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李偉成       攝影／余國煜

 

9公里鐵馬通學路

1954年出生雲林縣莿桐鄉的李茂成，

成長於純樸的農村，就地理位置來看，莿

桐、虎尾、斗六恰好成正三角形，莿桐居

頂，虎尾位西，斗六在東，斗六是雲林縣

治，設有省立斗六中學，李茂成在家鄉莿

桐完成國校基礎教育後，順利考上斗六中

學初中部。

從小李茂成對祖父使用文房四寶即

抱有好奇心，並親眼看祖父磨墨、蘸筆記

錄家族成員的生辰、忌日等事項的優雅

風采，因此對筆硯墨香有了難以言喻的神

往。雖然尚無所謂當畫家的志向，唯筆墨

對心性的陶冶，以及後來會踏上水墨的生

涯歷程，似乎已在少年時代就冥冥中注定

了。

從神往筆墨進而到圖畫的開竅，是受

到斗六中學美術老師陳誠所啟蒙的。陳誠

（1935∼迄今）是雲林子弟考上省立師

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之

第一人，畢業後返鄉任教西螺中學，李茂

成升上初三那一年，陳老師才轉任斗六中

學，爾後迄至退休。

陳誠老師的教學法既新奇又生動有

趣，著實令學生們睜亮美術的眼界。李茂

成猶印象深刻的水墨畫示範教法流程如

   「面壁」是把2張以上的大宣紙拼貼在牆上作畫；「站

力」是立定地板大書寫使出的力道。水墨畫家創作不用大畫

桌，膽敢就地揮筆出奇制勝，這大概也有當代水墨顛覆傳統

的意味，挑戰者正是現代派水墨書畫家李茂成。

▲ 喜歡寫書法字的李茂成，也喜歡文字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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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週上課，老師在黑板貼一張宣

紙，然後拿出硯台筆墨，趁機介紹文房四

寶的種類、材料與用法，接著藉課本中某

一幅圖樣，先告訴同學畫這幅畫不難，手

握毛筆隨機表演起來，同學們正看得目瞪

口呆，此時下課鈴響起了。隔週的美術

課，老師利用同一張畫稿上色，單單關於

顏色的名稱就令鄉下孩子大為佩服。一般

台灣人對色彩的形容，自來都以趨近自然

景物的色彩直呼，比如青即「天空色」，

藍是謂「水色」，灰直稱「老鼠色」，

其他尚有「土色」（褐）、「柑子色」

（橙）、「豬肝色」（褚紅）等等不一而

足。但是陳誠老師比喻色彩顯得有學問多

了，黃稱「藤黃」，藍謂「花青」，咖啡

色為「赭石」，無形中把色彩詩化，李茂

成聽了之後對色彩的敏感度遽增，也牽動

了他對繪畫的興趣。

再下來一週是老師親自裱畫，過程

極富風趣與玄機。一幅美麗的圖畫，老師

竟將之揉成一團，瞬間令學生訝異惋惜之

際，此時老師拿起刷子刷上漿糊，「平了

吧！」在老師熟練的手法下，彷彿變魔術

般，整張畫又平整服貼，事實也宣告這門

水墨課教學的完成式。果然，陳誠老師的

教學法，很容易激起校園的美術風氣，李

茂成也在這樣的感召下，走上終身求藝之

途。

從李茂成的莿桐家到斗六中學，距離

約9公里之遙，少年李茂成本來是每天搭乘

擁擠的台西客運上學，到了3年級，已不耐

煩從家裡仍得步行1公里的路程去搭台西客

▲ 由2張大宣紙合併而成的書法作品

李茂成用毛筆及彩色墨完成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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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到校，乾脆改騎腳踏車上學，如今回想

