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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天，嶺南畫派的代表
藝術家司徒乃鍾剛從加拿大回
到香港，並完成為期兩周的隔
離檢疫。雖然過去四個月他身
處加拿大，但心裏卻始終惦記
着香港。得知香港國安法在港
正式實施後，他感到十分興
奮，直言：「這絕對是定海神
針！」成長於顯赫的藝術世
家，司徒乃鍾自小受傳統中國
文化熏陶，及後教畫多年，他
期望香港年輕人能夠多了解和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要
珍惜香港這個繁榮穩定的家
園。

香港安定繁榮全靠祖國
去年香港發生連場暴力示威，憶述種種亂
象，他直言：「香港安定繁榮全靠祖國，只
有安定繁榮，家庭才會幸福。我們當畫家
的，就希望社會安定，這樣才能專心創作。
香港目前的繁榮是過去很多代人打造的，這
些成果也是交給下一代的，你搞破壞，就等
於破壞自己的前途、自己原本美好的家。」
司徒乃鍾的畫室位於北角，也是過去一年
常發生暴力示威的地點。每當有衝突發生
時，從畫室窗外望出去，看見有激進暴力分
子肆意縱火及破壞交通燈，便替他們感到惋
惜。而令他最大惑不解的，是年輕人竟然在
遊行中揮舞美國及英國國旗，「你叫我拍張
照片我也不肯。」一年後，香港國安法在港
實施。「我已經想了很久，明白中央一定要
出手，只有中央出手才能根治香港的
『病』。」隨着越來越多人因參與暴動而鋃
鐺入獄，司徒乃鍾語重心長寄語這些年輕人
要「懂得悔過」。
過去一年，暴力橫行，戾氣充斥香港社

會，讓人不禁懷疑昔日被譽為「福地」的香
港是否仍是宜居之地。所以最近隨着香港國
安法實施，移民又再成熱話。

文化事業要根植故土加國回流
司徒乃鍾自幼隨家人居於澳門，後來遷居
香港。中學畢業後，赴笈加拿大修讀油畫，
其後在當地工作、成家，一住就是二十多
年。當年97回歸掀起移民潮，對於司徒乃鍾
而言，他本可留在加拿大，閒時執起畫筆抒
發感受，在加拿大安穩生活。不過，在1998
年，他毅然回到香港生活；如今，面對香港
紛擾的社會局面，他亦斷言
自己不會回到加拿大，而是
選擇留在香港或內地，因為
對他而言，這是自己的根。
正當眾人思量去留，司徒乃
鍾卻毅然選擇留在香港？
「若我要回去加拿大，我是
有充分理由的。但我認為我
不會，我回香港，因為我是
中國人，作為藝術創作者，
我們就像遊牧民族般，追尋
水和草。」

他常常勸說同行，若果決意發展文化事
業，便不要移民。「我親眼目睹不少留居國
外的同行藝術家要轉行，倘若是英文不流利
的更加慘，作為二等公民，你永遠融入不了
主流社會，在西方國家發展中國人自己的藝
術事業，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加拿大生
活了20多年，他深明即使此刻回到加拿大，
他不用由零開始，但他深信，要發展文化事
業，有祖國作為強大的後盾是很重要的。
「當年我在加拿大辦展，我的老師關山月
到訪，展覽結束後，他問我將會到哪裏，我
說我會回中國。老師當然感到奇怪，因為人
人都想到外國。但我說中國會強大的。任何
東西如果不能靠國家的力量去推動，都不會
取得大成功的。」司徒乃鍾說。

國家需「軟硬兼施」助推文化
這番說話並不假，司徒乃鍾在廣州有一間

五層高的畫室，近十多年來，他也常在廣
州，作為嶺南畫派的傳承人，他盼望能回到
畫派的發源地。在廣州，他除了創作、辦展
外，司徒也擔任廣州大學美術學院的客座教
授及碩士生導師，他親睹內地文化藝術發展
的興盛，政府如何「軟硬兼施」助藝術發
展。「這方面他們做得井井有條，像辦展覽
的場地，香港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若在內
地則能在不同地方辦展。在經費方面，他們
亦提供充裕的資助讓藝術家辦展。」在廣州
多年，他絕對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
力：「文化是體現國家實力的花朵，這朵花
現時在大灣區，我們亦有意搞大灣區美術聯
盟，政府也一定支持。」
雖然大灣區極具潛力，但現時香港年輕一
輩愛國意識薄弱，加之受人蠱惑，甚至逢中
必反，終成為用完即棄的棋子，讓司徒乃鍾
感到深深痛心，他建議香港年輕藝術家、甚

至年輕一輩不妨多點回內地
看看，親身了解及體會內地
的發展，不要當井底之蛙。
他亦認為年輕人的愛國教育
是必要的，而教育的方式不
應只是空口談愛國，而要
「曲線救國」，引導他們了
解、知曉中國文化的魅力，
加強中國近代史的教育力
度，才能讓青年人對自己民
族有正確認知，從而產生民
族自豪感與身份認同。

