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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那位被遗忘的美术大师
叶永烈遗作

首版将于6月面世

著名作家叶永烈5月15
日9时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
病逝，享年80岁。他的远行，
引发众多读者缅怀。

叶永烈以高产著称。有
人统计他一生出版180多部著
作，逾3500万字。从11岁起
发表作品，19岁写作第一本书
起，出版过180多部作品。在
叶永烈的写作版图中，被世人
所熟知的，有两个大标签，一个
是“科普”，另一个是“纪实、传
记”。早年，他是有名的科普作
家，20岁作为主要作者出版
《十万个为什么》，21岁创作科
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畅
销全国，影响几代人。有人问
科幻作家韩松，叶永烈对他有
什么影响？韩松的回答是，“他
带来了科幻的火种。”

见证名人的传奇
风驰电掣的科幻创作黄

金时代，呼啸而过。叶永烈之
后转型进行纪实文学写作，为
很多重要人物写过传记。写
出了《陈伯达传》《走近钱学
森》等大量名人传记作品。他
采访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
述历史资料，还形成了相当规
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成为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
始文献。让人惊讶的是，叶永
烈的写作触角还不止于此。
2015年，他又从纪实文学转向
长篇都市小说的创作，完成
135万字的“上海三部曲”：《东
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
美丽》。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
中，叶永烈理性地建立了完善
的个人创作档案，各种文稿、
书信、照片、采访录音、笔记等
均分类保存，总体数量足以装
满一卡车。叶永烈生前将多
年来积攒的手稿等文献都捐

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这批数量
庞大的捐赠文献，以“叶永烈
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他曾
对媒体笑言：“在我辞世之后，
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
图书馆找我！”

2016 年 1 月，在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叶永烈携他的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
的历史侧影》出现在新书发布
会上。这本书都是叶永烈以
直接交往中的第一手资料写
成，集数十年采访政坛名人、
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如中国
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
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

“童话大王”郑渊洁、“ 三毛之
父”张乐平、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些名人
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
即逝的历史瞬间。

还原历史的真相
时隔4年之后，封面新闻记

者从天地出版社获悉，虽然身体
状况已经不好，但叶永烈在患病
之际，还不忘对《历史的绝笔：名
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进行修
改。只是他未能赶上看到今年6
月份的最新修订版。

此次《历史的绝笔：名人书
信背后的历史侧影》的修订再
版，更正了许多初版未发现的
细节错误，涉及地名、时间、人
名等主要信息均再次进行了严
格的查证。全书分6篇，共82
篇文章，分别讲述作者与众多
长者、作家、艺术家、历史人物、
科学家和海外人士的书信往来
以及书信背后的人与故事，用
大事亲历者的回忆还原历史的
真相。作为《历史的绝笔：名人
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的姊妹
篇，《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
后的如烟往事》则是首次出版，
分5篇，共54篇文章，分别讲述
作者与众多作家、艺术家、历史
人物、科学家和海外人士的书
信往来以及书信背后的人与故
事，用大事亲历者的回忆还原
历史的真相。

在这两部作品中，叶永烈
以自己交往、采访中的第一手
名人书信为媒介，讲述这些书
信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罕为
人知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也
都是一篇人物特写，揭示了大
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物的悲欢
命运，以及各种各样的名人风
采，同时也重现了隐藏在书信
里的时代风云。叶永烈善于
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用
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记
下一段段或波折、或坎坷、或
激荡的人生故事，将那些年、
那些人的那些事儿娓娓道来，
形成回荡的历史绝响和厚重
的历史绝笔，既有微笑，也带
着泪。通篇感情丰富、流畅，
史料真实可信，具有浓重的历
史感和时代情怀。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画家张
仃曾说，中
国现代美术
史存在着一
个大漏洞：
主要篇幅用
于叙述正统
艺术与艺术
家，中国画、
油画，齐白
石、张大千、
徐悲鸿、刘
海粟。但大
批杂志画家
却被忽略，
尤 其 是 漫
画、插图、装
饰画、实用
美术很少介
绍。

事 实
上，以张光
宇为代表的
上世纪 30
年代一批老
艺术家的作
品，曾深入
千家万户，
其社会影响
之大，较之
中国画、油
画有过之而
无不及。张
仃认为，张
光宇应与齐
白石、黄宾
虹并列，各
代表着一种
主要的美术
流派，是开
派大师，“中
国现代美术
中，应当齐
（白石）、黄
（宾虹）、张
（光宇）并
重”——这
是我们研究
中 国 美 术
史，甚至可
能影响中国
美术未来发
展的重大课
题。”

一
张光宇是谁？

张光宇是谁？张光宇是国产经典动画片
《大闹天宫》人物造型创作者，中国现代设计艺术
奠基人，中国大众美术、商业美术的代表人物。
其作品形式感极强，其艺术风格被称为“毕加
索＋城隍庙”，是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民间艺术
的无痕融合。张光宇曾深刻影响了叶浅予、丁
聪、张仃、黄永玉、韩美林等一大批画家，开辟了
中国现代美术新路，是“一代漫画家的领路人”。

有人曾问过著名漫画家丁聪，如何用一
句话评价张光宇？他想了一会儿说：“这么说
吧，与他相比，我小丁就算不上是画家！”

