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夢筆生畫 

      ── 劉墉硅谷畫展導覽

10. 10 - 28, 201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Address: 3777 Stevens Creek 

Blvd., Suite 400, Santa Clara, CA 

95051 

www.artshu.com 

Admission Free

http://www.artshu.com
http://www.artshu.com


夢筆生畫很好，夢筆生華更好。 

     ── 林木（美術史家，四川大學教授）



劉墉各種畫集 

2007年蘇富比拍賣以劉墉作品為封面



  劉墉北京畫展“水雲氤夢”資料 

  主辦: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 

  北京畫院美術館 

  協辦: 北京御寶盛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Wendy’s Chinese Art Inc. 

  水雲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雅昌藝術網 

  義之堂

水云氤梦·刘墉艺术展

  2 0 1 5 . 0 5 . 1 4 - 0 5 . 2 6

北京画院美术馆

Dreams of Natural Tranquility·Liu yong Art Exhibition 

开幕时间 Opening    2015.05.14.  16:00

策展人 Planner   贾方舟 Fangzhou Jia   

执行策划 Executor    李向明 Xiang-ming Li  

主办单位 Organizer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China Academy of Art

北京画院美术馆 Beijing Artron Culture Group

协办单位 Co-organizer   北京御宝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Yubao Shengshi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雅昌文化集团  Artron Culture Group

WENDY’S CHINESE ART Inc.

羲之堂  Xizhitang Gallery

展览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路朝阳公园南路 12 号院北京画院美术馆

开馆时间  9:00-17:00（16:00 停止售票）节假日开放    票务热线：8610-6502171

2015年5⽉月，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舘⾧長舒建華，
參觀北京畫院美術舘舉辦的劉墉畫展，并選畫。︒｡



  

 

Dreaming Brush: 
Painting of Liu Yung

徐心如 编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
定價  $20



 

1.聽蜀僧浚彈琴圖 
Appreciating Monk Jun Playing Qin  

劉墉作 / ⽔水墨設⾊色⽣生宣紙 

⽴立軸 / 1971 / 92.5cm×69cm / 5.74平尺 

款題：⾟辛亥歲暮劉墉寫聽蜀僧彈琴詩意 

鈐印：劉墉，氤夢樓 

造境分析：這張作品畫的是李⽩白詩意：“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

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余響⼊入雙鐘；不覺碧⼭山暮。︒｡秋

雲暗幾重。︒｡”它對劉墉後來產⽣生極⼤大的影響──他把這張畫送去第⼆二屆“全

國書畫展”，很獲好評，接着被國⽴立歷史博物館送去“中⽇日美術交換展”，

⼜又得到很好的反響。︒｡從此許多重要的展覽，像是各屆“全國美展”，劉墉

都成為受邀免審查參展的畫家。︒｡劉墉說他後來常想⾃自⼰己怎那麼幸運，

當別⼈人擠破頭只求“⼊入選”時，他居然被邀請，⽽而且免審查，可⾒見畫壇⾨門

⼾戶很深之⾒見並⾮非事實。︒｡但是後來劉墉⼜又想，可能因為那些⽼老先⽣生喜歡

傳統，他表現了不錯的功底和⽂文⼈人畫的意境，所以被青睞。︒｡如果當時

送去的是他噴染褶皺的新⽔水墨，只怕就不會這麼幸運了。︒｡如此說來，

這張《聽蜀僧浚彈琴圖》應該是劉墉傳統時期的代表作。︒｡ 

著錄： 

《劉墉的情與藝》P20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螢窗隨筆》P186 台北⽔水雲齋1977 

《夢筆⽣生畫》P8，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應邀第⼋八屆中⽇日美術交換展及第⼆二屆全國書畫展 

價格：$ 36,000.00



     ���

2.夜半鐘聲到客船 
The Temple Hanshan at Midnight  

⽴立軸 / 1971 / 56cm×91cm / 4.59平尺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5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夢筆⽣生畫》P10，1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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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泉聲咽危⽯石 
Waterfalls in the Mountains  

劉墉作 / 紙本⽔水墨 / 寫意 

⽴立軸 / 2014 / 59cm×93cm / 4.89平尺 

題記：甲午劉墉寫 

鈐印：劉墉、︑､氤夢樓 

造境分析：劉墉常說繪畫與⾳音樂舞蹈是相通的，彷彿⾳音符

的交織、︑､⾝身體的律動。︒｡是尋找不均衡中的均衡和變化中的

統⼀一。︒｡他的⾶飛瀑作品就是在塊⾯面墨暈和布⽩白的變化間尋找

和諧。︒｡欣賞他的這類作品，除了看⽔水在岩⽯石間激盪的具體

形象，更要感觸其中的⼼心靈律動。︒｡ 

著錄： 

《夢筆⽣生畫》P12，1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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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雲峰探勝 

Cloudy Peaks  

⽴立軸 / 1974 / 59cm×92cm / 4.89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14，1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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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意  

Moonlight in Mount Zhongnan  

鏡⽚片 / 1993 / 82.5cm×52.5cm / 3.9平尺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54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 

《夢筆⽣生畫》P16，17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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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夢到瀟湘夜⾬雨時  

River Xiang in Night Rain  

鏡框 / 2000 / 92cm×55.5cm / 4.6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18，1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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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奇峰異岫有仙鄉  

Splendid Peaks  

鏡⽚片 / 1992 / 57cm×89.5cm / 4.59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20，2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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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雪⼭山圖 
Snow Mountains  

鏡框 / 1987 / 92.5cm×58cm / 4.83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22，2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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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蓋亭蜓菡萏⾹香  

Lotus  

鏡⽚片 / 2013 / 52.5cm×65cm / 3.07平尺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67 北京⼈人民美術出

