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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与政治: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漫画
*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侯 松 涛

(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249)

摘 要: 在近代以救亡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变局中，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漫画始终与政治上不同类

型革命潮流之消长密切相关。在中共建国之前，漫画一直呈现着“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多重面相。抗

美援朝运动中兴起的漫画运动在“化大众”的过程中实践着艺术的“大众化”从而政治化，漫画开始疏离

其“艺术性”取向而成为主要体现其“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教工具，并由此建构了一种“非我即敌”、
“非敌即我”的极端化革命两极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对普通民众有极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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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① 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
② 笔者所见具学术性的探讨有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4 年第 3 期) 和小

田《漫画: 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历史素材———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 《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③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4 年第 3 期。
④ 也正是在北伐时期，漫画发生了彻底改观，演进为宣传画，从而标志着近代中国漫画史上的一大变局。参见王奇生:《北伐中的

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4 年第 3 期。

一 漫画与政治: 一个可纳入历史视域的相关研究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漫画之特点在于或通过比喻，或通过寓意，或通过夸张，旁敲侧击地对一些人

间社会的现象进行深刻尖锐的讽刺①。关于漫画之专业性探讨成果虽多，但以漫画作为图像史之一部

分纳入历史视域，目前在史学界尚为鲜见②。漫画被专业人士视为一种以图象和文字协同表现的艺术

化特殊语言形式，因此，将漫画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同样蕴含着深远的学术性意义。由于具有艺术夸

张的成分，漫画本身或许缺乏真实，但正如学者所言，“漫画作为一种客观事物的再现，其中必然要表达

一定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观念”③，因此，通过对一定时期漫画的考察，可以体味漫画所蕴含的意

义、所表达的观念，及至探索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关注的主要方面。这正是漫画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本文对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漫画进行考察，其意义也同样在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以救亡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变局中，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竟始终

与政治上不同类型革命潮流之消长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第一幅近代报刊漫画《时局全图》，

即为以讽刺清廷腐败卖国和揭露列强侵华劣迹为主题的政治漫画。而将漫画作为一种配合革命的动

员和宣传方式加以广泛运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④。当时，由于各地方言不一，底层民众文化

水平较低等原因，漫画以其直观、通俗、有趣之特色，围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主题，发挥了极大的宣传

动员民众之效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此而始，在革命的背景之下，不同类型的漫画，不同立场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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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成了一种颇有深意的并立与博弈局面。北伐的主体与客体作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对立两极，皆以

漫画为攻击对方之工具，从而体现了漫画之政治宣传功用，而在两极之外，还有致力于情趣漫画和时事

漫画创作、在革命之外持中性立场的群体，从而展示了漫画“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面相①。在北

伐战争之后至 1937 年之前，就整个中国而言，一方面，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革命主题变奏中，漫画进

一步成为呼吁救亡和反映民众痛苦生活的革命武器; 另一方面，以艺术性为主要诉求的情趣漫画，及至

所谓“漫画家中的‘资产阶级’”所创作的倾向于关注女性、家庭、现代都市生活的漫画，也有其市场②。
从而继续展示着漫画“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面相。1937 至 1945 年的抗战时期，在全民抗战的时

代主题下，漫画如漫画家丰子恺所言成为“笔杆抗战的先锋”③。许多爱国的漫画家加入抗战宣传的行

列，从而创作了难以数计的宣传性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以揭露侵略者和号召民众抗战为主体内容，发挥

着匕首投枪式的革命武器的功能。在此过程中，漫画作为一种革命武器的政治功能压过了其体现情趣

的“艺术性”功能，就连被称为“抒情漫画家”的丰子恺，也创作了不少“记战乱之实况”的作品④。当然，

这种漫画与政治的相关是在全民抗战主题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在抗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内争的数年

中，漫画再次延续其“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面相。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自然是体现政治宣传功

能的红色漫画的生存之地，在非解放区，则有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多种漫画的并存共生。有“批判揭

露国民党”的政治漫画，攻击共产党的“反动”政治漫画，亦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情趣漫画甚至在中共建国

之后被称为“黄色”、“有毒”漫画的存在。

①③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4 年第 3 期。
②④⑤ 甘险峰:《中国漫画史》，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年，第 143 页; 第 185 页; 第 114 页。
⑥ 王毅人:《华君武传》，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8—60 页。
⑦ 凌承纬、张怀玲:《短剑之力: 大后方抗战漫画运动》，《红岩春秋》2010 年第 6 期。
⑧ 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第 182 页。
⑨ 谭天、赖荣幸:《近百年中国美术通史的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48 页。

