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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感悟中的城市風景
——讀張曉暢的水彩畫

水彩畫在當代中國，能畫的已經很少了。所以很少，一

則由於難度大，二則市場效應不如國畫油畫，故國中畫水彩

畫者，在畫家中已如鳳毛麟角。但水彩畫的魅力又極大，那

種清新透明，那種水意淋灕，使水彩畫具備不可替代的唯美

特徵。這使得能畫水彩畫者，大有畫界貴族一般的高貴感覺。

何以如此？是因為水彩畫的確難度太大。透明水彩畫（不包

括水粉畫）一筆筆都是透明的，作畫時每下一筆，畫面反映

都一清二楚，畫家作畫時即要考慮造型的準確，又要考慮用

筆用水的因素，稍一不慎，或破壞了形，或損壞了筆意和水味。

故水彩畫家們，即使是優秀的水彩畫家，大多只能在較小的

畫幅中，以淋灕靈動的色、水、筆的互動去完成水彩式的對

對象的描繪，以顯示水彩畫特有的淋灕、透明、清新與靈動。

以此水彩畫之常態去考察張曉暢的水彩畫藝術，你一眼

就可看出曉暢的水彩風景在水彩界是另類。比之常規水彩風

景逸筆草草寫其大意的畫法大相徑廷，曉暢的水彩風景以複

雜的城市風景為主，他善於以嚴謹的造型用筆，在清新明快

的透明水色層層積染迭加之中去表現複雜如舊金山或香港的

街景。從大處著眼，複雜多變全為直線的城市建築、街道、

車輛與行人，在曉暢筆下表達得清晰明確淋灕盡致；從局部

去看，每一細節則既有真實質感光影色彩的微妙變化，又有

水彩清新、明潔、透明和水意盎然的難得效果。尤其是以直

線和方塊為主的現代建築，從事過專業國畫訓練與創作多年

的曉暢，也善於以斑駁陸離的用筆和毛澀頓斷的線條去突破

方正硬直的建築的刻板。加之城市風光豐富多變的複雜色彩，

也使曉暢在水色斑爛中讓自己的水彩創作呈現光怪陸離變幻

莫測的色彩魅力。這形成了曉暢水彩畫獨特風格的技法基礎。

曉暢水彩風景的嚴謹風格和畫法，又使其與他的專擅小畫的

同行不同，他能畫大畫，其創作既能有大至全開的尺幅，又

能有一氣呵成完整和諧而水氣淋灕的整體水彩效果，這是曉

暢水彩畫能獨樹一幟的又一特徵。

近年來，曉暢的水彩風景中又把畫中風景點景人物予以

提升，使對這些人物的身世命運的聯想成為其繪畫的人文主

題，這又使曉暢的水彩畫創作突破了城市風景的既有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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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介乎風景與人物畫創作之間。或可以說，這是糅進濃郁人

文色彩的風景畫，亦是在城市風光中充滿人文色彩的人物

畫，亦或它僅僅是表現在城市中感悟或思考的曉暢的難以歸

類的水彩畫創作。這顯然使曉暢的水彩畫又另開一生面。這

些創作特徵使曉暢的城市風景在當代國際水彩界亦獨樹一

幟。……或許正因為這種種成功的創作和其另類思考的獨特

性，今年，張曉暢的水彩畫在美國國家水彩畫會第 94 屆國際

展覽上獲大獎。這個大獎顯然是對這些年張曉暢在水彩畫創

作上獨特而成功探索的一個令人欣慰的肯定。

林木

於成都東山居竹齋

2014.12.13

（著名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四川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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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col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very rare. The reason is, 

for one, it is difficult, for another, the market is not as good as 

oil painting. Therefore, watercolor artists are as scarce as hen's 

teeth. However, watercolor is so charming that its refreshing and 

transparent characteristics create irreplaceable beauty. This makes 

watercolor painters as nobilities among artists. Why is this so? It 

is because watercolor is really difficult. In watercolor, excluding 

gouache, every stroke is transparent, and every stroke is shown 

clearly on the painting. Painters should consider the accuracy of 

modeling, as well as the factors of using brushwork and water. The 

slightest mistake will destroy either shape, or make damage to the 

brushwork or the feeling of watercolor. Therefore, even outstanding 

watercolor artists were confined within a small scale painting, that 

they are able to interactively depict objects in a watercolor way, to 

show the unique style of watercolor, transparent, clean and fresh. 