版社2015 

《夢筆⽣生畫》P24，2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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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月春秋 

 The Times  

鏡⽚片 / 2010 / 34cm×34cm×4 / 1.1平尺/幅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82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

社2015  

《夢筆⽣生畫》P26，27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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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台灣中橫攬勝 
Magnifiﾞcent Mountains of Taiwan  

鏡⽚片 / 1988 / 60cm×96cm / 5.19平尺  

著錄：《夢筆⽣生畫》P28，2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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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朗⽉月書聲 
Reading in the Moonlight  

鏡⽚片 / 2007 / 68cm×45cm / 2.75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30，3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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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溪中早春  

Spring Creek  

鏡⽚片 / 2009 / 49cm×96cm / 4.23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32，3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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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細雪寒梅 
Plum Blossom in Snow  

劉墉作/⽔水墨淡彩⽣生宣紙 

鏡⽚片 / 2009 / 53cm×39cm / 1.86平尺 

款題：⼰己丑冬劉墉寫細雪寒梅 

鈐印：劉墉，夢然，⽔水雲齋 

造境分析：兼擅中西繪畫的劉墉，經常在⽔水彩紙上畫⽔水墨，這張

寒梅就是劉墉在⽔水彩紙上完成。︒｡畫⾯面同時呈現了以傳統技法勾勒

的花瓣、︑､⽔水墨暈染的樹枝，和⽔水彩渲染的背景。︒｡也因此既表現孤

⾼高雅潔的梅花、︑､勁挺峭拔的枝幹和細雪的潤澤。︒｡冰寒中有暖意，

倔強中有蘊藉，是劉墉難得的⼼心⼿手相應之作。︒｡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48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34，3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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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秋⽇日泉聲 

 Autumn Spring  

鏡⽚片 / 2013 / 45cm×93cm / 3.77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36，37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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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靜雲深  

Silent Moon  

鏡⽚片 / 1978 / 58cm×92.5cm / 4.83平尺  

著錄：《夢筆⽣生畫》P38，3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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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金碧⼭山⽔水  

Green Mountains  

鏡⽚片 / 1978 / 58cm×93cm / 4.86平尺  

著錄：《夢筆⽣生畫》P40，4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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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水流⼼心不競  

Peaceful Mind  

鏡⽚片 / 1978 / 59cm×93cm / 4.94平尺  

著錄：《夢筆⽣生畫》P42，4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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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春⽔水、︑､夏⼭山、︑､秋瀑、︑､冬雪四屏  

Panels of Four Seasons  

鏡⽚片 / 1998—2012 / 68cm×20.5cm / 1.25平尺/幅  

著錄： 

《夢筆⽣生畫》P44，4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8,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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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涉⽔水如雲⾬雨中⾏行 
Secluded Residence in the Mountains  

鏡⽚片 / 1976 / 115cm×42.5cm / 4.4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46，47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8,000.00



 

造境分析： 

        這張劉墉的代表作，是他游⿈黃⼭山時在“⽴立⾺馬亭”對⾯面⼭山壁⾒見到“⽴立⾺馬空東海，登⾼高望

太平”摩崖⽯石刻，有感⽽而作。︒｡描繪⼀一⼈人騎⾺馬⽴立⼭山巔，仰⾸首⼭山間明⽉月。︒｡是以四個⼤大塊⾯面，

構成具有幾何切割的強烈效果。︒｡虯勁的松樹由左向右，⽴立⾺馬的⼭山頭由右向左，創造動

態的平衡；逆光的遠峰有“⼭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之感，其垂直與雲霧和前景的橫出，

⼜又是⼀一種直與橫的平衡。︒｡可以說是劉墉⽴立體主義系列，和“夢⼭山⽔水”的集⼤大成傑作。︒｡ 

《劉墉的藝術世界》: 

        ⾃自從劉墉在⿈黃⼭山「⽴立⾺馬亭」的對⾯面⼭山壁上看到「⽴立⾺馬空東海，登⾼高望太平」⼗十個

⼤大字，就常想起那兩句話，覺得很有陳摶「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的豐神。︒｡ 

        這張畫乍看彷彿真景，其實在構圖時做了塊⾯面的切割。︒｡松樹是虬勁張歛迴環，如

同打太極拳。︒｡⼭山則分為四個⼤大塊。︒｡⽴立⾺馬⼭山頭的⼈人，正仰⾸首看奇峰間的明⽉月，有⼀一種孤

危。︒｡ 

        畫右以「泥⾦金」署名，但在右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庚午年七⽉月⼗十⼆二⽇日夜作此圖，

有以寄懷也。︒｡劉墉記。︒｡」那是因為⾃自從劉墉岳⽗父母在⼀一九⼋八九年初移民美國，就親⼿手

照顧劉墉在台北出版事務的顧⽴立中⼥女⼠士，因為她⼀一直到死前⼀一個⽉月，還瞞著⼤大家，挺

個因腹⽔水⾧長⼤大的肚⼦子上班，⼀一切發⽣生的太突然。︒｡他死後，她的好友林敏雄先⽣生繼續幫

助「⽔水雲齋」⼗十五年，成為劉墉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劉墉常說「⼆二姐（她⾏行⼆二）連死

了，都在照顧公司，她給我帶來最好的⼈人」。︒｡ 

 At fiﾞrst glance, this image may seem like just a depiction of the landscape, but its 

arrangement is actually very special. The man is looking up at bright moon between the 

strangely-shaped peaks with a sense of loneliness and danger. 

 In the lower right is a small line of words: “Liu Yung completed this picture on the 

night of July 12, 1990 with a pining heart.” The painting is dedicated to my god sister and 

business partner Ms. Gu Li Zhong, who passed away of liver cancer that day. 