在漫画与政治相关的以上历史线索中，中国共产党与漫画也发生着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在红军中

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宣传画、漫画等就有 141 幅。《红星报》也发表过大

量漫画。1933 年出版的《革命画集》所收入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漫画。这些作品的内容如当时的《红

色中华》所言，“有红色战士的英勇姿态，有革命群众的实像，有革命与战争的轮廓画”⑤。典型体现了

漫画政治性的宣传鼓动功用。到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华君武、米谷等为代表的漫画家群体。1942
年 2 月，华君武与张谔、蔡若虹在延安举办了“三人讽刺画展”，毛泽东亲自参观画展并约见三个漫画作

者，就漫画创作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并提到了“漫画还要发展”、“要想到为人民”的原则性意见⑥。1945
年 11 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专程在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会见了在渝的木刻家与漫

画家。对其予以赞扬与鼓励，并要求把重庆木刻、漫画运动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介绍给延安的美术家，

“给他们打打气”⑦。作为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区党报之一，《晋察

冀日报》在整个抗战时期刊登了大量漫画。作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

华日报》最初几乎每一天都在报眼位置刊发一幅新闻漫画⑧。由此可见中共对漫画政治功用之重视。
一些专业人士说，近百年中国美术史或可称之为“政治化”时期，史论家往往望而止步⑨。其实不

然，正因为漫画与政治的密切相关，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观察中，漫画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切入点。事实上在 1949 年中共建国之前的历史中，漫画一直持续呈现着“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

面相。而在中共的认知中，尤其是在毛泽东 1942 年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

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之后⑩，漫画即是宣传的工具，是

革命的武器，其“艺术性”要服从于“政治性”。我们将看到在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之后，这一认知取向所

造就的“漫画的被政治化”与“被政治化的漫画”在历史视域中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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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众化与化大众: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漫画运动

虽然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在 1950 年 10 月已经开始，但中国国内公开动员民众的抗美援朝

运动则于 11 月初才开始。在此运动中，中共承继并实践了其文艺为政治、为革命、为工农兵大众服务

的思想，各类文艺人皆被发动起来参与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1950 年 11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发出《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号召文联所属各分会及各地文艺组织一致行

动起来，以文艺形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肃清帝国主义流毒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广泛展开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文艺宣传活动。全国各地的文艺性刊物和各地的主要报纸，都以大量的版面，先后

刊登了成千上万关于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和指导性的文章。如当时上海的报刊两个月之内共出抗美

援朝特刊百余次，长短文章千篇以上，文艺作品、小品文、漫画的创作平均每天竟达 80 件以上①。据上

海市 1950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一个月零两天的统计，已经发表和演出的文艺作品就达 890 篇。文

艺工作者还积极参与创作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漫画，编唱反对侵略的鼓书、唱词、快板，电影院通过

放幻灯、打字幕等形式进行宣传; 文化馆则采取出壁报、黑板报、简报，张贴朝鲜战争形势图、漫画、连环

画，举办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方式宣传抗美援朝。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绘制

并手印了一千余张大幅着色漫画，陈列在北京市的公共场所②。“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要去暴露敌人的

卑鄙、丑恶和无耻，也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爱为爱，以人民的恨为恨，他才能毫不留情地把

敌人丑恶狰狞的真面目，从本质上揭露出来示众。”③在这一观念的实践中，文艺人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

过程，也成为文艺大众化同时又政治化、革命化的过程。

①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 1951 年 2 月) ，中共中央华东局编印: 《斗争》第 80 期( 1951 年) ，第
5 页。

② 马克:《在战斗中成长的漫画艺术》，《美术研究》1959 年总 11 期。
③ 邵宇:《克服艺术工作者忽视政治和思想懒惰的倾向》，《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3 日第 3 版。
④⑤ 方成:《往事闲谈美术组》，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 1948—1988)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380

页; 第 378 页。
⑥ 方成:《人民日报的漫画》，《新闻战线》1989 年第 10 期。
⑦ 参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漫画在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时，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宣传形式投入了动员工作。在抗美援朝

