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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馬季開鑼畫卷》

李

遊走漫畫與藝術

志清畫出香港文化

李志清是漫畫家，也是藝術家，他既會在《射鵰英雄傳》、《三國志》、《水

滸傳》等漫畫中將俠客描繪得栩栩如生，又會潑墨紙上塑造俠客的另一種瀟灑風

姿。他同時活躍於公共藝術及文化活動，為中環街市和半島酒店外牆畫古今變
化，今次則為馬會開鑼作長卷，反映賽場百態，也記錄了承載集體回憶的香港地
道賽馬文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李志清最近受香港賽馬會邀請，以港人對賽馬的熱
愛及開鑼日的熱鬧氣氛為概念，創作出具香港賽

馬文化特色的長卷畫作《馬季開鑼畫卷》，畫中形象以
漫畫形式表現，他先用水筆以白描方式畫草圖，再加以
淡彩上色完成作品，內容包括場外盛況、入場人頭湧湧
情景、馬迷敲鑼熱鬧氣氛、賽前亮相馬圈的動態、賽事
一刻的興奮、勝利一刻的喜悅共六大部分。而在作品
《八駿圖》及《應屆馬王明月千里》中，他將傳統水墨
與西方構圖相結合，展現駿馬與騎士英姿的同時也凸顯
了鮮明的個人風格。畫中形象生動具體，給人身臨其境
的感受，但李志清坦言自己並未參與過賽馬活動，資料
來源皆是馬會人員的詳細解釋和身邊資深跑馬愛好者朋
友的分享，他說：「雖然平時沒玩賽馬，但我在《三國
志》、《射雕英雄傳》等漫畫中也畫過很多次馬，我很
喜歡這種動物，牠的線條靚，又品性純良。」

無師自通 終身學習
李志清從小便對藝術、繪畫及讀書有濃厚的興趣，但
因家庭原因而沒有跟老師學畫的機會。他十二三歲的時
候，偶然在圖書館見到美國寫實派畫家魏斯的水彩畫
集，裡面的畫作仿佛攝住他的靈魂，自始他認定畫畫的
方向，有了做畫家的目標動力，這對他日後展開繪畫工
作的生涯有着深刻的影響。
「畫家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並不能在某個階段一
下學會全部的知識，所以我會覺得自己所學到的永遠都
不夠，也正是這種『不夠』才使我有更大的進步空
間。」他說。也正是這種不斷學習、永不滿足的精神，
使作為本地漫畫家的他能在漫畫大國—日本立足，
1993年出版的《三國志》漫畫在港日兩地大受歡迎，使
他成為首位成功打入日本漫畫市場的香港漫畫家，並於
2007年憑《孫子兵法》獲日本首屆「國際漫畫賞」最高
榮譽之「最優秀作品獎」。

武俠世界 包羅萬有
因應不同漫畫內容的需求，李志清常遊走於歷史和武
俠題材之間，雖然傾向真實的歷史人物可根據有限的史
料來演繹，而虛構的武俠人物則要多發揮想像去表現，
但他表示：「其實兩者沒有明顯的分別，即使是像屈
原、項羽這樣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我們沒有見過，
所以也大多是憑藉想像完成的。」有哪個角色最難畫？
「一方面，自己不了解的人物難畫；另一方面，意象中
的人物難畫，這些人物在歷史或小說中往往不會有關於
外貌的具體描寫，而是近似於一種精神上的存在，這就
要靠畫家自己去摸索，考慮這樣的精神應該會有怎樣的
外貌？」

圖：受訪者及香港賽馬會提供
筆下的人物愈來愈多，可有偏愛哪一
個？他笑稱自己「花心」：「通常哪段
時間畫哪部漫畫，便會喜歡那位投入最
多心血去表現的主角，畫《射雕英雄
傳》的時候就喜歡郭靖、黃蓉，畫《天
龍八部》就喜歡喬峰……因為要畫他首
先要了解他，他的高度和獨特之處都會
成為吸引我的原因。如果要問我查生這
麼多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人物，那應該還
是令狐沖，因為我自己的性格和他也有
相似之處，都比較嚮往自由。但換一個
角度，如果一個角色的性格和你完全不
同，也可以成為吸引你的原因，會產生
一種『他竟然做得到』的崇拜。」
在他心裡，武俠世界包羅萬有，除
「武」和「俠」之外，動作、愛情、懸
疑、偵探、鬼怪也都可以存在。一直畫
文戲的漫畫家，畫武戲會不會有很大困
難？「會有一些困難，但畫武戲總結起
來就是一些很自然的人體動作邏輯，加
上故事人物的動作在劇情中的功能和美
感需要。」他答道。

