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ui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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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舒建華（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

書畫不分男女，為何書畫家要分男女？

紹給台灣和大陸的一些朋友，他們也大為吃驚，沒想到在董陽孜、陳佩秋、周慧珺、宋慧瑩等之
外，又添一健將，為女性爭光、為書壇爭輝。其實早在1970年代末，張大千先生移居台灣，從好

於是就有女中英豪在書畫開幕式上當眾不服，朗聲抗議，上海有陳佩秋，台北有羅芳。羅
教授的不假辭色，而且是對尊長，還是我親見，印象殊深。可見，「作品在女書畫家中是很優秀

友沈葦窗處得知呂媞書藝，大為賞嘆，盛情按排她去台北歷史博物館展覽，并願意題名。可惜因
故未成。我想隨着大中華文化區藝術交流更加緊密，呂媞的成就會加速廣為所知。

的」一語也是傷人不淺的。
今年硅谷亞洲藝術中心又有機會做呂媞書法大展，并出版新的圖錄。蒙呂老的大力支持和慶
呂媞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從香港開始，揚名於海外書界，四十多年來也一定遇過上述的評
語。她很秀雅溫和，也許不會當眾表示不滿，我想她內心應該是有定見的。

群女士的精心整理，近百幅作品都是首次與大家見面，精彩可期。圖錄中又收錄了呂老的長篇自
述，以及古龍、陳蝶衣、小思等前輩好友精妙的評述。我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藝術之可愛和可貴，不僅在抒發情志，而且是有高難度的技巧。藝之有成，主要不在順巧，

去年重陽節，我們舉辦了舊金山灣區華人耆宿書畫展，名「千壽」，呂老以九二高齡殿後。

而在艱難；不是揚長避短，恰恰是避長揚短。蘇東坡說：「凡事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

在開幕式上，她說有一言相送大家：「萬般皆下品，唯有健康高」，贏得滿堂喝采。此一「健」

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女性為書，天性所在，秀雅

字，也是呂老書法藝術的精髓。再祝呂老健康長壽。

不難，剛健實難，真可謂大不易，故在此有突破，就是大成就。世人多贊許張充和的真書小楷之
秀潤，我卻有機會見過她中年的行草，而且是大字，氣勢雄健。可見圓覽之難，也可窺藝道之

2018年4月於見山樓

中，陰陽燮和、剛柔並濟是規律性的。

十年前，承韓瑞華的介紹，我有機會認識呂媞，五年前，又得曾慶群的精心整理，有機會見
到大量墨跡，並在2014年舉辦了大展。書界朋友來參觀，也非常感佩，體會亦深。我展覽圖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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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are not divided into male or female. Why do that with artists?
Courageous female artists have expressed outrage at this notion during exhibition openings. In
Shanghai there is Chen Peiqiu, in Taipei there is Luo Fang. Professor Luo was especially severe in speech
and countenance, even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of widely-respected elders. I was present at that event, and
i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Thus we can see that a phrase such as “these works are outstanding
among female artists” could actually be construed as a disparaging remark.
Since the 1970s, Lui Tai has become well-known in the field of calligraphy in Hong Kong and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she must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situations. Her public
demeanor is often graceful and gentle, and perhaps she would not express her resentment openly, but deep
down inside I believe her view is firm.
Art is to be loved and treasured, not only for the sentiments it expresses, but because it often involves
a high level of technical skills that are hard to attain. Success in art is often due not to spontaneity, but to
hardship; instead of showing strengths (or the obvious) and avoiding vulnerabilities (or the unexpected), it
is prized for avoiding strengths (the obvious) and showing vulnerabilities (the unexpected). As Su Dongpo
said, “All things that are treasured, are treasured for the aspec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standard
script’s difficulty is in calligraphing it blithely, the cursive script’s difficulty is in calligraphing it seriously,
the large-character’s difficulty is in its tight composition, and the small-character’s difficulty is in its loose
and relaxed composition.”
Many female calligraphers, due to their innate abilities, often have an elegant and graceful hand, but
have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a robust and forceful bearing. Those who can achieve this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attained great success. The calligrapher Zhang Chonghe is praised for her elegant small-character
standard script, but I had the chance to see large-character running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she wrote
during middle age, and they are brisk and powerful. A careful survey could tell us that harmonizing Yin
and Yang, coupling strength and gentleness, is an enduring principle in the arts.
10 years ago, I got to know Lui Tai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River Han. 5 years ago, through
Karen Tseng’s meticulous coordination, I got the chance to view a large quantity of her works, and we
6

sponsored her first solo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in 2014. Many in the calligraphy field who came to see
the exhibition expressed profound admiration, and came away with a deep personal experience. When I
showed the exhibition catalog to friends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y were equally astonished.
They did not realize that besides Dong Yangshuo, Chen Peiqiu, Zhou Huijun, and Song Huiying, there is
another top-notch calligrapher, winning honor for women in the field of calligraphy.
Actually, as early as the late 1970s, Zhang Daqian became aware of Lui Tai’s calligraphy through
his good friend Shen Weichuang. Zhang Daqian, living in Taiwan at the time, not only expressed his
admiration for Lui Tai’s calligraphy, he also earnestly invited her to exhibit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Taipei, and he offered to autograph the title for her exhibition. Unfortunately, circumstances at
the time did not allow that to happen. I believe however, with the current momentum 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gions of Greater China, Lui Tai’s achievements will be soon be known far and wide.
This year, the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will be organizing a second retrospective of Lui Tai’s
works, and will also be publishing another catalogue to go with it.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Lui Tai and
Karen Tseng, nearly 100 works will be on view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catalog will also include a detailed
oral history by Lui Tai, and fascinating introductions by the wuxia novelist Gu Long, lyricist Chen Dieyi,
essayist and educator Xiao Si, and others. I'm sure I need say no more.
Last year during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he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hosted a group
exhibition of seven Bay Area centenarian artists, titled Longevity in Art Creation. Lui Tai, at the age of
92, was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er words of wisdom, “All things are inferior
except for health,” won cheers from all. The word “health” in Chinese is also synonymous with “vigorous
strength,” and this “health” is also the essence of Lui Tai’s calligraphy. I would like to again wish Lui Tai
good health and longevity.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Curator, Shu Jianhua
April 2018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aren Tseng)

7

《墨趣：呂媞書畫集》小序
小

思

翻開曾慶群送給我的《呂媞書法選輯》，最先入目的是六十、七十年代作品，掀動了我沉澱
已久的許多記憶。

十多年前聽人說起書法界中人事，才知道呂媞移居美國。曾托人打探她的消息，沒有回音。
可是，緣，結上了，就訂實了。兩年前，在三藩市她的學生曾楊淑貞和姪女曾慶群，幾經輾轉找
到我，我們見面後，詳細告訴我呂媞老師移民後生活情況，又給我硅谷亞洲藝術中心出版的《墨

六十年代初，曾克耑老師對我說：「懂寫詩的人，書法也應好，妳的字寫得劣，應該去從師
學字。」就命令我拜入林千石老師之門。我真不成器，學了一年，功課沒交得準，不好意思去上

趣：呂媞書法選輯》一書，我才重獲呂媞訊息。從這兩位學生談及老師時的眼神及語氣中，我深
深體會呂媞的師道感染力如何強厚。

課。林老師卻不但容忍我這懶學生，還叫我不學字也可依時去聽他授課、看他示範。就這樣，我
認識了大師姐呂媞。

睽違三十多年，透過學生為她輯錄的資料，知道她仍以書畫為生命養份。看到她書法，還
是當年的淋漓澎湃氣勢，卻又多了歲月磨出來的沉鬱。讀到她的詩文，如她寫道：「無論寫字作

由於老師常拿呂媞交的書法給我們看，逐字分析，怎叫蒼勁、怎叫雄健。還說「不像閨秀

畫，只要集中精神，心無旁貸，下筆時自有更多的天趣，填補了歲月悠悠的寂寞與空虛，忘記貧

字，似大丈夫字」。我不懂書法理論，但這講法很形像具體，我就記住了。同門弟子眾多，上課

窮與艱苦。……沒有名利物質的慾念；只感到胸無渣滓，快意無限而已。」就深信呂媞沒有改變

又認真聽講，我沒時間交上其他同學，獨認識了呂媞。怎樣開始交往，忘記了。大概她住灣仔，

初衷，卻也增添了一身在異國對故國之思。讀2008年她寫七絕四首，其中一首：「世態炎涼哭當

同路機會多。交談中，她給我的印象是寡言，可是，她對許多人與事，特別看不過眼的，總會一

歌，家山路遠隔天河，小樓展卷燈相伴，歲月書中自琢磨。」又從她2001年水墨紙本橫幅的款識

出話就很鋒利中的。偶然，也會訴說自己生活的困厄，但一說到書法，無論技法、理論或作品，

題上的「去國情懐悲歡難己書之以遣寒夜」三句，隱隱盡見游子心存家國悲涼之情。

總面泛喜色，細細道來。那種忘憂境界，完全洗盡窮活時艱對她折磨之苦。
得悉呂媞快要舉辦書畫展了，還會出版《墨趣：呂媞書畫集》，在此借她2009年所填《浪淘
在交談中，知道她的丈夫是著名政論家李燄生（筆名馬兒），由於左舜生老師曾提過馬兒與
曹聚仁的激烈筆戰，介紹我讀馬兒《與曹聚仁論戰》一書，他的筆鋒尖銳給我印象深刻。我竟冒

沙·祝願友好安康》半闋：「珍惜苦中閒，路遠山灣。花光莫笑老痴頑。燈下臨池虔寄意，健體
加餐。」以表對故人繫念之情，及致衷心祝願。

昧提出想見見他。有一天，她就帶我回家介紹李先生給我認識。也許不熟悉，又沒話題，李先生
2018年3月2日

很沉默，我們好像沒說過什麼。不過，呂媞回到家，卻成了個體貼的妻子，這倒有點出乎意料，
因為與她字體蒼勁雄健的風格，相差太遠。
一九七三年李先生去世，我在日本，與呂媞沒通音訊，並不知情。返港後忙著從新投入工

盧瑋鑾 (1939- ) 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筆名：小思、明川，香港當代散文作家、教育家。1964年香

作，我們見面少了。不過，在報刊上常讀到她的文章及開書法展的消息，知道她的生活情況，比

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獲文學士銜後任中學教師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以前活躍得多，且名氣漸大，深信她己找到一條心愛大道，我就放心了。

所研究員。197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助教， 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
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轉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著有：《日影行》《香

往後日子，大家都忙。偶爾通個電話，知道她教授書法，得心應手。又到世界各地作示範展

港文縱》、《香港家書》、《一生承教》、《一瓦之緣》、《曲水回眸》等。

覽，推想她在書道中瀟灑自如，快慰平生。我們算君子之交，淡然過了幾十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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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for 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ui Tai

Leafing through the pages of An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by Lui Tai, given to me by Karen Tseng,
the first works to catch my eyes were from the 1960s and 70s. Looking at them rekindled many old
memories.

heated debates between Mr. Li and another famous political commentator, Cao Juren, and recommended
I read Mr. Li’s book, Debates with Cao Juran (Yu Cao Juren Lun Zhan). Mr. Li’s incisive style of writing
impressed me.

In the early Sixties, Professor Zeng Kedua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o me, “A
person who can write poetry should also be able to write proper calligraphy. Your calligraphy is inferior;
you should learn from a good teacher.” And so, he commanded me to study with calligrapher Lin Qianshi.
I am quite disappointed in myself. I attended class for one year, often missed turning in assignments, and
became too embarrassed to go to class. But not only did Mr. Lin not mind a lazy student like me, he told
me it was alright to just sit in on his classes and watch him demonstrate. That was how I got to know my
senior classmate, Lui Tai.

Once, I mentioned to Lui Tai that I would like to meet Mr. Li. Lui Tai took me to her home and
introduced me to him. Perhaps due to our unfamiliarity, Mr. Li was very quiet, and I do not remember
talking to him much. But what surprised me most was how Lui Tai transformed into a caring wife once
she got home. Understanding the unexpected contrast between her strong vigorous calligraphy and that
gentleness was quite beyond me.

Mr. Lin would always use assignments done by Lui Tai to illustrate for us, word by word, what is
meant by strength of stroke and sureness of touch. Regarding her calligraphy, he posited that “it does not
look like the works of a lady, it looks more like the works of a strong male leader.” My understanding of
calligraphic theories was insufficient, but this illustration was so vivid that I have remembered it all this
time. Since Mr. Lin’s classes were big, and everyone always paid close attention, I did not have time to
form friendships with other classmates, I only got to know Lui Tai. I cannot remember how our friendship
got started. Perhaps it was because she lived in Wan Chai, so we had more chances to walk home together.
My impression was that she was rather reserved in speech, but when encountering situations she
could not abide, she would always say something sharp and incisive. Occasionally I would hear her
talk about her difficult 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setbacks in life, but once our conversation topic was
calligraphy, whether it be about techniques, theories, or artwork appreciation, you could see her face light
up with joy, and words would flow out of her eloquently. Calligraphy helped her forget her sorrows, and
lifted her up from the torments of reality.
From our conversation, I learned her husband was the famous political commentator Li Yansheng
(pen name Ma Er). Professor Zuo Shunsheng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ld me about the
10

When Mr. Li passed away in 1973, I was in Japan and did not know about it. Once I got back to
Hong Kong I threw myself into my new job, and as a result Lui Tai and I communicated less. I would
read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rticles written by her, and I learned about her exhibitions. Through her
writing, I knew that her circumstances had improved, and she was much more active than befo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also becoming more well-known. I was relieved to know that she had forged a path
doing what she loved most.
From then on, we were both busy. Through our occasional phone calls, I knew that she got much
satisfaction out of teaching calligraphy, and that she travelled all over the world demonstrating her
technique. I could imagine her freely traversing the world of calligraphy, living a happy and fulfilling life.
Ours was a pure friendship, tranquil and calm through the decades.
It was over 10 years ago, when I overheard someone talking about the calligraphy field in Hong
Kong, that I learned Lui Tai has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 asked around for news of her, but did
not hear anything back. But as fate had brought us together once, so it would bring us together again. Two
years ago, two of Lui Tai’s students, Karen Tseng of San Francisco and her aunt Selena Yeung Tseng of
Hong Kong, found me. When we met, they told me in great detail of Lui Tai’s life in the US, and gifted
me her book Spirited Brush: An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by Lui Tai, published by the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Only then was I able to catch up on news of Lui Tai. In those two students’ eyes and in
11

the way they spoke of her, I could deeply feel how profoundly Lui Tai and her works have inspired them.
Although Lui Tai and I have been apart for 30 years, I could see from the information compiled by
her students tha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her life. Her calligraphy now is as
forceful and impassioned as ever, but with an added melancholy and heaviness created by the weathering
and abrasions of time. She wrote, “Whether writing calligraphy or painting, as long as one focuses one’s
mind, one will find so much charm at the tip of the brush, it will be enough to fill up one’s sense of
loneliness and emptiness, and make one forget about poverty and suffering … without desire for fame or
fortune, one might feel a purity of heart, and be overcome with boundless joy.”
I believe Lui Tai has never veered from her original aspiration, only adding to it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her homeland while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In one stanza of a four-part poem from 2008, she
wrote, “I cry with sadness at the hypocrisy of the world. / The road to my home is far, as though across
the Milky Way. / In my small apartment I spread out my paper, the lamp as my friend. / All I can do is
keep refining myself, with time and books.” And on a horizontal scroll she completed in 2001, she added
this colophon: “The mixture of feelings in leaving my country behind cannot entirely be expressed with
words; I wrote this to dispel the coldness of the night.” From those few simple words, I could sense her
heart longing for her own country, like a traveler longing to return home.

Lu Wei-luan (1939- ), born in Hong Kong to a family hailing from Panyu, Guangdong, is better known by
her pen name Xiaosi and pseudonym Mingchuan. A Hong Kong essayist, educator and scholar, she has been
an eminent researcher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for decades. Lu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New Asia Colle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64, and began her teaching career with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position. In 1973, Lu went to Japan to further her stud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of Kyoto University. In 1978, she was a teaching assistant

Learning of Lui Tai’s upcoming exhibitio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her new book, 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ui Tai, I would like to borrow from her 2009 poem Waves Washing the
Sand to best express my thoughts: “In a life of hardship, treasure the leisurely moments. / Life is a long,
winding road through the mountains. / New blooms, do not smirk at flowers older, foolish and stubborn. /
I write this calligraphy beneath my lamp,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inking of you. Please eat more and stay
healthy.” My heartfelt well wishes to my old friend Lui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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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1979, she started teaching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gained full professorship in 1995. She retired in July of 2002 and
became the Honorary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08, she worked as both the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Advisor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in the University. Her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Talk on the Way,
Moving in Daylight Shadows, and Notes from Discipleship.