Examining Zhang Xiaochang’s watercolor art with these facts, 

you will easily see that his watercolor landscape is a outlier. 

Comparing with ordinary watercolor landscape in scratch strokes, 

Xiaochang’s landscape is mainly urban scene. He is very good at 

using rigorous strokes to model, introducing complex urban scenes 

of San Francisco, Hong Kong, etc. in multiple layered transparent 

color.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complicated urban architecture, 

streets, vehicles and pedestrians are illustrated in a manner of clear 

and specific;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every detail combines subtle 

changes of the real texture and the rare effect of fresh, bright, clear 

and transparent of watercolor. Especially when depicting the straight 

lin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Xiaochang’s years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training makes him capable of breaking the inflexibility 

with lively lines and strokes. In addition, the rich and complex 

reflections on humanities of 
urBa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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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f cityscape makes his painting full of charm. This creates 

the technique basis of Xiaochang’s unique style cityscape. The 

rigorous style and technique of Xiaochang’s watercolor landscape 

makes him different from those peers who are exclusively good at 

painting small scale watercolor. He is able to paint large scale art 

works. He maintains the integrity of overall watercolor effects and 

harmony of moisture and pigments, which i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Xiaochang’s unique style. 

In recent years, Xiaochang improves the figure portrait in his 

painting, making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life and fate, which 

become the humanistic theme of his watercolor painting. These 

themes break through the strategic method of cityscape painting 

and make his watercolor between landscape and figure painting. In 

other words, this is landscape painting that melted with generous 

humanity, or figure painting with plenteous humanity. Obviously, 

this generates a spectacular ingredient of Xiaochang’s painting. 

All of these features make his watercolor outstanding in the world. 

……Perhaps it is his successful attempt and in-depth thinking, 

he received the National Watercolor Society Purchase Award 

with Silver Star this year. This award is definitely a comforting 

affirmation of his unique and successful exploration in watercolor 

these years. 

Lin Mu

(Art historian, art critic, profess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7



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年，看了不下兩百部港片，今年夏天

在老友張林夫婦的陪同下，走入香港，卻發覺香港之於我，

竟如前世的家鄉，一切如此熟悉而親切，走在中環、走在銅

鑼灣、走在旺角，沒有一絲一毫的陌生，竟如回到家般。我

前所未有地斷然肯定地告訴老友張林：我要畫香港，花了許

許多多的時間漫無目的地在旺角的凌晨、正午、夜晚散步。

仔仔細細地品味旺角，還為收保護費的小弟感動：兢兢業業

作一份工！喜歡香港是因為這是一個毫不掩飾的真實的社會，

每個人各安天命作自己那份差。林立的高樓對我毫無吸引力，

我喜歡天空錯亂交織的廣告，喜歡光怪陸離的浮世繪。於是，

提筆畫我的香港，心裡暗暗笑的是：離開美術廣告公司二十

年了，今天居然重寫美術字！我畫畫比較感性，如朋友所說

是性情中人，認命！畫的時候想起恩師彭先誠說的：我站在

我的畫面前，我就是王！今日終於完成！

當我決定畫香港以後，我連續兩年，每次去中國或到亞

洲參加國際水彩的交流活動時，都會特意轉道香港，在香港

呆上一段時間，然後就是在香港的每個角落轉悠，我用我的

雙腳兩年間走遍了香港的每一個角落，去看，去聽，去體會，

在自己的心裡一點一滴積累畫香港的感受。中環、旺角、香

港導演王家衛拍電影《重慶森林》里的重慶大廈。慢慢醖釀

自己的情緒，並購買了大量的歐美水彩、油畫的人物畫精品，

觀摩學習。作技術上的準備。為了把繪畫的情緒調節到最佳

狀態，我甚至在 2015 年停下了畫城市系列的創作，而畫了一

年較輕鬆寫意水彩花卉。同時仔細考慮和審視我自己拍攝的

香港的影像資料。因為這一年，我應國內一些美術館的邀請，

啓動了《歲月如歌：2005—2015 張曉暢水彩作品精選暨流光

溢彩 - 張曉暢珍藏歐美藝術作品精選》的中國巡回展出。在

這種耗時耗精力的情況下，我覺得我無法全身心投入到香港

的作品創作中去。直到 12 月底我成都展出結束後，在成都飛

回舊金山的飛機上，我心裡的那個聲音出現了：是時候了！

在每一個中國大陸同胞心中和眼中都有不同的香港。我

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看了很多的香港電影：周潤發的《碟

血雙雄》、《英雄本色》、《賭神》。以及更早的劉德華、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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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友的《旺角卡門》、王家衛的《重慶森林》、張國榮的

