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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十年代前香港水墨藝術，仍呈現著廣東地區的風格，主要有表現傳統筆墨及

題材的國畫研究會，及表現日本繪畫與革命思想的嶺南派。1 自 1949 年新中國成

立，大量國內居民移居香港，包括知識份子及藝術家，使香港呈現前所未有的南北

文藝大會。 

藝術家抵達香港後都從事藝術教育工作，邊創作邊以授徒為生。五十年代為香

港專上美術教育之肇始時期，當中最重要的為 1957 年 2 月錢穆（1895-1990）與陳

士文(1907-1984)、丁衍庸（1902-1978）等人設立的新亞書院兩年制藝術專修科，該

專修科於 1959 年 2 月轉為四年制藝術系，1963 年 10 月更因香港中文大學的成立，

而轉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藝術系，成為香港第一個為視覺藝術提供專上教育的

學系。2  

該系對香港藝術的發展影響重大，尤在於水墨畫方面。3 藝術系受新亞書院辦

學理念的影響，重視中西藝術的技法訓練，並希望豐富學生的文化修養，旨於發揚

中國傳統文化及溝通中西藝術。該系老師的創作方向，亦不約而同地反映出這種情

況。由於新亞書院藝術系老師眾多，本文將選擇性地以五六十年代重要的水墨畫老

師為焦點，探索當時在不同地域性的藝術家混合下，香港的藝術家如何實踐各自的

                                                 
1 有關五十年代前的香港藝術詳細情況，可參考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硏究》（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藝術系，1999），頁 15-32。 
2 莫家良：《香港專上美術敎育 - 回顧與展望》，載於林碧霞：《香港美術敎育協會十週年紀念論

文集》（香港：香港美術敎育協會，2003），頁 54-60。 
3 一般有關五六十年代之“水墨畫＂乃狹義地指“傳統國畫＂。本文討論之“水墨畫＂，乃指以

水墨作為媒介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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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並在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取向同時，反映出香港早年藝術界的強烈民族意

識。4 

 

五六十年代香港藝術環境 

   

五十年代中期開始的香港藝壇，有明顯的起色，原因有二。首先，1949 年以後

由於戰後的移民潮，以至不少文藝工作者來港居住，他們以教學維生之餘，對推動

藝術亦充滿熱誠。五六十年代新亞書院藝術系六位從事水墨創作的老師：丁衍庸、

蕭立聲（1919-1983）、王季遷（1907-2003）、周士心（1923-）、顧青瑤（1896-1978）、

張碧寒（1909-?）先後移居香港。此時的藝術家來自中國各地，有不同的地域淵源。

五六十年代的香港文化仍未出現本土化，香港由於受殖民主義影響，對不同文化有

較大的包容性，可分為縱橫的吸收與融合：橫的融和在於中與西，各取所長，融為

一體，這可見於丁衍庸、王季遷的創作路向上；縱的傳承則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

術的延續，追溯本源，承接脈絡，此見於蕭立聲、周士心、張碧寒、顧青瑤的作畫

方針。5 同時亦有吸收不同地域淵源的文化與藝術，對文化傳承作出寬闊的集合。 

另外，不少藝術家抵港後，肩擔起對文化的抱負，相繼成立各種書畫團體。五

六十年代主要書畫團體有：1952 年為推動香港藝術而成立的“香港藝術社＂；1955

年成立的“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以聯絡海外藝術家、發揚中國傳統藝術為已

任；1956 年成立的“香港中國美術會＂，為香港當時組織最龐大、影響最廣泛的畫

                                                 
4 同註 2。莫家良：< 香港專上美術敎育 - 回顧與展望 >。《香港美術敎育協會十週年紀念論文集》。頁 54-60。 
5 有關縱橫的吸收與融合的觀點，乃根據 2007 年 1 月 17 日下午本人與王無邪先生，於香港中文

大學誠明館藝術系王無邪先生辦公室所作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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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並發揚中國美術；同為 1956 年成立的“丙申社＂的創辦人重要為趙少昂

（1905-1998）、楊善深（1913-2004）、鮑少游（1892-1985）。6 趙少昂及楊善深同為

第二代嶺南派畫家，趙少昂師承高奇峰（1889-1933），最擅長花鳥畫，以自然為宗，

重視格物寫生，亦為嶺南派改革傳統國畫的主張；楊善深是嶺南派第二代唯一非二

高弟子，與高劍父（1879-1951）亦師亦友，融合古今中外之長，把嶺南派單純“折

衷＂的局限打破，希望作品中繪畫出新時代的感受。二人的創作方針大抵與同時代

的藝術家相同，重視傳統之餘亦求新，並對五六十年代的香港藝術上有重大的推動

作用和影響力。 

除書畫團體外，帶動香港五六十年代的藝術生態，亦茲因美術教育的崛起。香

港美術教育於五十年代始有突破，在民辦的基礎上開展。當中分為私人美術教育，

有學校、藝苑、畫室等，如 1952 年陳海鷹（1918-）的“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楊

善深的“春風畫苑＂，為有致學藝人仕提供藝術教育。另有官辦美術教育，亦於五

六十年代初嶄露頭角，最主要為 1957 年新亞書院藝術專修課程的開辦（1959 年改

為四年制藝術系）。7 

由此可見，自五十年代始，在這班不同地域淵源的藝術家積極帶動下，為香港

藝術樹立里程碑。同時自五十年代中期起，港英政府一改以往對藝術不聞不顧的態

度，有意識地推動，如教育署設立美術組；英國文化協會更發起組織香港藝術節，

                                                 
6 有關五六十年代的香港書畫團體資料，可參考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硏究》（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藝術系，1999），頁 15-32。及王無邪：《香港藝術之本質、成長背景與發展脈絡》，載於香

港藝術館編：《香港藝術一九九七──香港藝術館藏品展．北京．廣州》（香港：香港臨時市政局，

1997），頁 11-29。 
7 朱琦：《香港美術史》（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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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活躍香港的藝術氣氛，並聯絡“香港中國美術會＂及“中國自由書畫家協

會＂等，發起香港中國畫人作品東南亞巡迴展，參展畫家逾百人，為首次香港畫家

集體的海外巡迴展，實為當時藝術界一極大的盛事，參展畫家有趙少昂、鮑少游、

李研山（1898-1961）、丁衍庸、顧青瑤、蕭立聲、周士心等。8 

五十年代各種的書畫團體、展覽、院校的成立，增加香港藝術界的凝聚力，尤

以美術教育為香港藝術界的一大突破，為培養新一代藝術家貢獻不少。尤以新亞書

院藝術系，當中從事水墨畫創作和教育的老師，亦受書院的教育理念影響，縱然各

自獨立創作，但於教學上卻以保存中國傳統藝術及文化為宗，因此眾老師的作品方

向，均顯示著“新亞精神＂的實踐與展現。 

 

新亞精神 

 

四十年代結束前，國內局勢動盪，至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新舊政

權交替之際，香港成為了不少人的避難所。五十年代以後，不少知識份子嚮應建設

祖國的號召，從香港返國。但香港大抵已為南來之士的安身之所，不少文化人亦在

此落地生根。9 據 1949 年的《香港年鑑》中記載有關當時香港藝壇情況：“年來內

亂頻繁，因著生活的需要，許多藝術家都從各地跑來香港居住，或過境性質，來開

開展覽…… 時至今日，居留香港的藝術家可以知道的人數，也有一百之多。＂10 

                                                 
8 莫煥梓：《林建同與香港藝術運動》，載於林建同：《三十年之回顧》（香港：大道美術院，1981），

頁 121。 
9 同註 1，頁 34 -44。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研究》 
10 《（1949 年）香港年鑑》。香港：華僑日報，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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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內大批文化學者遷移至香港，在中國傳統文化面臨挑戰的同時，一批於

大陸以外的文化人懷著抱負，對中國文化傳承的失陷深感痛心，希望以香港這個不

受中國政治影響的地方，播下保留中國文化的種子。錢穆、唐君毅（1909-1978）、

張丕介（1905-1970）等學者，亦在此前提下，幾經艱苦創辦新亞書院，為其新儒家

對社會文化的承傳之所。 

欲研究新亞書院藝術系的老師的水墨創作，不能不了解“新亞精神＂的意義。

“新亞精神＂向以傳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從新亞書院以至藝術系的教育宗旨及辦學

理念，得以充分體現。11“新亞精神＂表面上單純為一間學院的辦學理念和教學方

針，實則為五六十年代之時，一眾文藝工作者的共同理念和追求目標。新亞精神的

底蘊，亦成為了不少五六十年代藝術家的創作方向，尤見於該系的老師。 

新亞書院前身為亞洲文商學院，創立於一九四九年十月十日，並於一九五零年

三月改組為新亞書院。12 唐君毅認為“新亞＂為新亞洲，新亞精神為一種以中國傳

統文化思想為本位，同時照顧世界文化思想發展的最新潮流，一種中西文化結合的

文化精神。以“新亞＂概括整個亞洲文化的復興，並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導，是出

於中國有古老的文化，未如其科學、工業的落後，甚至文化體系比歐美優勝的想法。 

唐君毅於《我所了解之新亞精神》中表示：“新亞書院講學的精神，亦正是一

方要照顧中國的國情，一方要照顧世界學術文化的潮流。＂、“在中國的國情與世

                                                 
11 陳敏華、呂慧珠：《新亞精神在新亞：師生書法聯展特刊》（香港：新亞中學，2003），頁 5。 
12 《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載於錢穆：《新亞遺鐸》（第二版。北京：三聯書店，2005），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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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學術文化的潮流之中間，嘗試建立一教育文化的理想而加以實踐＂。13 新亞精神

亦成為了藝術系教學理念的依歸。 

新亞精神講求復興與求新，非單純兼顧文化傳承，甚至並非於中國獨然自處：

唐君毅認為把“中國文化精神之潛存於中國人心者之發揚光大，斷然能復興中

國＂，只有復興中國文化，中國（亞洲）才能新生。唐君毅再三強調新亞精神應為：

“亞洲人與中國人，亦當永遠不忘其所固有之德性及文化精神，而求有新的覺悟＂

及“中國人與亞洲人必須對其歷史文化中之有價值者，能化舊為新，求其以通古今

之變＂。14 在尋回中國文化之餘亦需求新，可從舊有的文化中尋找，亦可從世界文

化中發現，亦即是傳承之外求新及變更。 

有關求新的理念，唐君毅更進一步指出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為

神奇，予一切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而再求世界其他一切新知新學相

配合，以望有所貢獻，於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可見唐君毅求新和把新

事物融合至傳統之抱負。15 

錢穆於新亞書院的校訓中已滲入其新儒學的思想。新亞書院校訓“誠明＂，出

自《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16 誠代表德性行為，明代

表知識瞭解。“誠＂與“明＂需要互相配合，而當中以“誠＂較“明＂重要。“誠＂

有四種解釋，首為言行合一，內外合一，講求人格、道德的真理；次為人我合一，

                                                 
13 唐君毅：《我所了解之新亞精神》，載於《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臺北：臺灣學生書局，

1988），頁 457-460。 
14 同註 12。《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錢穆：《新亞遺鐸》 
15 同上註。《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錢穆：《新亞遺鐸》。頁 14。 
16 《中庸》（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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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社會、人文真理；另為物我合一，是自然、科學的真理；最後為天人合一，關於

宗教真理、信仰真理。17 錢穆建議將以上四項融通會合，便能真真實實，完完善善

地做一個人。 

錢穆的新儒家精神，亦即是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做學問是為了建立理想的人

格，藝術則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大項目，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18 因此錢穆從一步

將新亞精神實踐於成立藝術系的目的。錢穆並堅信藝術對人文教育和道德情操起了

重大的作用，故視藝術系的成立為重要的項目，即使“手空空，無一物＂及遭到反

對，亦堅持獨力東奔西跑尋找資金和老師，創辦藝術專修科。藝術系與新亞精神息

息相關，在學習實際的藝術技巧和理論之外，教學方針亦必需發揚與承傳中國傳統

文化精神，學習藝術之外更要學到做人處世，以理想人格的培養為最終目的，以確

認藝術薰陶對人文教育的重要。19 因此錢穆寄望新亞書院藝術系能背負“發揚中國

文化，溝通中西不同的文化＂的使命。20 此亦為該系的教學方針，亦可見於老師作

品風格上，尤以五六十年代的水墨作品更為明顯，體現到時代性的精神與不同地域

融和之關係，在作品中表現當時的文化氣息與個人的學養。21 

                                                 
17 錢穆：《新亞校訓誠明二字釋義》，《新亞校刊》第 7 期（1955 年 10 月 15 日）。 
18 金耀基：《賀藝術系銀禧之慶》，載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廿五周年系慶特刊》（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藝術系，1982），頁 2。 
19 同上註，頁 3。 
20 《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禮講詞摘要》，載於錢穆：《新亞遺鐸》（第二版。北京：三聯書店，2005），