Xiaosi 2018. 3. 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aren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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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媞書聯·句集杜詩
陳蝶衣

自來香港，最服膺的是呂次倩（媞）女士的書法，堪稱為當今一人。她的筆趣，能鍾能王，
善於融會，實為衛夫人以後第一奇。

洎乎聆謦欬，更如雪沁脾。從此苦推挹，仰鏡恐不祗。
迺承集聯語，採擷詩聖詩。寫入雲肪軸，光耀到茅茨。
疇昔張婉紃，篆隸摹北碑。曾仿摩崖筆，見者亦驚噫。

去年，次倩女士曾以所書集句聯簡貺，集的是杜少陵詩，上聯曰：「甘從千日醉」，下聯

今乃得次倩，何啻峙鼎彛。聲名歸奩艷，並當百世垂。

1

曰：「恥與萬人同」。 上句正是我之所願，下句則愧不敢承；蓋我的人生觀在於「和光同塵」，
但求能「萬人如海一身藏」即心滿意足也。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有一節記載說：『陽湖女史張倫英，所臨雲峯山摩崖一通，筆力超
勁，備篆隸法，真善寫北碑者。張為翰風大令之女，字婉紃。』陽湖與武進，清代同屬常州府

為了答謝次倩女士的誠情，最近寫了一首無言古風，一方面略表我的衷心之感載，一方面也
寫出了我學書的苦趣；此詩幾經修正，卒之改定如下：

治，正「吾邑」也。女書家出於吾邑，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次倩女士之贈聯，亦具有碑意，筆
力之超勁一望即知。以是我十分寶愛，只有在「客至」之時才出以示人，平時是不輕懸掛的。

我昔多暇日，每好學臨池，信手取影本，視作友兼師。

孫過庭「書譜」序曰：『真以點墨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

墨瀋自磨研，使勁不計時。往往因躁急，四濺及槃匜。

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姜白石「續書譜」曰：『筆欲鋒長勁而圓，按之則

寢至筆未下，襟袖先連洏。着紙迨成字，翻覺力不支。

曲，捨之則勁，世俗謂之「回性」。』我之學書，點畫與使轉皆力不從心，拙於用筆，只好歸咎

懸肘無憑藉，酣放竟多疵。點畫與使轉，罔不乖心期。

於「回性」之遲鈍了。

雞距雖勇健，我腕則困疲。談笑說春蚓，自慚復自嗤。
遂罷折肱想，歸咎回性遲。嗣後試揮灑，軌範即遠離。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寫於花窠

蛇驚或鸞舞，但可繫夢思。柔毫任所詣，耽誤逮今茲。

刊登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大成》

自來丹徼外，交遊多新知。旋審拂絹素，靈奇出蛾眉。
矯矯筆一枝，別饒嶔崎姿。初睹已咋舌，詫為識見虧。
1 「甘從千日醉／恥與萬人同」 - 林千石選句，呂媞書。上下聯分別集自杜甫《垂白》及《敬簡王明
府》，比喻心中的憂傷，必須以一醉千日的酒才能派遣，寧醉不願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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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成》/讀呂媞女士文章有感    

書法女傑呂媞

古

薛慧山（九大山人）

龍

每個人都時常會聽到一些有關他自己的消息，有的消息很好，有的消息不

記得在「墨趣集」中，我談論書法藝術，提及現在香港的呂媞女士，曾這樣地強調說：

好，有的消息不好也不壞。對我來說，從《大成》來的消息，通常都是令人愉快

「……她寫的行書點劃飛動有致。我敢肯定：無論大陸、台灣、香港，拿當代女書法家的造詣來

的。讀《大成》的愉快實在太多了，不但經常可以讀到一些令人感動的好文章，

說，她已穩坐了第一交椅無疑。」

而且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賞心悅目的好畫好字。
以上這些話，迄今無人予以否定批駁。近半年來，我遍訪新加坡、馬尼拉、台北、西貢各
我不會寫字，我寫的字常常使排字房裡的朋友頭大如斗，幸好我還能欣賞別

埠，不少人士跟我論文談藝，我仍堅持這一說法。

人寫出來的好字。在我印象中，寫好字的人，就好像「劍客」一樣，通常都是男
人，因為「筆意」和「劍意」確實有很多相通之處。最近我才知道我的看法實在

更可喜的是，當世真賞有人，幾乎所見略同。呂媞女士的作品，經常陳列於九龍尖沙嘴星光

是井蛙之見，因為我總算有幸看到了呂媞女士的字，她的字剛健婀娜，如果她不

邨中，凡見到的，無不驚嘆其飛動之筆法，不相信出自女性手筆。吾友陳存仁博士，每談及其書

練字而去學劍，她的劍法也必定可以上追古人。

法，輒推之為「金閨國士」。名作家兼書家陳蝶衣兄，更譽之為「衛夫人以後第一奇」。前在中
文大學主講山水一門的張碧寒兄，有天見到了呂媞女士全部正草隸篆的墨迹之後，便欣然相告：

看到呂女士在《大成》三十七期發表的一篇文章，我更感動 。（文章是指

「像這樣傑出的女書法家，在我看來，恐怕至少可算得五十年來第一人罷。」

呂媞的《重遊星馬》。該文提及：「王中原兄留學英國多年習法律，想不到竟然
是個武俠小說迷，尤其是『古龍』的小說，他一讀再讀。。。他曾於去年二月廿

中國的書法，本來可說是一項高度抽象的藝術，但五十年來人才寥落，此道漸趨式微了。難

四日在《星洲日報》副刊以《近代武俠小說漫談》為題，在泛論中西小說的優劣

得的是，呂媞女士沉潛好學，突破一般祇以繪畫為主，而忽視書法的流行觀念，而又眼光獨到，

之後，特別指出古龍作品與眾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認為「武俠小

繼承了「書畫同源」的優秀傳統，經過多年的辛勤，果然獲致了如此成就。試看，她不單具有一

說」是荒誕不經的，不合邏輯的，也是不合法治精神的。雖然「武俠」發源盛行

手剛健婀娜的書法風格，且兼屬四君子畫的能手。她的筆力超勁，有如鐵劃銀鈎，那一股子神采

於中國，卻有很多中國人認為它比不上（西方的）偵探小說。想不到現在居然有

飛揚，誰都見了不由不為之胸襟一暢！

位在英國學法律的王先生也承認它的存在價值。王先生對我的愛護與鼓勵，我一
我曾說過，字的行氣很要緊，「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寫的時候，要求

定會銘記在心。

其首尾相應，一氣呵成，這在內行叫做「血脈」。呂女士的筆下，便能如此融會貫通，進入於一
刊登於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大成》第四十期

種神化的境界。最近，拜讀她所撰「執筆之道」，行文坦然，述其個人經驗，執筆無非以自然為
主，那就是她長期研究之後，領悟到米元章「振迅天真，出於意外」八字的奧妙。

無論書畫，不僅講求技巧罷了，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一個人精神生命的內涵。早期的呂媞女
士，同屬「爬格子」之列，她不僅跟我們一般「煮字療飢」，且毅然作「忍飢習書」之計，真能
耐得寂寞捱得貧窮，憑她那樣一股傻勁，而窮年累月地不斷用功，終於脫穎而出，自成一家。這
不是可稱「女中豪傑」、「巾幗丈夫」又是什麼？面對著呂媞女士的藝術成果，才相信女性的智
慧毅力，確有靈氣獨鍾，壓到鬚眉之處！

刊登於七十年代九大山人專欄《墨趣集》日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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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CALLIGRAPHY

杜甫《詠懷古蹟》
1965 年
112cm×33cm
釋文 ：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乙巳夏日次倩呂媞書
鈐印 ： 呂媞
20

韋應物《寒食寄京師諸弟》
1968 年
134.5cm×30.5cm
釋文 ：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 ；
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戊申冬暮書唐人句 呂媞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提、美意延年
21

自作詞
1970 年
134cm×61cm
釋文 ： 故園宗風未替，殊方禊事重修，
琴棋詩畫集高樓，正值陽春時候。
續魄招魂莫計，當歌對酒何求，
煙花不是舊揚州，勝會盛筵還有。
庚戌上己雅集調寄西江月
次倩呂媞倚聲
鈐印 ： 與天地精神往來、呂媞、俯仰自得
22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無年款
133cm×37cm
釋文 ：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
孤帆遠影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詩 次倩呂媞書
鈐印 ： 悔癡、呂提、圖書老此生
23

王安石《登飛來峰》
1975 年

七言聯
五言聯
無年款
111.5cm×29cm ／對聯
釋文 ： 正氣留天地、豪情貫古今
次倩呂媞
鈐印 ： 孤往、呂媞、兒女不封侯
24

81cm×35cm

無年款
90cm×21.5cm ／對聯

釋文 ：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昇 ；
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
荊公句 乙卯呂媞
鈐印 ： 小鳥（肖形）、呂提、
兒女不封侯

釋文 ： 翠竹三千霑法雨
黃花萬里蔭慈雲
次倩呂媞書於香江
鈐印 ： 妙吉祥、獨芳、
呂媞次倩、兒女不封侯
25

26

王安石《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1974 年
37.5cm×653cm
引首 ： 荆公詩句
此卷乃當代書畫大家呂媞所書，筆法嚴謹如烟
飛雲動，扣人心弦，誠難能可貴之佳作也。
乙未春日於舊金山可定居 九十六叟伏文彥
鈐印 ： 可定居、伏文彥印
釋文 ：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
為有幾心須強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簾幕無風起泬寥，誰悲精鐵任飄飄。
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萬物能鳴為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
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機自有聲。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
如何清世容高卧，翻作幽牕枕上聲。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
愛此宮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風來風去豈嘗要，隨分鏗鏘與寂寥。
不似人間古鐘磐，從來文飾到今朝。
繫身高處本無心，萬竅鳴時有玉音。
欲作鏌耶為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疏鐵簷間挂作琴，清風纔到遽成音。
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從來不博金。
荊公和崔公度家風琴詩八首之六，
甲寅仲夏書於看山讀畫樓之南窗。
次倩呂媞
鈐印 ： 心之所安、呂媞次倩、呂媞、呂媞信璽
私人收藏
27

30

黃旭初遺詩
無年款
94cm×28cm
王鎡《訪庭植上人》

釋文 ： 浮世吾身外，營生逆旅中 ；
誰能一隻眼，豁盡十方空 ；
碧海飛涼月，青林散曉風 ；
胡牀箕踞坐，瀟灑意無窮。
黨樹珍夫人屬書前桂省主席
黃公旭初先生遺詩以留先人
德音於後以誌教念之情予一
揮而就
鈐印 ： 妙吉祥、呂媞

1976 年
37cm×95cm
釋文 ： 苔侵坐處石頭青，滿屋春雲不用扃 ；
入定醒來香印冷，一簾花雨濕殘經。
丙辰仲秋呂媞書宋人句
鈐印 ： 悔癡、呂媞、兒女不封侯
31

32

33

李商隱《蟬》
無年款
35cm×100cm
釋文 ：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呂媞
鈐印 ： 孤往、呂媞信璽
34

35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1976 年
35.5cm×86cm
釋文 ：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
孤帆遠影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太白句 丙辰春日 呂媞書於香澥
鈐印 ： 夢癡、呂媞次倩、名不貴苟傳
36

37

陳存仁《樂天長壽辭》
1976 年
38cm×124.5cm
釋文 ： 心理衛生，近代漸盛 ；養性修身，早垂古訓。
人生疾病，外因易防 ；七情六慾，內賊難當。
憤怒煩惱，抑鬱悲哀 ；神明內疚，百病之階。
健康要道，端在正心。喜怒不縈於胸襟，榮辱不擾乎方寸。
縱遇不治之疾，自有回天之功。毋慮毋憂，即是長生聖藥。
常開笑口，便是却病良方。養生祇此真詮，長壽無他奧秘。
昔時七十已稱稀，今後百齡不足奇。隨遇而安，無往不樂 ；
優哉悠哉，同登壽域。陳存仁撰樂天長壽辭 丙辰初秋呂媞書
鈐印 ： 小龍（肖形）、呂媞長樂、思則得之
私人收藏
38

39

蘇軾《水調歌頭》
1977 年
70cm×136.5cm
釋文 ：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丁己元宵呂媞書
鈐印 ： 孤往、呂媞、圖書老此生
私人收藏
40

41

孟浩然《過故人莊》
1979 年
33cm×100cm
釋文 ：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句 己未夏日 呂媞書於香江
鈐印 ： 心之所安、呂媞、美意延年
42

43

張繼《楓橋夜泊》
1979 年
35cm×92cm
釋文 ：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己未仲夏書唐人句 呂媞
鈐印 ： 孤往、呂媞、澹然幽寄
44

45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1979 年
33cm×90cm
釋文 ： 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益句 己未夏日 呂媞書於香江
鈐印 ： 孤往、呂媞、圖書老此生
46

47

柳中庸《征人怨》
無年款
33cm×81cm
釋文 ： 歲歲金河複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
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
征人怨 己未仲夏書 柳中庸句 呂媞時客香江
鈐印 ： 孤往、次倩偶得、呂媞
48

49

鄧石如七言聯
1982 年
152.5cm×40cm ／對聯
釋文 ： 春風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塵
壬戌生朝呂媞書
鈐印 ： 長年、人長壽、呂媞、
美意延年
漢廷頓圖書館收藏
Collection of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
50

五言聯
無年款
103.5cm×28cm ／對聯
釋文 ： 登高望遠海
倚樹聽流泉
次倩呂媞
鈐印 ： 孤往、呂媞、
兒女不封侯
51

杜甫句
無年款
34cm×100cm
釋文 ： 竹深留客處、荷靜納涼時
呂媞
鈐印 ： 人長壽、呂媞、美意延年
52

53

齊己句
無年款

前賢句

132cm×35cm ／對聯

無年款

釋文 ： 難求方至理、不朽始為名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
思則得之、圖書老此生
54

104cm×19cm ／對聯
釋文 ： 種石雲垂起、披書月正來
鈐印 ： 心畫、呂媞、俯仰自得
55

盧綸《塞下曲》
無年款
132cm×35cm
釋文 ：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
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
次倩呂媞
鈐印 ： 孤往、次倩偶得、呂媞
56

遠光
無年款
33.5cm×67cm
釋文 ： 遠光
鈐印 ： 與天地精神往來、呂媞、澹然幽寄
57

集前賢句
無年款
35cm×136cm
釋文 ： 到處青山山有樹，如何偏起故鄉情 ；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
心泰身輕是歸處，故鄉可獨是長安 ；
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
到處不妨閑卜築，故鄉無此好湖山 ；
不辭萬里長為客，只在他鄉何處人。
呂媞戲書
鈐印 ： 心之所安、呂媞、圖書老此身
58

59

米芾《拜中岳命作》
無年款
37.5cm×117cm
釋文 ： 雲水心常結，風塵面久盧 ；
重尋釣鼇客，初入選仙圖。
鼠雀真官耗，龍蛇與眾俱 ；
卻懷閑祿厚，不敢著潛夫。
常貧須漫仕，閑祿是身榮 ；
不託先生第，終成俗吏名。
重緘議法口，靜洗看山晴 ；
夷惠中何有，圖書老此身。
次倩呂媞
鈐印 ： 圖書老此生、次倩偶得、得失寸心知
60

61

岳飛《滿江紅》
1986 年
68cm×131.5cm
釋文 ：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62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了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岳武穆公滿江紅詞 丙寅歲暮
呂媞書於看山讀畫樓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思則得之、
圖書老此生
私人收藏
63

64

遊無窮

佛語

無年款

1988 年

138.5x58.5cm

115.5cm×23cm

釋文 ： 遊無窮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
遊戲翰墨、莫向俗耳求知音

釋文 ： 隨所住處恆安樂
戊辰生朝 呂媞書於香澥
鈐印 ： 一片冰心、呂媞、澹然幽寄
65

66

自作詩

前賢句

無年款

無年款

136cm×35cm

138cm×35.5cm

釋文 ： 秋聲相伴夜臨池，曉來閑聽雨催詩。
客心一洗清夢遠，塵勞悟得半生癡。
秋雨乙首寄懷耳 不盡孤館度日如年之感也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翰墨

釋文 ： 佳奧忽來詩能下酒
豪情一往劍亦贈人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
俯仰自得、美意延年
67

《論語》句
1992 年
28.5cm×116cm
釋文 ：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壬申冬夜趺坐終宵深感往昔諸業多負年光，愧何如之。
唯以前賢句作迎 春之祝，期於萬象更新之景，有所寸進。
呂媞時客加州。
鈐印 ： 心間事事何曾往、呂媞長樂、思則得之
68

69

秦觀《鵲橋仙》
1993 年
翰墨緣
無年款
137cm×61cm
釋文 ： 翰墨緣
鈐印 ： 與天地精神往來、呂媞、
遊戲翰墨、莫向俗耳求知音
70

132cm×37.5cm
釋文 ：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癸酉七夕戲書秦少游詞一闋 呂媞時客加州
鈐印 ： 心畫、呂媞、圖書老此生
71

王安石句
無年款
44.5x101.5cm
釋文 ：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
從此祇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王荊公詩 呂媞書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次倩
72

73

晏殊《浣溪沙》
1994 年
66cm×35.5cm
釋文 ：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甲戌夏日晴窗
呂媞書於加州
鈐印 ： 孤往、呂媞、
圖書老此生
74

前賢句
無年款
38cm×33cm
釋文 ： 天下有讀不盡書，難言學問 ；
心上無過去事，便是聖賢。
鈐印 ： 心之所安、呂媞、呂媞長樂
75

前賢句

佛語

無年款

無年款

99cm×33.5cm

51cm×34.5cm

釋文 ： 笑看風雲、閑聽秋聲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遊戲翰墨

釋文 ： 心月孤圓，究竟離言詮。
鈐印 ： 長樂我靜、佛門弟子

76

華嚴經句

77

佛語
1994 年
32cm×66cm
釋文 ： 報緣虛幻，不可強為。
甲戌除夕 呂媞
鈐印 ： 長年、呂媞長樂、思則得之
78

79

佛語
無年款
126cm×33cm ／對聯
釋文 ： 禪心雲外月、
詩意雨中山
鈐印 ： 與天地精神往來、
呂媞、澹然幽寄、
美意延年
80

五言聯
1994 年
50cm×15cm ／對聯
釋文 ： 盛德歸君子
高才始美人
丙子人日開筆
呂媞客次加州
鈐印 ： 心畫、呂媞、
思則得之
81

致遠
覺海
1996 年
136cm×63cm
釋文 ： 覺海
丙子元月初十日
呂媞書於看山讀畫樓
鈐印 ： 孤往、悔癡、呂媞
82

1996 年
135cm×68.5cm
釋文 ： 致遠
丙子元月初十日
呂媞書於加州
鈐印 ： 看山讀畫樓、悔癡、
呂媞、圖書老此生、
思則得之
83

白居易《閒吟》
1996 年
127cm×30.5cm
釋文 ： 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
白樂天悟道句 九六年元旦開筆
呂媞
鈐印 ： 心之所安、小羊（肖形）、呂媞長樂、
思則得之
84

定
無年款
53cm×43cm
釋文 ： 定
鈐印 ： 知足常樂、呂媞、思則得之
85

宋人詞句
1996 年
95cm×33.5cm
釋文 ： 煙迷碧樹，花隨春去。
丙子五月呂媞戲墨
鈐印 ： 心畫、呂媞、澹然幽寄
86

前賢句
無年款
117cm×30.5cm ／對聯
釋文 ： 竹雨松風琴韻
茶煙梧月書聲
鈐印 ： 心畫、呂媞、
俯仰自得、美意延年
87

孟浩然《春曉》
1996 年
35cm×73.5cm
釋文 ：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丙子寒夜 呂媞書
鈐印 ： 好夢、呂媞之印、圖書老此生
88

89

前賢句
1996 年
35cm×99cm
釋文 ： 一夜池塘春草綠，孤邨風雨落花深 ；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丙子十二月十五夜皓月當空也背錄前人詩句寄懷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呂媞、圖書老此身
90

