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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商場上楊孫西這名字無人不曉商場上楊孫西這名字無人不曉，，
他創辦了香江國際集團他創辦了香江國際集團，，年輕時年輕時

已打出一片江山已打出一片江山，，不論在紡織不論在紡織、、玩玩
具具、、房地產還是在通訊科技產業上都房地產還是在通訊科技產業上都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商界在商界，，他必然他必然
是精英是精英；；在藝術界在藝術界，，他是個喜愛學他是個喜愛學
習習、、謙虛的書法家謙虛的書法家。。
在訪問當天在訪問當天，，楊孫西身穿黑色唐裝楊孫西身穿黑色唐裝
配條紋長褲配條紋長褲，，雖然手持枴杖雖然手持枴杖，，行動仍行動仍
自如自如，，言談舉止絲毫不像已步入耄耋言談舉止絲毫不像已步入耄耋
之年之年，，樣子慈祥的他每當望着自己的樣子慈祥的他每當望着自己的
藝術作品藝術作品，，總是面露微笑總是面露微笑，，向記者滔向記者滔
滔不絕地分享着作品背後的故事滔不絕地分享着作品背後的故事，，他他
更強調更強調「「字乃人之衣冠字乃人之衣冠」，」，文字寫得文字寫得
端正是基本端正是基本，「，「寫書法就好像做人寫書法就好像做人
般般，，要端正要端正，，一點一橫講究四平八一點一橫講究四平八
穩穩，，白紙黑字的結合如陰陽白紙黑字的結合如陰陽，，能否寫能否寫
出一手好字出一手好字，，這建基於個人的文學修這建基於個人的文學修
養水平養水平。」。」

「商家佬」靈活擅長走捷徑
楊孫西在商界縱橫楊孫西在商界縱橫 4040 餘年餘年，，在在
20032003 年年，，他他「「且戰且退且戰且退」」地退下火地退下火
線線，，逐步把事業交給不同的接班人逐步把事業交給不同的接班人，，
退休的狀態使楊多了空閒的時間退休的狀態使楊多了空閒的時間，，於於
是他重拾放下多年的毛筆是他重拾放下多年的毛筆，，重新學習重新學習
書法書法，，此前此前，，他曾在小學階段學習書他曾在小學階段學習書
法法，，擁有書法的基礎底子擁有書法的基礎底子，，但成年後但成年後
卻因事業繁重而擱置興趣卻因事業繁重而擱置興趣，「，「我創業我創業
的首的首3030年年，，除了新春的時間會休息除了新春的時間會休息
數天數天，，基本上我沒有休息的時間基本上我沒有休息的時間，，所所
以也不要說有練習書法的時間以也不要說有練習書法的時間。」。」楊楊
老說老說。。
然而他是用做生意的概念去學習然而他是用做生意的概念去學習、、
鑽研藝術鑽研藝術，，他一向都是藉去外地出差他一向都是藉去外地出差
公幹公幹，，傾生意的一些空檔去拍照傾生意的一些空檔去拍照，，練練
習書法也是見縫插針習書法也是見縫插針，，見機行事見機行事，，見見
名師就學習名師就學習，，觀賞作品偷師觀賞作品偷師。。
在訪問過程中在訪問過程中，，楊孫西經常提起楊孫西經常提起
「「岑老師岑老師」」岑文濤岑文濤，，岑是香港著名書岑是香港著名書
法家法家，，他倆亦師亦友他倆亦師亦友，，是楊在學習藝是楊在學習藝
術之路上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術之路上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楊形楊形
容岑是一位詩書畫三絕的藝術家容岑是一位詩書畫三絕的藝術家，，曾曾
經有十年的時間經有十年的時間，，楊基本上每天都會楊基本上每天都會
相約岑請教書法技巧相約岑請教書法技巧，「，「大家也會吟大家也會吟
詩作對詩作對，，聊天說地聊天說地，，岑老師傳授他學岑老師傳授他學
習書法的心得給我習書法的心得給我，，我能夠在我能夠在6060歲歲
後後，，用幾年時間練習書法便有很大的用幾年時間練習書法便有很大的
進步進步，，全賴岑老師全賴岑老師，，他很樂意把他的他很樂意把他的
心得秘訣傳授給我心得秘訣傳授給我。」。」
楊孫西的退休生活充滿藝術氛圍楊孫西的退休生活充滿藝術氛圍，，
除了書法外除了書法外，，攝影也是他的愛好攝影也是他的愛好，，可可
惜在惜在66年前年前，，楊不幸中風楊不幸中風，，經過治療後經過治療後
手腳只能恢復大部分的活動能力手腳只能恢復大部分的活動能力，，但但
他卻沒有放棄興趣嗜好他卻沒有放棄興趣嗜好，「，「現在草現在草
書書、、行書我寫不到以前的水準行書我寫不到以前的水準，，但不但不