四十分界 轉走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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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清在日本推出的漫畫。
■李志清為中環街市繪畫外牆。

結緣金庸 偶像變合作夥伴
李志清與金庸相識多年，金庸也曾送他多副墨
寶，他笑稱自己十幾歲時也曾沉迷武俠小說 ，與
金庸先生「神交」已久，「上世紀九十年代，三
十幾歲的時候，日本有間出版社找到我畫日本版
金庸小說的封面和插圖，陸續做了一段時間，也
是通過出版社和金庸先生一起吃飯。曾經金庸對
我來說很遙遠，像星際中的一顆星，但那一刻我
覺得自己距離偶像很近，像那顆星突然出現在面

李志清說，四十歲是他人生的分界
線。之前的他，每日十幾個助理等他出
周刊、月刊漫畫稿，根本無暇顧及其
他。這樣長時間過勞工作導致脊椎病，
要不斷看脊醫和做物理治療，「那幾年真的感覺很累，
意識到是不是該休息，於是辭了漫畫的工作。四十歲之
前我可以說是為工作、為別人而畫，畫漫畫始終是一個
要考慮市場的商業活動，以銷量和賺錢為目的；而四十
歲之後的我想多為自己而創作，強調自我的獨特個性，
發自內心去做一些純藝術，無需為他人的意見而改
變。」
從漫畫家到藝術家，他並不在意這些身份，即使不再
以畫漫畫為職業，也一直有畫漫畫的習慣。在他心裡，
藝術之路應該是孤獨的，一路的喜怒哀樂也只有自己能
夠體會，且「藝術家常超前於時代，在自己的年代未必
可以得到欣賞」。由於漫畫創作累積而來的名氣和粉
絲，他在藝術道路上並不孤獨，初期各種武俠題材的水
墨畫，使他的畫展多了一批忠實的觀眾，「這些人把我
定位為漫畫家還是藝術家，歷史漫畫家還是武俠漫畫
家，只是我那段時間在做什麼的證明，這並不是壞事。
或許這種身份的轉變可以拓闊粉絲的視野，譬如一個漫

前。之後我離開舊公司，計劃自己開公司，拿版
權繼續做金庸的作品，得到的回覆是他邀請我一
起開公司。」
與偶像一起工作是否有很大壓力？他說：「壓
力自然會有，這種壓力使我想做得更好，同時我
很會將壓力轉化為令我開心的事，我會告訴自己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之後的成功出版也是令人
興奮的事情，這些快樂可以彌補壓力。」

畫愛好者或許很少出入博物館，也未必會經常見到原
畫，關於漫畫家的展覽和公共藝術相關的合作也是近幾
年才愈來愈多，這些也是漫畫之外的視覺享受。」
近年，他多活躍於公共藝術及文化活動，開展「香港
文化系列」創作，為歷史建築物中環街市及香港半島酒
店創作巨型壁畫，而這次為馬會的創作也是系列之一。
他說：「這些作品都在反映這些年來香港的變化，作為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每一個地點的每一項活動，對我來
說都是最切身的感受，生活中的點滴是我創作靈感的源
泉。」

武俠興衰 順其自然
上世紀七十年代，武俠元素幾乎滲透到了香港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電影、電視、小說、漫畫……香港曾因武
俠而揚名。「凡事都有高低起伏，不能說武俠已經衰
落，它只是無法長期處於那種高度。若到了金庸那樣集
大成的高度，他希望每部作品所探討的問題都不相同，

