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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代多元化藝術思潮的影響下，水墨人物畫以其特殊的文化內涵、藝術品

質形成了前所未有豐富與漸趨成熟的面貌。本篇論文以「以形寫神」的美學觀點

爲主導，闡述了筆者對于水墨人物畫創作的思考。筆者認爲，人物畫創作首先要

直面造形問題，創作者如能 精于形象 ，自不難 求得神韵 。唯有繪畫的語言

合稱，創作者才能在作品上實現充分的情感表達。 

 

本文簡要梳理了現代水墨人物畫的形成過程，並著重介紹了水墨人物畫造形

訓練方式和水墨人物創作方法。並以筆者近年的幾件幅代表作品為主要案例，分

析個人在創作理念、情感積累、技法語言上的探索和思考。 

 

 

 

 

 

 

 

【關鍵字】以形寫神、骨法用筆、水墨人物、造形、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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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的人物畫經歷了綿延千餘年的發展時期，有著「成教化，助人倫，窮神

變，測幽微」1的功能。在唐宋時期，主要以工筆重彩的方式描繪在絹本卷軸或者

寺院牆壁上的人物畫，成為了其發展歷史的第一個高峰。在繪畫方式上，追求張

彥遠所提出的「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

乎用筆」。2在繪畫美學上，以謝赫的「六法論」為基本準則，追求「以形寫神」、

「形神兼備」。這類人物畫也可以被稱作「古典型的工筆人物畫」。 

 

宋元以降，隨著文人畫異軍突起，使中國畫的審美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地轉

變。「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寫胸中逸氣」的繪畫筆意取向逐漸佔據主流，

這種形式受到了文人士大夫們的歡迎。文人畫家們追求「以書入畫」、「書畫同源」，

並把書法和詩文置於繪畫之前。人物畫的發展被文人畫的勃興所抑制，從此趨於

弱勢，其主導地位逐漸被山水、花鳥畫所取代。 

 

人物畫發展到近代，改革思潮愈烈。繪畫中的造形問題是其爭論的核心之一。

清末變法人物康有為在繪畫評論中多次強調作畫要重視造形，反對「逸筆草草」

的文人畫風格。他在《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寫道：「非取神即可棄形,更

非寫意可忘形也。遍覽百國作畫皆同,故今歐美之畫與六朝唐宋之法同」。他提出

中國畫要「以復古為更新」，恢復唐宋重造形、重寫實的人物畫傳統。這與其在

政治上「托古改制」的思想一脈相承。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伴隨著整個民族的救亡運動和西方文化的衝擊，人

物畫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重新走上了復興之路。借鑒外來因素以革新中國畫的藝術

家取得了卓越成績。其中，康有為的中國畫變革思想在他的學生徐悲鴻身上延續

並發揚光大。有著深厚的中國畫傳統功底，曾在歐洲學習過西畫的徐悲鴻，對於

一千多年前的「以形寫神」理論，有著自己在繪畫創作中的現實理解。他提出： 

                                                 
1（唐）張彥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第一卷，「敘畫之源流」篇，（上海，上海人民

美術出版社，1964 年 1 月第 1 版），1 頁。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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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重神韻，西歐藝術重形象，不知形象與神韻均為技法，神者

乃形象之精華，韻者乃形象之變態，能精於形象，自不難求得神韻」。3 

 

徐悲鴻、蔣兆和等幾位畫家選擇西方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並通過自己的實

踐，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融西入中的現代水墨人物畫發展道路，並為水墨畫的持續

發展取得了切合實際的成功經驗。 

 

在技法層面上，現代水墨人物畫受西方繪畫中寫實的造形方法影響，卻並不

捨棄中國傳統繪畫中對筆墨表現力的追求，這也成為了繼唐宋工筆人物畫第一個

歷史高峰之後的人物畫發展新高峰。這類人物畫也被稱作「現代型的水墨人物畫」。

現代水墨人物畫，既不同於過去的工筆人物畫，又不同于宋元以降的籠罩於山水

花鳥以及書法情趣中的文人寫意人物畫，它完全是清末民初在中國畫領域中逐漸

從傳統繪畫中剝離出來並融匯中西的新畫種。 

 

在題材的選擇上，現代水墨人物畫更貼近現實生活。與傳統文人寫意畫相比，

它更注重再現對生活本身的捕捉和把握。這不僅僅是為傳統繪畫樣式在現代世界

之中尋找到了一種新的生存方式，也證明了中國畫同樣能夠負載巨大的社會意義

與精神內含。徐悲鴻、蔣兆和為代表的畫家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創作了許多具有

人民性、現實性、悲劇性的作品。（圖 1、2）這種性質的繪畫創作，在從前的中

國畫中確實是極為罕見的。 

 

徐、蔣的創作實踐還為中國水墨人物畫在後來的持續發展積累了切合實際的

經驗。以他們為代表在教學中探索形成的「徐蔣體系」，啓發和培養出了一大批

後輩畫家，其影響延續直至今日。 

 

                                                 
3 徐悲鴻著，華天雪注析：〈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徐悲鴻文與畫》，（濟南，山東畫報出版