要緊要緊，，我現在側重於練習較易書寫的我現在側重於練習較易書寫的
隸書隸書，，一筆一筆去練習一筆一筆去練習。」。」楊認真說楊認真說
道道。。
他又舉例國學大師饒宗頤在中風後他又舉例國學大師饒宗頤在中風後

亦未有放棄寫書法亦未有放棄寫書法，，決定要好好仿效決定要好好仿效
饒公書法作品上自創的饒公書法作品上自創的「「五體合一五體合一」」
字體技法字體技法，，把所有書法字體混合在一把所有書法字體混合在一
起起，「，「我現在也練習饒宗頤所寫的字我現在也練習饒宗頤所寫的字
體體，，希望到我希望到我9090歲的時候可以再開書歲的時候可以再開書
畫展畫展，，展示我展示我『『自創一體自創一體』』的作的作
品品。」。」
楊老多年來的書法作品多不勝數楊老多年來的書法作品多不勝數，，
問到他如何形容自己的書法作品問到他如何形容自己的書法作品？？他他
卻謙虛的說卻謙虛的說：「：「我寫的是我寫的是『『商家佬商家佬』』
的字的字。」。」楊直言楊直言，，年輕時是事業的年輕時是事業的
「「搏殺期搏殺期」，」，時間心機都花在工作時間心機都花在工作
上上，，學習興趣的時間很有限學習興趣的時間很有限，「，「我們我們
做生意人要懂得做生意人要懂得『『四両撥千斤四両撥千斤』，』，用用
最少的本錢換取最大的利潤最少的本錢換取最大的利潤，，同樣在同樣在
學習藝術上學習藝術上，，也要用最少的時間學習也要用最少的時間學習
到最多東西到最多東西。」。」他笑指這是他笑指這是「「生意人生意人
的特色的特色」，」，並把它應用在學習上並把它應用在學習上，，
「「做生意的人比較靈活做生意的人比較靈活，，懂得走位懂得走位、、
走捷徑走捷徑，，我寫的毛筆字就算是這一我寫的毛筆字就算是這一
類類，，沒下長時間的苦功沒下長時間的苦功，，但寫出來卻但寫出來卻
似模似樣似模似樣。」。」

受英文導師感染學攝影
要說到楊孫西和攝影的緣分要說到楊孫西和攝影的緣分，，可說可說
是個長篇故事是個長篇故事。。
那年他那年他1414歲歲，，從福建來到香港從福建來到香港，，不不
習慣的是香港學校的英語課習慣的是香港學校的英語課，，為趕上為趕上
課程進度課程進度，，家裏人給他聘請了英文家家裏人給他聘請了英文家
教教，「，「老師是上海人老師是上海人，，他很喜歡攝他很喜歡攝
影影，，所以他除了教授我英語外所以他除了教授我英語外，，也會也會
教我攝影教我攝影。」。」沒想到因為家教沒想到因為家教，，燃起燃起
了楊愛好攝影的靈魂了楊愛好攝影的靈魂，，他的第一部相他的第一部相
機機，，是向姐夫借的是向姐夫借的，，也從此踏上了攝也從此踏上了攝
影之路影之路，「，「那時候的相機和現在很不那時候的相機和現在很不
一樣的一樣的，，沒有全自動沒有全自動，，必須要調校光必須要調校光
圈快門圈快門，，所以我來到香港不但學習英所以我來到香港不但學習英
文還學了攝影文還學了攝影。」。」
攝影沒有如書法般攝影沒有如書法般，，要聚精會神花要聚精會神花
上數小時上數小時「「坐定定坐定定」」練習練習，，反之活潑反之活潑
外向外向、、喜愛遊玩的他卻有更多的機會喜愛遊玩的他卻有更多的機會
四處拍照四處拍照。。當年當年，，因中央政府制定第因中央政府制定第
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令他更嚮往在令他更嚮往在
新中國發展新中國發展，「，「所以我在香港的中學所以我在香港的中學
畢業後畢業後，，就到廣州暨南大學就讀預就到廣州暨南大學就讀預
科科。」。」
一部相機一部相機、、一輛單車一輛單車，，承載着楊在承載着楊在