起來這段9公里通學長征，除了迎向寒風酷

暑的考驗，鍛鍊自己的身心意志之外，日

復一日的鐵馬通學路，也培養出沿途的觀

察與冥想，一名有志少年的性格養成，包

括孤獨力與抗壓力，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求學南下，就職北上

李茂成擅於畫圖在鄰里中早有傳聞，

常常幫村中婦女描繪刺繡底稿，也經常銜

命代表學校參加美術比賽，只不過當時僅

止於一再重複模仿來的筆法，未見新意。

初中畢業即將面臨升學關卡，他自忖學科

成績還算不錯，遂選定難度較高的嘉義師

專為目標。當年嘉義師專是全數公費生，

學費、食宿全免，且又不虞出路的教師養

成學府。1969年，15歲的李茂成一試即

中，開啟他青年期的人生淬練。然而現實

並非如想像中那麼順遂，經常出現事與願

違，或自已又衍生新理想的憧憬，造成心

理上諸多挫折，進而對學業心灰意懶，唯

一堅持的就是參加學校的書法社團。

當時的嘉義師專校長耿相曾本身對書

法相當有興趣，任內成立了書法社，成立

第2年，李茂成考進嘉義師專就加入了這個

社團。校方特別禮聘嘉義資深書法家陳丁

奇（1911年∼1994年）來校擔任書法社指

導老師。陳丁奇當年是國小校長，畢生自

外於畫壇，自詡潛心書藝是天命。年輕的

李茂成對於老師的業餘成就和淡泊明志的

精神深深折服，他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將書

藝深化在自己的心靈中，並且和自己的工

作共存共榮。陳丁奇的人格典範也影響日

後的李茂成，素來保持低調，在美術圈裡

不與人爭鋒。

就讀嘉義師專度過一年又一年如期升

級的尋常光陰，在學中也屢次代表學校囊

括過主要美展的首獎，表現不凡。然而未

來到底是要創作，還是安安分分到小學執

教呢？是李茂成即將升上5年級時舉棋不定

的心情掙扎，換言之，他對畢業後的抉擇

起了質疑，終於決定休學1年，讓自己身心

有緩衝的機會。李茂成的休學行動引起同

儕的議論，一般師範生會認為就職本屬天

經地義，何來與創作矛盾？但是在李茂成

心底卻翻騰著一股巨大的創作狂熱，認為

教書必埋沒掉這股意念。

暫時收拾行囊返鄉，一向惜才的叔

叔，對李茂成的藝術天分自是十分賞識，

他不像一般長輩責怪他為何休學，反而遞

給他2萬元（現值約10萬）表示支持。李

茂成也不辜負叔叔的愛才之心，用這筆錢

買了大量的宣紙、毛邊紙、筆墨等畫材，

還留下大部分作為北上到故宮觀摩，購買

畫冊等學習之旅的經費。

這一年間，他經常上台北觀賞名畫，

大量買書，大量閱讀，從中鑽研書畫藝

術，終於對傳統水墨的技法與演進，以及

名家傳記或名跡內涵有了完整概念。這一

年休學所獲得的，遠比失去的更多，似乎

已立下李茂成的人生轉捩點，竟是自已始

料未及的。

漸漸地北台灣的資訊與藝術活動，也

成為李茂成嚮往的環境。1974年復學之

後，因家中遭逢破產變故，影響他上課總

是心神不寧，學校待不住反而更想往台北

跑，北上買書、觀展，讓他曠課連連，幾

乎快混不下去了。所幸畢業前又奪得大專

學生美展第一名的榮銜，居然將功抵罪，

獲准畢業分發任教。

畢業典禮當天李茂成故意缺席，躺在

宿舍床上，仰望一紙台灣地圖，開始搜尋

今後將寄身何處？他明知以自己的畢業成

績不可能分發到任何大城市，但心中最嚮

往的還是北台灣，有兩個理由促成他所做

的考量，第一、若欲追尋求藝之路，北部

的資源最多。第二、有親戚在基隆工作，

可就近照顧。待畢業典禮結束，李茂成北

上求藝的藍圖也構築好了，他對著典禮結

束回到宿舍的同學說：我決定志願到基隆

教書，不管再偏僻的學校都沒關係！

1975年李茂成拎著簡單的行囊來到

基隆七堵礦區一所偏遠的小學報到，開啟

築藝之夢。他教書之餘，只要得空便勤練

▲ 需要大量墨汁來創作、書寫，李茂成特別買
了三台機器「小書童」，分擔磨墨的工作。

▲ 大筆揮毫，一氣呵成的書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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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辦公桌上擺著紙筆墨硯和一疊舊報