頁 11。 
21 於五六十年代教授水墨畫的老師共九位。據本人於 2007 年 4 月 16 日上午與李東強先生，於

香港中文大學誠明館藝術系版畫室所作之訪問，按其於藝術系之入職次序分別為：王季遷、張碧

寒、丁衍庸、顧青瑤、溥心畬、鄭月波、金勤伯、周士心、蕭立聲，當中溥心畬、鄭月波、金勤

伯三人均於藝術系只任教一學年，影響力不大，下文將不作討論。本文討論的藝術系老師次序，

乃根據老師之地域淵源而排列，藉此窺探不同地域淵源的老師所表現的藝術取向有何不同，及如

何溶和，而非以其入職先後排列。另，由於現存五六十年代藝術系老師的作品圖片並不多，本文

圖片來源主要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之藏品，及各藝術家的畫集，因此本文將輔以七十年代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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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衍庸 

 

丁衍庸為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的創辦人之一，自 1957 年起於藝術系教授中西

繪畫，直至 1978 年逝世為止，於該系的影響力重大。22 丁氏亦精通中西繪畫及篆

刻，融合中西藝術之長，後期作品以水墨創作為主。 

丁氏為廣東茂名人，曾赴日習畫，自留學歸國後，一生積極參與藝術教育工

作，於多處執教鞭，貢獻甚鉅；亦引進西洋藝術，使中國畫壇產生變革，進行融

合中西藝術之長的探索。 

1949 年移居香港，成為丁氏畢生的轉捩點，並以新亞書院藝術系為其教學

生涯的終站。於 1956 年丁氏與陳士文應錢穆之邀，丁氏、陳士文、曾克耑

（1900-1975）等人一同創辦新亞書院藝術系。其藝術表現出現代與傳統的拼湊，

線條更是突出兩者的融合與衝突的媒介，並自然地融合西方技法於其水墨畫中。

其水墨畫無論用色、構圖等，亦有西畫的味道，茲因丁氏年輕留日時，曾受學校

的西洋畫訓練。丁氏其實並無著意表現西方技法，只是自然融會貫通。23 

丁氏一生的作品，從他 1920 年赴日留學開始直至 1978 年病逝，都以此為方

                                                                                                                                            
後的作品圖片。 
22 丁衍庸（1902-1978），廣東茂名人。1921 年日本國立東京美術專門學校畢業。1925 年返國，

任創辦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教務長，兼任藝術教育系主任。1929 年參加“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

會＂。後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重慶國立藝專、廣州市立美術學校。1946 年任廣東省立藝術專

科學校校長。1949 年移居香港，兼任德明、珠海、香江各書院藝術科教授。1957 年任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藝術系兼任講師，教授中西繪畫。更多丁衍庸的資料可參考：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

委員會：《意象之美 ──丁衍庸的繪畫藝術》。台灣：國立歷史博物館，2003。及鄧偉雄：《丁衍

庸筆下萬象》。香港：Kong-Au Development Co. Ltd，2001。 
23 此論點乃根據本人於 2007 年 4 月 16 日上午與李東強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誠明館藝術系版

畫室所作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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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回復了原始藝術的本質，和兒童純真的天性＂24，無論是三十年代前的油

畫、三十年代後加入民族性元素的油畫、五十年代後以中國傳統重新審視下的油

畫、抑或以西方現代藝術的角度回顧的水墨畫，都離不開此創作路向。 

丁氏於五十年代以後至逝世，作品都滲透著文化承傳之意，欲保存及發揚中國

傳統文化與藝術，表現著新亞精神這種具時代性之意涵。丁氏以教授人體油畫、油

畫創作、花鳥草蟲國畫為主，亦有教授素描、水彩畫、中國繪畫史的課程，初教西

畫，後來才執教水墨畫。25 至七十年代後因身體欠佳，在水墨畫中則只教花鳥草蟲

一科，印證出他對中國繪畫的濃厚興趣。丁氏縱然一生從事多種不同類型的創作，

最終亦選擇了以水墨畫為依歸，而非起步點的油畫，甚至經常於其學生面前笑指自

己為“九大山人＂，亦說自己是齊白石之後，反而“東方馬蒂斯＂之稱譽只為別人

加於他身上。26 可見丁氏對中國繪畫之熱衷與投入。 

丁氏五十年代以後的創作集中水墨、篆刻、油畫三方面。27 五十年代後丁

氏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尤主力於水墨畫之研究，繼承寫意的文人傳

統。所謂“新亞精神＂，乃指中國文人之精神，於艱苦時奮鬥，著重文化傳統傳

承之“中國學人＂。 28  而丁氏的水墨創作雖無因其教席而刻意追求“新亞精

神＂，但其作品上則可見“新亞精神＂之呈現，表現一個“中國學人＂對文化傳

                                                 
24 丁衍庸：《中國繪畫及西洋繪畫的發展》，《孟氏圖書館館刊》，第 3 卷第 1 期（1957 年 1 月），

頁 5-6。 
25 同註 23。李東強訪問 
26 同上註。李東強訪問。 
27 由於現存丁衍庸五十年代的水墨作品圖片極少，且作品上無題年款，實難查證正確年份，故

下文將使用六十年代的作品圖片為主。 
28 同註 23。李東強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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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應有之表現。一如國畫方面，徐渭（1521-1593）、八大山人（1626-1705）、髡

殘（1612-1692）、石濤（1642-1707）、牛石慧、金農（1687-1764）及其他揚州畫

家，近人方面如吳昌碩（1844-1927）、齊白石（1864-1957）、關良等人都為丁氏

參照的對象。甚至從甲骨、青銅器、璽印、石刻、畫像磚等早期藝術，丁氏亦能

得到啟示，融會於其水墨創作中，可見他對文化傳承和中國傳統藝術的熱忱，雖

丁氏早年習西畫，但從其水墨畫中亦可展現中國傳統學人之氣質。 

五十年代開始，丁氏已深受八大山人的影響，尤其是其花鳥畫，《花鳥雜冊

（廿一）》（圖一）及八大山人《魚圖》（圖二）中的魚，兩者的神態、筆墨運用

等，皆見丁氏對八大山人的學習；《荷池清興》（圖三）與八大山人的《荷花雙鳧

圖》（圖四），佈局亦見相似。丁氏對八大山人的傾慕，非單是寫意技法和線條運

用的層面，而是深入其思想、感情、精神上的共鳴，並以全新的個人角度詮釋八

大山人於其水墨創作之中。八大山人素為文人圈畫家所尊祟及模仿之對象，影響

及至二十世紀之中國水墨畫發展，其作品表現著中國文人之精神。八大山人乃為

明寧王的後裔，當明朝滅亡，他廢棄了自己的姓，自號“八大山人＂，四字看來

似草寫的“哭之＂或“笑之＂，有哭笑不得之意，藉來寄寓國亡家破之痛；最著

名為畫鳥（圖四），形態迫真，誇張滑稽，鳥眼向上仇視，鳥腳單腳站立，所以

不少人揣摩此為八大山人對清朝的不滿及咀咒，然而學術界一直認為哭之笑之及

畫鳥之說，是否屬實仍無實際證據。29 但八大山人特別的背景，加上寫意生動

                                                 
29 有關八大山人之資料，可參考周士心：《八大山人及其藝術》（台北：藝術圖書公司，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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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墨風格，卻能令丁氏為之著迷。就如丁氏所繪之雀鳥（圖三及圖五），亦如

八大山人作品中雀鳥的用墨、用筆、神態等極為相似。八大山人對所處的時代的

描述，亦令丁氏自況於感受在共產政權下的中國文化所面對危機，將自己的流亡

與八大山人的亡國之痛相提並論，故自五十年代以後丁氏尤鍾於八大山人。30 然

而丁氏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面臨挑戰而產生的危機感，當時的文藝工作者亦感共

鳴，遂提出復興中國傳統文化的理念，“新亞精神＂亦為五十年代絕大部分學者

的共同抱負，乃中國傳統學習之精神。身為新亞書院藝術系創辦人之一的丁氏，

其創作與教學之路向亦與“新亞精神＂不謀而合。 

圖一  1962 年  丁衍庸 《花鳥雜冊（廿一）》 水墨紙本  35

厘米 x 46.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二  1694 年  八大山人 《魚圖》 水墨紙本

77.5 厘米 x 44 厘米  立軸  私人收藏 

                                                 
30 高美慶：《丁衍庸先生的生平藝業》，載於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意象之美 ──丁衍

庸的繪畫藝術》（台灣：國立歷史博物館，2003），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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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963 年  丁衍庸 《荷池清興》 水墨紙本  

138 厘米 x 69 厘米  立軸  香港心泉閣藏 
 圖四  1696 年  八大山人 《荷花雙鳧圖》 水墨紙本

184.1 厘米 x 95.5 厘米 直幅 華盛頓佛利爾博物館藏

 圖四  1696 年  八大山人 《荷花雙圖》（局部） 水墨紙

本 184.1 厘米 x  95.5 厘米 華盛頓佛利爾博物館藏 

圖五  1963 年  丁衍庸 《鸚鵒冊》 水墨紙本  

每開 22.9 厘米 x 34.3 厘米 香港心泉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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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的風格上，丁氏從八大山人獲得啟示和靈感，有助其形成個人的藝術

風格。丁氏並非純粹模仿八大山人的筆墨，而是將八大山人不同作品的形象重新

組合，得其神髓，並抒發其自我性靈，融合其於西洋繪畫的技法基礎上，自成一

格。縱然八大山人的作品與丁氏同感懷家國之痛，八大山人亦畫寫意畫，將不滿

變為沉寂，更突顯其悲嘆悽涼，以非激進的手法表現，畫面上的花鳥形態生動，

卻令人感到平靜安寧；反之，丁氏將八大山人沉鬱化為較活潑的動態，線條靈舞

飛揚，筆墨簡率抽象，往往只需寥寥數筆，就能把物件或人物的造型和神態勾劃

出來，表現出從野獸派馬蒂斯（Henry Matisse, 1869-1954）（圖六）及八大山人

兩者中的得著，並借助馬蒂斯之野拙手法，以水墨作媒介表現中國畫之精神。其

中西藝術精髓結合的手法，亦與藝術系之教學理想有所類同：新亞創校宗旨重視

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藉以促進東西學術交流，藝術系教學方針亦然；唯藝術系早

年的課程以中國繪畫為主，即使講解西洋畫亦喜用中國繪畫的理論，以及傳授為

學與做人的道理。31 

                                                 
31 李東強：《藝術系五十年》，載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與藝同行五十年》（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藝術系，2007），頁 151-165。（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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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1909  Henry Matisse, Dance, oil on canvas, 259.7cm x 390cm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觀乎丁氏自然地融合西洋畫手法，對水墨畫之處理，由於丁氏以毛筆和墨繪

畫線條，線條的表現和運用甚至比使用油彩的馬蒂斯更生動靈巧，以西洋繪畫入

手，在傳承與創新之餘，亦可突顯中國傳統藝術之精髓。丁氏對其真性情的表露，

並不如八大山人的含蓄，兩者同是表現悲傷之情，丁氏明顯更自我狂放，以水墨

畫作為對自身悲愴的宣洩，其奔放自由的筆墨更成就了丁氏水墨畫的獨特風格，

因此丁氏曾多次在畫上題詩云：“八大無此狂，石濤無此膽＂，可見他為自己勝

於前人的狂與膽感到十分自豪。32 同時，從丁氏受八大山人啟發的畫風，更可

看出其對文化承傳之實踐，非單純彷照前人，而吸取其精華和思想，加以發揮及

混入西洋繪畫中學習到的技法進行融會更新。 

丁氏的水墨畫比他所傾慕的八大山人、徐渭、石濤、金農等都更抽象，明顯

是來自西洋繪畫的訓練，務求形神兼備之餘，更著重捕捉形態與神韻，既寫意亦

抽象，甚至比他們更童心未泯。丁氏早於三十年代已熟讀中國藝術傳統，對相傳

                                                 
32 同註 30，頁 20。高美慶：意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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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陸探微（?-485）受一筆書啟發而作一筆畫深受啟發，並於七十年代創立“一

筆畫＂，但其出發點純粹為滿足自我的玩樂，《松鶴》（圖七）便為一例。其實觀

丁氏六十年代的作品，如 1960 年的《寒柳小鳥》（圖八）及 1965 年的《花鳥雜

冊（八）、（十二）及（十三）》（圖九、圖十、圖十一）亦已見其對運用線條的靈

活與鍾愛，同樣以有力的線條，生動地表現雀鳥的形態。“一筆畫＂於六十年代

時尚未成形，但對線條的玩味早已蘊釀於丁氏的花鳥作品中。“一筆畫＂能夠代

表其超脫物象的創造表徵，如以寥寥一筆，即令畫作前後連貫一氣呵成，更簡單

有趣，又能表現丁氏年屆五十仍甚具童心，作品充滿如孩童的活力、趣味和天真。

33 然而從 1965 年的《花鳥雜冊（八）》（圖九）觀之，丁氏於六十年代亦早已駕

馭以寥寥數筆繪畫一隻造型較複雜的雞，可見五六十年代實為丁氏晚年創新技法

的蘊釀階段，亦可窺見七十年代其黃金時期畫風的斑痕。丁氏的“一筆畫＂乃非

完全出於創新，亦是對傳統文化與藝術承傳的表現，其對線條的擅用更與中國書

法中講求線條氣韻有關；丁氏並加入現代人的幽默和融入現代性，亦可視為中國

學人之意趣的表現。 

                                                 
33 同上註。高美慶, 意象之美, 頁 20。 

 15



  
   圖七 1976 年  丁衍庸 《松鶴》 水墨紙本  

138 厘米 x 69 厘米 立軸   香港丁露茜藏 
    圖八 1960 年  丁衍庸 《寒柳小鳥》 水墨紙本

138 厘米 x70 厘米 立軸   香港丁露茜藏 

 