廣州讀書的回憶廣州讀書的回憶，，他最愛在周末踏着他最愛在周末踏着
單車從郊區的學校到廣州市中心遊單車從郊區的學校到廣州市中心遊
玩玩，「，「若有數天的假期若有數天的假期，，我也會到廣我也會到廣
州周圍的城市遊玩州周圍的城市遊玩，，總希望利用外出總希望利用外出
的機會把自己看到的東西拍下來的機會把自己看到的東西拍下來。」。」

在長大後在長大後，，他以紡織他以紡織
服裝起家服裝起家，，成為成功成為成功
的企業家的企業家，，年輕時常年輕時常
因工作需要而出差因工作需要而出差，，
這也造就更多練習攝這也造就更多練習攝
影的機會影的機會，「，「外國的外國的
星期六日普遍是休息星期六日普遍是休息
日日，，我便會爭取在這我便會爭取在這
些時間遊覽當地的美些時間遊覽當地的美
術館博物館術館博物館，，因為一因為一
個成功的作品個成功的作品，，會讓會讓
觀賞者有另外一種體觀賞者有另外一種體
會和境界會和境界，，我也會四我也會四
處遊覽拍照處遊覽拍照。」。」
直至近年直至近年，，楊老依然保持着好學不楊老依然保持着好學不

倦的心倦的心，，不時與組織團隊到內地作藝不時與組織團隊到內地作藝
術交流術交流，「，「武夷山武夷山、、黃山等地我們也黃山等地我們也
去過去過，，只可惜今年因為疫情而被迫把只可惜今年因為疫情而被迫把
交流活動暫停交流活動暫停，，疫情好轉後活動定必疫情好轉後活動定必
繼續繼續。」。」多與藝術家交流的他認為多與藝術家交流的他認為，，
在港走藝術家的路絕不容易在港走藝術家的路絕不容易，「，「藝術藝術
家最希望自己的創作成品可以給人欣家最希望自己的創作成品可以給人欣
賞賞，，但香港的展覽場地很難排但香港的展覽場地很難排，，就算就算
排到展期也很短排到展期也很短，，只有數天只有數天。」。」因此因此
楊近年積極為年輕藝術家打造文化交楊近年積極為年輕藝術家打造文化交
流平台流平台，，並將其位於觀塘的辦公大廈並將其位於觀塘的辦公大廈
撥出數層供藝術家有創作和展覽的空撥出數層供藝術家有創作和展覽的空
間間。。步入其辦公大廈中步入其辦公大廈中，，除了展示楊除了展示楊
老的創作成品外老的創作成品外，，還有外孫女的畫還有外孫女的畫
作作，，顯然外孫女遺傳了外公的藝術細顯然外孫女遺傳了外公的藝術細
胞胞，，其作品也是高水準之作其作品也是高水準之作，「，「我從我從
不強求子女孫輩像我一樣學習書法不強求子女孫輩像我一樣學習書法，，
因為時代不同了因為時代不同了，，香港學生學業如此香港學生學業如此
繁重繁重，，又要學兩文三語又要學兩文三語，，他們有興趣他們有興趣
便會學便會學，，好像外孫女對藝術感興趣好像外孫女對藝術感興趣，，
便在外國修讀藝術專業便在外國修讀藝術專業。」。」
這些年來這些年來，，楊老的攝影作品不下過楊老的攝影作品不下過

