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李欽賢     ■ 攝影／沈宜蓉

猶記30幾年前轟動一時的洪通畫展，

首度創下看畫展大排長龍的奇觀。洪通的

傳奇性崛起，終於讓我們見識到什麼叫做

「素人畫家」，素人就是門外漢，素人畫

家即指從未拜師或接受科班訓練，無師自

通的畫家。

現在要介紹一位屬性相似的女素人畫

家劉麗玉，迥異之處在於洪通像靈異附身

譜出符咒般的圖騰；劉麗玉則如生命錄像

的倒帶，揪出童年記憶場景，竟也可綴成

一部命運組曲，用繪畫現身說法，敘說養

女歲月的悲歡故事。

民生圖譜全出籠

12年來劉麗玉已累積了無數張作品，

她是過了47歲才正式提筆作畫的，一開始

即鎖定己經消失了的社會風景，有點類似

懷古的情境，但全都屬於她成長過程中的

記憶，圖像逼真卻富童趣。雖然她已步入

中老；反而保持孩童的觀察之眼，所以把

小時候玩耍的尋常印象搬上畫面時，一定

會有相干與不相干的大人小孩聚集一起，

這就是兒童眼光看熱鬧的心理，因此場面

浩大，人物眾多，是為劉麗玉所繪圖像的

最大特徵。

她的水彩畫往往呈現泛黃、泛褐，有

如老照片的色澤，那就更像時光隧道的夢

境了。最可貴的當是前近代民生圖譜悉數

登場，並以她成長環境的基隆老舊社區為

主場域，而且全偏重於經濟與產業活動，

這不外乎是基隆常見的煤炭場、流動攤

販、剃頭風光、打井汲水、廟前野台戲、

說書人與聽眾，乃至打棉被、綁草鞋、碾

米間等林林總總，幾凡常民小本生意和作

▲ 素人畫家劉麗玉，用繪畫現身說法，敘說養女歲月的悲歡故事
 （圖：養女淚別，水彩，1997年）。

重閱這一組畫幅的劉麗玉，

只淡淡的說：「往事都已

過去，但我就是這樣長大

的！」（圖：童玩攤，水

彩，20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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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大致上都沒有漏列，甚至也

