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友直 ，1922年1 1月出生于上海 。5岁 

那年，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将他送到宁波乡 

下由姑妈抚养。姑妈家有一张老式大床 ，床 

上描绘的戏文人物、雕刻的花鸟虫鱼，让贺 

友直百看不厌。8岁时，贺友直到设在破旧 

的关帝庙里的新硖小学上学。破庙里有个戏 

台，戏台四周的额枋上画的三国故事，让贺 

友直非常痴迷，他天天悉心描摹，于是，他 

的美术课成绩非常突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正值贺友直小学毕业 ；父 

乡下避难，他也随之失学。 

贺友直l6岁离开宁波乡下 

开的五金厂 当小工，每天要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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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每到发 “月规钱”，他总是被一句 “你 

是 自己亲戚” 为由打 发。贺友直因 “被 照 

顾”而无奈。不久，他又去印刷厂当学徒。 

那时 ，贺 友直很羡慕到 洋行里做高级 

职员的人，于是列中华职业学校上夜校学外 

语 。缴 了学费，就没了车费，于是他从天平 

路的住处到雁荡路的学校 ，只能靠步行。当 

时上海霞飞路上有一家 画廊 ，画廊橱窗里陈 

设着油画。贺友直路过时那里经常隔着玻璃 

去欣赏。回厂后，他用印刷油墨当颜料在马 

粪纸上涂抹，那时他以为这样画出来的就是 

油画了。他经常路过上海美专，但这个学校 

收费高，没有高中文凭也考不进去，这使贺 

友直心里酸酸的。贺友直一直记得父亲在临 

终前对他的抱憾 ： “我没让你读书。” 

贺友直在印刷厂干了一年。因为印刷厂 

老板经常给他们吃剩菜剩饭，一气之下 ，他 

回老家做了农村小学教师。但最终贺友直还 

是又回到 了上海。这次 ，他努 力找到了一家 

美术社 ，希望能靠画画挣饭吃 ，一位叫陈在 

新的画师成为他当时的启蒙老师。 

l 949年9月，贺友直第 一次接 触连环 

画。通过贺友直夫人的亲戚介绍，贺友直画 

的第一部作品是赵树理的 《福贵》。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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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本稿子的报酬是四石米。四石米在那 

个特殊时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贺友直砰 

然心动。为了画好这部作品，贺友直租 了一 

本连环画。连环画很小 ，当时贺友直不知道 

原稿是要放大去画的，于是按照租的小人书 

的大小，就画那么大，画了1O0多幅送去了。 

当贺友直索要稿酬时，介绍人说，出书的老 

板到香港去了，四石米 “泡汤”了。 

但这部不成熟的连环画作品锻炼了贺 

友直的绘画水平。办事认真的贺友直没有气 

馁，这之后，他画了一本又一本 ，进步很 

快。过了一年多，贺友直在上海连环画界已 

经小有名气 ，他从此迈进 了连环 画创作的 

门槛。 

1952年，贺友直参加了上海连环画工作 

者学习班 ；之后到新美术出版社工作 ，这是 

一 家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 。l956年，新 

美术出版社并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贺友 

直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员，在社 

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共和 国成立之初，北京成立了人民美术 

出版社；上海成立 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两社基本上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要 

产品。北京的连环画画家主要有徐燕孙 、刘 

继卣、王叔晖 、任率英 、 l、孝怀等；而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有画家钱笑呆、赵宏本、顾 

