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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漫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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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漫畫家老九，

用幽默藝術講真善美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
、中國喜劇美學研究所所長
中國喜劇美學研究所所長、
、北京美學會副會長
北京美學會副會長、
、著名漫畫家老九
著名漫畫家老九（
（王九成
王九成）
）的《創意時尚·老九集郵幽

默畫展》
默畫展
》日前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舉行
日前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舉行。
。漫畫中新奇的創意
漫畫中新奇的創意，
，吸引了觀眾的眼球
吸引了觀眾的眼球，
，展出的 120 幅作品廣受好評
幅作品廣受好評。
。人們認為
這些畫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老九先生幾十年的藝術人生和他「
這些畫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老九先生幾十年的藝術人生和他
「非凡做事、
非凡做事、平凡做人
平凡做人」
」的不懈追求
的不懈追求，
，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九愛笑，他的笑很陽光，很親切，正如他的
老漫畫，充滿了正能量。老九在接受記者專訪

時表示，不論是作為漫畫家還是漫畫研究者，自
己的任務就是向新漫畫人傳遞中國傳統漫畫精
神。
本次漫畫展，為了契合北京時尚生活節，
老九漫畫上了酒瓶。老九在酒瓶上推出了一
款品酒的漫畫人設，人物是由幾十個國家的
英文名組成，突出「為世界和平乾杯」主
題，上邊附有老九常用名章。
在老九看來，「藝術需要橫向聯繫，才
能有新的發展。」老九雖「名聲在外」，
但他卻只想做一個平凡的人。他說：「在
藝術上要做非凡的事兒，在生活中要做非
凡的人。」他認為做名人很麻煩，在大眾
面前很拘束，而做平凡的人隨意，自
在。老九這種做人做事的風格，影響了
他的許多學生，也感動了他身邊的很多
朋友。
老九本名王九成。1986 年，開始發表漫畫，獨
創的老九集郵幽默畫，享譽漫畫界、集郵界。迄
今發表漫畫 3000 餘幅，多次在海內外獲獎。出版
有《老九集郵幽默畫》、《老九漫畫集》、《漫
畫紅都》、《中日漫畫比較》等；應邀在國家圖
書館和全國幾十所大學進行過學術講座；在超星
學術視頻上線《漫話漫畫》（15 期），在喜馬拉
雅 FM 上線《講給大家的中國美學》（40 集）；
發表論文《豐子愷漫畫中的人文關懷》（《光明
日報》整版）、《新中國漫畫 60 年——當代漫畫
審美趣味的變遷》（《美育》）等數十篇。

「自學」
漫畫 修成正果

■王九成
接受記者採訪

老九是地道的北京人，1965 年出生於北京房山
竇店村。他從小就喜歡畫畫，那時收音機裡播放
劉蘭芳、田連元等名家播講的評書《岳飛傳》
《楊家將》，評書中愛國忠將勇抗金兵的事跡在
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找來相關的
連環畫學着畫，然後再反覆琢磨和修改，這可以
說是老九在繪畫上的一個起點。
1983 年 9 月，老九考入了北京師範學院(即現在
的首都師範大學)，他在學校主要學的是哲學，可
他卻偏愛繪畫。在上大學的四年時間裡，他經常
泡在圖書館，把所有涉及漫畫的書和報刊都看了
個遍，還作了臨摹筆記。老九的處女作是《——
爸爸，瞧你給我做的作業全錯了！》，這是一幅
反映兒童教育問題的作品，家長對獨生子女過於
溺愛，替孩子做作業。
那時孩子的家長是在文革中長大的，基本荒廢
了學業，但為了能讓孩子高興，就替孩子做作
業，因為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結果全都給做錯
了，惹得孩子又哭又鬧，父親無奈地跪在地上臉
憋得通紅認錯。這幅漫畫主題鮮明，既幽默又有
生活氣息，耐人尋味。1986 年 4 月 5 日，漫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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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
《北京晚報》上發表，這堅定了他在漫畫道路上
走下去的自信心。
漫畫是喜劇的藝術，幽默詼諧的藝術。記者了
解到，大學期間老九還說了四年的相聲，通曉怎
麼幽默、怎麼抖包袱。艱辛勤奮地執着漫畫藝術
創作，從而成就了老九的藝術風格。

