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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画的理论研究特辑

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革命年画研究
文 |[ 英国 ] 艾米 · 简 · 巴尼斯 AMY JANE BARNES
英国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译 | 张敏 |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理念融入新年画之中。4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我

出现至少可追溯至 17 世纪前。为了庆祝春节（中

们开始能见到油画和水墨画的复制品，当时这些

国农历新年），民间艺人设计年画并大量投入生

作品也被印制在年画上。与全年都生产的其他类

产，并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出售。年画中通常使用

型的宣传海报不同，“革命年画”与传统年画一

吉祥的形象来象征家庭财富、长寿、幸福和好运。

样在春节前设计出版，通过书店和其他途径发行。

灶神和门神、植物和动物、十二生肖和胖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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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常见的丰富多彩的木版画，它的

我想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大英图书馆收藏木
版年画多样的风格。每张木版年画都是由全中国

都是中国木版年画常见的主题。

各省市不同的艺术家制作的。虽然这些作品借鉴

的吸引力，且便于制作，能够广泛快速的传播，

了木版年画的审美，但它们实际上是用胶版印刷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面向农村群众宣传革命，

的，这种印刷方式使得设计和制作的过程更加灵

中国共产党便推出了“新年画”或称“革命年画”。

活和自由，当然，也加速和促进了批量生产。5

借用毛泽东的名言，“新年画”这种形式，是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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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木版年画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具有强大

秋

《新年画选集》（图 1）于 1950 年出版，这

特的全民族范围的“古为今用”。 但是他们在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发布大量指令，要求通过

利用年画做宣传时，去除了原本年画中与民间信

举办展览和出版特定的刊物，鼓励推广新年画的

仰和“封建迷信”相关的内容，以革命主题代之，

创作和传播。6 画集中有 14 张年画反映了中华人

并将年画的生产由当地作坊的自发转为受国家监

民共和国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对土地改革（将农业

督。詹姆斯 · 弗拉斯（James A. Flath）在他对年
画的重要研究文章中 2 记述了毛泽东和著名版画
家古元关于“新年画”的讨论，毛泽东建议古元
设计制作出新形式的门神来代替传统门神。古元
问：
“我应该怎么去画？我并不相信有任何的神。”
毛泽东告诉他，“让那些门神看起来就像是农民”。3
洪长泰指出，通过这一过程门神最终转化为农民、
工人和士兵三位一体的“毛式”的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木版年画仍然很
受欢迎，不同画种和不同流派的艺术家将其创作

图 1 《新年画选集》封面，包装在一个蓝色的丝绸盒中，
封皮用剪纸样式的图案装饰。大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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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刘继卣，《生产计划》局部，天津，革

命年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 1950 年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大英图书馆藏

研究
2 018

图3

乌勒吉巴图，《建政权选好人》局部，

内蒙古，革命年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

1950 年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大英图书馆藏

秋
用地从地主的手里重新分给农民）的关注，同时

期才出现，所以画作的名称、作者和地名均以繁

制定一系列政策来开展扫盲和促进发展农业生产

体字标出。

（这套画集中许多年画描绘了丰收的场面）。另

此时，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年画也

一些作品，更为准确地讲，促进了对毛泽东主席

开始在标题中出现蒙文和藏文。例如，内蒙古艺

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以及对当时的内蒙古自治政

术家乌勒吉巴图的作品《建政权选好人》（图 3）。

府主席乌兰夫（曾用名云泽）的崇拜。弗拉斯将

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个繁忙的投票场景，作品中的

这些借用传统年画风格进行创作的作品，归功于

人们也许是在忙着投票选举地区代表。画面框架

文章前面提到的古元，并将这些作品描述为“具

上方的标题用蒙古文字书写。（在此感谢大英图

7

有简要政治信息”的叙事风格。

在《生产计划》（图 2）这幅画中，来自天

二八

书馆满文和蒙古文藏书馆的馆长埃莉诺 · 库珀，
她帮助翻译了一些年画中的蒙古文字。）

津的作者刘继卣，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农

洪长泰在他的著作中写到，尽管在全国大力

民在田间休息时一边喝茶一边参加讨论。在画面

推行，但新年画在当时并没有被民众广泛地接受。8 人

背景中，另外一些农民在用牛犁地。由于文字改

们依旧喜爱当时被禁止的传统年画风格和题材，

革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即 20 世纪 50 年代中

与中国传统风格的年画相比，新年画在造型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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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法上太过偏向自然主义了。新年画是文化精

更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它们并没有

英为了符合观众的欣赏趣味创作的，他们在创作

取得民众的接纳和承认。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年

时，更倾向于使用暗淡柔和的颜色。民众就会认

画作品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共产党关

为新年画的颜色不够鲜艳。还有一些作品被民众

键的政策关切和那个时期快速的文化改革。

认为与传统年画相比使用的颜色种类过多。总之，

其他年画收藏：

在民众心中，这种新年画不再带有传统的吉祥寓

詹姆斯 · 弗拉斯（James A. Flath）的“网上

意。洪长泰列举了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时期的新

展厅”可以看到传统的年画。

年画在民众的接受度上毋庸置疑是不成功的。9
这种模仿木版年画形式的新年画在 20 世纪 50 年

伦敦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拥有相似的作品集
和照片。
丹麦皇家图书馆也有年画作品（尚未数字化）。

代末产量大大下降。因此，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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