炳鑫等人。 

贺友直学历不高，但他虚心求教，积 

极地 向前辈和一些成名的画家学习。20世纪 

5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 坚持到明天 ((火 

车上的战斗 六千里寻母 》 K卓娅和舒 

拉 连升三级》 孙中山伦敦蒙难 杨 

根思》 送传单》和 新结识的伙伴 等作 

品；他的画风多变，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艺 

术表现形式。 

经过多年苦心钻研中国传统线描技法， 

尤其是临摹陈老莲的线描，使贺友直豁然开 

朗，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62年，贺友 

直创作出艺术性较高并独具风貌的连环画作 

品 山乡巨变 ，此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 

美术界的高度评价。 山乡巨变 被誉为中 

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1963年，全国第一 

届连环画评奖，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 山乡 

巨变 获得绘画一等奖。 

可惜 的是 ，贺友直的连环 画 山 乡巨 

变》获奖不久， “文革”就开始 了，铺天盖 

地的大字报批判贺友直，他也被剥夺了画 



连环画的资格。贺友直被审查了两年多，然 

后是去上海郊区的 “五七干校”，直到1972 

年才调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恢复工作。 

这期间 ，他有长达8年的时 间没能拿起心 爱 

的画笔。再让他画时，他甚至生疏到不会运 

笔了。这之后不久，他接到出版社的两个突 

击任务 ，画了 朝阳沟》和 十五贯》。这 

原本是两个戏曲影片，一个是昆曲，一个是 

豫剧。 

为了画好这两部作品，贺友直到河南 

林县红旗渠体验生活。 《十五贯 和 《朝阳 

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成为了他的 

代表作。 

《贺有直自说自画) 贺友直 

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连环画年画 

系，特聘贺友直兼任教授。 

贺友直 说 ： “我对我的学生讲 ，我是 

1937届毕业的。他们都奇怪 ，我告诉他们， 

我是1937年小学毕业，他们都笑了。”在那 

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贺友直家境贫寒上不起 

学。他曾摸着上海美专的栏杆心想，要能进 

这里去学习该多好啊。如今 ，贺友直已经站 

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 

他一生感到最为自豪的时刻。 

贺友直在画 山乡巨变 时 ，构思及草 

稿曾经被推翻过两次。他开始用的黑白明暗 

的方法，画面效果偏暗。贺友直觉得，这样 

的画风与脚本提到的湖南资江边上清秀明丽 

的山水 田地 、村舍景物 、男女老少不协调， 

于是反复修改。连环画 山乡巨变 的这套 

画稿，贺友直整整画了3年。 

在长达396幅的 山乡巨变 中 ，人物 

场景不多，动感的场面也不多，这给连环画 

的创作带来相当的困难。贺友直以一位优秀 

导演的眼光调度场景，将多角度、中远景交 

替使用，加上人物刻画细腻，使画面充满动 

感和变化 ，让读者能够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最受大家赞誉的一段情节表现在第3册 的第 

5幅到第20幅。这段文字表现 “亭面糊”到 

富农龚子元家，动员龚子元入社，而社会阅 

历丰富的龚子元不但不答应，反而利用 “亭 

面糊”好喝酒的弱点，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些 

消息。大段的文字描写与对白，场景只有一 

个，即龚子元家。贺友直在同一个场景中， 

利用人物的动作和人物的增减 ，减少画面的 

重复感，通过人物睑上的表情变化，着意刻 

画人物的心理变化。场景虽不变，角度有调 

动 ，贺友直独具 匠心，妥帖安排。表现 “亭 

面糊”喝高了，场景似乎也跟着晕眩起来 ； 

到第20幅，从场景的角度看， “亭面糊”已经 

彻底醉了。 

贺友直的创作，主要是在人物刻划上用 

心下工夫，而且注意环境背景的真实，并与 

之相配。贺友直认为：作为连环画家，一定 

要学会当导演，学会 “做戏”。一段普通的 

情节，经贺友直的揣摩，抓住了人物性格特 

征 ，挖掘出人物内心活动，通过画面 ，能够 

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向读者传达故事的内涵 



与精神。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吴兆修评价贺友 

直，说他是 “会做戏的连环画家”，这样的 

一 句话概括了贺友直与一般连环画作者的 

不同之处。共和国成立之后，许 多油画家、 

国画家都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中来 ，他们的 

画技没问题，但对连环画的理解往往不如贺 

友直。贺友直擅长用画面创造情节，描绘细 

节。他曾说，一画起连环画就觉得自己聪明 

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有 生活基础 ，贺友 直创作农村题 

材得心应手。他会 “做戏”，譬如在连环画 

((李双双 中表现李双双和喜旺闹别扭后又 

和好，为了交代这个情节，贺友直设计了几 

个细节。喜旺跟双双闹矛盾 ，离家一个多月 

后回来了，觉得内疚，对不起老婆，于是在 

院子里劈柴，希望老婆原谅自己。双双回来 

后 ，看到这情景 ，知道喜旺是在认错。双双 

有一句道白：“家不会开除你。”画面上，李 

双双让小孩将家门钥匙递给喜旺。这一个动 

作，说明了李双双的内心世界，生动传神! 

