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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绘本书大量涌现，其中一些绘
画技巧娴熟、文字表达精炼，读来令人津津有
味。也有的绘本画得草率、粗糙，没有应有的美
感。还有的绘本，封面上标注作者是著名画家、
大师，但是绘本质量与这些头衔极不对称。看到
参差不齐的各类绘本，笔者不禁想到新中国成立
后老一辈的连环画画家们，他们创作中的那种情
怀、那种认真，令人感怀。

连环画是“图画+文字”的一种小开本图书，俗
称小人书。连环画虽然“个头”小，但是有大学问，
极为考验画家的美术功底和综合艺术素养。连环
画在我国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优秀的连环画，能
将深奥的道理、复杂的故事用生动的绘画方式进行
表达，具有直观性、可读性和审美性的特点。从新
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
的连环画画家，如徐燕孙、卜孝怀、任率英、王叔晖、
钱笑呆、赵宏本、刘继卣、贺友直、程十发、顾炳鑫、
姜维朴等，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铭记。他们创作的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杨门女将》《山乡巨
变》等连环画杰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
风格，更是影响了几代人。

上世纪 90年代之后，由于电视的普及、动漫和
电子游戏的流行，加上文化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
性，连环画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是近年来，
很多人怀念起连环画，一批曾经广泛流传的经典连
环画重新出版，一批“连迷”涌现，连环画码洋持续
攀高，整个连环画市场出现回暖的趋势。在笔者看
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的恋旧情结是其
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优秀的连环画经得起细
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连环画尽管在一段时期内被人冷落，但是经典
性的、代表性的连环画，无论是昨天、现在还是未
来，其艺术光芒都难以掩盖。从内容方面看，曾经
广为流传的优秀连环画，讲的都是老百姓家喻户晓
的故事，宣扬的是正义和善良的价值理念，这为连
环画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从绘画方面看，很多优
秀的连环画都借用了中国画中的白描手法，描绘的
人物、动物、草木等造型严谨、生动传神、透视准确、
构图有新意，具有电影导演的场面调度意识。

传统的连环画，将来能否真正回归大众，没
有人知道，但是老一辈的连环画画家们，不仅给
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艺术财富，还留下了一笔
精神财富。

首先是强烈的时代情怀。例如徐燕孙，原本
在工笔人物画方面，已经有很大名气。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连环画的号召，他
毫不犹豫地进入这个创作队伍，并且很快成为这
个领域的领跑者。上世纪 50 年代创作的连环画

《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古城会》，成为典范
之作，直接影响了连环画的创作走向。类似他这
样的连环画画家们，对国家、对人民有着深厚的
感情，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连环画，不是为了名
利，对小小的连环画，没有任何偏见。

其次是扎实的造型本领。连环画虽然只有巴
掌大小，对于造型却有着极高的要求。然而扎实
的造型本领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进行锤炼。例
如女画家王叔晖，为了创作连环画《西厢记》《木
兰从军》《梁山伯与祝英台》《杨门女将》，她每天
都认真作画，为了把一件蟒袍画得更加逼真，她
一画就是3天。她曾说：“必须胸有成竹，才能提
笔作画。”再如刘继卣创作连环画 《东郭先生》

《鸡毛信》时，为了画好老虎、狼和羊等动物，他
反复琢磨，画的草图多达几百张。正是老一辈连
环画画家苦练出扎实的造型本领，才使得他们的
作品形象传神，备受认可，成为一代大家。

最后是过硬的创作作风。创作优秀的连环画，
必须深入到生活中。生活是艺术创作之源，尽管很
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真正行动起来则是蜻蜓
点水、走走过场。连环画是“全要素”的美术创作，
必须在生活中捕捉艺术灵感。大家都知道贺友直
的《山乡巨变》是中国连环画的一座高峰，殊不知，
为了创作，他曾经到湖南资江农村，与当地农民同
吃同住打成一片，在细致入微的生活体验中，他对
农村风光、生产生活用具、农民形象和性格，有了全
面、充分的了解。他用3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以
工匠精神，创作出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任何类型、任何方式的
美术创作，都需要做好基础性的功课。一个人如果
对美术没有虔诚的态度，造型功夫不到家，创作态
度马马虎虎，那么美术之路肯定不会长久。从这个
意义上说，老一辈连环画家们具备的精神品质，在
今天依然需要传承发扬。

“同时拥有新、老两个场馆，为探索错位发展提供了独
特的条件。”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告诉记者，老馆的定
位主要为打造艺术博物馆概念，以自主策划的经典展览为
主，并对民国时尚、民国建筑设计、平面设计等领域给予关
注。新馆则以打造现代美术馆为目标，不仅要利用馆藏资
源，推出江苏省美术馆自主策划的、能够在全国美术界有影
响力的品牌展览，还要引进记录当代美术现象、具有典型性
的名家展览，以展览和典藏的方式记录时代发展的印迹。