價格：$ 31,000.00

21.⿈黃⼭山⽉月夜 
Mount Huang at Night  

劉墉作/紙本⽔水墨設⾊色 
鏡⼼心 / 1990 / 90cm×60cm / 4.96平尺 

款題：庚午年七⽉月⼗十⼆二⽇日夜作此圖，有以寄懷也。︒｡
劉墉記 
鈐印：劉墉，夢然，無⽤用才⼦子，氤夢樓 

著錄： 
《劉墉的情與藝》P46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劉墉的藝術世界》P68，69 台北羲之堂2011 
《⼀一池硯⽔水太平洋》P35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48 北京⼈人民美術出
版社2015 
《夢筆⽣生畫》P48，4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22.⽔水湄仙⼦子 

 Hedychium  

劉墉作/絹本沒⾻骨設⾊色/⼯工筆 

鏡⽚片 / 2013 / 60cm×90cm / 4.96平尺  

鈐印：劉墉、︑､夢然、︑､無⽤用才⼦子、︑､氤夢樓（⼆二鈐） 

題記： 

        ⽔水湄有仙⼦子，清新不待妝，纖腰⽐比⾶飛燕，蛾眉似莊姜；

凌波舞雲步，迎⾵風散天⾹香，昨夜⾬雨初過，晨起喚劉郎。︒｡癸巳

年秋劉墉寫野薑花於氤夢樓。︒｡ 

造境分析: 

        由於童年陪⽗父親釣⿂魚，溪邊總有薑花在晚⾵風中散溢幽⾹香，

劉墉對薑花有着特殊的情感，除了寫過⼀一本名為“薑花”的散

⽂文集，更常以薑花⼊入畫。︒｡這幅沒⾻骨寫⽣生，雖然葉⽚片繁複層疊，

但是完全沒⽤用勾勒，也不以墨代⾊色，完全⽤用“讓就對⽐比”和深

淺變化表現層次。︒｡⾄至於花瓣則先⽤用淡墨勾勒，再於絹的正反

⾯面層層暈染出瑩潔的⽩白⾊色和淡淡的⿈黃綠，加上⽣生動的蜻蜓點

化，紅綠對⽐比彷彿翡翠珊瑚，是劉墉花卉草蟲寫⽣生的精品。︒｡ 

著錄： 

《劉墉國畫精品選》北京御寶盛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79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50，5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47,000.00



 

23.⽉月華清⾵風夜曇花  

Night View of Epiphyllum  

劉墉作/紙本⽔水墨設⾊色/寫意 

鏡⽚片 / 2014 / 142cm×238cm / 31平尺  

鈐印：劉墉、︑､氤夢樓（⼆二鈐）、︑､無⽤用才⼦子、︑､夢到

幽深 

題記：平⽣生最愛曇花，卅六年前赴美，篋藏花莖⼀一⽀支，異鄉⽣生根枝繁葉茂，惟

不花，⼗十⼀一年後⼩小帆誕⽣生，突綻並蒂，⾃自此年年花開。︒｡壬申夏夜盛放九朵，開

軒對⼩小苑、︑､⽉月暈擁瓊英、︑､清⾵風送芳芬，殊美，即寫⽣生作夜之華圖，頗為稱意。︒｡

甲午年放⼤大尺幅復為經營得此。︒｡昔⽇日少年今⽩白頭，清⾵風朗⽉月依舊，居然廿⼆二載

過往。︒｡⽼老來舉⿍鼎，較之壯年，⾝身⼿手得無異乎? 

著錄：《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82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52，5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191,000.00



24.書卷江⼭山 
Hand Scroll of Mountains  

劉墉作/紙本⽔水墨/寫意 

鏡⽚片 / 2014 / 106cm×257cm / 25平尺 

題記：甲午年劉墉寫書卷江⼭山於氤夢樓 

鈐印：劉墉、︑､夢然、︑､無⽤用才⼦子、︑､氤夢樓 

著錄： 

《劉墉國畫精品選》北京御寶盛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08，109 北京⼈人民美術出

版社2015  

《夢筆⽣生畫》P54，55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155,000.00

造境分析：劉墉說其靈感得⾃自張潮：“⽂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

⽂文章，”這張採取噴染褶皺皴擦等多種技法創作的“書卷江⼭山”。︒｡從左往右看

是⾧長卷舒展，吐出千⼭山萬⽔水；從右往左看，是群⼭山間⾶飛瀑⾼高懸，蜿蜒迤邐

進⼊入書卷。︒｡其中⼭山巒川流的折曲掩映都合於物情，層疊的⽉月暈更象徵了歲

⽉月的過往，真是介於具象與抽象間的匠⼼心獨運之作。︒｡ 

专家赏析：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像書卷江⼭山這⼀一類的繪畫。︒｡因為浪漫主義

和超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大的⾵風景。︒｡英國的浪漫主義畫家布拉克畫的具有⾮非

常崇⾼高精神的幻想⾵風景，⾮非常震撼⼈人⼼心。︒｡你的這種創作在你所有的創作裡

是最具有獨特性的。︒｡其他的寫實、︑､寫⽣生性的⾵風景，都有⼈人做，也做得都很

好。︒｡我覺得你這⼀一類的創作，包括跟劉國松相⽐比，形成了⽐比較獨特的個⼈人

⾯面貌。︒｡ 

 ——王端廷（當代中國藝術評論家，西⽅方美術史研究學者。︒｡中國

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外國美術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

究⽣生院美術系教授，研究⽣生導師。︒｡）



 

25.⽩白⼭山⿊黑⽔水 
White Mountains and Black Waters  

鏡⽚片 / 2014 / 178cm×96cm / 15.7平尺  

著錄： 

《劉墉國畫精品選》北京御寶盛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03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56，57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97,000.00



