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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到那裡的創作歷程
來自台灣的知名繪本畫家、策展
人、設計師鄒駿昇日前作為光華新
聞文化中心舉辦的澳門「台灣周」
活動講者嘉賓，與澳門藝術愛好者
分享了自己的繪本創作歷程，其風
趣幽默、誠懇大方的講述風格頗受
聽眾好評。藝術沒盡頭，創作無終
點。鄒駿昇的經驗帶來的或許是此
種啟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鄒駿昇用簡報的形式回顧了自己的學習
和創作歷程。他以「用視覺藝術與世

界溝通」定位自己過往十年創作歷程的回
顧，展現了「從這裡到那裡」的藝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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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學藝術多走教書路
鄒駿昇說，自己出生在台中一個半郊區的
地方，家庭乃是以傳統的金屬加工業為營
生。他風趣地表示，或許是上帝不喜歡醜的
事物，自己從小就非常喜歡塗鴉，也嘗試將
塗鴉運用到自己的家庭中，但是自嘲蠻失
敗。
後來，鄒駿昇到學校去接受比較專業的訓
練。高中念的是美術班，大學則是在師範學
院就讀。無論是高中或是大學，就地理位置
而言其實都是在鄉下，所以讀書也顯得有些
不太甘願，因為最初以為自己會到都市中去
學習。他告訴聽眾，自己的父親覺得讀藝術
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在上大學填報志願時寫
上了師範專業。在台灣，客觀的事實也是很
多學藝術的人最後走的也是教書的道路。
後來鄒駿昇真的去教書了，被社會定義為
老師。在台灣的學校都會有吹奏直笛的音樂
比賽。在比賽時，於指定曲部分選擇了一首
具有幽默感的音樂，便讓學生將一道靈符貼
在自己的額頭上。而這道靈符就是鄒駿昇指
導學生完成的，比賽本身也拿到了創意獎。
此外，在教學中，鄒駿昇也會設定不同主
題讓學生進行創作學習。「媽媽像什麼」是
他曾經向學生們佈置過的一個題材。在學生
上交的作品中，幾組不同的作品讓他覺得動
容。一個學生在作品中認為媽媽像鬧鐘，因
為媽媽每天叫他（她）起床；另一個學生的
家庭是做麵店的，所以認為媽媽像機器人；
也有同學認為媽媽像一個烤箱，總是做出好
吃的食物；而令鄒駿昇特別動容的，則是一
個學生認為媽媽像月亮，因為母親是勞工階
級，每天都會加班到很晚。

留學英倫感受文化衝擊
在服兵役的歲月中，生活比較苦悶，所以
繪畫成為了一種解悶的方式。完成兵役之
後，面對了繼續教書和海外深造的選擇。最
終選擇了去倫敦留學。在倫敦，感受到了濃
厚的異鄉人心境，也有文化的衝擊感。在英
國的第一年，以英國著名的食物炸魚薯條創
作繪本，入選了意大利波隆那童年插畫展。
這個作品的意境乃是：倫敦其實是一個非常
冷漠的城市，並非觀光客所感受的那樣歡
樂。所以，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記錄倫敦
人的面部，差不多有上千個。後來，又開始
用倫敦人的背部作為素材進行創作 ，以
「the and」 作 為 主 題 ， 代 表 連 接 而 非 結
束，且在這個過程中融匯了攝影的環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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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幫忙拍錄像。前後差不多花去了數個
月的時間。此一階段中，創作過月曆，也創
作過封面。完成這個系列之後，找到了倫敦
的一家理髮店作為展示自己作品的場地，甚
至也專門做了制服讓理髮師穿，因而包括整
個理髮店、理髮師也成為了藝術品的一部
分。
後來，鄒駿昇也創作了《三分之一》系
列，用抽象的色彩去表達自己每一個時期的
感覺和人生。三分之一代表人一生中休息、
睡覺的時間，另外三分之二是甦醒的狀態。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與父母的互動、與同學
的互動、想像與未來另一半的生活、描繪當
兵的歲月、刻畫海外留學生涯，都會用三分
之一作為一種構思。
《玩具槍》是鄒駿昇作品中比較特別的一
個構思。在英國畢業時，鄒駿昇和外籍同學

弘揚
「海絲」
文化
泉州錫雕藝術作品展
「錫光溢彩」
為弘揚「海絲」文化，進一步發掘和
保護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由福建省民
間文藝家協會、泉州市城鎮集體工業聯
合社、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主辦的
「錫光溢彩——泉州錫雕藝術作品展」
日前在福州舉行，展覽由即日起持續到 5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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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當代的一場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覽現場看到，近
百件參展作品在傳統元素的基礎上大膽
創新，將錫元素與琺瑯彩、玻璃、木雕
等不同材質有機結合，給人眼前一亮的
視覺感受。其中，裝置作品分為亂砍濫
伐篇（鸚鵡螺）、工業污染篇（大龍
蝦）；殘骸感悟篇（貝殼）三組進行展
示。
據工業污染篇（大龍蝦）作品負責人
林惠介紹，該作品由若干沙子、日常廢
棄物、100 根紅色玻璃柱、41 隻錫雕澳洲
大龍蝦組成；平鋪的沙子表示沙灘或海
底陸地；以日常廢棄物佔據大龍蝦棲息
地以小見大表現備受污染的海洋；玻璃
柱立於沙地上，41 隻大龍蝦臥在玻璃珠
上方，絕大部分已褪成毫無生機的灰白
色，表示受到污染、基因變異，玻璃柱
的紅色代表血液、生命，更代表危機。
「作品傳遞了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是傳統與當代的一場對話，也是泉州錫
雕傳承與發展的一次展覽，更是一次文
化自信的展示。」林惠如是表示。