91

集前賢句
1996 年
34cm×99cm
釋文 ： 夜來似與君相見，明月一窗梅影橫。
千年老幹屈如鐵，一夜東風都作花。
夢斷采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丙子十二月十五夜 呂媞
鈐印 ： 心間事事何曾往、呂媞、澹然幽寄
92

93

五言聯
無年款
71.25cm×25.4cm ／對聯

前賢句
無年款
63.5cm×34cm
釋文 ： 從容語默，
笑傲行藏。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
呂媞、俯仰自得
94

釋文 ： 龍騰宇宙外、
道在瓦壁間
呂媞書於加州
鈐印 ： 龍（肖形）、
一片冰心、
呂媞、善書
漢廷頓圖書館收藏
Collection of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
95

柳永《雨霖鈴》
1997 年
51.5cm×33cm
釋文 ：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丁丑秋日 呂媞書
鈐印 ： 小鳥（肖形）、呂媞、兒女不封侯
96

97

《論語》句
無年款
30cm×96.5cm
釋文 ：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孔子家語
鈐印 ： 妙吉祥、呂媞、思則得之、圖書老此生
98

99

陸遊句
無年款
26cm×97cm
釋文 ： 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無私處處春。
鈐印 ： 長年、呂媞、澹然幽寄
100

101

《漢書敘傳》句

102

書為心畫

1998 年

無年款

103cm×37cm

139.5cm×66.5cm

釋文 ： 清虛澹泊歸於自然
呂媞戲書于戊寅冬夜
鈐印 ： 孤往、呂媞、思則得之、
莫向俗耳求知音

釋文 ： 書為心畫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
圖書老此身、心畫、
呂媞、遊戲翰墨
103

清真
1999 年
96.5cm×50cm
抱真
釋文 ： 清真
右軍本清真，
瀟灑出風塵。
此太白句也。
己卯初夏 呂媞
鈐印 ： 圖書老此生、
呂媞、思則得之
104

無年款
109cm×68.5cm
釋文 ： 抱真
鈐印 ： 雲煙灑落快平生、
呂媞、遊戲翰墨
105

無量壽
無年款
70cm×38cm
釋文 ： 無量壽
鈐印 ： 人長壽
呂媞
美意延年
106

佛
無年款
45.5cm×35.5cm
釋文 ： 佛
鈐印 ： 萬壽無疆、妙吉祥
107

前賢句
無年款
115.5cm×23cm ／屏
釋文 ： 人間歲月閑難得
天下知交老更親
鈐印 ： 圖書老此生、呂媞、
美意延年、澹然幽寄
108

超以象外
無年款
137cm×68cm
釋文 ： 超以象外
鈐印 ： 縱橫自在皆是法
呂媞、遊戲翰墨
109

佛語
無年款
35cm×61cm
釋文 ：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鈐印 ： 妙吉祥、佛門弟子、呂媞之印
110

111

佛語
無年款
35cm×61cm
釋文 ：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鈐印 ： 心之所安、佛門弟子、呂媞之印、長樂我靜
112

113

潘少孟《誰識》
2000 年
38cm×97.5cm
釋文 ： 誰識江湖水半渾，歌樓聽雨正黃昏 ；
乍逢粉蝶疑春夢，偶想瓊花有醉魂。
已是相知常合契，奈何一別永留痕 ；
踈狂畢竟丁年事，來日翻思失笑溫。
右錄潘君少孟近作乙首，喜其情真意深，
不加雕飾亦扣人心弦，於眾生相中甚多此種悲懷與惘然也
庚辰夏日 呂媞時客加州
鈐印 ： 心畫、呂媞、思則得之、圖書老此生
114

115

王安石《適意》
無年款
40cm×67cm
釋文 ： 一燈相伴十餘年，陳言舊事知幾篇。
到了不如無累後，困來顛倒枕書眠。
王荊公詩
鈐印 ： 長年、呂媞、圖書老此生
116

117

論語
2000 年
137cm×35cm
釋文 ：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千禧新歲呂媞探筆
鈐印 ： 龍（肖形）、呂媞、俯仰自得
118

孫劍雲句
無年款
93cm×33cm
釋文 ： 斗室堪留知己，
杯茶亦可談心。
鈐印 ： 心之所安、
呂媞、俯仰自得
119

賀鑄《浣溪沙》
無年款
132cm×29cm
釋文 ： 物情惟有醉中真
偶憶宋人句 呂媞戲書於加州
鈐印 ： 龍（肖形）、呂媞、俯仰自得
120

蘇軾題竹句
2000 年
140cm×35.5cm
釋文 ： 群居不倚獨立不懼
千禧新歲開筆 呂媞客次加州
鈐印 ： 龍（肖形）、呂媞、澹然幽寄、
不可一日無此君
121

五言聯
2001 年
93cm×24cm ／對聯
釋文 ： 竹深留客處、荷靜納涼時
集唐人句 辛己夏日探筆
呂媞時客加州
鈐印 ： 孤往、小鳥（肖形）、呂媞、
俯仰自得
122

游龍
無年款
82.5cm×45.5cm
釋文 ： 游龍
鈐印 ： 孤往、龍（肖形）、
呂媞、與造物游
123

畫
PAINTINGS

蘭

蘭

無年款

無年款

33.5cm×73.5cm

29cm×67cm

呂 媞 題款：
鈐
印：
林千石題款 ：
鈐
印：
溥心畬題款 ：
鈐
印：
私人收藏

款識 ： 江山回首不堪看，但對東風自畫蘭。
省識美人芳草意，天涯聊表寸心丹。
呂媞作畫並記題
鈐印 ： 蘭情、呂媞

126

呂媞作
呂媞、防城一婦人
靈均憔悴日，楚澤折芳馨 ；春郭花如許，何人眼獨清。 千石林載
千石璽、塙屋
香隨君子珮，蘭繫楚臣纓。 呂女士屬 心畬題
溥儒

127

蘭
1969 年
69cm×34.5cm
款識 ： 無土寫根應下淚，
非時作佩總傷情。
己酉冬日呂媞並記
鈐印 ： 呂媞、者香
128

蘭
無年款
直徑 25cm
款識 ： 幽香 呂媞寫
鈐印 ： 蘭情、呂媞、者香
129

前賢句
無年款
106.5cm×33cm
款識 ： 芝蘭君子性、
松柏古人心
鈐印 ： 心之所安、
呂媞、思則得之
130

蘭
1973 年
72cm×30cm
款識 ： 會稽山之蘭乃越王勾踐所種也。
值癸丑二十七周甲紀念盛會寫
此已遣懷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慶祝廿七屆
蘭亭花甲大會鈐記
131

132

松、竹

蘭、竹

1976 年

1973 年

80cm×35cm

76cm×30cm

款識 ： 長壽 呂媞作
丙辰春日 呂媞又題
鈐印 ： 提、半竹亭、
呂媞長樂、思則得之

款識 ： 蘭亭留雅韻，天地見雙清。
二十七周甲癸丑紀念盛會海上聯歡
張陶寫蘭呂媞補竹李燄生題句
鈐印 ： 慶祝廿七屆蘭亭花甲大會鈐記
133

134

竹石

題竹句

1973 年

1990 年

83.5cm×30cm

106.5cm×37.5cm

款識 ： 石添壽孝，竹報平安。
癸丑二十七周甲蘭亭雅集紀念
海上聯歡會張陶寫石余補竹並題
次倩呂媞
鈐印 ： 次倩、半竹亭

釋文 ： 未出土時先有節，
到青雲處更虛心。
庚午冬日呂媞書於北加洲
鈐印 ： 心畫、小羊（肖形）呂媞、
圖書老此生
135

136

竹

竹

無年款

1970 年

89cm×43cm

94.5cm×34cm

款識 ： 持其高節，抱此貞心。
呂媞
鈐印 ： 呂媞、防城一婦人

款識 ： 其間可隱高士 次倩呂媞
鈐印 ： 次倩信印、防城一婦人、
庚戌
137

竹

蘭

無年款

1970 年

67cm×32cm
款識 ： 七賢遊於其下，
六逸醉於其中。
呂媞
鈐印 ： 呂媞、不可一日無此君
138

67cm×33.5cm
款識 ： 蘭香而瘦，石老而壽 ；
福彼善人，天長地久。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庚戌
139

前賢句
1991 年
竹
無年款
94cm×43cm
款識 ： 勵凌雲之壯志，
舒映日之雄心。
呂媞
鈐印 ： 呂媞、兒女不封侯、
得失寸心知
140

53cm×33cm
釋文 ： 空裡浮花夢裡身，
孤高惟有竹為朋。
呂媞書於美洲
歲次辛未冬夜
鈐印 ： 鶴（肖形）、
呂媞長樂、
名不貴苟傳、
思則得之
141

朱竹
無年款
67cm×34cm
款識 ： 鳳彩龍文自有姿，
風烟萬里記前時 ；
多情為盼平安報，
寫罷丹青再寫詩。
次倩呂媞縱筆
鈐印 ： 呂媞、防城一婦人
142

朱竹
1969 年
81cm×37.5cm
款識 ： 自許高才老更剛，
荊公詩句不曾忘 ；
人間瑟瑟留新籟，
明月清風作主張。
己酉季冬次倩呂媞
鈐印 ： 呂媞、兒女不封侯、
不可一日無此君
143

朱竹
1970 年
82.5cm×37.5cm
款識 ： 丈夫勁節有平生，
未與延人作北行 ；
夕月朝霞相映處，
明金寒玉雙關情。
庚戌次倩呂媞寫於看山讀畫樓
鈐印 ： 呂媞、兒女不封侯、
不可一日無此君
144

牡丹、蘭、石
無年款
94.5cm×35cm
款識 ： 易求非富貴，難得是清高；
兩者相兼有，人間始見豪。
呂媞寫意
鈐印 ： 呂媞次倩
145

題牡丹句
1994 年
37.5cm×8.5cm
釋文 ： 原物出處是天家，
萬古同尊第一花。
富貴不因人事改，
依然京洛見風華。
題牡丹句
呂媞書於甲戌元旦
鈐印 ： 鶴（肖形）、
呂媞、人間第一花
146

牡丹、竹、石
無年款
96.5cm×34cm
款識 ： 富貴平安壽孝
呂媞並題
鈐印 ： 呂媞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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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菊、竹
1974 年
直徑 25cm ／扇面
梅 ： 呂提
蘭 ： 甲寅
菊 ： 秋色
竹 ： 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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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媞
呂提寫
呂提寫

鈐印 ：呂提、疏影
鈐印 ：呂媞、蘭情
鈐印 ：呂提、獨芳
鈐印 ：勁節、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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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無年款
68.5cm×23.5cm
款識 ： 暗香隱約頻浮動，瘦影伶俜獨往來。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疏影

蘭
1972 年
68.5cm×23.5cm
款識 ： 有情矜古色，無語發幽香。
壬子秋日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幽香

竹
無年款
68.5cm×23.5cm
款識 ： 皮開鳳彩，節勁龍文。
呂媞寫意
鈐印 ： 呂媞、者香、勁節

菊
1972 年
68.5cm×23.5cm
款識 ： 自搖清影，獨傲秋霜。
壬子三秋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150

151

自作詞
1971 年
140cm×68cm
釋文 ： 鞠有黃花海外四時開也，
待秋來聲華獨駕。
高人襟袖更清香盈把，
佐杯觴，此情無價。
陶家處士，自賞曾留佳話。
對孤芳高情，欲借西風簾捲，
却深愁重惹，廿年間寄人籬下。
舊作賞菊一闋調寄謝池春
辛亥始春次倩呂媞書
鈐印 ： 看山讀畫樓、次倩信印、
呂媞、澹然幽寄、美意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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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1970 年
66.5cm×33.5cm
款識 ： 故國秋色在，
聊以寄鄉思。
庚戌始春呂媞
鈐印 ： 呂媞、
兒女不封侯、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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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菊

蘭、菊

1969 年

無年款

87.5cm×33.5cm

88cm×30.5cm

款識 ： 蘭又秀兮菊有芳，
祝仁者兮壽而康。
己酉深秋次倩呂媞寫於看山讀畫樓
鈐印 ： 呂媞、者香

款識 ： 蘭又秀兮菊有芳，
願君子兮壽而康。
呂媞
鈐印 ： 蘭情、呂媞、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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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無年款
67cm×34cm
款識 ： 不御鉛華和國色，
只栽雲縷想仙裳。
次倩呂媞
鈐印 ： 呂媞、防城一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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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
1969 年
45.5cm×23.5cm
款識 ： 己酉 呂媞
鈐印 ： 呂媞、兒女不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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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梅
1975 年
33.5cm×33.5cm ／幅
款識 ： 身世曾傳出上林，雲階月地碧寒深 ；
漢家陵闕應猶在，冰雪未移一片心。
乙卯初春呂媞時客香江
鈐印 ： 呂、提、疏影、鶴（肖形）、呂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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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譜冊頁
1971 年
33.5cm×46.2cm 共 20 幅
款識 ： 辛亥季秋
鈐印 ： 呂媞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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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媞寫

161

釋文 ： 積氣長存正與貞，美人君子擅佳名 ；
當門耻逐叢蕭長，隱谷寧隨眾草生。
無土寫根應下淚，非時作佩總傷情 ；
茫茫不盡靈均意，世濁難為汝獨清。
李燄生題蘭詩 次倩呂媞書
鈐印 ： 心之所安、李燄生、呂媞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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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有懷君子德，猶對美人裝 ；
不盡靈均意，常聞九畹香。
次倩呂媞客香澥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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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美人芳草意，夫子素琴情。
辛亥仲秋 次倩呂媞寫香澥作
鈐印 ： 呂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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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
色相將何住，因緣以此齊。
呂媞並題
鈐印 ： 呂媞、者香
165

款識 ： 美人當入室，君子會登堂 ；
九畹新滋日，無處不聞香。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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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援琴成一操，夫子意深長 ；
細葉疏花裡，千秋有國香。
呂媞並題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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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花痕葉影兩參差，出處原從九畹滋 ；
一自湘江人去後，汀州杜若更迷離。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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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八方風雨日，猶茁一叢花。
呂媞
鈐印 ： 呂媞

169

款識 ： 會須君子折，佩裡作芬芳。
呂媞
鈐印 ： 呂媞

170

款識 ： 隱谷聞香感自多，行吟澤畔又山阿 ；
同心總有清言在，莫向人間問若何。
呂媞客香澥作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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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古色非時尚，幽香猶獨抱 ；
悠悠天地心，人間終不朽。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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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幽谷之姿
呂媞
鈐印 ： 呂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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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 ；
君子脩德立道，不為窮困而改節。
次倩呂媞錄家語
鈐印 ： 呂媞次倩、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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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花花世界，葉葉菩提 ；
菩提世界，體與仁齊。
呂媞
鈐印 ： 呂媞
175

款識 ： 援琴成一操，久為王。
隱谷還同眾草生，湘水長存君子跡，
相遺此束意深長。
呂媞
鈐印 ： 呂媞
176

款識 ： 有情衿古色，無語發幽香。
呂媞
鈐印 ： 呂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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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新滋九畹見芳華，自與善人共一家 ；
十步儘多君子德，靈根秀質水之涯。
呂媞並題
鈐印 ： 呂媞、者香
178

款識 ： 隱谷曾聞王者香，倚蘭一操久稱揚 ；
美人芳草春風路，言有同心記主張。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179

款識 ： 古香悠色自難逢，靈秀江山有所鍾 ；
不盡美人芳草意，清池綠畹露華濃。
呂媞
鈐印 ： 呂媞、者香
180

款識 ： 靈德常留，高標自葆。
呂媞
鈐印 ： 呂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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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媞口述個人簡史
曾慶群筆錄

一、混沌的少年（三十至四十年代）

大官。」學校的活動，都在這大禮堂裡面舉行，我對這幾個字印象深刻。我們的
校長是一個女子，個子矮矮，女生男相，她常常提醒我們這句校訓。那時很少女

「中國省分二十八，廣西子弟最剛強，天生會打仗，個個喜歡把槍扛，扛起

子能當大官，可是我們要立志做大事。

槍桿上戰場。」悠揚的歌聲在耳朵中飄盪，我跟著左鄰右里的小朋友在街上笑著
唱著，四周圍的牆上都是用白灰水寫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打倒帝
國主義」、「收復失地」。我就在這種濃烈的救國氣氛之下成長。

初中時，我十四、五歲，學校派抗日宣傳隊出去，十個八個一隊，有唱歌組，
有演戲組，我都有參加，跟著一群長者、學者一起去宣傳救國。當時我的愛國心非
常強烈，印象中便是要成為一個抗日的英雄。我彷彿還聽見那抑揚的抗戰歌聲。

我的名字是呂媞，又名提，號次倩，曾用筆名今鳳、者香、懶雲等。我本姓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日本軍隊打到廣西來，盟軍轟炸大後方，我們住在淪陷

李，一次領取身份證時被誤寫作呂，呂媞這名字便沿用至今天。一九二六年生於

區，房子被炸彈震垮，一切家人紀錄、蕩然無存。我記得當時我們要坐船過河，日

廣西梧州，父親早逝，母親所受的是方言口語教育，會讀坊間小說、木魚書，如

本人佔領渡河的關卡，我們都被逼跪在船上，日本兵扛著槍指著我們，不跪下不准

《陳世美不認妻》、《碧蓉探監》等，一本本，整天唱。我母親給我的教誨是：

過。 人民喊的口號是：「日落西山 ，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日本人的國旗是一

「讀書寫字、讀書寫字。書中自有書中貴，寫字自有字墨齊。」 這就是母親給我

個紅太陽，西山代表廣西，日本人來到了廣西，我們用這句話來警告日本人不要殺

最寶貴的禮物。我現在腦海裡還聽到這幾句。我生長在抗戰的年代，當年廣西的

害中國老百姓，否則便「日落西山」，所以日本人在梧州不敢過於猖獗。

生活條件很不理想，我們也沒有分幾歲進那一年級，只要去學校報名，獲接納就
可上學了。我很小就知道要勤奮讀書。最喜愛的科目是作文和音樂科。

抗戰前，我的未來夫子李燄生（筆名馬兒）在廣西桂林當廣西省省政府參
議，他非常有學問，當時廣西桂林是戰時文人薈萃之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撤退