創辦社區藝術慈善機構
Liz Briers 助弱勢群體尋幸福
Liz Briers 是社區藝術慈善機構 Lizzie Bee 的 ■Liz 和暑期志願者交談
創始人，6 年前從家鄉英國來到香港，創立 甚歡
甚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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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zie Bee僅僅是機緣巧合。因為當時尋找工作
四處碰壁，Liz 一邊做英文教師，一邊做志願
者，偶然有機會申請到了一筆「Our Sai Ying
Pun」（我們的西營盤）藝術社區項目的政府
資助金，她便逐漸開始投入到建立社區藝術活
動中。 Lizzie Bee 鼓勵弱勢群體參與藝術創
造，通過開設針對弱勢群體的手工作坊來提高
他們的幸福感，豐富他們的生活來建立更強大
的社區。
Liz 分享了她創立 Lizzie Bee 的初衷是因為自
己一直熱愛藝術，在英國工作時曾為曼市一家醫院做藝術顧問，使她逐漸
意識到自己動手創造藝術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她隨後到中央蘭開夏大學
（UCLan）攻讀藝術與健康碩士學位，更深入地學習兩者之間的聯繫。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獲得創造藝術的機會，Lizzie Bee 的宗旨是通過
藝術來豐富弱勢群體的生活， 我們開設手工作坊給老年人、學障兒童以
及難民，讓他們也有機會享受藝術帶來的快樂，他們參與藝術時所展現的
創造力是難以想像的！」她說。

售手工盒維持經費
不過，Liz也坦承維持Lizzie Bee發展並非易事，「因為大家對藝術和社
區建設之間的聯繫還是比較陌生，Lizzie Bee 之前因為贊助資金突然中

■Lizzie Bee為弱勢群體開設手工作坊
Bee 為弱勢群體開設手工作坊。
。

■李志清筆下的金
庸小說人物。

所以當他覺得自己再寫也是重複時，便封筆不再創作。
現在也有年輕人在寫武俠、畫武俠，但金庸達到的高度
已經在那裡，重複前人的路是不智的選擇。但橋段來來
去去只有那些，只是排列組合的方式不同，而如何在新
的時代表達出新的感覺，可以在哪些方面創新也是有難
度的事。」這種結論聽起來很悲觀？其實不然。他認為
每個領域都有「主義」，一種「主義」走到尾聲便有另
一種「主義」出現，這樣循環不息，有起有落，才是正
常的現象。
「不只是漫畫，唱片、電影、報紙……無一不在變化
之中。我們無需大驚小怪，這一切就像月有陰晴圓缺，
是一種自然的形式上的轉變。創作的人永遠不會死，分
別在於用怎樣的靈魂去重生，怎樣去變為一種新的形
式，這種新的形式可能不夠好、不夠完善，還需要一個
醞釀的過程，也正是這個醞釀期導致大家的彷徨。其實
一切都是事物的自然發展過程，總有人喜歡畫畫，也總
有人喜歡唱歌，天性無法泯滅。」

■Liz
Liz分享創辦
分享創辦Lizzie
Lizzie Bee點滴
Bee 點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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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供

斷，讓我很苦惱，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這件事，現在我們也沒有贊
助人，但是我換了另一種思考方式和經營模式。」
她意識到 Lizzie Bee 需要擁有可持續發展的價值，一番思考後，在 2015
年 2 月，她創辦了社會企業 Bizzie Bee，在其官方網站推廣 DIY 手工盒
（Craft Kits）。「手工盒的意義不僅僅是給購買者提供一個玩味藝術和
休閒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支持能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參與藝術的機
會。我們將手工盒的收益百分之百投入到 Lizzie Bee 的藝術項目中，亦需
要這樣流動的資金來支持我們開展和豐富手工作坊，讓更多的人受惠。」

朝提供就業機會努力
Lizzie Bee在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許多社會大眾的支持，Liz表示：「現
在有 400 多名志願者希望加入我們的項目，今年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幸

■ Bizzie Bee 網 站
上推廣的 DIY 手工
盒。
網上圖片
好我有兩位非常優秀的義工，可惜現在我們沒有工作室，所以工作都是在
我家的廚房進行！」
現擔任志願者的兩位大學生表示，在 Lizzie Bee 的工作非常充實有意
義，「因為 Liz 對手工盒的質量要求很嚴格，所以有時候一天的工作都是
忙於檢查手工材料的質量，我們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非常喜歡和可愛的
小朋友們打交道。」有沒有長期的義工呢？ Liz 表示現在因資金短缺無法
提供有償工作，但是這也是他們正在努力的方向，希望將來 Lizzie Bee 能
夠為學障兒童提供就業機會。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雨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