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游象外  

文/ 管伟邦 

 

“神游”，意谓“神游象外”，即透过艺术创作瞬间将观者从现实中转移至我的精神

世界，游历我与造物者所契合的山水意境。尽管作品中的一竹一松，并非是现实

的直接再现，但不难发现的是它们都诠释了我对自然的仔细观察与世道的思想沉

淀。画中的每道风景，皆表达了我对自然景观的认知与感受；透过绘画的过程，

我不单志在于在纸面上建构眼中所见的事物，更是解构心中的景象，继而结合游

历中的经验与其后诸般的联想，来重构自我的精神景象，亦即 “意境”是也。因

此，你可以将我的作品看作成是一种传递个人内在感受的艺术手段，亦是一扇可

以让你进入我精神世界的门道；进入之后，你我将会一起遨游其中。 

  

另一方面，神游亦意味着我总是徘徊在时间和文化之中。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无

论是北京、台湾、香港、东京、首尔、伦敦、纽约 …… 各地的城市人都继承了

过去的文化传统，同时亦通过阅读、旅游、互联网，广泛地接触到自身以外的多

种文化。我 —— 身为一个香港艺术家 —— 当然与北京或台湾的艺术家无异，

均是从家庭、教育、社交圈子和自处的社会中汲取中国文化的精髓；但对于艺术

思想的建构，关键之处还需有赖于如当代艺术和日本美学等的文化元素。在我的



作品中，书法的用笔和墨色的渲染均无疑地引领我回到过去，与古人对话；但我

同时亦意识到当代性的重要，故此有意地把画面分拆成多个小屏，借此回应我们

在此时此刻的视觉经验。原因是现代人习惯以智能手机或数码相机来纪录旅游风

光，又或在准备旅行时在网上浏览当地景致；在现代城市中，我们都透过窗户、

玻璃幕墙瞥见户外景色，屏幕上的图片框架与建筑物的结构方格皆无可避免地使

我们以相当狭隘且有限的角度来感知世界。所以，将全景分拆成多个视觉片段，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作画的个人特质，更是我们现代人的视觉体验。除了传统笔墨

和当代艺术的表现外，我的山水也渗透着一点点日本美学；例如以鸟の子金笺来

展现的，就是日本艺术中的装饰效果，又或者那些重复又重复地刻划一种树法的

表现，直以撷取事物的精髓，乃是企图让观者联想到极简主义和日本设计的一些

概念。 

  

道家庄子曾以庖丁解牛来说明“游”的概念。在庄子眼中，厨子优秀的屠宰不在于

将牛宰切成块的技术，而在其“神” ，使他能够于屠宰的过程中享受一种无拘无

束的自在，实现一种悠然自得的超越。面对空白的画纸，艺术家就好像庖丁一样，

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与挑战，并要寻求解决的方法，以突破概念与技术层面上的

关口，最终把纸帛变成一份艺术品。书画中的“写意”，其实不单指“随手”的风格，

更是一种“随心随性”的态度。艺术家可以不理枷锁与障碍，达至逾越现实的意境；



于我而言，这就是“游”的意思。当然，我不敢扬言我已达到“游”的境界；只是在

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能够开展这个精神领域的旅程而己。       

[林雅晶译] 



山林之游  

文/ 管伟邦 

 

我不常旅游，但曾游过黄山、华山、雁荡山、天山的天湖、北京西的爨底下村、

云南西北的香格里拉、北疆南的喀拉峻大草原、青海的鸟岛、京都的岚山、纪伊

半岛的熊野古道，当然也走过香港各个景点，例如大屿山、西贡、八仙岭和狮子

山。这些景致，包括日本岚山的竹林、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还是香港西贡的海

岛风景，都是寂谧宁静，或是浩瀚壮观，令人一见难忘。我笔下的《绿竹森森》、

《飒飒风声》和《静坐观澜》，正正就是对这些自然景观的直接印象。 

 

 
 

绿竹森森 Bamboo Groves in Greenery Luxury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106×226.5 cm 

设色鸟の子金笺画卡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7 
 



 

 
 

飒飒风声 Whispering Woods 

五屏 Pentaptych   

66×69 cm [每屏 Each] 

水墨设色纸本Ink & Colour on Paper 

2019 

 

 

 
 

 
 

静坐观澜 Listening to the Ripples  

双屏 Diptych   

11.3x79.7 cm [每屏 Each]  

手卷、水墨绢本 Handscroll, Ink on Silk 

2012 

 