社，2011 年 10 月第 1 版），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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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徐悲鴻，〈愚公移山〉，1940 年，北京徐悲鴻紀念館藏 

 

 

圖 2. 蔣兆和，〈流民圖〉（局部），1943 年，北京中國美術館藏 

 

現代水墨人物畫的勃興不是偶然的，除了歷史發展和技法變革原因之外，也

源自於其自身極大的包容性。除了繼承宋以前「形神兼備」的美學傳統和文人寫

意人物畫的傳統以外，現代水墨人物畫主要是「融西入中」的結合產物，它也是

文人寫意的筆墨語言和西方人物造形方法和部分色彩方法相結合的產物。它既古

老，又年輕，積澱並不是非常深厚，是一個有待成熟、具有發展潛力的畫種。 

 

筆者認為現代水墨人物畫的繼承和發展，有兩大基本問題，其一是造形問題，

其二是筆墨問題。在繪畫實踐上，現代造形觀念已經上升至與傳統筆墨意識同等

重要，或是比傳統筆墨意識更加重要的地位。就目前水墨人物畫的創作現狀來看，

首先要解決造形方法問題。沒有造形作基礎，筆墨問題就會沒有著落，水墨人物

創作也就沒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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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文主要介紹現代水墨人物畫造形的基本概念和基礎訓練的途徑，並

以筆者近年的幾件幅代表作品為主要案例，分析個人在創作理念、情感積累、技

法語言上的探索和思考。 

 

二、水墨人物畫的造形問題 

（一）造形 

現代水墨人物畫演進與發展，從根本上講是得益於造形方法的拓展與造形能

力的提升。東晉顧愷之在其畫論《魏晉勝流畫贊》中提出「以形寫神」。這說明

「形」是被用來寫「神」的。「形」是其根本，「神」是其結果，「以形寫神」是人

物畫創作的終極目的，而「形神兼備」、「傳神」、「通神」則是人物畫的審美最高

準則。 

 

關於人物畫的造形，大家可能有一種約定俗稱的概念，就是把人畫「像」、

畫「好」。其實這僅僅是從具象觀察角度上的一種基本的認識。造形就是製造形

狀，它包含有模仿、再現、複製的因素在內。但更重要的是，造形作為一種空間

藝術形式，是一個非常全面的美學概念。造形一詞，可見於德文的 Gestaltung，

字源的意義是「完形」（完全形態），亦即格式塔心理學上探討的範圍。4我們所觀

看到的物象的造形除了其本體造形外，還包括在視覺、觸覺乃至心理的主觀感受。 

 

在繪畫和攝影藝術中，造形是根據客觀物象的畫面進行的再創造。藝術家用

線條、色彩、色調和構圖在平面空間中創造著平面感或立體感的二維形象。筆者

認為對繪畫中「造形」的釋義，可以分為兩層，一方面是「造」，一方面是「形」。

首先強調「造」，是關注於創作者自身，是創作者心性和審美情感的投入，是屬

於感性的一層。古人講「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意在筆先」、「畫盡意在」，

都是指的創作者主觀的思想。「形」，筆者認為有兩個部分，一個是來自於客觀物

象的「形」，而另一個是回饋在畫面上的「形」。第一個「形」可以指創作者對客

觀物象形體的認知、掌控能力，需要訓練嫺熟的技巧表現出描繪的對象，是屬於

                                                 
4 丘永福：《造形原理》，（臺北，藝風堂出版社，1987 年 6 月），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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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一層。古人講：「應物象形」、「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南朝謝赫在其「六

法論」中，把「象形」的概念擺在第三位，表明古代繪畫對待形似、描繪對象真

實性的重視。第二個「形」是經過「造」而反映出來的「形」，這個「形」同樣也

是客觀存在的，但它是整個創作的結果反映。綜上所述，所謂「造形」，實際上

是「形——造——形」這個藝術創作過程的統稱。 

 

（二）造形的基礎訓練方式 

中國傳統繪畫的造形方法是以「以線造形」、「骨法用筆」、「書法入畫」為核

心的。西方繪畫則強調「光影、塊面、明暗、透視，結構」等。中西方在造形的

基礎訓練方式上存在著差異。所以，在引進西方的造形方法之後，與中國畫所固

有的造形體系必定產生了一些碰撞。這兩種造形體系的矛盾與結合，在美術教學

實踐中，在素描的訓練上面反映非常明顯。 

 

1、素描 

在當今，素描是最簡單、最純粹、最便捷的繪畫方式，無論東西方，都是如

此。在美術教學中，雖然徐悲鴻曾提出「素描是包括中國畫在內的一切造形藝術

的基礎」，5引來不小爭議。 實際上，這一針對時弊的觀點的提出，是鑒於當時中

國畫是以「師古人」的臨摹為主的。徐悲鴻在〈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一文中提

出了「藝術家應與科學家同樣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學，以數學為基礎；研究藝

術，以素描為基礎」6的主張。畫家應該「起而師法造化，尋求真理」，「以寫生為

一切造形藝術之基礎。因藝術家，如不在寫生上立下堅強基礎，必成先天不足現

象，而乞靈抄襲摹仿，乃勢所必然的」。7實際上，徐悲鴻在他的創作中依然重視

中國畫的特點，也沒有使用非常多的的西方素描技法。他采取的是一種「溫和折

中」的方法——是把素描融入筆墨，轉換成自己的繪畫語言。 

 

