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遊象外  

文/ 管偉邦 

 

「神遊」，意謂「神遊象外」，即透過藝術創作瞬間將觀者從現實中轉移至我的

精神世界，遊歷我與造物者所契合的山水意境。儘管作品中的一竹一松，並非是

現實的直接再現，但不難發現的是它們都詮釋了我對自然的仔細觀察與世道的思

想沉澱。畫中的每道風景，皆表達了我對自然景觀的認知與感受；透過繪畫的過

程，我不單志在於在紙面上建構眼中所見的事物，更是解構心中的景象，繼而結

合遊歷中的經驗與其後諸般的聯想，來重構自我的精神景象，亦即「意境」是也。

因此，你可以將我的作品看作成是一種傳遞個人內在感受的藝術手段，亦是一扇

可以讓你進入我精神世界的門道；進入之後，你我將會一起遨遊其中。 

  

另一方面，神遊亦意味著我總是徘徊在時間和文化之中。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無

論是北京、臺灣、香港、東京、首爾、倫敦、紐約 …… 各地的城市人都繼承了

過去的文化傳統，同時亦通過閱讀、旅遊、互聯網，廣泛地接觸到自身以外的多

種文化。我 —— 身為一個香港藝術家 —— 當然與北京或臺灣的藝術家無異，

均是從家庭、教育、社交圈子和自處的社會中汲取中國文化的精髓；但對於藝術



思想的建構，關鍵之處還需有賴於如當代藝術和日本美學等的文化元素。在我的

作品中，書法的用筆和墨色的渲染均無疑地引領我回到過去，與古人對話；但我

同時亦意識到當代性的重要，故此有意地把畫面分拆成多個小屏，借此回應我們

在此時此刻的視覺經驗。原因是現代人習慣以智能手機或數碼相機來紀錄旅遊風

光，又或在準備旅行時在網上流覽當地景致；在現代城市中，我們都透過窗戶、

玻璃幕牆瞥見戶外景色，螢幕上的圖片框架與建築物的結構方格皆無可避免地使

我們以相當狹隘且有限的角度來感知世界。所以，將全景分拆成多個視覺片段，

實際上不僅僅是我作畫的個人特質，更是我們現代人的視覺體驗。除了傳統筆墨

和當代藝術的表現外，我的山水也滲透著一點點日本美學；例如以鳥の子金箋來

展現的，就是日本藝術中的裝飾效果，又或者那些重複又重複地刻劃一種樹法的

表現，直以擷取事物的精髓，乃是企圖讓觀者聯想到極簡主義和日本設計的一些

概念。 

  

道家莊子曾以庖丁解牛來說明「遊」的概念。在莊子眼中，廚子優秀的屠宰不在

於將牛宰切成塊的技術，而在其「神」 ，使他能夠於屠宰的過程中享受一種無

拘無束的自在，實現一種悠然自得的超越。面對空白的畫紙，藝術家就好像庖丁

一樣，面對各種各樣的艱難與挑戰，並要尋求解決的方法，以突破概念與技術層



面上的關口，最終把紙帛變成一份藝術品。書畫中的「寫意」，其實不單指「隨

手」的風格，更是一種「隨心隨性」的態度。藝術家可以不理枷鎖與障礙，達至

逾越現實的意境；於我而言，這就是「遊」的意思。當然，我不敢揚言我已達到

「遊」的境界；只是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我能夠開展這個精神領域的旅程而己。       

[林雅晶譯] 



山林之遊  

文/ 管偉邦 

我不常旅遊，但曾游過黃山、華山、雁蕩山、天山的天湖、北京西的爨底下村、

雲南西北的香格里拉、北疆南的喀拉峻大草原、青海的鳥島、京都的嵐山、紀伊

半島的熊野古道，當然也走過香港各個景點，例如大嶼山、西貢、八仙嶺和獅子

山。這些景致，包括日本嵐山的竹林、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還是香港西貢的海

島風景，都是寂謐寧靜，或是浩瀚壯觀，令人一見難忘。我筆下的《綠竹森森》、

《颯颯風聲》和《靜坐觀瀾》，正正就是對這些自然景觀的直接印象。 

 

 
 

綠竹森森 Bamboo Groves in Greenery Luxury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106×226.5 cm 

設色鳥の子金箋畫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7 



 

 
 

颯颯風聲 Whispering Woods 

五屏 Pentaptych   

66×69 cm [每屏 Each] 