唸小學的年代多用毛筆寫字，本子的格子很小，一個格子一個格子的寫，字

到梧州，繼續從事政治新聞活動。我在梧州中學畢業後，就在當地教小學。大夥兒

體小小的，基礎就是這樣打出來。我習慣了拿毛筆每個星期寫日記，寫寫今天上

聽說李燄生的文學好，便在黨部組織了一班人，邀他來教授文學課，一群十多個年

什麼課，有什麼心得。我很喜歡作文，有一次老師出一個作文題「我的志願」。

輕人包括我在內， 高高興興的跟他學寫散文新詩，我和李燄生便是這樣結識的，

我寫道：「我願效花木蘭代父從軍，上前綫殺敵，趕走日本鬼子，收復失地。」

那時我大約二十歲。後來，我們一起到廣州。我在當時廣州市報章銷量之冠的《公

文章中我把這意思全寫出來。第二個星期老師發回作文本，他說：「這次我發回

評報》內當校對，學了很多東西，寫新聞稿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那時在廣州，我

作文本，最不好的先發，最好的最後發。」接著派發，大家紛紛都收到自己的本

滿懷大志。記得有首歌：「今日裏別故鄉，橫渡這太平洋；肩膀上責任重，手掌裡

子，到最後，還沒輪到我，同學問：「你有沒有呀？」我說：「我沒有呀，我的

實業長」，我幻想遠走高飛，完全不知道世間的生活會是那麼艱苦的。

本子那裡去了？」 那時候，我心怦怦跳，以為我做錯了什麼。最後，老師把我的
本子打開來，把他認為最好的文句讀出來。我把抗日戰爭中日本殺害我們很多同

二、變天的歲月 （四十至五十年代）

胞寫得很激烈，就像我要去打仗一樣。老師很喜歡我的文章，說我胸懷大志，有
男子氣概，慷慨激昂，班中少見。他把我的作文貼在佈告欄上。這樣被他讚賞，
讓很多人都對我另眼相看。

我的夫子李燄生是個敢怒敢言、不畏權貴的極端愛國主義者。他精通中國
歷史文學，曾擔任汪精衛的幕僚，後來經歷連番政海風波，決意退出國民黨。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創辦《新壘》文藝月刊，專注文藝教化工作，並以無黨派的身

翻查資料，孫中山的女婿戴恩賽在一九二一年被任命為第一任梧州市政廳

份評論時政。1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遷往廣州 。雖然李燄生的人脈很廣，但他

長，一九二七年梧州成為廣西第一個省轄市，建市後，雖然局勢混亂，但梧州各
方面迅速發展，漸漸變成廣西政治經濟和軍事重要城市。我的學校有一個大禮
堂，禮堂前有一個大匾額寫了一句孫中山的教誨：「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
182

1 《紀念逝去的報人——報壇「霹靂火」李燄生》二零一四年八月廿八日http://lowaiming88.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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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依附，堅決自持，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創辦週刊、月刊等，保持其獨立態

那時候的香港，只要你有一點小技能，懂得運用，都可以生活。香港是華洋

度，宣揚文化，煮字療飢。

集處的地方，注重英文，很多人連自己的中文名都寫得一塌糊塗，有一些人就想
出一個辦法，教書法，$500「包教曉」寫中文名，這是謀生的方法之一。另外，

當時廣州有個「越社」，凡春秋佳日都有文酒雅集，活躍於文藝界的人物如

香港有一個地方叫調景嶺，專門收容一些沒有謀生技能的人，房租很便宜，生活

高劍父、陳樹人、關山月、司徒奇、胡藻斌、林千石等都有參加，我們也是席上的

程度很低，每個人便各出奇謀。當時有句口號叫「百戰將軍學繡花」。皆因抗戰

一份子。雅集通常在泮溪酒店舉行，大家吟詠作詩，談論藝術，議論時政，氣氛相

勝利，要遣散大批軍人回家，沒有辦法謀生的便住在調景嶺，用種種的手工藝，

當好。高劍父、陳樹人是嶺南派的始創人。高劍父非常喜歡李燄生，多天不見便要

百戰將軍沒飯吃便學繡花。只要你肯去捱苦，都可以混到兩餐，當時我也是其中

弟子關山月打電話給他，希望找他喝茶聊天。李燄生一肚子學問， 文學藝術歷史

一份子，我也有此生活經驗。

無不精通，不論別人提出什麼問題，他都可以回答，如數家珍。他一講話，全場肅
靜，聽完後每個人都說要團結。李燄生亦為很多藝術家寫文章，推廣文藝教化工

在我們居住的粉嶺有所美國人辦的教堂，它的物資很多，柴米油鹽、衣服鞋

作，因而被譽為「愛國文人」。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成》雜誌上，說張大

襪，大人小孩的都有。每個星期天有義工負責分配給教友，每到星期天，教堂便

千是「愛國畫人」，他們互相敬佩。高劍父和我們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個子

有人滿之患。信主得救，我也是參與者之一。他們請我去教小朋友主日學，我還

小，年紀輕，梳著兩條很長的大辮子（圖一）。高師很疼惜我，甫見面便抓著我兩

會背聖經，當時的我真投入，我一站起來禱告，全場肅靜。我教了幾個學期，一

條辮子說：「小姐仔，小姐仔，我教妳寫畫吧！」加個「仔」字，很親切。高師要
收我為徒弟，他的得意弟子，關山月、黃獨峰等便馬上說：「高師要收妳為徒，還
不趕快跪下磕頭！」我說：「你們每人都給我一個紅包我便跪。」就這樣嘻嘻哈哈
的過了一段日子，但我始終沒有跟高師學畫，因為我鍾愛的是書法。

個月賺港幣七十元，這樣才可以生活。
圖一 呂媞、李燄生、高劍父攝
於一九四六年廣州

五十年代初一天，我去教堂附近的市場，碰到兩輛囚車，車內載滿男女老
幼，見到他們呼天喚地伸手叫喊，原來他們都是偷渡客，被香港政府攔截，要被逮
解出境。中國大陸當時正實行「三反」「五反」運動，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偷渡者

一九四九年，黨派紛爭，國共內戰，十月份的廣州已到最後撤退時候。在廣

如有家人認領，便可居留。我看到這些同胞悲慘的情況，不禁熱淚滿臉，衝進教

州的洪門大哥佩服李燄生，幫助他租了一艘船，先讓李燄生離開，我和其他家人

堂，哭得不成人形，我沒有能力幫他們，只能跪下求主耶穌救救這些可憐的人。

留在廣州，住在劉春草（陳樹人唯一入室弟子，原名劉頌耀）的家。劉春草與我

「抗戰八年無米煮，和平一日吊沙煲」， 這是一個人心惶惶，紛紛亂的時代。

同年，很活潑，他的父母對我們非常好，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我能做什麼？我下定決心要在這個社會大學裡不斷學習，慶幸我遇到很多願
意幫助我的長者前輩，他們從旁指引。我年輕，過目不忘，我一邊學習，一邊靠

李燄生到香港後不久，派人來廣州接我與孩子乘火車南下。我們寄居在粉

寫作為生，我寫得很快，我決定要自己走出一條路來，自立更生。

嶺黃崗山一間齋堂，名「藏霞精舍」。齋堂旁有三間石屋，我們就租住第一間之
「歡仁堂」。還記得粉嶺的村長幫我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有身份證便等於有護

三、兒女不封侯

身符，很慶幸一個星期便拿到。雖然我本來姓李，被誤寫為呂，但覺得有一張身
分證已經很好了，不考慮那麼多，可以安頓下來就好。

編者：為了更深入了解呂媞在廣州的一段生活及在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生活
狀況，在此擇錄呂媞於一九七三年在丈夫李燄生逝世後所寫的《活在我心中》，

到了香港，舉目無親，生活非常困窘，什麼也沒有，破爛的毛筆倒有很多。

文章登載於一九七三年《大人》雜誌第四十一期。

李燄生寫稿，連稿紙也沒有，每天看完的報紙便一開四，寫得滿滿的，沒有人看
得懂他的字，只有我看得懂，我便替他抄正。在這種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
環境裡，什麼都要憑自己努力爭取。

「……我們就是這樣窮風流、餓快活的過日子，李燄生天天忙於寫稿，但他很
愛朋友，常常與朋友在咖啡室暢談。這期間的詩，多附在文章之中。有一次，一位
老友從廣州來，千方百計打聽我們的住處，並送來一套很精美的香菸用具，相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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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老友甚為感概，他說：『以燄生目前聲名之大，想不到其居所竟如此簡陋。』
我們只是淡然一笑，賣文為活之人，不清苦才奇哩！何況『貧乃士之常也。』

記不清隔了多久，莫鐵兄果然托人將數方印章帶來香港，留在周千秋家中。
令我歡喜若狂，故人情重，並不因時間之消逝而忘懷。印章中除了『兒女不封

自此一晤，老友還在九龍相約茶敘，有次特別是約我的，他誠懇地勸我回廣

侯』（圖三）外，還有數方閒章，每一把玩，如見故人。近年聞說莫鐵兄尚健

州一行，還談了許多瑣事，當時我是婉拒了，原因是兒女尚在襁褓中，家務乏人照

在，但亦垂垂老矣，多年來均默禱上蒼，祝福他寶刀未老，盼望有機會再與藝文

料，實在無法分身。老實說，作為一個中國人，誰不願意活在自己的國家中，總勝

前輩同遊。

過托庇於異地，可惜環境未許可耳。此後，老友因公務未了，與燄生時有見面，直
至公畢要回廣州，燄生以不能無詩以紀此會，乃把吟好之詩交我，着我寫成條幅，

燄生的寫稿生涯在斷斷續續之中，但他文章中有個人的面目，他滿腔孤臣孽

詩曰：『廿年一夢記依依，去日交遊賸更稀。清瘦寒梅為故影，婆娑舊柳想成圍。

子的報國之心，受到不為時尚之譏，而他不以為忤，依然吾行吾素，至死不渝。3

相逢劫後人猶健，自覺望中事未非。辣手文章杯酒外，乾坤正氣不曾違。』

正如石濤所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

此詩寫好之後，老友又提起在廣州時的藝文朋友，如關山月、黎洪才、黎葛

當兒女開始上學時，我除了家務便是耽於書畫之作，我集中精神於此道，與

民、莫鐵諸君之近況。猶令我憶起精於篆刻的長者莫鐵，當年在文酒之會中，我

燄生以文章報國之熱誠成了正比，他不是替報章雜誌寫文章，即與詩人詞客們往

2

咏秋柳之末句是『兒女不封侯』 ，鐵翁大為欣賞，即說要刻方印章送我。詎料
匆匆一別，直到老友來談起，今趁他會穗之便，即與燄生挑燈吟哦，題為《寄懷
莫鐵與呂媞聯句》，詩曰：『越王台畔舊風流，詩酒相從處處遊。北郭園林看夕

還。而我們已從黃崗山遷至聯和墟之安樂村，那兒是一座古老大屋，我們租住一
圖二 呂媞、李燄生、關山月攝
於一九四六年廣州

間斗室。他又應紐約《民治日報》之約寫專欄，興到時他一口氣寫上數天的稿，
投寄之後，就可以搖搖擺擺地與友人談天說地了。

照，荔灣水月弄扁舟。故人無恙聞消息，絕藝能成更進修。鑄印當年曾許我，一
方兒女不封侯。』詩成之後，也寫成了條幅，雖然書法不佳，但都是我們夫婦的

為了生活，我接受飄揚女史之約，為綠邨商業電台撰寫劇本，夫妻二人，忙

真蹟，老友接看之後，說必能為我們轉達鐵兄。

忙碌碌的天天在寫。但稍有空餘時間，我仍作書畫。在我個人的感受是「書畫養
心，寫稿養身。」我力主他多作詩，並堅決地說：『詩人之名留給你了，因為我

在廣州時那一段文酒之會的生活，給我難忘的回憶。當時關山月夫婦待我們

縱然會作詩，別人總會加上一句，是燄生代筆的罷？但我致力於書畫，這是你所

甚好，閑來我們便是他家中之常客，我常看關山月作畫，流連於畫室中，有時燄

不為的，彼此分道揚鑣，同享甘苦好了。』

生也題句。對日抗戰時，於大後方之桂林相交，燄生且為他題了不少畫幅。對關
山月之藝術造詣，推崇備至，那次珠海重逢，還認識了關山月的老師高劍父，故

……就在三數年間，我每成一畫，他必有詩，其中題在蘭花上的，如：『江

在文酒之會中，格外熱鬧。其中有位盧傳遠兄，曾拜高劍父門下，對我們這一群

山回首不堪看，但對東風自畫蘭。省識美人芳草意，天涯聊表寸心丹。』另外律

朋友特感親切，身邊經常帶備相機，大量獵取鏡頭（圖二）。詩中所說：『北郭

詩中我最為喜愛的如下：『積氣長存正與貞，美人君子擅佳名。當門耻逐叢蕭

園林看夕照，荔灣水月弄扁舟。』都是真情實境。在荔灣不但弄扁舟，還時作弄

長，隱谷寧隨眾草生。無土寫根應下淚，非時作佩總傷情。茫茫不盡靈均意，世

潮兒，記得還有周千秋、梁粲櫻夫婦。不過，其中與關山月及高劍父等人之照片

濁難為汝獨清。』這二首詩，我曾為寫成條幅和橫披，也先後屢次展覽過。

較多。關山月且贈我畫幅，高劍父也有數幅，可惜散落廣州了。祇是照片則留在
行篋中，無事時總愛翻閱，藉以緬懷過去一段愉快的時光。
2 原詩已失，但呂媞老師憶起詩作的靈感是出自蘇軾的《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
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詩作的最後一句「兒女不封
侯」，包含不為功名利祿而折腰的意思。後來，莫鐵給呂媞刻的「兒女不封侯」，成為她
七十年代常用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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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莫鐵為呂媞刻之
「兒女不封侯」

3 五十年代，李燄生以筆名「馬兒」在香港政論界名噪一時。二零一四年，台灣獨立作
家出版社重新編印他在一九五四年所出版的《吳國禎事件》，新書取名《吳國禎事件解
密》，綜合李燄生原作，事件期間的剪報、評論、胡適與吳國禎的信件往來，及五十年後
對兩人筆戰的重新評價，更收錄呂媞對亡夫的深情追憶。編者蔡登山言：「事件期間少有
人敢為吳國禎仗義執言，只有香港作者李燄生秉著良知勇氣，第一時間投書力挺吳國禎，
更針砭蔣氏政權的缺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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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十到七十年代，幾乎每一期我都有文章，一個月兩篇。當時看到藝文
由於我喜愛他的詩詞，有時一首詩，我寫上二三十遍，越寫越起勁，寫後心

版的讀者對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林師說：「一班朋友都讚許妳，說妳的文筆不

情愉快，人也覺得輕鬆，這種享受，絕非局外人所能領略。」

錯，很流暢，沒什麼沙石。」我寫東西很直接，沒有轉彎抹角，受到他這樣的讚
美和認同，我感到非常高興。

四、學書法的日子（五十至六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一天我們正在上書法課，林師跟我說下午要交一篇《林千石師
從五十年代開始，受幾位師長的推薦，我正式進入已故書畫金石名家林千石

生書法聯展》的新聞稿，吩咐我代筆，他一邊講課，我就一邊在旁寫。寫好了，

先生門下，習書寫畫。「由於先師之藝術修養精湛博大，同門中人，咸認為集眾

林師對我說：「明天帶妳去見溥心畬。」說完便給我一張紙，要我即時寫一張蘭

人之所學所得，皆未能望其項背。其時，個人之家境極度貧困、拂逆之事甚多，

花，我就用毛筆撇幾筆蘭花。翌日溥心畬看到，十分高興，隨即在畫上題：「香

但面對先師多元化之藝術修養、及功深力厚之書畫造詣，別具風格之金石篆刻，

隨君子珮，蘭繫楚臣纓」，林老師亦在旁邊題：「靈均憔悴日，楚澤折芳馨；春

除了心儀景仰之外，乃暗自許願，量力而習之，冀望於書畫方面，得稍窺堂奧。

郭花如許，何人眼獨清」。（圖六）

我下定決心，以人能十知，我則百知之愚公移山精神，鍥而不捨的追尋書畫藝術
的領域。」4
林千石的書法課是一大班的，從來不收學費，隨到隨教，有教無類。 我一星
期一次去林師家上課，乘搭一小時的火車從粉嶺到銅鑼灣，一元多車資。有時候
我連一元都沒有，要問同學張群英（張陶）商借。張群英是當護士的，獨身，對
我非常之好，我借了她很多次錢，後來我七十年代開展覽會，從賣出作品收入，
一百到兩百元一張單結還給她。 （圖四）
隨著學書法，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在林師家附近，合租了一棟舊
樓的天台木屋，稱它為「風雨樓」。在林師家上課上得很晚了，便買一點吃的，
回去木屋宵夜。木屋裡只有一張大檯面，吃完了我們就捲着身在檯上睡一個晚
上，女的睡檯上，男的睡地上。我們同被林師稱為「痴兒」。

圖四 一九七三年與張陶合
作「蘭、竹」

圖六

呂媞《蘭》溥心畬、林千石題款

我的畫是走傳統派的，講求筆墨中之意趣。我之能夠把蘭花寫好，這有賴
五十年代，林千石在香港的《華僑日報》主編《藝文雙週刊》，有一張報紙

我的書法底子。寫蘭葉一筆內蘊含輕重波磔，收筆時藏鋒回腕，使其剛柔之態盡

打開四份一的篇幅。林師邀一群活躍於文藝書畫界的朋友寫專欄，如劉海粟、彭

現。寫花時宜高下向背，輕盈回互，點花心可用草書法，如作「二」字、「三」

襲明、萬一鵬、薛慧山等，我也被邀請寫其中一欄。林師給我兩本厚厚寶書 - 美

字、「之」字、「心」字等。寫莖須直如立，寫根則須筆酣墨飽中鋒或逆鋒寫

術史家俞劍華的《中國書畫理論》- 細讀後，加上我自己的實際體驗，寫了很多

下，其轉折變化有如屋漏痕。因此我可以說葉如隸，花如楷，心如草，根如篆，

文章，如梅、蘭、菊、竹的寫法，中國畫的傳統、六法與六要、氣韻與筆墨、臨

誰謂不宜。5

摹和創作等，但大部份的文章都圍繞著我對中國傳統理念「書畫同源」的強烈興
趣、理解與分析。(圖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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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媞《如何學習書法 – 兼談書法中之真、善、美》

圖五 呂媞「氣韻與筆墨」登載
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華僑
日報》之《藝文雙週刊》

林師建議，學書法該由隸書入手，隸書上承大篆，下開各種近體書式，學好

5

節錄呂媞《墨蘭的寫法》六十年代刊登於香港《華僑日報》之《藝文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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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上溯古體之本，下控近體之源」。而且，隸書「蠶頭燕尾」，書寫時「一