 

 



在过去，中国人喜欢深入山林，观察自然，借此与造物者契合。南朝王微在《叙

画》曾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北宋山水各家皆“格物致知”，

即透过“格物”—— 对大自然的仔细观察，从而“致知”—— 掌握事物背后法则，

最终悟道。因此，古人总是对山水中的各事物皆观察入微，掌握透彻。譬如山石，

郭熙在《林泉高致》有云： 

 

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拨，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

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

欲下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 

 

在这里，郭熙所刻画的，并非是某一座大山，或某一块大石，而是阐述他心中对

山石内在本质的理解。这种观看山林的方式，不仅超越了对眼前事物外在形态的

掌握，更深入探究了物象内在精神的表达，以至在画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不是景

物中“有形”的外表，而是自然中“无形”的本质。 

在我的画作里，竹子是常见的题材。譬如在《绿竹猗猗》、《一林竹影》、《绿

竹青青》、《竹雨斑斑》中，不是修竹一株，就是竹林一片；可是，画中所见的

造型，都不单纯是对竹树的直接描写，而是在我脑际中建构出来的自然形象；其

中，当然结合了我过往旅游的经验， 包括了日本的岚山、北京的紫竹院，以及



香港中文大学；毕竟，我过去在大学已研究多年，且现居于那里有六年之久。 

 

 

 
 
绿竹猗猗 Bamboo Trees in Profusion 

十五屏 Polyptych of 15 Panels   

150×175 cm [合共] in Total 

设色鸟の子金笺画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一林竹影 Silhouettes of the Bamboo Trees  

35×35 cm 

水墨设色纸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7 

 



 
 

绿竹青青 Eau de Nil 

八屏 Octptych    

35.5x35.5 cm [每屏 Each] 

设色纸本 Colour on Paper 

2018 

 



 

 

竹雨斑斑 Bamboo on a Rainy Day   

八屏 Octptych   

30.5x30.5 公分 [每屏 Each] 

水墨设色纸本 Ink & Colour on Paper 

2018 

 

 



这么多年的观察，加上亲身的游历，我深深明白的是，在山林中单凭以“眼目”

来观察，绝不足以体验自然内里的本质；所以，我每当走进林间深处，或行过一

片丛林，都会尽其量而打开自己的“五感”，即是除“视”外，还开启了“听”、“嗅”、

“触”和“悟”等感官，来感受自然。我们平常住在城市里，周遭总是充斥着大量的

资讯，令你我在不知不觉中关闭各种感官，以承受那透不过气的生活，并忍受都

巿中出现的各种如空气、光线、噪音和水源的污染。 

于我而言，亲近自然是一种修练， 尤其孑然独处之时，可以让各种的感官重新

启动，让心灵反思自省，如唐代诗人王维在《竹里馆》吟般：“独坐幽篁里，弹

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于我而言，山林之乐绝非是避世主义，

不是透过进入山林而逃避现实或寻求解脱，而是借着山林之游，启发自我，进一

步感受外在的世界，好让自己再与自然契合；因此，我的画作不只是描绘木石，

或记录景物，而是透过描写一树一石，来呈现我心中对景物的感知。例如在《绿

竹修修》和《松山烟云》里，竹叶在盛夏的阳光下的烁烁发光，或是松针在干爽

的凉风中的窃窃私语，都展现出大自然的生机处处；此外，《丛竹烟雨》和《江

浒无声》里晨间云雾中的凄凉，或是《潇湘夜雨》中乌云蔽日下的阴郁，都是为

暗暗地勾起观众的愁思而作的。我茕茕孑立，漫步于山林之间，俨如一趟心灵之

旅，目的是令感官更加丰富，对外在世界的细微变化更加敏锐，细心地探索四季



之变幻，阴晴之差异，且领会于心，而悠然地与自然契合，让自己能“活在当下”，

享受真正在山林的“这一刻”。 

 

 

 

 
 

绿竹修修 Bamboo Groves in Mist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81.6x158.5 cm  

设色鸟の子画卡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松山烟云 Pines Shrouded in Mist 

六屏 Hexaptych   

60×40 cm [每屏 Each] 

水墨鸟の子画卡 Ink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丛竹烟雨 Bamboo Groves in Mists and Rains 

三屏 Triptych  

32.6x29.5, 32.8x41 & 32.5x51Ccm  [由左至右｜From Left to Right]  

157.5 cm [轴高｜The Height of Each Hanging Scroll] 

