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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读悦
摘自《诗书画·二十四节气》，东

方卫视《诗书画》栏目组编撰，曹可
凡、印海蓉主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2020 年 8 月出版。

推荐理由：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绚烂的农业文明催生了“二十
四节气”，它表达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
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二十四节气”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指导作用，还影
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文化观念。直到今天我们也依然在“二十四节气”
的交替中，感受着四季的变化。

这本书中和时节相对应的二十四首诗词和书画作品，将带读者走近古人
的生活，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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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五个节气是“清
明”。古人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
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
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意思是说，清明一到，
气温升高，万物生机勃发，大地春和景明。天
清气明，是这一时节在气候上的最大特点，所
以叫作“清明”。

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将清明节气
分为了三候：一候桐始华。清明来到，白桐花
开，清香怡人。二候田鼠化为鹌。田鼠躲回
洞穴，鸟儿们则开始出来活动了。三候虹始
见。在风光明媚的春季，雨水把空气中积攒
了一个冬天的灰尘洗涤干净，美丽的彩虹才
可能出现在雨后的天空。

清明既是一个节气，也是我国一个传统节
日。清明节来自于上古时代的春祭活动，以祭
祖为固定风俗。同时清明节还吸收了另外两
个时间相近的节日的习俗：一个是寒食节，在
清明节的前一天，人们吃冷食、祭祀、踏青。

而另一个节日是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
主要的风俗是郊外游春、春浴、祓禊，也就是
在河边洗浴，以此来祈福消灾。也许正是因
为此时春意盎然、一片生机，几个节日都有外
出踏青的习俗，清明节也拥有了另外一个名
字：踏青节。晏殊的《破阵子》，就描绘了一幅
春日踏青图。

破阵子
北宋·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

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
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

双脸生。

这阕词的上片是写景的，刻画出了一幅
秀丽的清明春景图。燕子飞回来的时候，正
赶上春季祭祀的日子。梨花落去之后，又迎
来了清明。三四片碧绿的青苔，点缀着池中
清水，栖息在树叶下的黄鹂偶尔歌唱两声，柳
絮也随风轻轻地飞舞着。

上片的暮春景色，也为下片中少女的登
台亮相埋下了伏笔。在采桑的路上，邂逅了
东边邻居家的女孩，她笑得如花般灿烂。正
疑惑着她是不是昨晚做了个春宵美梦，原来
是因为今天斗草获得了胜利。她的双颊又不
由自主地浮现出了笑意。

斗草是古代妇女儿童在春天里非常流行
的一种游戏。就是各自采一些花草，比试谁
的花草种类最多。在《红楼梦》中就有这么一
段，香菱与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
乐。你有观音柳，我有罗汉松，女孩们嬉戏打
闹，非常开心。大观园里女孩儿们斗草的场
景，就与晏殊词中描绘的“巧笑东邻女伴”的
形象重叠了起来。

刚才提到，大观园里的姑娘们在春天以
斗草取乐，其实在《红楼梦》中，还多次提到一
项大家在清明时节非常喜爱的活动——放风
筝。宝玉有大鱼风筝，黛玉有美人风筝，宝钗
放了一串七个大雁的风筝，小说里还提到了
一个带声音的喜字风筝。飞上天空的风筝随
风而鸣，铮铮有声，真的非常奇妙。

在一幅杨柳青年画《十美图放风筝》中，
也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十二个姐妹结伴踏春，
一起放风筝的欢乐场景。画中的人物表情丰
富，服饰华美。她们手中放飞的风筝形式多
样、题材丰富，有老鹰、蝴蝶、骏马等动物造型
的风筝，还有西游记、八仙过海等传说故事题
材的风筝。图中还能找到风筝艺人的创新作
品，立体形态的宫灯风筝，一串宫灯飞入天
空，气势非常宏大。
《十美图放风筝》是典型的杨柳青年画，

使用木板套色工艺，颜色越丰富，制作工艺越
复杂，有几种颜色，就需要对应刻几块板子。
这幅《十美图放风筝》的色彩非常丰富，可见
其制作难度也是很高的。

杨柳青年画的题材范围非常的广泛，尤
其是以反映现实生活为特长，不仅富有艺术
欣赏性，还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也正
是因为这些现实题材的画作流传于世，我们
才能有幸领略到古时春意盎然的时节，少女
们追逐欢笑放风筝的美妙场景。