《阿飛正傳》。對香港的感覺和印象是從影視作品中來的。

而當我 2014 年夏天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時，完全沒有陌

生感。近兩年的體會下來，我的香港系列作品定位在活色生

香的香港市井生活。第一幅《旺角》表現的是香港最著名的

紅燈區——砵蘭街。畫面前面兩位年輕人，一位是夜總會的

陪伴女，一位是道上收保護費的小弟。我對香港市井生活是

深懷敬畏之心，而絕無批評之意，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下，一

切謀生手段都是值得尊敬的。第二張畫《母親》，表現一位

老婦人，在中環的香港早市上購買一些日常生活所需，老人

平靜而安祥，畫面上老人後面的兩位肉店夥計正忙中偷閒地

小憩一下。三個人形成一個絕妙的三角穩定結構。畫面上外

來的偏冷的天光和肉店照明的桔紅色燈光使畫面色彩豐富多

彩。感覺得到歲月靜好！逝水流年里的生活本身的美麗。看

到這位老奶奶，想起人間這些辛勤、善良的老人家猶如我們

每個人的父母，我把這張畫定名為《母親：活色生香之香港

篇之二》接下來，香港系列里陸續會完成的作品有表現香港

青年一代多元化特色的《明天：活色生香之香港篇之三》表

現香港婦女的《姐妹：活色生香之香港篇之四》表現各種人

物生活工作的《兄弟》、《阿公》、《正月》等，計劃畫 12 張。

今年底之前結束，並於年底應邀在美國加州的硅谷亞洲藝術

中心首展。

三江的寫生與創作

放眼看過來看過去，當今世界上的水彩藝術家們，大抵

分成兩大類：

以現場寫生為主，通過現場寫生，對客觀自然進行歸納、

概括、加工，源於自然、高於自然。既是現場自然場景的藝

術再現，也是傾注於畫家主觀意念、藝術追求、內心情感的

完整表現。這種寫生型畫家在中國佔很大的比例。國際上具

有代表性的大師有澳大利亞的約瑟夫 • 澤布科維奇、阿尓瓦

羅，新加坡的王金城，瑞典的佐拉茲，美國的查爾斯 • 雷德、

斯蒂夫•奎勒尓。老一輩的代表人物有：瑞典的安德森•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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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希格尓 • 薩金特、美國的安德魯 • 懷斯等等。第二類，