典藏精品极富地域特色

江苏省美术馆藏品数量与质量在全国美术馆中居于前
列，包括中国画、版画、油画、水彩画、书法、民间工艺美术等共
计1万多件，初步形成明清书画、近现代中国画等10个专题系
列。就中国画而言，馆藏上至明代吴门画派、清初四王、金陵
画派、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代表性画家的作品，近代中国画
的收藏中不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刘海
粟、林风眠、李可染、关山月等名家之作。近现代的金陵画派、
吴门画派、虞山画派、常州画派、扬州画派、京江画派以及新金
陵画派和江苏水印木刻等重要的绘画流派也是收藏的核心。

1986年，以谢稚柳为首的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书画鉴定
组到馆中鉴定，在馆藏的100多幅明清山水画中，龚贤的《野水
茅村图》、王鉴的《仿黄子久笔意山水轴》、戴熈的《迴岩走瀑通
景四条屏》被定为精品；沈周的《疏林碧泉图》、蓝瑛的《仿董北
苑山水》、沈士充的《山水册页八开》等19件作品被定为佳品。

这些藏品少量是1956年至1959年间，由康平馆长主持购
藏，其他大多得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时任馆长徐天敏认识
到藏品对美术馆的意义，特地聘请了吴白匋、刘汝醴、宋文治
等专家作为艺术鉴定顾问。藏品征集大体采取三种办法：一
是争取政府政策支持，走遍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
等市的文物商店，优先从库存中选购；二是广为宣传，争取收
藏家捐献，颁发荣誉证书和一定的奖金；三是依靠上海、杭州
等地的艺术界同仁，提供民间收藏信息，登门鉴定商谈。

当时政府拨发收藏经费每年只有两三万元，馆藏的不少
精品都是捐赠而来。部队离休老干部夏同浩将毕生省吃俭用
购藏的160幅明清以来名家书画全部捐献给了美术馆，其中王
鉴、石溪、程正揆、戴熈的作品已成为镇馆之宝。此外还有龚
贤之作得之于无锡籍老画家、鉴藏家周怀民，黄克晦之作得之
于浙江杭州鉴藏家余任天。

馆藏精品中的《野水茅村图》由清代画家、金陵画派的龚
贤所作，他生于昆山，后居南京，一生清苦，为人正直，隐居在
南京清凉山半亩园，以卖画为生。所画多平原水乡、低山丘陵
景观，这幅画作于他去世前两年的 1687 年，正是康熙二十六
年。虽然是常见的山居题材，却自出机杼。近处岩石坚凝，丛
树交叉挺立，犹如屏幛。中景巨岩濒水；其后茅屋村落，林木
掩映；更远处山重水复，若隐若现。整个环境似乎被阳光大气
笼罩，是实景，又似幻境。画右上方题诗一首：“浮萍欲上山桥
路，细竹深藏野水村。赴饮渔家新漉酒，不知何处是柴门。”看
似悠闲的景致中隐藏着人生的无奈。

吴门画派中沈周的《疏林碧泉图》是他的成熟之作，画面
是浅绛山水，稍微有一点着色。构图中有树石、水面、山峰、流
水和凉亭，前景中的人物遥望远方、若有所思。笔墨洒脱简
练，意境空濛清新，题诗：“疏林照白鬓，碧泉清我心。乾坤身
兀兀，老大自山林。”从鉴藏印可知，此画曾被清初鉴藏家缪日
藻及徐子远、朱屺瞻等收藏过。

新经典创作融入地方风格

提到近代中国画，以傅抱石为首、钱松喦、亚明、宋文
治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金陵画派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
中国画流派之一。

1960年 3月，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9月，以
他为首的“江苏国画工作团”一行13人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旅
行写生，跨越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6省。

当年11月，傅抱石一行从重庆起锚，开始了三峡之行。气
势磅礴的群山、清流急湍的江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
逢险峻秀丽之处，傅抱石必于船舱之外或凝神静思、或低头速
写，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个月后，傅抱石一行
抵达长沙，在招待所里，傅抱石将自己关在屋内整整一个下
午，晚饭时间，同伴推门一看，作品《西陵峡》已成功地挂在墙
上，层层山峦直插云霄，作品一气呵成。这幅作品在“山河新
貌”画展中引起了轰动，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经过长时间的消
化和酝酿，3年之后，傅抱石完成了第二幅《西陵峡》，这幅作品
现藏于江苏省美术馆。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两艘小船穿行
其间。山体以大面积的水墨染成，笔法粗放，近处山头的浓墨
重笔与远处山峰的圆润秀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一时期，江苏版画家将新兴版画的创造性与古代版画
的水印技巧相结合，以浓郁江南情意的水印作品，获得了耳目
一新的审美体验，形成了一支风格鲜明的地方画派——江苏
水印木刻学派。1960年江苏第一个版画专业创作机构在江苏
省美术馆成立，江苏水印木刻学派的吴俊发、黄丕谟、朱琴葆
等几位创始人便聚集于此。