在清明这个万物都“吐故纳新”的时节，
我们不妨也像画中人一样，在清明小假期，与

家人一同去踏青赏景，放一放风筝，也放飞一
下自己的心情。

提到清明，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杜牧的名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
古代，有两个与清明节的时间相近、习俗相似
的节日，一个是清明前一天的寒食节，一个是
三月三日上巳节。这三个节日逐渐融合，所
以现在的清明节有游春、插柳的习俗，还有祭
祖扫墓等传统。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春分）加十

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一到，气
温升高，冰雪消融，天气清澈明朗，万物欣欣
向荣。人们在这个时候会远游踏青，和大自
然亲近，吐故纳新。放眼天地之间，景清物
明，人的精神也焕然一新了。今天，让我们跟
随南宋诗人，一起感受一下清明春景。

苏堤清明即事
南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
万株杨柳属流莺。

即事，就是歌咏眼前的景物，这首诗描写
了清明时节西湖苏堤的美丽景色和游人游春
的热闹场面。

清明时节，仲春天气，刮过的阵阵清风把
梨花花瓣吹落。游人为了寻找美丽的春天，大
多会选择出城，来到西湖边踏青。到了傍晚，
笙歌停歇，踏青游湖的人们散去，黄莺飞回西
湖边的杨柳树丛中，鸣声婉转，春意依旧。

这首诗从白天写到日暮，将清明时的西
湖景致描绘得美不胜收，把我们带进一片梨

花胜雪、杨柳如碧的景象中。
诗的前两句写白天的春景。首句点明了是

在清明时节，诗人用“梨花风”引出清明春光正
好。天气温暖，微风和煦，洁白的梨花随风飘
落。“游子寻春半出城”句中，一个“半”字，写出了
出城寻春的人数众多，可见西湖苏堤上热闹非
凡。后两句写日暮的春色。作者没有正面写清
明踏青时的景色优美、人声鼎沸，而是通过“梨
花”和“游子”表现春景的美丽，用“笙歌”和“流
莺”展现游春的热闹，人、动物和自然的相处，写
出了大自然的和谐美。游人散去，黄莺飞回，日
暮的西湖成为了禽鸟的“主场”，不禁让人想到欧
阳修《醉翁亭记》中的那句“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苏堤上的万株杨柳随着和煦的春风飘舞，除
了熟悉的“杏花雨”“梨花风”，清明节和杨柳也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古就有“插杨柳”的习俗，
相传是为了纪念神农氏，曾教育人民从事耕种。

清明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温暖清新的
风，唤醒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难怪文人墨客
纷纷留下诗词画作，赞咏美好的春光。

唐代诗人白居易“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
人”的诗句，表达了自己面对明媚春光时的欣
喜。接下来，我们在马远的画作中感受一下
灿烂的春色。

南宋画家马远的《山径春行图》，描绘了
郊外草长莺飞的早春景象，展现了古人踏青
游赏的悠闲。画中临溪的两株柳树交错相
生，柳条抽出了柔嫩的新芽，随风摇曳，像是
刚被春雨冲洗过；柳树下几丛野花，生机勃
发。树下站立着一位儒雅的文士，身穿白袍，
头戴纱冠。他轻捻着胡须，头微微扬起，似乎
沉醉在盎然的春意中。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一只小雀在空中展翅而飞，和它相对的柳枝
上，另一只小雀在啼鸣，似乎是在愉快地歌
唱。文士身后，有一个小童抱琴随行，二人漫
步在山间。远处的山峦，绵延起伏，山峰高峻
挺立，与近处的溪流相印衬。画面中大片的
留白，像是浓雾弥漫在山间，凸显出山径的幽
静深远。