圖九 1965 年  丁衍庸 《花鳥雜冊（八）》 水墨設色紙本  34.5 厘米 x 46.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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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1965 年  丁衍庸 《花鳥雜冊（十二）》 水墨設色紙本  34.5 厘米 x 46.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十一 1965 年  丁衍庸 《花鳥雜冊（十三）》 水墨設色紙本  34.5 厘米 x 46.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踏入六十年代後，丁氏的水墨作品題材變得比五十年代時更廣泛，包括花

鳥、山水、人物，當中尤重花鳥及人物畫。七十年代後丁氏只教花鳥課程，表明

他對花鳥畫的重視，而人物畫則屬遊戲人生性質。丁氏的花鳥及人物畫均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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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物畫則較能表現自我的情感。其水墨畫色彩與筆墨並重，表露鮮明的個性和

獨特的精神，尤其歸於童稚的幽默奇趣之感，人物畫更為表表者。34 丁氏對創

作的出發點，從不離開文化承傳的堅持，從中國傳統的歷史、文學、戲劇、民間

傳說中找尋靈感。蓋“新亞精神＂不只為中國學人的精神，尤重道德、文章、詩、

書、畫的認識，凡有關精神及生活上之文化傳承亦屬“新亞精神＂，從中可再觀

丁氏如何將“新亞精神＂之意涵實踐於其創作上。35 丁氏的人物畫乃其七十年

代之代表作，亦繪有現代人物，人物造型誇張有趣，不少更是他幻想出來的，表

現他無窮的創意和童心，用筆剛柔並濟，色彩豐富多姿。然丁氏於六十年代已經

以其幻想繪畫《白衣觀音》（圖十二），揭示往後對繪畫中國神仙和民間傳說的興

趣；亦繪有《現代仕女》（圖十三），實為其現代仕女畫系列之始。而丁氏靈活巧

妙的用筆及風趣幽默的意味，亦早於六十年代已表露無遺。丁氏七十年代出色的

人物畫亦非突然而來，實為六十年代創作風格上的延續。丁氏於人物畫上表現極

之出色，實不能忽視，縱然本文討論範圍集中五六十年代，但丁氏於七十年代初

之人物畫為其重要成就，更為六十年代的餘風，實不容忽視。如 1971 年的《美

國西部牛仔》（圖十四）繪畫兩名既持西洋的槍亦持東方的劍的西部牛仔，繪畫

西方現代人物又不忘混入中國武俠小說的元素，為溝通中西文化的表現。丁氏亦

喜繪畫傳統中國故事中的人物，諸如中國的神仙，如 1971 年的《南無阿彌陀佛》

（圖十五），實將六十年代開始對繪畫神仙的興趣，進一步擴展；1971 年的《阿

                                                 
34 同註 30。。高美慶, 意象之美, 頁 20。 
35 同註 23 及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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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漢》（圖十六）則繪畫羅漢，蕭立聲亦專攻羅漢，唯丁氏的作品卻較則重展示

出其個性的灰諧有趣一面。而以上的角色，全都只根據其想像的形態去繪畫，但

其對中國傳統文化承傳的心態，卻表露無遺。 

 

 
圖十二  1963 年  丁衍庸 《白衣觀音》 水墨紙本  

46 厘米 x 34.5 厘米 直幅   香港心泉閣藏 
圖十三  1968 年  丁衍庸 《現代仕女》 水墨紙本  46 厘

米 x 34.5 厘米 直幅   香港徐志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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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1971 年  丁衍庸 《美國西部牛仔》 水墨紙本 46

厘米 x 34.5 厘米 直幅   香港莫一點藏 
  圖十五  1971 年  丁衍庸 《西遊記》 水墨設色紙本  

69 厘米 x 46 厘米 立軸   香港莫一點藏 

 
圖十六  1971 年  丁衍庸 《阿羅漢》 水墨設色紙本  46 厘米 x 34.5 厘米 立軸   香港莫一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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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一提的是自 1970 年開始常在丁氏作品出現的《鍾馗捉妖》（圖十七）。

丁氏的《鍾馗》系列脫離傳統故事中鍾馗負責捉鬼的形像，一如此圖繪畫一名裸

女在鍾馗旁邊，對當時的畫壇來說，這種水墨畫是十分新穎，但考繪畫裸女之沿

則始於留學日本之時。丁氏於早年留日學藝，已喜歡畫人物畫，如其自由選題的

畢業油畫作品《化妝》（圖十八）亦以野獸派粗獷的風格，繪畫一個正在對著鏡

子微笑著整理頭髮的裸女。往後，丁氏的油畫作品中亦不乏以人物為題材，他對

繪畫人物或裸體人物的興趣，絕對是來自馬蒂斯的影響和西洋繪畫的經驗，盡展

中西文化藝術的相互融合。丁氏真正致力於人物畫創作為七十年代以後，六十年

代則為其人物畫的探索階段。其人物畫以中國水墨媒介創作，又以中國的文學和

民間故事的人物入畫，創造富有中國趣味的特色；而且所繪人物多為虛構而非早

年學習西洋繪畫的寫生，但肯定的是留日學藝卻為其人物畫創作打下穩健的基

礎。丁氏晚年的人物畫創作，更為現代人物畫注入了新風，在傳承中國文化之餘

亦有所創新，貢獻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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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1970 年  丁衍庸 《鍾馗捉妖》 水墨設色紙本  28.5 厘米 x 35

厘米 立軸   香港莫一點藏 
圖十八 1925 年  丁衍庸 《化妝》 油畫布

本    載《意象之美 ── 丁衍庸的繪畫藝

術》，頁 11 
 

丁衍庸對新亞書院藝術系的影響重大，任教二十一年間，影響學生無數。丁氏

的水墨畫，充份顯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的意向，同時亦溶入了馬蒂斯的影

響，為對民族性的追溯和中西藝術融合的實踐。錢穆以“溝通中西文化＂的理念創

新亞書院，未知丁氏是否直接受錢穆的影響，抑或純粹新亞精神恰巧與其創作方向

殊途同歸，但其教學及自身創作的理念，的確與新亞精神之理念相輔相成，其作品

亦表現出“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的結合。36 

 

蕭立聲 

 

蕭立聲的人物畫創作，於五六十年代的藝壇擔當著特別且重要的角色。蕭立

                                                 
36 同註 30，頁 11。。高美慶, 意象之美,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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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廣東潮安人。蕭氏自幼隨父少齋習畫，父擅行書及墨梅。然蕭氏自小已喜作人

物畫，對羅漢畫的興趣尤濃，但只出於自學，並非出身於任何學校。自 1948 年定

居香港，從事美術教育，1962 年起任教於新亞書院藝術系及校外課程部國畫班，著

有《國畫階梯》一書。37 與丁衍庸皆為廣東人，二人甚有地域淵源，所繪的題材亦

相似，蕭氏擅繪人物畫，尤好畫羅漢仙佛。與丁氏不同，蕭氏一生專注於寫意人物

畫的創作。 

中國藝術史上，人物畫的拓展本來較人物及山水兩類早。古代的人物畫除藝術

價值外，亦含有教育意義，只可惜至明、清之時，強調人物畫中藝術價值的趨向已

遠蓋其教育意義，甚至民國以來，中國繪畫的重心，大體上乃為山水及花鳥，而非

人物畫。38 至五六十年代，於香港活動的畫家並不少，但其中能以人物畫為發展對

象的畫家，則為數甚少，蕭氏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 

蕭氏對人物畫創作甚有淵源，極盡文化傳承之能事。除了吸收漢唐石刻、壁畫，

得其韻味，其人物畫創作上追唐宋人物畫名家，幾乎展現出整個中國人物畫發展的

脈絡。蕭氏表示：“我的畫也受到唐代閻立本（?-673）五代貫休（832-912）和石

恪、宋代梁楷、明代陳老蓮（1599-1652）諸名家墨的影響，而影響最大的是梁楷。＂

39 一如《寒山拾得》（圖十九）中左面的人物，用筆上亦與梁楷的名作《潑墨仙人》

                                                 
37 更多蕭立聲的資料可參考：蕭立聲：《蕭立聲畫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77。黃

繼昌：《國畫多面手蕭立聲》，載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與藝同行五十年》（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藝術系，2007），頁 47-49。（未刊稿）及《香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第一輯（香港：

香港市政局，1995），頁 362-265。 
38 莊申：《中國人物畫的新創造 ── 讀蕭立聲先生近作有感》，《明報月刊》第 138 期（1977 年

6 月號），頁 60-61。 
39 魏天斐：《訪人物畫家蕭立聲》，《七十年代》第 123 期（1980 年 4 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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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的風格相似，以淋漓的淡墨表現人物的衣服和頭髮，同樣以寥寥數筆已

能勾劃人物的形神。可見蕭氏對傳承中國文化的熱忱與仰慕，及對傳統的鑄煉。 

  
圖十九  1967 年 蕭立聲 《寒山拾得》 水墨紙本 

62.7 厘米 x 31.6 厘米 直幅  載《蕭立聲畫集》，頁 1 
圖二十  宋代 梁楷 《潑墨仙人》 水墨紙本 

    48.7 厘米 x 27.7 厘米 直幅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丁衍庸自六十年代後亦有繪畫人物畫，但所繪的種類則較蕭氏廣泛，表現形式

亦較之創新。蕭氏的人物畫，以畫人物道釋（圖二十一）為前行，又以潑墨人物（圖

二十二）最為出色，並以繪畫羅漢（圖二十三）最為傳神。蕭氏本身亦無佛學信仰，

亦無研究佛學，但曾為觀察僧侶的形態而在寺院居住，可見其觀察之微。40 但其對

羅漢之迷戀原因，實出於羅漢百變的形態，及於凡人與神佛菩薩之間的獨特身分，

以及對傳統文化傳承的心態：蕭氏認為“因為羅漢是得道和尚，斷盡煩惱，更不拘

                                                 
40 同上註。魏天斐：《訪人物畫家蕭立聲》，《七十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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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形貌，變代無窮，且注重安詳與傳神。他們代表著潔淨、正義與光明，自古以來

人類都喜歡張掛他們的畫像也供奉，也作為美術品來欣賞。至於時代感這個問題，

我認為傳統的東西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41 蓋羅漢為中國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的

一種人物，蕭氏亦一再強調不認為專注繪畫羅漢是脫離時代感，可見其對文化傳承

的堅持。 

  
圖二十一  1955 年 蕭立聲 《醉八仙》 水墨設色 

紙本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圖二十二  1967 年 蕭立聲 《朝天圖》 水墨設色紙

本  119 厘米 x 59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41 同上註。魏天斐：《訪人物畫家蕭立聲》，《七十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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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1965 年 蕭立聲 《羅漢圖》 水墨設色紙本 92 厘米 x 4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蕭氏於五十年代已繪畫羅漢，其筆下的羅漢畫，形態神情千變萬化，或坐或站

或仰，或在進食或打老虎或歡醉，有喜有悲。自七十年代以後則開始繪畫神佛，如

觀音、無量壽佛、蟾蜍仙人等，同樣神態生動，與羅漢畫同出一轍。從香港中文大

學藝術系對其二十張的人物畫教學的畫稿中，羅漢像亦佔五張，如《人物面貌畫法

(四)：羅漢象》（圖二十四）及《人物面貌畫法(七)：五分面之羅漢象》（圖二十五）

就為兩例，可見羅漢於蕭氏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除創作外亦見於教學上；而其他

教學畫稿中，合共十四張均為教授人物面部比例的畫法，如《人物面貌畫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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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九分面畫法》（圖二十六）及《人物面貌畫法(十七)：五分面向上望之畫法》（圖

二十七），可見蕭氏除了在個人創作上，即使教學上亦極重傳統人物畫技法的傳承。 

  
圖二十四  1967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四)： 

羅漢象》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 3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二十五  1967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七)： 

五分面之羅漢象》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 3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二十六  1967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二)： 

小童九分面畫法》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 30 厘 

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二十七  1967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十七) 

：五分面向上望之畫法》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3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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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氏現存五六十年代的作品不多，藝術系現藏其一張五十年代（圖二十八）及

十七張六十年代的作品，十五張為教學畫稿。雖然作品僅為教學畫稿，實不及其七

十年代以後的作品優美及寫意，但對研究五六十年代蕭氏作品的意義重大，可見其

教學中極重傳統基礎技法的訓練，實踐“新亞精神＂及藝術系的教學方針。其著名

的羅漢畫像，現存大部分繪於七十年代以後，但從六十年代的教學畫稿中，與七十

年代的羅漢畫（圖二十九）相比，其用筆、風格等均同出一轍。五六十年代，其作

品始終較著重傳統寫意畫技法的傳承多於求風格上創新（然而蕭氏一生作品基本上

未見如丁衍庸般創新），但從羅漢畫稿中已見開其豪邁的寫意潑墨畫風的先例。從

六十年代蕭氏的作品中，已見七十年代作品的前奏，實為重要。 

 
圖二十八  1955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十九)：

 五分面之高士象》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 30 厘 

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二十九  1972 年 蕭立聲 《放光動地》 水墨設

色紙本  37.6 厘米 x 56.4 厘米 直幅 載《蕭立聲畫 

集》，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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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氏認為中國傳統畫，注重筆墨，歷代均力求創新與變化；只知筆墨純熟老練，