這種種經驗，都豐富了我的藝術生命，為我後來獨自發展奠定基礎。寫作、

波三折」，更是趣味無窮。林師更建議，學隸從漢《禮器碑》入手，吸取其用筆

書法和繪畫的實踐，令我深深領會到「書畫同源」此一道理。我不是很聰明，但

及字之結體，其筆法硬勁如鐵，字之結構變化若龍，方扁縱橫跌宕，只要多加揣

我對書畫充滿熱情，這理論很配合我的興趣，我決定要一直鑽研下去。

摩，自能了悟個中真理。學了《禮器》就可以開一條路，讓你寫其他碑都成功。

五、「書畫同源」

以《禮器》的方體方筆可以寫《張遷碑》，扁體圓筆可以寫《石門頌》，方體篆
筆可以寫《夏承碑》，扁體方筆可以寫《曹全碑》，圓體圓筆就可以寫《華山
碑》、《史晨碑》，方體圓筆就可以寫《衡方碑》。
此外，再參學摩崖石刻之《石門頌》，此為書寫大字之最佳範本，蓋其用筆

圖七 呂媞「書畫同源論」登載於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華僑日報》
之《藝文雙週刊》

五十年代末，我曾於《藝文雙週刊》寫了《書畫同源》及《再論書畫同源》
兩篇文章，引用了很多古人的畫論，來分析和引證「書畫同源」一說。其時，我
已了解到「書畫同源」是一條正路。（圖七）以下簡錄兩篇文章之訣要：

圓厚，純以中鋒出之，概括了隸書之結體，篆書之筆法，行書之筆意，如長槍大
戟，奔放遒麗。這些書體不斷訓練我的筆法，令我執筆的提頓輕重做得好，什麼

「『書畫同源』之說，前人是如此肯定而言。蓋以中國之書，始於象形，而

叫「圓筆中鋒」、「聚散」、「輕重」、「向背」、「疏密」、「大小」，我全

畫則來自圖像，說是同源，在原則上是當然了的。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夫文象

6

從隸書中學到。

立而結繩移，鳥迹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也。』關於畫，張
衡圖序則曰：『心之謀，畫之謀也。』但是，綜合的意見，宋米友仁論畫說得最

跟隨林千石學書法與我同屆的好友有黃君實、朱慕蘭、謝琰、陳啟雄、高兑

好。他說『子雲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

等。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黃君實，他是中文大學的高材生。我記得他手拿一個藤

自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為此，豈市井庸工所能曉』。米氏之論，對書畫同源，

織書笈來上課，與林老師滔滔不絕，談論書畫，引經據典。我心中十分敬佩黃君

作這樣有力的指出。再推而上至五代，荊浩之筆法記也曾指出畫有六要：曰氣曰

實，覺得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俊秀青年。另外，朱慕蘭是由中文大學的教授保薦

韻，曰詩曰景，而最後則曰筆曰墨，書與畫同樣要筆墨，亦同樣要氣韻詩景。假

來學的，非常聰明，酷愛書法，她亦是嶺南派趙少昂的高徒。後來，林老師七零

如此畫與書不相侔，此源已不同而分。

年移民加拿大，黃君實先後往日本和美國深造中國文學和鑑定，朱慕蘭隨夫婿移
居台灣，謝琰受聘於加拿大溫哥華卑斯大學之亞洲圖書館，高兑、陳啟雄也相繼
移民美加。我們各散西東，惟有各自努力，以報答恩師多年之悉心教導。

張彥遠在敘述畫之源流謂：『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接著
說：『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
垂象。因儷烏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

其時，從寫作中，我學到的知識非常多，我的文章不但刊登於《華僑日報》

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

的《藝文雙週刊》，更在《書譜》、《大人》及後期的《大成》雜誌經常刊登。

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

另外，我還每星期送稿到綠邨電台。在綠邨電台，我寫了很多劇本，日間下午三

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像鳥頭者，則畫之流

點播出《明四大家 –文沈仇唐》：文徵明、沈石田、仇英、唐伯虎，寫他們的故

也。』張氏之作，乃畫史之祖。書畫同源之說，沒有人比張氏來得更源本的了！

事，唐伯虎的故事最多。我閱讀小說，把小說故事演化成劇本，編成一集一集。
我為自已起了個筆名今鳳，因為台灣有一位著名的作者古龍，我想不如就叫自己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有士氣。錢曰：『隸體耳。』什麼是隸體，

為今鳳吧，我便這樣當起編劇家來了！我能做到這麼多事情，維持生活，養活家

隸書體之書法也，有書法始有士氣。董其昌根據此意而作論曰：『士人作畫，當

庭。現在想起也覺得自己當年很棒。

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唐伯虎
是有名的畫人，其畫論也作如是之論，曰：『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
筆轉腕靈妙耳。』明李日華，有學畫必在能書之說，其理由何在，曰：『方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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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而已。清人董棨，對同源異科之理，說得最明白。其言曰：『書成而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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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變其體不易其法，蓋畫是書之理，書即是畫之法。如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

展覽會開幕之日，蒙新聞界及文化界朋友之熱烈鼓勵及宣揚，內心的感激及

飛獸駭，絕岸頹峰，臨危據稿，種種奇異不測之法，書家無所不有，畫家亦無所

喜悅難以言喻。短短三天我在會場認識不少新朋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喜愛我的

不有，然則畫道得而可通書，書道得而可通畫，殊途同歸，書畫無二。』董氏此

作品，尤其是書法。閉幕時同學們在忙於為我收拾東西，仍有人推門而入，聲言

論，最為清楚明白。

要訂購那幅《楓橋夜泊》詩的書法，這一切意外的收穫，不啻是我坎坷命途中的
強心針，鼓舞我向藝術之路上勇往直前。

西洋文字，是拼音而不是象形的，故其書與畫，與中國有別，不同其源，各
分其派。因此，中國書與畫與西洋畫有其顯著的不同。此為地緣地理所使然，亦

來參觀展覽無數的人士中有一位女士，她在會場巡視了一周之後，走來見

是民族氣質之使然。假如我們中國的畫家，不放棄、不忽視我們書畫同源的優良

我，自道姓名。原來，她是當時香港著名的遊客區尖沙咀星光邨的女經理伍淑

傳統，必能在世界畫壇上，維持優良的地位。

清。伍女士提出特闢一個櫥窗，容納我的書畫，在該處陳列，十天半月又再換另
一批書畫，而且不是短期，而是「經年累月」。這樣的一個「徵求同意」，對我

畫之所以能神妙，就是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清秦祖永教人作畫，用筆要
沉著，沉著則不浮。運筆鋒須要用取逆勢，不可順拖。所謂沉著，所謂取逆勢，

來說簡直是此次書畫展覽所得到的最大鼓勵，也是最大的收穫。於是，七十年代
初，我不斷以較為愜意的作品，在星光邨的櫥窗中公開陳列，接受批評。

皆書法也。書法所以是畫法之根本，那是同源的理由。書畫原則相同，技術則有
異，不能以本為末，亦不能以末為本。運用之妙，憑乎一心。詩詞同源同科，手

展覽會後，在香港有很多書法家嫉妒我，很滑稽的事情是，有人問我的男學

法也有不同，何有於書畫。但科可分，源不能分，此中三昧，不可不明白的。此

生：「你們學寫書法，當然找一個男的教你，為什麼要跟個女的？」我的學生便

為古人及師友之論，歸納之而成此文，以就正於書畫之前輩與同輩，不敢以為自

回答說：「你不知道王羲之的老師衛夫人，便是一個女的？」一巴掌就打過去。

7

己的主張也。」

當時，香港著名文具商行文聯莊的老闆李昆祥對我很好，他見到我生活艱

六、開展覽會前後（七十年代）

苦，裱畫不收我費用，等我寫《藝文版》的稿費收到了，港幣八元一千字，我才
結數。他很信任我，有什麼好的紙，都留給我。來到美國後，他還一大包、一大

我在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五年開了兩次個人書畫展覽，那是我人生的轉捩
點。願望的實現，多數是要需要用「傻勁」來推動的。這點我十分明白。

8

包的紙寄過來給我。開完展覽後，因為很多人支持我，收藏我的作品，我的一切
債務還清，砍斷窮根。

一九七零年的夏季，我鼓起勇氣，首次向香港大會堂（香港藝術館前身）訂

寫字，並以餘暇作畫，是我的愛好，初意只在於追求「筆意酣放」的樂趣，

下了展覽館的日期，舉行個人書畫展覽。所定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至四

並沒有想到「授徒」這一個美名。但自從舉行了首次個展之後，有幾位年輕學

日，一連三天。有半年的時間讓我作準備，這是一段既興奮，也迷惘的歲月。幸

生，採取了「自我介紹」的途徑，要拜我為師，學習書畫，誠意拳拳，使我很難

好在籌備期間，獲得各方面的照顧。長者的不吝賜教與朋輩的從旁協助，都足以

退卻。本是簡單的談話，卻由此展開了我生活的新頁，使我由業餘的興趣，轉變

減少我的「手足無措」之恐懼。

為職業性的工作。數年來和一群純真的學生長相聚首，宛如在一起做著「樂在其
中」的節目。

7 本篇節錄呂媞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香港《華僑日報》《藝文雙週刊》第九十一期之
《書畫同源論》，及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藝文雙週刊第九十二期之《再論書畫同源》。
8 《開展覽會前後》此章部份錄自呂媞《開展覽會前後》及《筆意酣放的樂趣》，部份
口述。《開展覽會前後》刊登於《大成》一九七五年八月第二十一期，《筆意酣放的樂
趣》日期、刊登處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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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書法，無論是研習，或是傳授，在我都是忍不住要「感慨系之」的。
我仍然保持原有的教學方法，以隸書為入門的初階。一般來說，學生通常的問題
是：「我沒有天才，怎樣寫好書法？」我直接了當的回答他們：學習書法不是靠
天才，而是要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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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書寫，法是方法，亦即是寫字的方法。我們先要吸收寫字的方法，然後

亂了。如果寫字不認識筆法，那就會寫得一塌糊塗，不是正途。

加上力學。不然，即使寫到百歲高齡，仍未知書法所組成的條件是什麼，則亦屬
徒然。此外，寫字作畫還要絕去名利觀念。不求名利，得益者仍有個人心靈上的

筆法是第一個關鍵。能精研筆法，自當熟能生巧，在熟中求生，別有韻味。

舒暢。當你全神貫注，把筆縱橫，提頓起伏之時，你便會進入「雙鵠並翔，青天

其次，要明瞭字之結體，整幅字之向背、聚散、疏密、輕重、大小等，從而變

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的境界，而感覺到胸無渣滓，快意無限了。

化。千多年前的漢隸，初看以為平平無奇，細看之下，始知在平板中有多樣化，
且筆法俱足。假如不習漢隸，當難知迴鋒及中鋒之理，例如「石門頌」，此碑筆

9

七、談書法

筆中鋒，字之結體是隸書的，筆法則直通篆書，筆意則是行書的，只要熟習，楷
書則迎刃而解，更有助行書、篆書之練習。

何謂書法？在字義的解釋，書是書寫，法是方法，亦是寫字的方法。中文字
是由點、橫、豎、撇、捺、鈎、提、折等線條所組成，透過筆法的運用，讓每一

且看前人之書法，即可追溯其筆法之源。王羲之隸書本精妙，但被行書之盛

個字的結體，進而整幅字的分行布白，活現在紙上，把字形變得生氣勃勃，成為

名所掩。王羲之的書體，歷史早有定評，所謂晉人「尚韻」，此一韻字，概括其

一幅賦有藝術性的作品。

風神韻味。唐人「尚法」，唐朝書家，法度嚴謹，其中擅楷書而又為後世所推崇
者，一般認為顏真卿、柳公權最為突出，原因是面目較強。其他如張旭、懷素、

教授書法，眾說紛紜，彼此各師各法，不一而足。經過多年的思考領會，我

孫過庭、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李北海等名家，他們在書法上的成就，都是

可以說，用何種字體去教學生都可以，重點是找一個令學生容易吸收的方法，令

偉大的發明者。每人有不同的風格，各走各的路，殊姿獨立。褚遂良之楷書筆

他們獲益，絕對不可妄持一己之見，令學生聞書法而却步也。我教書法是個別教

法，是吸取隸書而來。

的，用的是先師林千石的方法，從隸書入手。因為我個別教，所講的話，句句入
心，不會有題外話。學生與我非常之親切，教學相長，從教學生的經驗，我自己

李北海的行書是學王羲之的，吸取所長，加以變化，能做到有自己的面貌，

也得益良多。我志在推廣。我從來沒有自我宣傳，但來學的人很多，都是在學的

這是每一個書法家都希望做到的。古人評李北海的字如「金鐵煙雲」，筆法堅實

學生傳開去，不斷有新學生加入。

如金鐵，變幻如煙雲。我教行書先教李北海的《李思訓碑》，然後教《麓山寺
碑》。寫行書的筆順要分先後，不可以亂寫。《李思訓碑》是唐朝很有名的作

在林千石門下學書法時，學生都喜歡學他的行書，但他跟我說，要我在隸書

品，特點是他不是絕對圓筆或是方筆，也不是筆筆中鋒，是李北海年輕一點的代

上下功夫，隸書是基礎。我非常感謝他對我的鼓勵，我在隸書上下了一番努力，

表作。他後期的代表作《麓山寺碑》，中鋒筆很多，用筆很圓，特點是右邊推

吸收了林老師所說的方法，再加以自己的思想，下苦功，就成了我自己的面貌。

高，上窄下寬，一邊黏著，一邊分開，寬博中見緊密，秀中見拙。所有書法結字

我不是說我很好，但我盡力。

的條件，如向背、聚散、疏密、輕重、大小，他的行書通通都有。李北海的書法
影響了很多後世的書家，近代受他影響的書畫家有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林

古有說書法之道無他：「隸體也。」寫隸書，無分筆順先後，好像小朋友
拼拼圖，拼成一個四方盒。隸書第一筆，蠶頭雁尾，首先下筆回鋒，中間抽輕，

散之等。吳昌碩的篆書有包含隸書的筆法。他篆書的結體吸取李北海，右邊高、
左邊低。吳昌碩曉得運用古人的好處，拿來發揚自己。

到尾的時候再重，轉一轉筆，抽輕，送到。一重一輕，一重一輕。但一定要筆筆
中鋒，筆筆回鋒，筆筆送到，它自然會是中鋒，如果是偏鋒就很難回鋒，不入紙

到了宋朝，作為代表的四大家，蘇東坡、黃山谷、米南宮、蔡襄，其中以

的。就像我們做人，一定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心也要正，不可以偏。立身處

東坡、山谷、米芾之變化，各擅勝場，開創新的局面，啟迪後世書家之靈感，他

世，都是要認識好與壞；如果壞人你當他是好人辦，好人你當他是壞人辦，那就

們起筆縱橫，活潑生機之氣象直叩人心，因此，宋人書法，趨向意態多姿。且觀
蘇東坡黃州寒食帖，可見其用筆圓厚，深諳中鋒運筆之道，而且相同之字，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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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書法」部份文字節錄呂媞《談書法》刊登於《大成》雜誌第一六三期，部份為口述。

首，均力求變化，字之輕重大小，揮灑自如，流暢中並不草率。是知前賢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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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着眼於筆法，絕非離經叛道而去盲目創新的。

滅。（圖八）

至於明朝人之書體，趨於「尚氣」，那一股氣，令人屏息呼吸去欣賞，從第

晨早起來，正是神元氣足之際，窗明几淨，四周又無喧嘩噪音，最適宜於

一個字開始就是連綿不絕似的，直至末一筆為止，筆力依然送到，以黃道周、傅

寫字，馬上伸紙吮毫，由漢隸開始，一點一畫的寫，會不自覺的，三數小時已過

青主為甚，其他如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等，以祝枝山之筆觸最活，常有熟中

去。但興致正濃、欲罷不能之時，寫幾篇行草詩句，筆鋒輕快疾徐，墨色由濕至

帶生之明快筆法，被評為明朝第一枝筆。

乾，讓它自然流露，千萬不可填補，一經複筆，面目全非。不過，若發現偶有不

以上所舉，只畧而言之，若深入分析前人法書之優點，並參考「孫過庭書
譜」，此書論點精闢，且文詞華美，讀來令你神朗氣清，簡直百讀不厭。然後，

圖八 一九七六年呂媞即席揮毫示
範書法

再讀米南宮所寫之「羣玉堂米帖」，即可領略到前賢鑽研書法時之苦心用功，對

足之處，欲想補救，則要快而準落筆，有此功力，自然會補得天衣無縫，令你感
到快意稱心。
人生苦短，終日營營役役，名利得失，如夢一場耳。能在名利之外，有自己

筆法有直接了當的啟示。如此，當知學習書法時應如何抉擇矣。

的嗜好，任我揮灑，任我馳騁，則莫如執筆寫字。我如此說，並非賣花讚花香，事
實為你作答，曾經在書法學習上痛下苦功的皆可分享此甜美的醇醪，及心靈的溫

我現在垂垂老矣，臥病在床還是在想筆法。我悟出一個簡單的道理：筆法

馨。腦子裡沒半點雜念，只有眼前的紙筆相應，心手合一。待一紙寫罷，又可細加

只有兩種，圓筆和方筆，中鋒和偏鋒，把握到，無往而不利。我們要做到的是要

審察，自我評閱，去其瑕疵，擷其菁華，從頭再寫，周而復始，乃至通宵達旦矣。

中鋒用筆，但如果下筆去了偏鋒，我提一提筆，挺一挺起，轉一轉，把它變回中

八、群居不倚，獨立不懼（七十至八十年代）

鋒；做了壞人都可以變回做好人。切忌釘頭鼠尾，有人起筆一回鋒，轉一轉，便
起一個釘頭。你的力度要輕輕送到，不要半途力度中斷了，就變成鼠尾。就如叫
你送一件物件，你半途便放下，沒有送到，便不行了。中鋒寫出來的畫和字，線