萬幅萬幅，，在他的鏡頭下有山有水在他的鏡頭下有山有水、、有人有人
有樓有樓，，但他卻笑言自己最不懂人像拍但他卻笑言自己最不懂人像拍
攝攝，「，「在很多場合中在很多場合中，，好多人說我懂好多人說我懂
得攝影得攝影，，不如用相機替他拍張照不如用相機替他拍張照，，我我
說我不行的說我不行的，，拒絕了他拒絕了他，，這樣都不知這樣都不知
得罪了多少人得罪了多少人。」。」楊笑說楊笑說。。
藝術可以陶冶性情藝術可以陶冶性情，，我們為着生活我們為着生活
在職場上努力拚搏在職場上努力拚搏，，忙碌工作亦應不忙碌工作亦應不
忘在藝術上尋找寄託的情感忘在藝術上尋找寄託的情感，，以修練以修練
自我充實人生自我充實人生，，楊老說楊老說：「：「我覺得每我覺得每
一個人不論從事哪種行業一個人不論從事哪種行業，，都應該在都應該在
業餘的時間業餘的時間，，在藝術裏尋找愛好在藝術裏尋找愛好，，因因
為藝術可以培養一個人的修養為藝術可以培養一個人的修養，，也可也可
以放鬆自己以放鬆自己、、讓自己的生活到達另外讓自己的生活到達另外
一種境界一種境界。」。」
也許如楊孫西般也許如楊孫西般，，有着永遠學習的有着永遠學習的

心心，，懂得在生活上尋找樂趣懂得在生活上尋找樂趣，，生命才生命才
得以豐盛得以豐盛。。原來退休原來退休，，是人生下半場是人生下半場
精彩的開端精彩的開端。。

「隨緣」和「把握機會」是楊孫西一直所
追求的，無論在他的事業還是興趣上，他總
不強求刻意，「去到世界哪裏也會有你未看
過的事情，懂得把握機會，才能夠把那一瞬
間記錄下來。」楊道。
今年9月，楊孫西獲邀舉行首個個展「行

雲流水：楊孫西的藝術」，他坦言自己創作
作品多不勝數，卻從沒有計劃將作品辦成展
覽，今年初機緣巧合下，一新美術館總監楊
春棠在其公司欣賞到他的書法作品及攝影作
品，訝異地發現他寫得一手好書法，有一定
的攝影水準，繼而邀請他辦個展。最後，展
覽花了4個多月的時間籌備，從楊孫西過萬
幅作品中挑選40楨書法及近百幅攝影作品展
覽，並由即日起至11月21日於一新美術館
展出。
是次展覽名稱為行雲流水，這是楊春棠的

主意，這個充滿詩意的名字正如楊孫西的藝
術創作態度，「行雲流水正如楊孫西的人生
態度，隨緣、任其自然，揮灑自如。」楊春
棠於展覽開幕辭中提到。

書法中看不同時期風格各異
「書畫、攝影也是屬於平面的視覺藝術，

書法是由點到線寫成，漢字也是從象形文字
演變而成，由圖案變成文字，因此文字本身
已具備象形的結構，已有一種美感存在。」
楊孫西道。的確，是次展覽中的書法文字，
確實有一種美感。
步入展覽廳，一幅創作於2010年的隸書作

品《四端堂》尤其吸引記者眼球，此作品相
當有趣，其字取其於福建省一建築的牌坊，

作品上的「四」字，寓意四通八達，可字上
有一缺口，這並非錯字，因四通八達即要往
來順暢，這缺口則如出入口般；「端」字上
的山並不端正，意指做人端正時亦不要有壓
力，應要走一條舒適的路；「堂」字則四平
八穩，可見楊透過對文字的認識，用書法帶
出做人的理念。
是次也展出楊孫西的攝影作品，其作品可

分為「抓景拍攝」和「擺景拍攝」，兩者均
要求不同的攝影技巧，其中楊在攝影中尤其
喜愛運用方形和圓形的對比，呈現效果如陰
陽對立。如攝於2003年的作品《安徽黃山宏
村》就運用了此技巧，令構圖有和諧感。
展覽中不得錯過的是行楷書朱熹《四季

詩》和朱熹《四季詩》跋，這兩幅書法作品
同樣是楊於1991年創作，是次展覽特別展
出，讓觀賞者可細看其前期和後期書法風格
的分別。
儘管楊孫西已成功舉辦個展，作品氣勢磅
礡，惟追求完美的他仍然謙虛指自己並非專
業藝術家，「我到現在為止仍然是『眼高手
低』，還未有滿意的作品。」

望疫情過後到內地巡展
是次展覽的成功，可說是為楊的藝術創作

之路打了一支強心針，從前，他只覺得自己
的作品只是興趣玩樂，沒想到因楊春棠的鼓
勵開展，增強了他的信心，「我認為楊春棠
是藝術品鑒證的『權威』，所以連他也認為
我的作品可以作展覽，這對我個人的信心增
加了很多。」他更打算在疫情過後，把其多
年來的藝術作品拿去北京、廣州、重慶和西
安等地作展覽，「我當然不忘我的『根』，
明年是我虛齡85歲生日，也是我離開家鄉70
周年，因此我也希望能在我的家鄉福建辦場