 

26.鳴沙⼭山⽉月⽛牙泉 
Mingsha Sand Dunes and Yueya Pond  

鏡⽚片 / 2014 / 178cm×96cm / 15.7平尺  

造境分析： 

       鳴沙⼭山⽉月⽛牙泉⾃自古為敦煌⼋八景之⼀一，四周⼤大漠無垠沙⼭山環抱，

卻能不為沙⽯石所掩，永保清澈。︒｡其神妙處在每當⾵風起，皆由湖⼼心

向外擴散，使沙⽯石⾮非但不落，反朝⼭山頭移動，且颯颯有聲，故稱“鳴

沙”。︒｡⼜又因泉⽔水⾃自地下湧出為新⽉月狀湖泊，故名“⽉月⽛牙泉”。︒｡余⼄乙⾣酉

年前往，登沙⼭山俯瞰，寶塔亭台傍⼀一彎清洌，遠看沙漠連天、︑､陰

陽變化，壯闊中有柔美、︑､靈秀間⾒見幽深，銘記於⼼心⼗十年。︒｡甲午秋

終於以噴染皴擦剪貼折皺磨蝕諸法寫此。︒｡並詩：“⼤大漠浮滄海，鳴

沙舞⾶飛天，天盈補地虧，光照⽉月⽛牙泉。︒｡”劉墉於氤夢樓。︒｡ 

著錄： 

《劉墉國畫精品選》北京御寶盛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14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58，59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97,000.00



 

27.周邦彥詞意  

Silent Night  

劉墉作/紙本⽔水墨/寫意 

鏡⽚片 / 2014 / 96cm×54cm / 4.76平尺 

鈐印：劉墉、︑､夢然、︑､氤夢樓 

題記：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

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

直是少⼈人⾏行。︒｡甲午年劉墉寫周邦彥少年游詞意。︒｡ 

造境分析： 

        劉墉把這張畫放上微博時說的⼀一段話，最能解釋他創作的⼼心

境：“很愛周邦彥的瀟灑。︒｡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

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於是乘興揮筆。︒｡沒有旖旎、︑､

不⾒見麗⼈人。︒｡只隱約露出⼀一隻⼿手半個⾝身，向⾨門前⾞車伕揮了揮。︒｡⽯石板

道上有些霜露反光，確實滑!留不留？留了！⾞車?別等啦！多美！” 

著錄：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劉墉》P115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夢筆⽣生畫》P60，61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35,000.00



 