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张光宇却不为大
众所知。郁风认为张光宇是一艘“满载宝藏
的沉船”。张光宇在长时间被遗忘，可能与
中国商业美术不发达，传统思维的影响有
关。其实在现代国家，商业美术、装饰美术、
设计艺术早已独领潮流，是艺术中最具有活
力的组成部分（如美国安迪·沃霍的作品）。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来了解张光宇，有着特
别的意义：为我们已经初见疲态的中国美术
增加一些活力，也让已经对艺术渐生厌倦的
读者振奋一下精神——我们曾经有过这样
美妙的作品，这样有趣的艺术家。

张光宇生于1900年，无锡人，其父是位
中医。因家境贫寒，他十五岁去上海一家杂
货铺当学徒。店铺对面是有名的“新舞台”，
他一有空就溜进戏院去，到后台看演员化妆，
看张聿光画布景，后来干脆拜张聿光为师，专
心学画。耳濡目染，迷上京剧，有戏必看。那
时刚有京剧唱片，很时髦。经人介绍，张光宇
替唱片公司绘制唱片外套，挣点外快。画面
都是名角表演身段和脸谱图案。从此入行，
与出版打了一辈子交道。那时正值五四运
动前夕，上海文娱界很活跃，张光宇得以大显
身手。他帮忙编绘《生生画报》，为《紫萝兰》
月刊画封面，画月份牌年画，还动手编印了一
份《三日画报》。他去舅父开的小印刷铺里帮
工，学得不少印刷知识。时间一长，交游渐
广，尤其与画画的叶浅予、黄文农、鲁少飞、王
敦庆等趣味相投，经常聚会。1927年他们在
丁悚（丁聪的父亲）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漫画
团体——“漫画会”。

二
神笔马良是经典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张光宇先
到香港，后到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
美工师，前后近三年。其间，他创作了多达
七十多幅的连环画《林冲》，其“造型、构图
简洁明快、方圆相济，达到‘简’不能再‘简
’、‘练’而不能再‘练’的极致。虽是小书，
其艺术水平比之同时代大师之作不逊色
（叶浅予）。”1945年秋天，张光宇用四个月
时间画成一部连续漫画——《西游漫记》，

共有六十幅的彩色作品。每幅画下方，由
张正宇手写画面解说。《西游漫记》借西游
故事，反映了陪都重庆的官场万象，先后在
重庆、成都两地展出，以其内容的尖锐深刻
和艺术形式的高妙新颖，引起强烈反响。
之后他到香港继续编辑漫画刊物，并创作
了数十幅《水泊梁山英雄谱》。这些梁山人
物，在他笔下，性格各异，线条优美，极具装
饰风和金石味，成为又一部杰作。

1949年张光宇携全家到北京，在中
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授；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成立后，又到该校任教。他是中
国装饰绘画学院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教
学之外，他画漫画、壁画、水彩画，参与设
计国徽，绘制邮票、进行书籍装帧，设计服
装和家具式样，还搞过舞台装置、电影布
景，甚至设计重大节日游行队伍队形；他
参与设计造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在
《西游漫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受到观众
的极大喜爱，并赢得国际声誉；他于上世
纪50年代创作的《神笔马良》《孔雀姑娘》
《杜甫传》等插画，“是中国现代插画艺术
最出色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1965年，他因高血压病逝世。

三
影响了几代画家

2020年5月，由世纪文景和活字国际联
合推出一套《张光宇小集》，精选《西游漫记》
《水泊梁山英雄谱》《民间情歌》等张光宇代
表作，全方位展现张光宇在绘画、封面设计
领域的艺术魅力。由两位执着的张光宇研
究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薇和
三联书店副编审黄大刚担任编者。编为三
册，并附夏衍、黄苗子等人回忆文章《彩笔千
秋》为别册。全方位展现其在连环画、插图、
漫画等领域的艺术魅力：第一卷《水泊梁山
英雄谱》，第二卷《民间情歌》，第三卷《西游
漫记》，别册《彩笔千秋》。更为珍贵的是，书
中收入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从原作复制的。

张光宇受新出版的明代作家冯梦龙编
辑的《叙山歌》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开始
创作线描画《民间情歌》。先是在《时代漫
画》连载，两年后出版单行本。这本薄薄的
小册子，以其深厚的民间风味和崭新的艺
术形式，影响了几代画家。画家叶浅予说：

“《民间情歌》不仅显示他（张光宇）对中国
民间版画所下的功夫，并在造型方面透露
德国画家的严谨精神和墨西哥画家珂弗罗
皮斯的夸张手段，方是方，圆是圆，达到造
型纯熟之境。既简练又饱满的超完整性，
与民间版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水泊梁山英雄谱》是上世纪40年代
的作品，画风受明代绣像插画与民间木刻
年画的影响，既有写实主义，又有浪漫主
义，既传统，又现代，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人
物肖像画。张光宇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
1945年创作的《西游漫记》。这是一部犀
利的漫画连环画，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艺
术里程碑。这部作品最好地证明了张光宇

“开创了被称之为装饰艺术其实是中国式
现代艺术的画派（黄苗子语）”。“小集”还包
括了《费宫人》《杜甫传》《林冲》《神笔马良》
等作品，以手帐本的开本呈现，采用裸脊锁
线装订、彩色印刷，可完全摊开，阅读体验
极佳的同时也能更完整展现张光宇的作
品。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