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 十五贯》，更有 

典型意义。我们知道，著名连环画家王弘力 

曾画过 同名连环画，而且在连环画界享有极 

高的声誉。笔者被王弘力刻画的娄阿鼠、尤 

葫芦所吸引，认为尤葫芦酒后的醉态 、娄阿 

鼠刁钻的形象，就该长得这个样子。再次表 

现同一个选题 ，一般画家会觉得压力很大， 

不愿意去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这套稿 

子安排贺友直去画，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贺友直经过长时间的探 

讨，最后明确了创作方向：不把该故事作为 

悲剧处理 ，而是强调凡事都要调查研究 ，然 

后才能下结论。 

(《十五贯 的开头是这样的：尤葫芦 

是开肉铺的，平常嗜洒贪杯。在贺友直的笔 

下，尤葫芦大肚子且笨拙，扑在肉案上挥扇 

轰赶围着猪头的苍蝇 ；苍蝇多，喻示着猪头 

已经不新鲜 了，间接反映尤葫芦的生意并不 

好。另一边是托盘端酒的养女苏戌娟 ，两个 

人物一起出场。王弘力的 十五贯 较为写 

实，而贺友直的 十五贯 反其道，采用幽 

默夸张的风格，简洁生动，轻松诙谐 ，创造 

了另一种新的氛围。 

贺友直不仅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连环画， 

而且善于总结经验。他从 山乡巨变 的创 

作中悟出三句话： “从生活中捕捉感觉”， 

“从传统中寻找语言”， “从创作实践中发 

现自己”。他认为这三句话不能割裂开来， 

并认为一个画家毕生追求的只有 “发现”和 

“区别”。有发现，才有创作对象 ；走 自己 

这条路，才能跟别人区别开来。 

贺友直在接受 《南方都市报》采访时 

说： “我们下去体验生活，劳动，跟农民一 

起生活，是通过感觉的。不但要用眼睛看， 

并且是通过手的，记在脑子里的。尤其画连 

环画的人，从开门到晚上熄灯，对这一天农 

民生活的过程要全部了解。种水稻，怎么插 

秧，怎么耕地 ，怎么灌水 ，你都要懂 。你要 

知道割稻是怎么割的，是这样拿镰刀割下去 

的，还有割了以后是怎么放的。这些细节没 

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贺友直的连环画作品曾到英、法等国展 

览，还应邀在法国美术学院讲课，他的形象 

和代表作品中的人物被制成地砖，铺在法国 

昂古莱姆市图像中心的广场上。 

除了 (《山乡巨变 ，贺友直的连环画作 

品 白光》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 

等奖； (《十五贯)) 朝阳沟)) ((皮九辣子 

等均获全国奖；出版有 ((贺友直谈连环画创 

怍 《贺友直短篇连环画选集)) (《贺友直画 

自己》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贺友直 

等论著和作品集。 

2013年1月6日，以贺友直连环画为主题 

的 “文化列车”，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线运 

营，为乘客呈现了一幅老上海市民的生活百 

态图。上海地铁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的 (《老 

上海360行 系列连环画制作成公益广告，在 

2号线的261号列车车厢内 ，以壁画和拉手的 

形式进行展示，使连环画家在当今中国重要 

的文化活动中亮相。 

2002年 ，贺友直创作了线描 巨作 申江 

风情录》，描绘上海街头小景。2003年底， 

他根据儿时记忆，为家乡宁波创作了 新碘 

老街风情录 组画。有专家把他画的 ((老上 

海360行》和 《申江风情录))誉为当代 《清明 

上河图))。 

贺友直出身平民，他对社会底层的群 

众有着天然的熟悉和同情。他最擅长表现社 

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以自己独特敏锐的眼光 

犀利地剖析生活，并将自己的身段放低，用 

平民视角表现那些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都在 

辛劳的劳动者，表现他们充满酸甜苦辣的生 

活 而他画的 Ⅸ新碘老街风情录 组画，则 

饱含对家乡的热爱；像 《谢年》 拜会》， 

其中浓郁的乡村风情、栩栩如生的人物、一 

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如同泉水汩汩而出，令 

今天的读者惊叹不已。 

2010年1月，贺友直荣获首届 “中国美 

术奖 ·终身成就奖”。 “中国美术奖”是 由 

中宣部批准设立，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 

国美协主办并由中国美协承办的国家级美术 

最高奖。 

贺友直将他毕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原稿 

捐赠给上海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没专厅陈列 

贺友直先生的作品和文献资料，这是我国国 

家美术馆首次为连环画家设立专门的展厅。 

由上海美术馆收藏他的代表作 山乡巨变)) 