立轴、水墨纸本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017 

 

 

 



 

 

江浒无声 River Banks in Serenity 

三屏 Triptych   

50.5x64, 50.7x49.1 & 50.9x86.7 cm [由左至右｜From Left to Right] 

水墨纸本 Ink on Paper 

2016  

 

 

 
 

潇湘夜雨 A Cloudburst in the Night 

80.5x53.5 cm 

水墨设色纸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南北朝宗炳曾提出“卧游”概念，认为观者虽只独坐于一室之内，但仍可透过山水

的意境，让人想象驰骋，翻越到千里之外。在此，我也希望透过我描绘的一树一

石，或一山一林，能够引领各位进入我的心灵之旅，一同遨游于我的意境之中，

发挥感官，把握当下，而达至启迪自我的精神境界。 

[钱佳纬译] 

 

 



时空之游 

文/ 管伟邦 

上世纪末，中国画 —— 正如李小山在《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所言 —— 已到了

穷途末日的时候；可是，当进入廿一世纪，水墨艺术仍然方滋未艾，且在国际艺

坛上甚受推崇， 那些水墨画家诸如吕寿琨、刘国松、谷文达、刘丹，皆成为举

世的焦点人物，其作品亦引来大批艺术家、艺评人、策展人、画廊、画商、拍卖、

藏家、买家和大众的青睐。“水墨”，乃不过是一种书画艺术中常用的媒材，为

何能拥有如斯声量，启发如斯多的艺术家呢？ 

 

王维在千年前已道：“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谢稚柳秉承其意，在上世纪出版了

一书，名为《水墨画》；然而，水墨虽同，但古今有异；他们虽尽都谈论水墨，

但当中所说的涵意，与今天我们所谓“水墨”其实不尽相同。诚然，吕寿琨在香港

上世纪六零及七零年代率先开展“新水墨运动”；及至八零及九零年代，中国内地

亦出现一阵“实验水墨”的新潮；直至廿一世纪，水墨艺术在全球兴盛勃发。但相

较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水墨画，今天所谓“水墨”，其实是糅合中国文

化素材及全球当代艺术表现的一门艺术；因此，“水墨”在此不只是指一种传统的

物料，更象征着“中国文化”这隐晦不明的观念。故此，今天即使一些作品里并无

纸笔，甚至无墨，也可称之为“水墨艺术”。 



尽管我并不介意将我的作品归类为“水墨”，但于我来说，我更倾向将之称为“国

画”，这是由于我对“笔墨”的偏爱。南朝谢赫评画时提倡“六法”，当中以“气韵生

动”为首重，“骨法用笔”则次之；五代艺术家荆浩在《笔法记》里提及“六要”，

认为“笔”与“墨”乃是学习山水的要义。明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写道：“以蹊

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不如画。” 显然，笔墨是

书画艺术不二法门，艺术家必须兼顾笔墨的技巧与表现，方成大家；譬如黄宾虹

就提出“五绝”，即要求用笔要平、留、圆、重、变；张大千则在《画说》中阐明：

“笔法的要点，是要平、要直、要重、要圆、要拙、要秀、要润，违反这些要点，

那都是不妙。”其实，这些用笔的标准并非由黄张二人自创，他们只不过综合了

前人的心得，反映古人创作的常规。在我眼中，笔墨从未受制于技巧，画者反而

往往能透过笔墨技巧，开启与古人的对话，例如《空山清音》的大气淋漓，就是

与张大千泼墨的对话；又如《树影婆娑》里的一点一划，则是向宋元两代白描画

家致敬。至于《会弁如星》与《绿竹风影》里的雾气腾腾，目的是诠释元代女画

家管道升的竹林长卷；《松山烟云》里苍劲的用笔，则是我对李唐《万壑松风图》

的理解。 

 

 

 

 

 



 

 

 

 
 

空山清音 Reverberations in the Vast Mountains 

双屏 Diptych   

27x24 cm [左｜Left] & 40x60 cm [右｜Right] 

水墨设色鸟の子画卡 Ink and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树影婆娑 Dancing in the Breeze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25.2x25.2 cm [每屏Each] 

水墨绢本 Ink on Silk 

2017 

 

 

 

 

 

会弁如星 Glistering as Stars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25x25cm [每屏 Each] 

设色绢本 Colour on Silk 

2017 

 

 

 



 

 
 

绿竹风影 Bamboo Groves in the Breeze  

四屏 Tetrapytch   

37.8x45.4 cm [每屏Each] 