創立獨樹一幟的集郵幽默畫
老九藝術人生的第一個個人畫展便是在大學期
間舉辦的。1987 年 6 月，「王九成漫畫展」在北
京師範學院舉行。開幕式當天，漫畫大師華君武
先生也來到了現場。華君武在開幕式上說：「我
為什麼要來，就是因為現在大學生很少畫漫畫，
大學生搞個人畫展的更少，所以我一定要來支持
他。」一個學哲學的大學生舉辦個人畫展很快引
起了轟動。
老九漫畫傾向闡述一些哲理，運用單幅形式直
接「抖包袱」。在此次的展覽中，看老九集郵幽
默畫，會被他那絕妙的構思所吸引，天使拿着蒼
蠅拍拍打法西斯的轟炸機，中國跳水健兒跳出了
大拇指這樣的軌跡，遊客從黃山下來居然帶走了
一片雲……這些漫畫不僅給觀眾帶來了笑聲，更
讓觀眾腦洞大開，帶來了啟迪。
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漫畫界出現了創作「撞
車」現象，作品題材相同、平淡單調，漫畫界開
始討論如何避免雷同化的問題。老九開始思考能
否換一個角度去創作。恰在此時中國出現了集郵
瘋潮，北京師範學院也有了集郵協會，同學們會
在平時聊集郵。
善於「橫向連接」的老九試着把郵票和漫畫結
合。在 1987 年舉辦了個人畫展上，其中就有一組
名為《動物拾趣》的漫畫，它由二十多枚迪士尼
題材郵票組合而成，這應該是老九集郵幽默畫的
雛形。一天，老九眼睜睜地盯着虎年生肖郵票發
呆，突然腦子裡閃出了「黔之驢」的典故，如果
讓一頭驢見到了這幅郵票上的剪紙老虎，竟被驚
嚇，再冠名為「黔驢之鑒」，豈不是一幅很有意
思的漫畫嘛？於是，第一幅老九集郵幽默畫誕生
了。
老九集郵幽默畫作品數量大，涉及面廣，題材

工美大師創新雕刻 賀新中國成立70周年
為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由福建
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福建省海峽民間藝
術館、福建省壽山石文化藝術研究會主
辦的「青藍門徑．福建青年藝術家雕刻
作品展」於日前在福
建省海峽民間藝
術館展出，包括
陳禮忠、潘驚
石、陳明良、葉
子賢、黃文壽、
林飛、陳益晶
等十二位中國
工藝美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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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化傳
承人及其優
秀學生代表
的作品參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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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各異，匯聚了壽山石雕、木雕、陶
瓷、刺繡等不同藝術；既有傳統雕刻的
經典範式，也有時代精神的創新成果。
福建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王來文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參展的老藝術家，寶刀
未老，作品中呈現了扎實的功力和精湛
的技藝；青年藝人，長於思考，勇於操
索，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納中西美學
思想，追求具有時代特徵的審美情趣和
藝術風格，雖部分作品略顯粗嫩，但瑕
不掩瑜。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級非遺項目
壽山石雕代表性傳承人陳禮忠是次作品
是壽山芙蓉石雕作品《紅蓮》.「我運
用圓雕技法，黑色部分雕刻荷葉隨風搖
曳，荷風送香氣。紅色巧雕嬌美紅蓮結
合白色雀鳥，在驕陽的映照下，更顯得
格外艷麗。總體上，我想讓畫面醞釀一
季的姹紫嫣紅，反映楊萬里所言『接天
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詩情
畫意。」而陳禮忠的弟子、青年雕刻家
陳智楠參展的是一幅用老撾石雕刻而成
的作品《或躍在淵》，作品展現龍躍而
上，要麼退於淵中，見機行事即可無
咎，重點在於把握時機。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非遺「德化
瓷燒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陳明良參展

作品《惠女風情》在現場格外吸睛。
「我是利用德化特質瓷泥精心特殊配
製，經1,300多度高溫燒製而成的，寫
實倆惠女抬石頭的情景。瓷質素面啞
光，其中，鏈條斗笠是採用手工傳統瓷
泥編織的，突出局部神態與質感讓作品
線條清晰，形象逼真。」陳明良的弟子
林靈月則取材於傣族「孔雀舞」製成德
化陶瓷作品《心存夢想》。「在表現民
族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時，更多傳達
我們的文化自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這幅作品亦得到陳明良的肯
定，「寫實人物孔雀舞，手工捏
製超薄衣裳孔雀毛，結合德化優
質陶瓷，作品動態優美形神兼
備，如若在腰間弧度誇張大點，衣
裙連接順斜線些會更加完美。」
王來文稱，雕刻藝術根在民間，魂
在匠心，重在傳承。 「青藍」，源於
「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門徑」，學藝入門之路，有師
徒間的結對、傳承之意。
該展在探索師承與發展的同時，亦在
第 35 個教師節前夕表達對老師的感激
之情。「『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
為時代明德』也是這次參展作品的又一
亮點。縱觀整個展覽，或表現建立新中