水墨設色紙本 Ink & Colour on Paper 

2019 

 

 

 

 
 

靜坐觀瀾 Listening to the Ripples  

雙屏 Diptych   

11.3x79.7 cm [每屏 Each]  

手卷、水墨絹本 Handscroll, Ink on Silk 

2012 



在過去，中國人喜歡深入山林，觀察自然，借此與造物者契合。南朝王微在《敘

畫》曾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北宋山水各家皆「格物致知」，

即透過「格物」—— 對大自然的仔細觀察，從而「致知」—— 掌握事物背後法

則，最終悟道。因此，古人總是對山水中的各事物皆觀察入微，掌握透徹。譬如

山石，郭熙在《林泉高致》有雲：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撥，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

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

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在這裡，郭熙所刻畫的，並非是某一座大山，或某一塊大石，而是闡述他心中對

山石內在本質的理解。這種觀看山林的方式，不僅超越了對眼前事物外在形態的

掌握，更深入探究了物象內在精神的表達，以至在畫面上所呈現出來的，不是景

物中「有形」的外表，而是自然中「無形」的本質。 

在我的畫作裡，竹子是常見的題材。譬如在《綠竹猗猗》、《一林竹影》、《綠

竹青青》、《竹雨斑斑》中，不是修竹一株，就是竹林一片；可是，畫中所見的

造型，都不單純是對竹樹的直接描寫，而是在我腦際中建構出來的自然形象；其



中，當然結合了我過往旅遊的經驗， 包括了日本的嵐山、北京的紫竹院，以及

香港中文大學；畢竟，我過去在大學已研究多年，且現居於那裡有六年之久。 

 

 

 

綠竹猗猗 Bamboo Trees in Profusion 

十五屏 Polyptych of 15 Panels   

150×175 cm [合共] in Total 
設色鳥の子金箋畫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一林竹影 Silhouettes of the Bamboo Trees  

35×35 cm 

水墨設色紙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7 

 



 
 

綠竹青青 Eau de Nil 

八屏 Octptych    

35.5x35.5 cm [每屏 Each] 

設色紙本 Colour on Paper 

2018 



 
 

竹雨斑斑 Bamboo on a Rainy Day   

八屏 Octptych   

30.5x30.5 公分 [每屏 Each] 

水墨設色紙本 Ink & Colour on Paper 

2018 



這麼多年的觀察，加上親身的遊歷，我深深明白的是，在山林中單憑以「眼目」

來觀察，絕不足以體驗自然內裡的本質；所以，我每當走進林間深處，或行過一

片叢林，都會盡其量而打開自己的「五感」，即是除「視」外，還開啟了「聽」、

「嗅」、「觸」和「悟」等感官，來感受自然。我們平常住在城市裡，周遭總是

充斥著大量的資訊，令你我在不知不覺中關閉各種感官，以承受那透不過氣的生

活，並忍受都巿中出現的各種如空氣、光線、噪音和水源的污染。 

于我而言，親近自然是一種修練， 尤其孑然獨處之時，可以讓各種的感官重新

啟動，讓心靈反思自省，如唐代詩人王維在《竹裡館》吟般：「獨坐幽篁裡，彈

琴複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于我而言，山林之樂絕非是避世主義，

不是透過進入山林而逃避現實或尋求解脫，而是借著山林之游，啟發自我，進一

步感受外在的世界，好讓自己再與自然契合；因此，我的畫作不只是描繪木石，

或記錄景物，而是透過描寫一樹一石，來呈現我心中對景物的感知。例如在《綠

竹修修》和《松山煙雲》裡，竹葉在盛夏的陽光下的爍爍發光，或是松針在乾爽

的涼風中的竊竊私語，都展現出大自然的生機處處；此外，《叢竹煙雨》和《江

滸無聲》裡晨間雲霧中的淒涼，或是《瀟湘夜雨》中烏雲蔽日下的陰鬱，都是為

暗暗地勾起觀眾的愁思而作的。我煢煢孑立，漫步于山林之間，儼如一趟心靈之

旅，目的是令感官更加豐富，對外在世界的細微變化更加敏銳，細心地探索四季



之變幻，陰晴之差異，且領會於心，而悠然地與自然契合，讓自己能「活在當下」，

享受真正在山林的「這一刻」。 

 

 
 

綠竹修修 Bamboo Groves in Mist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81.6x158.5 cm  

設色鳥の子畫卡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松山煙雲 Pines Shrouded in Mist 

