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凤凤今年23岁，潮州人，在广
州读服装设计专业，今年快要毕业
了，看着微博上支持自己的一万多个
粉丝，有些犹豫今后究竟是否要从事
与漫画有关的职业。凌晨1点多，她打
开微博，准备继续应粉丝的邀请，画
一些“ 卖萌图”。她告诉记者，在微博
上画画并不困难，只需想好主题、写
好文案，用手绘板直接画就可以了。

她的代表作《 我不是乖女儿》、
《 有多少人这样吼过妈妈》都只花费

了几个小时而已，可却博得了千人转
发，“ 这其中还不算其他账号不署名
地转发呢。”但她谦虚地表示，自己只
是一个忙课业的学生而已。她常说微
博漫画也会有瓶颈，会没有灵感，“ 从
我在微博上画漫画后，就看到了越来
越多作者，很多题材别人画过，会有

被比较的压力，有时候想太多了，反
而画不好。”

与小凤凤一样还是学生的年轻漫
画家还有许多，@谨斯里告诉记者，这
些漫画作者有一个群，群主是@伟大
的安妮，“ 在这个无节操作者交流群
里，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一
起。”他向记者介绍了群里的“ 大牛”，
是现在国内最红的网络漫画人物阿
狸，除此以外还有丁一晨、林无知、马
里奥小黄、大象ROV、彼尔德Billd⋯⋯

他们所创作的漫画形象深入人
心，甚至已经成了网友们每天手机里
收发的表情内容，这类网络元素也已
经被作为周边产品销售，成了年轻人
们喜欢的公仔。不过在这个群里，也
有一群还没有为人熟知的新兴漫画
家，他们大多热爱漫画，有的是就读

艺术类专业学生，有的则是已经全职
作为漫画作者提供稿件给各大媒体、
企业等的自由职业者⋯⋯

当屏幕前的读者在感慨“ 好感
人”、“ 我一定要回家看看” 的时候，
@谨斯里说这没什么，漫画是每一个
漫画作者的生活态度，“ 我们心里有
时候会有一幅图。” 他们时常用漫画
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甚至发泄愤
怒，“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甚至会
在群里用漫画来对话，画一幅漫画来
表示想打人，哈哈。”

“ 曾经我的朋友在网上画了一组
漫画，表现‘ 自己没钱了’，父母看到
后甚至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经济
困难，我朋友哭笑不得，说其实自己
只是想发泄一下。”用漫画读懂作者，
而这些年轻的漫画家则更希望自己

的作品可以在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
动每一个读者，“ 有的时候，改变一点
点态度，都是很可贵的。”他说自己那
组献给在外打工者的漫画，正是希望
大家可以鼓起勇气，继续为梦想前
行。在他看来，真诚的感情才是一幅
漫画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我们可以读到他们真诚
之前，年轻如学生的漫画家们，其实
有许多过程并不为人知。

林无知被@谨斯里称为老大哥，
他说自己虽然如今已经为人熟知，但
他的生活一直很简单，大多都是宅在
家里画画，“ 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作者
都是如此，搞创作瓶颈的话总会有的，
遇到灵感枯竭的时候选择换个方向，
既然冲不破瓶颈那就把瓶子倒过来，
这样创意也会自然而然的流出来。”

网络漫画最近特火 记者走进这些年轻作者的世界
出一本手绘本成众多网漫作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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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上海漫画家“ 林无知”
的画笔下诞生了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nonopanda最初并没有名字，只是作者
自己的一个分身，“ 我通过他来讲述
自己身边的故事，后来喜欢他的人越
来越多，就给他塑造形象，有很多伙
伴。”林宁说用大熊猫做原型，正是由
于自己本人也是圆滚滚、胖乎乎的，
和熊猫很像。如今，这只瞪着大眼睛
的小熊猫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随处可
见各式周边产品、网络表情等元素。
作者林宁回忆，在nonopanda诞生后，
自己的生活也变得丰富了起来，喜欢
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辞职开始专
心创作，现在也建立了工作室。

与他一样，不少漫画家的笔下画
的是自己，生活里充满了漫画。

一个月前，@小矛在世界末日当
日下午发布了一组歪着脖子的Q版动
漫人物图，包括海绵宝宝、机器猫等一
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卡通形象。贴出
这组漫画之后，他表示“ 脖子没事儿，
只是在卖萌”，但在网友丰富的想象
下转发理由是“ 一起歪脖子就会使地
球倾斜，让小行星撞不到，从而拯救地
球。” 这位来自河北25岁的年轻人却

“ 调皮”地说，自己并不知道歪脖照为
什么会红，“ 微博上有些事我也搞不
懂。”

几周前，漫画家@谨斯里的《 请
相信，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在微
博上传播开来，这位大二的20岁小伙
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游戏设计专业念
书，长年离开住在广西的父母。这幅
讲述三位在外漂泊努力打拼人的故
事组成的系列漫画一时间“ 戳”中了
无数网友的泪点，转发量惊人，而此
前，他就在一年前凭借一组奥运漫画
为网友熟知，“ 微博上传漫画，能更快
地让人感受到彼此很接近。”