一九七五年，在香港開完第二次個人展覽後（圖九），一九七六年便拍拍胸

條都是圓的，有韌力，筋骨都齊全，圓的線條是有力的；如果是偏鋒寫出來的，

口單人匹馬到新加坡去展覧，接着到馬來西亞。我的一位女學生林德芳協助我攜

線條表現出來是扁的，不入紙的，浮在紙面上的。嘗試多，思考多，慢慢會進

帶一百多幅書畫，一同往展覽場地。我憑一支筆在彼邦打天下，自此聲名便越傳

步，「自古成功在嘗試」。我是很笨的，所以才曉得努力。如果我不笨，認為自

越開了。到了東南亞，南洋大學藝術系的主任劉抗很支持我，安排我被當地的收

己是天才，一寫就是李北海，就沒有用了。

藏家香雪莊主人陳之初接待，那裡的人對我都好得很，現在回憶當時的生活，真
是甜蜜蜜。因為我一直為《大成》寫文章，有中國人的地方，台北、兩岸、東南

另外，我重覆，一篇書法的構成離不開這十個字：「開合、疏密、向背、

亞、星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等，《大成》都有很多讀者，所以我的名

聚散、輕重、大小」，把握得到你就心領神會，無往而不利了。平常多練習，你

字就這樣被推廣出去，我去到那裡，路都鋪得很順暢。

就會記得，紙不會罵你的，你就是在紙上亂擦，它也不會罵你的，你只要本著宗
旨去做，工多藝熟，到時候你的筆會教你的，自然會帶你怎樣走，只要你不要捏

說來真是時來運到，有一位年輕男子來找我學習書法，認識了這年輕人後

死你的筆，要活，總能達到目的。倘若你把毛筆捏死了，手指僵硬了，就無法提

才知道他是香港旅遊協會的人，他覺得我的教導方式很易接受，解釋得很明白，

起、抽絲、轉鋒。要是讀過米南宮的，都會知道：「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

想推薦我當文化大使，出外推廣香港並發揚中國文化，打破世界對香港的印象。

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

當時人人都說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物質主義的社會，缺乏文藝氣息。於是我便接

也。」如果能夠活學活用，你就能揮灑自如。
學習書法，即可以開拓智慧領域，又可以鍛鍊品性之平和，即使遇上極為
氣惱之事，令你咆哮呼叫，但慢著，只要按下性子，把筆揮毫，一切怒火都會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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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香港旅遊協會的邀請，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派我去英國倫敦，在一個大禮堂裡
圖九 《大成》總編輯沈葦窗、呂媞、
陳存仁夫人、陳蝶衣攝於一九七五
年呂媞個人書畫展覽會，地點為香
港大會堂。

面與不同國家的代表在一起，我就掛一些我的作品，坐在那裡揮毫。當天的情況
非常轟動，來看我揮毫的人多得不得了，塞滿滿，感覺好像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沒有人離開。他們都不敢相信有一個中國女人從香港來寫書法。外國人和中國人
197

都來排長隊，問我拿書法。令我最感動的是，一對老夫婦，在一個角落看，看我

辦公室工作不便。也有人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的話，台灣會有很多發展機會，

不斷在寫，當他們看到一個人拿完書法後走了，他馬上拉著我的手，一直親一直

我實在不欲捨棄我目前的生活方式。我教書法，自己能賺錢，我的生活豐足，

親，他意思是說，你這樣寫，手會很累嗎？他們很心疼我。當時候，我年輕，身

什麼都靠自己。陳蝶衣一句話告訴我：「不要聽人家的，夫婦之道苦，朋友之道

穿中國旗袍，一直揮毫到晚上十一點要散會的時候。旅遊協會看見我第一次在倫

長。」他說得對，他對我很好。

敦示範便那麼成功，以後每次派我出國，都請一位女仕協當我的翻譯，一位男仕
助我提文房四寶。大概有十年的時間，我一年至少出國兩次，足跡所及的地方不

七、八十年代，我每次出國回來便要備課教學生，寫文章，並每星期在中文

勝枚舉 – 英國、法國（圖十）、德國、意大利、澳洲、新加坡、菲律賓、美國、

大學教授書法班，完全沒有空閒的時間。 除了中大的書法課以外，我一直堅持個

加拿大。。。大概沒有到的只有非洲吧！

別教授，因為每個人的性情不同，對書法的領悟也各異，因此需要就個別不同的
情形來教導示範，授與受也會特別專心。我教書法，由一點一劃開始，其中每點

從七十年代開始，我每到一個地方，回來後都會在《大成》寫文章，把外

每劃的道理，我都會加以描述及分析，令學生不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地的情況寫得清清楚楚。《大成》的總編輯沈葦窗對我非常好，讚我寫得一手好

九、瀟灑走一回（八十年代後）11

字，每一次的文章都要我手書題目。沈葦窗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他一個人辦
《大成》雜誌，請作家，徵稿，看稿子，校對，什麼都是他。當時《大成》一群

圖十

於法國巴黎示範書法

友人，每星期天茶聚，座上客有沈葦窗、陳存人醫生、作家陳蝶衣、攝影家高嶺

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紛紛亂的時代，大家為了九七的問題勞燕紛飛，大夥

梅一家和我等，他們都是上海人。他們說：「看妳的文章真是很開心，好像與妳

都在討論移民。當時，我有一位誠心信佛的學生，去了北加州萬佛城法界佛學院

面對面講話一樣。」沈葦窗每個月都到台灣一次，他跟張大千很要好，每次到了

攻讀博士。她鼓勵我移民萬佛城。我想，我也六十歲了，能有個安穩的地方清修

台北，幾乎都一定拿一張張大千的畫回來做下個月《大成》雜誌的封面，所以張

也是好事，便決定先以試探的方式來到萬佛城開一個展覽會。展覽前夕，幾位美

大千每一期都會看。

籍的出家人親自幫助我用顏色紙把作品托底，好像裱好一樣，令我非常感動。創
立萬佛聖城的宣化上人看到我的書法非常喜歡，勸我不要走，留下來教書法吧！
10

有一次，張大千讀到我寫的《重游星馬》 一文提及曾有醉倒榴槤之鄉的經

我說不行，我在香港有那麼多學生，我要回去有個交代才行。

驗，問沈葦窗：「榴槤真的有那麼好吃嗎？」沈葦窗回答：「是，如果不是，呂
媞怎麼寫得出？」張大千說：「我也想吃哦！你下次來台灣，帶一個來吧！」沈

返回香港後，我回想此次萬佛城之旅，讓我感到萬佛城的環境清靜，真是一

葦窗便千方百計買一個榴槤，不知道用多少層紙包著，因為他經常飛台灣，飛機

個很適合我寫作，寫書法，做學問功夫的地方。數月後，正式接受法界佛教大學

人員與他很熟，幫他包好，不讓氣味洩出來。帶到台灣，張大千品嚐過後，親自

的聘請，移民該地，帶髮修行，一心向佛。

叮囑沈葦窗：「叫呂媞來台灣歷史博物館展覽，我要幫她題簽，『香港書畫家呂
媞展覽』。」沈葦窗回來我們一桌人喝茶，他在眾人面前說給我聽：「大千先生

素意幽棲物外，塵緣浪走天涯。

說，妳去台灣展覽他要幫妳題簽。」那時候我的學生越來越多，我實在無法走

遠夢時來枕上，詩心已隔蓬山。

開，我想，等我清閒一點才去吧！怎知道張大千一九八三年便過世了，我也錯失
了一個到台灣展覽的機會，沒辦法，這是緣份。

當我接到美國領事館通知，獲准移民的日期，最遲要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廿
九日之前，進入美國境內，不由得眼前一片茫然，在難捨難離的情況下，寫了上

我的夫子李燄生一九七三年辭世後，作為一個獨身女性一切事情要獨立抉

面四句詩，告以眾男女弟子離別在即的消息。回顧十餘年來，有這一群為我增添

擇，不是那麼容易的。沈葦窗曾經邀我去《大成》為他做校對，我總覺得在他的

歡樂、噓寒問暖的學生，彼此活在和諧感應的笑聲裡。如今，我轉向「聽雨僧廬

10

11 「瀟灑走一回」此章部份文字節錄呂媞《相見時難別亦難》刊登於一九八九年三月
《大成》第一八四期，部份乃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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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星馬》刊登於1977年《大成》雜誌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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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淡靜歲月，由繁華歸於簡樸，面對的是學生們認為難於接受的另一生活。

一洗客心清夢遠，塵勞悟得半生癡。

但畢竟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唯有默默地唸著蘇東坡的詩句：「斜風細雨到來
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若笠，旋收江海入蓑衣。」我一次再一次的反

可惜，萬佛城天氣早晚和冬天都很冷，我的身體不適應，三年來我常常生

覆思量，數十年光陰如戲劇人生，頓然悟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悟以往之

病，出城看醫生每須要別人幫忙。九十年代初，我決定返回紅塵世界，可謂瀟灑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真理。而今，再一次鼓

走一回。

足勇氣，接受新的挑戰，義無反悔的勇往直前，嘗試「隨所住處恆安樂，自鋤明
月種梅花」的孤清幽獨。

圖 十 一 於 萬 佛 城 法 界 佛 教 大 學，
受頒發「中國文化名譽博士學位」

從萬佛城移居三藩市，恢復私人教授學生的生活，踴躍參與文藝團體活動，
如舊金山中華藝術學會、中華聯誼會、粥會等，每星期與一群灣區的書畫家茶聚

一段舊的結束，也正是一段新的開始。到達萬佛城翌日，法界佛教大學舉行

切磋，廿多年寒暑不變，直到身體不適，才無法赴約。這些年來，每年均參加舊

畢業大典，是日氣氛莊嚴肅穆，飽學之士，來自各國，特邀加州州務卿余江月桂

金山中華藝術學會之聯展，另外屢次參加《世界日報》所舉辦之「舊金山資深藝

博士來頒發畢業證書，我也戴上方帽，穿上禮服，受頒發「中國文化名譽博士學

術家書畫聯展」、「藝文之友聯展」，中美文化協會所舉辦之「灣區當代名家書

位」之美譽（圖十一）。

畫聯展」，加拿大書藝界組織所辦之的「翰墨因緣」、「墨趣書法聯展」、「亞
洲文化中心書畫聯展」等。此外，還與灣區的六位資深藝術家一同組織「六逸書

在萬佛城內的生活規律，自有他的軌跡可循，最顯著的是出家人堅守日中一

畫」，沿用「竹溪六逸」雅號；亦與兩位年輕輩的書畫家組織「歲寒三友」，這

食，夜不倒單，勤修苦練，個個勇猛精進。我設計了一套三年的書法課程，分別

些活動都志在推廣中華傳統書畫藝術於海外。我的作品不斷有在三藩市灣區，洛

教兩班學生，一班男學生，一班女學生。可喜的是，他們都對中國書法抱著濃厚

杉磯，紐約，溫哥華各地展出。

的興趣，在研究佛經之餘，努力的學習書法，由最初的一竅不通，乃至運化自如
（圖十二）。

二零零六年，三藩市《世界日報》鼓勵三藩市的藝術家往洛杉磯開展覽。當
時我們組織五人，取名「藝文之友」，這麼巧，我香港的女棣曾楊淑貞也移民到

萬佛城佔地甚廣，有古木參天的森林，也有自由活動的麋鹿、松鼠、孔雀

了洛杉磯。在展覽會期間，她每天都坐鎮在會場幫忙，非常熱心。開幕前的晚宴

等出沒期間，就像住在大自然裡，四周寧謐，全無半點喧聲噪音。我住在一間獨

上，有一位道長站起來致詞，說：「現在懂得欣賞書法的人已經不多，書法不吃

立平房內，四邊都是窗，我用我的古人的詩句，畫的梅、蘭、菊、竹，貼滿滿在

香，我們的團友，很多都從寫書法改為寫畫。」我甚不以為然，起來辯說：「道

窗上。聽說後來我離開後，他們久久沒有掀下我的書畫，把那房子供貴賓用。久

長此言差矣，我是寫書法的，我所有生活上及心靈上的富足，都從書法中得來。

居空氣污濁、人多車多的都市，一旦到此清修，整個人感到豁然開朗，但另一方

您說寫書法沒有人懂得欣賞，因此就不吃香，恕我不苟同。」我說完後，他請三

面，必要有堅忍之毅力，始可適應這般孤寂淡泊的歲月。

藩市的藝術家一個個站起來講話，獨不請我。這種場面，我經歷得多，講話與否
都無關宏旨，我要講的剛剛已經講過了。第二天展覽開幕，出乎我意料之外，我

宿萬佛城有感絕句二首：

的書法竟然被很多人欣賞並收藏。現在說起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陳年舊事了，
說出來便是笑話一場。

一
飛花飄泊隨風舞，落葉蕭疏黯黯歸。

二零一一年嶺南派畫家老朋友簡國藩先生推薦他的學生吳乃欣和曾慶群來向

爛漫春光何處去？青燈禪榻已忘機。

我學書法。曾慶群原來是曾楊淑貞的姪女，早在八十年代已從她嬸嬸口中認識到
我，可說是神交，如今有緣面會結識，有如上天安排。兩位年輕人一個月兩次來上

二
秋聲相伴夜臨池，閑聽潺潺雨催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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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有時候我拿一兩張作品出來給他們看，每次都看得她們哇哇大叫，興奮的心情
圖十二

在法界佛教大學與眾學生

難以自持。我的一個大衣櫥裡，全部放滿都是作品，很多是自己寫後覺得滿意，偶
201

爾拿一張稱心的去裝裱，裱好了的作品在家中作私人展覧，很多作品都是未曾公開

名，「懶雲」廣東話諧音「懶人」，我現在就是一片懶雲。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面世的。每次上課都在半學寫、半學欣賞的歡樂氣氛下渡過。一天，曾慶群告訴

求問達於天下，我的處世良方是讀書寫字、詩畫遣興。正是梅蘭菊竹四君子，書

我，她有一個念頭想助我把這些作品辦展覽，並且要出書法集，她已經私底下徵求

畫文章一懶人。而晚年悟出「錦繡人生路，啼笑皆是法」，庶幾一生無憾了。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舒建華館長的同意。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已是耄耋之年，個人
之力決不能處理我的作品，現在如釋重負。這兩位年輕人每次來便助我把作品整理
出來，拍照，寫釋文，需要蓋章的也協助我蓋章，需要裱的曾慶群還助我拿到香港
裱，忙得不可開交，一切有效率的進行。我衷心感謝她們兩位及舒建華館長和徐心
如副館長，讓我得以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成功舉辦移民後的第一次個人書法
展，並出版《呂媞書法選輯》！二零一七年，受硅谷亞洲藝術中心的邀請，我與其
他幾位近百歲和過百歲高齡的藝術家參加《千壽展》，實感快慰。二零一八年，再
得到舒館長、徐心如副館長與曾慶群的協助，為我舉辦《呂媞書畫大展》並出版
《呂媞書畫散文集》，我只能說，千言萬語都是一句「多謝、多謝」！
回顧我的一生，我的性格，我的成就，也是環境使然。年輕時期遇上抗戰，
形成我一股熱血，我要為國增光。一轉眼幾十年，崎嶇的背景形成我誓不低頭的
性格，我不屈服。雖然我現在垂垂老矣，行動不便，但是，我臥病在床，還跟自
己說：「我有無比的勇氣，我要戰勝一切。」我睡不著，我就這樣念念有詞，鼓
勵自己。在病中我還悟到許多至理名言，引用古人兩句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
書高 」，但現在在我的生活裡，我感覺到這兩句不對，「萬般皆下品」沒錯，
但是要「唯有健康高」才對。沒有健康，你怎樣讀書？沒有健康，你怎樣上京考
試？古人為了功名利祿，要上京考試，但我們這時代，應該是「萬般皆下品，唯
有健康高」。只要有健康才能有快樂，這便是我悟出的金石良言。我有一子一女
（圖十三），孫輩五人，皆已學有所成，服務社會，差堪告慰。
另外，我之能夠活得到今天九十多歲，享一點盛名，一點成就，作品受人讚

圖十三 呂媞與兒子李過，女兒李
兼以及孫嘉媛、芝廷、芝瑩、芝維
和之璜。

編者後記：從二零一三年開始，我保持每星期三探訪呂媞老師，有時候幫她整理書畫

賞，我意會到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定要「捱得貧窮，抵得寂寞 」。這八個字，

文章，有時候陪她聊聊天，每當看到一些舊相片、舊文章的時候，老師便會滔滔不絕講很

一直支持著我。我捱得貧窮，沒飯吃，吃一兩塊麵包又是一天。我都想通了，我

多故事給我聽，大大增廣了我的見聞。因為我有這樣的定期探訪，不只一位長者知道後，

曉得該怎樣走這條路，我走到九十歲了，幾十年一個人孤軍作戰，這麼艱難的書

督促我一定要趕緊幫呂媞老師做一個口述歷史。二零一七年春，經呂老師的同意，我們下

法，我都能夠鑽通一些方法出來。我小小的陋室，自詡作黃金屋，我就在我的黃

定決心一起做。每次我去探訪老師，我們便想好幾條問題，讓她有一個星期去思考，下星

金屋渡我的黃金歲月。

期我回去的時候老師便作答。我把老師的回答用手機錄下，回家後輸入電腦。同時，我亦
幫老師把她的寫作、照片、信札等分類放進活頁夾內，方便翻閱資料。這個口述與紀錄的

我曾經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叫「懶雲」，當時為綠邨電台寫稿的時候有用

操作方式進行了大約一年多，完成了《呂媞口述個人簡史》。今年已九十二歲的呂媞老

這筆名。我很仰慕元末的畫家倪瓚，他的畫非常好。他的號是「倪雲林」。家很

師，腦筋仍然非常清晰，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有如還歷歷在目，我有機會把她這麼珍貴的口

