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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虛歲89歲了，都過時了，都翻篇
了。」楊先讓先生笑着對記者說道。

他一頭花白的頭髮，鼻樑上駕着一副金絲邊
眼鏡，上身穿一件細格紋的西服，說起話來
字正腔圓，但聲音卻溫潤如玉。
1930年 1月，楊先讓出生在山東省養馬

島，爺爺用「溫良恭儉讓」為孫子們起名
字，又是「先」字輩，於是排名第五的他得
了「先讓」的名字。正應其名，楊先讓謙虛
極了。「我是稀裡糊塗走到這一步了，我是
智商低，情商高，感情多於理智，都是瞎貓
碰到死耗子，沒想到自己會搞版畫，也沒想
到我會去搞民間藝術研究。」
陳丹青如此評價楊先讓：「時代的熱情終
不免平息而消歇，但熱情的時代刻在個人生
命中的烙印，可能跟着這個人一輩子，先讓
老師，便是眼前的一例。」楊先讓自謙是
「稀裡糊塗」，實質不論是楊先讓的整個人
生經歷還是與他交談的這短短一個半小時，
能感受到的卻是他那代人的理想和熱情所迸
發出的激昂向上的能量。

喜歡玩藝術的「島裡人」
楊先讓喜歡稱自己是「島裡人」。最新結
集出版的《楊先讓文集》，第一集就是《我
是島裡人》。楊先讓出生所在的養馬島距離
陸地五公里，島上有十幾個村子，楊家祖祖
輩輩就生活在那裡。
楊先讓特別欣賞李苦禪大師的一句名言：
「作畫要像玩那樣。」
「我作畫不勤，一旦有了藝術上的胚胎，

必去一氣呵成，然後再等另一次的孕生。我
不願去強迫自己，希望獲得天然育成。說我
沒有主見嗎？不是，因為經驗中我是一個最
有主意的人。我決不去設計未來，身在藝術
空檔中，也還是那句老話：走到哪裡算哪
裡，水到渠成為佳。」
這種「玩」的藝術氣質或許來自於其家

庭。楊先讓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資產階級
家庭」，爺爺在當時韓國的仁川做綢緞生
意，父親在哈爾濱開工廠，叔叔則一直學洋
文，在英美煙草公司做總代辦，家境非常殷
實。「家裡很開放，我功課不好，父親也並
不管我，只管我把字寫好，給我的禮物都是
筆墨紙硯。父親還喜歡收藏，一到秋天就讓
夥計把真真假假的東西都掛起來讓大家看；
而大哥則是最少爺的，玩相機、玩電影、玩
交響樂，家裡的藝術氛圍很濃，對我影響很
大。」
17歲時，楊先讓還曾導演過《雷雨》，本
色出演裡面的二少爺周沖，被當時報紙讚為
「真正的二少爺」。原本楊先讓想要去考取
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結果卻在半路的北平遇
到了同學王家樹，那時王家樹正準備考國立

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系（中央美術學
院前身），於是他就成了「陪考」，後
來順利被藝專錄取，從此便與美術結
緣。
1952年，楊先讓從中央美院繪畫系畢
業後，被分配到了剛成立不久的人民美
術出版社工作。只是每月56塊錢工資，
根本不足以支出油框、布料、顏料等開
支，再加上家裡比較小，於是楊先讓就
搞起了版畫。「版畫放到抽屜裡，沒事
拿出來刻一刻，沒想到還搞成版畫家
了。」楊先讓笑着說道。
楊先讓的木刻版畫處女作《出圈》，

是一幅農村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品，獲得
了1957年的全國青年美術作品獎。到了
上世紀80年代，楊先讓已在版畫領域活
躍了30多年，畫過不少作品極具時代
感，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延安組
畫》、《會師大慶》、《洪湖曙光》、
《梁漱溟》、《弘一法師》以及名震一
時的《懷念周總理》。
「一個人除了自己的才華外，離開了

周遭的機遇和緣分，誰又能有多大的出
息呢？」楊先讓如是說。
上世紀80年代，楊先讓被「趕鴨子上

架」搞起了「年畫、連環畫系」。只是
1983年去美國的一次探親，令他再次改
變自己的人生軌跡，把年畫、連環畫系
改成「民間美術系」，要搞「大民
間」。
楊先讓回憶說，在美國，他參觀訪問

了諸多學校、博物館，發現西方很重視
民間美術，原始藝術被重新估價和吸
收，不少西方大師，比如畢加索的立體派就
是吸收非洲民間木雕藝術而創造的。他突然
想到，中國有比美國豐富得多的民間美術資
源，能創造出多少個畢加索？
他提出，中國藝術必須以「我」為主，這

個「我」就是民間。「民間太重要了，年
畫、連環畫也是民間，但只是民間美術海洋
中的一滴，為什麼不搞更有氣魄的『大民
間』？」

走黃河革新民間藝術
只是雖然「民間美術系」被他「抻着脖

子」嚷嚷着成功成立了，但民間美術究竟是
什麼，究竟哪裡好？楊先讓自己心裡也沒
底，於是決定要到民間走一走。「黃河是中
原文化，代表性強，必須走黃河，走完我就
開竅了。」
從1987年到1989年，楊先讓帶着他的隊伍