主攻水墨藝術的黃迪華，身兼九龍西潮人
聯會的婦女部主任，她回憶上月香港國安法
討論通過期間，曾組織擺街站就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收集市民簽名，她表示，當時看見有
市民得知香港國安法即將落實感到十分興
奮，並紛紛積極到街站簽名。「他們的態度
就是『我們終於可以安寧了』。去年有支持
政府的市民因害怕被『私了』而不敢表達政
見，而當香港國安法即將實施後，他們感覺
終於可以暢所欲言，無畏無懼支持政府依法
施政。」她說。
從修例風波開始，暴力示威接連爆發，讓

黃迪華感嘆眼看自己從小生長的香港，在黑
暴的摧殘與蹂躪下，繁華的霓虹燈失色，而
被迫不敢發聲的理性港人，一下子變成了
「沉默的社會少數」，只能默默黯然神傷茫
茫看不到前路，至今年6月底，香港國安法
正式生效，香港才得見曙光，黃迪華與身邊
親友大鬆一口氣，咨嗟「正義回來，天晴
了」，她說：「無論是我，還是身邊的藝術
家朋友，都是非常真心地支持香港國安法，
大家都很興奮，『中央』終於出手止暴制
亂，我們終於可以得到安穩的生活。」
很多藝術家因參與市場之故，每當面臨政
治議題，便支吾不言、面呈難色，曰「不懂
政治」，而黃迪華卻坦率直言，呼籲本港藝
術家不要繾綣畫室，要敢於為社會公共利益
正義發聲，「現在的香港藝術家，要多點關
心社會發生何事，沒有什麼好顧慮的。」她
指出，藝術家雖被視為「世外之人」，但是
在社會的危急關頭，也應開眼看政治，看清
社會事件的「是非對錯」，在關鍵時刻主動
站出來。在她看來，一地的政府就是「父母
官」，沒有父母會傷害自己的小孩，「香港
始終是自己的家園，應多點支持政府依法施
政，去建設自己的家園。」她堅定地說。

內地畫家視野愈來愈廣闊
祖籍上海，生於蘇州的黃迪華，上世紀八
十年代定居香港，自幼在香港生活，亦曾於
日本留學，多年來，她一直視香港為最重要
的家。最近，移民成了港人之間的熱門話
題，問黃迪華有沒有想過移民，她斬釘截鐵
地說：「從來沒有。」她直言：「任何地方
都不及中國好，難道移民到別的國家做二等
公民好受嗎？為何那麼多97移民的人回流香
港呢？那時可能覺得外國的月亮特別圓，但
最後始終覺得自己的祖國是最好。香港是國
際金融中心，有健全的金融體系及法律制
度，也是一個十分便利的城市，試問還有哪
裏比得上香港呢？」她堅信，香港國安法實
施後，社會能夠穩定下來，市民亦能夠安居
樂業。
師從以畫荷花聞名的著名水墨家畫家林天

行，她在習畫七年後，於上海視覺藝術學院
師從劉國松老師修讀當代水墨藝術研究。這
些年來，黃迪華一直在參與內地與香港的書
畫交流活動，展覽、筆會……過往她曾到內
蒙古、深圳及珠海等地參加活動，這些機會
令她見識到內地的藝術生態。「像深圳與珠
海的發展這些年真的很快，所以造就了藝術
家創作的優勢，而且現在國家亦大力支持發
展文化藝術，無論在場地、資金還是藝術家
的待遇方面，其實很多方面比香港更有優
勢。」 比如場地，香港寸土寸金，舉辦一
場展覽往往提前一年預約場地，展期亦不會
太長，內地就不同了，近年無論場地設計還
是策展的專業程度，都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
水準，對於需要諸多客觀條件
配合、相關部門扶植才能發展
的藝術文化事業，內地的優勢
是絕對的，香港反而需要努
力。
雖然香港的藝術家向來以具

國際視野著稱，但在黃迪華看
來，內地藝術家的眼界與識見
亦不遜香港，在和國際接軌交
流這一方面，內地的藝術家反
而有得天獨厚的組織優勢。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可以接
觸到世界各地的作品及題材，
但其實內地改革開放後，他們
與國際的交流越來越多，所以
他們創作的視野和靈感也更加
廣闊，這一點從內地畫家的創

作中就能看出。」

引導青少年正確認識國家
身兼九龍西潮人聯會的婦女部主任，義務
為社團工作，黃迪華平時主力負責地區工
作，回憶起去年黑暴肆虐、黑白顛倒的政治
口號令人心蒙蔽，引導社會集體走進極端的
險境，她有錐心之痛，「為何香港竟然走到
如此地步。」形容去年政治風波讓社會秩序
受損，文藝界其實也是重災區，不僅多場本
來計劃在香港舉辦的大型文藝活動被迫取
消，從下半年起，黃迪華也親歷多場展覽被
「攬炒」，她憶述上年的一次經歷：「有一
次，我們在中央圖書館舉辦展覽，原本短短
十分鐘的路程，足足用了一個鐘才到達。好
不容易到達了，才開幕僅僅十分鐘，就有示
威人士跑進圖書館大鬧，開幕禮被迫腰
斬。」早早計劃好的展覽最終宣布取消，現
場景象更令人想到影視作品中的文革時期紅
衛兵「抄家」。
「當年的教育改革取消了中史作為必修科