                                                 
5 華天雪著：《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 1 版），165

頁。 
6 徐悲鴻著，華天雪注析：〈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徐悲鴻文與畫》，（濟南，山東畫報出版

社，2011 年 10 月第 1 版），222 頁。 
7 徐悲鴻著，華天雪注析：〈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徐悲鴻文與畫》，（濟南，山東畫報出版

社，2011 年 10 月第 1 版），2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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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實踐結果證明了，當素描形式移植到中國畫上之後，的確煥發了中國

畫的許多生命力，尤其是對中國人物畫有相當的啟動作用（同時也有一些排斥反

應）。筆者認為，素描是一種訓練造形能力的手段，但也絕對不是唯一的手段。

不過，就人物畫所具有的固有特性來講，素描訓練又有著必然性。就像中央美術

學院教授唐勇力所認為「現代人物畫家是靠素描造就的」，8就代表了這一觀點。 

 

那麼如何把握在水墨人物畫造形訓練過程中的素描？就這一領域來講，要認

真梳理中國古代傳統造形方法的經驗。同時，認真吸收西畫造形中的可以為中國

畫形態所能吸收的精華部分。在這二者的基礎上，努力建立中國畫尤其是人物畫

自身的造形方法和造形體系。所以，我們在學習水墨人物畫和進入創作之前所強

調的造形能力訓練，絕對不僅僅是畫好一張素描那麼簡單。 

 

在學習水墨人物畫的初始，由於造形能力和對水墨、宣紙這類傳統工具材料

的駕馭能力的限制，學生不便一開始就使用軟性的毛筆和宣紙來表現人物形象、

研究其造形規律。所以，使用硬性的工具，如鉛筆（或炭筆）、素描紙（或其他

非滲水性紙張）當然是首選。這些與西洋素描的工具材料沒有差別。在素描寫生

中，既要尊重客觀對象，強調寫生的原則，又要發揮主觀創造性，同時還要研究

中國畫乃至西方繪畫歷史上的造形樣式的演變及其造形規律，以這種借鑒來提高

素描寫生的藝術品位，並且由此獲得造形基本經驗。 

 

中國畫人物畫的造形在歷史上形成了比較獨特的風貌與品味，這是由於「線」

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所致。中國傳統繪畫注重線條的表現，強調「以線造形」，即

用線來塑造形體。在對物象輪廓界定的同時，以線條的變化來表現其自身具有的

質感、動感和量感。所以線是中國畫基本的造形手段以及審美特徵。（圖 3）它的

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8 唐勇力著：〈講線性素描〉，《為中國畫增高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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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傳）唐 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第一，線是繪畫的一種最基本的形態。點、線、面是幾何學裡平面空間的三

大基本元素。線是點運動的軌跡，有位置和長度，是具有動態特徵的。所以人類

進行繪畫，都是從描繪一根線條開始的。 

 

第二，線條自身所具有的美感以及抽象性。線條自身的長短、粗細、疏密等

變化，可以引起人們視覺感受上的變化，喚起欣賞者對現實生活中各種物象形態

美的聯想。 

 

第三，線條的書寫性。線條在書寫的過程中，人們可以通過線條的輕重緩急、

抑揚頓挫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抒發個人意趣。特別是在中國古代，講求「以書入

畫」、「書畫同源」，線條的表現往往和書法聯繫在一起。 

 

古人在以線造形的過程中，突出了「骨法用筆」的關鍵性。無論是用線還是

線上反復積線的深入，或是通過皴擦出來的虛線，都能體現其「骨」的本質。「骨

法用筆」的深入，增加了造形的密度與品質。可以說是「骨法用筆」的概念導致

形成了中國畫的線造形意識。中國畫強調用線，從形象結構出發，而不是從明暗

關係和體積出發，這和西方繪畫主要通過光和面來表現物象的形體有著根本的差

異。通過用線的勾、點、皴、擦，粗細、剛柔、虛實、濃淡等變化，完全可以刻

劃出形象質感和動態，從而描寫出物象的精神本質。另外，以線造形是用創作者

的自覺意識去感受物象，並敏銳的觀察形體邊線與形體本身之間的關係，在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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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成一種圖影，建立「形」的意識，那麼造出的「形」是一種脫胎換骨後

的新「形」。 

 

筆者認為，有了這些實踐經驗後，西方素描可以經過改造形成「本土化」的

造形訓練方式和表現方式。「線性素描」概念的提出就是其中的代表。「線性素描」

的基本內涵就是中國畫的線與西方素描的體面相結合，以「線感性」的浮雕式造

形形式表現物象。9（圖 4） 

 

圖 4. 唐勇力，〈人物素描〉，2005 年 

 

