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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演詞。 
 
大會主席、各位领導、學者、教師們、各位嘉賓： 
 

(1) 引言 
 

今天、我非常高興、又感到榮幸，能與各位分享一些、我在中學教水墨畫的經驗。我今

天談話的題目是〝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這是一個中學學生繪畫展覧的名稱。中、小

學校學生的美術活動，其實與當今中國藝壇的水墨畫未來的發展有密切的関係。 
 
很多人在外面都說：現在的中國畫壇正在有一股「水墨畫熱」。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這現象其實也有它的懚憂的。因為熱潮有時尚的意味。時尚會很快過時，熱潮也會隨着

時間而消逝。問題是，如果這股熱潮是有豐厚的本質和廣大的群眾的支持，它將會繼續

發展和延續下去。我們都知道，中國水墨畫本身是有數千年深厚文化的根基。當今大學

和畫院也有水墨畫專才的訓練；但是，廣大群眾對中國水墨畫的認識和支持又怎樣呢？

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群眾的長遠支持，「水墨畫熱」會很快便成過

去。群眾對美術或水墨畫的知識，一般是在求學時期從學校的美術課中得來。那麽，現

在學童們的水墨畫的知識水平是如何的呢？ 
 

(2) 中國美術教育在中國出現不合理現象：一個有待教育界打破的困局 
 
在2008年九月，我應

上海長寧區少年宮的

邀請，参加在少年宮

展出的〝新水墨畫運

動的搖籃〞展覧的開

幕典禮，其後在上海

閱讀到文滙報上有關

該展覧的報導。 
 
這篇報導反影出上海

少年兒童對水墨畫興

趣冷淡和美術教育界

為這種現象而感覺不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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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二月，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邀請我為香港在職的中小學的視覺藝術教師演講。我發

現當時在座的教師有两百多位，而曾經有運用中國水墨畫素材來教學生的教師只有八位

！香港学校美术教育正面臨如上海文滙報上所载的〝西洋画统一天下〞的困局。這種情

况，真使我感覺不安。香港教育局知道這情况的存在，正在積極推行多個計劃行動，希

望把這種不理想情况加以改善。他們數次邀請我對在職教師演講就是其中的行動之一。 
這種情况的出現是不難理解的。中國繪畫的傳统向來着重師承。一般傳统的繪畫學習方

法，是學生跟随老師的指示，臨摹或模仿老師的畫稿來學習。自二十世紀以來，學校美

術教育主張「創新」，而「臨摹」和「模仿」是

與「創新」的意念背道而馳。因此，美術教育家

，和教育机構，一般並不皷勵美術教師在學校教

授中國繪畫。我當年在師範學院修讀美術教育，

學的也是西方美術教育。師範學院內並沒設有中

國美術科的。由於過去香港教育當局對中國美術

教育不予重視，在學校從事中國繪畫教學的美術

教師，便越來越少了。  
 

(3) 九龍華仁〝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篮〞教學法可能就是解决困局的指標 
其實中國水墨畫是可以不用臨摹的方法來學習和施教的。「師承」並不一定要「臨摹」

。「传统」其实也并不反对「創新」。中國繪畫有深厚的、博大的文化內容。只要把教

學法改良，适當地运用於課室教学，其教育價值不應該次於西方的水彩畫、鉛筆畫、和 
粉彩畫的。如何把國粹中

國水墨繪畫溶入群眾的生

活中，是水墨画發展的関

鍵性的一個大問題。這個

問題可能已經有很多人予

以密切的關注。要不然，

這〝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篮

〞教學法展覧不會在過去

三年中，被多間著名教育

机構邀請，先後在六個國

際大城市展出。邀請這個

展覧到它們那裏去展出的

有十二個教育机構。它們

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加拿大多倫多大

學，加拿大温哥華文化中

心博物館，香港藝術館，

廣州、上海、北京的少年

宮等。 (見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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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展覧在多倫多展出時，一位加拿大議會的議員看了這個展覧後，認為這個展覧所

介紹的教學法，不但是中國美術教學的突破，同時可作為美術教育的範例。所以他在議

會上公開發言推介這個展覧，並提議在議會中的所有議員都到多倫多大學，参觀這個水

墨畫教育展覧。他在議會上的發言，今天還可以在UTube中看到。(见05.05.2009 
YouTube: Bas Balkissoon Statement re Chinese Ink Painting) 
 
