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

中國近代漫畫：
豐子愷與竹久夢二
●

吉川健一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在回顧近代

作品與其人格聯繫起來，即所謂「人

中國文化的發展時，我們無法忽視近

品」、「畫品」之類，豐子愷之受人尊

百年來中日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而

敬，也許更由於其偉大人格。豐子愷

對於這一問題，尚留下不少課題有待

曾在困難時期援助內山完造。日本投

進一步考察。至近代，中國藝術隨中

降後，內山完造在上海的書店經營環

國文化影響了日本長達一千多年的歷

境迅速惡化，為了不傷內山的面子，

史，而日本在明治以後也開始對中國

豐子愷藉購書為名匯了十萬元給內

產生影響。漫畫就是一個例子。筆者

山。內山完造十分感激豐子愷，後來

注意到近幾年中國的收藏品拍賣中，

更特意在著作Œ提到此事1。

豐子愷的作品很受歡迎。在中國的文

早於40年代，豐子愷的文學作品

化人眼Œ，漫畫本屬於難登大雅之堂

《緣緣堂隨筆》便被著名文學家、京都

的「雕蟲小技」，但豐子愷也許是一個

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介紹

例外。筆者發現中國漫畫文化的奠基

到日本，稱其為「現代中國真正的藝

人物——豐子愷，其漫畫創作與日本

術家」2 。小說家谷崎潤一郎（1886-

畫家竹久夢二（1884-1934）之間存在«

1965）看到此文後也深有同感3。但豐

很大的關係。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

子愷的漫畫在日本卻鮮為人知。

筆者希望此文能對近代日中藝術研究
起到一點補助作用。

漫畫這種大眾文化在西方普及了
很長一段時間，已屬「文化快餐」。而
在日本，漫畫這種類似中國的連環畫
的讀物，性質上已發生變化，男女老

一

近代中國漫畫文化的
奠基者

少愛讀者甚多，至今不衰。中國人對
這一現象多有指摘，因為漫畫在中國
屬於兒童讀物，但在日本確已成為一

豐子愷（1898-1975）是一位受人尊

種大眾文化現象。豐子愷曾考察漫畫

敬的中國文人。中國人愛將一個人的

在日本的緣起、演變，以及「漫畫」二

豐子愷與竹久夢二

字在日本的出現：「⋯⋯漫畫般的繪畫

魯迅倡導的新興版畫後來在中國革命

之出現，早在藤原時代，約當中國的

中帶來的宣傳效果是一樣的。豐子愷

宋朝」4。應該說，豐子愷對日本的美

的漫畫生涯與「漫畫」這個詞彙一樣，

術是有研究的，因為他所說的這個「藤

也源自日本。

原時代」，在一般的日本歷史年表Œ是
不存在的，它是日本美術史上的時代

二 豐子愷「遊學」日本
與竹久夢二

分期，特指平安時代的中期和後期。
豐子愷還研究過日本畫家雪舟以及日
本的工藝美術等。在筆者印象中，近
代像他這樣謙虛踏實的留日中國學生
並不多。

就像在中國無人不識豐子愷一
樣，在日本也無人不識竹久夢二。但

和「美術」這個詞一樣，近代中國

在中國很少有人談及豐子愷到日本學

從日本「拿來」了不少新詞彙。富有中

畫之事，更無人提到豐子愷的漫畫與

國文人美德的豐子愷是很謙虛的。他

近代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的關係。豐子

非常尊敬與他的老師李叔同（1 8 8 0 -

愷從事漫畫創作，繼而在中國成為家

1942）同輩的畫家陳師曾5 ，他說：

喻戶曉的大漫畫家，實與其留學日本

「國人皆以為漫畫在中國由吾創始。實

這段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豐子

則陳師曾在《太平洋報》所載毛筆略

愷沒有日本這段經歷，也許就不會成

畫，題意瀟灑，用筆簡勁，實為中國

為今天意義上的豐子愷。

漫畫之始。」6但是，在中國最早賦予

豐子愷早年學畫，得力於李叔同

「漫畫」一詞實際意義的卻是豐子愷。

的指導，但他留下的洋畫作品極少。

他從日本帶回了這一詞語，也就是

在回顧自己當時學畫的文章Œ，豐子

說，中國當時有漫畫這一形式的畫作

愷談及「模特爾與畫布」的感想，《豐子

卻無「漫畫」之名，「第當時無其名，至

愷傳》Œ說他畫了十個月的木炭筆8。

吾畫發表於《文字週報》，始有『漫畫』

我們不妨看一下他留學日本的過程。

之名也」7。這當然要歸功於鄭振鐸後

豐子愷於 1 9 2 1 年春搭乘「山城丸」到

來以文學週報社的名義發行他的第一

日本，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當時

部畫集（即《子愷漫畫》
）時使用了「漫

23歲。他的生活日程幾乎與他的老師

畫」一詞。其實早於1904年，中國報

李叔同一樣：上午在洋畫研究會學

紙上已出現了以「時事漫畫」為名的專

畫，下午學日語，後來改去音樂研究

欄，但當時可能尚沒有得到廣泛認

會學拉小提琴9 。但他當時的家境

知。而後來使「漫畫」在中國進一步發

不同於李叔同，也比不上官費留學

達，由以往單一的諷刺性發展到有抒

生。豐子愷學畫的地方，或許是「川端

情性的多樣化，豐子愷應該是其奠基

畫學校」，這點目前尚有疑問bk。「川

者。漫畫的這一發展意義非同尋常，

端畫學校」對當今中國人來說比較陌

因為它帶有大眾文化的傳播性質。它

生，但近代不少留日學習美術的中國

不像油畫、國畫那樣必須看到原件作

人，如關良、倪貽德等，據說都曾是

品方可欣賞到它的本來面目。這點和

該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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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本來是想通過留學日本，