六屏 Hexaptych   

60×40 cm [每屏 Each] 

水墨鳥の子畫卡 Ink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叢竹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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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高｜The Height of Each Hanging Scroll] 

立軸、水墨紙本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017 

 



 
江滸無聲 River Banks in Serenity 

三屏 Tript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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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紙本 Ink on Paper 

2016  

 

 
 

瀟湘夜雨 A Cloudburst in the Night 

80.5x53.5 cm 

水墨設色紙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南北朝宗炳曾提出「臥遊」概念，認為觀者雖只獨坐於一室之內，但仍可透過山

水的意境，讓人想像馳騁，翻越到千里之外。在此，我也希望透過我描繪的一樹

一石，或一山一林，能夠引領各位進入我的心靈之旅，一同遨遊於我的意境之中，

發揮感官，把握當下，而達至啟迪自我的精神境界。 

[錢佳緯譯] 

 

 



時空之遊 

文/ 管偉邦 

上世紀末，中國畫 —— 正如李小山在《當代中國畫之我見》所言 —— 已到了

窮途末日的時候；可是，當進入廿一世紀，水墨藝術仍然方滋未艾，且在國際藝

壇上甚受推崇， 那些水墨畫家諸如呂壽琨、劉國松、谷文達、劉丹，皆成為舉

世的焦點人物，其作品亦引來大批藝術家、藝評人、策展人、畫廊、畫商、拍賣、

藏家、買家和大眾的青睞。「水墨」，乃不過是一種書畫藝術中常用的媒材，為

何能擁有如斯聲量，啟發如斯多的藝術家呢？ 

 

王維在千年前已道：「畫道之中，水墨為上。」謝稚柳秉承其意，在上世紀出版

了一書，名為《水墨畫》；然而，水墨雖同，但古今有異；他們雖盡都談論水墨，

但當中所說的涵意，與今天我們所謂「水墨」其實不盡相同。誠然，呂壽琨在香

港上世紀六零及七零年代率先開展「新水墨運動」；及至八零及九零年代，中國

內地亦出現一陣「實驗水墨」的新潮；直至廿一世紀，水墨藝術在全球興盛勃發。

但相較于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水墨畫，今天所謂「水墨」，其實是糅

合中國文化素材及全球當代藝術表現的一門藝術；因此，「水墨」在此不只是指

一種傳統的物料，更象徵著「中國文化」這隱晦不明的觀念。故此，今天即使一



些作品裡並無紙筆，甚至無墨，也可稱之為「水墨藝術」。 

儘管我並不介意將我的作品歸類為「水墨」，但於我來說，我更傾向將之稱為「國

畫」，這是由於我對「筆墨」的偏愛。南朝謝赫評畫時提倡「六法」，當中以「氣

韻生動」為首重，「骨法用筆」則次之；五代藝術家荊浩在《筆法記》裡提及「六

要」，認為「筆」與「墨」乃是學習山水的要義。明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寫

道：「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不如畫。」顯

然，筆墨是書畫藝術不二法門，藝術家必須兼顧筆墨的技巧與表現，方成大家；

譬如黃賓虹就提出「五絕」，即要求用筆要平、留、圓、重、變；張大千則在《畫

說》中闡明：「筆法的要點，是要平、要直、要重、要圓、要拙、要秀、要潤，

違反這些要點，那都是不妙。」其實，這些用筆的標準並非由黃張二人自創，他

們只不過綜合了前人的心得，反映古人創作的常規。在我眼中，筆墨從未受制於

技巧，畫者反而往往能透過筆墨技巧，開啟與古人的對話，例如《空山清音》的

大氣淋漓，就是與張大千潑墨的對話；又如《樹影婆娑》裡的一點一劃，則是向

宋元兩代白描畫家致敬。至於《會弁如星》與《綠竹風影》裡的霧氣騰騰，目的

是詮釋元代女畫家管道升的竹林長卷；《松山煙雲》裡蒼勁的用筆，則是我對李

唐《萬壑松風圖》的理解。 

 



 

 

 

 
 

空山清音 Reverberations in the Vast Mountains 

雙屏 Dipt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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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設色鳥の子畫卡 Ink and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樹影婆娑 Dancing in the Breeze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25.2x25.2 cm [每屏Each] 

水墨絹本 Ink on Silk 

2017 

 

 

 

 

會弁如星 Glistering as Stars  

十屏 Polyptych of 10 Panels   

25x25 cm [每屏 Each] 