富有，但他自己卻不願管理，自稱「懶瓚」。我便取這兩個字「懶雲」作我的筆

述歷史紀錄下來，實在是我的榮幸。

202

203

藝術年表

呂媞， 又名提， 號次倩。

1987年

應香港貿易局邀請前往德國之柏林、法蘭克福等地作書法揮毫示範及展覽。

1926年

出生於中國廣西省梧州市。

1988年至1991年

受聘于美國北加州萬佛聖城法界佛教大學專任書法教授，開設書法課程。

1946年

到廣州，幸會嶺南派二位大師陳樹人， 高劍父， 及關山月， 黎雄才，

1988年

被法界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

黃獨峰，黎葛民， 趙崇正等諸位前輩。

1991年秋

定居於三藩市。

1949年

移居香港， 即隨當代金石書畫名家林千石先生研習書畫。

1992年

1950年至1970年

經常于報刊上發表畫論文章， 選寫劇本，散文等。

1994年至現在

1966年

香港日本書法聯展

1995年

「翰墨因緣」中日書法聯展

1971年

個人書畫展覽

香港大會堂

1996年

「舊金山資深藝術家書畫聯展」

1975年

個人書畫展覽

香港大會堂

1998年

「舊金山資深藝術家書畫聯展」

1970年代

呂媞之書法深獲好評， 受愛好書畫藝術之青年男女所敬仰，拜在其門下進修學習。

1999年

「呂媞、簡國藩書畫聯展」

1976年至1977年

于星加坡及馬來西亞作書畫巡回展覽，備受當地新聞界及藝文人仕推崇，譽為五十

1999年至2005年

年來罕見之傑出女書畫家。

2000年

「亞洲文化中心書畫聯展」

十年期間， 呂媞用她研究出的一套極具科學化的書法教學方式，令無數學生容易

2006年

「藝文之友」金石書畫聯展

吸收領會書法之奧妙。 在培育書法藝術人材上， 呂氏不遺餘力。

2009年

「灣區當代名家書畫聯展」

中美文化協會主辦

1980年代初

擔任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書法導師。

2011年

「歲寒三友書畫篆刻聯展」

與鄭澤傑，羅婉明攜手舉辦於金山國父紀念館

1978年至1980年

應香港旅遊協會邀請，先後到英國倫敦二次， 意大利之羅馬、米蘭， 法國巴黎，

2014年

「墨趣：呂媞書法大展」並出版《墨趣：呂媞書法選輯》

澳洲雪梨， 菲律賓，新加坡， 加拿大之多倫多與美國三藩市等地作書法示範，

2017年

「千壽：舊金山灣區華人耆宿書畫作品」

展覽， 以及宣揚中國文化。

2018年

「墨趣：呂媞書畫大展」並出版《墨趣：呂媞書畫集》

1978年至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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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會堂及東京之五島美術館

「墨趣書法聯展」

加拿大溫哥華雲城畫廊

歷年均參與「舊金山中華藝術學會」會員聯展
加拿大溫哥華工藝美術館
應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世界日報聯合主辦

紐約世界日報文化藝廊主辦

每年均參與金山灣區之「六逸書畫聯展」
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
洛杉磯世界日報文化藝廊主辦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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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logy

Lui Tai (Lü Ti)

Artist’s pseudonym Ci Qian

1988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from 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

1926     Born in Wuzhou City, Guangxi, China

Fall of 1991 Retired and settled in San Francisco, CA

1946

1992   

Relocated to Guangzhou. Met Mr. Gao Jianfu and Mr. Chen Shuren, founders of the

C.C. Arts Gallery, Vancouver, B.C.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began studying with Mr. Gao. Also associated with 2nd
generation Lingnan masters Mr. Guan Shanyue, Mr. Li Hongcai, Mr. Huang Dufeng, Mr. Li

1994 to now Chinese Arts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 Exhibition
Annual participation, various Bay Area locations

Gemin, and Mr. Zhao Chongzheng.
1949   

Migrated to Hong Kong. Began studying bru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under distinguished

1995   
1996   
1998   
1999   

With her calligraphy receiving many good reviews, numerous young art lovers came to

1999-2005

Travelling Solo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2000     Asian Centr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Group Exhibi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C.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in rave reviews. Hail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woman artists of the last 50 years.
1978-1988

2006   

Friends of the Arts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Carving Exhibition
Presented by the World Journal Art Gallery, Los Angeles

Over these 10 years, through keen observation and diligent studies, invented a methodical
and scientific way of teaching calligraphy, allowing countless students to absorb and

The Six Nobl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Joint Exhibitions
Annual participation,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San Francisco

study under her guidance.
1976-1977

Lui Tai and Kan Kwok Fan Joint Exhibition
Presented by the World Journal Art Gallery, New York

1975     Solo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 Hong Kong City Hall
1970s   

Group Exhibition of Ten Distinguished Chinese Artists in Bay Area
Sponsor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and by the World Journal

       Hong Kong City Hall and The Gotoh Museum, Tokyo
1971     Solo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 Hong Kong City Hall

Group Exhibition of Ten Distinguished Chinese Artists in Bay Area
Sponsor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and by the World Journal

authored many scripts for Hong Kong television dramas, as well as essays and other works.
1966     Hong Kong Japan Joint Calligraphy Exhibition

Karma of the Brush, an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Calligraphy
Canadian Craft Museum, Vancouver, B.C.

painter, calligrapher and seal carver Mr. Lin Qianshi.
1950-1970s Articles on art and art criticism regularly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lso

Spirit of Ink, group exhib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2009   

Bay Area Contemporary Eminent Masters Exhibition
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comprehend the beauty and the mystery of calligraphy, and mak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calligraph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2011   

Three Friends of Winter Joint Exhibition

Early 1980s

Lecturer in Calligraphy at United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San Francisco, CA

1978-1980s

Invited by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to exhibit, demonstrate calligraphy, and promote

2014   

Solo Exhibition, 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of Lui Tai

1987   

Chinese culture in London, England; Rome and Milan, Italy; Paris, France; Sydney,

Published Spirited Brush: An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by Lui Tai

Australia; Toronto, Canada; and San Francisco, USA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Invited by the Hong Kong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to exhibit and demonstrate

2017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calligraphy in West Berlin and Frankfurt, Germany
1988-1991

Professor of Calligraphy at 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 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 Ukiah,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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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vity in Art Cre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of Seven Artists from the

2018   

Solo Exhibition, 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of Lui Tai
Published Spirited Brus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ui Tai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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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所欲言

（三）

二零一三年，因為籌備《墨趣：呂媞書法大展》，我與呂媞老師在香港之學生潘少孟及黃
惠貞聯絡上，之後我每次回香港，均由大師兄潘少孟安排聯繫呂老師在港之學生一起茶聚。二零

大匠斲輪驚錦城，客來談藝說分明。名高惹恨身防妒，書老隨心筆自精。

一五年，潘師兄發起用現代電話之科技，成立群組「墨趣書畫會」，用呂老師的「緣」字作代表

蘭竹清幽消永日，雲煙灑落快平生。撫碑讀帖流光去，毀譽從教世上評。

圖片，把眾同學聯繫起來。潘師兄鑽研詩詞，我們便以師兄教寫詩聯為理由，用電話每天切磋詩
詞，交換老師同門訊息，每星期一回新題目，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回，三年來從沒間斷。雖然呂老

（四）

師不用手機，但我每星期去探訪她時，均有傳香港的消息給她，我也時常幫助老師錄音，錄影，

鍾王久已享名聲，張米蘇黄譽滿城。點畫分行勞抉擇，頓提結體費經營。

傳給各師兄姐，現代科技令到年邁的老師有一個發表的平台，真是方便。此則《暢所欲言》是由

深參神品窮通樂，閑寫春風得失輕。心力拋來伸素志，雲煙灑落快平生。

呂老師提出，讓香港及美國的學生們寫一些個人學書法的經驗、感想、趣事、心得，自由發揮，
一九八八年，呂師移民後，我與她詩詞來往從沒間斷，數量之多幾可結集成書。一九九三年

從心而出，希望大家看到，會心微笑。
——曾慶群

讀呂師刊登於《大成》雜誌第二三五期及二三六期「旅美日記」一文有感題詩八首。呂師看後，
不但在下一期的《大成》文章「孤身走我路」內錄下拙作，並且詠詩回答，以下是該文之節錄：

隨呂媞老師學書法點滴 / 潘少孟、鄧佩莊   

「另一段因緣是來自香港的學生潘少孟君，他讀了『旅美日記』後，竟引發起以詩言情之
興，對我三年之方外雲遊，歷年之紅塵飄泊，乃以八首七言絕句詩寄來。當我細加玩味他詩中之

一九九六年冬呂媞老師囑刻「雲煙灑落快平生」句作書畫閒章，書成鈐印，望文生感，筆意
縱橫，墨瀋氤氲，沉酣揮灑，如見其人。
老師以書道鳴於時，平生但以研習發揚書法為志業。歷數十寒暑而未嘗稍竭，聞其早歲即浸
淫於先聖昔賢各體碑帖，未及壯年已卓然有成，此皆業精於勤，成功非僥倖之故也。七十年代開

含義及慨嘆時，竟無法控制辭句中的震撼，整個人像沈溺於離合悲歡的恨海中，起坐不能平的翻
覆低昂，茲錄其詩題如下：
（一）
孤往何曾厭食貧，療饑煮字墨常新，但憑禿筆支懷抱，四顧蒼茫物外身。

始設館指導後學，更能教學相長，又周遊國際間，向外邦示範宣揚大漢文化。八十年代翰墨已博
取古人神韻，又參以己意，大成矣。九十年代旅食殊方，仍勤攻無怠，或問何以專事一藝能歷一

（二）

生不厭者，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此之謂乎。亦可以為此閒章

乘桴浮海道嗟窮，合什難參四大空，見說亂離親舊去，劇憐草木哭秋風。

作一註腳。
（三）
呂媞老師將在美舉行書法展覽偶憶舊句《雲煙灑落快平生》作轆轤體四首致賀 / 二零零六年

饑腸已慣首陽薇，觀罷殘棋世已非，百歲聲名誰會得，三年桑下見禪機。

（一）

（四）

歲月流奔隨歷劫，雲煙灑落快平生。情牽意象心中起，腕策龍蛇紙上行。

布衣不為錦衣來，遙遠傳燈講課開，緣盡會須思進退，況無鏡樹惹塵埃。

時抱古碑尋好夢，擬將殘墨作調羹。百年游藝真功業，豈為區區一席爭。
（五）
（二）

風沙撲面足沾泥，瀟灑依然任路迷，每到臨歧空悵惘，不言桃李自成蹊。

勤劬汲古以書鳴，久別中原萬里征。名利謀來如一夢，雲煙灑落快平生。
人臨北海精神爽，步入南宮氣力宏。魏晉流風今尚在，字痕細認不勝情。

（六）
到處無家處處家，九州逆旅度芳華，此身合向江湖老，詩酒清狂復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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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多違

愛渠健筆走龍蛇，少日從遊帖與碑，握管渾忘身老大，憐他抱道百年期。

一椽棲老去來歸。映日桃花竹外揮。碧聚雲橫塵莽莽，形疏意密勢多違。」

（八）

最後，因為小思老師在這次為《墨趣：呂媞書畫散文集》寫的序有提到呂師在二零零九年所

長懷師友望來歸，稍訴離情筆一揮，久別事如春夢了，廿年肝膽不相違。

填的《浪淘沙 祝願友好安康》，我也寫了詩和之，如下：

所謂知師莫若徒，二十年來之幻變虛妄，被他一語道破。例如第二首之『合什難參四大

《浪淘沙 • 祝願友好安康》/ 二零零九年

空』，第六首之『到處無家處處家』，及『此身合向江湖老』等句，我反覆吟哦，感慨何止千
萬？乃用其韻，和他八首，以抒我情，以達我意，工拙非所計矣！題為次韻答潘少孟賢棣：

呂媞原玉：
長夜正漫漫，愁緒潮翻，舉頭望月影兒單，故舊辭枝緣散矣，追憶襟寒。

（一）閒身

珍惜苦中閑，路遠山灣，花光莫笑老癡頑，燈下臨池虔寄意，健體加餐。

心如堅石早忘貧。運轉周天景物新。滄海劫塵悲聚散，幸存百煉一閒身。
潘少孟次韻奉和：
（二）味年

嶺外白雲漫，鄉思騰翻，殊方羈旅怯形單，偶遇相知歡聚話，筵散風寒。

味年霜志合研窮。法界三千萬慮空。生老病衰同一例，承天罔罔雨連風。

何可得安閑，世路多灣。風波舊憶尚堅頑。天下知交如有契，甘露同餐。

（三）頓知
寂寂海濱冷翠微。頓知今是覺前非。遙看駭浪兼天湧，魑魅妖魔可息機？

隨筆敬書 / 曾楊淑貞

（四）黃花

呂媞吾師，是一代書法名家，尤擅隸書，自成一格。她的書法，像寒梅一樣，能傲霜雪，雖

事如露電不重來。霜後黃花晚獨開。顧盼忘言明月下，孤高清影遠塵埃。

在困境，不忘攻藝執教，曾言，畫六法，書八法（點、橫、豎、撇、捺、鈎、提、折），又云，
欲書先散懷抱，意在筆前，筆筆送到。吾師書懷浩瀚，我只拾遺一二，感教甚深，略舉二事，以

（五）孤鴻

誌不忘：

孤鴻踏雪慣沾泥。天壓雲低路已迷。奮翮沖霄凌嶠去，現前境界證菩提。
（一）一九八二年，諸兒女赴美升學，外子開拓海外，遂承命移居，臨行，師贈「隨所住
（六）落花

處恆安樂」掛軸，勉勵隨遇適應，便能快樂成功，師存「自鋤明月種梅花」掛軸以自勉。師雖去

補屋牽蘿可作家。春風閒寫惜年華。羅浮夢到三更雨，點點敲窗是落花。

國，然心懷家鄉，不論身在何地，都把祖國藝術，傳揚外邦。
（二）二零零八年，余倦流歸港3，《歡樂滿東華》4之夜，師送出「豪逸」及「舒懷」，書

（七）能期
1

筆無春蚓與秋蛇。 法帖精研更寫碑。輕重疾徐心應手，通神瘦硬信能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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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惡無骨也。
杜甫詩句：書貴瘦硬方通神。

法二軸，贈東華三院籌款，助我履任總理首功，得善款二萬圓，書藝有價，抵萬金矣。事後，師
2

問，得者何人，答曰，盤谷銀行資深副總裁，太平紳士孔令成總理，恩師展顏一笑，言曰，余甚

3
4

倦流：鳥倦知還，外水回流
《歡樂滿東華》是香港東華三院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辦的一個大型籌款活動，為東華三院籌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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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字落孔家。

隨恩師學書至她移民僅三年多，雖只學得皮毛，但不竟在潛移默化中，漸漸地把我的結字也改
變了，尤其是黑板上的粉筆字體，較前好看得多。我還把教材內容，用毛筆以楷書寫在紙上教學。
記得有次教育司署督學來觀課，課後很欣賞我的毛筆字教材，當時的剎那驚喜，令我畢生難忘！

筆走龍蛇若有神 / 楊欣欣
此刻，內心只有感恩 - 感謝呂媞老師教導有方。我對她除了尊敬還有一份親切感，每次課後
老師的教學方式，直截了當，從不繞圈子。她一面提筆示範，一面解釋每字結構，如向背，
如聚散，如疏密，還有行氣的安排，如徐疾，如輕重，如左右顧盼，如大小等等。

都能天南地北地暢談。很喜歡聽她分享她的生活點滴，從中也感受到呂老師是一位性情中人。今
天藉此機會，祝福老師身心康樂！

老師運筆如有神，像一位统領千軍的大元帥，運籌帷幄，進退有度，筆走龍蛇，變化多端。
正是：
乘興揮毫性率真
經營點畫意奇新

百發百中 / 魏婉華
記得呂老師經常告訴我練習書法要做到『百發百中』。在練習的過程中我悟到人生道理，正
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縱橫馳騁龍蛇舞
一氣呵成富有神

學：學了，接受了。

時光荏苒，老師離港赴美定居，轉眼卅載。近年，我難得有空練習書法，然對老師的教誨，

而：甲骨文

常繫心中，未敢稍忘。
老師說 :「學書法，首重修身。多磨多勵，將勤補拙，必有技法成熟之日，惟其修行身心，
方有高尚情操。字有字格，人亦有人格，任你字畫飛仙出塵，倘無高尚人格相輔合，如何能登大

；魚的鰭。見王船山《船山全書》:「而，本訓頰毛也；又為魚項背鬣。」魚

活動其鰭時，便能向前；所以是遞進的意思。
時：甲骨文
持之意。

；

「之」即腳印；

「太陽」。太陽不斷循著一個軌跡升落。時常，即堅

雅之堂?」
習： ；

「小鷹」，

「日」。小鷹每天在學習飛翔。即實踐，做。

老師語重深長，教書法之同時，還教我做人道理，誠不可多得之良師也。
學了，接受了，堅持不斷去做，去實踐；便有進步，便有結果；所以快樂。

學書點滴 / 鄧尚潔

謝謝呂老師送給我這四個字。我會向著『百發百中』的方向前進。

得以追隨呂媞老師學習書法，是一種緣份。當時她只教隷書和行書，認為學習好這兩種書
體，其他的可觸類旁通。記得老師是個別教授，並因材施教，時逐字批改，由執筆至點畫轉折
⋯⋯等各種筆法，亦一一傳授。不時提點作書要筆筆中鋒，而書寫大字時，要多力豐筋。初學者

要用功臨摹，字形在纸，筆法在手。字體是表現出人格、氣質和神韻，欲書之時，絕慮凝神，頓
覺身心愉悅。課餘還要我研讀《孫過庭書譜箋證》，以增進書學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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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 / 黃惠貞 （小魚）
八十年代初，由好友引領，從游呂媞老師，學習書法。呂老師的教授方式是一對一，非常
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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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老師一年多的訓練，覺得自己進步神速，開心之餘甚至有點飄飄然！但再多寫了一段時

能添上畫家的詩，使一幅作品書畫文同呼應，抒發出獨特的中國文人藝術。 當然，藝術的面貌隨

間，却感到有點苦悶！為甚麽？是因為覺得自己没有寸進（其實此時是眼界高了，不再满足）！

時間改變。中國畫家為水墨作品滲入不同的創作元素，這是令人鼓舞的。一點墨，一牽絲，串起

再堅持了一段時間後，我對自己說：唉！我今天見到老師，要告訴她我要暫時停學了！

不同時代的中國畫作。傳統國畫風格須保育，新派國畫須發展。

老師上課時很少閒話家常，但却很用心的批改功課，一筆一畫都不放過！然後她會書寫一張
範本，讓我們回去臨摹。坐在她旁邊，我會目不轉睛，看着她的筆鋒在纸上舞動，節奏强烈，筆

呂老師以近百高齡，仍不辭勞苦，舉辦書法展覽，使人敬佩。祝願老師與一眾熱愛中國書畫
人仕，共同推動國粹發展，創作更多優雅的作品。

走龍蛇，一氣呵成的把範本寫好，我才會跟着老師舒一口氣！那種感覺，至今未忘！這時我又暗
地裏對自己說：這次不說了，不說了！ 以後再算吧！

蝸居即事 / 鄭慧君
這種感覺我想每個學藝術的人都經歷過。其實五年來動過幾次這樣的念頭，但每次看到老師
揮動筆杆的雄姿，結果我都是捂着嘴巴，不讓自己放棄！就這樣堅持到老師移民三藩市；書法亦
慢慢的成了我心念神縈的愛好。

寒流襲港下，總想賴牀的週末，想到在潘師兄鼓動下的百五回詩聯，顿覺暖意無限、精神一
振。倏忽三年，正經歷着人心不安的時期，社會瀰漫着反思情緒，這些冲激卻擴闊了我們的思維，
增添了詩作的題材。這段回憶的構成，全賴手機 WhatsApp功能，跨地域地縮短了對話的空間與時

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在書法上有少許成績，也是因為老師的啟迪！能認識到老師是缘分！

間。在群組上，不時看到慶群師妹傳來老師的生活近況與畫展消息，緊緊繫着我們與老師的墨緣。

能拜倒老師門下是我的幸運！她是一位有實力、又用心的好老師，對我的影響也是最深的！謝謝
您，呂老師！

對於老師，總覺有點歉疚，因為當時不懂珍惜與她相聚的時間，上課時每每來去匆匆，幸好
功課還會照做! 習之以常，過程的累積，總會有所得着。在畫作上的題字備受讚賞的喜悅，正是
持之以恒的回報。筆筆送到、中鋒藏鋒、波折向背.....等等的習書要訣，仍不時在腦海中縈繞!