28.⽉月夜潛⾏行  

Night Hunt  

刘墉作/纸本⽔水墨设⾊色 

鏡⽚片 / 2015 / 145cm×361cm / 48平尺  

著錄： 

《夢筆⽣生畫》P62，63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2015 

價格：$ 235,000.00

題跋： 

 暗夜本無法，⾶飛天我獨尊； 

 鷹眼疾如電，奸⼩小難遁形； 

 解甲迎⾵風坐，收⼸弓⾺馬蹄輕； 

 開軒翫⽉月華，散髮步中庭； 

 雲捲藤蘿帶，⾵風展⾙貝葉經； 

 誦讀旃檀味，批注⽊木蓮情； 

 我⼼心即我法，處變何須驚； 

 且樂今宵⼩小確幸， 

 不懼⾝身後有⼭山君。︒｡



採花賊 
2015-09-27 08:24:27 聯合報 劉墉／⽂文 

劉墉⽔水墨畫〈⽉月夜潛⾏行〉 

        第⼀一次⾒見到⽊木蓮，是在蔣經國官邸的院⼦子。︒｡那時我住在林森北路鐵道邊的違建區，隔三條街就是蔣經國官邸。︒｡有⼀一天跟新婚妻⼦子

在圓環吃完消夜，沿著⾧長安東路⾛走回家，突然聞到⼀一股似有似無的幽⾹香，那屬於冷⾹香，所以在晚⾵風中特別沁⼈人，循⾹香找去，原來飄⾃自

蔣經國家的院⼦子。︒｡平常⼤大⾨門緊閉，警衛森嚴的官邸，當天晚上居然⾨門⼾戶⼤大開，裡⾯面還停著幾輛推⼟土機，那⾹香就來⾃自庭園中間⼀一棵四五

丈⾼高的⼤大樹。︒｡ 

        夜深，庭院也深，顯然蔣經國早搬⾛走了，房⼦子正在改建。︒｡⿊黑漆漆沒有燈⽕火，隱約可⾒見樹上⼀一朵朵⼤大⼤大的⽩白花。︒｡看四周沒有警衛，

我叫妻在⾨門⼝口守著，逕⾃自躡⼿手躡腳摸進⼤大院⼦子。︒｡推⼟土機前⼀一個⼩小⼟土堆，我爬上去，正好可以搆到低處的⽩白花。︒｡奇葩難遇，我毫不猶豫

地挑了⼀一朵，連帶下⾯面幾⽚片葉⼦子，雙⼿手抓住粗粗的枝⼦子，沒想到才要使⼒力，卡！枝⼦子已經應聲折斷，讓我意外地失去平衡，差點從⼟土

堆上滾下來。︒｡ 

        偷到「太⼦子家」的花，既緊張⼜又興奮。︒｡我們快步⾛走，⼀一路⾛走⼀一路端詳⼿手裡的⽩白花，⼤大概太⾹香，⾹香得醉⼈人，好像喝了酒，⼼心跳特別

快。︒｡ 

        怕花容易凋，我回家⽴立刻作了寫⽣生。︒｡多美啊！美得像是佛陀座下的蓮花，⼀一⽚片⽚片厚如⽩白⾊色⾙貝殼的⼤大花瓣，很均勻地托著中間綠⾊色

的雌蕊和⿈黃⾊色的花葯，⽽而且像荷花似的，⼀一枝花莖端端正正舉起中間⼀一朵⼤大花。︒｡不知為什麼，從側⾯面看讓我想起掌⼼心朝天的佛，很平、︑､

很穩、︑､很靜，以濃得化不開的旃檀之⾹香薰陶眾⽣生。︒｡ 

        隔天查書，知道那花屬於⽊木蘭科，跟街頭賣的⽩白蘭花和早春綻放的⾟辛夷是⼀一家，⽽而且早在恐⿓龍的年代就出現了。︒｡因為原產美洲，

上世紀初才引進中國，所以正式的名字是「洋⽟玉蘭」。︒｡也可能因為廣東最多，⼜又叫「廣⽟玉蘭」，⼜又因為⾧長得像荷花，被稱為「荷花⽟玉

蘭」。︒｡⽽而我，從⾒見到它的那⼀一刻，就覺得是⼤大樹上開的蓮花，所以喜歡它的另⼀一個名字：⽊木蓮。︒｡ 

        我偷回家的⽊木蓮隔夜就變了樣⼦子，先是開得很⼤大，花瓣泛出象⽛牙⾊色，才輕輕⼀一碰雄蕊就全部墜落，接著花瓣凋零，只剩孤獨的雌

蕊。︒｡改天再去蔣經國官邸看，兩⼈人合抱的⼤大樹已經不⾒見了。︒｡ 

        不知是否當時台灣種得少，我第⼆二次⾒見到⽊木蓮，已經是五年之後。︒｡有⼀一天跟朋友去中橫，住在梨⼭山賓館，發現庭園裡⼀一棵丈⼆二的

⼩小樹，最頂端有⼀一朵將綻的⼤大⽩白花。︒｡ 

        「是難得⼀一⾒見的⽊木蓮耶！可惜⾧長那麼⾼高，不然就能寫⽣生了。︒｡」我對同⾏行的朋友說。︒｡ 



半夜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問是誰。︒｡「快開⾨門！」只⾒見朋友⼸弓著腰進⾨門，⼿手上攥著⼀一截樹幹，接著窸窸窣窣從⾨門外拖進⼀一棵樹。︒｡