画家勾勒人物的衣纹采用了“钉头鼠
尾描”，起笔时顿笔，收笔时渐提渐收，笔法
劲利，突出衣物的质感。画家用枯笔淡墨
皴出柳树的阴阳向背，再加上浓墨点染，更
显生动。柳树的枝丫参差不齐，柳枝细长
柔润，横斜飘荡，向画面留白处延伸，与空
旷的山景融为一体。

清明时节，杨柳依依、莺歌燕舞、呼朋
唤友、郊游踏青，构成了自然天成的和谐
春光图景。

春分到清明，苦楝、杜鹃、
白流苏、木棉、刺桐，都陆续盛
放，姹紫嫣红，今年的春天是特
别缤纷的。

河岸边只有一棵大凤凰木
还是上一个冬天枯枝杈丫模
样，有点孤凄。

这一株高大的凤凰木，花
开时应该已经到夏天七八月了
吧。最近几日它也感觉到春天
来了，在弯垂又向上仰起的枝
梢顶端冒出了一簇绿色新叶，
迎向曙光，仿佛从长长的睡眠
中开始慢慢苏醒了。

我们有时会忽略没有开花
的树，花期还没有到，看到别的
花灿烂夺目，可以不焦虑、不着
急，安安静静、沉稳内敛，储蓄
自己的生命能量。

要有多么充足饱满的自
信，才能懂得沉默安静。安静
等待自己花季的时刻吧。不招
摇、不张扬，这棵凤凰木一定对
自己七八月将要来临的花季充
满信心吧。

文人自古爱菊花，因为不
争春夏，静静等待自己的秋天，
“一样开花为底迟？”林黛玉的
《问菊》，自赏孤芳，很孤独，却
有自信，也有点自负。

我很爱凤凰花，它是岛屿
夏日的盛艳之花，在蝉声嘶鸣
的炎热里如血点般洒开，美丽
而壮烈。

然而现在还不是它的季节。
春天百花烂漫，却似乎都不及凤凰花如火焰般的燃烧

熠耀。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季，到每一朵花前停留
驻足，学习花季更迭的秩序，赞叹开花的华美喜悦，也学习
不开花时孤独的静默。

夏天，我会回来，看这一棵大凤凰木的盛大灿烂。
云在山脚下一路行走，不疾不徐。一样的云，一样初

夏的清晨，一样峰峦起伏的中央山脉，一样青绿的稻田，
一样的风——想起李白的句子“浮云游子意”，因为没有
急切目的，头脑里没有固定牢不可破的概念，可以一面行
走，一面修正自己，那是我一直向往的“游子”真正的意义
吧……

在欧洲流浪过，青年们都背着行囊游走在大地山野海
域，像一片云，没有急切目的，没有固定答案，可以自由地一
面走一面修正自己。

长时间在池上看云，仿佛是一个重要的功课。回到城市，
听到急切聒噪的声音，常常一个人总是先有了固定答案，再为
答案找理由，用来攻击与自己答案不同的人。我们需要的，或
许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急切答案吧？

感谢那一片云，在语言琐碎聒噪的时候，成为救赎，让
我安静下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知道活着的生命应
该如何不断修正自己。沉默，不疾不徐。

常常想起自己的二十五岁，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流浪，没
有目的，一册诗，一本笔记本，就那样走去天涯海角，今宵酒
醒何处……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杜甫《江亭》诗中的两句：“水流心不
竞，云在意俱迟。”常常看水、看云，知道不和他人竞争的快
乐，领悟慢下来像云一样悠闲的自在。当然不容易，一生也
许只是努力做好一两句诗的生命功课。

江亭
唐·杜甫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

在不同年龄，可能更希望直接做到“坦腹江亭暖”的惬
意舒适，在江边解开衣服让阳光晒一晒久违了的肚皮。一
首短短的诗可以陪伴一生，不同时刻有不同的感受。

再过五天就立夏了。清晨五点多，走在田陌间，看渐渐
醒来的春末夏初的绿，这样绿，慢慢苏醒的青绿。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也许杜甫也领悟过生命

复杂纠结的状态，焦虑、绝望、伤痛，都要过去，陷溺其中，
理不清楚头绪，只好祝福各自生长、各自了结的生命。懂
了生命各自完成的“自私”，看欣欣万物，也可以这样胸怀
宽阔吗？

