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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河湾记忆 ○ 惜珍

弄堂里的书局

● 文博掠影 ○ 施泳峰

海派绘画百年历程

曾经陪伴并滋养了几代人的少
年时光和成长岁月的连环画是上海
人的集体记忆，它被称为小人书，是
许多上海人的精神食粮和无法忘却
的生命记忆。我在《白眼的小人书
摊》一文中写过童年时看小人书的场
景。不过，上海小囡未必知道自己痴
迷的小人书就诞生在他们从小生活
的石库门弄堂里。著名的老连环画
家钱笑呆曾这样回忆：“那时的北公
益里是连环画出版的集中地，我踏进
了地面不平的弄堂，最使人触目的，
是一眼望不尽的书局招牌，只可惜有
些招牌上的字，被悬挂着的衣服、被
单、尿布等遮盖了。”钱笑呆所说的北
公益里就位于苏河湾的蒙古路上，这
条简陋的石库门弄堂就是后来走向
全国各地的连环画的发祥地。

蒙古路是苏河湾地区一条不起
眼的老马路，它东起西藏北路，西至
大统路。这条路辟筑于1914年，东段
曾称北公益路。筑路前后，马路两侧
建起大批石库门里弄住宅，其中就有
北公益里、森荣里、乐安里等，路上还
有民强小学校、志诚女学校、惠民学
校等5所学校。马路两端分别有更新
舞台和闸北大戏院，还有许多商店。
虽不到500米，却是一条既有市井烟
火气，又有浓郁文化氛围的马路。
1932年前后，上海连环画出版商已有
30多家，众多的书局和出版商云集在
蒙古路北公益里，几乎呈野蛮生长之
势，店多成市，遂使这条石库门弄堂
成了中国连环画出版业的发祥地，小
人书的称谓也是最早从这里出现，并
沿用至今。

连环画的诞生和上海城市的发

展息息相关。上海开埠后，资本和人
口大量涌入，新的城市文化也随之兴
起。为满足日渐扩大的劳工移民和
文化程度不高的低收入市民群体的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连环图画应运而
生。1925年，位于上海闸北虬江路的
世界书局率先推出了我国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套连环画册，并在书内印有

“连环图画是世界书局所首创”的文
字。这套石印连环图画共有五部，全
部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分别是《连
环图画水浒》《连环图画西游记》《连
环图画三国志》《连环图画封神榜》和
《连环图画岳传》。这五部连环画作
品篇幅宏大，印刷装订整齐，每部作
品还配有硬套函装，并在封面印上

“男女老幼，娱乐大观”八个字。这是
第一次用“连环图画”作为正式名称
面世。这套连环图画的主要绘画者
是陈丹旭，当年他才20余岁，采用的
是国画笔法，画风细腻、工笔传神。
陈丹旭画的《连环图画三国志》分24
集，每集32幅图，总计700余幅图，问
世后轰动一时，人们争购传阅，一再重
版。陈丹旭成为中国第一位连环画画
家，当年，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连环图画流行起来后，人们看到
的是一种既有文字又画满“小人”的
书，于是被形象地直呼为“小人书”
了。小人书的名字形象生动亲切，充

分体现了市井文化的智慧。当然，连
环画这个名字更有内涵，因为这种书
是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把一幅幅图
画连贯起来，按照先后顺序来表达故
事的前后过程，称之为“连环画”更能
展现出它的特征。相比戏曲、电影这
些当年尚属奢侈的娱乐，小人书显得
更经济、更亲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
里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通
俗大众媒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
话、小说、戏曲、说唱，以及民间故事
等，借助连环画得到广泛传播。同时，
上海通俗小说的流行和繁荣也为连环
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改编来源。1928
年以后，一家家连环画出版书局如雨后
春笋般在苏河湾地区滋生崛起，并从这
里迅速走向全上海和全国各地。

当年北公益里弄堂上方招摇着
数不清的书局招牌，如庆记书局、文
华书局、民众书局等，这些书局看上
去名气不小，却大多是些小作坊，属
于夫妻老婆店，至多雇用一两个伙计
或带一两个学徒。每家书局所在的
石库门里除了卧室外，不论是客堂、
厢房，还是灶披间，所有墙面一律排
满从地面直到楼板的书架，划分成一
格格的小书架内排满了供书商选择
的连环画本。连环画创作过程便是
在这种作坊式的画店完成，连环画作
者受雇于店主或画家，拜师傅学艺并