设色鸟の子画卡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松山烟云 Pines Shrouded in Mist 

六屏 Hexaptych   

60x40 cm [每屏Each] 

水墨鸟の子画卡 Ink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然而，身为当代艺术家，我并不一味沉溺于过去；因此，我的作品总在游走于古

今中外，平衡各方：一方面，我追本溯源，浸淫于传统之中；另一方面，我则跨

越书画，企图结集当代美学或其它文化于一身。简洁 —— 常见于现代艺术与日

本设计的美学 —— 是我的个人偏好，这是由于我甚喜爱至上主义

（Suprematism）或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艺术表现使然。虽然我对抽象美

学，即纯粹地运用如圆形、矩形等的几何图案来构成画面的表现并无丝毫兴趣，

但那些简洁的构图、直率的用色和反覆的线条运用，都曾为我增添不少创作灵感；

例如《绿竹双双》一作中，每根竹管都仅仅挪至于画面的中央位置，务求达至构

图上的简洁精炼，以表现出如至上主义画家马勒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非

客观的世界》（The Non-Objective World）所言的那种“纯粹感觉的根本”（‘primacy 

of pure feeling’）。画面上的草绿，于我眼中与水墨并无迥异，不外乎是“黑”之

外的一种“色相”；所以，我把这草绿表现在极狭窄色谱之中，非调黄也无配蓝，

仅仅在深浅之中寻求变化而已。这样的构图与用色，千锤百炼，目的是让事物回

归根本，凸显其背后的精神。此外，我亦将郁郁的竹叶，化成层层简炼的笔法，

呈现出一种抽象的视觉效果，带领观众神往虚构与想像的山水意境之中。 

 

 

 



 
 

绿竹双双 Standing à Deux 

双屏 Diptych   

161x4.6 cm [左｜Left] & 160x4.6 cm [右｜Right] 

设色纸本 Colour on Paper 

2019 

 

 



此外，联屏也是我喜爱的构图形式。此种形式，其实常见于文艺复兴的宗教祭坛

画之上，因为它能产生多个空间，易于叙述圣经故事；也常见于中国巨幅的制作

之中，这是由于纸张尺寸的干系，或者画家拟于利用多屏的形式来表达春夏秋冬

或梅兰菊竹等题材。可是，于我而言，联屏这形式则可反映出城市人的视觉体验。

因为眼前景物总是受制于图片的框架和建筑的结构。你我生活在城巿中，逐渐习

惯于手机或电脑萤幕上看风景照片，或是透过窗户、玻璃帷幕、高楼之间瞥见城

中的景致。我的作品将景色切割成多个画面，目的是由古入今，让这视觉体验将

景致带回今天的生活当中。譬如在《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和《起舞弄清影》，

鸟の子画卡的并置或曲折的排列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格状结构，让松木与竹林都增

添一份当代感；此外，《晚竹鸳鸯》特意地在狭窄的空间作画，反映出人们生活

在大都会里，视野常受压抑而扭曲的视觉经验。 

 

 

 

 

 

 

 

 

 

 

 

 

 



 

 

 

 
 

绿竹猗猗 Bamboo Trees in Profusion 

十五屏 Polyptych of 15 panels   

150×175 cm[合共] in Total 

设色鸟の子金笺画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有斐君子 Gentleman 

六屏 Hexaptych   

36x30.4; 24.5x30.4; 30.4x30.4; 39x30.4; 47x30.4; 60x30.4 cm [由上至下｜From Top to 

Bottom] 

水墨纸本 Ink on Paper 

2017 

 



 

 

 起舞弄清影 Dancing with Shadows  

七屏 Heptaptych   35x35 cm [每屏Each] 

水墨设色纸本 Ink & Colour on Paper  

2017 



 
 

晚竹鸳鸯 Bamboo & Coffee/Tea 

双屏 Diptych   

160×4.6 cm [左｜Left] & 161.7×4.6 cm [右｜Right] 

水墨茶或咖啡纸本 Ink and Tea or Coffee on Paper 

2019 

 

 



在联屏之中，每幅作品诚然都是整体中“不全整”的一个部分，此种“不全整”俨

如日本的“侘寂”，即是一种无常与不完美的世界观。日本人对世界变化相当敏感，

也明白生命无常，因此产生“物の哀れ”的观念。我就是透过联屏中“不全整”的构

图，和色彩选择，来带出这种观念。如《竹映馀晖》和《绿竹猗猗》，画中的金

辉耀眼的装饰性效果，并非为了华丽的审美观而作，仍是借着日暮之馀晖，提醒

人们时光流逝，并感受自性空虚，这正正是“物之哀”的意涵。 

 