■陳禮忠作品
陳禮忠作品《
《紅蓮
紅蓮》
》
（芙蓉石 46
46×
×23
23×
×31
31cm
cm）
）

廣泛。老九漫畫作品不是一味辛辣嘲諷，而是樂
觀向上、豁達幽默、引人進取。針砭時弊，通俗
易懂，環保、愛情、健康、人與自然，積極正
面，有一種引人發奮向上的正能量。畫如其人，
以幽默、詼諧和機智見長的老九漫畫，其實就是
畫家本人那整天樂呵呵的性格和智慧在他作品中
的表露和折射。
老九不僅用漫畫講述真善美，通過這些漫畫抨
擊假惡醜，樹立積極的人生觀，挖掘出漫畫背後
更多的深層次價值和含義。還積極策劃展覽傳遞
正能量，老九曾牽頭帶領團隊采風，精心創作了
《漫畫紅都》。是我國第一部以毛澤東等革命領
袖為主人公的敘事漫畫，它反映了瑞金 1929 年至
1934 年革命歷史。還曾策劃「紀念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 70 周年中外漫畫經典作品展」，在漫畫
領域縱橫馳騁。

出書立傳 傳承漫畫精神
老九是漫畫家，亦是漫畫研究專家。去年，他
為百歲漫畫大師方成著書立傳，以期傳承老漫畫
人的漫畫精神。在老九看來，方成的諷刺精神如
一貫徹，不管是改革開放之前，因為工作需要，
成為「畫外國總統最多的人」，還是改革開放
後，更加民主的政治環境下轉為畫時事諷刺漫
畫。方成的漫畫不僅有「幽默感」而且「有思想
性」， 老九說：「方成的諷刺，不是板起面孔教
訓人，而是『笑裡藏刀』，找出讓人笑的地方。
讓你看過之後笑，笑過之後想。」
觀照當下的漫畫創作生態，老九痛心疾首地指
出，與老一輩漫畫家相比，現在最缺乏的就是思
想性，不夠有深度。作為大學動漫專業研究生導
師，多次擔任動漫節評審，他從根源指出，「現
在漫畫從業者多是專業教育下的學生，接受的是
技術的訓練」，他說，藝術需要技術，但藝術絕
不是技術。
當動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產業，他不否定產業
化，但是認為「文化產業不能不賺錢，也不能光
賺錢」。他說，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把藝術當成
買賣，導致缺少工匠精神。藝術不是快餐文化，
必須要追求藝術性，警惕庸俗化。

寧夏攝影師季正參展2019國際影會
日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寧夏攝影家協會獲悉，
「2019 第八屆大理國際影會」在雲南省大理古城
開幕，來自國內各省市攝影家協會和美國、英國、
法國、挪威、韓國、土耳其、新加坡等國的攝影節
主席、機構負責人參加了影會活動並帶來作品參
展。而寧夏攝影師季正的一件作品《加油》，從上
萬張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展「100 張最美面孔」板
塊。
作品《加油》拍攝於馬雲鄉村教師獎盛會期間，
馬雲正在為全國 100 位獲獎的鄉村教師授課，期間
他做了兩次加油的動作，第一次被攝影師看到，第
二次被拍到，在乾淨的背景中，犀利的眼神、誇張
的動作，這張面孔讓我們感受到的，是攝影技術
的高妙處理下，被攝人物眼神中透出的力量感。今
日頭條圖片運營總監嚴志剛評論：「角度和瞬間獨
特，出人意料。」據瞭解，大理國際影會目前已經
成為落地於大理的國際性影像盛會，以「影像看世
界，典藏看大理」為核心理念，曾被國家旅發委與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評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十大節慶
活動之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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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艱苦歷程，或頌揚新時代取得的新
成就，或師者，或徒兒，作品無不呈現
出繼承與發展、個性與共性、個人與時
代的關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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