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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雕塑家傑克梅迪說：「藝術與生命，我寧選生命！」對奚淞來

說，藝術與生命並不相悖，藝術是好朋友，也是鏡子，照鏡，就能

看到自己。藝術是他照見生命的方法。

奚淞用遊戲的心境，玩出藝術的趣味。做版畫的奚淞，是寫散文、小

說的奚淞，是以毛筆抄心經的奚淞，是手握彩筆的奚淞，是行腳各地的奚

淞，是炒菜、燒飯、打坐的奚淞。奚淞的藝術，來自生活，來自他與周遭

一切的覺察與感知。他並不稱自己是藝術家，只是一個擅於手工藝術的

「手藝人」。

五十八歲的奚淞(1947-)只是如實地活，通過藝術審察自己的生命，了

悟世間如露、如電、如夢、如幻的無常本質，在禪修中體驗佛陀的智慧與

慈悲，化苦樂為雲淡風清的自在喜悅。

誰怕吳爾芙

很少人知道一心學佛的他，曾經是一位叛逆十足的不馴青年。一九六

七年二十一歲的奚淞仍是國立藝專美術系的學生，便與黃永松、姚孟嘉等

幾位學長組成「UP畫會」，以打破學院的傳統框框為職志，在學校內外舉

辦展覽。

尤其是在藝術館的

「UP畫展」(1967)，黃永

松從河邊撿來一個雕像，

斑駁得面目模糊，罩上一

頂草綠色的蚊帳，氣氛更

是離奇、詭異，直把一位

帶著小孩來參觀的婦人，

嚇得落荒而逃，有如「小

姐撞到鬼」。而奚淞的作

品也不遑多讓，他用鋼絲

把一個破了一半的維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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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日日靜心作

畫，也從創作中

得到心寧的釋然

解放。

奚淞 含羞草 油畫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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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像懸吊在空中，另一頭在裡面貼上影星伊莉莎白泰勒的

臉，雕像不時旋轉著，伊莉莎白泰勒的眼睛便不時盯著大家

看。這個作品取名為「誰怕維吉尼亞．吳爾芙」，正是應證了廚

川白村所說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

那一代的青年是活在極度擁抱西方文藝思潮的六O年代，

也是現代主義狂飆的年代，他們把正吹入台灣的存在主義視為

至上的法寶，那句「我無可奈何地被拋棄在這世界上」，更被奉

為經典，召喚著奚淞與他那一群文藝伙伴正經八百地拼組出一

些連自己也不甚懂的前衛藝術作品，堂而皇之地開起展覽。

下午的夢

甚至異想天開拍製影片。那部《下午的夢》，由奚淞編劇、

黃永松攝影、姚孟嘉當男主角，便在板橋林家花園的廢墟裡開

拍起來，還參加「劇場雜誌」的實驗電影展。當時每個人都像

嬉痞一樣，有點邋遢，有點狂放，把西歐戰後盛行的達達主

義、超現實主義囫圇吞棗，活在自以為是的悲壯、孤絕之中。其實他們只

不過是一群天真的大孩子，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罷了。

少年時代猛讀《梵谷傳》的奚淞，在來不及理解梵谷的藝術為何物

時，就已經受到這位寡然獨居，地球上最孤寂的靈魂的感召，毅然決然要

當偉大的藝術家，任誰都阻止不了他。甚至在藝專畢業後，就懷著這份美

麗的憧憬留學法國。

巴黎夢回

一九七五年回國後這位一身沾染著現代文藝氣息的歸國畫家，卻不再

激進，而且也不想當偉大的藝術家了。巴黎，曾經是他最嚮往的藝術薈萃

之都，怎麼去了一趟巴黎，他的心境轉折竟如此之大？

留法期間，他深深地感嘆為何法國能擁有那麼深厚的文化背景，為什

麼他們生活中的各種藝術，卻

是台灣永遠欠缺的？只因曾經

叛逆，才有能力徹底反思。回

國後，他沒有大張其鼓地鼓吹

現代藝術，反而堅信俄國大文

豪托爾斯泰所說的：「藝術家

奚淞二十四歲的油

畫，作品充滿了年輕

人的苦悶，畫風有著

迷離的超現實主義味

道，正是為賦新詞強

說愁的年紀。

應該了解：更好的藝術應該是一首簡單的兒歌，一個小小的童話故事。如

果從生活裡誕生一首好的兒歌，一個好的童話，那對人類的貢獻已超過了

『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雖然沒有要當偉大藝術家的念頭，卻有一種無形的使命感在催逼著

