故事一样的重要，而不仅仅是用来增强
文字意义起解释说明作用的文章的延伸。

的工具。

“有插图的书”和“图画书”是不同的，松居直先生曾说：
五、图画故事书中的文图关系

文字 C 图画 D 带插图的书，文字 E 图画 D 图画书。如果图画

作为艺术独特表现形式的一种———图画故事书，不仅仅

书中的图画只是用来解释文字的意思，并不符合图画书的要

希望通过叙事来完成知识、概念、感悟等教育功能，还希望通

求，
那只算是有插图的故事书。“真正的图画书应该看成是一

过优美的艺术形式带给读者以深层的潜移默化的审美经验。

种文学与绘画艺术的综合结晶，特别是一本真正好的图画书，

有许多图画故事书以童话的方式切入，或者以一个动物、一株
植物为主角，或者赋予某种抽象的形体以生命的形态，演绎其
命运的过程。通过一个看似简单平淡或离奇古怪的故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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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将其中的文字完全抽离，亦可由画面的意象与连接，清

珠，文字是串起珍珠的细线，细线没有珍珠不能美丽，项链没

楚传递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及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正

有细线也不存在。

如音乐一样，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固然可以结合成传唱

总之，图画故事书中的图画与文字各司其职，图画的线

不衰的歌曲，但经典的旋律若没有歌词的解释依然可以触人

条、
颜色描绘出文字所无法叙述的意境；文字的清晰语义表达

灵魂、绕梁三日而不绝矣。所以具有非凡表现力的图画，当然

又弥补了难以直观显现的思想及时空变化，在这里文字与图

也可以自然的流淌出自己的旋律。曾经两次获得过凯迪克奖

画必须互相融合、协调，共同表现一个主题，创造一个世界。

金奖的美国画家芭芭拉·库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出了图

因此，图画故事书的创作是必须具有区别于传统连环画等书

画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图画书像是一串珍珠项链，图画是珍

籍形式的独特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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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死、生入险关，一切都付之一笑，超然洒脱。

体复杂的心理历练。所以倪瓒又并不是一味地削解为山水之

当然，倪瓒山水表现更主要的是通过向董源、米芾等学习“师

意，
他其实是非常重视技巧锻炼的，只不过是要使技巧转化为

造化”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其山水的面目却和董、米大不相同，

庄子“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无技巧或超技巧。

再吸收荆浩、关同、李成北派山水的技法，融会贯通，推陈出

综上所述，倪瓒是一位受庄禅思想浸染极深的画家，他的

新，创造自己的新风格，这给我们今天学习传统以很多的启

艺术见解很多得自老庄或禅宗，而庄禅哲学都是超越哲学。

发。倪瓒的笔墨技法，是面对太湖风景的特点而自己创造的。

二者的这种契合点，使倪瓒的艺术思想往往将二者融为一体，

他在前人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更提

综合而用。这种影响充分表达了他精湛的“折带皴”技术，极

高了一步。

富特色的“三段式”构图，“披图惨不乐，日暮眇余思”"的逸

倪瓒诗书画兼擅，但以山水的成就为最高，是倪瓒个性特

气和禅学的审美理想，用最简洁单纯的艺术语言，表达出避世

征在创作表现中的全面反映。习禅信佛仅仅是其整个文化修

隐逸，超凡脱尘的人生理想，幽然淡润的处世态度，把山水画

养的一部分，但内化到思想性格之中，便对其山水创作表现产

作为情感的归宿和依托，体现了倪瓒的追求和特点。既是庄

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倪瓒提倡创作的最高精神境界是“无

子离形去知的“坐忘”，也是禅宗荡除执着的“空静”。既道亦

意于佳”，即削除任何主观上的心理准备，削除由于理智作用

佛，
是倪瓒美学思想的依据，也是他人生态度特有的超然与洒

所带来的限制，达到“平常心”状态。这种“平常心”并非一般

脱的理性基础。这就达到了禅家的最高境界“平常心”，成为

人的日常心理，而是经历了人生的各种波折，并从精神上超越

山水创作中的“逸品”。

了这些波折，达到更高一层的平静，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创作主

"

参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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