紙，一天至少寫一萬字，這個瘋狂練字的

怪傑，就算引起同事的側目，仍舊我行我

素，終日沈浸在字畫的自我世界。

曠課最多，最用功的大學生

李茂成北上就職，本來就是要繼續追

求藝術，在七堵執教2年後，他插班考進文

化大學美術系，欲從學院途徑深入探求水

墨畫真髓。1977年雖然如願考上文化大學

美術系，代價是必須賠償未服滿3年義務職

的公費，同時也將失去教師資格。

天生反骨的李茂成如願進了學院，卻

無法苟同傳統水墨保守的教學法，有被強

力束縛的感覺，不如逃離學院門牆，自我

放逐於校外，汲取更為豐沛的創作泉源。

此際，系上有位外籍旁聽生，是來自日本

北九州大學的教授，恰好跟李茂成同租住

一棟樓，雖然語言不通，但興趣相投，經

常一起逛故宮。這位日籍教授因身份的關

係，享有特別待遇可全覽故宮畫作。另外

因教授研究需要欲選取100件故宮名畫，

央請李茂成協助挑選。痴愛故宮書畫的李

茂成，之前還曾經標會斥資買下《故宮名

畫三百種》等昂貴畫集，對故宮收藏的古

畫早就垂涎不已，現在又有機會目睹近似

真跡的圖錄，令他興奮至極。這個眼界大

開的挑畫作業，比起教室裡了無新意的課

有益多了，所以他一頭栽進古畫裡，表面

上是荒廢課業的蹺課仙，實際上卻是求藝

之途的大精進。

名畫看多了開始技癢，李茂成住處的

地面上隨時都攤滿完成或未完成的畫作，

室友看到他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徑不由得讚

嘆：你是全校曠課最多，也是全校最用功

的學生。 

鄉土運動啟示錄

在文化大學美術系念了1年之後，李

茂成又中輟了。即使是當下大師級的傳統

水墨，依然無法受到感動，於是再度翻越

學院藩籬，至於要往何處去，眼前仍是一

片茫然。

1977年到1978年李茂成在文化大學

就讀期間，台灣文化界捲起洶湧澎湃的鄉

土運動，美術界也悄悄捲起了寫實主義的

本土風，從水墨畫的領域來看，年輕水墨

家已拋棄胸中丘壑的鐵則，打破傳統山水

不能有現代人物或機具的限制，於是挖土

機、現代公寓、汽車、火車躍然出現於水

墨畫面，平添出前所未見的現代感。

李茂成從鄉土運動的衝擊中驚醒，開

始思索山水的本質和在地自然如何融合？

如何與舊形式脫勾？

1978年之前，李茂成已遍歷無數的古

畫，充分掌握水墨運筆的本質，輪到他揮

▲ 李茂成通常在地上作畫，完成後待風乾再將作品掛在牆上仔細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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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時，亟欲脫傳統尋求蛻變。有一天他由

學校南下返鄉，當火車通過苗栗山區到了

勝興車站等待會車時，因停靠時間過長，

乘客也趁機下車舒展一下身子，李茂成

站在月台，望著這座荒村小車站，群山環

繞，人煙稀落，山勢直逼眼前，意會到山

是由密密麻麻的草木堆疊而成，剎那間靈

感乍現，猛然頓悟古畫山水的某種皴法足

以活用到真山實景，使之今古共鳴。

在勝興車站短暫的心靈交會，令李茂

成茅塞頓開，終於找到了心中山水最想要

的詮釋法了。從此李茂成的紙上戰略，開

始採取短筆相接的手段，一筆一畫綿密地

逼出山勢，轉化成崇峻的形象，那已不是

捏造的山，而是真實的山，完全逸脫古人

的造境，重建新水墨的意象。

桀驁不馴的個性，無法適應學院的僵

化，離開文化大學，眼前卻一片茫然。百

轉千迴，仍得要屈服現實生活，他只有設

法重拾教鞭，在基隆市區國小謀得教職。

業餘李茂成以放浪之軀作朝山行旅，他經

常獨自在雞籠山、金瓜石和八斗子忘憂

谷一帶徘徊，親山親海也勤作速寫，累積

了許多他自嘲為「四不像」的作品；但這

的確是求藝之旅的苦行階段，李茂成水墨

創作回歸為零的決心，當然要徹底走出傳

統，包括一些文謅謅的文藝腔畫題，他情

願把它改為「無題」，在他心目中已有不

去古意而後快了。

巨大畫幅的豪情

李茂成可是個豪情萬丈的男兒，日常

所用的物品總喜歡比一般習慣大上幾倍。

喝茶要用大碗公，大肆買書買到滿坑滿

谷，一大堆畫紙堆得滿屋子，毛筆大得像

掃把，筆陣之大足以成軍。一般水墨畫家

都必備有張大畫桌，李茂成的畫幅之大，

豈是區區一張桌子可以擺得上去？他不用

大桌，乾脆席地而畫，畫室地面鋪滿一大

塊一大塊裹著軍毯的木心板，拼成「地

桌」，乾脆就在地板上橫掃揮毫，使出自

成一家的「站力」。

在這之前李茂成也曾經面壁畫圖，如

今畫幅越來越大，牆面已不敷使用，以地

為桌，那種勞動的力道，不僅摘去儒生的

文弱氣息，也赤裸裸呈現新水墨的視覺驚

豔。

李茂成的書法與水墨畫向來就以超級

大幅備受矚目，惟他的書與畫有運筆的極

端性和迥異性，字體極大化，字數很少，

諾大的宣紙上往往僅斗大三、兩字，所以

非大筆揮舞，一氣定奪不可；反觀繪畫則

皆短筆拍打運行，慢工細活逐次構成山勢

景象，獨創雄大壯觀的效果。他的字是極

簡中放大書寫；他的山氣勢逼人，竟還可

從中窺見樹林搖曳的生態，那是一筆一筆

疊上去的看家本領。

外界說起李茂成就有一種不與人爭，

隨遇而安乃至深度反思性格的強烈印記。

轉眼間他也從教職退休了，幾年來他更自

由自在創作大畫，也放任自己大書寫的豪

情。如今他的字體專找畫題的對句，從字

形對比畫意，書與畫會達到令人震憾的地

步，是李茂成長年以來求新、求大所求出

來的書畫張力。

▲ 喝茶用的大碗公，展現李茂成的豪氣

 李茂成工作室牆上大大小小的毛筆，是裝飾

也是創作所需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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