他；他主編雄獅美術，策劃「民間美術」、「環境造型」、「環境污染與藝

術創作」等主題，持續關注國內的藝術生態環境，並呼籲「期待成長我們

自己的藝術家」、「唱自己的歌」。同時也投入漢聲雜誌，把心力挹注在兒

童教育上，他為兒童繪插畫、寫故事，編寫《中國童話》、《兒童小百

科》，期望把美感經驗扎紮根於下一代生活中。奇怪的是，當年最赤誠擁

抱存在主義而苦悶的那群「UP畫會」的老伙伴，在七O年代大夥兒又聯手

出擊，這回不是無病呻

吟，而是一起掀起一股

文化的尋根熱潮。

刻出平凡生命的

殷實

七O年代的奚淞是非

常鄉土的，時常手持簡

單的雕刻刀在木板上，

一刀一刀地刻劃出他的

鄉土情感。厚實的線

條，黑白的顏色，簡明

有力的圖象，他刻畫出

平凡生命中的殷實，也

刻畫出他個人對這片土

地的愛與堅持。奚淞能

真正的回歸鄉土，應該

是來自留法時期三年的

文化沈澱與覺醒吧！

奚淞的木刻版畫；

從布拉格油輪漏油事件

的撈油漁民到忠仁忠義

的人體分割，從萬華華

兩個樂師

金屬版畫

1974-1975
賣金紙的侏儒夫婦

木刻版畫

197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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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的殺蛇到新公園的卜卦，從趕公車的孕婦到指揮交通的