为师傅服务，并出现了职业分工和流
水作业的生产模式，画人物的、画背
景的、画衣饰的、配文字的，各司其
职，分工协作。当时一些著名的连环
画家都有一套自己的创作班底，如，
画家沈曼华自己主要负责画面的构
图和主要人物的绘画，其他的配景和
场景等则由其合作伙伴或徒弟完
成。简陋的出版环境决定了连环画
迥异于各大书局的草根出身。不过，
这种方式已经多少具备了法兰克福
学派所谓“文化工业”的雏形。

当年，连环画呈现出一派繁荣景
象，连环画广告也做得噱头十足。
如1934年曹涵美创作的长篇连环画
《金瓶梅》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汇印
出单行本。金瓶梅是中国明代长篇
白话世情小说，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
之首。这则广告写道：“文固奇书，画
也佳作。读曹画，不读原文则可，因
已传神得一目了然；不读曹画，读原
文，则不可，好比瘾未过足也。”这个
广告语充满了劝诱与煽动，勾起了许
多读者想要阅读这套连环画的欲望。

为了让一部连环画发挥最大收
益，出版商们常常模仿说书艺人，每
到关键处便戛然而止，一句“欲知后
事，且听下回分解”吊足读者胃口。
这种连环画每套多达几十本，一天一
本，每天分册出版，读者像如今追剧
一样追着看，出版商出版小人书的时
效性和高效率可见一斑。那时许多
连环画画家为了方便与北公益里的
书局联系，沟通信息，及时交稿，大多
选择在北公益里附近的蒙古路上租
下一间亭子间居住，钱笑呆、沈曼云
等连环画名家都曾居住在这一带。

这些天来，时不时听见窗外楼
下有熟悉的“喵呜喵呜”声，不像是
饥饿或叫春。昨日邻家女主人来唤
我爱人与她去同一楼层另一户人
家，说是看看小橘，我这才想起年前
她收养的流浪猫小橘被那户人家的
老夫妇抱养了。之前听说老夫妇原
也养了一只黑猫，只是不明白何以
整日拴着条链子，要么干脆就关在
笼子里。不一会儿工夫，爱人回来
对我说，小橘被隔壁抱回家了；是保
洁阿姨告诉她们，底层门厅放了猫
窝、猫砂盆，老夫妇家那两只一黑一
黄的猫咪散养了。因为平时走的不
是同一个电梯门厅，忽远忽近的“喵
呜”声声，之所以让我听来如此熟
悉，正是小橘。

小橘当然晓得是老主人在惦念
它、四处找寻它，风一样地奔到老主
人跟前，不停地蹭啊蹭的，回到温暖
的屋内，像个出外打工揾食的，好不
容易得以返乡，不再是熟悉的陌生
人，这该是自己思之梦之终于归来
的家。小橘当然也记得我们，瞪大
着漂亮的琥珀色明眸，任人爱抚，看
它脏兮兮瘦成黄鼠狼一般的身形，
说起小橘在外那些日子里天特别寒
冷，爱人的眼眶湿润了。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第一趟抱
养的小猫。小学毕业那年寒假，我
在住母亲工作单位旁边的猫娘娘家
看中一只出生一个月大的“雪地拖
枪”。独居的古稀老妪，一辈子未婚
嫁，喂养的猫有几十只，是远近闻名
的猫娘娘。猫娘娘不卖猫，只是收
取几斤粮票，常有问她要小猫的，她
也不轻易送人。那次她特地先来我
家，边查看环境，边连连叮嘱我：“养
小猫勿能光凭一时兴趣欢喜，或者
为了要伊捉老鼠就让伊饿着，侬要
像对待小囡一样爱护伊、宝贝伊
……”送我的小猫，她取名小美丽。
我抱回小美丽那天，猫娘娘专门陪
着我一直送到家里，见我母亲准备
好了平常人家焐饭的稻草窝，用作
保暖的猫窠，在晒台上放置了猫灰
盆，她开心地教我怎么引导小美丽
哪儿吃饭、哪儿上厕所，反复叮咛之
后，恋恋不舍地离开。