「線性素描」的思想內核與六法論中的「骨法用筆」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線

性素描」是以線面結合的方法去深入地觀察，研究物象。它削弱了光影、明暗、

體塊等因素的刻畫，提煉出了線條，也更注重對結構的刻畫。這其實是結合了中

國傳統線描（或白描）的一些特質，但又與古代「程式化」人物線描造形風格不

                                                 
9 唐勇力著：〈線性素描與線描〉，《為中國畫増高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第 1 版），5 頁。 



2018 造形藝術學刊                                                                    

 

 38 

同，其方法更為自由、靈活、且包容性強，更有益於表現現實中的人與物。 

 

筆者經歷了從西方素描、色彩，到中國傳統繪畫、書法，再到目前專攻水墨

人物畫的整個學習過程，造形能力的訓練貫穿始終。筆者認為，線性素描不僅可

以是作為中國畫人物畫造形基礎訓練手段，同樣也非常適合繪畫初學者作為入門

途徑來學習。我們在繪畫基礎教學與研習中，一方面要強調素描能力訓練的重要

性，注重客觀規律及表現法則，另一方面也要培養造形的個性化特徵和繪畫多樣

性表達能力。採用「線性素描」寫生與臨摹相結合的學習方式，既訓練了扎實的

造形能力，又培養了中國畫「骨法用筆」與「線造形」豐富的表現意識，為進而

從事人物畫創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圖為筆者所繪線性素描課堂寫生。（圖5、6） 

 

  

圖 5. 范墨，〈人物素描〉，2015 年 圖 6. 范墨，〈人物素描〉，2016 年 

 

2、速寫 

水墨人物畫的造形能力的訓練還可以通過畫些素描中用線比較多，而用明暗

比較少的速寫來進行。速寫既是素描的濃縮，同時又是向水墨人物畫寫生創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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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的良好途徑。其優點有三，一是取其可以直接面對物象進行寫生訓練，通過寫

生加強對於人物特徵、整體形態、人物動態與人體結構的了解。二是取其方便快

捷，隨時隨地可拿筆勾勒，不必浪費塗光影明暗調子的時間；三是取其主要以用

線為主，這與中國畫創作中的筆墨用線相關聯。這是用西方素描中速寫的長處，

來彌補傳統中國畫寫生時抓形不夠準確和與對象缺少關聯的缺點。 

 

速寫也是最能鍛煉創作者眼、腦、手相互協調配合能力的。生活中的任何景

物都可以是成為速寫的對象。速寫的畫面可以不同於課堂長期素描，當面對物象

不知所措、無從下手時，那麼不妨可以拋棄在課堂上學習的素描技巧，用「簡單，

直接，且適合自己的方法」，自由、生動、活潑的表達，在生活中發現形體之美

與繪畫的樂趣。 

 

速寫並不單純地意味著「快畫」，往往畫得快，不能夠準確地反映一個事物。

畫面潦草，粗枝大葉，似是而非是應該警惕的。在技術還不夠熟練、認識客觀事

物還不夠深人全面之時，最好還是踏踏實實地細心觀察，心中有數再落筆。10 

 

任何技能都是由生到熟、從量到質的轉變過程，速寫也是這樣。作為人物畫

的創作者，素描、速寫的訓練，是一個持續不斷、堅持一生的工作。只有長期堅

持動筆，才能培養良好的手感；只有堅持對形象的觀察，才能保持並提高眼睛捕

捉形象特質的敏銳程度。 

 

另外，筆者認為速寫作為訓練一般的造形能力與快速搜集畫材的手段是極佳

的，但是不能僅僅限制於此。因為這與上升到中國畫造形高度還有一定距離。古

人講：「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所以畫速寫時也不能光畫不想，要從中不斷體會感

悟，如果可以經心中過濾，有主觀感覺的，經過形式處理的和帶有創造性的速寫

則更值得提倡，這更接近於中國畫的繪畫造形，做到「以形寫神」、「立象以盡意」，

也更有利於創作的積累。並且，當有感而發時，表現對象才會畫的越來越順手，

畫面的表現力才會增強，速寫興趣和繪畫信心也會越來越高漲。 

                                                 
10 郝之輝，孫筠編：《葉淺予人物畫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 1 版），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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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筆者畫了一些帶有記錄和創作性質的速寫。不僅鍛煉了造形能

力，還對於人物形象特徵的捕捉，體會線條的使用，感悟生活中的趣味性，培養

良好的繪畫手感都有很大益處。不同于普通速寫的地方在於：筆者採用的是同一

種箋紙，尺寸為 19cm×13cm；通過鉛筆勾勒，記錄筆者在生活中見到的人或事；

從北京到臺北的一年多時間裡，已畫了 500 多張，並按照時間順序留存下來。筆

者將它取名為「Draw Note」，意為「繪畫筆記」。筆者認為，這種形式也不同於正

式的創作，可以更加自由的表達生活樂趣，體驗畫意。將它積累到更大數量之後，

或許可用來做集中展示。（圖 7、8、9、10、11、12） 

 

  

圖 7. 范墨，〈速寫人物〉，2018 年 圖 8. 范墨，〈速寫人物〉，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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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范墨，〈速寫人物〉，2018 年 圖 10. 范墨，〈靜物速寫〉，2018 年 