吴俊发擅用平刀和方刀，刻出山石的结构，借鉴中国画的
皴法，而更富力度和金石味。黄丕谟的作品多以江南水乡风
土人情、自然景观为内容，形式语言上借鉴了汉画像石、十竹
斋版画、民间木版年画和传统水墨画的长处。

立体策展唤醒地域记忆

典藏终究是要活化，策展上，江苏省美术馆正在尝试通过
唤醒地域记忆的方式，在叙事中实现展品与现代人生活的链
接，从而激发对展览的共鸣。

2018年，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
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迎来 50 岁生日，9 月，

“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在国
立美术陈列馆拉开帷幕，南京长江大桥的视觉元素从院落至
展厅，覆盖了整个场馆。陈列馆门口放置了一台大型脚手架
装置，以鲜明的鹅黄色为主色调，围合朦胧的半透明网格布，
上面印制着面向社会征集的大桥主题儿童画。而装置整体中
轴对称的形式和层层递进的空间，则取自于大桥桥头堡的结
构设计。

一楼展厅是一系列以表现大桥和讴歌大桥建设成就的主
题性绘画，《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的经典之作陈
列其中。二楼展厅则是对美术史以外大桥美学价值的延伸。
在这里可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建筑的多种设计方案，
既有近似武汉长江大桥的传统民族风格，也有典型的西式凯
旋门，更有极其超前的未来主义样式。能看到其中的24块原
真性构件，这些构件做出了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上的浮雕。
还能看到大桥相关的老物件，小到粮票、烟标、橡皮、糖纸；大
到镜面、旅行包、自行车、床板。展厅里还原了上世纪的工人
住宅、照相馆以及百货店橱窗，这些老物件儿被嵌入其中。

类似的展览，美术馆去年还做了一场。4月的一个夜晚，
国立美术陈列馆前，一场上世纪的无声电影正在露天展映，T
台上，穿着民国风情旗袍的模特正在走秀，构成了“现代之维：
20世纪初期中国都市的审美风尚”展览活动的组成部分。整
个展览由 97 件月份牌广告画串联展览始末，穿插了旗袍、家
具、化妆品、手包、烟标等老物件，辅以张爱玲、叶浅予的小段
叙述，进行了场景复原式的陈列。展览期间还启动了名为“摩
登时代”的公共教育主题活动，邀请了旗袍设计师、民国时尚
专家开展沙龙。

如今的江苏省美术馆，围绕各类展览开展体验活动，形
成了“江苏美术讲堂”“大家一起看展览”“我在美术馆上美
术课”等一系列公共教育品牌项目。

1 月 22 日，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美
在 河 山 —— 中 国 美 术 馆 藏 风 景 题 材 作 品 展

（1949—2018） ”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从馆藏作品中梳理并遴选出 251

件，以1949年至2018年的美术史发展为时间的尺
度，以“美在河山”为主题，分成 “北国风光”

“青山妩媚”“古都新貌”“山川巨变”“山川不
朽”“民族精神”六大篇章，篇篇关联，皆以物传
情，以美言志，以山河壮丽赞美祖国，赞美时代。

展览中可以看到，黄宾虹“浑厚华滋本民
族”的水墨气象，傅抱石“待细把江山图画”的
淋漓与磅礴，潘天寿“强其骨”笔墨之下的雁荡
山花，刘海粟云海苍苍的泼墨黄山，吴作人视野
里的黄河急流，李可染万山红遍的壮阔雄厚，朱
德群色光交融的朦胧之美，吴冠中点线面构成的
形式乐章，苏天赐太湖春晓的东方色韵，靳尚谊
笔下的现实山川，以及当代诸多不同流派、不同
风格的艺术家们多彩纷呈的新作。从“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的传统美学思想，到今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可以看
到，广大艺术家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已经从文
人士大夫的怡然与逍遥，升华到对人类生存环境
的历史担当。从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艺术
探索，到李可染的“为祖国河山立传”，可以感受
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家们已从对创作的艺
术性追求，升华为对民族精神的构建。

展览将持续到2月24日。 （杨 子）

江苏省美术馆

穿梭于传统和现代之间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小人书”
有大气象

中国美术馆展出馆藏风景题材作品

在南京市长江路上，总统府左右两侧

1公里的范围内，坐落着江苏省美术馆的

两个展馆。一个是始建于1936年的国立美

术陈列馆，一幢米色的四层建筑，立面呈

“山”字形，带着浓郁的民国风，这也是中

国近现代第一个国家级的美术馆。一个是

建于2009年的6层浅灰色新馆，罗马洞石

做成的外立面让展馆看起来像个钢琴键，

现代却又与周边的民国建筑相映成趣。

李可染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李可染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吴作人 《三门峡工地》

江苏省美术馆老馆 （国立美术陈列馆）

“大桥记忆”展二楼展厅场景“大桥记忆”展二楼展厅场景

傅抱石 《西陵峡》 江苏省美术馆藏傅抱石 《西陵峡》 江苏省美术馆藏

吴俊发 《一片新绿》 江苏省美术馆藏

江苏省美术馆新馆

③③ ◎ 美术走笔

河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