考察黃河流域民間美術的成果，足跡踏至黃
河沿岸八個省、一百多個縣鎮。「當時我沒
想着寫，後來台灣漢聲想出版，幸好我有日

記，拍了很多片子，寫了一年。沒想到搞了
個《黃河十四走》，大家還挺認可，現在準
備再出第三版了。」
楊先讓對此輕描淡寫，但《黃河十四走》

卻震驚了整個美術界。黃永玉說，「《黃河
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
因為了傳統建築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
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理出文化
行當一條新的脈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
可估量。」如今，《黃河十四走》已經成為
民間美術田野考察的學習範本。目前，許多
高等藝術院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會在黃河流
域、長江流域以及各自的生活區域，進行着
新一輪的民藝考察。
楊先讓創建的「民間美術系」雖然已不再

存在，但是，他培養出了徐冰、陳文驥、呂
勝中、韓書力等藝術大家，大都由傳統過渡
到當代，成為出色的當代藝術家。
楊先讓在《黃河十四走》中，採訪挖掘的

民間藝術大師們，如庫淑蘭、蘇蘭花、潘京
樂等，他們雖然已經去世，卻給世人留下了
不朽的民間藝術作品。

至今回憶起來，楊先讓仍然唏噓：「當時
很高興很辛苦，也很失望，因為民間藝人死
亡，民間技藝被遺忘的現象很嚴重。感覺自
己還是走得晚了。但也覺得自己大喊大叫了
幾年，為民間藝人撐一撐腰，如今還被納入
到教學的範圍裡了，還是起了好作用的。」

海外宣傳民族文化寶藏
楊先讓說：「民間藝術是一個龐大的造型

世界，實實在在與廣大的庶民共存了數千
年，並自始至終地沿着自己的規律去進行創
造，發展成一深厚而豐富的藝術體系。我們
必須加緊發掘研究這份民族文化的寶藏。」
楊先讓1993年退休之後便到美國定居，

「精力瀰漫」的他又在海外充當起了中國民
間藝術宣傳員。「既然走出國門，帶着母體
給予的滋養，總要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去吸收
些什麼，其目的就是比試比試」。
楊先讓1997年在美國舉辦了「中國農民畫

與窗花剪紙觀賞展」，以河北蔚縣彩色窗
花、陝北馬秀英繪畫河庫淑蘭四幅大型剪紙
為主。駐休斯頓中國領事館總領事吳正龍讚
歎道：「本應該我們舉辦這種展覽活動，而
楊教授出於責任感自己擔當起來了。」
從此不可收拾，美國各個大學、博物館紛

紛邀請楊先讓進行講座，被媒體稱為「在美
國東海岸颳起了一陣宣傳中國民藝的旋
風。」
楊先讓如此積極地宣傳民間藝

術，在他看來，民間藝術的消失
是世界性的。「民間藝術，就是
農耕社會的民間藝術。那個時候
的東西，放在今天這個工業化、
城鎮化時代，不可能發展和延
續，必然消亡。所以，我們要做
的，就是趁他們還在，做好全方
位的記錄、保存，留給後代，讓
後人能夠看到老祖宗的智慧，然
後吸收其創造性，變成營養，在
新時代以一種新的形式呈現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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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人，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我

自己也不在乎，我就是美術工作者」。87

歲的楊先讓可謂是中國美術界「國寶」級

的人物了，他是徐悲鴻、李苦禪的高足，

也培養出徐冰、陳丹青、呂勝中等藝術大

家。10月底，楊先讓帶着其四卷本《楊先

讓文集》做客鄭州松社書店，香港文匯報

記者與這位調皮又剛正的老人進行了一場有意思的對話，看他是如何

「稀裡糊塗」成了中國頂級的版畫大家，「稀裡糊塗」成了研究中國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先驅，「稀裡糊塗」 成了中國民間藝術的「海外宣傳

員」，又「稀裡糊塗」成了中國百年美術史的「記錄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楊先讓文集四卷本近
日出版，書名由摯友黃
永玉撰寫，前三卷分別
為《我是島裡人》、
《三人行》、《夢底波
濤》，側重講述人生經
歷，第四卷就是《我為
主》，側重講述中美文
化交流和美國華裔藝術
家的故事。
楊先讓說，在美國期

間，思念故土是免不了
的，將所思所想寫出來
發表於報刊，是一種精
神上的調劑，文字都是
「有感而發」。
而正是這種「有感而

發」的文字，讓他成為
百年中國美術史的見證人。在《三
人行》裡，他寫中國文藝界的人與
事，寫了眾多「為時代造型」的藝
術家，包括徐悲鴻、齊白石、李苦
禪、古元、鄒雅、王朝聞、黃永玉
等；更有快要被歷史遺忘的藝術
家，如鄭錦、王青芳……而顧毓
琇、周汝昌、郭蘭英、郎毓秀、郭
淑珍等為其摯友，為藝術史留芳；
楊先讓的閱歷可以說是一個人的百
年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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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可愛的祖國》