  

  

圖 11. 范墨，〈速寫人物〉，2018 年 圖 12. 范墨，〈速寫人物〉，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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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墨人物畫的創作思考 

本章節主要從筆者的個人經驗角度來介紹水墨人物創作的方法。 

 

（一）創作方法 

水墨人物畫創作是一個很長的的經營和塑造的過程，是彰顯作者個人繪畫能

力和技巧的綜合過程。在具備一定的造形能力的基礎上，還需要經過長期的筆墨

訓練，通過水墨人物臨摹、寫生的反復練習才能達到的。一個優秀的人物畫家還

需要有獨特的創作風格以及文化內涵，同時是個人獨立思考過程的經驗體現。本

章重點介紹水墨人物畫創作過程，筆者認為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主題選擇 

素材的收集是進行人物畫創作的重要前提。畫者在進行創作之前，需要把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素材的收集和分析上。創作素材來源於生活，離開了生活，

藝術就是無源之水，只有在真實的生活中才能找到打動人心的主題與形象，從中

能獲得每個人想要的創作靈感。 

 

2、立意 

立意是一幅繪畫作品的根本，尤其重要。現實生活中的人或者物在被創作成

藝術作品之前，必定要經過畫家個人情感的理解概括和形象再造，將客觀現實中

物象的形態神韻與畫家的情感經歷相結合。畫中的「意」寄予著畫家的情思，所

以，也有人說：「千古文章意為高」。足見一篇好的作品有了好的立意，才能考慮

構圖、技法、材料、筆墨乃至呈現的整體格調等其他的因素，賦予作者的想像力

與創造力。 

 

3、構圖 

構圖是進入到繪畫創作重要的過程。創作者為了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和美感

效果，在一定的畫面內安排和處理人、物的關係和位置，把個別或局部的形象組

成藝術的整體，就是構圖。無論是中國繪畫還是西方繪畫，無論是肖像畫、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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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還是山水畫、風俗畫，都存在著構圖問題，構圖的成功與否往往會直接影響到

整個作品的成敗。 

 

4、選取繪畫形式與媒材 

繪畫是以表現直觀形象和作者的直覺感受為其特點的視覺藝術，所以繪畫的

形式媒材是產生視覺藝術的基礎。無論是具象、意象、抽象的表現方式，還是使

用的材質肌理、黑白灰層次及色彩關係，這些形式語言是顯現畫家藝術智慧和藝

術才華的火花，是畫家思想情感轉化為具體畫面的最終視覺效果。現代中國畫創

作的形式媒材多種多樣，可以根據個人繪畫主題以及實際情況選取適合的方式。 

 

5、創作草圖與小稿 

以上四點講的是創作思路的演進以及前期準備過程，伴隨這個過程必不可少

的就是一遍遍創作草圖的勾勒繪製。配合速寫、素描等習作，把構思畫出草稿。

習作不用很完整，但需要反復推敲構圖和人物形象，最終形成較為深入的草圖。

在繪製草圖的同時，也要考慮「成品」的畫法與形式語言，甚至還包括繪畫習慣

和落筆輕重之類的細節。所以，人物畫創作大體要經歷「深入生活—確立主題—

素材寫生—草圖研究—正稿繪製」這樣一個過程。 

 

（二）創作實踐分析 

近些年，筆者較為關注「歷史」與「記憶」這一系列主題，關注那些逝去時

光中被遺忘的人與物。特別是對「人」本質的觸及，以及對人與人關係的思考，

是推動筆者創作的深層動力。 

 

本章節著重介紹筆者在創作這系列作品時的情感抒發和意境表達。以筆者的

幾幅代表作品為案例，來介紹分析創作理念與實踐過程。 

 

1、作品一 

作品名稱：〈記憶中的那些花兒〉     作品尺寸：180cm×291cm 

作品材料：紙本水墨                創作年代：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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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作動機 

筆者曾於此作品完成後寫下這段話： 

 

那些年，夾在書裡傳遞的小紙條，見證了我們的小秘密；那些年，刷了又

刷的小白鞋，陪伴了我們打彈珠、跳皮筋兒的日子；那些年，畫在手腕上

的手錶不會動，卻帶走了我們最美好的時光…… 

 

筆者認為，創作應該選取自身有所體悟的題材，首先要能讓自己感動，才有

可能打動觀眾。每個人都有對於舊時記憶、童年時光的懷戀之情。 80 後 出生

的這一代人，經歷了從幼年開始漫長的學生生涯，一級級地升學、跳躍，成長的

腳步從未停歇。當進入成年人的行列後，生活趨於平穩，於是屬於這一代人的懷

舊情緒就蔓延開來，雖然這種懷舊的記憶並不遙遠。 

 

2013 年的夏天，筆者到美國紐約藝術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Art）訪問

學習。在課程中，筆者畫了一幅以兒童時期班級大合影為主題的水彩小稿，採用

是三聯幅不同色調的形式一字排開。（圖 13） 

 

 

圖 13. 范墨，〈馬老師和她的孩子們〉，紙本水彩，35.5cm×84cm，2013 年 

 