智障義工，從盲人按摩師到麵攤小工，從新店溪河濱家園到

垃圾山上的蟑螂，從面對鄉土沈思的青年到冬日海濱家族群

像。奚淞以他善感的心，悲憫的情懷，刻繪出他生活中的所

見、所感，極富社會寫實的人道精神。

心甘情願浸淫在素樸的手工藝術裡，做一個快樂的手藝

人，即使朋友笑他從法國留學回來，倒成了作坊裡的工匠，

奚淞也甘之如飴。只因為他對美的感知與他人不同，他始終

認為一個人能夠手操簡單工具，虔心凝神工作，便是一種美。也惟有在簡

單與寧靜中，才能靜心體會每一個平凡事物。

書寫生命的姿態

就像寫書法，奚淞恆常以寫毛筆字來進行「書法的禪坐」。家裡的一

個角落，固定擺著一張桌子，上置紙筆墨硯，每天只要想寫字，坐下來就

可以寫。他尤其愛抄心經，手隨著呼吸，一筆一劃在宣紙上流瀉而出，在

不知不覺中把心境調養起來。生命過往的感覺宛如毛筆在紙上留下痕跡，

那種玩味，就好像觀照一種生命的情境一般。

毛筆只是一個簡單的工具，書寫也只是一個單純的動作，卻把自己生

命的姿態寫了出來。他把書寫當成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自己肢體的一部

分；他不是為書法而寫，更不是為成為大

師而寫，只是單純玩玩毛筆而已，把它當

好朋友，日日與它親近，它反而成為可以

一起玩一輩子的伙伴。當他不愉快或情緒

低潮時，就坐到寫字檯與好朋友共處，藉

著磨墨寫字，順心而寫，終能把點點滴滴

的心緒撫平，達到忘我的境界。

參修弘一法師公案

人不輕狂枉少年，今日能靜心抄經，

心手合一的奚淞，你能想像年輕時的他，

常常與朋友在酒酣耳熱之際，趴地揮毫，

縱情狂筆嗎？中年學佛的奚淞，更獨愛弘

一法師晚年抄寫的經文，那是一種筆鋒捨

16

在畫室裡靜心禪修的

奚淞，慈顏善目，是

一心向佛的修行者。

鄭惠美攝 2004

下一切華麗、造作，看來軟綿綿卻又活潑潑的素樸字跡，落筆歷歷分明，

流露出修行人運筆如心，心無罣礙的心境。

佛法的早期經典《法句經》，開宗明義第一句便是：「一切事心為前

導，心為主使，由心所做成。」奚淞虔敬地抄經，又崇敬弘一法師的書法

境界，是否透顯出他正嚮往修行人踽踽前行的足跡？他果真會如弘一法

師，捨下紅塵的愛戀，放棄已成就的藝術光輝，出家去嗎？

弘一法師未出家前是音樂家、畫家，美術教育家李叔同，他的油

畫、書法、金石、戲劇、音樂，無不叫人欣喜，他的品格，他的才

華，他的儀表無一不叫人醉心。從一位反串小仲馬「茶花女」

劇中女主角的「春柳劇社」演員，到一個引進西洋藝術於中

國的藝術家，再到皈依佛門的高僧。弘一法師一生起伏跌

宕的傳奇，早從少年時代就已深深烙印在奚淞的腦海裡，

直至大陸開放觀光後，他還曾遠赴大陸拜謁弘一當年斷食

習靜的虎跑寺、受具足戒的靈隱寺、教學培育學僧的南普

陀寺，甚至到泉川清涼山向弘一靈骨分塔致敬。弘一法師在

他心中的地位可見一般，而弘一法師的傳奇生涯則成為他心

目中的一則公案，時時參修的課題。

以悲憫之心畫觀音

從奚淞的畫作來看，在巴黎學畫時他畫的不是花都迷人

的風情,而是地鐵那不為人知的流浪藝人。〈盲人樂師〉(1974-1975)，畫的

是雙眼失明戴著墨鏡拉手風琴的藝人；另一張〈兩個樂師〉(1974-1975)，

則是描繪一位雙腿殘廢裝了義肢的吹笛者，和一位昂頭拉手風琴的眼盲樂

師，兩人合譜出流浪者之歌。這兩張是他留法時期的金屬版畫作品。

之後他捨西方的金屬版畫，反而改以最傳統的中國木刻版畫創作；他

所刻的對象不是漁民、盲人、侏儒、小工，就是智障者、卜卦者、殺蛇者

等等都會邊緣人。他雖沒出家，但他那份悲天憫人的情懷已在作品中表露

無遺。

讀心經，寫心經的奚淞，還繪觀音像，在雄獅美術的小型畫廊中展出

「三十三觀音畫像展」，以每月一幅觀音畫像，展出三十三個月。奚淞畫的

千手觀音，並不一定遵循民間的章法，而是以自己的悲心，繪出身處環境

污染的現代人，亟須救苦救難的觀音，救渡人間一切苦厄。在白描「千手

觀音」時，他以一手象徵十手，觀音手裡掌的是日光、空氣、水、土地，

作畫之餘，虔心的抄

經成為奚淞調養心境

的不二法門，抄經像

打坐般讓他收到凝神

澄濾的功效。

白描千手觀音

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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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時是一盆含羞草或茶花，有時是一枝折自庭院的桂