短詩，洋溢«抒情風味，從中更能窺

當上大畫家衣錦還鄉的。顯然，他進

見他那自由奔放的性格。其作品反映

洋畫學校是為了學習洋畫，即中國人

的內容多為年輕人的生活，如男女之

所說的「西畫」。他根本沒有想到後來

情、田園生活等等，非常純樸。他充

會當上漫畫家，以漫畫聞名。他在課

滿個性的清新畫風，立刻轟動了整個

堂休息的時候常常無聊地點起香煙，

日本，尤其受到青年男女的好評，至

考慮«生活的前途bl，根本不可能像

翌年 9 月多次重版，一時間「洛陽紙

李叔同那樣有閒情逸志去和同班的日

貴」，並又相繼出版《夏之卷》、《秋之

本男生爭奪女模特爾bm。他開始懷疑

卷》、《冬之卷》等。他的這些早期作

「模特爾與畫布是否是達到畫家的唯一

品，被稱作「初期草畫」。豐子愷最初

途徑」bn。這說明了他學習洋畫的信念

發表的作品大都充滿詩意，與竹久夢

發生了動搖。

二的這些畫集有關。

由於經濟狀況不佳，豐子愷在日

竹久夢二的早期作品曾受社會主

本只待了十個月就「金盡而返國」bo。

義運動影響。生於明治年間的竹久夢

現在看來，他確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遊

二來自社會底層，他同情平民，曾與

學者」bp。由於只是短期停留日本，他

社會民主黨人士來往bs。他給《平民新

不得不離開教室去
「走馬觀花」，利用不

聞》投稿，畫反戰插圖，批判社會黑

多的時間飽覽「日本的藝術面影」bq。

暗。後因社會主義運動遭到挫折，並

他看展覽會，逛舊書店，從而使他有

發生「大逆事件」，竹久夢二從此便脫

機會看到竹久夢二的作品集，並由此

離了社會主義運動。

產生了他學畫以來從沒有過的極大興

由於竹久夢二的早期思想傾向於

趣。竹久夢二的作品，使他放棄了學

平民，故題材也都反映平民、市井生

習洋畫。

活，我想這也是他的作品能打動豐子

明治末期，日本畫壇誕生了一位

愷的原因。而他的那些詩畫結合的作

描寫市井生活和民眾喜怒哀樂的「民眾

品，更能激起豐子愷的熱情。但明治

畫家」，此人便是竹久夢二。明治時代

末年的「大逆事件」以後，竹久夢二的

複雜的文化思想也反映在其複雜的人

繪畫從親近社會主義的「草畫」風格，

生和繪畫上。竹久夢二1884年出生於

開始轉向了「美人畫」。可以說，對豐

日本岡山，早年畢業於早稻田實業學

子愷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都是竹久

校。他開始並沒有進過正規的美術學

夢二轉向「美人畫」之前的早期作品。

校，後來在太平洋畫會研究所學過油

但在日本，竹久夢二卻是以「美人畫」

畫br。竹久夢二起初以繪製單幅小品

著稱的。他的「美人畫」多表現女性的

畫涉足日本畫壇，他的第一本畫集《夢

孤獨或憂傷，尤其是女人的那種帶«

二畫集．春之卷》於1 9 0 9 年1 2 月出

異樣的瞳孔，充滿病態美，似迷人又

版。書中收錄了他發表在各種雜誌上

令人感到精神不振，有「夢二式美人樣

的單幅插圖作品共 178 幅，採用木版

式」之稱bt。

印刷，別有一番風味。竹久夢二也是

豐子愷後來在文章Œ說，如果夢

一位詩人，常在小品畫下面附上幾句

二的書沒有散失，他要把那些曾感動

豐子愷與竹久夢二

他的畫找出來與讀者共賞ck。但豐子