运动期间，发表漫画作品最多、最早的是《人民日报》，并且“影响及于全国各报”④。当时《人民日报》美

术组组长即为红色漫画家华君武。据漫画家方成回忆，“抗美援朝，正是漫画用武之时”，但是“那时我

们的报纸编辑和领导还不大熟悉运用漫画，各地方报纸开始只转载《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漫画作品。
《人民日报》无形中成了漫画的最高审定者。后来各报才渐渐熟悉了，也各自组织起漫画稿了。”⑤“《人

民日报》是全国最有权威性的报纸，报上的漫画，自然在漫画艺术上有一定的示范指导作用。人民日报

社长范长江同志熟悉漫画，善于使用漫画。美术组长华君武又是在解放区工作富有经验的著名漫画

家，美术组里漫画家比任何报纸的都多，创作实力比较雄厚，这就使《人民日报》自然而然地成为漫画艺

术的指导者，各地方报纸发表漫画，都以《人民日报》马首是瞻，开始是转载《人民日报》的漫画，继之以

此为范例组织各地漫画家作画发表; 各地漫画家也以《人民日报》发表的漫画为借鉴，并以自己的作品

能登上《人民日报》为荣。”⑥《人民日报》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照样的阴谋》⑦，即发表

于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发起之时。1950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时事漫画》的

文章。文章指出: 时事漫画“尖锐地从现象中揭发本质，激励和启发群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

情，动员与组织群众投入抗美援朝的神圣斗争”，因此应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力提倡。文章还指出了

关于时事漫画制作的指导原则:“时事漫画应该像一把钥匙，及时地帮助群众打开疑难的锁，解决群众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事漫画最好像预言，预示着现实发展的前景，增强群众改造现实的决心和必

1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胜的信心。”①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北京漫画工作者的宣言，宣言提出:“我

们漫画工作者有决心也有力量抗拒一切暴力，高高举起我们的武器———画笔，向敌人进行顽强不屈的

战斗。”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漫画的确也是作为一种重要武器投入战斗从而形成典型体现当时时代特

点的漫画创作运动的。以地区计，此间仅上海的漫画家即发表漫画 399 幅③。以《人民日报》为例，从

1950 年 11 月 4 日到 1950 年 12 月 28 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刊载了三十余幅漫画作品。这些

漫画作品或是被其他的报纸杂志转载，或是被群众“纷纷临摹，放大着色，到处张贴，当作宣传鼓动品;

开会、游行也举着漫画”，由此，“漫画的威势大张”④。如当时上海工人在游行时，就曾经使用大幅的色

彩鲜明的漫画。上海新光内衣厂甚至把警卫员潘儒汉被害时的血衣挂在漫画上，以增强宣传效果⑤。
在中国漫画发展的过程中，苏联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政治宣传漫画”或“政治讽刺宣传

画”的创作，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包括苏德战争期间曾风靡于世，并在苏德战争后的苏联达到高峰⑥。
因此，为提高中国的漫画水平，1951 年 4 月，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及中央美

术学院联合举办的“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展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

各地漫画运动的发展⑦。

① 王朝闻:《关于时事漫画》，《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2 日，第 7 版。
② 《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2 日第 2 版;《光明日报》1950 年 11 月 12 日，第 4 版。
③ 甘险峰:《中国漫画史》，第 250 页。
④ 方成:《往事闲谈美术组》，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 1948—1988) 》，第 378 页。
⑤ 《中共上海总工会党组关于上海工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示威游行的初步总结》( 1951 年 3 月) ，中共中央华东局编印:《斗争》第

80 期( 1951 年) ，第 10 页。
⑥ 蒋义海编著:《漫画知识辞典》，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31—232 页、275 页。
⑦ 《文汇报附刊》1951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
⑧ 1952 年上海《漫画》月刊《漫画专栏》登文劝告“大众美术活动家们”不要随便画毛主席的肖像，因为有的画得很不像，“太不礼

貌了”。此后在《漫画》月刊上很少看到毛主席的肖像了( 转见［日］依田菜津子:《漫画期刊与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国图书评论》2011
年第 2 期) 。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漫画运动，以文艺为政治、为革命、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为目标，以漫画这一最具

革命、战斗效力的艺术形式为武器，以全民动员投入战斗、集中火力对准主要敌人为形式，形成中共建

国之后第一次漫画政治宣传运动的高潮，漫画也由此在“化大众”的过程中实践着艺术的“大众化”从

而政治化。

三 敌与我: 漫画中的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的漫画，有着各种各样的载体。除了报刊以外，还有黑板报、墙报或为某次宣传

