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人物副
刊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02020年年99月月181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訪問當日，楊奕在上海街和永星里交
界一家店舖屋簷下寫生。夏日炎

炎，專注繪畫的楊奕周身卻縈繞着一股
澄澈的涼意。他說近來總有驟雨，上海
街店舖多，遇雨可找地方暫避，雨停再
繼續畫。畫至正午，他便將顏料蓋上、
畫具收好，自製的簡易畫架和未完成的
畫作就隨意放在路邊，然後去附近的茶
樓吃午餐。食畢，他再回到這裏來，一
直畫至日暮時分，才收拾東西歸家。

世事跌宕「畫癮」難擋
楊奕師從寫實派畫家馬家寶學習油畫
和水彩10餘年。後來為生活轉做工業原
料生意，但對繪畫的興趣一直未減，至
2000年退休，他便全情投入寫畫世界
中。
往年，楊奕每年都會與十幾位畫友相
約赴外地寫生，新西蘭、加拿大、法
國、意大利，又或是順德、中山、海南
島等地，時可長達數月。平時在香港，
楊奕也有固定的寫生習慣：「禮拜二、
三在旺角朋友的畫室畫，禮拜四在大會
堂音樂廳畫人體，禮拜六、日我則和太
太一起出門寫畫，很久了都是這樣。」
時下因疫情暫時去不了外地，畫友們
也因年長不便總外出聚集，楊奕便開始
獨自寫生。「疫情第二波時我有兩三個
月未出門，後來稍微穩定我就日日出來
寫，因為經常坐低幾個鐘，寫到脖頸有
些勞損，停頓了一段時間，針灸整好返
才又出來；之後第三波疫情，我就在家
對着照片寫，有照片畫好過無得畫嘛，
但始終更習慣『寫現場』，所以疫情好
點我又出來。」對於寫生，楊奕總有種
難耐的「癮」，他將其歸因於寫實繪畫
中大量需要上下求索的奧秘，一旦將之
視為追求，便不覺辛苦，而是興趣長
存；又因為無論是寫生街景還是自然風
光，有太多「轉瞬即逝」，要抓住某一
刻的靈感與衝動、某個角度觸動人心的
景觀，畫家要修煉的，是畢生的功力。
而這功力不止在於手，更在於眼：「一
個畫家一定要眼高過手，所以我堅持寫

畫十幾年，不光是為提煉寫畫技藝這樣
簡單，更是鍛煉自己眼睛觀察的能
力。」

畢生追求寫實的學問
楊奕習慣將寫生稱為「寫」，或許是
「寫」字更注重那一筆一畫的堆疊累
積，這是寫實派畫家最注重的功力。在
各國飽覽名畫後，楊奕最敬重的還是自
己的老師馬家寶：「我老師是筆筆見
功，世界上那樣多名畫，寫景物可以寫
得好似，但有的細節是『抹』出來的，
要『抹』得圓滑雖有一定難度，卻沒有
『筆筆寫落』那樣難。」多年以來，楊
奕一直記得香港美專校長陳海鷹的那
句：「一個畫家若是追求寫實，一生90
年都不夠用。」這一筆一畫，不止是畫
家技法的展現，也是他們對於寫實藝術
嚴謹追求的佐證。
楊奕寫畫不會經常換地方，往往在一

個區域可以「駐地」很久。「之前在油
麻地寫咗兩三年，轉去了鯉魚門，最近
又回到這邊來。我選到構圖最靚的角
度，就不會周圍去，『至靚』之處要寫
很多次，每一次寫有每一次的要求。」
他的習慣是上午的畫只在上午完成：
「上午那張畫至正午，就不畫了，重新
換一張，因為下午的光線和上午的光線
是相反的。」他強調寫實繪畫「客觀」
至關重要，落線、用筆、調色，沒有一
樣不是以追求準確為目標。在教學生
時，楊奕注重訓練他們的「寫生思
維」：「將立體的景象投入腦內，再形
成另一種立體狀態在紙上表現出來。點
解有好多人『抄』（臨摹）照片，寫到
整張畫硬邦邦？因為他們沒有將照片上
的平面影像轉化成立體的再畫出來。真
正的寫生必須經過這樣複雜的變換過
程。」他要求學生注重畫作的質量，而
非數量，「不要『隔靴搔癢』地畫，而
是『一針見血』地畫。」
寫畫多年，楊奕對於美的追求變得越

發純粹，甚至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挑
剔」：「有些人想請我畫像，我不幫他

畫，我說因為你『不入畫』，『形』看
起來不是很明顯。」真正令他產生作畫
慾望的，往往是那些有着渾然天成之美
的人：街邊赤裸上身勞作、肋骨根根分
明的長者；膚色光澤迷人、不施粉黛的
女孩；髮色耀眼、漸變分明的金髮女
郎……人體骨骼、肌肉、皮膚甚至毛髮
的純粹之美，讓楊奕迷戀到目中別無他
物。但這些「天然之美」在表現上往往
也是最有難度的，楊奕笑稱：「就好似
我太太話，你成日揀咁複雜嘅街景嚟畫
做乜？我們寫畫的人，就是要找有挑戰
的來畫，最難寫的來寫。」