把民間結婚禮數以及農曆過年習

俗都分別畫成系列，令人有穿越

時光隧道，回到從前之感。

基隆無廣袤田野，難怪劉麗

玉不像一般素人畫家所最擅長的

農村風景；劉麗玉不住在海邊，

當然也就少有漁夫、漁船的題

材。說起來，劉麗玉的圖像極忠

於自己所見所聞，以及她所關懷

的層面。

劉麗玉細說少女時期某段坎

坷的際遇，直到結婚後才逐漸掙

脫那場人生夢魘。其實當她一邊

回憶，一邊著手畫畫，難免不斷

浮現人生甘苦滋味，可是一旦完

成作品的喜悅，再到當今重閱這

一組畫幅的感慨，陰霾早已遠去，只是暗

地裡沈吟：「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底層人生的視線

劉麗玉譜成此系列悲歡離合的命運樂

章，得歸於她吃盡苦頭的生命體驗，以及

社會底層的敏銳視線。

1951年劉麗玉出生於基隆市南榮路，

這一帶早年即屬於較多小商販群聚的社

區。家中有姊弟共5人，她排行次女。3

時雙親添丁有了男嬰，是全家最得寵的寶

貝；年幼無知又頑皮的她，常常偷偷擰一

把襁褓中的弟弟。

父母親發現她常欺負弟弟，剛好舅舅

有意收養子女，就決定把他送給舅舅當養

女。舅舅是劉麗玉母親之弟，因為駝背殘

疾，外婆以為他無法結婚生育，所以領養

劉麗玉給兒子做養女。但是養育卻變成外

婆的責任，偏偏外婆又嚴厲無比，劉麗玉

的懵懂之年，從未享過慈愛的親情，每天

都在外婆的吆喝申斥中度日。為什麼？因

為劉麗玉小時候貪玩，進小學以後，下課

從不準時回家，經常爬上獅球嶺的土地公

廟看戲、看熱鬧，偶而自已也混進孩子群

玩起來，如果那一天突然沒有挨罵，那才

真奇怪呢！

外婆家開童玩攤，賣些小孩的零嘴和

尪仔標、彈珠、氣球之類的小東西，唯有

下雨天劉麗玉才會乖乖的回家顧攤，偏偏

基隆又愛下雨，直令這個小女孩鬱卒！

回想起來，劉麗玉待不住外婆家，其

實是一種逃避。因為外公在礦場工作，養

父白天在戲院前擺攤，而外婆的脾氣又急

躁。外婆從不過問她的功課，卻必須無條

件順從她的好惡和喜怒。處在這種家庭環

境裡，的確得不到一絲溫暖，她總是想盡

辦法偷偷回去親生父母家，看見弟妹們一

起戲耍，內心也希望能像這樣無憂無慮地

生活，但現實的處境卻只能讓她遠觀而不

敢親近，因為回生家必觸犯外婆的大忌，

又會吃不了兜著走，這種「媳婦仔」身份

比起和父母團員，享受手足情深，可說是

天壤之別！

劉麗玉就讀南榮國小，離生父母家

較近；外婆為了隔離她和生家的往來，將

她轉進新成立的成功國小，這一來她與原

生家庭的距離又更遠了。成功國小尚未畢

業，外公不忍心這小小年紀的「媳婦仔」

老是被無端打罵，同時舅舅亦有了妻室，

遂力勸舅舅放棄領養，好讓13歲的劉麗玉

重回父母身邊。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回到

生家，卻離成功國小更遠，這下子也甭想

唸書了，從此輟學。雖然無奈，卻也得向

命運低頭。

即使輟學也不能在家「吃死米」，

所以不讀書則須找工作，是乃60年代初台

灣青少年，小學一畢業即「出社會」的情

況，至為普遍，因此13歲的劉麗玉也做過

店員、戲院帶位服務生。早年的戲院，放

映中一片漆黑，都要請帶位的服務生用手

電筒引導入座。彼時，基隆港常有美國水

兵來看電影，亦有機會賺幾文美金小費，

是為劉麗玉最開心的回憶。

劉麗玉回生母家後，直到20歲已掮起

全家生計於一身，事實上仍是一段底層人

生的掙扎，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如願。1977

年，劉麗玉27歲結婚，嫁到七堵，從此開

啟他平凡的主婦生涯，由少女到少婦，總

算有一段平靜的生活，但無論如何也不可

能會想到繪畫這檔事。

闖入繪畫的傳奇

結婚之後的劉麗玉，長年以來一直

是最平凡不過的家庭主婦，唯尚保有一點

點閱讀的興趣，另外，喜愛美美的畫頁大

概是天生的。結婚以前，她就常到古書店

挑選過期中文版讀者文摘來閱覽，每看到

介紹世界名畫必不放過，而且會剪下來收

▲ 劉麗玉說，自小到大，家裡都有養貓，所以在圖畫
中不知不覺也將小貓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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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繪畫的因子或老早就在她心中蠢動，