便能揮灑自如，淋漓盡致，達到繪畫的妙境，中國畫歷史悠久，具有獨特的風格，

經過先賢數千年的經營和興累，才有今日的輝煌成就。42 從中可見蕭氏十分重視和

欣賞中國傳統藝術。蕭氏亦對學習西方藝術的看法則較丁氏保守，可能與其學習背

景有關，未曾出國習西洋畫，故此側重直接對傳統文化傳承，並認為“外來的畫風

只能作參考和借鑑，用以豐富我國固有的風格和內容，斷不能移植或代替＂。43 蕭

氏亦反對固步自封的做法，但亦認為不能以中國筆、顏料、宣紙作外在形式，需要

重視中國畫的精神，而從其人物畫中亦可窺見。 

唐君毅認為羅漢畫是人物畫中最高的層次，並推舉擅於繪畫羅漢的蕭氏：“蕭

立聲先生，於國畫無不工，而吾尤喜其人物畫中之羅漢。＂44。唐君毅認為國畫“妙

在筆意，於人物之畫，重得其神趣＂，而最能表現筆意與神趣則首推羅漢畫：“唯

以國畫之筆墨，為高人逸士，與佛菩薩及羅漢者，其橫斜曲直之變化無窮，而後此

筆墨之用，得無礙自在。＂這是因為“顧道家之高人逸士，有冠有髻，昔為之畫者，

要在繪其行動衣履之姿。而佛家之羅漢，則可袒裼裸裎，不冠不履，而其頭骨之崢

嶸，胸腹之坦蕩，無不可入於畫中。＂因此“國畫中之人物畫，吾嘗以羅漢畫為至

極＂。 45  繪畫羅漢的難度甚高，若視之為佛菩薩則“未有其慈悲之懷與圓滿之

德＂、“其貌不如佛菩薩之端嚴豐碩＂，但又不能當世俗去繪畫，因“亦未嘗有倨

                                                 
42 同上註。魏天斐：《訪人物畫家蕭立聲》，《七十年代》 
43 同上註。魏天斐：《訪人物畫家蕭立聲》，《七十年代》 
44 唐君毅：《書蕭立聲先生羅漢畫》，《新亞生活》第 13 卷第 2 期（1970 年 6 月 5 日），頁 2。 
45 同上註。唐君毅：《書蕭立聲先生羅漢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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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肆放之容＂。因此即使當時從事人物畫的畫家不只蕭氏一人，甚至同時期內繪畫

羅漢亦有上述三人，唯唐君毅獨對其作出讚譽：“南來唯見蕭立聲先生，以其拔俗

之襟期，為此舉世不為之畫＂46，可見蕭氏的羅漢畫過人之處，而身為新亞書院創

辦人之一的唐君毅對其高度讚譽，亦與其致力人物畫傳統脈絡的傳承有莫大關係。 

蕭氏的繪畫講究用筆和用墨的神韻，並著重“傳神＂。“傳神＂乃人物畫中決

定成敗之關鍵，所謂“傳神＂並不是對形的破壞，而是對形的選擇，選擇出與神相

應之形而加以傳寫，乃成形神相融的作品。47 蕭氏的人物畫則能形神兼備。而徐復

觀則認為蕭氏“以山水畫之放逸精神入之於人物畫，故其能傳人物之神而一無匠

氣＂。48 蕭氏的作品始終能展現出中國學人，對中國傳統傳承的抱負之思想。其人

物畫風主要有兩種，分別為以潑墨式的寫意人物（圖十九），及以白描線條為主的

半寫意人物（圖三十及三十一）。49 而蕭氏更能表現出對傳統中國繪畫的多種純熟

技法：畫分水墨、淡彩、潑墨外，亦擅焦、濃、濕、淡、清之墨彩，極盡變化之能

事。50 從蕭氏作畫的手法上，同樣能滲透對傳統人物畫家的技法和精神的傳承與理

解。首為其作畫速度甚快，一兩分鐘已完成一張人物畫，快畫要求對筆與墨的使用

有精確的控制，自吳道子（689-759）以後已很少見掌握到快畫的畫家；而蕭氏更能

同時把握人物的造型，可見其功力深厚，因此莊申認為蕭氏“與吳道子的作畫的精

                                                 
46 同上註。唐君毅：《書蕭立聲先生羅漢畫》 
47 徐復觀：《論蕭立聲的人物畫》，《明報月刊》第 54 期（1970 年 6 月號），頁 85-86。 
48 同上註。徐復觀：《論蕭立聲的人物畫》 
49 同註 38。莊申：《中國人物畫的新創造 ── 讀蕭立聲先生近作有感》 
50 林宏作：《記蕭立聲先生京都書畫展》，《明報月刊》第 83 期（1972 年 11 號），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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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是十分相似的＂。51 次為在人物造型上，與貫休的羅漢畫不無關係，亦在筆

墨的使用上，與梁楷乃至其他宋元初的禪僧水墨畫蹟，有所溝通。52 蕭氏的作品除

展現傳統技法的承傳外，亦表現中國士人之氣質。 

 
圖三十  1954 年 蕭立聲 《松下羅漢》  

水墨設色 水墨紙本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圖三十一 1967 年 蕭立聲 《人物面貌畫法( 

十八)：七分高士圖》 水墨紙本  40 厘米 x 3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蕭氏在傳承傳統人物畫以外，在七十年代以後更創潑墨“指畫＂。作品中的幼

線以右手中指甲繪畫，使本來已豪邁寫意的畫風更豪邁，在粗豪寫意的繪畫上以手

指繪畫幼線，實能於畫面上取平衝及配合，如《隱士》（圖三十二）之鬍鬚便為指

畫之作。蕭氏亦繪有美女，但未如丁衍庸繪裸女，如前所及，相信與其教育背景有

關。選材上亦全繪畫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人物神佛，形象全依照傳說故事幻想，不

                                                 
51 同上註。莊申：《中國人物畫的新創造 ── 讀蕭立聲先生近作有感》 
52 同上註。莊申：《中國人物畫的新創造 ── 讀蕭立聲先生近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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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丁氏著重實物寫生（如裸女寫生），但亦極重傳統人物畫之技法重現。至於技法

上，與丁氏的人物畫相比，蕭氏則純粹專注於傳統水墨技法中再作探討，但終歸蕭

氏一生的作品，未如丁氏大量自然地融入西洋藝術技法和意念於創作中，丁氏甚至

於西畫、傳統水墨、篆刻三者互相融會，無論選材、技法、意念無不滲入西洋繪畫

的元素。 

 

圖三十二  1975 年  蕭立聲 《隱士》 水墨紙本  45.4 厘米 x 31.6 厘米 直幅  載《蕭立聲畫集》，頁 30 
 

蕭氏的創作方向，尤其專注於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傳統中傳承。除羅漢畫外，蕭

氏亦繪有風景水墨畫，但數量不多，主要為寫生及虛構古意兩類，《霧中行旅》（圖

三十三）便為一例。蕭氏的作品始終不離寫意的風格，風景水墨畫亦喜加入人物，

使作品更具生氣。蕭氏亦於作品畫面上的題字，無論行書、篆書、隸書、草書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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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書為主，其對各類書體的熟練，亦可顯示其於繪畫外，亦對傳統書法體系作傳

承。蕭氏的作品，不論創作或教學畫稿上，均能徹底表現新亞精神。 

圖三十三  1967 年  蕭立聲 《霧中行旅》 水墨紙本  63.8 厘米 x 31.3 厘米 橫幅  載《蕭立聲畫集》，頁 27 
 

王季遷 

 

 王季遷、周士心、顧青瑤、張碧寒四人皆來自江蘇，擁有深厚淵博的傳統習畫

根基。當中以王季遷與周士心皆為江蘇吳縣人，甚有地域淵源，但二人的繪畫意向

則分歧。王氏雖與丁衍庸無地域淵源，但兩者在新亞書院藝術系任教期間的創作路

向接近，同樣對傳統國畫既傳承亦進行變革，並融會西方繪畫的技法。但王氏於藝

術系任教期間，一直教授傳統山水，而其抽象水墨只為個人創作。53 

王季遷，原名季銓，又名紀千，七十歲後改名已千；1949 年移居美國，1957

年於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開校時只任教國畫課程一學期後離任赴美，又於 1962

                                                 
53 同註 23。李東強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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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64 年間於新亞書院藝術系任教，並為系主任。54 縱然王氏於藝術系只任教

三年，屬過客形式，但其書畫鑒定經驗豐富，對傳統歷史文化熟悉，於藝術系任

教前已有一定的身分和地位；而其重視傳統文化的形象，卻對藝術系“發揚中國

文化＂的方針起重大作用，實具特別意義。 

 王氏出生自文人世家，自十四歲起已見過不少珍貴的古代名蹟，並先從顧麟士

（1865-1930）習山水畫，自二十歲隨吳湖帆（1894-1968）習書畫鑑賞，為他奠定

深厚淵博的中國畫知識。55 早年王氏的作品較近傳統風格，一如四十年代的《花卉》

（圖三十四）；自五十年代末赴美後，王氏開始嘗試不同技巧，變化創新。56 其摺

紙拓墨技法，加上傳統筆墨功力，結合西方現代藝術觀念，再造自然山水，自成獨

特風格。57 自六十年代其“新山水畫＂亦成形，作品刻意加強自然肌理，氣勢磅礡，

融合中西元素。58 一如《Landscape #98》（圖三十五）及《690000》(圖三十六)，

均表現出其用色用墨的技法和意趣。59 王氏展現掙脫傳統筆法運用的束縛，但作

品雖為創新，始終仍具濃厚的傳統風味；如其皺摺山水技法，雖只為一種靈感啟發

時的技巧，而非不可或缺的支柱，靈感一方面來自其所藏的山石繪畫，又致力將宋

朝以前的精萃收入畫中；另一方面王氏搜集字畫的同時亦深入研究漢唐陶藝，作品

                                                 
54 《香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第一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5），頁 220。更多王

季遷的資料可參考：台北市立美術館展覽組：《王季遷創作展》（台北：台北市立美術館，1994），

頁 25-27。及王己千：《抒情畫筆》。香港：Plum Blossoms (International) Ltd.，2001。 
55 聞堂：《現代中國山水畫家王季遷》，《明報月刊》第 251 期（1986 年 11 月），頁 53。 
56 只可惜現存作品並未見王季遷五十年代的作品，下文將集中討論王季遷於六十年代的創作。 
57 火輪：《旅美著名書畫家．本校藝術系前系主任王季遷之作品來港展出》，《新亞生活》第 10
卷第 7 期（1983 年 3 月 15 日），頁 15。 
58 謝柏軻：《跨越歲月的藝術：年長、年輕、雋永、創新──論王己千之畫作》，載於王己千：《抒

情畫筆》（香港：Plum Blossoms (International) Ltd.，2001），頁 11。. 
59 王季遷的山水畫作，喜用完成作品日期為作品名稱，依照“年月日＂的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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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定形的山水表面，充斥著柔和的陶器色調，帶有古意的侵蝕與斑駁，古舊中卻

帶觸感上的新生命力。 

五六十年代的現代中國藝術發展的路向，每每在傳統與現代的技巧與觀念間

徘徊，或說既希望在中國傳統文化面臨挑戰之時，為其作傳承與保存，另一方面

亦致於吸納並融會西方之長，使傳統復興之餘得以更新。在王氏的作品中，可見

兩者並非對立，而是彼此糅合，充分表現時代性與民族性。 

 

 
圖三十四  1941 年  王季遷 《花卉》 水墨設色紙本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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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1969 年  王季遷 《Landscape #98》 水墨設色紙本  50.5 厘米 x 62.9 厘米  掛軸  王季遷藏 

 

圖三十六  1969 年  王季遷 《690000》 水墨設色紙本  25 厘米 x 85 厘米  橫幅、掛軸  華盛頓大衛．方德烈藏

 

王氏早年隨吳湖帆習畫，對其藝術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使他以深厚的傳統

文人畫功力作起點，吸收傳統優美及可取之處。後王氏再加以發展，突破老師吳

湖帆的影響，不局限於傳統，創出革新的繪畫方向，以新派水墨、彩墨繪畫山水

畫。二人同為江蘇人，擅繪傳統山水，並精通董源（10 世紀）、巨然、郭熙

（1456-1529）、董其昌（1555-1636）、清初四王等，自不同年代的傳統藝術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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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養份。王氏習畫的淵源極廣，從其印文“非南非北，亦古亦今＂的款識便可窺