還指著樹頭：「你不是要畫這朵⼤大⽩白花嗎？」 

        「我是想畫，但沒要你偷，更沒教你偷⼀一整棵樹啊！」我壓低聲⾳音對他喊。︒｡ 

        朋友⼀一笑：「我原來只想摘最上⾯面⼀一朵，哪知道樹那麼脆，才爬上去，就卡吧⼀一聲從下⾯面斷了，害我抱著樹差點摔死。︒｡」 

        當天夜裡我把幾張信紙接成⼀一⼤大張，畫了幅⽩白描⽊木蓮。︒｡畫完，窗外都微微亮了。︒｡更⿇麻煩的是，還得花⼯工夫把那棵樹折成⼀一⼩小段⼀一

⼩小段，塞進許多塑膠袋，再分批拿出去毀屍滅跡。︒｡ 

        接著我就應聘赴美，在維吉尼亞州的丹維爾美術館作駐館藝術家。︒｡有⼀一晚教完課，原本約好開⾞車來接我的朋友遲遲沒出現，只好

⾃自⼰己⾛走到兩哩外坐公⾞車。︒｡ 

        孟夏，原先盛放的⽯石楠花已經乾枯地掛在枝頭。︒｡成⽚片的萱草也只剩⼀一根根光禿的花莖，在晚⾵風中搖擺。︒｡維吉尼亞⼩小城⼈人家的院⼦子

都⼤大，房⼦子隔得遠，只有迷離的燈⽕火和寂寥的異鄉路。︒｡我右⼿手提著重重的「畫箱」，左⼿手拿著⼀一卷宣紙，時不時紙就被吹折，令我懊

惱。︒｡⾧長⾧長的路很直，通向灰濛濛的另⼀一頭。︒｡每個背後閃亮的⾞車燈，我都猜是來接的朋友，剛回頭⼜又發現不對。︒｡驀地感覺⼀一種熟悉的⾹香

味，我沒理睬，只想著回那個不是家的家。︒｡⾹香味愈來愈明顯了，隨著我的步⼦子變得濃郁無⽐比，抬頭看，不知何時⼀一輪明⽉月已經掛在路

的盡頭。︒｡夾道都是⼀一⼈人抱的⼤大樹，油亮的葉⽚片閃著冷冷的⽉月光，還有⼀一團⼀一團的⽩白，居然全是盛放的⽊木蓮。︒｡瞳孔放⼤大，夜⾊色變得明亮

了，千百朵⽩白花被濃蔭托起，好像浮在空中的盞盞蓮花。︒｡突然背後閃⼤大燈，朋友把⾞車緩緩駛到我⾝身邊，還跳下⾞車不斷道歉。︒｡ 

        「別道歉！」我把⾞車窗搖下，讓晚⾵風帶著醉⼈人的冷⾹香吹進，對朋友說：「你反⽽而讓我有了難得的經驗，覺得這條路只要⼀一直⾛走，

就能⾛走回我的故鄉。︒｡多棒啊！多希望我的故鄉也能有這麼壯觀的⽊木蓮⼤大道。︒｡」 

轉眼三⼗十多年過去，⼤大概因為園藝推廣，台灣已經處處可⾒見⽊木蓮，連我住的社區⾨門⼝口都種了⼀一排。︒｡初夏回家只要⾛走進巷⼝口，就能沉浸

⼀一⽚片幽⾹香。︒｡ 

        ⼋八⽉月九號，蘇迪勒颱⾵風襲台，兒⼦子隔著太平洋報告災情：陽台的花盆破了，排⽔水⼝口被朽葉堵住，積⽔水淹進了屋⼦子。︒｡⼤大直堤防外的

樹，淹了⼀一半。︒｡ 

        我問社區的樹呢？ 

        「南洋杉和楓樹各倒⼀一棵，柚⼦子樹OK，但是奇怪耶！前⾨門那種開⼤大⽩白花的樹，斷枝落了⼀一地。︒｡那枝⼦子好像很不禁⾵風，才起⾵風就斷

了好多。︒｡」兒⼦子報告。︒｡ 

        我笑笑說：「那是⽊木蓮，整棵樹都帶⾹香味，但是⽊木質很脆。︒｡」臨掛電話，⼜又叮囑孫⼦子孫⼥女：「千萬不能爬上那種樹採花喲！」 

        「為什麼？」孫⼦子喊。︒｡ 

        「因為很危險！可能才爬上去，⼀一整棵就斷了！」 

●附記 





        今年暑假終於整理多年的⽊木蓮寫⽣生，畫了⼀一張⼗十⼆二尺的〈雲豹⽊木蓮貓頭鷹〉。︒｡⽉月夜⾵風疾⽊木蓮盛放，貓頭鷹抓到⼀一隻⽼老⿏鼠，正站在

枝頭準備⼤大快朵頤，豈知背後有隻雲豹已經悄悄掩⾄至。︒｡畫完還題了⾸首詩： 

        暗夜本無法，⾶飛天我獨尊；鷹眼疾如電，奸⼩小難遁形；解甲迎⾵風坐，收⼸弓⾺馬蹄輕

；開軒翫⽉月華，散髮步中庭。︒｡ 

        雲捲藤蘿帶，⾵風展⾙貝葉經；誦讀旃檀味，批註⽊木蓮情；我⼼心即我法，處變何須

驚。︒｡ 

        且樂今宵⼩小確幸，不懼⾝身後有⼭山君。︒｡ 

“⽂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劉墉 
⽂文/秋⽣生 

        劉墉是⼀一個很難瞭解，⼜又讓我們不得不去分析的⼈人，因為他不僅是當代傑出的

藝術家，⽽而且特⽴立獨⾏行，成為⼀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 

        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在他的評論⽂文章《丹青⿁鬼才──讀劉墉作品有感》中，開

⾨門⾒見⼭山就說：“我雖早就知道劉墉的⼤大名以及和他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稱謂：“全才”、︑､“奇

⼈人”等等，但從未與劉先⽣生謀過⾯面。︒｡當我認真讀了他的簡歷，看了他的畫作照⽚片之後，

頭腦裡很快蹦出來的兩個詞匯“⿁鬼才”、︑､“怪傑”。︒｡世界上很難想像有如此充沛精⼒力，⼜又

如此多才多藝的⼈人，尤其在當今這樣浮躁和講究功利的社會。︒｡劉墉在其他領域的作

為，不敢妄加評議，就我熟悉的繪畫⾏行當，在他的作品⾯面前我是要同時豎起兩個⼤大

拇指的。︒｡他能創作出眾多不同題材、︑､不同樣式且有很⾼高藝術質量的作品，實屬難

得。︒｡” 

        中國著名的藝評家、︑､策展⼈人賈⽅方⾈舟在北京⼈人美出版的《劉墉畫集》序⾔言也發表

了類似的觀點，⽽而且與時代的⽂文化氛圍連接：“如果說在劉墉作品中由情感之源匯成的

是⽣生命的記憶，那麼在另⼀一類作品中，它的源頭則來⾃自于傳統⽂文化。︒｡劉墉1949年⽣生於台灣，在⼤大陸，屬於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但接

受台灣教育⾧長⼤大的劉墉，其學養和⽂文化素質與⼤大陸的同齡⼈人完全不同。︒｡⼤大陸在20世紀後半葉出現的⽂文化斷層使幾代⼈人流于淺薄，⼤大量

的精⼒力和時間都被迫⽤用在毫無意義的’政治學習’，所以像劉墉這樣的全才幾乎⼀一個也

1990 年應紐約聖若望⼤大學專任駐校藝術家后連續出版七
本中英⽂文繪畫論著。︒｡



沒有。︒｡” 

        另⼀一位著名的中國藝評家郎紹君最近評論劉墉現象，則由兩岸⽂文化鏈條的⾓角度切⼊入：“縱觀劉墉的社會⽂文化活動和影響，主要是在

台灣，繼⽽而⼜又擴展到改⾰革開放的⼤大陸——多次到⼤大陸探訪古跡名勝，著作在⼤大陸廣泛印製，捐助⼤大陸⼆二百餘名貧困學⽣生，捐建40所希

望⼩小學，在刊物上開設專欄，在諸多城市發表演講……所有這些，是⽂文化的交流，也是⼼心靈的漫遊與尋根。︒｡他的繪畫能使我們會⼼心會

意，也正因為它們是兩岸歷史⽂文化鏈條上的⼀一環。︒｡” 

