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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
王 清的繡語日記

女性藝術家的生存之道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內地當代藝術圈塔尖的藝術家，雲南藝術家佔據了
半壁江山，知名人物可圈可點，雲南女性藝術家也在其中嶄露頭角。不過，年
輕的女性藝術家，有自己的成績，卻常常因為婚姻、工作、約定俗成的社會規
則，結婚後或有了孩子便消失在藝術圈。為了做藝術，圈內大多數女性藝術
家，都不得不獨善其身。王鈺清，是近年來內地當代的新銳女藝術家，從她的
作品可以看到女性藝術家如何生存。

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介入裝置藝術，她
們更善於把材料當作畫筆，以經歷講述

作品，以情感成就藝術，從而形成自己的藝術
語言。王鈺清，是雲南代表性青年女藝術家，
也是中國當代新銳女藝術家，早前受瑞典水彩
博物館之邀赴瑞典。她喜歡寫日記，這種秘密
的記錄，從 1997 年至今從未間斷，偶然間被好
友發現，給了她用手工去繪製、表現的建議，
由此刺繡成她的畫筆，用刺繡轉化日記，成就
一幅幅刺繡日記。
寫日記，是她的一種日常習慣，一種心理依
賴；繡日記，是一種「癮」。密密如麻，細如
絲的繡線在蟬翼似的紗上游弋，一針一線記錄
下並創造了她的生活方式。「情緒不能立即降
伏於理智，但是情緒總是能夠立即降伏於行
動。」這樣緩慢足跡，成為她的創作，一種默
默的折磨和承受，講述女性的內心比外表更強
大，包括面對感情「任時光荏苒，時空變遷，
有些人永遠留在心底」。王鈺清的創作狀態，
可以看到女性藝術家的生存常態與情感方式。
文＝香港文匯報

王＝王鈺清

文：刺繡作品都是和日記有關係，日記對你來
說是什麼？內地的女性藝術家，大多以教
書，做藝術培訓班為生，如從事與藝術無
關的行業，生活方式和思想觀上的衝突會
非常大，當時你的生存狀況和工作中的衝
突是什麼？
王：日常生活中的日記，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
釋放和安慰，一種救贖。從1997年工作以
後，想做的事情和日常衝突太大，日記成
為了我的治療方式，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
種習慣。畢業時，和我所有學藝術的學
生、喜歡畫畫的人一樣，想做職業的畫
家，專門從事與之相關的工作。我學的是
油畫，但進入到學校，面對的是朝九晚五
的工作狀態。我適應工作的過程太漫長
了。當時工作上的磨練對我非常嚴酷，分
到單位後，我教語文和數學，長達 9 年的
時間不是教美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文：在漫長的 9 年適應過程中，是很痛苦的，
當時你對藝術繪畫的理解和態度是什麼？
王：是的，非常痛苦，特別是前幾年，在完全
封鎖的體制中很壓抑，思想上非常痛苦。
那時，還沒有完全擺脫當主課老師的命
運。在工作後那幾年裡，一個是工作的壓
力，還有面臨家庭的壓力，因為我結婚
了，新的一個人介入了我生活。加上工作
壓力非常大，面對幾十個孩子，要承擔他
們的數學和語文教學，每天除了備課外，
還需要批改作業，接受職業上的「強化鍛
煉」，因為單位編制的問題，制度的問
題，這種生活狀態就持續了許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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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日記救贖心靈
文：可是話又說回來，沒有痛苦又做不了藝
術。經過了 9 年，你依然在堅持，這 9 年
中，你最初的想法是什麼？在這個過程中
給你最大的精神支持是什麼？
王：回頭來看，生活給我的其實很有趣，日記
的出現是被迫的，讓人很難受的事情，就
是一種心裡的救贖，可是，卻變成了我現
在創作的起點和方式。9 年中，我沒有放
棄過藝術，我會畫一些學生速寫和小畫及
創作小稿，還在不停地閱讀各種各樣的東
西，精神沒有和藝術斷開。

孤獨狀態學會放下

■王鈺清的《日記 No.1》、《日記 No.2》和
《日記No.3》刺繡作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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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歌者朱哲琴的跨界人生
撿拾被遺落的傳統