我們把他們稱為創作型水彩藝術家，他們通常是大量收集素

材，然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根據素材提煉加工，進行再創作，

完成精細，全面，美輪美奐的傳世之作。國際上這樣的大師

有美國的迪 • 米契尓、約翰 • 西蒙尼、瑪麗 • 懷特、安德魯 •

懷斯等。中國的創作型水彩藝術家則是陶世虎、劉壽祥、關

維興、王維新、柳毅等。目前中國四處招搖，自以為是的「當

代水彩」則因水平參差不齊，不具備學術性在國際上無人喝

彩。創作型畫家的特點是作品的視覺感受很有衝擊力。我個

人認為：寫生型水彩藝術家和創作型水彩藝術家其實很難截

然分開，它其實是水彩藝術家的兩個不同的兩面，「創作看

畫家的功力和修養，寫生看畫家的才氣和悟性。」一個優秀

的藝術家應該兩種能力都具備，兩種都優秀，創作和寫生是

水彩藝術家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寫生訓練的是藝術家如何

在紛繁複雜的自然環境下去概括、提煉、表現。創作則是如

何昇華普普通通的場景為感人至深的故事。當我們置身在自

然狀態下，我們必須懂得取捨，做減法。當我們置身於工作

室的時候，我們必須懂得組合，做加法。畫家在不同的環境下，

都必須充滿激情地去表現對象。一個優秀的水彩藝術家應該

在寫生和創作時都有能力去把握和控制。寫生是水彩藝術家

必須堅持一生的必修課，我們來到自然之中，在千變萬化的

自然之中採其精華、靈氣滋潤我們。因為時間、地點、氣候

等諸多原因，我們無法慢慢悠悠。我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里，

抓住對象的特徵，簡練概括地表現出來。這種訓練一要經驗、

二要才氣。如果說創作可以是鐵棒磨成繡花針，是行雲流水

的悠閒慢活。那寫生則是拔劍出鞘，氣勢如虹、劍光靈動虎

虎生威。一快一慢，相得益彰。

從三江回到舊金山，我開始了我的三江侗寨的系列創作，

整整三個多月，真是追雲逐月的一百個日日夜夜。我放下了

我香港系列的創作，投入到三江侗寨里。大家都知道，我的

擅長是挺拔俊秀的都市風景。但侗寨卻是曲曲折折的木質結

構。我以前擅長的技法完全用不上，我以前十餘年畫畫的技

法積累幫不了我，反反復復探索，實驗。我用了我個人認為

最能體系侗寨特點的撞色法和積水法。在我的追求上：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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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侗寨特有的淺棕色和深棕色的獨特色彩感。構圖上以竪

構圖來體現木樓的特點。景深則採用 S 型構圖，這三個月我

整個人是在山寨里的情緒。那山，那水，那些鄉親們時時刻

刻環繞我，感動我。美術史學家貢布里希曾說：「世界上是

沒有藝術家的，只有搞藝術的人。」

我知道，作為風景優美獨特的侗寨三江，幾十年來，采

風寫生的畫家們絡繹不絕，畫了不知多少萬張三江的風景寫

生，但畫得好的和畫得一般的藝術家們也就滿足於那淺嘗即

止的「帥帥的幾筆」我沒有看到有誰真正安靜下來畫一組美

輪美奐的三江系列。這正好可以讓我盡情發揮。我站在獵獵

風中，拔劍而立，問天下誰是英雄！

2016.10 月完稿於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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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日之晨
Morning in the dong Villag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3cm × 44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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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光依舊
sunny dong Villag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1cm × 41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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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樓之間
street in dong Villag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3cm × 44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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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午坡道
san francisco Cable Car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4.5cm × 56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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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人街
China Town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4.5cm × 56cm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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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風雨橋頭
dong Village Bridg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2cm × 44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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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澗盛夏
summer Villag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0.5cm × 41.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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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照艷陽
sunny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0.5cm × 40.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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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陽光之吻
sunny Kiss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74cm × 54cm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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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雨過天青
after rain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2.5cm × 44.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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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月滄桑
Thing Old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2.5cm × 43.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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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悠悠時光
Time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60.5cm × 41.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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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紅花青瓷
Blue-while and red 
映象定格系列之：古物系列

74.5cm × 56cm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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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落英祭紅
The  reds

映象定格系列之：古物系列

74.5cm × 55.5cm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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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夢遊列國
dreaming
映象定格系列之：紐約，紐約客

53.5cm × 73cm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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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榮記肉鋪
a Pork seller in  Hongkong 

映象定格系列之：香港浮世繪

80cm × 111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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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道日落
sunset Blvd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4.5cm × 55.5cm    |   2007

40



18. 感恩節
Thanks-giving in Carmel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103cm ×69cm    |   2014

41



19. 西江三月三
dong Village Girls
映象定格系列之：廣西三江程陽侗寨

176cm × 108cm    |   201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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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花影之間
The shadow of flower
映象定格系列之：古物系列

75cm × 55.5cm    |   200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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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寧靜夏日
Peaceful summer day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54cm × 74cm    |   2010

46



22. 大哥
Brother

映象定格系列之：香港浮世繪

67.5cm × 101cm    |   2016

47



23. 等待時光
Waiting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74.5cm × 55cm    |   200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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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巴士到站
Bus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4.5cm × 55.5cm    |   200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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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陽光下午  |  卡梅爾

Carmel Time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74.5cm × 55.5cm    |   20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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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星巴克（二）
starbucks (II)
映象定格系列之：紐約，紐約客

86cm × 91cm    |   2014

54



27. 一日之晨
Morning

映象定格系列之：紐約，紐約客

78.5cm × 104cm    |   2010

55



28. 曙光都市
dawn of san francisco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5cm × 56cm    |   200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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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城市有軌
down Town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75cm × 56cm    |   200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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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華燈初上
Night Time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110.5cm × 85cm    |   2011