但是走在田埂上，我还是跳出“江东犹苦战”一句，心里
一惊，知道这样晒肚皮多么奢侈，也多么不安，回首看世界，
也还是不忍。

即便是火种，传承的时间长了，也会热力
下降，变得衰弱，所以必须“改火”。古人选择
在暮春的一天，熄了旧火，钻木生出新火。
“朝来新火起新烟。”内侍们一早从深宫

中鱼贯而出，举着蜡烛，把新火赐给皇帝的近
臣，弄得整个皇城轻烟缭绕——清明到了。

清明是个祭祀祖先的大日子。在前一
天，就要准备好丰盛的酒食，有乳酪、糕点、面
饼，还有鲜花水果。等天大亮了，用担子挑
着，一家人，相互搀扶着，往郊外的祖坟走

去。路上早已行人如织了，沿途小贩们的叫
卖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靠近坟地的野地里，
竟如闹市一般。偌大一个空地上，摆放着各
式各样的，纸做的猪马牛羊、亭台楼阁。
坟茔上杂草横生，因为一年来的雨水冲

刷，几乎要坍塌了，不知名的小动物，已经在
坟包上打了许多洞穴。凄凉的景象，让拜祭
的后人，禁不住要流下泪来。于是一家大小
拿出工具，赶紧修补。
在终于修葺一新后，人们在坟前摆上祭

品，嘴里祷告着，烧起纸钱。纸灰如白蝴蝶般
漫天飞舞开来，喃喃的祷告慢慢带了哭腔，跪
拜一地的家人，终于失声痛哭。哭声勾起了
各自的怀念，一旁小路上的行人，脸上也满是
哀戚，一言不发，低着头匆匆而过。

日影西斜，大人们收拾好杯盏，呼喊着走
远的孩子。死的哀伤与生的欢愉在此刻奇妙
地融合。孩子们聚在一起，抱着一条腿，单腿
弹跳着，捉对儿冲撞，正高兴地玩着“斗鸡”的
游戏。姑娘们也跑到小河边上，仔细挑选着
一根好看的柳条，插在发髻。“清明不插柳，红
颜成皓首”，不插柳条的人，会老得很快。

从郊外往城里走的时候，三三两两放纸
鸢的人，已经割断手中的线，让它飞走。纸鸢
背上的丝弦，发出古筝的长调，渐渐远去。断
线的风筝将带走一切的不如意。城墙外面的
空地上，“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你来我往，
喊声震天。然而并没有多少看客。大多数

人，都在不远的地方，围看一群人“射柳”。装着
鸽子的葫芦，悬挂在随风摇曳的柳条上，射手把
弓拉得如满月般，猛一松手，箭正中葫芦，受惊
的鸽子冲天而起，顿时喝彩声雷动。

穿城而过，隔着高高院墙，常常会听到银铃
般的笑声。因为清明节也是秋千节，年轻的女
孩大多聚在后花园里，向高处荡着秋千。“笑渐
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墙外的少年，
黯然回家。并不是人人都有许仙的好运。正是
清明这天，他在断桥遇见了白娘子。

城里家家户户，早已用面粉和着枣泥，做成
燕子的模样，拿柳条穿着，一串串挂在门楣上，名
为“子推燕”。介子推是随着晋文公逃亡的功臣。
回国之后，因为不愿与小人为伍，躲到绵山。晋文
公放火逼他出来。不料，他宁被烧死，也不肯出山
为官。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人们不忍生火，并称之
为寒食节。寒食节与清明靠得很近，渐渐二节便
合二为一了，甚至变成了清明节的源起。

摘自《光阴：中
国人的节气》，申
赋渔著，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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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十美图放风筝》杨柳青
年画，中国美术馆藏。

图②《山径春行图》，南宋·马远，
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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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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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脑入心的交流
战争年代党救人民出水火，需要

党员奋不顾身去冲杀；和平年月厉行
党的宗旨，党的干部要时刻把为群众
帮困解难放在心上，像毛主席教导的
那样，关心他们的柴米油盐问题。
第二天上班后，工人发现焦裕

禄去了一趟厂部。此后，李培娥上
夜班，焦裕禄的办公室就成了临时托
儿所。不久后的一天，厂里贴出了醒
目的通知：从即日起，厂托儿所开设夜
托，哺乳期上夜班带孩子的女工，可把
孩子送夜托，由保育员照看……
车间有个受过处分的青工，是个出