對民俗研究有重要價值
據悉，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的起點。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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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泉州錫雕始於唐宋，起在元明時
期。元明時期，國外錫先進的熔煉技術
隨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泉州，與泉州傳統
民間工藝相融合，錫雕的純度提煉技術
和鏨刻工藝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
之，泉州藝人的聰明才智和不懈追求，
泉州錫雕工藝高超，享譽海外，大量的
作品銷往地中海沿線，成為了許多歐洲
和中東地區皇室貴族的專用器具。

據介紹，泉州錫雕集傳統雕刻、油
漆、燈藝、鑄造藝術於一體，鑄造精
細，技藝精湛，形成獨具特色的錫雕
藝術品。泉州錫雕技藝主要步驟為：
模具、鑄造、修整、焊接、磨光、整
形、貼金、裝配、包裝，集傳統雕
刻、油漆、燈藝、鑄造藝術於一體，
紋樣有纏枝香蓮、花雕龍鳳、鏨花刻
字，金銀秀色，典雅美觀，具有鮮明的
閩南風格。泉州錫雕歷史悠久，與宮
廟、民俗關係密切，對民俗研究有重要
價值。作品富含殷周、古漢青銅器紋飾
及閩南地區古建築所有裝飾紋樣、形
式，對研究閩南傳統裝飾藝術具有參考
借鑒作用和文化研究價值，推動錫雕藝
術的繼承和發展具有寶貴的科學研究價
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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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巴西去旅遊，聊到了小時候的教育和成長
歷程。鄒駿昇直言，自己甚或整個台灣，孩
子們是在打罵教育中長大。外籍同學直言，
在教育小孩時用暴力，其實就是在間接告訴
小孩如何用暴力取得一種虛假的服從。所
以，玩具槍在鄒駿昇看來是不應該存在於這
個世界上的。因為這不僅是一個玩具，它指
向了很多有暴力情節的電影。故而，用版畫
的方式表達了這一主題，特別是暴力造成的
陰影和負面影響。在鄒駿昇看來，所有的暴
力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和玩具槍聯結。

思考是永無止盡的過程
在回答現場聽眾提問時，鄒駿昇說，自己
的每一個成長階段，都不會覺得滿足。自己
的履歷雖然洋洋灑灑得到很多獎，但這不會
帶來滿足。得到一個獎，只會開心一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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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便會去思考下一個問題，這一切是永無止
盡的。真正會得到獎的，都是自己可以掌握
操作的作品，反而商業案要滿足市場和其他
人的口味，揮灑空間有限。
鄒駿昇分享了自己在英國的求學經歷。在
英國讀書時，學習的是觀念和思考的方法。
在這一過程中，抱持了非常大的憧憬和理想
的他發現一些老師不太喜歡自己的一些作
品，因為自己選擇的是比較冒險的路線，自
己內心不太服氣，但是更多的老師也不認可
自己的作品。後來他將自己的作品送出學校
比賽，獲了獎。所以，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所
有人都喜歡。
藝術也有情義在。那家曾經展示鄒駿昇作
品的理髮店後來在英國慘淡經營，最後回到
了澳洲。鄒駿昇將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給了這
家店，以表達對當年提供場地的感恩。

崔如琢與劉海粟
合作畫《清秋》上海亮相
日前，以畫家命名的「太璞如琢——崔如
琢藝術上海大展暨所藏《石濤羅漢百開冊
頁》展」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開幕。上世紀
80 年代，劉海粟、崔如琢兩位藝術家在香港
相遇，兩人合作大幅作品《清秋》，成就一
段藝壇佳話。受劉海粟美術館之邀，此次
「太璞如琢——崔如琢藝術上海大展」將以
這段故事開始，集中呈現崔如琢近年來具有
代表性的重要作品百餘件，並同時展出他收
藏的《石濤羅漢百開冊頁》以饗觀眾，為文
化生態多元的上海帶來博物館級別的藝術盛
宴。
此次大展將由即日起一直延續到 5 月 20
日。崔如琢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期開始旅居香
港、台灣、美國等地。一路走，一路看，遍
訪世界各大重要博物館、美術館，遊歷歸
來，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傑出的藝術作
品更加自信。
此次於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太璞如
琢——崔如琢藝術上海大展」，將展出《萬
里平鋪雪滿天》、《葳蕤雪意江南》等具有
代表性的水墨巨製，同時，精選近年來創作
的中小尺幅精品。在談到此次上海大展時，

崔如琢說：「上海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這
裡是海派國畫的發源地。上海市為劉海粟老
先生建了非常好的美術館，我的作品在這裡
展出，是因為我和海老還有一段淵源。」
1987 年中秋，90 歲的劉海粟行至香港，與
當時旅居香港的崔如琢相見。兩人在中國傳
統和藝術理念上的探討，觀點頗為契合。劉
海粟見崔如琢丈二匹作品頗為欣賞，於是提
議畫上題詩一首，以紀念二人的相遇：「白
荷華髮秋正好，涼露催花花不小，莫笑人生
易頭白，白頭看花人亦少」。此幅《清秋》
為崔如琢 1983 年作於美國，時年 39 歲的崔
如琢正處於創作的盛期，帶着北方的直爽與
豪邁。彼時劉海粟「百歲開一」（90 歲），
詩文寄託了他對晚輩的支持與期待。崔如琢
旅居香港之後，又旅居台灣和美國，這幅
《清秋》一度曾被台灣藏家收藏。2016 年，
這幅作品出現在拍賣市場，崔如琢珍惜這段
傳承，30 年後將其購回。此次上海大展，這
幅具有時代意義的《清秋》作為一條紐帶，
喚醒兩位藝術家精神共通的時代記憶，成為
畫壇的一段佳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豪

■崔如琢與劉海粟合作《清秋》，140x359cm，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