花，有時是一只玻璃缸裡的一尾魚，有時是一個泡菜罈，有

時是一杯清水、一個海貝，甚至是一個瓶影。日日上午他面

對一個小角落，一筆一筆描繪光陰的移轉光影，像是面壁參

禪；他不僅僅是畫靜物而已，他所傳達的是一份紛擾中的寧

靜。畫布上的靜物都不動聲色的定在那裡，就像他禪定的

心。

與其說「光陰十帖」是他靜觀萬物，捕捉光陰的悄然移

轉，光影的明暗變化，生命的消長更替，不如說奚淞是藉著

繪畫沈澱自己的心緒，在絕對自由的創作中，觀自己的心，

而藝術創作只是一個橋樑而已。靜觀這一系列畫作，我們似

乎可以感覺到畫家作畫時，似乎恆有一朵蓮花在他中心綻

放，因為每幅畫都趨向陽光。明澄、透澈的光，散發靜謐的

氛圍，奚淞已經把作品上物理性的光線轉化為靈魂之光。

將近一年時間關在臨小院的一樓畫室作畫，那種閉關蟄

居，孤獨靜謐，可以與世無涉的繪畫禪修，竟使得奚淞產生

更大的願力，繼續痴守於畫室，他要畫的已由可見的小角

落，轉換為不可見的心靈國度，那是一系列的佛傳油畫創

作。

「大樹之歌」佛傳畫

只是佛陀一生事蹟豐富，他該從何處切入，又該如何將眾多的經典故

事化為視覺圖象呢？幾年前他參訪印度佛蹟的種種意象，忽而又鮮明地在

他腦海裡縈繞不去。那次印度之旅歸來後，奚淞曾兩度參加緬甸系統的內

觀禪修，而在一次學習將一份由自心迴向世間眾生的「慈悲觀」課程時，

他忽然淚如泉湧，不能抑止，他十分驚異這次突如其來的自發性經驗。哭

過之後，經過淚水滋潤的眼睛似乎已由讀經書佛理的理性認知，轉為內心

的佛陀「智慧與慈悲」的實際參驗。

為了感受那光線穿透林間幽靜，奚淞經常在早晨或黃昏在新店附近的

小山丘散步，彷彿與古代的修行者對話，他心中已隱然浮現古聖徒還歸自

然光照的場景。不過，以一個凡塵中人，入世又深，要營造出一個有山水

清音的丘壑，又要契入佛陀的精神，對奚淞而言，不啻是一件費思量的

事。還好，他心靈上的安頓與喜悅，已能洗去他一身紅塵。他以出世的精

代表生命的元素，祈祝天地潔淨。另外，他把卵

生、濕生、化生等水陸生靈也都置於觀音護佑之

下，展現觀音普渡眾生的慈悲；觀音手中執拿了象

徵人類所需的糧食——稻穗，以及象徵醫藥、藝術

與文化的靈芝、笛子、書、毛筆等等。祈求觀世音

「千處叫苦千處應，苦海常做渡人舟」的靈力，能拯

救劫難頻臨的人類。

奚淞在母親過世之後的抄經、繪觀音，無疑是

觸發他走向了生命的修行。生命是一個巨大的課

題，他已經在混沌中逐漸釐出一條清明的路。

行腳佛陀大聖地

當心中常有佛，奚淞不免生起強烈追溯原始佛

的信念，做為一個佛教徒，親炙佛陀四大聖地成了

他畢生的夢想。一九九三年他與畫家好友黃銘昌終

於結伴同行，一圓「印度佛跡之旅」的美夢。他們

遊歷了佛陀誕生地的藍田比尼園、成道處的菩提迦

耶、第一次傳道的鹿野苑，以及佛陀八十歲涅槃的

拘尸那羅等地。

這是奚淞生平第一次與佛陀聖地接觸，每走一

步，都是驚喜，每到一處他總是虔敬地拾取一小撮泥土，作為他親近佛陀

的紀念。一個月的聖地行腳，長程遠征，他們每天在看不見盡頭的長路上

追逐落日，也讓奚淞體會到古代朝聖的修行人，如何經歷白天炎熱的煎熬

後，在黃昏的清涼裡體驗「放下」的感覺。

親炙過佛陀聖地，過去的一切玄想對奚淞而言倏然都變成真實，感受

無比奇妙。在看過印度人間赤裸裸的生、老、病、死的生命現象後，他體

會到印度其實有一種貧窮中的富裕，而台灣卻是富裕中的貧窮。

能夠活著，能夠做人，是多麼難得的事，一趟聖地之旅，幫助奚淞以

更開闊的角度來看待生命，即使是生活周遭的小花、小草，或牆角下的瓶

瓶罐罐。美的創作，其實來自真誠體驗生活的心靈。

光陰十帖

一九九五年奚淞所完成的系列畫作「光陰十帖」，窗光所照亮的靜

18

奚淞（右）手持繪有弘

一法師摺扇與好友黃銘

昌手持達賴喇嘛摺扇，

兩人攝於人〈無憂．菩

提．沙羅〉佛傳三聯作

前。鄭惠美攝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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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畫，用平等心看待所有畫面上的好與不好，他在意的只是一筆一劃的