（2）創作的前期準備 

在水彩小稿的基礎上，筆者著力深挖內容，做了具體調查研究。在這幅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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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上，筆者首先考慮到了「記憶」這個概念，試圖想通過繪畫來表現「80 後」

這一代人童年的共同記憶。筆者認為需要一張大尺幅的水墨作品才能呈現出來。 

 

筆者力求全身心投入到這幅作品的創作中去，不僅是從技法繪畫上，而且從

心底裡，深埋在那屬於 90 年代的回憶中去。所以，筆者趁假期時間回老家探訪

童年時的老師、朋友，在童年生活過的街道、學校、居民區大院徘徊反側，尋找

回歸舊時歲月的體驗；到曾就讀的小學原址，在一片瓦礫堆中追憶，在還未拆除

的操場圍牆上看到那依然保留的運動浮雕圖案；還到一所小學裡探訪現在的孩子

們，與老師們交流，觀察他們的動作、神態，體驗 20 年前後的同年齡段孩子的

不同。 

 

光有表達「回憶」的情感積累還是不夠的，畫面必須要有立意。筆者思考許

久，最終選擇了「花」，是用春天盛開的花朵來象徵處於美好童年時光的孩子們。 

 

有了立意之後，就要考慮尋找合適的人物形象。筆者力求讓畫中的人物無論

從整體造形，還是從面孔、表情、衣著、動作都具那個時代的「典型性」。比如

畫中出現的戴大框眼鏡的班主任、一身正氣的班幹部「二道杠」、戴髮卡的「班

花」、皮膚雪白的「小帥哥」、做鬼臉的「搗蛋鬼」、撅嘴的「受氣包」、一臉不高

興的「馬尾辮」等。 

 

（3）繪畫過程的體會 

在草稿的繪製過程中（圖 14），筆者選擇了很多陌生的人物形象，儘量避免

依賴照片，避免沉浸在把人物本人畫「像」，而不是把他（她）畫出「典型性」的

「像」。在具體刻畫的時候，力求通過自己的想像，將每個人畫的生動、鮮活。

以筆者描繪的「形」寫出所需要的「神」，使得每個人的精神、性格特點都是創

作者所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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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范墨，〈記憶中的那些花兒〉創作草圖，32cm×51cm，2014 年 

 

進入到繪畫過程中，在堅守紮實的造形繪畫語言的基礎上，筆者做出了很大

的改變，呈現出了不同與以往的繪畫風格。首先是筆墨方式的改變。因為要表現

一個「回憶」的主題，所以筆者以「褪色老照片」的畫面效果作為參考。在經歷

過前兩稿的實驗失敗後，基本拋開了濃重、乾澀的墨線，改用淡墨的濕畫法，降

低了畫面的對比度，讓它從遠處呈現一個朦朧的整體畫面效果。還借助淡墨、淡

顏色反復堆積渲染，以造成淡雅又不失厚重的感覺。 

 

其次是主觀地處理畫面色彩。與淡墨的畫法相適應，筆者主動降低顏色的飽

和度，這樣使得整張畫面都沒有濃重的墨和鮮豔的顏色。在這樣一個很小的色彩、

明暗區間內尋找「微差」來表現局部的筆墨細節。比如說，每個人的頭髮、臉、

衣服的顏色都是依照畫面的需要分為幾個明暗、色彩層次來畫的；在「紅領巾」

的處理上，則是主動降低了它們的純度和明度，與真實拉開距離。 

 

最後是細節表現的改變。這樣一張近 2 米高、3 米寬的畫面，筆者在素描稿

中，遵循嚴謹的人物造形表現。而在落墨之後，在細節刻畫上由以前的「寫實」

變為「寫虛」，以此方式做到「實」中有「虛」、「虛」中也有「實」。（圖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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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范墨，〈記憶中的那些花兒〉，紙本水墨，180cm×291cm，2014 年 

 

圖 16. 范墨，〈記憶中的那些花兒〉（局部），紙本水墨，2014 年 

 

2、作品二 

作品名稱：〈衛國者榮〉             作品尺寸：177cm×70cm×4 幅 

作品材料：紙本水墨                創作年代：2015 年 

 

（1）創作動機 

歷史題材繪畫和主題性繪畫是嚴肅的課題，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追求

崇高感及深刻的精神內涵。在當代藝術多元發展的今天，人們的藝術價值取向亦

呈現多維發展的態勢，以往時代要求藝術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則漸漸被弱化。觀眾

往往對新奇、嘗試多重媒介的當代藝術更感興趣，而創作者也更願意追求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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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與閒情野趣。然而筆者卻認為，作為年輕一代的 學院派 青年畫者，我們

在追求藝術的當代性探索和表達自我情感的同時，也應當敢於去思考一些深刻歷

史、社會問題，用自己的繪畫語言表現出來。 

 