朱哲琴

「鬱鬱黃花，青青翠竹，若得清淨如明月，長空萬里了無
塵」，如來如去，空靈悠遠。藝術家朱哲琴的天籟之聲，飄
蕩在無錫靈山上空，萬千僧眾頓忘塵俗，如入禪境。
在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上，朱哲琴作為唯一的演出嘉賓，
獻唱了這首《如來如去》。
這首歌是中國音樂家何訓田７年前為靈山梵宮音樂大典創
作的佛樂，取材於佛教經典悉達多的覺悟之路，釋義「因為
無處不在，所以無處不去，亦因一直都在，所以無所從
去」。 這也是朱哲琴的人生信條。這位十多年前憑藉《阿姐
鼓》走向世界樂壇，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親善大
使」的中國著名音樂人正演繹着獨屬於她的跨界人生。
「人應該不執着，不強求，也不應該需要人云亦云的東
西。」朱哲琴說，學習智慧地生活，與超自然和迷信無關。
而在當下的中國，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修行，尋覓精神的禪
境。「伴隨經濟崛起，中國應該有一個新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復
興。」
朱哲琴 20 多歲就奔赴廣州，在各地唱着她自己的歌曲，她創
作的《丹頂鶴的故事》是中國第一首環保歌曲，《阿姐鼓》是國
際唱片史上第一張全球發行的中文唱片，她的音樂開啟了一個時
代的音樂思潮和形式。她的歌曲、歌詞都很簡單，卻傳遞出一種
力量。經筒的轉動，喇嘛的誦經聲，風鈴的搖晃和酥油燈的跳
躍，這些元素在一起，是真誠的，超越世俗的。
「那些力量或能量是聽者在藝術作品中將自我認知的轉化，中
國古代的禪意和詩歌都強調這種互相的作用，離音樂很近。」朱
哲琴說。

期待文明回歸彰顯東方價值
用一個十年，遊走世界，滋養音樂創作語匯和哲思；再用一個
十年，保護傳承中國民族文化。她走訪雲南、貴州、青海、內
蒙古、西藏等地，聯合設計師、藝術家、年輕音樂人、時尚人
士，共同開展當代音樂創作和當代民藝設計。
「一個創作者，看中什麼很重要，除了感官的刺激，要真正有
一種脫離表層的內心的渴望和感受。」她說。
朱哲琴最大膽的一次跨界，是創建了「看見造物」平台。這是
一個傳承中國造物智慧的原創設計平台，倡導「上乘非奢侈」的

文：從 1997年到現在寫了多少本日記？刺繡日記的作品，是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完成？曾經寫過的日記，現在還翻開
它們嗎？比如，在那痛苦的 9 年記憶中，1997 年、1998
年的日記，還會去看嗎？看到它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王：從 1997 年到現在，寫了十多本，書寫方式和形式也會逐
年轉變。我現在還有書寫日記的習慣，有些病態，有強
迫症的感覺，總甩不掉。刺繡日記，最開始時，只能用
整天的時間完成，後來對材料熟悉了，就可以用休息時
間做。刺繡很緩慢，因為它不像畫布，有兩個面，每條
線幾乎都由點組成，一行十多個字，可能需要三四十分
鐘，有時甚至一兩個小時，是非常緩慢的。
翻開日記做作品，讓我很溫暖。我單獨去翻看日記的
機會並不多，是刺繡日記作品時，給了自己一個機會去
深入自己的過去。現在翻看它們，我可以看到自己當時
的狀態，包括翻看以前的信件、照片的時候，也常常熱
淚盈眶，想起來，有些事情現在都讓我覺得很心悸，不
僅僅是日記承載着感情，是我們經歷的所有，都承載了
我們的感情。

品牌精神。
平台上，有用貴州布依族自
紡手織布製成的IT包，有三千
年歷史的古老紋樣，寓意先人
對自然的敬畏。當中國材質、
手作與當代生活需求結合，傳
統工藝的活力正被逐步喚醒。
中國人的造物，品質上乘，
追求精神性，這才是真正的奢
侈。作為「看見造物」藝術總監的朱哲琴，想傳遞中國美學，重
塑屬於中國的生活態度和品位。
「看見造物」就是發現被遺落的文明，用當代人設計的智慧、
誠實的生活態度，用中國人的美學觀念、對價值的判斷，重塑中
國當代的生活方式，使抄襲、偽西方、厭時代的方式得到改觀。
「真正優秀的文化，是一代代人一視同仁地對傳統推陳出新，
使之成為一個健康的文化鏈條和傳承的風貌。」朱哲琴說，一個
時代的人應該擁有忠誠於這個時代的文化。
「如果不把中國的造物精神，以及手工製造業真正重振起來，
落實到人們的生活中，就不是真正的美學傳承。」她認為。
第一首環保主題歌曲，第一張概念唱片，第一場可視化聲音展
覽，第一個「看見造物」平台……創新，傳承，她一直在撿拾被
遺落的傳統，並視之若珍寶——它們也許是真正的中國。
朱哲琴在這個過程中，身兼音樂家、策展人、創業者……「我
從未把自己局限在一個角色中，我認為它們是相通的。這是一個
自由、廣泛的世界，想像力有多馳騁，世界就有多宏闊。」
這幾年，朱哲琴從未停止逐夢的腳步，努力着讓世界聽見、看
見中國。「未來我希望有更多人，基於文化的自覺性而受到啟
發，進入社會，重塑生活。」她期待着經濟崛起的中國，迎來一
場新的文化復興、文明回歸，彰顯東方價值，再造一個屬於中國
的時代大夢。
文：新華社