每天一清早，我先到附近菜场
的鱼摊上买2、3分钱的小杂鱼，营业

员有时会剪几条带鱼尾巴，有肉的
部分多剪一点送我。小美丽最喜欢
吃我用小铁罐煮熟的鱼汤拌饭。每
天上学时，它一步一停地送我到楼
下门口；放学后，我一拐进后弄堂，
老远就能见自家三楼晒台上探出一
颗小脑袋望着我，迅即下到楼梯口
迎候我，我背着书包上楼，它一步一
跃紧紧相随。小猫当然调皮贪玩，
常常跟我捉迷藏，房子尚未归还我
家时，住二楼的那家老夫妇居然说
是小猫脚步声大，影响他们休息，硬
要我母亲将猫送人。母亲不肯。有
一天我早上起床后发现小美丽不见
了，在学校根本没心思听课，一放学
就满弄堂找；一连两天下着大雨，我
撑着伞，边走边唤，跑遍了寿祥里及
周边几条大小弄堂，不见小美丽身
影。第三天傍晚，有人找上门来告
诉我母亲，说她家灶披间的煤饼堆
深处躲着一只颈上挂着红绳小铃铛
的猫咪，不会是野猫，我赶紧跟去寻
看。果然，一踏进门，听见了多么熟
悉的轻声“喵呜”。见到是我，浑身
几乎"墨彻乌黑"的小美丽一下子跃
入我怀里。回家不过半年，不晓得
它吃了什么不该吃的，每天蜷缩在
猫窠里痛苦呻吟。我放学回家做作
业时，它总要起身趴到我双膝上。
那天，它挪不动脚步了，仍想跃上我
的怀中，小爪子在我腿上划出两道
血痕。次日早上我再没见着小美
丽，母亲上早班前发现它已经没有
了声息，遂用纸盒子封上后带回单
位，托一个老师傅找一处街心花圃
悄悄埋了。

我不敢告诉猫娘娘，不愿相信
小美丽的死与邻居有关。小美丽是
一只聪明可爱、善解人意，甚至可谓
洁身自好的小猫。每次不及时清理
灰盆，它宁愿憋着朝你“喵呜喵呜”
使劲叫唤，也绝不将就半分。猫娘
娘去世那年，我在解放日报《朝花》
副刊上写过一篇《猫娘娘》，这也是
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几十年过去
了，小美丽一直就在我快乐的少时
记忆里。我问爱人，如果我家四个
小家伙混在百多只猫群里，能否一
下就分辨出自家的“喵星人”？她不
加迟疑答曰：“当然能，自家小囡，熟
悉了我们的声音。”

● 都市物语 ○ 何振华

熟悉的声音

今年是癸卯兔年。看到小白兔
那机灵敏捷、招人喜欢的模样，不禁
让我想起大白兔奶糖。“大白兔”以
浓郁的奶味留存口腔齿间。作为中
国最知名、最受人们喜爱的糖果，陪
伴了无数人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最
初人们因其香醇的奶味与简单好记
的名字而记住它，如今随着“大白
兔”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让孩子吃

“大白兔”已经成了一种本能享受。
大白兔奶糖不仅是中国名牌和中国
驰名商标，而且产品更是经销全世
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市
场经久不衰的大众宠儿。

1971年，我在古城开封服役，
战友们对我这个上海兵宠爱有加，
主要是上海产的轻工业品和食品在
当地久负盛名。连带我这个上海兵
也因此沾了不少光。那时，连队经
常在操场放电影，故事片前面一般
会放领导人在上海陪同外宾游览的
新闻片。说来也怪，一放这个，就会
有战友扭脸朝我看，弄得我怪不好
意思，俨然我成了连队的上海形象
代言人。

这个形象代言人可不好当，首
先你要介绍上海的特产。那年探亲
回家，我特地到淮海路长春食品商
店，花了我两个月津贴，一下子买了
五斤大白兔奶糖，连队五十来号人，
每人4颗。战友们直夸：“真香，好

甜。”战友们来自五湖，会夸自己家
乡食品如何如何好。久而久之，会
滋生地域观念。指导员见状，认为
这不利于团结。于是想出一招，让
评委来品尝打分。于是，桌面上摆
上郑州的高粱饴，开封的奶糖，唐山
的花生轧糖，成都的麦芽糖，上海大
白兔奶糖五种糖果，五位评委蒙上
眼，尝过一种，便写出味觉体感，最
后打分。最高十分，最低五分。

战友们评价——高粱饴：黏黏
的高粱味；开封奶糖：浅浅的奶香
味；花生轧糖：扑鼻的花生味；麦芽
糖：清香的麦芽味；大白兔奶糖：浓
郁的奶香味。前四种纯属农产品的
粗加工，5分至8分不等，最后一种
则是中西合璧深加工，10分。