名的“刺头儿”。有一天，“刺头儿”穿戴
着新买的皮夹克和水獭帽，神气活现走
进了车间。没等他自我炫耀，工人师傅
的讥笑，便像冰雹劈头盖脸砸了下来。
“‘刺头儿’，多整了俩钱，烧得不

知道自己姓啥了！”
“哎呀，挺好的个小伙儿，咋让钱

给整成个两足动物了呢？”
“刺头儿”见自己在车间没有市

场，只好怪叫一声溜了号。
焦裕禄见此情景，痛惜胜过忧

虑。他知道，“刺头儿”受挫之后，便西
瓜皮擦屁股——一塌糊涂。但他技术
不错，上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开了
250元工资。不过，焦裕禄从“刺头
儿”穿皮夹克、戴水獭帽到车间谝能的
举动中，看出了他渴望让人瞧得起，在
车间重拾人的尊严的心理。对这样看
着浑，实则骨子里还想上进的青年人，
必须抓紧帮助他开启心智！
焦裕禄很快成了“刺头儿”的大朋友。

驱散“刺头儿”心里头的迷雾，是从谈
论买皮夹克和水獭帽开始的。工余时间，
焦裕禄找他聊天说：“你技术是拔尖的，能
超额完成任务值得表扬。可有钱不能都
花了，还得考虑成家立业呢！”

焦裕禄热诚随和的话语，肯定中带着
责备，又触及了青年人心中最隐秘的关切，
一石三鸟，打开了与“刺头儿”交流的大门。
“人生的路很长。年轻人在不成熟的

时候，难免会摔跤子。但只要吃一堑，长
一智，挫折就会变成财富，一辈子受用不
尽。要想人看得起，就得自个儿振作起
来，生产上当标兵，守纪上做模范，多为国
家作贡献。这样的骨干，领导和群众都会
高看一眼！”

入脑入心的交流，像针挑灯捻，把“刺头
儿”昏暗的心照亮了，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
他刻苦钻研技术，成为技术攻坚的骨干。

工人姜枫椿是厂里的劳动模范，也是从
旧社会过来的有代表性的技术骨干。焦裕
禄同他谈心时问：“姜师傅，你干活为啥？”

姜枫椿笑了笑，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挣钱养家呗！”

焦裕禄沉默了。每个人头脑中，都有
一台无形但功率可观的发动机。像姜枫
椿这样的老师傅，身上蕴藏着推动生产发
展的巨大潜力。

马六儿接了个大活儿
高掌柜听了沉吟半晌，没说话。
这时，尚先生来了。尚先生问，

小闺女儿在吗？高掌柜说，这儿正
说这事儿呢，一早晨没见她。

尚先生说，我早晨看见了，小
闺女儿好像跟个男人走了，那男
人给她拎着铺盖，拿着东西。说
着又摇摇头，我那会儿也是刚起，
出来只看见个背影儿，还不敢确定
是不是她。

少高掌柜的说，要这么说，就肯定
是了。高掌柜想了想，可这个男人，是
谁呢？尚先生说，是啊，我也寻思，事
先从没听小闺女儿说过。来子没说
话，转身就出去了。

马六儿接了个打帘子的大活儿。
街上有句话，把门上挂的竹帘子

叫“半年闲”。甭管买卖铺子还是住家
儿，挂帘子，都为挡苍蝇蚊子。可天津
这地方四季分明，一到冬春两季就没
蚊子了，还别说冬春，一入深秋天儿也
就凉了，天儿一凉，自然也就不用再挂
帘子。这个下午，马六儿从北大关转
到南门外，又一直绕到宫北大街，也没
揽着一个生意。傍黑挑着打帘子的家
什回来，走过“福临成祥鞋帽店”时，小
福子出来把他叫住了。马六儿认识小
福子，知道他是老朱的儿子，也知道他
当年是跟着他妈让一个外地人拐跑
了，现在大了回来，又从来子的手里把
这鞋帽店要过去了。