設色絹本 Colour on Silk 

2017 

 



 
 

綠竹風影 Bamboo Groves in the Breeze 

四屏 Tetrapytch   

37.8x45.4 cm [每屏Each] 

設色鳥の子畫卡 Colour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松山煙雲 Pines Shrouded in Mist 

六屏 Hexaptych   

60x40 cm [每屏Each] 

水墨鳥の子畫卡 Ink on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然而，身為當代藝術家，我並不一味沉溺於過去；因此，我的作品總在游走于古

今中外，平衡各方：一方面，我追本溯源，浸淫于傳統之中；另一方面，我則跨

越書畫，企圖結集當代美學或其它文化於一身。簡潔 —— 常見於現代藝術與日

本設計的美學 —— 是我的個人偏好，這是由於我甚喜愛至上主義

（Suprematism）或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藝術表現使然。雖然我對抽象美

學，即純粹地運用如圓形、矩形等的幾何圖案來構成畫面的表現並無絲毫興趣，

但那些簡潔的構圖、直率的用色和反覆的線條運用，都曾為我增添不少創作靈

感；例如《綠竹雙雙》一作中，每根竹管都僅僅挪至於畫面的中央位置，務求達

至構圖上的簡潔精煉，以表現出如至上主義畫家馬勒維奇（Kazimir Malevich）

在《非客觀的世界》（The Non-Objective World）所言的那種「純粹感覺的根

本」（‘primacy of pure feeling’）。畫面上的草綠，於我眼中與水墨並無迥異，

不外乎是「黑」之外的一種「色相」；所以，我把這草綠表現在極狹窄色譜之中，

非調黃也無配藍，僅僅在深淺之中尋求變化而已。這樣的構圖與用色，千錘百煉，

目的是讓事物回歸根本，凸顯其背後的精神。此外，我亦將鬱鬱的竹葉，化成層

層簡煉的筆法，呈現出一種抽象的視覺效果，帶領觀眾神往虛構與想像的山水意

境之中。 

 



 
 

綠竹雙雙 Standing à Deux 

雙屏 Dipt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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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色紙本 Colour on Paper 

2019 



此外，聯屏也是我喜愛的構圖形式。此種形式，其實常見於文藝復興的宗教祭壇

畫之上，因為它能產生多個空間，易於敘述聖經故事；也常見於中國巨幅的製作

之中，這是由於紙張尺寸的干係，或者畫家擬于利用多屏的形式來表達春夏秋冬

或梅蘭菊竹等題材。可是，於我而言，聯屏這形式則可反映出城市人的視覺體驗。

因為眼前景物總是受制於圖片的框架和建築的結構。你我生活在城巿中，逐漸習

慣於手機或電腦螢幕上看風景照片，或是透過窗戶、玻璃帷幕、高樓之間瞥見城

中的景致。我的作品將景色切割成多個畫面，目的是由古入今，讓這視覺體驗將

景致帶回今天的生活當中。譬如在《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和《起舞弄清影》，

鳥の子畫卡的並置或曲折的排列自然而然地構成了格狀結構，讓松木與竹林都增

添一份當代感；此外，《晚竹鴛鴦》特意地在狹窄的空間作畫，反映出人們生活

在大都會裡，視野常受壓抑而扭曲的視覺經驗。 

 

 

 

 

 

 



 

 
 

綠竹猗猗 Bamboo Trees in Profusion 

十五屏 Polyptych of 15 panels   

150×175 cm[合共] in Total 

設色鳥の子金箋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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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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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竹鴛鴦 Bamboo & Coffee/Tea 

雙屏 Dipt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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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茶或咖啡紙本 Ink and Tea or Coffee on Paper 

2019 

 



在聯屏之中，每幅作品誠然都是整體中「不全整」的一個部分，此種「不全整」

儼如日本的「侘寂」，即是一種無常與不完美的世界觀。日本人對世界變化相當

敏感，也明白生命無常，因此產生「物の哀れ」的觀念。我就是透過聯屏中「不

全整」的構圖，和色彩選擇，來帶出這種觀念。如《竹映餘暉》和《綠竹猗猗》，

畫中的金輝耀眼的裝飾性效果，並非為了華麗的審美觀而作，仍是借著日暮之餘

暉，提醒人們時光流逝，並感受自性空虛，這正正是「物之哀」的意涵。 

 

 
 