愷是否知道竹久夢二後來轉向「美人
畫」呢？

三 《夢二畫集》：模仿的
開始
豐子愷沒有見過竹久夢二，也從
未師從竹久夢二。豐子愷在30年代的
一篇文章Œ說cl：
圖1

豐子愷：《燕歸人未歸》

回想過去的所見的繪畫，給我印象最
深而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種小小的

出他模仿竹久夢二的痕ì。《燕歸人未

毛筆畫。記得二十餘歲的時候，我在

歸》充滿了詩情畫意，但觀乎此畫的構

東京的舊書攤上碰到一冊《夢二畫集．

成方式卻難以排除來自竹久夢二畫風

春之卷》。隨手拿起來，從尾至頭翻過

的影響。因為這幅畫顯然不同於傳統

去，看見c面都是寥寥數筆的毛筆

中國畫，它採用了西洋畫的取景方

sketch（速寫）。⋯⋯這寥寥數筆的一

式，描繪某一局部。落款方式也特

幅小畫，不僅以造形的美感動我的

別，將他的西洋式署名「T. K.」
（其英文

眼，又以詩的意味感動我心⋯⋯

略寫）與《燕歸人未歸》分開。這樣的畫
面構成方式在竹久夢二的作品中到處

對竹久夢二的畫，他當時看得出神，

可見。我們對比《春之卷》中的作品《來

最後使他「沒有心思去看別的畫，便

臨》
（圖2），便不難看出豐子愷這張畫

買下這冊書帶回了住處」cm。豐子愷得

的原形。他用與竹久夢二同樣的四角

知竹久夢二曾蜚聲日本畫壇，但在

框，畫中的女人也採用背影的姿態；

看到這些作品的時候夢二「已漸岑寂」

《來臨》中的女人獨坐窗邊，遙望遠方

了cn。事實上，豐子愷去日本的那年，

飛來的一群大雁；而《燕歸人未歸》只

竹久夢二38歲，畫風已變，不同於豐
子愷所見到的《春之卷》。除了《春之
卷》，豐子愷還特意託好友黃涵秋幫他
找到餘下的夏、秋、冬各卷，以及《京
人形》和《夢二畫手本》，畫風也都與
《春之卷》相近。
豐子愷回國後，很快便投入漫畫
製作（這Œ暫不用「創作」二字）。我們
從他發表在1925年5月的《文學週報》上
的作品《燕歸人未歸》
（圖1）中，不難看

圖2

竹久夢二：《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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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人物搬到了陽台邊，點綴的鳥與
竹久夢二一樣也畫在右上方，不同的
是把一群大雁改作兩隻特大的燕子。
豐子愷的這個背影構圖無論在造
形、畫法上，也與竹久夢二的另一幅
作品《春之人》
（圖3）類似：該圖左上伸
出的樹與倒掛的枝葉；陽台上穿和服
的女子的背影正向遠方眺望。不同的
只是：在豐子愷的畫Œ，典型的明治
時期的日本女性換成了中國女性的裝
束；竹久夢二那種刀痕般的線條在豐

圖4

豐子愷：《遐想》

圖5

竹久夢二：《無題》

竹久夢二《夏之卷》Œ的一幅無題作品
（圖5）基本類似。天地延伸的細長式構
圖與下方人物處理如出一轍。豐子愷
在〈繪畫與文學〉Œ曾提到竹久夢二畫
集Œ的「C l a s s m a t e」
（《同級生》）、
「Tosan no obento」
（
《爸爸的中飯》
）、
《！
？》等五幅作品，對《同級生》，他
說：「後來我模仿他，曾作一幅同題
異材的畫」co。這些文字為我們了解他
圖3