动员而绘制的漫画作品等等。但是能够留存至今的，还是报刊上所刊载的漫画。而《人民日报》如漫画

家方成所言作为全国漫画创作的“最高审定者”和“示范指导者”，其所刊载的漫画，从内容至风格的种

种方面，自然是体现那一时期特点之典范。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以漫画为《人民日报》反帝时政宣传配图的首选，有其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当时

的报纸图片印刷技术还不高，而漫画的制作印刷相对简单，报刊照片的排版印刷技术则刚刚开始推广。
与此相关的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人民日报》的全部配图中，以漫画与照

片而言，漫画几乎全部用于“敌人”，与之相反，照片则几乎全部用于“我们”。另外，所谓敌人方面的

“美帝国主义”头子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等没有在《人民日报》上以照片形式出现过一次，

全部都是以漫画形象出现; 与之相反，我们方面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等全部出现在照片中，没有以漫画形

式出现过一次。个中原因，自然是因为漫画作为一种革命的战斗武器比照片更能揭示敌人的丑陋面，

用在“我们”身上则稍显力不从心⑧。而且，照片这么珍贵的东西，又岂能轻易用于敌人身上?

据笔者初步统计( 见表一) ，以 1950 年 11 月 4 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发表为全国性抗美援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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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兴起的起点，至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在板门店落下帷幕，整个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人民日报》共登载

了 199 幅漫画作品，其中政治类漫画竟占到 198 幅，只有一幅情趣类漫画，而且是插配在一篇文章之

中①。由此，与中共建国之前漫画一直持续呈现的“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面相相反，在中共建国

之后的文化改造中，漫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始疏离其“艺术性”的取向而成为主要体现其“政治性”
的意识形态宣教工具。进一步细化，在西方的漫画发展中，时政漫画或称新闻漫画为报刊新闻评议的

重要载体，受到各国报界普遍重视。以专业性常识，时政漫画在对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中，不可能只反

映一国情况。而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人民日报》中，我们看到，在 198 幅政治类漫画中，与抗美援朝

运动相关的竟达 160 幅，约占到 80%，几乎全部是对美帝的批判与揭露，涉及其他时政内容的有 38 幅，

只占约 20%。典型体现了在“政治性”、“革命性”的取向中，当面对敌人时要“集中优势兵力，对准主要

敌人”的革命战斗姿态。
由 160 幅与抗美援朝运动相关的漫画之发表时间分布而言，也可以读出相关信息( 见表二、表三) 。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两个月时间为漫画的高潮期，仅这段时间里《人民日报》即发表了 43 幅漫

画作品。1951 年抗美援朝运动继续发展，虽不像 1950 年的那两个月使用漫画那么频繁，但以漫画为动

员武器的方式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战场上停战谈判前后的 8、9、10 三个月，《人民日报》又

连续频繁使用漫画“揭露敌人的侵略本质”。1952 年到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结束，《人民日报》漫画的

使用频率基本平稳，其中 1951 年发表漫画较多的 3、4 月份，正是国内反美国细菌战运动的高潮期，此

间的抗美援朝漫画自然多以“揭露敌人细菌战的阴谋”为主题。而在 1952 年初，《人民日报》首次连续

发表多幅与国内政治运动“三反”、“五反”相关的漫画，此亦为中共建国后漫画转向“内部讽刺漫画”的

初端。可见，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漫画成了为发起运动而进行动员、并不断启动运动高潮的最有力的

媒介宣传武器。

表一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人民日报》漫画分类统计表

政治类漫画 198
抗美援朝 160

其他 38

情趣类漫画 1

合计 199

表二 《人民日报》抗美援朝漫画分布表( 1950—1951 年)

年份 1950 年 1951 年

总数 43 57

月份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数量 30 13 9 3 9 2 6 2 2 6 9 8 1 0

表三 《人民日报》抗美援朝漫画分布表( 1952—1953 年)

年份 1952 年 1953 年

总数 47 13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数量 0 3 9 6 2 5 2 5 3 5 4 3 4 1 2 4 0 2 0

① 《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5 日第 5 版发表王朝闻的文章《我们需要儿童画》，插配了丰子恺的情趣漫画《瞻瞻底车 脚踏车》。