筆者雖然長期研習主題性水墨人物畫，具備了一定的創作經驗，但面對這樣

極具歷史感且深重的題材也是第一次。選擇「抗日老兵」這個題材，是對筆者一

段時間以來創作理念的延續。筆者試圖表現生活中的普通人，追求以平凡的訴說，

在觀眾心中掀起不平凡的波瀾，以期達到共鳴感。然而戰爭距離我們已經十分遙

遠，在這種直觀體驗極度缺失的情況下，必須沉下心來做調查研究。但從另一方

面講，這種距離感也有好處，一是青年藝術者可以用一種相對比較客觀、不帶有

政治傾向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二是能夠較為自主地選擇題材，獲得創作動力，抒

發情感，表達人文關懷。 

 

（2）創作的前期準備 

在創作前期準備的過程中，筆者到河北太行山區農村進行實地探訪，拍攝了

許多影像資料，並與相關人物進行交談。這些收集的資料和實地的探訪經驗，為

創作積累了情感動力。（圖 17） 

 

 

圖 17. 范墨，〈衛國者榮〉創作草圖，2015 年 

 

這些退伍的老兵，已經年逾古稀。他們當年參軍抗日的目的是保家衛國，在

戰後選擇退伍返鄉，在家鄉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如今，他們是太行山區普通的農

民，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平凡一員，但他們的眉宇間依然隱藏著只屬於革命軍

人的英氣與堅韌。時光倒退七十年，正值壯年的他們，是反法西斯戰爭的親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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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千千萬萬「衛國者」中的一員。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數以萬計的這樣的「衛

國者」以鮮血，甚至生命為代價換取的。這段不可磨滅的民族解放戰爭歷史，也

應由一個個微小但具體、生動的人名連綴而成。  

 

（3）繪畫過程的體會 

 

璀璨的繁星，血染的晨曦，暮年的老者。  ——范墨語 

 

在畫面具體的構思上，筆者選取了四名在動作、神態、衣著、精神面貌上有

所區別的老兵組成群像，以他們的形象作為千萬老兵的代表。 

 

筆者將每一位老兵完整、正面的形象分別呈現在四張紙上。然而這種「群像」

的構思仍顯單薄，是否能有更為巧妙的立意，將背景和主體人物協調好，並將每

張畫面串聯起來，這是筆者面臨的最大難題。筆者在某一天工作到深夜，偶然間

抬起頭透過窗戶看到臨近拂曉的天空，想到一部電影的橋段：「天上那些閃耀的

星星，是逝去的先人們在望著我們……」。為了民族獨立、為了世界和平奉獻出

青春乃至生命的那些「衛國者」們，也像那天上的繁星一般難以計數。每一個逝

去的英魂都如星星一般，散發著不滅的光芒，在夜空中守望著我們。 

 

抗戰烽火，巍巍太行，鋼鐵長城，屹立不倒！  ——范墨語 

 

由此立意為導引，筆者在老兵身後描繪了他們的故鄉——巍峨聳立的太行山。

太行山那刀劈斧削般的懸崖峭壁，也仿佛是千千萬萬的「衛國者」們共同鑄造的

「鋼鐵長城」。當漫長的黑夜即將過去，天空拂曉，從東方而來的晨曦照耀在山

脊上，泛出紅暈……祖國新的一天雖已經到來，而他們——這些「衛國者」們，

已步入暮年，垂垂老矣。 

 

每一位「衛國者」都是部活著的歷史，時光流轉，他們終究會帶著那些記憶、

那些故事，悄無聲息地轉身離去。（圖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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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范墨，〈衛國者榮〉，紙本水墨，177cm×70cm×4 幅，2015 年 

 

 

圖 19. 范墨，〈衛國者榮〉（局部），紙本水墨，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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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三 

作品名稱：〈大先生〉系列           作品尺寸：69cm×47cm×4 幅 

作品材料：紙本水墨                創作年代：2016 年 

 

（1）創作動機 

「回望歷史，追憶往昔，表現那些逝去時光裡的人與物，在現實與過往之間

尋求一種新的自我表達……」這是筆者近些年來的創作思路。「大先生」這個題

材也是延續這一思路。筆者力圖通過對民國先賢們的描繪，表達對他們的崇敬，

以及對民國自由開放之文化學風的嚮往之情。 

 

（2）創作思路 

古者稱師曰「先生」。晚清至民國初年，文化界大師雲集，王國維、蔡元培、

梁啟超、胡適、魯迅、梁漱溟、陳寅恪、馮友蘭等民國知識份子，學貫中西，開

風氣之先，不墜青雲之志。他們是民族的「脊樑」，時代的「燈塔」，他們的人格

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學問自由，莫不是學人的榜樣，因而稱他們為「大

先生」。作品採用較為寫實的水墨形式表現人物形象，並將每一幅畫的主人公與

太湖石相配，以物喻人。太湖石的造形獨立高標，孤迥特立，有野鶴閑雲之情，

恰如一清臒老者，拈須而立，超然物表，不落凡塵，是文人智者的象徵。另外，

筆者用純粹的水墨形式來表現整幅畫面，並借助淡墨的反覆堆積渲染，讓作品呈

現出厚重、古樸的效果。（圖 20、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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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范墨，〈大先生之胡適〉，2016 年 

 

圖 23. 范墨，〈大先生之魯迅〉，2016 年 

 

 

 

 

 

 

 

 

