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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
节。“端午”之称，最早见于晋代周处所撰 《风土记》，
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俗众多，随之产生的
民间美术也极为丰富。它们以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
式，将端午节装点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为后人留存
下珍贵的可视资料。

全生避毒

端午在仲夏时节，气温骤升，百虫始动，疫病容易
滋生。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即把五月视为“恶月”，而五
月初五则是“恶上加恶”。面对时气变化带来的难题，古
人发明出各种方式来克服它。除蓄采本草、沐浴兰汤、
饮雄黄酒外，将五色丝、香包佩戴在儿童胸前的做法在
民间颇为流行。五色丝又叫“长命缕”“续命缕”，从东
汉应劭所著 《风俗通义》 的记述中可得知，早在汉代，
人们便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缠臂”，以避除兵鬼、病瘟。
五色为青、赤、白、黑、黄，分别象征东、南、西、
北、中五个方位。宋代，人们将五色丝编缀成方形饰物
佩戴在胸前。历代相因，不断充实变化。香包与五色丝
的功用相似。旧时，人们用绸缎或棉布制成各种精巧玲
珑的小香包，装上香茅、甘草、丁香、柴胡、苍术、冰
片、香樟，甚至是檀香、牛黄、朱砂等名贵药材，既能
驱病散浊，又为孩子们增添了如意的玩物，玩耍起来小
巧玲珑，周身香爽。

甘肃庆阳的香包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其中以“螃
蟹”香包最具特色。当地人将螃蟹视为毒物，在螃蟹身
上缀以蝎子、蜈蚣、蛇、壁虎、蜘蛛等五种毒虫，用以
毒攻毒的方式防御毒害。避五毒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

“五毒”的形象，自汉代便已出现。宋人周密在《武林旧
事》卷三中记载，宋代宫廷中“插食盘架，设天师、艾
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
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
等，谓之‘毒虫’。”实际上，夏季的毒虫不计其数，

“五”只是个虚数。人们将五毒的形象绣制在香包或儿童
衣物之上，既是为了避免毒虫侵害，也有让小儿辨识毒
虫的科普作用。

宋以降，“五毒文化”在民间愈加广泛，人们将端午
节避除毒邪的需求与张天师镇妖除祟的法力结合起来，
张贴“天师符”以降五毒的风俗也随之盛行。时至今
日，民间还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五月五日无，天师骑
艾虎，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

在民间，老虎也具有镇克“五毒”的本领。清人吕
种玉在 《言鲭·谷雨五毒》 中写道：“古者，青齐风俗，
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
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由此可
知，最早的五毒用于谷雨时节，后来延伸为端午节习
俗。虎镇五毒的意义在于，以老虎的正面力量，将各种
妨害健康的祸疫予以歼灭。

然而，用老虎降服几条毒虫，实在有些大材小用。
故而，民间创作出大量的“鸡吃五毒”的作品。江苏苏

州桃花坞年画中就有一幅表现鸡食五毒的 《西洋斗鸡
图》。黄河流域的剪纸作品中，大多将五毒简化为其中毒
性最强、最值得警惕的蝎子。陕西安塞的剪纸能手曹佃
祥就曾创作过一幅《鸡吃蝎子》的剪纸。美丽壮硕的雄
鸡啄住蝎子欲以吞掉，既贴近生活实际，又符合人们避
除毒害的心里。

以虎镇邪

在端午节俗中，虎的形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以
勇猛、强健的身姿，震慑、庇护的效力，深受人们的喜
爱。早在先秦时期，老虎“性食鬼魅”的说法便在民间
盛行。《山海经》中叙述，度朔山上有两位神仙神荼、郁
垒，镇守万鬼之门，凡遇恶鬼出入，便用苇索捆绑送去
喂虎。在人们的心目中，猛兽成为了人们防御凶邪的

“守护神”。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左右着人们的民间美术
创作活动，使得老虎成为民间剪纸、刺绣、年画、泥塑
等品类中的重要题材。

艾草是生长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植物，其茎叶具
有异香，能驱蚊虫，清瘴气。端午时节，人们常将艾草
悬挂在门旁，或扎制成虎形，谓之“艾虎”，以避邪祟。
而今，我们能够见到的端午艾虎，多为剪纸和布制玩
具。农村妇女剪制的艾虎剪纸，常常配有艾叶、花草、
蒲剑和葫芦形象。

除艾虎外，布老虎是端午节最为盛行的儿童玩具。
人们借助虎威恫吓鬼魅，护佑儿孙，同时希望自己的后
代具有虎的精神与形象，虎头虎脑、虎虎生威。北京地
区的布老虎以黄布做底，用黑墨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老虎
身上的花纹，耳朵和尾巴上还装饰有白色的绒毛，既突
出了布老虎的憨厚可爱，又不失“兽中之王”的气魄。
陕西洛川的布老虎头部硕大，獠牙上翘，颇似战国时期
的镇墓兽。在黄河流域，形态各异的虎枕也是端午节不
可或缺的用物。虎枕有单头虎、双头虎、虎头鱼尾等多
种，造型比布老虎更加简洁、概括。