竹久夢二：《春之人》

與竹久夢二之關係，及他對近代中國
漫畫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極好的佐

子愷的畫Œ變成毛筆味濃厚的粗放線

證。

條。主題上，《燕歸人未歸》更接近竹

豐子愷唯獨鍾情於竹久夢二的作

久夢二的《來臨》。《來臨》可謂一語雙

品，是有一定理由的。豐子愷自己

關。中文的「雁」與「燕」本是同音，竹

說：「他（指竹久夢二——筆者註）還有

久夢二的「雁歸」成了「燕歸」，富有文

一個更大特點，是畫中詩趣的豐富」、

學修養的豐子愷是不難聯想到這一點

「他的畫風，熔化東西洋畫法於一爐。

的。此外，從時間上看，《來臨》應該

其構圖是西洋的，畫趣是東洋的。其

是豐子愷最早接觸到竹久夢二作品之

形體是西洋的，其筆法是東洋的。自

一。

來綜合東西洋畫法，無如夢二先生之
這樣的例子在豐子愷的作品中

並不少見。1925年的《遐想》
（圖4）與

調和者」cp。大概這些都成為竹久夢二
吸引他的原因吧。

豐子愷與竹久夢二

四

豐子愷的漫畫：
模仿乎？創作乎？

再在自己的作品上題「仿XX」了，這顯
然是受到社會變革的壓力，不得不興
「創造」。然而，豐子愷卻在文章中如

豐子愷模仿竹久夢二的「初期草

實談到竹久夢二，這實在難能可貴。

畫」，一直延續到40年代。他在1943年

也許，豐子愷有的作品若標明

出版的《漫畫的描法》
（開明書店發行）

「習作」二字便會妥當一些，畢竟「創

一書Œ，照樣模仿了竹久夢二。由此

作」不同於「仿作」，尤其是發表在文學

使我們看到竹久夢二是如何深遠地影

創作刊物上更是如此。雖然豐子愷有

響«這位中國漫畫家。最明顯的是一

不少作品受到竹久夢二的影響，甚至

幅《用功》
（圖6），他將之作為漫畫創作

有超出模仿之嫌，但我們不想由此否

的示範畫，模仿了竹久夢二的《試驗》

定豐子愷的一切。因為他還是畫了一

（中文之意為《考試》，見圖7，收錄在

些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如他後來的《漫

《春之卷》Œ）。主題相同，「試驗」變成

畫魯迅小說》之類。我們之所以討論這

「100」分，畫法也一樣，只是改了人物

些，目的是要尋找近代這種繪畫風格

造形。這Œ我們可以看出兩點，首先

的來龍去脈，以求進一步理解近代中

是竹久夢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致

國文化的演變過程。豐子愷將竹久夢

他離不開以這樣的作品作示範；其次

二的「初期草畫」轉化為中國式的漫

是他驚人的記憶力，豐子愷說他因戰

畫，是他了不起的地方。這種轉化，使

亂散失了竹久夢二的資料，他曾說完

他的畫在中國廣受大眾歡迎，從而帶

全靠記憶力來再現竹久夢二的《一家團

來了漫畫文化在中國的普及與發達。

樂散步圖》cq。

由主題上的模仿，直至造形上的模仿，

對中國人來說，「模仿」是借鑒，

我們均可從竹久夢二的畫集中清楚地

是學習前人的必由之路，其理論可追

找到「原形」，如《晚歸》、《除夜》等。

溯到南齊謝赫的「畫之六法」。本文所

此外，在技法運用上，豐子愷把竹久夢

舉豐子愷的作品，暴露了很多模仿的
痕ì，但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文化間相
互作用的依據，而中國人的學畫多由
模仿開始的。近代中國以來，畫家不

圖6

豐子愷：《用功》

圖7

竹久夢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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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種精雕細琢、滲透了西洋畫的特殊
的線描，演化為粗放的中國畫式的用
筆，如《燕歸人未歸》、《遐想》等。但
筆者認為，他這種輝煌的「過濾」到了
4 0 年代末便結束了。應該坦誠地指
出，在今天看來，豐子愷在50年代新
中國以後的作品與他在解放前特別
30、40年代的作品相比要遜色很多。
總之，綜觀豐子愷在40年代前的
漫畫生涯，明顯看到他受竹久夢二的
影響。20年代開始，豐子愷帶來的新
鮮畫風很快在上海這個近代城市受到
青睞，這與鴉片戰爭以後、海外文化
最早在上海開始蔓延有一定關係。而
中國近代漫畫文化的發達，又是與豐
子愷的貢獻分不開的。二十世紀即將
結束，考察近代這一百年歷史上日中
文化往來的人物和事件，對日中藝術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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