■《懷念周總理》曾名震一時。

■■楊先讓喜歡稱自己是楊先讓喜歡稱自己是「「島裡人島裡人」。」。

■■楊先讓作客鄭州松社書店楊先讓作客鄭州松社書店。。

■■《《楊先讓文集楊先讓文集》》

■楊先讓的木刻版畫處女作《出圈》。

「負笈」字面解釋為「背負書箱」，喻外
出求學，在藝術家何兆基的「負笈往遊——
行前預展」中，竹笈形象格外引人注目，箱
中擺滿他常讀的各類中西書籍。對他來說，
「負笈」一詞指代自己的放洋留學，也象徵
他在西方學藝或着意探究西方當代藝術理路
的一段經歷。
「年來反覆思量，作品《負笈》方向漸見
明確，竹笈內配置之器物亦告準備就緒，下
一步就是背負竹笈走一小段玄奘當年求法之
路，並於戈壁大漠演示及記錄作品。以竹笈
為載體，藉以反思自身穿梭於中西文化間的
相互移植與詮釋。」他為展覽寫下這樣的文
字，也講述竹笈以《玄奘負笈圖》為參照製
作，於今年四月趁復活節假期到台灣南投竹
山找竹工訂製，再回港製作每格的布帳和遮
陽帳篷，「出去留學再回港擔任教職，我們
面對的是和玄奘同樣的問題，如何將外國學
到的知識翻譯為自己的東西，再傳授給更多

人，這個翻譯的過程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
的思考。」而展覽除書箱外，還呈現他近年
的幾件代表性作品，有些是迷你版，有些則
作了略微改動，而這些作品也將與竹笈一
起，伴隨他十二月踏上去敦煌的旅程。展覽
由即日起至11月25日於a.m.space舉行。

畫冊總結作品 文字記錄直覺
通常藝術家作品累積到一定數量，都會以

一本畫冊記錄及總結，也使錯過展覽的觀眾
可一睹作品。《心身外物》涵蓋何兆基過去
近八年的作品，收錄了圍繞着「心」、
「身」、「物」三個主題所作的藝術探索及
與之相關的文字整理，記錄了「聖光」系
列、「此身幾何」以及「身外物——與何兆
基創作相關的一百件物件」，書中既有過往
雕塑和裝置作品的影像記錄，也有他旅行途
中遇見、啟發創作靈感的景致的攝影作品，
同樣也有他過往展後寫下的文字整理，「對

我來說，這些
文字也是重要
的，會記錄靈
感來源和創作
過程，也是對
作品另一個層
面的思考，幫
助我做好發展下一個系列作品的準備。創作
偏向於展示物料的直觀發展，而文字則是記
錄概念層面的直覺反應。」
無論是曾演示於旺角、維港、文化中心、

垃圾堆填區等地的「聖光」系列，還是於牛
棚展示圓、半圓、圓錐等多種幾何元素的
「此身幾何」展覽，總能看到他剃了頭、一
身白衫的出塵裝扮，他表示：「這使我的作
品可以從現實中抽離，從裝束上與現實的自
己劃清界限。」

以身體為創作媒介二十年

何兆基一九六四年生於香港，一九八九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九十年
代負笈美國鶴溪藝術學院修讀藝術碩士
（主修雕塑），二零零三年以「當代藝
術中的身體知覺」為研究課題獲澳洲皇
家墨爾本理工大學頒授藝術博士，現為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及藝術文學
碩士課程主任。他曾參與多個國際性展
覽，包括代表香港參加第二十三屆聖保
羅國際藝術雙年展及第四十九屆威尼斯
雙年展，亦曾獲美國亞洲文化協會、意
大利Civitella Ranieri Center及香港藝術發

展局等機構頒發藝術獎。
身體作為何兆基重要的創作媒介已經有逾

二十年，他曾經當過雕塑家張義的助手，那
時因為並非做自己的作品，而是將雕塑的過
程還原到最基本，透過身體去改變物料，這
令他在創作中開始注重身體參與的過程，這
個過程也使他進入另一種精神狀態，思考身
體和雕塑的關係。而當他在美國讀書時，身
體和身體經驗也是歐美藝術界的大課題，於
是身體也成為他藝術創作的媒介，從而形成
自己獨特的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何兆基「負笈往遊」展
反思穿梭中西文化間的自己

■■《《心身外物心身外物》》涵蓋涵蓋

何兆基過去近十年的
何兆基過去近十年的

作品作品。。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在何兆基心中在何兆基心中，「，「一沙一沙
一世界一世界」，」，他也將帶同展他也將帶同展
品遠赴敦煌品遠赴敦煌。。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展覽中呈現他歷年作品展覽中呈現他歷年作品
的迷你版的迷你版。。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何兆基將背負身後的竹笈走一小段何兆基將背負身後的竹笈走一小段
玄奘當年的求法之路玄奘當年的求法之路。。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