竞渡健体

自古以来，伴随端午节所产生的竞斗活动十分丰
富，如拔河、斗力、决射、龙舟、打石头仗等。竞斗期
间，参赛者斗志昂扬，观者精神振奋，人们无不沉浸在
激扬欢乐的气氛中。

在众多端午竞斗活动中，龙舟竞渡无疑是最为普遍
的一种。竞渡的习俗相传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有关。《荆
楚岁时记》中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然而此书又说：“邯郸淳
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
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由此可见，拯
救屈原、伍子胥的说法不一定可靠。从广西贵港汉墓出
土的铜鼓纹样上看，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就已
经有龙舟赛事了。传闻虽虚，通过龙舟竞渡达到强健体
魄的功效却是实实在在的。

龙舟竞渡的习俗自唐代传入北方。北方的龙舟并不
具有较强的竞赛意识，而更像是娱乐的道具。在河北省
留存的一件清代百子纹绣帐中可见，龙舟成了孩子们嬉
戏的舞台。

从大量的民俗活动和民间美术实物分析可知，端午
节自古便是酷暑来临之前，人们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防
疫驱害活动。人们顺天应时，循时而动，积极主动地应
对自然规律。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民俗活动的展开，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关系也愈发紧密。这或许便
是端午节的一种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在徐鹏飞绘制的漫画里，最多感受到的就是他
的幽默。以林语堂所言“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
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来形容徐鹏飞的漫
画，再合适不过。

“幽默最富于感情”，林语堂对于幽默的解读宜
古宜今。丰子恺亦认为“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是
用感觉领受”。这上乘的幽默精神都来自于作者的人
生境界、文化修为与世事练达，来源于作者对人性
高光的撷采与对人生百态背光处的洞悉。不论是社
会问题、国家大事还是锅碗瓢盆、身边小事，一幅
漫画就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冷暖人生；抑或是一
个梦想，一颗赤子之心、一段爱情佳话。在徐鹏飞
的笔下，习以为常的生活里往往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和遐思。从一件极小的视点切入，从普通的身边日
常来做文章，作者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身份变换游刃
有余，意味高明。

徐鹏飞的漫画多为时事讽刺和生活幽默，也有
不少的新闻插图创作。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他创
作的 《在六届冬运会的日子》 就斩获了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在他众多的讽刺漫画里，不论是国内
外时政，还是面对各种社会现象，他的机锋棒喝总
是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却又蕴讽刺于幽默与诙谐
之中，旷达睿智，令人久久难忘。如 2000年创作的

《向背图》，貌似认罪鞠躬的日本右翼实际上是背朝
大地、仰脸朝天，十分倨傲——这里的“向背”也
恰如其分地暗喻了全世界人民的人心向背。“漫画是
画思想，但最终还是落在幽默上”。徐鹏飞的作品构
思巧妙，表达精准，诙谐之余，意义深刻，寓讽刺
于幽默，于幽默见精神。

徐鹏飞长于幽默，而他的幽默是用真感情温润
出来的，是浪漫主义的。都说幽默来源于生活，在
徐鹏飞的作品里，我们会觉得，幽默还来源于浪
漫。有人曾评论他的幽默是“徐氏幽默”，高蹈轻
扬，想象力爆棚，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总能让
人对世间的一切美好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追求。片
片落英，蕴含着人间的情味，只可意会，美不胜
收。在入选比利时国际漫画节的 《科学与神话》
里，男神为女神细细地梳理秀发，女神闭目闲适羞
涩温婉，如同普通人都曾有的小确幸；与之产生视
觉对比的，是画面一角乌云下的万钧雷霆，被男神
化为电吹风的电能来为女神美发——这天地间的一
切力量都可以化为美好的生活。这样浪漫主义的奇
思妙想，不仅是在赞美科学的力量，还把美的感染
力发挥到了极致，因为铺满纸上的，是天堂一般的
神圣和至真至纯的浪漫。

徐鹏飞多次谈到，漫画是艺术，要体现艺术的
“美”。对于讽刺类漫画形象，他多用喻讽，而非苛
责或直接丑化。他的讽刺类漫画更加凸显“与人为
善”“以人为本”，向真、向善、向美，具有真挚朴
素的人文情怀，也更具有寓教化的本位漫画的社会
责任。如同早在 1983 年获得第 6 届全国美展优秀作
品奖的 《提点意见》，故事的冲突并未以争吵来解
决，也没有丑化反面角色，而是通过买酒人用笔把
酒字上三点水的偏旁加重加大、重新改写酒字，来
批评掺水造假之事——这样提意见的方式巧妙智
慧。1994年获得第16届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奖赛近
藤日出造奖的《偷生》，堪为国际漫坛著名的黑色幽
默，在战争与人性的对弈上，以“人”的视角俯视
战争价值的虚无。若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和以人
为本的大胸襟，何能如此？