目，自商周銅器、漢唐陶俑、宋元明乃至當代的繪畫，皆為王氏學習和吸收的對

象。60 早期王氏仿效追隨董其昌的清朝正宗畫派遺風，但在師法古人上則獨鍾

倪瓚（1301-1374）（圖三十七），認為“從不能達到他的雅，他那種遠離俗世的

超脫＂，不過王氏始終認為自己無法達到倪瓚的意境，遂於五十年代後，融合西

洋繪畫之技法再發展，以求達到同樣的理念。61 王氏的傳統國畫繼承基礎極為

鞏固，並於藝術系任教前已有追溯中國傳統藝術源流的傾向。其早期的山水畫多

守古法，以水墨為主，淡彩為輔；甚至任教期間，縱然於藝術系以外是繪畫“新

派水墨畫＂，但教授國畫時卻一直以傳統國畫為主。62  

 
圖三十七  1372 年  倪瓚 《容膝齋圖》  水墨紙本  74.2 厘米 x 35.4 厘米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60 台北市立美術館展覽組：《王季遷創作展》（台北：台北市立美術館，1994），頁 2。 
61 徐小虎：《置身於繪畫及書法復興時期的王己千》，同上註，頁 16。《王季遷創作展》 
62 李東強：《王季遷老師》，同註 31，頁 33。（未刊稿）。有關王季遷的新派繪畫風格，有稱為“新

派國畫＂亦有稱為“新派水墨畫＂，意思上相通。本文採用李東強的說法，下稱“新派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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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王氏移居美國之時，設法使自己的繪畫融入美國，好讓外國人容易接

受，並於紐約修習基本設計課程，又於藝術學生聯盟習西畫，把視覺藝術分析性

的技法融會在國畫中；王氏認為“新派水墨畫＂只是其藝術作品的小點綴，說到

“國畫＂仍是以傳統國畫為基本，而在藝術系教授上，王氏認為學習的應是基本

的學識，故從未於系內教授或繪畫其“新派水墨畫＂。63 而這種對“國畫＂的

看法，則與其年少時的訓練有莫大關係。 

 六十年代時，王氏既有繪畫傳統國畫，亦有創作“新派水墨畫＂。從藝術系

收藏王氏合共四十六張的教學畫稿中（可惜無年份紀錄，只可推斷於 1962-1964

年間繪畫），全為傳統山石（圖三十八）、山水、樹、竹、蘭花（圖三十九）的技

法教授，一如《山石(畫稿)(七)》（圖三十八）更題上“卷雲皴＂，足見王季遷重

視文化傳承的心態，藉教學推動傳承的任務；王氏心目中標準的筆畫是源自石濤

（圖四十）、倪瓚及王原祁（1642-1715）。64 藝術系收藏其早年山水畫中，亦有

《倣石濤山水冊》（圖四十一及四十二），雖年分不詳，但現存王氏七十年代後的

作品風格已變，故可推測一冊四開的倣石濤作品應為六十年代；雖風格是否宗於

石濤仍值得相榷，但王氏繼承前人作品風格或精神而繪畫此作，對傳統傳承的意

向更見明顯。至六十年代末，王氏仍繪畫傳統的山水畫，《68-73000》（圖四十三）

便為一例。 

                                                 
63 同上註。此處“國畫＂乃指中國傳統以水墨為媒介的繪畫。“水墨畫＂的意思則同註 3。年》 
64 同註 6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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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    王季遷 《山石(畫稿)(七)》  水墨紙本  40 厘米 x 50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三十九    王季遷 《蘭花(畫稿)(六)》  水墨設色紙本  47 厘米 x 35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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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  王季遷 《倣石濤山水冊(一)》  水墨紙本  

40 厘米 x 30.2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四十  清代  石濤 《清水山音圖》  水墨紙本  

102.6 厘米 x 42.52 厘米  直幅  上海博物館藏 

 圖四十二  王季遷 《倣石濤山水冊(三)》  水墨紙本  

40 厘米 x 30.2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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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  1968 年  王季遷 《68-73000》  水墨設色紙本  45.6 厘米 x 20 厘米  立軸   何陋軒藏

 

王氏在教學上教授傳統國畫，除文化傳承的意向外，亦因王氏本人認為“新

派水墨畫＂只是一種嘗試，雖然是另一種面目，卻代表不了他的專長。65 王氏

於當年的課堂上曾表示，繪畫“新派水墨畫＂乃出於市場及交往，於其心目中始

                                                 
65 同註 3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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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是比傳統國畫次一級；王氏習設計後對“圖畫＂有新的詮釋，認為“圖＂乃圖

像，是做出來、具實用性和設計性，反之“畫＂的學術性較強，其中寫畫的層次

亦較高，而“圖畫＂該屬修養的表現，應比圖像高一層次；而王氏卻向當時的學

生表示，其“新派水墨畫＂為“設計式水墨畫＂。66 故此，王氏只於藝術系以

外繪畫“新派水墨畫＂。自 1962 年回藝術系任系主任，同年繪畫的《620708》

（圖四十四），在傳統筆墨之外，非全景式的佈局、全畫作灰黑色處理，以突顯

苔點位置的鮮艷用色，均有別於其傳統山水畫的處理（圖四十一及四十二）；1962

年秋，王氏亦曾於尖沙咀漆咸畫廊舉辦 “新派水墨畫＂個人展覽，展示受美國

新藝術衝激而成之新作。67 是次展覽後，其“新派水墨畫＂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卻很大，甚至可見在 1962 年時，“新派水墨畫＂已經在藝術系萌芽，可是卻沒

有開花；這是基於校內教師的教學方針，認為教導學生的是基本知識，而非流派

形樣。68 但從中可得知六十年代時，王氏傳統及“新派水墨畫＂並重，王氏繪

畫傳統國畫亦跟藝術系的教學有關，自七十年代以後其創作方向則以“新派水墨

畫＂為主。 

                                                 
66 同註 23。李東強訪問 
67 李東強：《藝術系廿五年》，同註 18，頁 7。。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廿五周年系慶特刊 
6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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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  1962 年  王季遷 《620708》  水墨設色紙本  40 厘米 x 57.5 厘米 橫幅  載《王已千書畫展》，頁 12-13

現存六十年代王氏的作品，始終以“新派水墨畫＂為主，畢竟其創新的突破

並無出現於教學上。其“新派水墨畫＂的畫面用色上，六十年代時以水墨為主，

利用濃淡墨，表現光影明暗陰柔的運用，融入西洋畫中的明暗對比效果

（chiaroscuro）（圖四十五）；亦有加入色彩的作品（圖四十六）但不多，通常仍

以墨為主，色彩只為輔助性，亦不會如七十年代以後鮮艷搶眼，通常只是渲染淡

花青、淡赭墨。作品山水造型，尚可找到傳統國畫的痕跡，但以抽象化的山水居

多，仍見山水的形貌具像，而非如西方全抽象。但六十年代王氏以墨色作明暗對

比的擅用，卻直接影響七十年代以後，運用西方冷暖色系對比調和的概念，王氏

對畫面明暗對比的處理，更使用至逝世為止。六十年代後，王氏改變六十年代的

色調平淡，採用生動活潑的顏色，使水墨濃淡和乾濕以外，形成更大的對比，在

 43



抽象的色調配置上創新，表達了自然的生命活力。 

 
圖四十五  1968 年  王季遷 《煙浮遠岫》 水墨紙本  44.5 厘米 x58.4 厘米 橫幅  載“Mountains of the 

Mind”,pp.37-38. 

 

 
圖四十六  1969 年  王季遷 《Landscape #93》  水墨設色紙本  47.5 厘米 x 62 厘米  橫幅   王季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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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的“新派水墨畫＂始終非純粹創新，乃自傳統中加以復興及變更。其水墨

畫仍甚為重視筆墨，並視此為中國畫與西洋畫的最大分別。69 王氏亦認為其新派

水墨畫，乃“對中國畫的基本理論，有了一個新的觀點，從而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出

來，做成了我所創作的中國畫的新面目＂。70 由此觀之，其新派彩墨山水並非突

然創出，自有追溯本源和傳承的淵源在內。五六十年代王氏的作品，主要為結合中

西，對不同技巧作出嘗試，筆墨再非純粹傳統手法，反而化為表現中西藝術技法融

合的工具。其繪畫“著重表現筆墨的美感，而不再拘束於真山真水的形象＂。71 素

來新亞精神重文化傳承，亦重溝通中西文化，王氏創作上之藝術取向，不單與新亞

精神不謀而合，更具五六十年代藝術上的時代性。雖然丁氏以西畫入手，再學習傳

統國畫；王氏則由傳統水墨入手，再習西畫，藝術學習的程序相反，但兩者皆於五

十年代以後，以中西結合的手法創作。 

 王季遷並於文化傳承中求復興與更新，他轉畫“新派水墨畫＂除因習西洋藝術

外，亦出於對傳統畫風的不滿。王氏認為寫意派的畫風自元朝以來不斷受到侷限而

趨衰敗，亦出於自己無法達到王原祁的純真或倪瓚的超然，所以希望對傳統國畫進

行除弊和創新，藉引進新的媒體及技巧為其注入新活力。72 王氏不受限於尊崇古人

之筆意，並有志於傳承後再進行內部改革創新。其繪畫仍使用傳統的技巧，構圖上

亦互相呼應，使其山水畫仍像傳統的格局，如《江城曉霽》（圖四十七），可見王氏

                                                 
69 鄧偉雄：《香港藝術家對話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 107-112。李東強《藝

術系廿五年》（同註 67）中表示王季遷雖然是國畫新技法的先驅者，卻主張以筆墨為主，故在教

室內亦沒有教新派水墨畫。 
70 同上註。鄧偉雄：《香港藝術家對話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 107-112。 
71 同上註，頁 110。 
72 同註 61。《王季遷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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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形式化地傳承傳統。73  

 

圖四十七  1966 年  王季遷 《江城曉霽》  水墨設色紙本  48 厘米 x64 厘米  橫幅 柏克萊 James Cahill 藏 

 

當時藝術系內亦十分重視文化傳承的風氣，所有水墨畫老師皆教授傳統國畫，

王氏亦教授中國傳統國畫及理論的課程；學生首次接觸“新派水墨畫＂，反而是由

教授設計的何弢（1936-）老師引入“設計式水墨畫＂，但只屬皮毛，就如陳士文老

師雖然教授西洋畫，卻用中國畫理論去解釋。74 直至 1971 年劉國松（1932-）於藝

術系任教後，宣揚“現代水墨＂的觀念，以往的“水墨畫＂才改稱為“傳統國

畫＂。75 從中可窺見五六十年代的藝術系，水墨畫老師均致力於文化傳承之教授，

即使王氏亦然。 

                                                 
73 以瑚：《認識現代中國畫》，《突破》125 期（1985 年 3 月 15 日），頁 123。 
74 同註 31，頁 161。李東強：< 藝術系五十年 >，《與藝同行五十年》。 
75 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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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的繪畫，可見傳統國畫的演變。76 六十年代後期，王氏開始研究宋畫技巧，

追求天然筆觸和自然在在的各種痕跡，如肌理皺摺等（圖四十五及四十六）。但真

正的突破已經是七十年代末以後。王氏受過正統的教育過程，但他不像張碧寒、顧

青瑤等老師堅守傳統，反能與老師及古人所尊崇的相抗衡，是出於其喜好探索和追

求的好奇心，而移居美國後學習西畫亦是當中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王氏並不把

全新的西方技巧和元素引入中國藝術中，其繪畫或書法作品上所作的任何一點創

新，都可回溯中國久遠傳統中的某一時期而找到根基，所有的創新實為其對中國主

流藝術傳統內部進化的必然結果。77  

五六十年代的老師的教學精神與新亞精神雷同，實為其個性、時代性、民族性

的表現，以繼承及發揚中國傳統優美的文化為己任。五六十年代的新亞書院藝術系

有教授中西藝術，但以中國藝術為主，當中尤以水墨畫為主。課程亦重視傳統文化

與藝術的傳承，從而及後溝通中西藝術。當時藝術系老師的作品風格為個人學養自

然的表達，於承傳中國傳統，打好傳統文化的根基後，再吸收外來文化，所謂的復

興與創新亦為傳承之途上間接形成的產物，而非直接學習新派水墨。王季遷的作品

一向以融會中西古今的“新派水墨畫＂為主，但從藝術系收藏其六十年代的教學畫

稿中，可見其對傳統技法和基礎傳授的嚴謹；同為六十年代，其創作亦見求新，教

學上則無突破，可見王氏在有能力和意識創新下，仍堅守文化傳承的意向和教學方

針。其餘老師皆極重傳統文化的脈絡與技法的傳承，尤以來自江蘇一帶的老師為

                                                 
76 同註 62。李東強：《王季遷老師》，載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與藝同行五十年》 
77 同註 6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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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周士心、顧青瑤、張碧寒。 

 

周士心 

 

周士心與王季遷及丁衍庸相比，至今為止無論教學及其創作的方向，均走傳統

水墨路線，並以“心血為爐熔鑄古今＂及“無愧古人不讓時賢＂為其創作抱負，極

之著重文化傳承。78 周氏與王氏、顧青瑤皆同為蘇州吳縣人，其習畫淵源深厚，幼

承家學，繪畫宗於吳門畫派，受過正式藝術訓練，作品富文人雅趣。79 周氏自 1949

年遷居香港，並於 1962 年至 1971 年任教於藝術系。繪畫花鳥擅於運用層次分明的

沒骨法，設色雅淡，層次分明，表現花果禽鳥的自然生趣，《三月紅》（圖四十八）

及《無題》（圖四十九）便為一例；山水畫兼融傳統筆法及潑彩潑墨，自出機抒，

意境清新，可參見《溪路翠雲》（圖五十）、《壓山濕雲》（圖五十一）及七十年代的

《層巒白雲》（圖五十二）一類的作品。80 徐建融評其繪畫“接續斷層，繼承傳統，

開拓未來，端正畫道，有持久深遠意義的啟迪＂，在周氏的作品以及教學上，的確

可見其“繼承傳統＂的心態。81  

                                                 
78 周士心：《周士心陸馨如金婚紀念》。溫哥華：周士心，1996。 
79 周士心八歲開始學畫於其父周赤鹿，又從吳子深、吳似蘭、柳君然、張星階等吳中名家習四

君子、花鳥蔬果蟲魚及松石山水畫，1944 年畢業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更多周士心的資料可參