畫下香港的變遷與消逝
某一時刻的景觀透過畫家的慧眼，再

由筆尖落於畫布之上，某種意義上，這
風景也達成了曼妙的永恒。城市的改變
總是悄無聲息地發生，或許為大多人所
忽視，但對於以觀察為生命的畫家，任
何一處風景的變遷或消逝，都牽動着他
們的心弦。「油麻地好多舊樓都在逐漸

拆掉，重建裝修後的新建築往往沒那麼
好看，尤其是顏色，太單調。」楊奕
說，西洋畫者追求色彩和形態的豐富變
化，不夠工整的建築更符合審美和創作
的需要。國外聯排樓房較多，建築物缺
乏變化且都不會太高，所以在國外寫
生，楊奕多擇風景而少選建築；唯有在
香港，他才會多畫街景。
這些年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讓他越

發意識到以畫作記錄的重要，比起新街
區，他更傾心深水埗北河街、油麻地上
海街等仍存有彩色舊建築的地點。楊奕
隨身帶着一張2015年在上海街完成的油
畫作品：「有移居美國的畫友見到這幅
畫，說勾起了他對於香港的回憶，讓他
想起以前的香港，很有親切感。所以現
在寫街景，都是希望能夠將一些歷史保
留下來。」偶爾他也懷念一些消失不再
的舊風景——啟德機場停用前能望見獅
子山山景的沙浦道，置富花園不存在時
薄扶林牛奶公司的牛房……「好靚，
家好多嘢都已變遷。」

「叮叮叮……」鈴聲響起，嚴田小學
五年級的學生們收好課本，拿出口風
琴，熟練接上吹管，來到隔壁的音樂教
室。音樂老師楊昊領着大家溫習教過的
曲目，再逐一指導，矯正學生們的鍵盤
手勢……這是楊昊教學課表上的固定課
程，也是這所山村小學最受歡迎的課
程。
2017年，27歲的楊昊作為特崗音樂老

師來到嚴田小學任教。他至今還記得第
一次進山：沿着蜿蜒的盤山公路，從江
西萬載縣城開車一個多小時，才到高村
鎮嚴田小學。全校9名任課老師，沒有
一名專職音樂教師。父母外出務工，大
部分學生成了留守兒童。本應是天性活
潑、愛好廣泛的年紀，很多學生除了上
課，基本沒什麼興趣愛好，一些學生還
沉迷於玩手機。

為了填補音樂教育空白，楊昊開始思
考引進一門樂器課程，他把這樣的想法
告訴校長，一直想辦音樂教育的兩人一
拍即合，「我當時就和校長商量，要在
學校引入音樂特色教育，讓山裏孩子也
能受到音樂的熏陶。」口風琴進入了他
的視野，教學相對簡單，更重要的是，
口風琴價格便宜，山裏的孩子都能買得
起，最終兩人決定把易入門、好吹奏且
價格便宜的口風琴作為孩子們的學習樂
器。

稻田迴蕩口風琴聲
山裏的孩子幾乎沒學過任何音樂知

識，楊昊開始從基本的樂理知識教起。
在一次音樂課課堂上，他帶着口風琴走
進了教室，在他的耐心教學和示範下，
孩子們不僅逐漸掌握了基本音樂知識，

而且一步步熱愛上了吹口風琴。「我當
時感覺特別好玩，聲音好聽，像玩玩具
一樣。每當吹奏出一段完整的音樂時，
就像考了滿分一樣開心。」學生李嘉婷
對「新玩具」愛不釋手，和她一樣，不
少同學也立刻喜歡上了這門樂器。
每周，楊昊都會帶學生們去戶外一

次，在稻田中邊走邊吹口風琴。經過一
年多的學習，學校的孩子們逐步掌握了
口風琴吹奏的技巧，2018年秋季，楊昊
還組建了學校的第一支口風琴樂隊。校
樂隊成立不久，縣裏舉辦素質教育成果
展示，嚴田口風琴樂隊代表鎮裏參加。
楊昊從樂隊裏選拔16名學生，組成嚴田
小學參賽隊。2019年初，楊昊和校長領
着學生來到縣文化大禮堂。上台前，這
些從未出過遠門的學生有些緊張，而其
實站在台下的楊昊更緊張。當一曲口風

琴版《國家》吹奏完後，現場響起熱烈
掌聲，評委對演出給予了充分肯定。演
出成功的消息在小山村引起轟動，許多
家長紛紛開始鼓勵孩子學口風琴。
看到時機成熟，楊昊和校長把口風琴