當這個展覧在北京展出時，

《中國校外教育》一本全國

性的教育期刋的編輯認為這

展覧介紹的新水墨畫教學法

值得給全中國的美術教師參

考。便提議把這個水墨畫教

程分段刋登在該期刋的美術

教育版內。現在已經用《打

破傳统学习。創造新的教法

》的题目登載了两輯。 (見右) 
其餘將會繼續登載出 來。 

 
(4) 〝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篮〞是甚麼？ 

 
這個〝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展覧的出現是很偶然的。一班九龍華仁書院的舊生，把他

們四十年前，在學校內在初中一、二年級的水墨畫的現存習作，組成一個展覧，把我當

年怎樣不給他們看我的

繪畫，而教他們通過點

與線和幾何形的運用來

學習中國水墨畫的方法

介紹出來。這個展覧的

原意是联誼和懷舊的活

動，同時籍此推廣中國

新水墨畫的學習。沒想

到它會被多間教育機構

看重。当他們在籌劃這

展覧的同時，我寫了一

本書，把我教他們畫水

墨畫的情況記錄下來。  
書名也是〝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在2006年出版，剛好配合第一個搖籃展覧在香港大

會堂開幕。三年後，就是去年的春天，該書的英文本也出版了。我把這两本書的版權都

捐出送給九龍華仁書院。因為如果沒有九龍華仁書院，根本就沒有〝新水墨畫運動的搖

籃〞。這話又怎樣說回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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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六○年代中期，很多中國畫家提倡利用西方藝術來振興中國藝術。在一片「以西

潤中」的呼聲中，香港畫家呂壽琨卻強調重振中國古代傳统水墨藝術理論中的「從心」

，和「率性」的繪畫理論，讓中國水墨畫傳統能够與時代並進。 

                 
 
在呂壽琨的領導下，新水墨畫運動就在1960年代，展開於香港。香港新水墨畫運動在當

時所皷吹的，是要改革當年國畫陳陳相因的不良風氣。他認為中國畫家必須有個人獨立

創作精神，致力從事「創造」和「再創造」。當年協助呂寿琨推行該運動最有力的，是

由他的學生組成的「元道畫會」和「一畫會」。這两個畫會的會員開會和研究繪畫藝術

的地方，就是九龍華仁書院的美術教室。這個地方也是他們策劃新水墨畫運動各項活動

的場地。同時，九龍華仁書院是第一家，把新水墨畫教學法有系統性地引進中學美術課

程的學校。所以，九龍華仁書院就被稱為〝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 
 

(5) 〝搖籃〞教學法具有今日的「通識」和「全人教育」意味 
 
這個〝搖籃〞展覽介紹怎樣利用點、線，和簡單的幾何形，編製一連串的筆墨練習。目

的是讓學生不需要通過摹仿別人的畫來學習中国繪畫。讓同學們一開始就進入嘗試和創

作。因為我當年在九龍華仁書院曾經任教英文，自然科學，數學，和物理學等科目，我

把這些科目的基本知識，和做人的道理，常常引用在我教水墨画的過程上。所以有些人

說，這個新水墨畫教學法是頗具「通識」和「全人教育」的意味。 
 
基本上，我把中國水墨畫學習的過程分為十二個主題。 
1.  認識筆、墨、紙與水的特性,    2.  點的運用,   
3.  線的運用,      4.  三角形的運用,   
5.  四邊形、和多邊形的運用,      6.  弧線和圓形的運用,   
7.  認識形的組合和〝象徵〞的意義,    8.  從大自然學習—寫生,   
9.  風景畫—山水畫—的構成,    10. 從記憶中寫香港、九龍、新界,    
11. 認識中國偉大的繪畫傳統,   12. 發揮我們的想象力。 
每一主題可能包括一個或幾個學習單元和多個練習。最初的幾個主題的練習多採用筆墨

游戲的形式。通過一些比較輕鬆和具啟發性的筆墨練習，加上一些簡易科學性的分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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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讓學生認識和熟習中國繪畫的工具的结構和它們的特性。目的是要他們儘早建立

觀察、思考、討論和分析的習慣。下面是學生在水墨畫課程中最初做的一些練習。 

                 