展覽。」楊老興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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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83歲的楊孫西出生於福建省石獅市，
1951年隨家人移居香港，1969年創辦香港國際
針織製衣廠，其後更發展成香江國際集團，業
務除製衣外，近年更發展玩具生產、零售、旅
遊及地產業等，從楊孫西年輕時拚搏的成果中
可見，他十分珍惜時間和眼前的機會，出差也
不忘了解當地的藝術文化，對他而言「讀萬卷
書，也須行萬里路」，每一個遊歷的體會也是
他的攝影創作靈感之源。他總是有着保持自我
增值的心，令人相當佩服，直至現在，他仍是
虛心學習。細味他的藝術創作，你會感受到他

的為人，偶爾他會打破常規，展現出自己的風
格；偶爾他會崇尚基礎，帶出書法攝影的法
則。
他就是一個有趣且認真的人，目前他在觀塘
的香江國際工商大廈，有幾層是用來收藏及展
覽他在世界各地搜羅回來的藝術珍品、名酒和
茶葉等等，他記憶力非常好，講起每件藏品的
故事，攝影作品經歷都清晰明瞭。他的愛女楊
莉瑤形容爸爸的珍藏恍如其玩具，「珍貴玩
具」的故事藏於海，他經常在幾層樓走來走去
欣賞他的寶貝，正好當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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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退休，，可能是很多人害怕的事情可能是很多人害怕的事情，，沒有工沒有工

作理應更享受生活作理應更享受生活，，但對於忙碌工作了數十但對於忙碌工作了數十

年的香港人年的香港人，，工作彷彿已成為了習慣工作彷彿已成為了習慣，，閒暇閒暇

的生活有人會感到失去了重心的生活有人會感到失去了重心。。香江國際集香江國際集

團創辦人董事長楊孫西在團創辦人董事長楊孫西在1717年前從商場上退年前從商場上退

下火線下火線，，可是他卻樂得清閒可是他卻樂得清閒，，更重新拾起放更重新拾起放

下多年的毛筆和攝影器材下多年的毛筆和攝影器材，，細味書法和攝影細味書法和攝影

的樂趣的樂趣。。對藝術的愛好曾因工作而放下對藝術的愛好曾因工作而放下，，在在

放慢工作後即加倍投入放慢工作後即加倍投入，，特別拜師岑文濤特別拜師岑文濤，，

讓自己水平提升讓自己水平提升。。笑言如果要講自己風格就笑言如果要講自己風格就

是是「「生意人特色生意人特色」，」，因他以用做生意的思維因他以用做生意的思維

去鑽研藝術去鑽研藝術，，用最少的時間學習到最多東用最少的時間學習到最多東

西西，，更是謙虛地說自己仍然是處於更是謙虛地說自己仍然是處於「「眼高手眼高手

低低」」階段階段。。最近他受邀開辦了其首個書法攝最近他受邀開辦了其首個書法攝

影個展影個展，，他形容此舉是突破自我他形容此舉是突破自我，，更豐富了更豐富了

人生的下半場人生的下半場。。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張美婷

攝攝：：張美婷張美婷、、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首書法攝影個展 確立創作信心

記記者者手手記記 楊老保持自我增值的心

■■楊孫西與女兒楊莉瑤話當年楊孫西與女兒楊莉瑤話當年，，他他
參與了特區籌委會工作參與了特區籌委會工作。。

■■楊孫西對老師岑文濤的作品十分推祟楊孫西對老師岑文濤的作品十分推祟。。

■■楊孫西在商場上楊孫西在商場上「「且且
戰且退戰且退」」後後，，重拾書法重拾書法
和攝影的樂趣和攝影的樂趣。。

■■楊孫西談起藝術時總表現得興奮雀躍楊孫西談起藝術時總表現得興奮雀躍。。
■■攝影作品攝影作品《《安徽黃山宏村安徽黃山宏村》。》。 ■■展覽展覽「「行雲流水行雲流水：：楊孫西的藝術楊孫西的藝術」」現場現場。。

■■展出他曾使展出他曾使
用的相機用的相機。。

■■隸書隸書《《四端堂四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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