考：周士心：《周士心百壽石圖集》（温哥華：留餘廬 (周氏畫室)，2002），頁 114-115。或《香

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第二輯（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2000），頁 100-101。 
80 周士心：《周士心百壽石圖集》（温哥華：留餘廬 (周氏畫室)，2002），頁 114-115。 
8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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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八  1963 年  周士心 《三月紅》 水墨

設色紙本  94 厘米 x 40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

學藝術系藏 

圖四十九  1968 年  周士心 《無題》 水墨紙本  93 厘米 x39 厘

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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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  1957 年  周士心 《壓山濕雲》 水墨紙本  橫幅  載《周

士心畫集》，頁 35 

圖五十  1957 年  周士心 《溪路翠雲》 水墨

紙本  直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13 

 

 圖五十二  1976 年  周士心 《層巒白雲》 水墨設色紙本  直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43 

 50



五六十年代周氏於香港教學和謀生之餘，於藝術系教授山水及花鳥水墨（圖五

十三、五十四），藝術系現藏有周氏九十九張教學畫稿，全為花鳥類。82 這些教學

畫稿已見其對教授傳統國畫基本技法的堅持，一如其他老師在堂上示範繪畫各種寫

意花鳥的技法（圖五十五）；更重要的是，畫稿中更有七張展示周氏把繪畫時的步

驟、花卉不同形態、各部分的細節都仔細繪畫出來，一如三張《梅花畫稿》（圖五

十六、五十七、五十八），更把以墨繪畫的梅花、枝、彩色的梅花分別畫出。反之，

一如丁衍庸等老師上課時，只一邊自己抽著煙斗、一邊繪畫作品送贈學生，學生上

課時圍觀丁氏，對水墨畫學習和吸收則依靠各自觀察到多少，老師不會把細節一步

步示範和講解。83 但觀周氏教學畫稿，已可想像當年周氏耐心地按步就班教導學生

的情況，希望學生能徹底了解各種傳統技法，方能達至傳承文化的最大效用。 

 
                                                 
82 藝術系現存 99 張周士心的教學畫稿，當中有 38 張未拍照，其餘 61 張繪畫為枇杷、梅花、葡

萄、芙蓉、菊、山仙、石榴、楓樹、竹、松樹、金魚、玫瑰、牽牛花、杜鵑、蘭花、洋紫荊、牡

丹、荷花、水族、小鳥的畫稿，全屬花鳥類，並無山水教學畫稿。可惜所有教學畫稿皆無年份記

錄，只能看出周士心當年著重教授傳統基本花鳥技法的取向。但這些畫稿對了解周氏教學取向的

意義重大，雖然無年分記錄，但實值得用以研究其對文化傳承的理念。 
83 此觀點同出自三人。同註 23，及根據本人於 2007 年 1 月 15 日下午與唐錦騰教授於香港中文

大學誠明館藝術系中國書畫室，以及 2007 年 4 月 16 日中午與徐志宇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畫室所作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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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  1964 年   周士心 《燕歌柳舞》 水墨設色紙本  橫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61 
 

 
圖五十四  1968 年  周士心 《松鶴遐齡》 水墨設色紙本   橫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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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五  周士心 《杜鵑畫稿(二)》 水墨設色紙本  46 厘米 x 64.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五十六  周士心 《梅花畫稿(一)》 水墨紙本  47 厘米 x 44.5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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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七  周士心 《梅花畫稿(二)》 水墨紙本  47 厘米 x 44.5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五十八  周士心 《梅花畫稿(三)》 水墨設色紙本  47 厘米 x 39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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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教學上著重傳承，同時亦致力於研究歷代名作及論著，純然擷取古人之

法，化合而為已有，如對八大山人作深入的研究，表現出尋找文化淵源的心態。周

氏擁有深厚的書畫根基，但對畫家個性的發揮和創作自由，卻十分重視。84 六十年

代起，周氏創異於潑彩潑墨的“潤筆寫意青綠法＂，乃為中國畫中的獨特技法，色

墨間相互引發，明淨醇厚，自出新意，氣韻生動，只可惜現存其六十年代此類繪畫

的圖片，均以黑白印刷（圖五十一及五十九），未能意會到此畫法的精妙，若觀彩

色圖片唯有七十年代開始（圖五十二及六十）。“潤筆寫意青綠法＂以寫意的方法

畫青綠山水，無論用筆、墨與色的關係均需處理得當；在潑墨的基礎上，運用不同

的乾濕關係，結合石青、石綠等礦物色和花青、赭石、草綠等植物色的積破技法，

使色與墨相互引發，整體用色活潑生動之餘，仍能明淨醇厚，這種畫法與張大千

（1899-1983）的潑墨潑彩又有所不同，是自出機杼之作。85 周氏的繪畫未如王氏

及丁氏混入西方技法，堅持走傳統水墨路線。但自六十年代起的“潤筆寫意青綠

法＂，往昔傳統國畫的創作風格改變，使其水墨作品不再單純繼承傳統脈絡，反而

對傳統技法尋求復興和變更。 

                                                 
84 同註 78。周士心：《周士心陸馨如金婚紀念》 
85 唐錦騰：《宛麗雅正出新奇──談周士心教授的繪畫藝術》，《明報月刊》第 341 期（1994 年 5
月號），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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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九  1963 年  周士心 《雲氣決莽》 水墨紙本   橫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37 

 

 
圖六十  1976 年  周士心《柳岸雨霽》  水墨設色紙本   橫幅  載《周士心畫集》，頁 34 

 

丁衍庸及王季遷的求新與變更乃屬內外皆備，周士心則向內求變，從傳統中更

新，表現出文人畫秀雅溫醇的氣色，並視學習傳統為極之重要。周氏提出應先了解

中國傳統的內涵，再理解世界潮流，要懂得分析傳統的好與壞，並加入時代感，這

樣方為“進步的藝術＂。86 有關藝術在繼承傳統和創新的問題，周氏表示：“一個

藝術家，尤其對一個國畫家而言，若果基本功不足，而只一味注重形式上的改變，

                                                 
86 林子英：《專訪周士心教授談藝術創作的路向》，《新亞生活》，第 21 卷第 8 期（1994 年 4 月

11 日），頁 9。 

 56



根本就未能充實繪畫思想的內涵，反映在畫面上的只是膚淺的意味＂。87 而他認為

真正的藝術家，應注意到作品的廣度和深度，畫面上隨表現技巧外，也應蘊含著一

股透過學術修養而反映出來的內涵。 

周氏明瞭要洞悉中國畫的境界，端在於畫家自身的修養，故其專志於修身篤

學；其對藝術之胸懷與視野亦十分廣闊，在鑽研古代名家之作，取法乎上外，亦能

不囿於門面之見，對不同地域淵源之藝術家亦接納，對同代畫家之長亦能兼收並

蓄。88 周氏更能表現出傳統文人“畫品即人品＂的氣質，投寄生命氣質於畫作上，

此乃中國藝術之優良傳統；在竭力鑽研古人作品外，周氏在筆墨上最能體現出師古

而不泥古、能入又能出的藝術特質：筆墨上周氏踵來自古人，但融會變化後又與古

人有所不同。89 諸如其潑墨而成的山石墨塊（圖六十），聚散有致，墨色靈動，乃

從傳統花鳥的垛葉畫法而來；使用頓挫虛實遲緩之筆時，又能結合墨色濃淡乾濕變

化，突出其“寫＂意的精神，極盡展現江蘇地域淵源上傳統文人雅淡意趣之能事。

90 吳門派大師兼其師吳子深（1894-1972）亦稱許：“士心髫齡即嗜翰墨，及長，

洞悉兩宋名家畫旨，林泉人物竹木花鳥，無不蒼秀高華，悠然意遠，尤能自成一家，

駸駸乎屆畫藝最上乘矣，儼然大家風範＂。91 足見致力修身篤學、傳承傳統之餘，

周氏更能師古而不泥古，把傳統國畫的精神發揚光大。 

周士心對藝術創作的思想，亦與錢穆的新亞精神和辦學思想十分配合，認為藝

                                                 
87 同上註。 
88 同註 85。唐錦騰：《宛麗雅正出新奇──談周士心教授的繪畫藝術》 
89 同上註。唐錦騰：《宛麗雅正出新奇──談周士心教授的繪畫藝術》 
90 同上註。唐錦騰：《宛麗雅正出新奇──談周士心教授的繪畫藝術》 
91 同註 80，頁 118。周士心：《周士心百壽石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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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作和學習並非獨立存在，而透過學習藝術領略到人文精神和培養道德情操，有

助於建立理想的人格，並非單純學習藝術的知識。錢穆亦於六十年代時稱：“余識

周君廿餘年，每愛其畫，筆謹而逸，韻秀而厚，其畫風乃如其人品，其接於外者廣，

其蓄於內者深，內外相發，而廿載以來，君之人與畫乃日進無已＂，可見錢穆對其

人其畫均十分賞識。92  

另外，出於其地域淵源的關係，周氏畫宗吳派。吳派向來文化淵源極深，如明

代沈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等人亦出於吳門，書畫皆精，江蘇一帶

自古已是文化和藝術傳統匯聚之地。即使從五六十年代的國畫老師身上亦可見一

班，而周氏書畫皆擅，更功力深厚，被認為是當代文人畫吳門畫派花鳥畫的典範，

實當之無愧。93 周氏除傳承吳門之優良功底外，更能師古而不泥古，學問淵博，因

而在藝壇內外均深受讚譽，名聲斐然。張大千於其《秋江垂釣圖》題：“此畫大有

六如居士遺意，新百年來畫人物者無此筆也＂、溥心畬（1896-1963）則指周氏為“文

苑珠林＂、黃君璧（1898-1991）亦稱其“品德學問，堪為師表＂；除此之外，亦有

不少稱許其師古而不泥古的藝術理念，如虞君質亦表示：“我於閱讀周氏之畫後，

發現其筆能精純，墨能敞彩，凡所經營，無不在不失古人法度之中，有獨特的風格

表現。觀其所作山水畫之落落清姿，迢迢秀影令觀賞者有曠目千里而動遊觀棲止之

興＂、勞幹（1907-）更稱：“士心先生不僅以治藝為先，抑亦以學思為尚，於古今

名蹟涵泳既久，故能思古而不泥於古，求新而不陷於新。往往意出筆端，越於心

                                                 
92 王世濤：《周士心的畫：筆謹而逸，韻秀而厚──錢穆語》，《明報月刊》第 265 期（1988 年 1
月號），頁 76-77。 
93 同上註。王世濤：《周士心的畫：筆謹而逸，韻秀而厚──錢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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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 

周氏藝術造詣植根深而觀念新，表現中國傳統的文化和藝術的內涵外，亦能充

分表現其個性和感情，直指心源，意境超逸，著重至情、率性、清新、和諧、顯現

生命躍熱的表現。在文化傳承以外，周氏亦表示“任何門派並不重要，表現形式亦

應該是變化多端。重要的是必需有自己的面目、有創造性、盡力把它攀到最高的高

峰，作品才有價值＂；周氏能入於傳統而出乎傳統，但亦重西晉陸機（261-303）的

“緣情＂說及蘇軾（1031-1101）“詩畫本一律，天工與清新＂的妙理，雖其古法淵

源深厚，但卻反對“因襲＂，善於掌握運用“緣情＂、“清新＂與“天機＂等中國

固有的美學觀，使其畫意在不求新而新意常在，畫無定形而個性橫溢，使其文化傳

承的理念不流於僵化。95 

五六十年代時的藝術潮流有二：一為感到傳統中國文化的守舊和不合時，必須

面各世界，向西方文化學習和結合至傳統國畫；二為堅持對傳統文化和源流的承

傳，將中國文化固有的底蘊復興和發揚光大。兩者似有對立矛盾，但於一眾五六十

年代的新亞書院藝術系老師手中，卻能發揚光大，相得益彰。這亦是當時社會對文

化傳承的兩種觀點，錢穆、唐君毅等人將之套用至新亞書院的成立目的，即新亞精

神。受時代性的影響，故當時的藝術家，以及新亞書院藝術系的老師的創作，亦不

離這兩個方向，表現對傳統文化傳承與展望的觀點，當中尤重文化傳承，實為一眾

學者的時代抱負。丁衍庸、王季遷則屬前者；蕭立聲及另外三位來自江蘇的老師則

                                                 
94 同上註。 
9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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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後者，尤其張碧寒及顧青瑤的作品，更表現出對傳統技法傳承的堅定不移。 

 

顧青瑤 

 