就《人民日报》抗美援朝漫画的内容而言，以 1950 年 11 月 4 日到 1950 年 12 月 28 日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里《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三十余幅漫画作品为例，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说明抗美援朝

的必要性，如《不能置之不理》; 一是揭露美帝企图先占领朝鲜后侵略中国的阴谋，如《照样的阴谋》; 一

是宣传“中朝人民必胜”，如《我们保卫着和平》等; 也有体现侵略者必败的观念，如《死神》等; 一是揭露

美帝的各种丑恶面目，如《黑店》等。这种对敌人的批判与揭露在整个抗美援朝时期的漫画中一直持

续。从内容来看，这些漫画作品的主题非常鲜明，它们紧紧围绕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和内容而展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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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抗美援朝运动目标及内容的“图像化展示”。
进一步细化，在漫画形象上，这些漫画作品所塑造的

形象也非常鲜明。如在漫画《不可战胜的力量》中( 见图

一) ①，由中国、苏联和朝鲜等所组成的“我方”阵营高高站

立，而以美国为首的“敌方”则形象猥琐丑陋，举着破刀烂

枪在“不可战胜的力量”面前无奈地跳窜，原子弹的牛皮也

是补丁重重快要吹破了。从而体现出“我们的力量不可战

胜”和“敌人必然失败”的主题。
在漫画《黑店》中( 见图二) ②，一名漂亮的美国小姐坐

在前台，娇滴滴地兜售着“美国民主”、“美国慈善”、“美国

福音”、“救济面粉”等等，而在后院，则是恶魔般的刽子手

正在把许多人扒皮放血。由此“揭露美帝凶狠残暴的真实

面目”。在漫画《年关结账》中( 见图三) ③，以一个头戴美

国军帽、身着长袍、面如骷髅般的幽灵象征美国的“朝鲜败局”，这个幽灵打着灯笼，在三更半夜来到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办公室，而杜鲁门拨着算盘，面对象征“目前可以集合的力量”的空空如也的保险柜，

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这幅由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所作的漫画的确非常经典，体现了对“美帝朝鲜败局”
的绝妙讽刺。

①②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7 日，第 1 版; 1950 年 12 月 21 日，第 1 版; 1950 年 12 月 28 日，第 4 版。
④ 米谷:《谈漫画创作问题》，北京群众艺术馆编:《和美术爱好者谈美术》，北京: 大众出版社，1956 年，第 23 页。

总而言之，在这些漫画里，我们看到的是风格对比鲜明的“敌与我”的形象塑造。在这种对比中，

“敌人”是跳梁小丑式的、恶魔式的美帝国主义，它卑鄙无耻，它阴险毒辣，它凶狠残暴。与此截然相反，

“我们”作为正义的象征，则展示着高大、伟岸、正气凛然的形象。在这种对比之下，如当时的漫画家所

言，“漫画好比一把刀子”，但“对敌人和对自己人界限是非常清楚的”，杀敌人时要“对准敌人的要害刺

下去”，对自己人则要“抱治病救人的态度”④。正是在这种理念中，抗美援朝漫画建构了一种“非我即

敌”、“非敌即我”的极端化革命两极思维模式。
抗美援朝漫画与其他宣传方式在中国民众面前勾勒了如下的美国形象: 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是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是最腐朽、最没落的帝国主义。由此，在铺天盖地的反美宣传下，部分民众对

于美国的极端化认知初步形成。由于此后各种新闻媒体继续反美宣传，经过 1950 年代到整个 1960 年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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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心理认知逐渐固定化。在这种情况下，当 1972 年中国官方突然宣布尼克松访华

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群众“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心理上产生疑问，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和美国缓

和，过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①。由此体现出一种僵化的两极思维模式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困惑。

四 继续与延续: 余论

可以说，作为中共初掌全国政权之后发动的一场运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漫画成就了艺术的被

政治化与被政治化的艺术之间的互动。艺术的被政治化展示着中共建国后对文化的政治改造，而被政

治化的艺术又同时成为政治改造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漫画的艺术性完全服从于其政治性而在中共革

命取得政权之后继续着革命，并由不断革命的淘洗而成为一种“遵命艺术”。在此后历史的延续中，这

种“遵命艺术”扮演过大跃进运动的“号手”，更在“文革”中成为推波助澜的“吹鼓手”。由中共建国直

① 参见何妍:《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媒体宣传中的美、苏形象———以〈人民日报〉为个案》，2005 年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届国际博士研
究生研讨班论文。