竹映餘暉 Glimmering in the Twilight 

雙屏十二組 12 Sets of Diptych   

199.5×15 公分cm [每組Each Set] 

設色鳥の子金箋畫卡 Colour on Gold Shikishi Cardboard 

2018 



過往，水墨畫家往往認為香港融匯中西，但我卻不以為然。香港，一如北京、上

海、臺北，內含多元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它必然與中國傳統有著不可分割干係；

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之巨輪下，讓我們生活在各式各樣的文化之中；這些文化，

不僅僅是來自西方，亦來自東亞 —— 於我而言，就是日本。倘若我的作品能引

領觀眾走進我的山水意境，我謹希望他們能在我的時光及文化中穿梭， 游走於

新舊之中，體驗多元文化的交融。 

 

 



 

逍遙之遊 

文/ 管偉邦 

寫意這門藝術，強調自我陶冶 —— 這點我同意不已。所謂「寫意」，其實是畫

者的持續修練，掌握用筆用墨的技巧，融會貫通，從而描繪事物的外形，並且在

這描繪的過程中，捕捉畫者精神上的一份「自在」；誠然，這是透過書法的線條

來傳達的。因此，寫意往往與書法不無干係：因為畫者要練習不斷，方能以「寫」

的方式 —— 而非「畫」的方式 —— 來傳達畫者內心之「意」，這就是所謂「寫

意」了。 

隨著多年的練習，我漸漸體會到寫意畫家對紙筆都相當敏銳。提筆的人要年複

年、日複日的修煉，才能領會到筆墨個中真諦。所謂「先形而後心」，筆墨是種

形式，所以畫者需先掌握其「形」，方能啟發其「心」，屆時畫者的自我便在畫

作中悠然而生。這種自我的修煉，即是借著掌握事物的形式，從而進入內在與心

靈的體驗，其實在中國或日本的傳統裡比比皆是。日本茶道正是一例。眾所周知，

茶道中煎茶的禮儀，讓主客雙方都舉止內斂，儀態優雅；儘管我對茶道所知不多，

但也理解到譬如茶道的水壺雖又重又燙，抹布的折法既細緻且複雜，但茶道家必

須優雅地遵循每個步驟，好使舉壺注水或抹拭茶具的動作皆舉重若輕。所以，我



們所見的茶道的那種溫柔的美感，並非為了炫耀優雅而優雅，而是借著「形」的

把握，讓我們能超越儀式或禮儀的形式，進入精神的層次。在中國，莊子更認為

這種「形」的超越並不僅限於固定的儀式之中，更存在於日常生活之內。他在《逍

遙遊》寫道：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微礙，而況大軱乎！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

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

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為之而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文惠王驚訝之處，不單是由於屠刀的遊刃有餘，更是因為庖丁的對「道」的心領

神會。他多年的練習，讓他不再需要目睹全牛，而成「牛」在於胸。這種能耐，

全歸功於庖丁對解牛的透徹瞭解與技藝的純熟掌握，代表了庖丁對「形」已牢牢

把握得往。我認為，《逍遙遊》的庖丁解牛，正正表達了莊子對「遊」這觀念的

解釋；所謂「游」，其實就是那種超越「形」的枷鎖而達至心靈無拘無束的精神

境界。 

書畫藝術，其實與日本茶道或庖丁解牛並無二致，在意於「形」，也在意於「心」。

於我而言，「形」不僅是限於技法的克服或工具材料的熟悉，更是開啟一次心靈

逍遙之遊的契機。 

 

 

 

 



 

 

乍雨還晴 April Weather 

119×84 cm 

水墨設色紙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瀟湘夜雨 A Cloudburst in the Night   

80.5x53.5 cm 

水墨設色紙本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019 

 

 

 



在我的作品中，如《乍雨還晴》與《瀟湘夜雨》，就是借用潑色潑墨的技巧，試

圖在隨意流動與細心掌控之間達至一個巧妙的平衡。這種得之於心，可以看成是

技巧的提升，更可看成是一種超越形式左右的追求。此外，在《颯颯風聲》和《竹

映餘暉》二作之中，一組讓細細的用筆馳騁於3.5公尺的畫面之上，另一組則把

一排青竹羅列於十二條兩米高的卡紙之中。細細每筆，其實都是心靈的修練，目

的是説明我在喧囂的城市中開啟感官，直探內心深處，孑然自在的游走於山水意

境之中，悠然自得地開展心靈之旅。 

[錢佳緯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