见战友们这么夸“大白兔”，我
心里美滋滋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以后到上海出差，我都记着买几斤

“大白兔”，让战友们的嘴边存有奶
香。河北籍小贺要在连队办喜事，
悄悄托我买大白兔奶糖，于是一封
信告知家中兄弟，让他买后邮寄过
来。记得分发喜糖环节，战友们喜滋
滋地嚼着“大白兔”，连连称赞“好糖，
好糖”。将喜庆的氛围推向高潮。

上海大白兔奶糖诞生于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
年，“大白兔”奶糖也是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的献礼产品。

● 风味人间 ○ 薛鲁光

大白兔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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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程新六

白色鸢尾花 （油画） 何振浩

惊蛰这天，天气晴暖，恍若初夏，
并没有打雷，蛇虫百脚应该还没有醒
过来，我却在阳台上惊见一只壁虎。

老房重新装修已近尾声，阳台上
还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尘屑满
地，我拿着簸箕和扫帚开始整理。冷
不丁，从木条堆里爬出一只壁虎，深
褐色，约有十多厘米长，瞪着两只硕
大的眼睛，似乎在左顾右盼，随时准
备逃遁，我急忙用扫帚趁势把它扫进
簸箕里，再用扫帚轻轻地压住。

我想了起来，前些年，钟点工小
刘在阳台花坛里随意丢了几颗爬山
虎种子，没想到爬山虎枝繁叶茂，数
年后窜上十楼窗棂，画出满墙的绿意
和清凉，赢得邻居们的喜爱。我曾查
阅过有关资料，爬山虎具有温控调节
作用，对墙壁不会造成漏水等损害，
但可能会招惹爬虫，其中就提到了壁
虎。确实，有一次我在书房弯腰插电
脑接线时，一只浑身透绿的小壁虎蹦
跶了出来，转眼间又消逝不见，我没
惊扰它。

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称“守
宫”，以捕食蚊子、苍蝇、飞蛾等为生，

对人有益无害。现在有些市民把蜥
蜴、壁虎等当作宠物豢养。惊蛰这
天，我在阳台上清扫时，因没有心理
准备，且这只壁虎比原来小壁虎要大
许多倍，貌似蛇的模样，心里还真有
点害怕，赶紧轻手轻脚地乘电梯下
去，把壁虎滑到草地上。壁虎伏在枯
叶上，一动不动，颜色与枯叶极为接
近。等我转头再看，壁虎倏然消失，
揉揉眼睛，还真的不见了。

我不知道这只壁虎是否是原来
的那只小壁虎？按照昼伏夜出的习
性，当我酣然入眠时，壁虎大概在辛
勤捕捉害虫吧？从书房到阳台，毕竟
有段距离，它是自己蹦跶到阳台，还
是被杂物裹挟着到了阳台，我全然不
知道，也早就忘记了它。在惊天动
地、抽筋扒皮的装修过程中，壁虎又
是如何一次次躲过铁锤电钻、纷沓脚
步的威胁，顽强生存到现在，我还是
茫然不知。壁虎这个小小生命，在惊
蛰这天，居然与屋主重新见面，却已
是缘尽而散之时。遗憾的是，慌乱
中，我忘记留下一张它的照片，只好
留存在记忆里了。

● 生活圆桌 ○ 王智琦

惊蛰见壁虎

自19世纪中期开埠以来，上海一
直是我国重要的前沿城市，繁荣发达
的商业经济不仅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
人才，而且铸就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的风格气度。自上海开埠以来，江浙
一带的书画家纷纷来到上海鬻画维
生，海派绘画由此形成，比如吴昌硕、
蒲华、虚谷等。

海派绘画引领一代风尚，绵延一
百多年，各种艺术风格都曾在上海这
片热土上融会碰撞，来自全国各地的
画家们在上海实践各自的艺术理想，
并将一颗颗艺术的种子散播到远方。
海派绘画的辐射范围究竟有多广？从
江苏、浙江，到北京、西安、广东、香港，
甚至日本，都或多或少受到海派绘画
的影响。