只是絲毫未曾察覺。其實到了孩子們上學

以後，常有圖畫作業帶回家，劉麗玉偶爾

代筆畫圖總是信手拈來，毫無難色，甚至

畫什麼就像什麼；但是她自己以為這是作

媽媽的本能，哪個母親不會？

此時已舉家遷居汐止，丈夫工作在

外，在家得侍候婆婆，同時全心拉拔小孩

成長，是以平日極少有外出的機會，如此

平靜淡泊地度過18個年頭，卻愈來愈發現

自己快要與社會脫節，極欲找到一線與外

界維繫的管道，避免愈來愈封閉。

1995年劉麗玉本持追求美的物件之

天性，報名參加汐止市公所主辦的「阿公

阿婆繪畫班」，奈何45歲的她，尚嫌不夠

老而被拒絕，但在劉麗玉央求之下，應允

可以來班上當義工。其實繪畫班並沒有指

導老師，僅由主持班務的老師，讓阿公阿

婆們盡情畫著好玩而已，等到一年半載之

後，才會請專家來評鑑。有一次是蘇振明

教授的講評會，劉麗玉雖然沒有作品被批

評，反而她聽進去了一句話，蘇教授說：

「怎麼都畫您們眼睛看得到的東西；為什

麼不畫頭殼裡所存的記憶」。雖然不是說

自己，但劉麗玉當下頓悟，接住這句話宛

如醍醐灌頂，終於開竅。

回家後取出孩子們用剩的畫筆和顏

料，先打草稿再上色，從此一幅幅劉麗玉

「頭殼裡所存的記憶」都一一轉到畫紙

上，成就出數百張舊時代的生活圖譜，

1999年假基隆文化中心舉辦第一次個展，

勾起了同年齡層觀眾無限底記憶。

在丈夫全力支持下，不但彼此印證共

同記憶，完成後的作品，也都是丈夫幫忙

整理建檔。其後，劉麗玉晨起總先捲在被

窩裡，蒙頭構思主題與場景，白天起稿，

晚間上彩，若完成一幅作品足以快樂好幾

天。她怎麼也沒想到會有今天，因為這

樣的心靈寄託，誠為主婦畫家最充實的人

生。

正在進行中的此一系列生命組曲，

劉麗玉以現在的享福人生，訴說苦澀的童

年，畢竟生活的哀歡已過去，藉圖細說從

前，反而是為自己迎接還曆之年（60歲）

做點有趣且有意義的事。

素人藝術家畫傳

劉麗玉以圖畫說出身世，在這裡試舉

幾幅代表她命運轉折的縮影，每一張畫都

在傾訴她結婚以前少女的生活。

「養女淚別」是劉麗玉3歲時，於傾

盆大雨的一天，姨媽背著她走出家門，要

送到不遠的外祖母家作舅舅的養女。母親

拭淚道別，小養女似懂非懂的回頭揮手。

從這個場景拉開序幕，劉麗玉畫過無數童

年的生活體驗並追回記憶，一幕幕回憶畫

多了，浮現的前近代社會場景也越多。最

近，她才開始著手畫出自已的人生前史，

相信那也是許多上一代養女的共同命運，

但將之形諸於畫面的竟是養女本人，那就

更難得了。

「外婆的眠床」也是祖孫二人的床

鋪。外婆很嚴厲，又很愛乾淨，最怕劉麗

玉爬上床弄髒鋪蓋，所以小養女睡覺時，

只能睡在畫中祖母坐著的一張長板腳墊。

寒冷又潮濕的外婆房間裡，有專供烘手的

竹編火籠，養雞竹籠罩上爐火，可以取暖

又順便烘乾衣物了。

畫中這座典型的實木眠床，有支架

直到頂面，便於垂起簾幕，形成極隱蔽的

空間，若放下幃帳，就更與外隔絕了。床

傍置一口木製尿桶，富有人家則用陶製夜

壼，都是一種小便道具，劉麗玉還記得被

尿騷味薰得受不了。

「楊秀卿賣藝」所畫的背向女士正是

盲眼走唱藝人楊秀卿，那已是很久很久以

前的事了，出身基隆的楊秀卿當時相當年

輕。從前的基隆主普壇設在高砂公園，如

今公園已闢作高速公路隧道口的引道，劉

麗玉的外婆住家就在這一帶山坡，後來隨

開路而遭徵收。好玩的她會擠在人群裡，

觀賞主普壇前各項表演。尚未成名的楊秀

卿常來「公園頂」彈唱，已經令鄉民為之

傾倒。劉麗玉印象中的楊秀卿，裝扮似乎

已有點老氣。

「童玩攤」是外婆所開的小鋪子。

被領養在外婆家，寧願在外野遊也不想回

去，只有下雨天才不得不於放學後直接返

家。圖中為代外婆看顧童玩攤時，拉張椅

子蹬上去，偷吃幾粒糖解解饞也好。童玩

▲ 作畫中的劉麗玉，為圖畫一點一點上彩，也將自己的回憶存入一張張的畫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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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專賣童玩小物，糖果之外有汽球、彈