         且不論前⾯面三⼤大家怎麼說，本⽂文希望從另⼀一個⾓角度，甚⾄至是⼼心理層⾯面分析劉墉的繪畫作品。︒｡西語有⼀一個詞Renaissance man，意指“擅

⾧長⽽而且熱衷多種技能的⼈人”，達⽂文西是其間的代表者，⾮非但在繪畫上表現傑出，⽽而且在科學、︑､⾳音樂、︑､解剖學、︑､植物學上都有鑽研。︒｡劉墉

似乎也是個Renaissance man，⽽而且從⼩小就顯⽰示了這⽅方⾯面

的特質。︒｡從各⽅方⾯面的表現，可以知道劉墉也是個愛解剖

動植物的⼈人，在他的⽂文學作品《殺⼿手正傳》裡，可以看

到他在顯微鏡下給螳螂動⼿手術的照⽚片，他還把螳螂交配，

母螳螂吃下整個公螳螂的過程，作忠實的寫⽣生記錄，⽽而

且標明時間。︒｡他畫⿃鳥也⼀一樣，我們可以⾒見到劉墉為瞭解

⿃鳥⽖爪結構，將⿃鳥⽖爪切下寫⽣生，以及他為了瞭解⽻羽⽑毛結構，

把各種⿃鳥翅膀拉開來⼀一根根記錄。︒｡更有意思的是在劉墉

的《翎⽑毛花卉寫⽣生畫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 )裡，他畫出⿃鳥的⾻骨骼，還計算⿃鳥的

⾶飛⽻羽數⽬目、︑､分析其性質。︒｡⾄至於劉墉對植物的解剖就更不

⽤用說了，他除了整體的寫⽣生，還總是把花切開，看花瓣

的規則、︑､花蕊的數⽬目、︑､⼦子房的位置，並作翔實的記錄。︒｡

甚⾄至因此寫⼀一本⽂文學作品《花癡⽇日記》，記錄他的園藝

⼼心得。︒｡ 

   劉墉還有⼀一本學術著作《⼭山⽔水寫⽣生畫法》（Ten Thousand Mountains），裡⾯面採取攝影和繪畫對照的⽅方式，探索中國⼭山⽔水畫的符號，

甚⾄至從地質和地形的演變探索國畫皴法。︒｡他曾經在書中主張“觀物精微、︑､體物有情、︑､移情⼊入物、︑､物我兩忘”，那種巨細靡遺、︑､追根究柢的

2011 年 與⾺馬英九先⽣生合影於「百歲百畫﹣台灣當代畫家邀請展」參展作品《深情⽉月夜》前。︒｡



功夫，誠然是他“觀物精微”的最好注腳。︒｡所幸劉墉並不囿於物形，所以就算他畫纖毫畢現的絹本⼯工筆花⿃鳥，都表現得靈動優美。︒｡劉墉說

那得⼒力於早年受到林懷民、︑､劉鳳學的現代舞指導，把⾝身體的語⾔言，乃⾄至呼吸的節奏帶到繪畫之中。︒｡劉墉也擅⾧長演藝，因為主演歌舞劇

《紅⿐鼻⼦子》得到台灣話劇界的最⾼高榮譽“⾦金⿍鼎獎”，還編導現代詩劇，在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演出。︒｡當時與他合作的舞蹈家，就是⽽而今已

經成為“世界⼋八⼤大編舞家”之⼀一的林麗珍。︒｡從年輕時代就穿梭在⾳音樂舞蹈戲曲⽂文學詩歌繪畫之間，並充分展現，幾乎樣樣獲獎*，成為劉

墉作為Renaissance man的⼜又⼀一注腳。︒｡ 

      當我們⼤大約知道劉墉這⼀一特質，就不難瞭解他從傳統繪畫⼊入⼿手，卻能打破成規，創作出許多現代⽔水墨作品的原因。︒｡劉墉顯然是醉⼼心

於實驗的，由他2014在蘇富⽐比北京“中國現代⽔水墨”拍賣中

的《翫⽉月》，和2015在加州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展出的《⽩白

⼭山⿊黑⽔水》可以知道，除了他⼗十幾歲就使⽤用的噴染、︑､褶皺，

還採取了磨蝕、︑､防染和剪貼的技法。︒｡賈⽅方⾈舟說:“劉墉還有

⼀一類⼤大場⾯面作品，不再是描繪世俗的社會⽣生活，⽽而是憑

弔歷史，驚異於宇宙時空的轉換。︒｡如果說，在《雪⼭山⽉月

夜》中畫家試圖以極為單純的噴染、︑､折皺法表現無限空

間的永恆，那麼在《書卷江⼭山》中，則是以超現實⼿手法

表現出運動中的時間概念和從主體意念（書卷）中展開

對宇宙客體的想像。︒｡這種獨創性的表現⼿手法完全打破了

傳統⼭山⽔水畫的格局，以⼀一種更加⾃自由、︑､更加主觀化的精

神去對⾃自然和表現⾃自然。︒｡表現“我”理解的⾃自然乃⾄至“我”創

造的⾃自然。︒｡”道出了劉墉這類作品的精神特質。︒｡ 

       作為⼀一個Renaissance man，劉墉的多⾯面當然不⽌止如

此，且不論他已經蜚聲華⽂文世界，且被翻譯為英韓泰越

⽂文的上百部⽂文學作品，由於寫散⽂文的感性、︑､⼩小說的劇情和詩⼈人的空靈，劉墉的作品流露出⼀一種深邃憂鬱的特質，但是深⼊入玩味，⼜又感

覺寧靜祥和。︒｡劉墉在他1982年出版的詩畫散⽂文集《真正的寧靜》裡說“真正的寧靜不是無聲，⾶飛花、︑､落葉、︑､⽵竹韻、︑､松濤、︑､蟲鳴、︑､⿃鳥轉、︑､

梵唄、︑､吟唱、︑､乃⾄至夜來鐘聲、︑､空⼭山松⼦子、︑､萬⼾戶擣⾐衣….都是寧靜。︒｡”⼤大約說出了他創作的⼼心境。︒｡賈⽅方⾈舟評論劉墉這類的作品，則作了如是