 

 

竹映馀晖 Glimmering in the Twilight 

双屏十二组 12 Sets of Diptych   

199.5×15 公分cm [每组Each Set] 

设色鸟の子金笺画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过往，水墨画家往往认为香港融汇中西，但我却不以为然。香港，一如北京、上

海、台北，内含多元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它必然与中国传统有着不可分割干系；

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之巨轮下，让我们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文化之中；这些文化，

不仅仅是来自西方，亦来自东亚 —— 于我而言，就是日本。倘若我的作品能引

领观众走进我的山水意境，我谨希望他们能在我的时光及文化中穿梭， 游走于

新旧之中，体验多元文化的交融。 

 

 



 

逍遥之游 

文/ 管伟邦 

写意这门艺术，强调自我陶冶 —— 这点我同意不已。所谓“写意”，其实是画

者的持续修练，掌握用笔用墨的技巧，融会贯通，从而描绘事物的外形，并且在

这描绘的过程中，捕捉画者精神上的一份“自在”；诚然，这是透过书法的线条来

传达的。因此，写意往往与书法不无干系：因为画者要练习不断，方能以“写”

的方式 —— 而非“画”的方式 —— 来传达画者内心之“意”，这就是所谓“写意”

了。 

随着多年的练习，我渐渐体会到写意画家对纸笔都相当敏锐。提笔的人要年复年、

日复日的修炼，才能领会到笔墨个中真谛。所谓“先形而后心”，笔墨是种形式，

所以画者需先掌握其“形”，方能启发其“心”，届时画者的自我便在画作中悠然而

生。这种自我的修炼，即是借着掌握事物的形式，从而进入内在与心灵的体验，

其实在中国或日本的传统里比比皆是。日本茶道正是一例。众所周知，茶道中煎

茶的礼仪，让主客双方都举止内敛，仪态优雅；尽管我对茶道所知不多，但也理

解到譬如茶道的水壶虽又重又烫，抹布的折法既细致且复杂，但茶道家必须优雅

地遵循每个步骤，好使举壶注水或抹拭茶具的动作皆举重若轻。所以，我们所见

的茶道的那种温柔的美感，并非为了炫耀优雅而优雅，而是借着“形”的把握，让



我们能超越仪式或礼仪的形式，进入精神的层次。在中国，庄子更认为这种“形”

的超越并不仅限于固定的仪式之中，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内。他在《逍遥游》写

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 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

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良

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

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

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文惠王惊讶之处，不单是由于屠刀的游刃有馀，更是因为庖丁的对“道”的心领神

会。他多年的练习，让他不再需要目睹全牛，而成“牛”在于胸。这种能耐，全归

功于庖丁对解牛的透彻了解与技艺的纯熟掌握，代表了庖丁对“形”已牢牢把握得

往。我认为，《逍遥游》的庖丁解牛，正正表达了庄子对“游”这观念的解释；所

谓“游”，其实就是那种超越“形”的枷锁而达至心灵无拘无束的精神境界。 

书画艺术，其实与日本茶道或庖丁解牛并无二致，在意于“形”，也在意于“心”。

于我而言，“形”不仅是限于技法的克服或工具材料的熟悉，更是开启一次心灵逍

遥之游的契机。 

 

 

 

 

 

 

 

 

 

 

 

 

 

 

 

 

 

 

 



 

 
 

乍雨还晴 April Weather 

119×84 cm 

水墨设色纸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潇湘夜雨 A Cloudburst in the Night   

80.5x53.5 cm 

水墨设色纸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在我的作品中，如《乍雨还晴》与《潇湘夜雨》，就是借用泼色泼墨的技巧，试

图在随意流动与细心掌控之间达至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得之于心，可以看成是

技巧的提升，更可看成是一种超越形式左右的追求。此外，在《飒飒风声》和《竹

映馀晖》二作之中，一组让细细的用笔驰骋于3.5公尺的画面之上，另一组则把

一排青竹罗列于十二条两米高的卡纸之中。细细每笔，其实都是心灵的修练，目

的是帮助我在喧嚣的城市中开启感官，直探内心深处，孑然自在的游走于山水意

境之中，悠然自得地开展心灵之旅。 

[钱佳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