教學在全校推廣開來。如今，下課鈴聲
響起，悠揚的口風琴聲環繞整個校園，
也迴蕩在這個偏遠山村。一個小小的口
風琴，吹響了鄉村學校美育教育的序
曲。 文、圖：新華社

大山小調——山村小學教師楊昊的音樂實驗
■■楊昊指導學楊昊指導學
生練習吹奏口生練習吹奏口
風琴風琴。。

■■楊昊帶學生們在稻楊昊帶學生們在稻
田中邊走邊吹口風琴田中邊走邊吹口風琴。。

疫情無阻寫生癮疫情無阻寫生癮 為寫實求索一生為寫實求索一生

楊奕覺得比較遺憾的一件事，就
是香港至今都沒有一間真正的美術
院校。儘管各大高校有美術專業，
但始終側重於理論而忽視了基本功
訓練。有不少畫室開課，也是草草
略過素描課程，便開始教色彩畫，
或是絲毫不講授人體解剖學原理，

便直接叫學生畫人像。楊奕認為，在這種情況
下，很難培育出真正優秀的美術人才。「第一看
構圖，第二是用筆，第三才是用色。」楊奕說，
他跟隨馬家寶學習時，有時即便使用老師調好的
顏色，還是難以畫出同樣的水平。「所以講寫
實，有好多嘢要修煉，你用筆錯，顏色即便是對
的，效果也達不到。」因此，楊奕訓練學生都是
從素描練習開始，從一個蘋果，逐漸疊加各種靜
物，再高階一些的學生，便帶去九龍公園、榕樹
頭公園寫複雜盤錯的榕樹根，考驗他們的觀察能
力和耐心，之後才開始間隔畫水彩，但素描練習
仍不間斷。

愛惜有寫實天賦後輩
楊奕曾從事過數年的藝術教育事業，最高峰時

學生近百人。他始終認為，要專心學畫必要「無
先天之憂」，而如今香港謀生不易，加之樓價高
昂，生活壓力大，學習繪畫的年輕人便少之又
少，能夠堅持下去的更是寥寥數幾。近年來他較
少收徒，但遇到頗有繪畫天賦的學生，他都會毫
無保留地教授，有時甚至免去學費，亦不拘泥於
傳統上課的形式。「前陣有一個學生，我見她很
有天賦，又肯畀心機，後來因工作繁忙無時間來
上課，我便對她說『年輕人以搵食為主，你還是
以事業為重，得閒可以自己寫畫，再發給我
看』。有資質，絕不能浪費。」楊奕說，寫畫並
不是一定要老師帶才可以寫，只要有創作衝動
時，都應自己拿起筆。就像他平日偶爾飲茶，也
會隨手在環保紙上速寫鄰桌的陌生人，他也要學
生見到有什麼想畫，便自己畫下來，再把作品發
給他點評。如此來回中，即便不面授，學生也會
有所長進。

執筆甘如薺執筆甘如薺楊楊奕奕 畫中日月長畫中日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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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奕以畫作楊奕以畫作
記錄香港的變記錄香港的變
遷與消逝遷與消逝。。

■■在飲茶時在飲茶時，，楊奕會在環保紙背楊奕會在環保紙背
面對鄰座的陌生人速寫面對鄰座的陌生人速寫。。

■■楊奕喜歡油麻地等楊奕喜歡油麻地等
仍存有色彩舊建築的仍存有色彩舊建築的
街區街區。。

■■楊奕楊奕（（右右））
曾為太極師傅曾為太極師傅
畫人像畫人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對畫家而言對畫家而言，，畫布是可以任由想像馳騁的無界原野畫布是可以任由想像馳騁的無界原野，，揮毫揮毫

落墨是洶湧澎湃的交響樂落墨是洶湧澎湃的交響樂；；而於寫實派畫家而於寫實派畫家，，無論寫生風景無論寫生風景

還是人像還是人像，，表現任何一格畫面都要謹遵背後融會貫通的法表現任何一格畫面都要謹遵背後融會貫通的法

則則，，交響樂般的落筆也總有小夜曲似的收尾交響樂般的落筆也總有小夜曲似的收尾。。在香港美術專在香港美術專

科學校校友會主席科學校校友會主席、、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楊奕的生活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楊奕的生活

中中，，寫生已是任何外界變動都無法抹去的個人習慣寫生已是任何外界變動都無法抹去的個人習慣，，孜孜不孜孜不

倦地研習與探索寫實繪畫背後的奧秘倦地研習與探索寫實繪畫背後的奧秘，，已然成為他畢生的追已然成為他畢生的追

求求。。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黃依江

■■楊奕楊奕（（右右））早前在鯉魚門與畫友早前在鯉魚門與畫友
一齊寫生一齊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