海派绘画的流变期很长，辐射的
地区也很广。由于海派绘画本身就有
来自江浙文人画的传统，再加上在上
海取得成功的画家们的传播，海派绘
画首先影响的就是江浙地区。20世
纪20年代，只要是在上海举办过画展
或与海派绘画有接触的画家，大都能
在本地高人一头。上海吸引了江浙一
带几乎所有的优秀画家，与海派绘画
有渊源并影响全国画坛的画家有很
多，他们或从上海的美术院校毕业，或
曾是海派绘画风云人物，或担纲过各
地美术界的重要角色，尽管他们的画
风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各自努力地铺
展开海派绘画的外延。

1949年之后，上海的美术创作从
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海派
绘画的画家们开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新时代主旋律的创作当中，用绘画作
品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参加社会
主义建设等社会新面貌。新中国的海

派绘画创作在时代发展中获得更新与
新生，现代人物画、城市山水画、农村
风景画等主题性创作“百花齐放，推陈
出新”。海派绘画的画家们在反映社
会主义新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也创作
了许多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花鸟
画、风景画、静物画、连环画，以及传统
戏曲故事画，既充满城市生活的烟火
气，又有着高雅脱俗的艺术审美情趣，
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了温馨、甜蜜和
慰藉，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派绘画
作品更是随着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油
画雕塑创作室等专业平台的相继建立
发生新的转变，根植生活，以写生为基
础的中国画改革带动了笔墨技巧的改
进，赋予了海派绘画的新生，在现代人
物画、城市山水画、农村风景画的表现
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工人为主
体的业余版画创作为上海工业建设刻
录下了岁月的印痕。主题性创作推动
了上海油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
合，形成富有个性的艺术面貌。

改革开放为上海的绘画创作带来
空前活跃的探索气氛，从老画家到青
年美术工作者都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
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海派绘
画被重新提起，上海理论界对海派绘
画的缘起与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研
究，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被赋予更为积
极的含义。1979年举办“十二人画

展”，这次展览发出了艺术创新的先
声，探索了绘画艺术的形式美，把对形
式的探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海的美术创作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1986年“海平线绘画联展”在上海美
术展览馆举办，这次展览鼓励上海的
年轻画家发挥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
的风格，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审美
和对艺术的追求，构成了一曲情绪跌
宕的美术交响乐，传递出时代之光与
城市之光交相辉映的上海艺术之光。
此后的每一届“海平线”展览都在探索
与创新，拉大参展范围，拓宽作品样
式，成为上海美术界最重要的品牌展
览，当年参展的青年画家后来都成为
上海美术界的大师，成为上海美术的
中坚力量。可以说海派绘画与海派文
化的创新精神，是流淌在上海美术血
液基因里的。

20世纪早期，风云激荡，海派绘
画的画家们在继承以传统经典文人画
为标识的“江南文化”基础上，发展出
融合时代新元素的“海派文化”。新中
国成立后，海派绘画的画家们积极响
应社会主义新时代主旋律的召唤，孕
育出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目标的新中
国美术创作。改革开放以后，海派绘
画的画家们广泛吸纳借鉴各种现当代
艺术流派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催生出
各种精彩纷呈的文化艺术产品，让上
海成为人们心目中勇立潮头的文化前
沿阵地。

上海以开放多元的格局形成的城
市文化特质，其不愿跟风的习性构成
了海派绘画“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
秉性赓续。从百年前江浙画家汇聚上
海造就海派绘画的新风，到如今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在美术事业上形成的繁
荣格局，都能说明上海的求新求变以
及勇于探索。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大展
“艺术百年·光风霁月——上海近现代
美术作品展”展陈中，参展的200多幅
美术作品，阐述了海派绘画的缘起、形
成与影响，将落脚点更多地放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上海美术史，全面地呈
现了上海美术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上
海美术家在时代巨变下的艺术创作成
就。

上海市美协顾问、本次展览策展
人朱国荣介绍：“展览作品以上海美术
馆（中华艺术宫）藏品为主，亦从上海
的市级、区级美术馆和部分民营美术
馆及私人收藏中借展了不少作品，品
种也有了较大拓展，还增加了一些专
题文献陈列，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上
海美术家紧随时代发展，在创作思想、
审美观念、表现技巧等方面发生的巨
大变化和艺术创作成就。在美术作品
呈现的外在特征与蕴含的内在思想变
化上，归纳出变革与创新是上海近现
代美术与时俱进的这条主线，亦是形
成上海城市精神的根本体现。”

作者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究
员，上海市文博（三级）研究馆员，上海
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家文物局文
物进出境鉴定人员，上海市文物局涉
案文物鉴定人员，上海市文博系列高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