几天前，《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让另一位20岁的漫 画 家 冯 姣“ 红
了”，这组描绘一对父母在女儿在家
和在外的不同表现，全画共有10个场
景由23张图构成。她称自己为“ 冯早
早”，说道：“ 这些故事都是以自己为
原型的真事。”离开父母念书，每次回
到家她总是感慨良多。“ 你不在家，他
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
家，他们却特别嫌弃你。”

同一天，微博没有任何认证的@
小凤凤的小图图发布了一组《 有多少
人这样吼过妈妈》，“ 孩儿多吃点这
个，不要⋯⋯还给你！老娘说了不要
不要！”漫画底部写着，“ 突然觉得自
己过分了，娘喂，你饶了我吧！”“ 不
要！”传神的画作配上俏皮的对话，甚
至时常加入一些动画元素，这样的漫
画让不少看到的网友回想起了自己
与妈妈“ 斗嘴”时的场景，忍俊不禁，
也引发孩子们对于妈妈态度的思考。

点开微博漫画，简短的故事可
以戳中泪点和笑点。如今，网络微博
漫画越来越多，这其中的话题有的
是描绘在外漂泊努力打拼的人，也
有描绘女儿与父母亲情关系的，从
亲情、友情到对热门事件的吐嘈，无
论主题为何，传神的细节、短小的片
段、卖萌的人物形象以及作者真实
的情感，无不让看官们为之动容，有
人看过笑了，有人却哭了。那么，提
供这些漫画大餐的人又是谁呢？他
们中有些人已经凭借漫画形象为人
熟知，有些人依旧没有代表作正在
默默无闻。 本报见习记者 吴嘉川

表面
晒出他们的成名作

花絮 发泄的作品发表后父母当真了

背后 不是每幅作品发表都有酬劳
在@谨斯里看来，漫画的圈子

里，除了一份真实的情感，成功的因
素中运气也缺不了，他说这几年利用
微博平台画漫画的作者中，有的作品
的确打动人心，“ 画家首先将一幅画
作成稿之后，总有第一次，那么这第
一次由谁来推广呢？” 他说作为一个
新人，在这个圈子里并没有熟识的
人，一开始的这段经历会显得很艰
难，“ 有些人就会将自己的作品随机
发给一些营销账号，或者转发量高的
经营性账号，看看他们的转发效果，
有些账号觉得内容不错，就会帮你转
发，有偿无偿的都有。”

小矛说，微博漫画正是由于门槛
比较低，近一年随着微博渐渐成为了
一种常用发表渠道后，慢慢捧红了一
批漫画作者。@谨斯里说，在没有出
名前，“ 大家都是宅着每天画画。”一
阵“ 海投”之后，不少人在网络上会
建起初期的粉丝群体，“ 可能并不多，
但有人会喜欢。” 随后漫画作者会收
到一些小的约稿、企业的logo设计，在
这过程中，除了每天练画技，还需要
应付一些接洽。

小凤凤向记者回忆了自己一位
漫画朋友，在尚未成名时被骗的经
历，“ 当时可能没红透吧，有些企业会

找她约稿，但是交稿后就找不到他人
了，钱也收不到。”她说漫画群中有人
时常向有经验的漫画家请教这些事
情，而对于没有成熟的漫画家，这就
是一个基本的历练。

对于漫画家而言，除了自身的努
力和一些运气，画作内容主题自然是
当仁不让地占据重要地位，小矛说自
己此前时常会画一些对于时事的吐
槽，“ 当时也有不少人画，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于问题的理解
也不同，所以画出来的东西都有差
异。当然，时事吐槽嘛，要常看新闻，
动作一定要快。”

今年20岁的冯姣来自四川大学
动画专业，如今红了，每天要兼顾约
稿和学业。未来她想要出一本手绘
本，而这也是许多漫画作者的梦想。

漫画家们来自五湖四海，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交流自己的画
作，他们年轻、他们用漫画与人沟
通，漫画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态度，但
他们面临毕业、面临成名，也有自己
的疑惑，也有自己的纠结，未来是在
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走成一条事业
线，还是跟着芸芸众生一起，每日为
柴米油盐而奔波忙碌，仅仅把漫画当
成一种休闲爱好⋯⋯

未来 为前景纠结

Q&A

Q1.为什么喜欢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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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因为画画可

以轻松地记录下喜怒哀
乐表达自己所想。

？ Q2.你的性格特点是怎样的？

A2.经典的自由追求者———欢腾射手座女孩。

Q4.你现阶段生活中最大
的困扰是什么？

A3. 未来花

团锦簇，可以玩穿越，啊哈哈哈哈
⋯⋯请容我想象一下(╯▽╰)

Q3.用漫画描绘一下自己的未来

Q5.你和普通艺术类大学
生的区别在哪里？成 功 之

路是寂寞
的，为了不
错过下一秒的
成功，就必须咬
咬牙坚持。

Q6.你对爱情是如何认识的？

在别人还没开始的时候，
勇敢地选择了认为适合自己的路。

Q7. 你会怎
样培养你的
继任者？

爱 情 就 是 两
个 人 在 跑 马
拉松，要节奏

相同，互相扶持，才能
永远走在一起。

A6.

A7.
找寻属于自

己的生活，做一个
乐观勇敢的探险
艺术家！

A5.

A4.

（ 本版漫画作者 小凤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