圖 20. 范墨，〈大先生之蔡元培〉，2016 年 

 

圖 22. 范墨，〈大先生之梁啟超〉，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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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品四 

作品名稱：〈同人誌動漫展會的午後〉 作品尺寸：182cm×125cm 

作品材料：紙本水墨                創作年代：2018 年 

 

（1） 創作動機 

與上面幾件不同，這幅〈同人誌動漫展會的午後〉是筆者來臺灣就學之後創

作的作品，表現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場景。 

 

「同人誌」一詞來自日語的「どうじん」，原指有著相同志向的人們、同好。

後來演變為「二次元」文化的用詞。一般常聽到此名詞的用途，是意指漫畫或與

漫畫相關的周邊創作方面，指「自創、不受商業影響的自我創作」，或「自主」

的創作。 

 

在臺灣，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展覽中心或者大學的體育館舉辦大型的「同人

誌」動漫展會。 所謂的「同人誌漫展」是指的是在特定場域裡舉辦的 COSER11

（動漫角色扮演者）的集會、作品販售活動。在同人展中，除了湧入展場大批的

愛好者們以外，許多精心打扮成動漫人物的 COSER 也會駐足、巡迴于展場內外，

供觀者攝影、採訪。除此之外，主辦單位往往也會邀請漫畫家、配音員等動漫業

界的知名人士親臨現場，藉此吸引著大批粉絲進場支持。隨著娛樂產業的多元化

發展，漫畫同人誌亦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次文化現象。 

 

筆者在臺灣近一年的生活中，關注到這種新型態的娛樂文化現象在臺灣有著

廣泛的受眾和巨大影響力。所以在這幅作品中，筆者選取了在「同人誌」動漫展

會上的一個片段——大批攝影者爭先恐後的聚集拍攝動漫 COSER 的有趣場面。 

 

（2） 創作思路 

雖說是表現同人誌漫展題材，但筆者並非直接表現那些衣著光鮮、造形奇特

的動漫 COSER，而是從鏡頭的相反方向，關注那些扛著攝影設備來拍攝 COSER

                                                 
11 COS 是英文 Costume（意為戲裝，服裝，演出服）的簡略寫法，而從事動漫角色扮演的的人

則一般被稱為 COSER（有時也稱為 cos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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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宅男」粉絲們。 

 

筆者在「同人誌」動漫展會上拍攝了許多人物形象資料，並將一些典型的形

象截取下來。筆者發現，這些參觀人群涉及男女老幼，其中不乏一些設備非常專

業的攝影愛好者。每當遇到打扮亮眼的 COSER，往往就會聚集一群攝影者拍攝。

在這幅畫中，筆者描繪了十幾位男性攝影者，營造出爭先恐後的人群密集之感。

而僅僅表現一群攝影者是不夠的，無法體現同人誌展會這一主題。所以，筆者參

考展會上的實際景象，將兩個正在用手機合影自拍的動漫 COSER 置於攝影人群

包圍中，以為點題。（圖 26）在色彩的處理上，用色相與純度的差異將她們與四

周攝影者劃分出來，營造出「萬綠叢中一點紅」的視覺感受。（圖 27） 

 

 

圖 26. 范墨，〈同人志動漫展會的午後〉創作草圖，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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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范墨，〈同人志動漫展會的午後〉，182cm×125cm，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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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現代水墨人物畫作為融匯中西的代表性畫種，發展百餘年形成了現在多元繁

榮的局面，是由其「成教化、助人倫」特殊的文化精神內涵以及社會性需求所決

定的。並且因其具有融合性、包容性特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未來潛力。水墨

人物畫發展的重要議題要是從技術上解決表現人的「中國式」的方法。只有解決

一般技術性問題，才能談創作的情感積累等。人物畫創作首先要直面造形問題，

「以形寫神」的美學觀點也應在當代有全新的解讀——創作者如能「精于形象」，

自不難「求得神韵」。這就是說，造形能力是人物畫創作的根基，直接關乎到創

作的成功與否。如何訓練提高造形能力，不僅只是借鑒西方素描，而是利用西方

素描的一些造形觀念與中國傳統繪畫造形語言相結合，建立我們水墨人物畫獨有

的造形訓練體系。 

 

筆者的多年繪畫實踐經驗正式得力於造形能力的訓練。筆者堅信，唯有表達

語言的合稱，藝術家方能以最好的途徑傳達他的所思所想。在筆者自身的繪畫實

踐上，一方面扎根於兼工帶寫的傳統中國畫造形，另一方面融入了西方繪畫中的

寫實性因素；力求尊重傳統，又不拘泥於傳統；在具象人物形象中蘊含抽象的造

形因素，於寫實中包含寫意。筆者認為，水墨人物畫創作還要發展筆墨的表現能

力，以「筆墨當隨時代」為宗旨，賦予筆墨以個性化品質與獨特的審美風格。現

代水墨人物創作還需要吸收當代藝術的有益經驗，探索出技法上更多的可能性。

雖然筆者對於畫面中寫實與抽象、筆墨與色彩等幾者關係的處理問題上還存在諸

多問題，這也恐怕是所有水墨畫家必經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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