溫故知新 / 余敏奇
老師執着的藝術素質，啟發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追求與探索，更觸動了我對書法藝術的感悟，
我自幼喜歡習字。至念大學，得一同學引薦，拜呂媞老師學字。 還記得第一次到老師家中

使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致迷惘。紙短情長，願以「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而共樂於書藝!

上課，我帶備文房四寶。見過老師後，老師吩咐我拿起筆， 了解我的姿勢後，就教導我執筆的竅
門，然後開始授課。每一課，老師都親自書寫一段帖文，又改正我的功課，循循善誘。

憶念 / 陳愷令
老師的教導，有兩點是終身受用的。老師教書法，注重講解每個字的裝擺，以至每篇字的佈
局。輕 重、留白、向背，我開始時不大明白。 後來，我有機會接觸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藝術作

呂媞門下

品，我用老師解釋的裝擺方式，欣賞到不同藝術家的創作美感。我每次重讀老師的示範作品，才

金玉滿堂

懂得欣賞老師筆劃中的藝術。

舞文弄墨
切磋琢磨

其實，老師對中國書畫藝術也有她的執着，特別重視書畫同源。在授課時，老師指出了中國

菁華歲月

的文人，能夠做到詩書畫、章石都有成就的人不多。認識老師多了，更認識她在書法以外，詩詞

各領風騷

文章都有成就。老師早年也刻石，曾經送我一把用過的刻刀，鼓勵我章石上努力。

賞心樂事
永誌不忘

一幅水墨畫，在色彩佈局外，畫家以書法的筆法勾劃畫出不同顏色的線條，畫中有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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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繫我心 / 盧愛玲

老師的贈言 / 莫建鎏

七十年代隨呂媞老師學習書法，能有這緣份，我感到十分幸運。呂老師舉止從容優雅，運筆

很難得有機會跟呂媞老師學書法，作為她的學生，我真的引以為傲。老師的書畫成就之高，

時揮洒自如，力透紙背。什麼是蠶頭雁尾，如何一波三折，老師都一一示範。由平正的隸書到險

大概都不言而喻。她上第一課時就開宗明義說：寫字要用中鋒才正確有力，自此之後，我做功課

絕的李北海，那些筆法與結字，至今仍時刻在腦海中浮現。

都用中鋒，從此功課大有進步。

她不但知識淵博，而且有寬大的胸懷。從不嘩眾取寵，自我吹噓！所以跟呂老師學習書法，
不獨能學習到上乘的書法技巧，還學習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並且能感受到文人的風骨和那份高尚

老師時刻提我說「開卷有益」，如果我不用功的話，有負她的苦心和期望。呂媞老師期望她
的學生有崇高的道德和氣節。

的情操！
一九八八年，她赴美前在我的冊頁留言「至高道德為忠孝，無極人生在智仁」，又，「未出
土時先有節，到青雲處更虛心」。

永不褪色的回憶 / 蔡佩霞
謹祝老師二零一八年在美書畫展出成功。
呂老師的名句：「萬般皆下品，唯有健康高」，我覺得確是至理名言，憶起約在一九八四年
老師介紹我、張影暉、吳桂枝到九龍公園跟陳師傅學習太極拳，多年來風雨不改，一星期三次，
每朝早上八點多到十一點。吳桂枝最用功，我和影暉有時都偷懶或諸多藉口懶出公園，到退休

八陣圖中的三十年師生情 / 曾慶芸

後，大家因住的地方太遠，不方便一起打太極拳，於是便散了。原來我們的身體得益於無形中。
回想起來有幾次因趕時間跌倒了，幸而站起來並無骨裂，只是皮外傷，因此就明，多運動，身體
便會越強壯起來，健康便會常在你身中。「太極」這運動幫我們賺回很多健康。
我記得有幸能有機會參觀到呂老師在美國萬佛聖城舉辦的書法展，欣喜萬分！

跟呂老師學棣書是在一九八六年間。那年在老師灣仔的家上課。轉眼我已從中學生到今天年
已半百。
應堂妹，也是師妺，曾慶群之邀寫點感想。眼前閃過老師家那張寫字的大木桌，桌子上的宣
紙、毛筆，我坐位左邊牆壁上掛著老師所書杜甫的八陣圖，耳朵不其然響起老師溫婉的聲音。我

呂老師待我們很好，很用心教我們寫字，常常提醒大家要寫得好字落筆一定要中鋒，不要偏
鋒，否則便無氣勢，同學們都會牢牢記在心中，我們是視呂老師「亦師亦友」，下課後會和老師

自己也沒想到跟老師學寫字的短短十多個月，相處的點滴，竟牢牢印在腦海裏。老師教我棣書的
技巧已生疏了，但老師那輕描淡寫從教我寫字而流露出的人生哲理將伴我一生。

相聚一起暢談國事、家事、人生大事，歡聚一堂。往事點滴，在我以後的生活留痕，一段永不褪
色的回憶。

數年前購得老師所書的「八陣圖」。雖然並非三十年前伴我上課的那一張，但那份情感卻已
穿梭了當中的歲月。

與同學隨呂媞老師學書有感 / 林德芳
勁節蒼松 / 羅婉明
一師所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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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葉同開

芸芸書畫前輩當中，呂老師應數女中豪 𠍇 ！一手書法，揮灑流暢有力，握腕精鍊，如筆走

青紅紫綠

龍蛇。觀其字體，實不似出自其嬌柔荏弱的女子手筆。常云，有諸內而形於外，不論書畫，字𥚃

各自成材

行間，均表現出她的性格修養和情性內涵：如梅花之傲骨耐寒，不倔不僥；如荷花之出塵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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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而不染。一生專注藝術書畫，培育學生，早己蜚聲海內外，桃李滿門。她常教喻我們：「不要
僥倖自恃於天份，無師自通，蓋書法自有其法度和規格。」回顧她的人生，曾擁有深愛的多才丈

離去時，心中不捨。老師站在小平房前揮手，我在車後鏡看到她漸漸變小的身影，卻彷彿有
股無形的力量籠罩着，回想小屋中，堅忍禪心詩詞等書法，滿佈一屋，此一刻，我心中釋然了。

夫，師從殿堂級的書畫大師，直至如今休養在家，仍得到一直敬佩她的有心人學生毅然出錢出
力，為她重整作品，負起繁複的工作，輯印成書，安排展覧，讓她的作品更廣泛流傅！呂老師，
此生無憾矣！

此後三十多年來，我由温室到闖蕩江湖，荆棘滿途。每遇人生低谷時，念到老師「漏」室聽
雨仍可以揮毫自勵；不改其樂。萬佛城中，孤冷小平房那些正氣凛然，筆走龍蛇的書法，力量便
油然而生，而且终生受用。

想起前幾年曾和呂老師連同鄭澤傑三人舉行松、竹、梅「歲寒三友」書畫展，呂老師以松居
首，所以有感為題，以為紀念矣！

感謝老師 / 吳乃欣
揮毫自勵不改其樂 / 劉芷璧

第一次在書畫展中看到呂媞老師的作品時就深深的被吸引住。呂老師的書法不但氣勢雄厚，
而且字體剛強有力，我當時實在不能相信這是出自一位嬌小的女士之手。除了愛慕以外，當時完

還記在呂媞老師家中上完第一課書法，心中竊喜，覺得找對了老師。但生性疏懶，且悟性不

全沒有想到能夠有機會成為呂老師的學生！

高，寫了數月，毫無進展，幾欲放棄，但每次見到老師挺直的坐姿，窗外微光照着她嚴肅的臉孔，
不厭其煩地一筆一劃的重複教授書法要訣的時候，我便又雄心勃勃的拿着範本回家。但是虎頭蛇

我從小就和家人移民到了美國，但是一直無法忘懷小學時候在台灣學習書法的快樂時光。在

尾，疏懶性不改，漸漸覺得交功課是一種負擔，终於有一天鼓起勇氣對老師說：「老師，我很喜歡

二零一二年我的國畫老師簡國藩先生在知道我和同學曾慶群都想學書法後，簡老師介紹我們成為

書法，但真的沒有這方面的天份，我還是 …」隨即聽到一把温柔的聲音說：「喜歡這門藝術，說明

呂老師的學生，這開始了呂老師和我們的師生緣。

你已有這方面的天份了，努力吧！」就憑這句話，我决定堅持學習下去，直到老師移民出國。
從上課的第一天起，曾慶群和我就知道我們有多麼幸運能成為呂老師的學生。因為我們的
老師移民前已桃李滿門，我們亦師亦友，時而談家國事，時而一同欣賞戲曲，生活寫意。老

書法底子不夠，呂老師只好從頭教起。從如何起筆、運筆、拿筆，呂老師不厭其煩的教我們練習

師見識廣博，見解精到，常言書法與各種藝術一樣，雖然知其精要，但不論在任何環境下，一定

基本筆法，並且提醒我們一定要用中鋒寫書法。她多年來發展出一套教書法的方法，在教我們這

要堅持學習，方有所得。她常談到當年如何在風雨「漏」室中， 一面欣賞「銅壺滴漏」之聲，一

兩個從頭學起的學生時真是發揮了最大的效應。老師不但解釋給我們聽為什麼要這麼寫，還親自

面練字到天明。

用毛筆寫給我們看。那時候她的眼睛已經不太好，手也會顫抖，但是她一定要我們學到正確的方
法。呂老師的細心和執著真的讓我們感動！每次上課除了聽老師解釋為什麼要這麼寫、和看老師

老師移民不久，我乘美加旅遊之便，由妹夫駕車，到離三籓市百里之外的萬佛城探望她。那

示範以外，老師還會仔細糾正我們寫的功課，連一點小錯誤都會指出來要我們改進。她認為寫書

方圓幾百畝地，除遠處莊嚴聖寺外，空蕩蕩的大地中，只有幾間小平房，那時是嚴寒冬季，渺無

法不能走捷徑、也不能有任何疏忽，一定要一筆一畫都下功夫才會進步。呂老師教我們寫書法、

人煙，老師的小平房內，觸目的只有文房四寶，而每天三餐都是一律不變的水煮齋菜。老師娓娓

也在教我們人生哲理。

道來這幾個月生活轉變，我心中感到酸楚。
除了學習如何寫書法外，老師也教我們如何欣賞書法。她常常把一些作品拿出來解釋如何用
晚上我們到幾里外一間中國小館，那熱騰騰的湯和美味的燒烤肉，眼見幾月未嘗肉味的老師
吃得津津有味，我不自覺按着她的手說：「老師，不要再回去了。」老師徐徐放下碗筷，用平靜

排列組合、字體的變化、空間的利用、和各式的印章的擺置來讓她的書法成為一件藝術品！欣賞
老師的作品真的是一大享受和樂事，也常常讓我們忘了下課的時間。

而堅决的語調對我說：「既然承諾在這裡教學三年，我必須遵守，再艱苦的環境，也要三年後再
定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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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慶幸、也很榮幸的成為呂老師的閉門弟子。和呂老師學了將近兩年的書法，但是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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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書法和作人處事的精神讓我們一生一世都受用不盡。在呂老師書畫展的前夕，謹用此序言
獻上我最虔誠的祝福和感恩！

依於仁、遊於藝 / 曾慶群
5

《論語 • 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是孔子提出如何達到人
生美景的四點：衷心嚮往人生的正道，堅定本心的德性，做到厚以待人，遊戲於藝術的精神領域
中 5。因為我從小學藝，愛藝術，我覺得，藝、仁、德、道，應該是倒過來循序漸上，從個人比
較容易達到的「藝」，到人類還在不斷追求的「道」。這幾年來，定期每星期三探訪呂媞老師，
聆聽她訴說她的心路歷程，協助她辦展覽和出書冊，在噓寒問暖的日子中，我漸漸感受到「依於
仁」是什麼一回事。
愛創造，是人的本能，因為創造為人帶來精神上的快樂，從小朋友沒有什麼技巧可言的塗

9

8

10

鴉，到大藝術家渾然天成的傑作，都是出於一股莫大的創作力。但在生命裡，偏偏有很多身不
由己的情況在折磨這股創造力，大即社會動盪，小即功名利祿，把創作的熱情漸漸磨掉。我深
信，創作是完美人生的一部份。要保持創作力，一定要不忘初衷，不顧一切的維繫它。呂媞老師
九十多歲，臥病在床時悟到這道理：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定要「捱得貧窮，抵得寂寞」。這八個
字，一直支持著她。崎嶇的人生道路不但沒有把她的創作力磨掉，反之讓它「鑿璞見玉，磨礪生
光」。她堅持：「寫字作畫要絕去名利觀念。不求名利，得益者仍有個人心靈上的舒暢。」她把
生命建立在藝術上，由衷的創作出自於一份愛、堅持和執著。「遊於藝」，她絕對做到了。
12

11

在藝術生命的道路上，我能夠遇上呂媞老師，而且在她年邁的日子裡，協助她把一生人的藝

13

術展現出來，結集成書，是多麼奇妙的緣份！呂老師說：「願望的實現，多數是需要用『傻勁』
來推動的。」這種「傻勁」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正覺，她深信所做的是對的，才會不顧一切地去
做，去把它實現。呂老師的「傻勁」，加上我的「傻勁」，我們變成為一個勇往無敵的組合。呂
老師帶領我，從「遊於藝」走進「依於仁」，我非常感謝她。
呂老師為我的畫室取名為「樂此草堂」，源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賢者而後樂此，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老師解釋：「樂此」，作為一位喜愛藝術的學者，固然沈浸在藝術學問
中會為你帶來快樂，但如果你不懂這些，就是擁有了，你也不會快樂。「草堂」則來自「杜甫草

14

15

16

17

堂」，杜甫流亡成都，住浣花溪畔茅屋，短短四年成為他創作的高峰期。我希望能夠身體力行，
盡心盡力的樂在道中以報答恩師。感謝與呂老師這份緣，豐富了我的藝術人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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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知識與藝術的目的，都是在於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

呂媞老師與眾學生照片 ： 1. 黃惠貞《開我茅塞》 2. 潘少孟、鄧佩莊 3. 曾楊淑貞 4. 陳愷令、盧愛玲
5. 黃惠貞 6. 余敏奇 7. 陳愷令、鄭慧君、鄧尚潔、魏婉華 8. 蔡佩霞 9. 林德芳 10. 鄧尚潔
11. 莫建鎏 12. 羅婉明 13. 楊欣欣 14. 劉芷璧 15. 吳乃欣 16. 曾慶芸 17. 曾慶群
221

致

謝

二零一四年成功舉辦完呂媞書法大展並出版《呂媞書法選輯》，沒想到四年後，在呂媞老
師九十二歲高齡之際，還能為她再辦呂媞書畫大展並出版《呂媞書畫集》。十分感謝硅谷亞洲藝
術中心舒建華館長及徐心如副館長的協助，令一切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非常感恩有以下幾位熱
心的收藏家，借出他們的寶貴珍藏，讓這次展覽和書目生色不少：趙志佳先生及袁家鈺女士借出
《書法 : 滿江紅》及 《蘭花：林千石、溥心畬題款 》、李岳容先生及李安麗女士借出《書法：
樂天長壽辭》、潘少孟先生及鄧佩莊女士借出《蘭譜》以及多件作品。也感謝南加州洛杉磯的漢
廷頓中國花園 – 流芳園（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給我們
版權印刷兩張呂媞老師已捐贈他們的作品：《書法：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及《書
法：龍騰宇宙外、道在瓦壁間》。
此外，特別感激我的嬸嬸曾楊淑貞女士，幾經轉折助我找到香港教育家、作家小思老師（盧
瑋鑾教授），為《呂媞書畫集》寫序。呂媞老師與小思老師本是書法同門，多年沒有聯絡，在與
呂老師閒聊間，我察覺到她對小思老師的惦念之情，並提及一旦再出書畫集，她是非常希望能找
到小思老師為她寫序，這箇中理由我本不曉得，但感覺告訴我她們之間一定有某程度上的深入了
解。曾有一次，呂老師找到小思老師的舊電話，命我回香港時找她，但一切未果。事隔兩年，與
我嬸嬸提起此事，嬸嬸馬上通過她香港的人脈，不但約到小思老師茶聚，並得到她同意為《呂媞
書畫集》寫序，緣份又把她們牽起來，太奇妙了！在《呂媞口述個人簡史》後記，我提到有幾位
長者鼓勵我要趕緊為呂媞老師做口述歷史，其中一位便是小思老師。在做口述歷史這方面，小思
老師的經驗相當豐富，她對我的提點對我為呂老師做口述歷史上有莫大的幫助，在此對她致以最
深的敬意。
少不了的是要感謝我在香港的大師兄，詩詞、書法、篆刻家潘少孟，他七零年代跟隨呂老
師學書法，對老師當時身邊的至親，如丈夫李燄生及先師林千石，他都認識。呂老師一九八八年
移民美國後，他們倆之間仍保持密切聯絡，常用詩詞的方式通信，互相唱和，作品之多幾可結集
成書。老師曾云，少孟師兄對她的了解情如骨肉。我獲得他的協助豈止一般實務上的，最重要是
師兄給我精神上的支持。另外，少孟師兄與美國的同學吳乃欣均在校對這本作品集上花了不少精
神，僅此謝謝他們。
曾慶群
二零一八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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