的地位，其實是變相削弱了青少年對國家、
對歷史的認識管道，他們對國家的歷史缺乏
正確的認知、對內地的現狀也不甚了解。更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的傳媒在報道相關新聞
時偏頗偏激，潛移默化地扭曲着青少年的價
值觀。」她指出過往一年的示威潮中，為數
不少的年輕人走上街頭示威、參與暴力，不
僅犯下嚴重的罪行斷送一生前途，更影響到
香港發展建設的將來，「現在應該要加強青
少年在這方面的教育，令他們有『歸心』。
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了，但香港人的心仍未
回歸，尤其因『無知』引發的青少年暴力參
與政治，即可見到問題之嚴重性。」黃迪華
表示，平時社團亦有做一些與青少年有關的
工作，接下來，希望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工
作。「希望能多辦與青少年有關的地區社團
活動，可以帶動他們多點認識自己的祖國，
引導他們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以畫木棉樹讚頌香港警察
黃迪華平時會在何文田的畫室進行創作，

夜闌人靜興，往往創作到凌晨兩三點。然
而，過去一年，社會動盪不安，深夜時分，
每每警車的警笛響起，都會畫破她內心的平
靜。「聽到警車的聲音知道又有事情發生，
自己的心都會不舒服。」她直言，過去一
年，自己少了創作。然而，作為藝術家，在
大是大非前，可以為當下的社會做些什麼事
情，是她一直沒有停止思考過的問題。「作
為藝術家，應該要多關心社會發生的事，而
非只默默埋首創作。」因此，她創作名為
《花志系列》的水墨畫，又以木棉樹讚頌警
察，冀為社會發放一點正能量。

如今，香港國安法實施，
黃迪華認為就如一顆強大的
定心丸，能夠止暴制亂，讓
香港能夠浴火重生。「我和
身邊的藝術家朋友都日夜盼
望中央能夠盡快出手，平定
香港亂局。如今，香港國安
法在港實施，我們都感到十
分興奮。所謂『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的國法，中央出手為香
港立國安法，也是合理又合
情的事。香港國安法落實
後，相信我們就可以有安定
的生活，藝術家也可有純淨
環境醉心追求自己的創
作。」她說。

香港的水墨藝術家，是特殊的一群香港人，97回歸前後一班遊學海外的本港水墨藝術家毅然轉身回

流，將藝術精神在故土重植，堅定不做「異鄉人」。中華文化血脈告訴他們「鳥倦知還，自己始終是中

國人」，回歸23年，他們走遍祖國內地河山寫生創作、與各門派交流互促，水墨藝術家，又成為最了解

國家的香港人。「內地給與藝術創作充分自由，香港國安法是有強烈針對性的法律，保護大多數港人利

益」，經歷過「港獨、自決」組織暴力攬炒的一年，本港女性水墨畫家黃迪華勇敢發聲「支持香港國安

法」，她將之形容為「強大的定心丸」，能夠止暴制亂，讓香港浴火重生。

伴隨香港國安法刊憲實施，西方國家紛紛跳出向港人提供移民「優惠政策」，對此，曾旅居加拿大20

年的嶺南派水墨畫代表司徒乃鍾的態度，同當年面對恩師關山月的回答一樣：「永遠不要當仰人鼻息的

二等公民。」他又說，現時國家政策「軟硬兼施」推動文化發展，香港應該盡量融入借力發展自己的藝

術文化產業。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忻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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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代表司徒乃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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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水墨藝術家黃迪華：
無畏無懼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司徒乃鍾表示藝術發展司徒乃鍾表示藝術發展
需要背靠祖國需要背靠祖國。。 朱忻朱忻攝攝

■■司徒乃鍾在內地舉辦展覽司徒乃鍾在內地舉辦展覽。。

■■司徒乃鍾在內地舉辦展覽司徒乃鍾在內地舉辦展覽。。

■■黃迪華是著名黃迪華是著名
畫家林天行的徒畫家林天行的徒
弟弟，，其身後的水其身後的水
墨作品畫的是木墨作品畫的是木
棉樹棉樹，，表達對警表達對警
察的讚美察的讚美。。

■■黃迪華義務為社團工作黃迪華義務為社團工作，，
疫情期間為市民派發防疫物疫情期間為市民派發防疫物
資資。。

■■黃迪華以最新創作黃迪華以最新創作
《《花志系列花志系列》》表達對社表達對社
會問題的關切會問題的關切。。

■■黃迪華認為黃迪華認為
應 引 導 青 少應 引 導 青 少
年認識祖國年認識祖國。。

朱忻朱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