60



31. 卡薩諾瓦
Casanova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74.5cm ×56cm    |   2007

61



32. 冬日溫暖
Warm
映象定格系列之：古物系列

74cm × 56.5cm    |   2008

62



63



33. 春風沉醉
spring Night

160cm × 111cm    |   2009

64



65



34. 閑   |  卡梅爾
Carmel Time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135.5cm × 78cm    |   201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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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利福尼亞大道  |  日落
California Blvd

92cm × 61cm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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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斜陽西下
sunset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72cm × 53cm    |   2006

70



37. 正月
spring festvial

153cm × 110cm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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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等待  |  圣弗朗西斯科
Waiting

100cm × 64cm    |   2007

72



73



39. 人約黃昏後  |  卡梅爾
Carmel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99cm × 61cm    |   200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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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聯合廣場  |  雨後
Union square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92cm × 61cm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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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母親
Mother
映象定格系列之：香港浮世繪

110cm × 75cm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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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42. 清寂之花
Lotus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些花兒

54.5cm × 74.5cm    |   2009



43. 兄弟
Brother

映象定格系列之：紐約，紐約客

81cm × 109cm    |   2010

81



44. 九龍旺角
Kowloon
映象定格系列之：香港浮世繪

82cm × 110cm    |   2014

82



83



45. 窗台
Window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83cm × 111cm    |   2010

84



85



46. 藝術宮  |  晨曦
san francisco Palace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61cm × 92cm    |   2016

86



47. 費爾蒙酒店   |  聖誕
Christmas in fremont Hotel

映象定格系列之：舊金山，哦！舊金山

61cm × 92cm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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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明天香港
Tomorrow
映象定格系列之：香港浮世繪

109cm × 90cm    |   2016

88



49. 流光溢彩
down Town

108cm × 146cm    |   200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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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陽光午後
summer
映象定格系列之：紐約，紐約客

83cm × 109cm    |   2014



51. 五月雪
snow in May   

映象定格系列之：那一場風花雪月

83cm × 115cm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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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aPPENdIx            



1963 年生於四川。

1978 年至 1981 年，四川美術學院附中。

1981 年至 1985 年，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

1995 年起旅居美國，職業畫家。

2007 年起任四川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展覽／比賽

1977 年

全國少年兒童繪畫比賽壹等獎。

1984 年

《前進中的中國青年美展》作品《鄉音》入選。

1995 年

美國《中國畫廊》個人展。

1998 年

美國《中國畫廊》第二次個人展。

1999 年

《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作品《榕江小鎮》入選。

2004 年

《第十屆全國美術作品展》作品《太平渡》入選。

2006 年

《加拿大水彩畫公開展》作品《閑庭》入選。

2007 年

《美國第 141 屆水彩畫展》作品《堅尼街 • 雨後》入選。

《加拿大水彩畫公開展》作品《陽光 • 有軌電車》入選。

《第八屆全國水彩•粉畫作品展》作品《咖啡座• 午後》入選。

藝術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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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參加《共鑄輝煌—中國水彩畫名家邀請展》。

2009 年

作品《流光溢彩》獲《第十壹屆全國美展》國家美術創作提名獎。

2010 年

作品《紐約客》獲《上海朱家角國際水彩畫雙年展》大獎。

2013 年

《流水歡歌－廣西國際水彩畫名家邀請展》。

2014 年

泰國國際水彩畫名家邀請展。

美國國家水彩畫協會年度金獎。

受邀參加《流光溢彩 - 首屆中國廣東中山國際水彩畫名家邀

請展》

2015 年

受瑞典國家水彩畫會邀請參加《中國水彩畫名家赴瑞典邀請展》

在中國重慶、中國廣西南寧、中國成都舉辦《歲月如歌-2005-

張曉暢水彩畫創作作品精選暨流光溢彩 - 張曉暢私人珍藏歐

美藝術品精品選》中國巡回展出。2015 年 11 月作為策展人

策劃並參加《流水歡歌 - 中國廣西第三屆國際水彩名家邀請

展》

2016 年

歲月如歌 -2005-2015 年張曉暢水彩畫創作作品精選暨流光

溢彩 - 張曉暢私人珍藏歐美藝術品精品選》中國巡回展出到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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