弓、面具、抽籤盒、紙類畫片等等。隔牆

緊鄰的一攤也是外婆兼營的香煙櫃，當年

賣香煙需領得公賣局的執照，不是可以隨

使擺攤的。下雨天無處可去，顧店便成為

劉麗玉的課餘工作了。

基隆的「私娼寮」俗稱「鐵道街」，

也是劉麗玉每天必經的通學路。有時候外

公從礦場下工，順路接她回家，免得她邊

走邊玩，晚回家少不了又要吃一頓「竹筍

炒肉絲」（用細竹子綁成一捆作體罰小孩

的工具）。外公外婆感情不睦，遭殃的是

無辜被當出氣筒的小孩，外公眼看被打的

小孩雖有不忍，卻也無可奈何。劉麗玉回

想鐵道街私娼寮的印象，是一排低矮破舊

的木造平房，門口總是站了妖嬌女郎，搔

首弄姿拉客，年幼無知的她，還樂得揮手

回應呢？

待在外婆家很苦悶，幼小的劉麗玉其

實更想念家裡的弟妹，為了怕外婆發現，

他總是偷偷跑回家，躲在角落悄悄偷窺正

忙著肉攤生意的家人，這種辛酸場面一直

縈繞在腦海中揮不走，直到多年後她仍能

憑印象畫下一幅「偷窺」。當時父親已辭

去工作，母親頂下肉攤獨挑大樑，畫面上

父親在一旁磨刀，弟妹們正圍坐一張矮桌

子吃點心，看得她既羨慕又傷心。隔壁的

一間麵攤，後來也被母親頂了下來。

劉麗玉13歲時，外婆終於放棄領養，

離散多年，受盡委屈的雛鳥總算回巢了。

這初長成的少女正好成為母親經營麵店的

好幫手，那時，最常出的任務就是「送外

賣」到附近的賭場。猶記得手提著長方形

的木製提盒，小心翼翼地把熱騰騰的麵送

到民宅內的賭場，昏黃的燈光下，一群

男女盤膝坐在睡塌上聚賭四色牌，空氣中

瀰漫著煙味，一旁還躺著女賭徒帶來尚未

離乳的幼兒，這種光景令她一輩子都難以

忘懷，多年後仍能精密刻畫出賭場中的細

節末微，「賭場送麵」就是當年的真實寫

照。畫面左方盯著窗外動靜的男子就是把

風者，一有風吹草動立刻通報，在警察還

沒來之前早就逃之夭夭了，通常贏家都會

給把風者「吃紅」（打賞小費）。

這樣的場所，這裡的人物，都讓劉麗

玉內心感到痛恨不齒，更難以理解母親為

何老是跟這些人沆瀣一氣？雖然回到原生

家庭，豁免了外婆的打罵，卻又栽進另一

個泥沼，看家人也不由自主地陷進去，實

令她憂心忡忡，內心蒙上了層層陰影。

「挑起家計」是劉麗玉從送麵小妹到

主廚，一肩挑起家計，正當雙十年華，對

於自己的未來感到十分迷惘？在她單純的

想像裡，也許離開這個烏煙瘴氣的環境，

一切重新出發，才可能在人生的下一站找

到幸福吧！眼前的生活在忙於煮麵和招呼

客人中日復一日，麵攤生意收入不錯，卻

因為雙親皆嗜賭，揮霍無度，內心的無奈

與失落，更加速她想脫出這個家的決心。

劉麗玉描繪自己青春年華的賣麵生

涯，這幅畫忠實地重現當年場景，從牆壁

上掛的電影海報，書寫著影星白蘭、陽

明、金玫、石軍及片名等，即可知是70年

代初期的台語片。

32年前劉麗玉結婚，定居七堵，不

久生下一對雙胞胎，「雙胞胎收涎」畫

面中年輕夫婦在七堵老家門前，雙雙抱著

一對幼兒，小孩脖子上圍著一串用紅線串

連的酥餅，請街坊親朋好友來「收涎」，

希望小寶寶不要口水流不停。收涎時要將

酥餅在小孩嘴上比劃一下，接著說幾句吉

祥話，比如「收涎收離離、乎你明年招小

弟」等等，畫中人物的打扮，難免會勾起

曾走過相同歲月夫妻的懷念與感恩，圖畫

也顯現出繪者驚人的觀察力及細密的描繪

力。喜訊已帶來劉麗玉新家庭充滿新生與

愉悅，當時一心一意操持家務，別無他

求，只希望全家老少平安、健康。她克盡

妻子、媳婦、母親的職責，也安於平凡的

主婦生活，直到將近50歲才初嚐提筆畫圖

的況味，居然踏出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嶄

新人生之一步。

這一組「人生行路圖」可說是素人

畫家的異例，素人畫家常有點滴片段的回

憶，但串起個人生命歷程的系列創作，即

使是專業畫家亦屬罕見。難能可貴的是，

畫中昔日市井小民生態，出自一位非正科

出身的素人之筆，細膩描繪自己如一齣苦

戲的人生行路，戲尚未演完，期待還有同

樣精彩的情節繼續出現。

▲ 賭場送麵 （水彩，2009年），13歲
的劉麗玉幫忙母親經營的麵店跑腿，

最常去的竟是附近的賭場。

▲ 過了47歲才正式提筆作畫，劉麗玉的
創作卻因童年鮮明的記憶而源源不絕

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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