顧青瑤為江蘇吳縣人，與王季遷、周士心的地域淵源相同。顧氏及張碧寒則

同為江蘇人，二人皆重傳揚中國文化，表現正式文人山水的特色。 

有關顧氏的資料不多，僅見於《顧青瑤的繪畫》一書及錢穆之妻胡美琦於《新

亞生活月刊》發表《敬悼青瑤師》一文。96 來自江蘇的藝術系老師多有深厚的

畫學淵源，尤以顧氏為首，相信這亦與江蘇老師多以保存及發揚傳統國畫為己任

有關。顧氏在創作路向上一直堅持通過對傳統的認識和演繹，實踐中國傳統繪畫

的理論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保存傳統中國文化的特質上作出很大的貢獻。97 顧

青瑤生於書香世家，為晚清上海名畫家顧澐之孫女，幼承家學，承三世曾祖逵、

祖澐、父士穎書畫家傳，早年已對詩、書、畫、篆刻產生興趣，學淵廣博，其家

庭背景對顧氏一生的藝術生涯有重大的影響。一生對推動藝術十分積極，1934

年於上海創辦中國女子書畫會，又於 1945 年被選為全國美術協會理事。98  

顧氏於新亞書院藝術系任期只有 1958-1962 年合共四年，但對只屬草創階段、

並極希望傳承傳統文化的藝術系而言，其任教及深厚的習藝淵源，起了重要的作

用，有助鞏固學生對傳統水墨的根基。作為新亞書院藝術系五六十年代時唯一的女

                                                 
96 更多顧青瑤的資料，可參考朱錦鸞：《顧青瑤的繪畫》，載於顧靑瑤：《書・畫・篆刻》（香港：

市政局，1979)，頁 11-12。及胡美琦：《敬悼青瑤師》，《新亞生活月刊》第 6 卷第 7 期（1979 年

3 月 15 日），頁 4-6。 
97 朱錦鸞：《顧青瑤的繪畫》，載於顧靑瑤：《書・畫・篆刻》（香港：市政局，1979），頁 11。 
98 《香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第一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5），頁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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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老師，顧氏書、畫、篆皆擅長，尤精於花鳥、山水、人物，最著名為其蘭竹，充

分表現作為一名女性畫家的秀氣及雅淡之趣。顧氏致力追溯文人畫的傳統脈絡，人

物畫受清代華喦（1682-1765）（圖六十一）的影響，描繪人物氣韻生動，可惜現存

有繪畫人物的作品僅見於 1944 年的《桂子天香》(圖六十二)；松、竹、梅溯源元人

的文人畫風格，《松樹畫稿（三）》(圖六十三)、《竹石》（圖六十四）、《雪後南枝新

吐花》（圖六十五）便為其中一例。99 這些作品都能秉承江蘇的雅淡秀氣，其繪畫

作品更充分表現出地域性的特質和影響。100 

  
圖六十一  清代  華喦 《午日鍾馗》 水墨設色紙 

本 131.5 厘米 x 62.7 厘米  立軸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圖六十二  1944 年  顧青瑤 《桂子天香》 水墨設色 紙本 

102 厘米 x 31.5 厘米  立軸 載《顧青瑤書．畫．篆刻》，頁 19

                                                 
99 顧青瑤六十年代於藝術系任教山水及蘭竹課程，有關其資料本身亦不多，現存作品圖片更以

山水為主，要研究顧氏的花卉繪畫實有一定的困難。唯藝術系現藏五十四張顧氏當年的教學畫

稿，有四十九張為花卉繪畫，縱然全部畫稿都無年份紀錄，但畫稿中不少更將花卉植物遂部分繪

畫，故此相信為因教學而繪畫的畫稿，而顧氏只於 1958-1962 年任教於藝術系，故可推斷這些畫

稿的繪畫年分應為這四年，可代表其於五十年代末及六十年代初的畫風，實為珍貴的研究資料。

因此本文亦會討論這些畫稿，顧青瑤部分所討論的作品，凡無列明年分均指 1958-1962 年間創作。 
100 同註 97。《顧青瑤的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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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十三  顧青瑤 《松樹畫稿（三）》 水墨紙本  

58.5 厘米 x 32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六十五  1963 年   顧青瑤 《雪後南枝新吐花》  

水墨紙本  50 厘米 x 27 厘米  直幅  載《顧青瑤書． 

書．篆刻》，頁 32 

 

 
圖六十四  1964 年  顧青瑤 《竹石》 水墨紙本  69.5 厘米 x 38 厘米  橫幅 載《顧青瑤書．畫．篆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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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當年的教學畫稿，可窺見顧氏與周士心同樣極著重傳承傳統技法的基礎。

五十四張教學畫稿中，一如周氏把花卉的各部分、不同方向的姿態等逐部分詳細解

畫的，共估十張。不少更在旁寫上繪畫的技巧、步驟和心得，其當年講授的情況和

繪畫的步驟亦可根據這些題字而略知一二，甚至幾乎可幻想出來，如應為山水教學

畫稿的《樹圖》（圖六十六）、《樹、小屋》（圖六十八），及花卉畫的教授如《黑梅

圖（一）》（圖六十八）、《蘭竹畫稿(三)》（圖六十九）。從五六十年代的教學畫稿中，

足見顧氏十分致力於推動文化傳承，不論其繪畫，以至教學方法都表露無遺。 

 
圖六十六  顧青瑤 《樹圖》 水墨紙本  66.5 厘米 

x 33.5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六十七  顧青瑤 《樹、小屋》 水墨紙本  45.2 厘米 

x 31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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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十八  顧青瑤 《黑梅圖(一)》 水墨紙本  60 厘米 x 30.8 厘米  直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圖六十九  顧青瑤 《蘭竹畫稿(三)》 水墨紙本  68.5 厘米 x 35 厘米  橫幅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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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其山水創作於五十年代以後更竭力追求古人的筆意，如摹仿吳鎮

（1280-1354）、石濤、石谿（1612-1692）及唐代青綠山水。101 其山水畫均為對傳

承文化的表現，早於五十年代其《仿古山水》（圖七十）以表明“仿古＂的用筆，

但未知專仿哪一家。六十年代以後顧氏的山水畫（圖七十一），風格漸趨簡樸，自

1963 年的《山居圖》（圖七十二）開始，放棄以往逐漸深入的空間對比方法，以平

淡不著痕跡的角度，將觀者引入深遠的山水中；亦採用“爬沙＂的乾筆皴擦技巧，

為技法上的一小突破。102 但顧氏亦只在傳統脈絡中，向內尋找和探索，未如周士

心創出“師古而不泥於古＂的技法，可見其家學淵源對其影響之深，使其一直堅持

繼承傳統藝術之傳承，甚至希望在求變求新的時代風氣下，正宗傳統亦能傳承下

去，不管教學抑或創作亦如此。因此顧氏的繪畫作品中，無論花鳥（圖七十三）、

人物、山水，均能見古人畫作的風格重現。相信其深厚的學畫淵源，雖只於藝術系

任教四年，但必能在正宗傳統水墨技法之傳承方面，產生一定的貢獻。 

                                                 
101 同註 97，頁 12。《顧青瑤的書畫.篆刻》 
10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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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  1958 年  顧青瑤 《仿古山水》 水墨設 

色紙本  49 厘米 x 28 厘米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圖七十一  1965 年  顧青瑤 《雲嶺高澗》 水墨紙本   

直幅  載《顧青瑤書．畫．篆刻》，頁 35 

 
圖七十二  1963 年  顧青瑤 《山居圖》 水墨紙本  28 厘米 x 68.5 厘米  橫幅 載《顧青瑤書．畫．篆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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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三  1967 年  顧青瑤 《墨蘭》 水墨紙本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顧氏的山水畫於六十年代晚期開始，深受米家父子的影響，以古人“墨戲＂表

現與乾筆皴擦相違的濕潤效果。 103  顧氏並開始放棄以用依靠線條表達物象的形

狀，改用潑墨和濕筆為主的方式，這是受米氏雲山畫法（圖七十四）的影響而成，

如 1967 年及 1968 年的《山水》（圖七十五及七十六），可見較五十年代末（圖七十）

及六十年代初（圖七十二）較多使用濕筆的處理。六十年代末，顧氏更成功混合乾

筆皴擦及濕筆渲染，如 1969 年的《雲山居圖》（圖七十七）（從作品名字亦可見其

受米家父子的影響）更把《山水》的處理手法推上一層，乾濕用筆皆能把握，終能

從傳承傳統之中建立個人風格，不致一直只純粹重現古代之畫風，又不失文人畫的

風格。 

                                                 
10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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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四  宋代  米友仁 《雲山圖》 水墨紙本  27.3 厘米 x 57 厘米   橫幅  美國紐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七十五  1967 年  顧青瑤 《山水》 水墨紙本  橫幅  香港藝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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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六  1968 年  顧青瑤 《山水》 水墨紙本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圖七十七  1969 年  顧青瑤 《雲山居圖》 水墨紙本  66 厘米 x 38 厘米  橫幅 《顧青瑤書．畫．篆 

刻》，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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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年代一眾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式微深感痛心，而顧氏從早年摹仿古人風格

開始，通過自己的選擇和嘹解，逐漸擺脫前人的覊絆，從傳統的寶庫中探索並建

立個人風格。顧氏的藝術觀，亦正實踐了錢穆等人對復興中國文化的意願，而首

要則為向後輩傳承傳統文化，再希望在中西合璧的年代，能取中西文化之長而振

興墜落中的傳統文化。 

顧氏移居香港前，在上海文化界是一位知名的書畫篆刻家，亦為詩人，1933

年在“全中國婦女書畫比賽＂中更榮獲首獎，而其亦致力於婦女解放運動，對政

治、文化、藝術都十分積極。五六十年代是力求改革之時代，顧氏卻選擇以平淡

的教學與繪畫，致力保存國萃；從其教學畫稿中，已見顧氏對傳統國畫技法傳承

的教學的用心。至六十年代末終能以熟練的技法和深厚的學養，建立個人風格。

縱然顧氏只於藝術系任教四年，但其傳統技法的純熟，及對文化傳承的堅持，卻

能為早年的藝術系起了正面的作用，實不容忽視。 

 

張碧寒 

 

顧氏對保存傳統的堅持來自家庭背景，張碧寒學畫淵源雖不及顧氏深厚，但同

樣在改革傳統國畫之警號開始亮起之時，極力保存傳統國畫技法。同樣來自江蘇的

張碧寒亦具有深厚的詣藝，為上海嘉定人，從小就浸沈書畫之中，十三歲從鄉賢趙

夢蘇習畫，亦曾與張石園（1898-1960）、江寒汀（1903-1963）、王季遷、徐邦達（1911-）

等創“綠漪社＂，就讀滬江大學之時，更與上海蘇州的書畫家如吳湖帆、馮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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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1954）、徐邦達、張大千有所往返。104 張氏的創作路線雖與顧氏相似，但其

在新亞書院藝術系任教的時間比顧氏長，自 1957 年創藝術專修科後直至 1973 年退

休，早年的藝術系學生均受其影響。 

傳統國畫家中，從江蘇一帶來港有數人，一如周士心、顧青瑤。曾從馮超然

（1882-1954）習畫的卻只有張氏及彭襲明（1908-2002）二人，均受過很優良的訓

練，作傳統國畫十分舒暢，表現突出。105 不過張氏一生十分低調，是傳統的讀書

人，亦非職業性畫家，不是靠國畫維生，繪畫只為閑情逸趣。106 有關張碧寒的資

料亦極少，僅見於其出 1978 年出版的《張碧寒畫集》、李鑄晉《中國現代繪畫史：

當代之部》一頁，及散見於藝術系的周年特刊；具香港藝術權威性的香港藝術館，

亦只藏有其作品一件。但若觀李鑄晉《中國現代繪畫史：當代之部》一書，“第五

章 台灣、香港繪畫和海外華人畫家＂中，第二節“香港繪畫＂只選載十八位香港

藝術家，繪畫傳統國畫者只佔六人，張氏亦佔其一，足見張氏其實亦為香港重要的

藝術家，只是為人低調，只以繪畫作寄趣之用，故有關其資料之記載並不多，易被

遺忘，就連《香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一套兩輯亦無收錄張氏。 

李鑄晉更認為張氏的造詣是眾多來自江蘇的畫家中最深。107 張氏於藝術系教

授山水畫，其繪畫亦以傳統山水為主；現存其最早的作品資料為 1960 年（圖七十

八），但風格上與六十年代末的山水作無大分別（圖七十九），未如周士心在傳統中

                                                 
104 李鑄晋、萬青力：《中國現代繪畫史．當代之部：一九五零至二零零零》（台北：石頭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03），頁 90。 
105 同上註。 
106 同註 23。李東強先生訪問 
107 同註 104。《中國現代繪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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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法，有所突破，但卻見張氏對傳統傳承的堅持；張氏亦有畫寫意花鳥（圖八

