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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诞生记

张乐平第一次画三毛是在
1935年，三毛如果活着，今天已经
82岁了。

张乐平1910年出生于浙江
海盐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前清
秀才，进入民国后当过小学校长；
母亲擅长画画、刺绣，张乐平从小
就喜欢画画，大概就是来自母亲
的影响。

海盐文风颇盛，近代以来出
过许多文人墨士，商务印书馆的
张元济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位。张
乐平小学时的老师陆寅生也是一
位才子，陆老师西湖美专出身，是
张乐平画画的启蒙老师。在陆老
师指导下，张乐平创作了一幅名
为《一豕负五千元》的漫画，讽刺
北洋军阀曹锟贿选丑闻，在当地
引起了轰动。

这次小小的成功对张乐平是
个很大的激励，张乐平对这位启蒙
老师也是念念不忘。小学毕业后，
张乐平与陆寅生一直没有见面，多
年以后，年过花甲的张乐平才打听
到老师的消息。在一个春雨霏霏
的日子，张乐平一手撑着雨伞，一
手提着蛋糕，去探望50多年前的
启蒙老师——白首师生重相逢，这
是一件多么让人欣喜的事啊！

张乐平十几岁时母亲突然病
故，父亲薪金微薄，张乐平只好辍
学到上海一家印刷厂当了学徒。
张乐平名义上是学徒，其实就是
老板家里的佣人，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给老板家看孩子、做饭、洗
衣、打扫卫生。后来张乐平创作
《三毛流浪记》，其中的《去当学
徒》《分派工作》《残羹剩饭》《照顾
不周》《顾东失西》等许多故事就
取材于他的这段学徒经历，三毛
这个卑微的生命身上其实也有张
乐平本人的影子。

学徒期间，张乐平依然坚持画
画，后来在亲戚资助下，张乐平进入
美专学习，期间开始向报刊杂志投
稿，开始了专业漫画创作。

今天人们都以为三毛这个艺
术形象诞生于抗战胜利后，其实早
在1930年代张乐平就已开始了三
毛系列的创作。据资料记载，最早
的三毛漫画发表在1935年的上海
《图画晨报》上，早期的三毛不是孤
儿，也没有后来那些冒险经历，就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弄堂孩子，
聪明，调皮，还喜欢恶作剧，与《三
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里的

“三毛”有很大的不同。
当时张乐平的三毛创作，可

以说是一个“冒险”的尝试，他想
尽可能减少文字的说明，让读者
从画面中去了解故事的来龙去
脉。1949年4月，张乐平在《我怎
样画三毛的》中说：“十五年前我
开始动手画三毛，那时中国的漫
画工作者似乎还甚少尝试不用文
字对白的漫画创作；就是读者似
乎也没有养成欣赏不用文字说明
的漫画的风气。特别是长篇连载
的漫画，作者似乎必须添上若干
文字以补画笔的不足，而读者也
似乎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了
解画面的意义。”

由于这些原因，加上抗战军
兴，张乐平“从军”去前线从事抗
日救亡活动，三毛漫画的创作也
就暂时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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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熟悉的
三个艺术形象是孙悟
空、匹诺曹和三毛，其
中最喜欢的是张乐平
笔下的三毛，多年以
后，《三毛从军记》和
《三毛流浪记》又成了
女儿的最爱。在我身
边，许多家庭都是这
种情况，可以说，三毛
这个漫画形象陪伴了
几代中国孩子的成
长。

《三毛流浪记》是
1947 年 6月 15日在
上海《大公报》连载
的，距今已整整70年
了。近日，纪念《三毛
流浪记》发表70周年
暨《张乐平画集》启动
仪式在上海举行，张
乐平的亲属、友好和
读者共聚一堂，去爬
梳那一幅幅凝聚着欢
笑与泪水的画作，张
乐平与三毛的故事也
再一次浮出了水面。

1947年，张乐平又创作了
《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引起
了巨大反响。许多读者为三毛
的痛苦流泪，也为三毛的快乐
雀跃，三毛似乎已经不是一个
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
而真是一个实际存在惹人喜欢
和同情的苦孩子。张乐平常常
接到报社转来的读者来信：“兹
寄上毛线背心一件，祈费神转
与张乐平先生，并请转告张先
生将此背心为三毛着上。近来
天气奇冷，而三毛身上仅着一
破香港衫，此毛背心虽小，三毛
或可能用，俾使其能稍驱寒冷，
略获温暖，千万读者亦能安心
矣。”在随后创作的漫画里，张
乐平总是给三毛添上同款的毛
背心——可见，作者和读者的
心是相通的。