及其他34部代表作的原稿，除 《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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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 有 《朝阳沟 李双 双》 白光 

(UbZ．黑结婚 十五贯 皮九辣子 等 

作 品，总计原稿922幅 ，草 图450幅 ，速写 

38幅 。 

五 

l963年，为配合纪念曹雪芹诞生200周 

年，文化部调我父亲林锴与上海的贺友直、 

刘旦宅共同绘制大型水墨组画 ((曹雪芹传 

l2幅 ，参加 该活动展览。这是他们首次合 

作 ，画家们同住、同吃 、同创作 ，并从此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几乎每次列 上海 ，我都要到 贺友直先 

生家探访。小心翼翼地沿着逼仄的木楼梯踏 

上去，那里便是他的家。一位大名鼎鼎的画 

家，一直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屋里。这是30平 

方米的一居室，原是 “过街楼”(上海搭在弄 

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5年贺友直搬进来， 

一 直住在这里。他在房间里隔出一个五六平 

米的工作室，放一张写字台、两 个书柜，还 

有满处的书，几乎就没有地方了。 

“文 革”初期 ，我还 在上小学 ；因为 

父亲画连环画，所以家中收着不多的几本连 

环画 。父亲对藏书很挑剔 ，一般 的连 环画 

是不存的 ，只有赵宏本、钱笑呆的 三打白 

骨精 》、刘继 卣的 筋斗 云 、王弘 力的 

十五贯 等不多的几本，其中就有贺友直 

的连环画 山乡巨变》。后来这些书都给了 

学画连环 画的 弟弟。那本连环 画 山 乡巨 

变 是横32开，当年很少见。我那时年龄 

小，也看不大懂，于是我得出结论，贺友直 

先生是画严肃题材的连环画的。 

从湖北 干校 回京 ，我 正读初 二。假 期 

里，我到父亲单位玩，借来上世~_g50年代、 

60年代的 (《连环画报 合订本；那时社会上 

可读的书很少，因此我看起来很过瘾，其中 

贺友直先生画的 “连升三级 给我的印象很 

深 ，书中人物被刻画得活泼生动，让人感到 

轻松幽默。 

贺友直先生长我父亲两岁，所以我称他 

贺伯伯。因为世交的缘故，贺友直伯伯对我 

爱护有加 ，也愿意和我讨论一些问题 。贺友 

直伯伯是典型的艺术家，没有大房子，他依 

然满怀激情地创作。谈问题，他常常激动起 

来，像个热血青年。他现在画连环画，已经 

不为钱，而是一种坚守，是一种责任。谈价 

钱 ，现在画连环画和画国画不能同日而语 。 

贺友直也不是不能画国画，他画鲁迅的 《白 

光 ，将中国画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 

人物画得那样生动。他毫无保留地捐出那么 

多珍贵的连环画原稿，如果为了钱，这些原 

稿可以拍卖出天价来。 

无论是在北京 ，还是 上海 ，无论是 当 

面，还是打电话，贺伯伯每次说话都一针见 

血。我们谈上海的文化建设，谈社会浮躁、 

贫富差距；我们谈动漫的影响，谈连环画的 

未来 发展。每 年春节 ，他都要给我寄来贺 

卡、年历本，寄来数张他创造的连环画人物 

册页，这些都被我小心地珍藏着。贺伯伯毕 

竟90多岁了，这几年，我在春节期间常给贺 

伯伯打电话拜年，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心 

里由衷地高兴。 

如今，贺友直先生年事已高，但笔耕不 

辍，依然画着他擅长的画了一辈子的连环画。 

在此，我真诚地祝愿老先生艺术生命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