十），表現出文人的傳統。108 張氏從小鑽研與其地域淵源相同的四王傳統（圖八十

一至八十四），畫風亦純粹承繼四王山水，而張氏更是把江南地域性四王傳統帶到

香港的最主要畫家，香港藝術館收藏的《華嵩之壽》（圖八十五）便能代表張氏對

四王風格的傳承。109 其山水畫中專注於在承傳古意下功夫，不單只從其現存作品

中無不保留傳統構圖、技法、風格外，一如《擬燕文貴山水》（圖八十六）更表明

乃擬北宋山水畫家之作（圖八十七）。 

                                                 
108 有關張碧寒的作品圖片並不多，藝術系現藏四件張氏的作品，分別為《山水橫幅（一）至（三）》

及《雲峰飛瀑》，全為水墨設色山水畫，可惜全無年分紀錄，畫作的構圖亦十分完整，相信並非

當年的教學畫稿，故本文不作討論。另本文所討論的張氏作品，除香港藝術館藏《華嵩之壽》（亦

載於《中國現代繪畫史：當代之部》（台北：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90），其餘均來

自《張碧寒畫集》。根據《張碧寒畫集》，最早的作品為三張 1960 年的山水畫作，分別為《春》、

《夏》、《冬》。 
109 同註 104。李鑄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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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八  1960 年  張碧寒 《夏》 水墨紙本   

直幅  載《張碧寒畫集》，頁 15 
圖七十九  1969 年  張碧寒 《南景色》 水墨

紙本  直幅  載《張碧寒畫集》，頁 23 

 73



  
圖八十  1963 年  張碧寒 《萱花》 水墨 圖八十一  1652 年  王時敏 《仿古山水冊》 水墨

設色紙本  直幅  載《張碧寒畫集》，頁 11 紙本  44.5 厘米 x 29.7 厘米 直幅  北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十一  1662 年  王鑑 《仿古山水圖冊》 水墨 

紙本  31.1 厘米 x 24 厘米  直幅  北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十二  1670 年 王翬 《溪山紅樹圖》 墨設色

紙本  112.4 厘米 x 39.5 厘米 直幅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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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四  1693 年  王原祁 《華山秋色圖》 水墨設色

紙本  115.9 厘米 x 49.7 厘米  直幅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十五  1968 年  張碧寒 《華嵩之壽》 水墨

設色紙本  86 厘米 x 34.5 厘米 直幅  香港藝術館藏

 
圖八十六  1968 年  張碧寒 《擬燕文貴山水》 水墨紙本  橫幅   載《張碧寒畫集》，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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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七  北宋  燕文貴 《江山樓觀圖》 水墨設色紙本  橫幅   日本大阪市美術院藏 

 

除此之外，張氏亦以真景入畫。對技法的追尋和探索，與其他三位江蘇老師相

比，張氏較堅守保留傳統的傳承，多於求變求新。即使以真景之畫的作品，無論所

繪的景物、所用的技法、畫作的佈局都離不開傳統；就算繪畫外國景色，亦以傳統

國畫的手法畫出，《瑞士風光》（圖八十八）及《勞萊山洞（美國）》（圖八十九）就

為兩例，乍看更難以得悉是外國風光。只有 1968 年的《加拿大途次紀勝》（圖九十）

有一紅色車輛入畫，並繪有欄杆和路牌，是張氏目前唯一有現代之物入畫的作品，

畫中其他景色，如山、樹等都以傳統國畫的手法表現。 

 

圖八十八  1968 年  張碧寒 《瑞士風光》 水墨紙本  橫幅   《張碧寒畫集》，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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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九  1968 年  張碧寒 《勞萊山洞（美國）》 水墨設色紙本  橫幅   《張碧寒畫集》，頁 29 

 

 

圖九十  1968 年  張碧寒 《加拿大途次紀勝》 水墨設色紙本  《張碧寒畫集》，頁 35 

 

丁衍庸及蕭立聲擅於繪畫人物，蕭氏更以繪畫羅漢馳名。張氏雖主攻山水，但

七十年代末時，亦繪有陶淵明（365-427）和達摩。與蕭氏相似，這兩張人物畫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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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張氏虛構。值得注意的是，張氏至目前為止有人物為主角的作只見三張，分別為

1978 年的《淵明賞菊》（圖九十一）、《達摩》（圖九十二），及無年分紀錄的《觀音

大士》，選材上亦表現對神佛的興趣，《達摩》繪畫穿上赭紅色袈裟的達摩，仰坐於

作品的左中下方，由於作品用色以水墨為主，輔以右上方淡赭墨色的樹葉，人物得

以突顯。《淵明賞菊》的用色較《達摩》雅淡，人物描寫亦較細膩，陶淵明式的歸

隱生活自古以為文人所嚮往，畫中的陶淵明悠閒地坐於松樹下，旁有數枝黃色菊

花，畫作主角為陶淵明及左面的松樹，松樹在文人圈一向象徵文人氣節，作品的題

材的選擇明顯是表現自己重視文人傳統的心態，同時以文人推崇的陶淵明式生活、

文人氣節為自己的追求對象。從繪畫大量傳統山水及少量人物畫作的選材上，張氏

重視傳統文化傳承的意向顯而易見。 

  
圖九十一  1978 年  張碧寒 《淵明賞菊》 水墨設色

紙本  載《張碧寒畫集》，頁 5 

圖九十二  1978 年  張碧寒 《達摩》 水墨紙本 

載《張碧寒畫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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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為人亦甚有傳統文人之作風，其畢生大部分作品以山水畫為主，乃因其傳

承文人之思想下，不在乎別人是否欣賞，繪畫只為閑情逸意。110 另外，張氏為人

溫文敦厚，更是充滿教學熱誠的老師，不單只教繪畫，亦教學生如何注重生活小節；

教畫上更遂個為學生修改作品，改畫時亦盡量保留學生的作風和品貌，與丁衍庸的

教法完全不同。111 

顧青瑤與張氏同樣致力保存傳統，但顧氏亦有追求古人技法中的融合和復興，

張氏則獨重傳統技法及意趣的傳承。但二人的作品皆表現出強烈的江蘇地域性，以

雅淡的文人山水為依歸，繼承、發揚和重現傳統的精髓，與新亞精神一樣，致力於

文化傳承的功夫上。 

 

結語 

  

意向。  

 

                                                

五六十年代為香港畫壇的起點，新亞書院藝術系乃香港第一所提供專上美術教

育的學府，開辦至今五十年為香港培養不少藝術人才，影響重大。本文反映有關五

六十年代香港水墨畫壇之現象，乃非概括香港畫壇全部的情況，只為一美術辨學團

體老師的創作及教學

新亞書院藝術系的辦學宗旨為：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溝通中西藝術。亦於學系

老師的創作方向上可見一斑，五六十年代藝術系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傾向，反映了

 
110 同註 23。李東強訪問 
111 林鴻耀：《張碧寒老師．溫文俊朗的老師》，同註 31，頁 35。（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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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年藝術界的強烈民族意識。112 藝術系以外的水墨畫家，如趙少昂、楊善深、

少游等，亦為推動既具文化傳承亦作更新的水墨畫不遺餘力。新亞精神為當時的

，恰巧為五六十年代的文人學者、藝術家等的共同理

念。

地域性之藝術特質，如江蘇一帶講求傳統傳

、

可見五六十年代對不同背景和取向的藝術家之包容。 

 

 

 

 

 

                                                

鮑

社會和文化環境下的時代產物

 

五十年代初香港匯聚來自不同地域淵源的文化人，本文以老師的地域淵源為依

歸，分別討論藝術系老師的創作取向，亦可見地域淵源與其藝術風格及取向具直接

的關係。自五十年代始，香港盡收不同

承 廣東一帶著有重視傳承（如國畫研究會），亦有重復興更新（如嶺南派）。此情

況至七十年代漸見成熟，從百花異彩轉為不約而同追求具本土色彩的香港藝術。然

五六十年代香港的藝術發展屬起步階段，新亞書院藝術系匯聚來自不同地域的藝術

家，老師的創作專長各有不同，有精於人物畫、有擅於山水畫，但全都重視文化傳

承。縱然新亞書院藝術系不能概括整個香港藝術界的情況，但亦為當時藝壇的縮

影，亦

 

 

 
112 同註 2。莫家良：< 香港專上美術敎育>。《香港美術敎育協會十週年紀念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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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藝術系早期術科教師列表 》.  (1957-1970) :  
 
* 此表只記錄新亞書院藝術系 1970 年（亦即劉國松入職前）前任教的教師 
* 此表以記錄任教中國書畫的教師為主 

“＊＂者為 1957 年藝術系創校首批老師 
“＃＂者為本文討論的老師 
 

老師 科目 任教年份 研究專長 備註 

 

 
國畫 

＊＃ 王季遷 
(王己千) 
(1907-2003) 

國畫 
(山水) 

1957, 
1962-64 

- 筆墨非純粹傳統的手法 
- 居美後結合中西，以水

墨為主，淡彩為輔 
- 早年作品既忠於傳統，

亦有引入西方技法 

- 江蘇人 
- 習畫於吳湖帆 
- 最早的國畫老師 
- 1957 年只教一學期 
1962-1964 年為系主任 

 

＊＃ 丁衍庸 
(1902-1978) 

國畫  
(花鳥) 
西畫 

畫、水彩) 

1957-1978 - 強烈鮮明色彩、誇張變

形線條 
- “東方馬蒂斯＂ 

- “回復原始藝術的本質

- 廣東人 
- 最早的國畫老師、兼任

講師 
曾於上海、

廣州等地任教 
(素描、油 - 中西手法合壁 - 留學日本，

和兒童純真的天性＂ 
＃ 
(1909-?) (山水、蘭竹) 

傳統構圖外，亦以真景

入畫 
- 江蘇人，從趙夢蘇習

畫 
-  1957-1962,1964-1973

年為教授 

張碧寒  國畫 1957-1973 - 除

＃ 青瑤 
1978) 

國畫 
竹) 

1958-1962 - 正式文人山水特色、江蘇 - 江蘇人 
 

- 女藝術家 
 

顧

(1896- (山水、蘭 雅淡 - 兼任講師

- 幼承家學

金勤伯 
(1911-) 

國畫 
(工筆花鳥、

人物) 

1961-1962 - 早年師承伯父金北樓與

清宮廷畫家俞明 
- 續宋元明清以降的花鳥

與人物之傳統畫法 
- 風格細膩 

- 講師 

＃ 周士心 

(1923-) 物) 
1962-1971 (層次分明) 

  
國畫 
(花卉、人

- 沒骨法 
- 創“潤筆寫意青綠法＂

- 江蘇人 
- 講師

＃ 蕭立聲 
(1919-1983) ) 

1962-1983 國畫 
(花卉、人物

- 擅長人物畫 
- 指畫 

- 廣東人 
-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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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月波 國畫 1960-1961 - 講師 
(1906-1991) 

- 擅畫動物 
- 山水、素描、水彩 

金嘉倫 
1975 

年從事西畫創作 
- 後以山水畫為主

 國畫 1967-1972, - 早

 
- 上海人

書法 
＊ 曾克耑 
(1900-1975) 

書法 1957-1975 - 承褚遂良 
- 偏縱向字體、纖

- 屬於傳統派的書法

1951-1974
老師 

幼 - 兼任講師、

 年

- 福建人 

為中文系

 趙鶴琴 
(1894-1971) 

篆刻 1959-1968 - 以工筆篆書演譯金文

體 
書法 

 -
- 金文結體規整化 

- 書法擅篆隸真草四

- 篆刻擅漢印朱白文、鐵

線篆、古璽鐘鼎體 

 浙江人 

-  曾克耑及趙鶴琴雖然只從事書法創作 的方針。而且，書法篆刻的教授亦可與國畫創

 

，但可見藝術系重視傳統

作互相配合。

 
       講學 

溥心畬 
(1887-1963) 座) 

畫最後一

宋元，以雅

講座 
宗曾孫，曾留學

德國，並赴日台教學 

講學 1962-1963 
(國畫講

- “人物 筆＂ - 訪問及

- “山水宗法

澹見長＂ 
- 清宣

黃君壁 
(1898-1991) (國畫講座) 畫 

座  講學  - “中國新古典派＂ 
- 善畫山水、兼通西

- 訪問及講

- 溥心畬及黃君 術系任教時間甚短，所構成的影響力不大。但從舉辦眾多國畫講座活動觀之，可見六十

亞 系重視

壁在藝

年代的新 書院藝術 傳統國畫。 

 

       西方媒介 
趙無極

(1921-) 
 8 年下學期訪

問教授 
西畫 1958 - “抒情抽象畫＂ 

 
- 1957-195

＊ 陳士文 
(1907-1984) 

西畫 
(素描、油

畫、水彩) 

1957-1973  - 與錢穆創辦藝術系 
- 科主任(1957)，系主任

(1959-1962) 
黎毓熙 

(1909-1981) 
西畫 1959-1975 - 水彩 - 廣東人 
(圖案、水彩) - 裝飾圖案 

何弢 設計 1965-1967, 
1972-1973 

- 同為建築師、設計師及藝

術家 
- 廣東人 

(1936-) 
- 重 十年代本文討論 點為五六 的水墨畫，但西畫創作的教授亦可見藝術系並非抗拒西方，貫徹“溝通中西不同

的文化＂的新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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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00－下午 12:15，

1:30－2:20，香港

港中文

。 
大

訪問  

1. 王嘉琳：「王無邪先生第一次訪問」，2007 年 1 月 17 日

中文大學誠明館藝術系王無邪先生辦公室。 
2. 王嘉琳：「王無邪先生第二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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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嘉琳：「李東強先生第一次訪問」

中文大學誠明館藝術系版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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