1949年后，张乐平又创作
了《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
《三毛爱科学》等一系列三毛漫
画，影响了几代中国孩子，这其
中就包括台湾女作家三毛。

据张乐平在文章回忆：“有
人向我讲起台湾有位女作家，
以我笔下的三毛作笔名，当时
我总不信，不信这个笔名同我
画三毛有什么瓜葛。后来，有
人把一本杂志拿给我看，上面
确有她自己叙述笔名由来的记
载，老朋友黄苗子在一次会上
也证实了这件事，这才信了。”

张乐平表达了自己想和三
毛见面的愿望，三毛在台湾《国
语日报》看见这则消息，报上说

“大陆的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
透露了他的心愿，但愿在有生
之 年 ，能 够 和 台 湾 三 毛 见
面”，。三毛内心非常快乐，托
亲友带信给张乐平，信中这样
写道：“我切望这封信能够平安
转达到您的手中。在我三岁的
时候，我看了今生第一本书，就
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记》。后
来等到我长大了，也开始写书，
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您创
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

当时张乐平正患病住院，

无法写信，立即口述了一封回
信，并在几天后又画了一幅“三
毛”漫画送给三毛。据三毛回
忆，漫画上的三毛手里拿着一
支好大的笔，双眼炯炯有神，嘴
唇的表情坚毅，双脚踏踏实实
地分开站稳，三根头发很有力
量的竖在头上——这幅画，三
毛一直保存着，直到去世。

从此，张乐平和三毛成了
忘年交，后来三毛认张乐平作
了爸爸，她说：“三毛不认三毛
的爸爸，认谁做爸爸？”她寄给
张乐平一幅照片，背面写着：

“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
儿。”

1989年 4月，三毛来上海
探望张乐平。张乐平送给她的
礼物是一件卡其中山装；三毛
送给张乐平的礼物是她的新作
《我的宝贝》，她在在扉页上写
道：“爸爸，谢谢您创造了我的
笔名。”

一本《三毛流浪记》，一段
两岸父女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成
立了救亡漫画宣传队，离沪到
前线宣传抗日。

当时，由郭沫若担任厅长
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
责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台儿
庄战役结束后，郭沫若让张乐
平带领部分漫画宣传队员去长
沙工作。

张乐平和同事们住在长沙
中学，他们在长沙市区绘制了
许多抗日壁画，鼓舞了长沙军
民的抗日斗志。据《三毛之父
从军记》一书记述，有一次张乐
平正站在梯子上画宣传画，敌
机突然来袭，当时张乐平太专
心致志了，竟然毫无察觉，这时
有人在旁边大喊：“敌机来了，
上面的同志抓紧下来隐蔽！”张
乐平这才醒悟过来，赶忙下来
转移。敌机走后，人们看见张
乐平画画的墙上布满了机枪扫
射的弹痕，如果不及时离开，后
果不堪设想。事后张乐平听人
说，那个喊他离开的人是军委

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
张乐平不仅在街头画画宣

传抗战，还为长沙的《抗战日
报》创作抗日漫画。《抗战日报》
创办于 1938 年初，主编是田
汉，副主编是廖沫沙，在当地影
响很大，特别是漫画作品更是
受到读者的欢迎。据《抗战日
报的创刊与停刊》一文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漫画在
长沙报刊中独树一帜，其中有
张乐平、丰子恺、廖冰兄等著名
画家的作品，许多读者评论它：
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长沙大火前夕，张乐平与
同事们撤离长沙。后来一支日
本宣传队来到长沙，看到张乐
平他们创作的抗战壁画后深受
震撼，据说有不少人良心发现，
离华回国。

整个抗战期间，张乐平一
直奔波在前线，用手中的画笔
激励鼓舞抗日军民。张乐平曾
经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公的
连环画《王八别传》，画家黄永
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如此记

述：“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
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
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
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
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据黄永玉回忆，抗战期间
张乐平还画过三毛，“我不记得
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用的。他
坐在窗子边小台子旁重复地画
同样的画稿。一只手拐不自然
重画一张，后脑部分不准确又
画一张，画到第六次，他自己也
生起气来。我说：‘其实张张都
好，不须重画的。’……雏音大
搜（张乐平妻子冯雏音）告诉
我，他画画从来如此，难得一挥
而就。”这件事，黄永玉记了一
辈子。

张乐平率领救亡漫画宣传
队辗转于沪、苏、鄂、皖、浙、
湘、桂、赣、闽、粤等地，直到抗
战胜利才返回上海。1946年5
月12日，张乐平的《三毛从军
记》在《申报》连载，其中许多
素材就出自张乐平自己的抗战
经历。

赴抗战一线创作救亡漫画

与作家三毛的忘年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