文：此前在瑞典水彩博物館，進行了三個月的進駐創作，感
受最深的是什麼？是否覺得瑞典的生活經歷，帶來了新
的生活方式，改變了生活狀態？這種改變不僅僅是生活
中的習慣和行為，是看待藝術方式，對藝術創作的理
解，也是對刺繡的認識的改變？
王：感受最深的是，在瑞典的前兩個月，完全處於孤獨的狀
態。在那個海島上，我的英語不好，幾乎不能和外界正
常交流，網絡也經常中斷，基本上處於自我閱讀、完全
孤獨的狀態。我覺得，這種狀態非常的寶貴，它讓我忽
然接近一種比較純粹的生活，曾經嚮往的生活，回來以
後，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可能是更懂得把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瑣碎放下。我對人的認識、交往的感受，這些都繡
在了最新的作品中。我找到一種新的創作方式，把日常
生活中的經歷用日記表現出來，此前，所有刺繡日記作
品都來自於我的書寫日記。從這裡開始，我直接把刺繡
用作記錄，繡出歐洲的地圖，後面一層是用形象的符號
表現我的經歷，前面地圖上用各種點，代表我走過的城
市，也就是整個歐洲行程。它沒有文本的轉換，不需要
從文本轉換，是直接從生活轉換成作品。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對自我的認知，這個自我指的是
我對自己性格的了解，對很多事情的反應，還有審視我
與人相處的矛盾所在。之所以讓我感受那麼深刻，是因
為不停的有矛盾、衝突存在，所以有痛苦的存在。

黑田昌郎 執着又懷舊
聊起小時候看的動畫，便不小心暴露
了年紀，可是誰的心裡，沒有住着幾個
難忘的角色？日本動畫株式會社（Nippon Animation Co., Ltd.）的「世界名
作劇場」系列經典名作眾多，亦陪伴香
港數代人快樂成長，其中《義犬報恩》
的導演黑田昌郎日前來港出席商場活
動，稱讚「愉景新城 40 年經典卡通聖誕
樂園」展覽規模超過日本，珍藏膠片原
畫展更是意義非凡。
聖誕樂園佔地達 5,000 呎，集合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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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打造名著中的經典場景，包括《長
腿叔叔》浪漫剪影小屋與「小郵差」體
觀察思考是創作基礎
驗郵局、《湯姆歷險記》華麗聖誕樹屋、
《八十日環遊世界》的飄浮熱氣球等，並展
動畫大師黑田昌郎於 1956 年加入東映動
示由本地收藏家借出的100 件珍藏膠片原畫和 畫，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間執導過多部大受歡
卡通產品，包括圖書、唱片、郵票、日曆、 迎的電視動畫，包括《鬼太郎》、《莎莉變
擺設等。黑田表示：「樂園空間大，裝置立 變變》和《虎霸王》。1975 年轉去日本動畫
體細緻，多個角色同時出現，內容豐富，展 株式會社，即完成「世界名作劇場」系列的
覽規模比日本大。」
《義犬報恩》電視版，後又有《瑞士家庭漂
流記》、《小飛俠》、《義犬報恩》劇場版
動畫製作「新不如舊」
等。談起《義犬報恩》，他表示當年工作辛
置身五彩繽紛的裝置中，問黑田最愛哪一 苦，耗費很多精力才完成。他說：「我對狗
部分？除了《義犬報恩》眾主角的 3D 人像 有着特別的感情，那時家中有養德國牧羊
外，他又指向了珍藏膠片原畫
犬，每日都留意牠的生活作息和動
展，隨即起身取來一本，邊展 ■黑田
作，也會走到動物園，在那裡用整
黑田((左)稱讚展覽規
示邊慨嘆：「我對這些膠片有 模比日本大
天的時間，欣賞和觀察各種動
模比日本大。
。
特殊的感情，它們都是我親手
物。」
碰過的東西，勾起我對那時的
現年 79 歲的黑田現時多在大學教
回憶。」現時廣泛應用的數碼
授動畫製作，已退休不再親自製作
動畫製作模式，他卻直言並不
動畫，接觸的年輕學生也愈來愈
喜愛，認為效果不能盡如人
多。電腦技術使動畫製作變得簡
意，顏色的鮮艷亮麗程度也大
單，故年輕人也不夠以前勤力。他
不如前，「動畫要用手畫，用
的建議是「多觀察多思考」，才能
心構思，逐步製作，效果才能
做出動作流暢的好作品。
做到最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