马六儿这时一听小福子叫，本不
想搭理，但还是站住了。

小福子已出外多年，走时还小，现

在回来，老街坊都不熟。但知道马六儿
是蜡头儿胡同的，也听人说过，他跟这门
口的人都熟，这时就过来问，打一个竹帘
子多少钱。

马六儿一听要打帘子，赶紧说，都是
门口儿街坊，当然跟外边不一个价儿。

小福子立刻说，别介，越是街坊越不
能让你吃亏，你是指这个吃饭的。

马六儿放下挑子说，帘子打完了，你
看着给。

马六儿这么说着，就觉出不对了。
当初来子打理这鞋帽店时，为了好看，也
上讲究，铺子的门口一直挂的是虾米须
的帘子。自从小福子接手，平时不爱惜，
又不在意，这虾米须子已长短不齐，看着
也破破碴碴了。现在小福子是想让马六
儿给打个竹帘子。但马六儿给谁家打帘
子，都是拆旧打新，有缺帘子条儿的地方
再补几根。可小福子这里没旧帘子，所
有的帘子条儿都得用新的。这鞋帽店的
门比一般住家儿的门又宽，也高，这样一
个帘子下来，就得用不少帘子条儿。马
六儿跟小福子说，咱都是自己街坊，我得
先跟你说明白了，你要打的这帘子，跟一
般的帘子还不太一样，我得先去竹竿巷
给你做帘子条儿，做帘子条儿当然也不
是难事，量好尺寸，去一趟也就做了。

21 43 迎难而上
在《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一

书出版座谈会上，西苑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杨宪金致辞，他表示，冯先生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了一桩文
坛公案：享誉四海、风靡全球的漫画
形象“老夫子”的真正原作者是早已
仙逝的朋弟先生，而非旅美华人王
泽；这使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老夫
子”重见天日，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
不可多得的大众文化精品。

纵观冯朋弟的一生，每一个时期
都令人惊心动魄，也无从躲避，更无法
独善其身，只有融入历史的车轮，一次
又一次拍打在岸边，飞溅成四散的水
滴，然后重新聚拢，再来一次。

我们无法想象冯朋弟在每一个人
生转折的时刻，是如何做出他自己的
抉择，但从他留存下来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绝没有回避任何一次挑
战，他面临每一次挑战时都迎难而上，
左右冲杀，像极了骑着瘦马手持长矛
冲向巨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也像推着
巨石反复上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
地将巨石推到山顶，却一次又一次地
看着巨石从山顶落下，明知道自己一
直做着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却仍旧坚
持，即使巨石最终将会落下，但这滚石
上山的过程更加珍贵。

现实虽然荒谬，但人生勇
往直前！

正像著名作家、哲学家阿
尔贝·加缪所说，“人一定要想
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
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一

个人的心灵……”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讲，中国已有三

部《中国漫画史》，其中分别是李阐的《中
国漫画史》（1978年台北世系出版社出
版）；毕克官、黄远林的《中国漫画史》（文
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0月）；甘险峰的
《中国漫画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5月）。李阐的《中国漫画史》主要介绍了
民国以前的中国古代漫画史，笔者未曾看
过。但在翻看其余两部《中国漫画史》时，
发现这两部冠以“中国”的漫画史，竟然无
一例外地“缺少”朋弟这位中国漫画大师。

毕克官先生曾对自己的《中国漫画史》
为何没有收入朋弟及其作品，做出过一个回
复。在2002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的毕克官著《漫画的话与画百年漫画见闻录》
中，毕克官先生谈了这个问题。他表示：

近期，报刊上引发出了朋弟热。也有文
章批评漫画史研究忽略了冯朋弟。这里，顺
便多说几句。《中国漫画史》是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进行撰写的。当时对沦陷区的漫

画情况可说一点不了解。沦陷区
政治情况复杂，人事复杂，漫画情
况也复杂。我们当时也根本做不
到查阅全国敌伪时期的报刊。因
此，就确定当时写《史》，不将沦陷
区的漫画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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