1986 年 與⿈黃君壁先⽣生研究出版《⽩白雲堂畫論書法》。︒｡



叙述：“他⼜又畫夜⾊色中⾼高⾼高的城牆，卻畫的是周邦彥的少年游詞意。︒｡劉墉在微博上這樣解釋他創作的⼼心境：“很愛周邦彥的瀟灑。︒｡並⼑刀如

⽔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於是乘興揮筆。︒｡沒有旖旎、︑､不⾒見麗⼈人。︒｡只隱約露出⼀一隻⼿手半個⾝身，向⾨門前⾞車

夫揮了揮”。︒｡像這樣充滿詩情畫意的作品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體現在他的作

品中的傳統⽂文化積澱構成了劉墉藝術的⼀一⼤大特⾊色，也使他畫中的詩意境界無

處不在。︒｡” 

       除此之外，劉墉還有⼀一種鴻章巨制，譬如《⿓龍⼭山寺慶元宵》、︑､《新正雪

霽》、︑､《⼭山城夜市》、︑､《童年暮靄》，畫⾯面佈滿⼈人物⽽而且構出情節，堪稱現

代版的《清明上河圖》，但是劉墉並不寫⽣生當下，⽽而是從他的記憶想像和考

據中構思，戲臺演出、︑､花街尋芳、︑､雜耍賣藝、︑､隔牆偷情、︑､甚⾄至⼩小兒便溺、︑､特

務站崗、︑､豪⾨門迎客、︑､街邊乞討、︑､煙花⾶飛天……，加上貓狗鴉鵲雞鴨⽜牛⾺馬……，

⽽而且相互呼應。︒｡那是⼀一種再創造，如同⼩小說情節。︒｡往更深⼀一層看，這些畫裡

有許多對⽐比，譬如豪⾨門喧嘩、︑､寒⾨門冷落、︑､富⼈人賀歲、︑､遊民乞討、︑､⼤大⾺馬轎⾞車、︑､

⼈人⼒力拖⾞車……，劉墉也透過畫筆，對社會現象做了諷刺和描繪。︒｡當我們欣賞

這類作品，可以聯想到《點⼀一盞⼼心燈》和《我不是教你詐》，劉墉在繪畫中

同樣表現了溫馨與⾟辛辣兩個極端的內容，⽽而且巧妙地融為⼀一體。︒｡ 

        作為Renaissance man，跟達⽂文西類似，劉墉的作品除了有精准的“透視”，

也經常隱藏⽂文字符號，或者畫中有畫，藏有許多幽默頑⽪皮的東西，據說裱畫

店曾經故意延遲交件，就因為跟他打賭找得到畫裡藏的貓頭鷹。︒｡ 

        劉墉還說繪畫不只是靜態的空間藝術，也像⾳音樂舞蹈⼩小說詩歌，需要想

像的閱讀和聆聽，成為時間藝術。︒｡譬如他畫《明朝有意抱琴來》，除了巨細

靡遺的描繪地⾯面朝不同⽅方向排列的⼩小⽯石頭，荷花缸上藏著他的姓名圖記，⽽而

且精⼯工描繪出“畫中畫”上蓋的“⽯石渠寶笈”和“乾隆御覽之寶”印章。︒｡加上打翻的

酒杯、︑､落地的書籍、︑､摔破的酒壺，卻不⾒見“飲者”。︒｡讓欣賞者⾃自⼰己發揮想像，構

思畫⾯面以外的情節。︒｡ 

2007 年 《夜窗外》被刊為蘇富⽐比的封⾯面。︒｡



        同時擁有寫作繪畫兩隻筆的劉墉，往往在繪畫之前或之後，寫⼀一篇描述他

⼼心境的⽂文章或詩歌。︒｡劉墉在五⽉月⼗十四⽇日，北京畫院的《⽔水雲氤夢》畫展開幕同

時，也在兩岸出版了詩畫散⽂文集《⼈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聯合⽂文學）、︑､

《不瘋魔，不成活》（作家出版社），如此精⼒力與堅持，怪不得邵⼤大箴教授要

說：“⼀一個畫家擅精細、︑､⼯工整地寫實，⼜又擅灑脫地擺脫具體客觀物象，意象地

寫⼼心中之感、︑､之情、︑､之思，⾮非具有⿁鬼才的⼤大⼿手筆莫能也。︒｡” 
        Renaissance man個性常異于常⼈人，劉墉也不例外，母親逝世，他沒辦喪禮，

但以慈恩之名，在⼤大陸偏遠地區捐建了⼗十所希望⼩小學。︒｡獨⼦子結婚，他沒為兒⼦子

辦婚禮，把錢捐給了臺灣的公益團體。︒｡也如同維基百科上說的，這種

Renaissance man雖然世間少⾒見，但是“在⽣生活上⽐比較沒有⾃自理能⼒力”。︒｡劉墉天亮

才睡、︑､過午才起，平常深居簡出⽽而且不會開⾞車。︒｡時報出版社前總經理莫昭平，

有⼀一次在電視節⽬目裡談到劉墉，笑說：“劉⽼老師是創作的天才，⽣生活的⽩白癡。︒｡”

⼀一語中的，道出了這位“⽂文藝復興⼈人”的特⾊色。︒｡ 

        *：劉墉導演和編寫的詩朗誦劇四次獲得中國新詩學會和全國青年學藝競

賽冠軍。︒｡1971年獲得中國新詩學會頒發“優秀青年詩⼈人獎”。︒｡1972獲得國⽴立臺灣

師⼤大美術系師⽣生畫展國畫第⼀一名教育部⾧長獎。︒｡1974開始應邀（免審查）參加全

國美展。︒｡ 

1972 年 攝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展第⼀一名教育部⾧長獎作
品前。︒｡



Publisher: Silicon Valley Asian Art Center 
Designer: Shichen 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