徐鹏飞一路走来，几乎穷尽了“本位”漫画的
每一个领域，从讽刺漫画到哲理漫画，从叙事性漫
画到“去情节”的艺术漫画。他在中国漫画发展历
程中创造了新高度，创作灵感与妙思总是令人叹为
观止。近日，幸得徐鹏飞水墨漫画的画集，才得知
其耕耘水墨漫画十几年来已集腋成裘，以漫画思维
融入水墨创作，借鉴中国传统宋元写意笔法，以文
人画家的洒脱笔墨又开新时期漫画新篇。

在漫画进入中国的 100年来，“民族化”和“大
众化”一直为几代中国漫画家所关注。“民族化”就
是要有中国的味道，“大众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得
懂。徐鹏飞的水墨漫画里，传统的中国绘画形式丝
毫没有掩盖他独特的幽默气质，反而令水墨漫画具
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性。徐鹏飞笔下的钟馗，亦
可显见他借这位中国百姓熟知且喜爱的正义形象，
以漫画之笔激浊扬清、歌颂真善美的用意。

徐鹏飞从事漫画创作 40 余年，上世纪 80 年代
就已经蜚声海内外。为求勘误，我曾试图向徐鹏飞
了解核准其获奖经历。他在约略回忆后便风趣地
说，“不能把奖看得太重，因为老百姓也不知道你
得了啥奖。”然而对于自己的创作，他却似乎一直
很较“真”，做人真实、真挚，他说，感情是真
的，安于寂寞，才能真实反映社会，“心态不平
衡，会看不到真东西”。法国启蒙时期著名博物学
家、作家布封曾说，“风格即其人”，徐鹏飞就是这
句话最好的写照。

（作者现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工作处）

日前，“风华——山东美术馆馆藏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精品展”正在山东美术馆展出。国展余热点燃炎炎盛
夏，64件 （套） 作品讲述时代故事的风采华章。

“不久前，我在山东美术馆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展览
推送的详情。孩子们疫情期间在家里上了很久的网课，
带他们到艺术现场观摩优秀作品，是非常好的一种体
验。”一位名叫大山山的青年美术教育工作者说。此时，
她正带领一群“小画家”在展厅中摊开画板，认真地端

详着墙上的作品。
山东美术馆 A1展厅，“风华——山东美术馆馆藏第

十三届全国美展精品展”展览现场，偶然造访的游客拍
照留念，年轻的学子细细钻研，资历深厚的前辈分享观
点，更多的是沉默的观者，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流连。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2019年在山东美术
馆展出的盛况还犹在眼前，为充分发挥国展余热，山东
美术馆自参展作品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作品进
行收藏，推出“风华”馆藏展，着重展出未曾在山东公
开展示过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版画、雕塑、综合
材料、水彩·粉画、漆画、陶艺、动漫、插画、漫画、连
环画、实验艺术作品。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时，我们就曾特地前来欣赏学习过，本次馆藏展更是一
次难得的美育机会，国展作品一流的创作水准，加上丰
富的艺术门类，在观展的过程中不断给人以新鲜的视觉
冲击。”一位观众在观展后留言。

“风华”，不仅展现技艺出众的艺术作品，更要凸显
时代和人民的风采。从全国美展可以看出，那些最终脱
颖而出的作品，往往是真正理解时代、反映时代的艺术
创作。“风华”馆藏展所选送的作品，是其中遴选而出
的佼佼者，从艺术家各自的角度和方式出发，进行艺
术语言的融合与拓展。

记录工作者为“五保”老人剃头的 《暖阳》 传递温
度；刻画马灯这一红色象征的 《永恒的记忆》 致敬历
史；《印·记》 以指纹和键盘两种元素重叠在水墨宣纸
上，造就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交叠的观感；《潮起》 里奔
涌不息的海浪，正在记录和纪念这个伟大时代永立潮
头的奋斗者……作品里既有对国家重器的浓墨重彩，
也有对市井生活的娓娓道来。

时代充满了生命力与希望，正是你我共同的“风
华”。经过疫情的考验，人们对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理
解和认知。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精神
的鼓舞、灵魂的洗礼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幽默的品格
——读徐鹏飞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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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品格
——读徐鹏飞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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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神话 （漫画） 徐鹏飞作科学与神话 （漫画） 徐鹏飞作

民间美术话端午
周 佳

作品描摹时代“风华”
张楚杭

永恒的记忆 （漆画） 逯建康作

布老虎 北京 中国美术馆藏鱼形五毒耳枕 陕西千阳 中国美术馆藏鱼形五毒耳枕 陕西千阳 中国美术馆藏

绣花白布虎 陕西洛川 李全金作 中国美术馆藏绣花白布虎 陕西洛川 李全金作 中国美术馆藏

螃蟹香包 甘肃庆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