② 方成:《人民日报的漫画》，《新闻战线》1989 年第 10 期。
③ 韦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 4)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285 页。
④ 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第 242 页; 甘险峰:《中国漫画史》，第 286—288 页。

至“文革”结束，漫画的命运起伏始终与中共内外政策的风云变幻同一节奏，从而成为中共建国后三十

年历史的图像化展示。
在漫画与政治的历史纠结中，作漫画之漫画人在中共建国后的命运起伏也颇为耐人寻味。中共建

国时，大多数漫画人都留在了大陆，并在政治化的氛围中逐渐云集于北京，从而使漫画的中心由中共建

国前的上海转移到了政治中心北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面对外部敌人时，作为“武器、匕首、刀枪”的

漫画自然可酣畅淋漓地使用。但在此后面对国内问题创作所谓内部讽刺漫画时，其中度的把握自然难

有标准。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有关国内问题的讽刺画被指为“向党恶毒攻击”，1930 年代起从事

漫画，后来仍画讽刺画的漫画家，几乎全部被错划为“右派”②。这与漫画作为“革命武器”的常盛不衰

形成鲜明对照。丰子恺虽作过《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的文章，并画过抗战漫画，但他曾言，尽管漫画

“容易被利用为争斗的宣传工具。争斗日益激烈，宣传漫画日益风行。人就忘记了漫画的艺术本体，而

认为‘凡漫画皆宣传’，这是循流忘源，逐末忘本。……宣传漫画是漫画的变态。我们不妨为正义人道

而作宣传漫画，但必须知道这不是漫画的本体。漫画的本体，应该是艺术的。”③故丰子恺在抗美援朝期

间以至中共建国后几无政治宣传类作品，但如丰子恺者有几人? 当漫画家华君武、方成、钟灵等向曾是

其作品对象的胡风等人及其家属致歉④，岂不正是在历史的延续中演绎着漫画与漫画人挣扎于艺术与

政治夹缝中的尴尬?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5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formed as on kind of ritual process，in which political confess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nner identit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erced legitimate identity was established． This pragmatic political culture not only re-
flected an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ies，but also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ter constant
political instability．

Keywords: ideological remolding，socialism，social status，ritual，political culture

Cartoon and Politics: Cartoons during the Campaign of Resisting the Unit-
ed States and Aiding North Korea———A Focus on the People’s Daily

( by HOU Song-tao)

Abstract: In Chinese modern times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were two epochal themes． As an
artistic form，carto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varied revolutionary trends in politics． Cartoon presented diversi-
fied features between“artistic character”and“political character”all the tim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cartoon movement in the Resisting U． S and Aiding North Korea Campaign experienced a kind of artistic
“popularization”and further political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populace，the cartoon began to
drift apart from its“artistic character”and turn to be a sort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al tool
which reflected its“political character”mainly． Thus a polarized mode of thinking，“not us then enemy”or
“not enemy then us”，was constructed． This sort of extremely revolutionary mode of thinking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opulace．

Keywords: cartoon，politics，the Campaign of Res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iding North Korea，Peo-
ple’s Daily

“The Great Criticisms”of Films: Launching and Operations ( by QI Zhi)
Abstract: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films was a most important area in“the great criticisms”． It was con-

ducted by forces both from above and below． The one from above consisted of radicals led by Jiang Qing and
“writing groups”affiliated with various work units． The one from below was made up of rebel mass organiza-
tions whose core members were some intellectual people． The first writing group appeared in Shanghai．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writing groups mushroomed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was how a campaign to
criticize a film worked: first，some people at the top would decide what topics to write; second，key articles
were written by a designated writing group; third，accompanying articles were produced by the media．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media and writing group was therefore necessary． By the means of publishing newspapers
and books，rebel organizations were often quite“imaginative”in their ways of criticizing movies． In contrast
to rebel organizations’often“blown up”approaches，those writing groups paid attention to data and evi-
dence． What they did was to reshape facts and reinterpret a given historical event in accordance with radicals’
points of view．

Keywords: great criticism，film，writing group，mass organization

The Initiation of Shen Daily: Who Was the Writer of the Essay“A Dis-
course on the Earth”? ( by WU Guo-yi)

Abstract: The essay of“A Discourse on the Earth”，published in the first month issue of the Shen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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