專注過程，而不計較結局如何。或者說他已把作畫當成了一種凝神貫注的

生命修持！

佛傳畫共十二幅，是融佛陀的故事與畫家的藝術想像，加上他自身的

學佛體驗而成，這一系列畫作充滿光照的幽微，與神祕的宗教氛圍，把悉

達多太子由藍昆尼園的誕生、斷髮出家、尋找修行地點、接受牧草草墊，

菩提樹下得成正覺，佛陀向五沙門說法、佛陀初期說法《一切燃燒經》、

佛陀教子說「無常」、佛陀教子說「慈悲喜捨」、佛陀病重的最後說法等一

生聖行事蹟，一一繪成圖象。奚淞以西方的油畫技法表現東方的佛傳故

事，卻沒有東方太玄奧的美學玄理，足證他對原始佛典的理解，已把佛陀

由神格化而人間化，呈現佛陀如實而活潑的生命原相。

而無論場景的鋪陳、樹木的造型、光線的捕捉、色彩的協調或氣氛的

營造，遙接著西方自文藝復興之後，由古典派到印象派之間的風景畫風，

是一種帶有理想性，充滿柔美、安靜氣氛，像詩歌一般的風景畫。「大樹

之歌」佛傳系列的描繪，共花費五年，畫中廣大的土地、森林和人物的組

合與自然光照，都是畫家用心經營之處。

佛陀三部曲

二OO二年〈無憂、菩提、沙羅〉佛傳三聯作，奚淞以清晨、中午、

黃昏的光照，象徵佛陀一生「生、往、滅」三部曲。佛陀誕生於無憂樹，

成正覺於菩提樹，逝世於沙羅樹，大自然的朝暉夕陰映照著三棵樹，畫面

有著空靈的朦朧仙境。就如釋迦牟尼在靈山上講授佛經，他只拈花高示，

便有迦葉莞薾微笑，傳達的途徑只是拈花微笑的心領神會。因而畫面的模

糊性、朦朧感，正是這三聯作不可言喻的神秘美感。而他作品所流露的

「向光性」特質，由「光陰十帖」到「大樹之歌」佛傳畫，在在都透顯出

他追尋生命之光的痕跡。

二OO三年起奚淞又開始畫起新版「光

陰系列」，因前一套已被典藏，進駐台北市

立美術館。這一套他畫了素心蘭、白海

棠、桂花、茶花、橘樹、觀音茉莉。一路

畫下來，奚淞滿心歡喜，只覺得活在世

間，還能畫畫，還能學佛，還能與相護相

持的好友朝

夕以對，真

好。年輕時

那捨我其誰

的 文 化 擔

當，都化為

另一種雲淡

風輕的生命

姿態。

這 些 畫

作，清新去

火，在我們

這個充滿不

安、躁動與失序的社會，奚淞的畫，沒有辛辣的刺激，沒有驚悚的震撼，

只是平實雋永，一如其人。

在生命的畫布上佈彩

奚淞在《光陰十帖》書中，記載著一位越南和尚一行禪師奉告佛法修

行者說：「每當你修行遇到困境時，提醒自己五件事是必要的。一、我會

老；二、我不能免於病；三、我一定會死；四、我必將與所愛別離；五、

我只能歸依於我現有的一切。」如此簡潔，單刀直入的話語，真是一語勘

破人生的苦楚與世間的無常。

奚淞接著又寫著：「那麼就好好珍惜當下暫有的一切罷！」「在這始

終不圓滿的世間，我們所能擁有的苦與樂；好與壞，其實都一樣重要，能

從中找到平衡腳步前行的人，會發現心靈上的寧靜。」

生命如果是畫布，奚淞仍舊以他的藝術在畫布上專注地佈彩，從中得

到心靈的釋然解放，只因生命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智慧的生命。

如果那一天，才情獨具的他，參透弘一法師的公案，剃度出家，盡棄

一切藝術，追尋弘一的步履唸佛、持戒、了生死，視大千世界如一幅畫

面，這似乎也是他今生與佛的因緣，也或許是一個追求真理者，必經之路

吧！

延伸閱讀 奚淞《光陰十帖》、《大樹之歌》雄獅圖書出版 2003

印度小泥佛與落花

油畫 2003 

奚淞畫作似乎暗喻著

無常，也直抒出佛陀

臨終的遺訓：「生命

無常變化迅速，大家

要及時努力！」

畫家黃銘昌的〈遠

眺 系 列 之 六 〉

(1990-1991)以奚淞

為模特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