未作進一步練習運筆作畫之前，我會讓學

生認識多種不用毛筆作畫的方法，例如，

拓印、水拓法、版畫等，以擴闊他們對水

墨畫創作的空間，超越單以毛筆作畫的方

法。右邊那一幅畫不是用毛筆畫成的。這

是學生嘗試把墨汁從碟子倒在畫紙上，以

碟子作筆來完成的一幅水墨畫。 
教師應協助學生領略他們習作中獨持之處

而加以表揚。同時讓同學說出他們對自已

的作品和別人作品的感受，讓他們明白別

人的觀點每每和自已的不同，同時學習表

達自己的意见和聽取別人的意見。 
 

我們要讓學生了解，一切繪畫的基本元素

，不是一朵花、或是一片葉的圖形，而是

，一點、一劃。在不同的點與線的多樣練

習中，學生會漸漸領悟點與線在畫面中產

生的视覺效果，和它們在畫面上出現的「

形」會和自已的生活經驗結合而產生「聯

念」。「聯念」每是「幻想」和「創作思

維」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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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幫助學生，把

握不同的點、線、和簡

單的幾何形的運用，則

一切寫實，與抽象的繪

畫，都容易處理了。因

此，以不同的點、線、

和幾何形，作為課題，

讓學生練習筆墨運用，

就是構成我這個課程初

段的主要內容。 

 
 
在練習運筆和用墨，和

點、線、形的組合的同

時，我會引進一些有關

構圖的基本知識，例如

：圖形的對比和協調、

畫面內容的動向和旋律

、疏密、聚散的感覺、

放射與集中、動感的幻

覺等等問題。 

這些點與線的練習，同時讓同學明白，繪

畫的人可以運用點與線的處理技巧，使畫

面產生「動感」。這是一種视覺上的「幻

覺」。讓同學們覺得繪畫很有趣。繪畫原

來就是玩弄视覺上的幻覺的一種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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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不一定是活躍、或激動的。動感亦可以有寧靜、平和的一面。 
 

 

 

     

在筆墨遊戲練習中

，皷勵學生用心觀

察和把握隨意加上

的點與線和筆墨痕

迹所產生意外的視

覺感受，和剎那間

從觸覺上得到的訊

息。嘗試運用暗示

的原理作畫，每能

產生意想不到的構

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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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有了筆、墨運用的基本知識和技巧之後，他們便可以開始，用筆、墨來寫生。 
 

    
 
寫生最好從自然界開始。教師可引導學生從寫生認識自然界的形和自然規律。在課室中 
植物題材是較動物題材容易處理。寫生是鍛練學生觀察力、理解力、和組織力的最好的

課題。教師應該鼓勵學生，對描繪的植物對象作微細的觀察，分析植物各部位的組織和

紋理，和欣賞它們的生長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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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老師適當的引導下，植物

寫生練習可以增加學生對植

物學的知識和自然生態體驗

；同時也可以提高他們對自

然生態和自然環境保護的意

識。 

 
 
接著我就把他們在過去數

個月來，所學到的関於運

用筆和墨的技巧，運用來

输出他們的創意，通过他

們的记憶和幻想，建立一

些風景構圖。過程是继課

室中的盆栽寫生，進而往

課室外寫生。嘗试绘寫校

园旁山坡上的樹。先描绘

一棵樹。嘗试了解樹從地

下的樹根延伸出地面成為

我們可以见到的樹幹。從 
 

 
幹上生出樹枝。從大枝生

出小枝。在小枝上生出樹

葉。留意各種不同的樹，

其樹幹各有不同的纹理，

其枝葉亦各有不同的排列

與组织。继而绘画樹叢。

這是另一個可以提升學生

的記憶力、組織力和表達

能力的練習。同時協助他

們建立對眼前事物作細心

觀察和分析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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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學習怎樣畫石頭。

右邊的一幅習作是一位

同學依据「石脚线」的

推理法而寫出在平地上

出現的巨石群。 

 
  
右邊是一個用湿笔寫雨

後山色的练習。 

  
    

 
這是一個以嘗試寫出從

山洞內向山洞口外望的

構圖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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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勢的開合到整幅风

景畫的構成，都給同學

作分段和不同的練習，

並加以適當的引導和解

釋。 
 
讓同学們有机会從多方

面摸索、尝试中，建立

他们的笔墨技法和創意

。 
 
這些習作中的山石造形

，都是同學各自獨立創

造出來的。 
 

 
 
 

〝搖篮〞課程的特點是讓學生拿起毛筆時，便已開始享受「嘗試」和「創作」的樂趣，

滿足兒童的好奇和求知慾。當他們把握了最基本的筆墨技法後，而他們天生的創意本能

沒有被臨摹的過程握殺時，這些同學們的繪畫常給我意外的驚喜。下面是一些例子： 
 

 

這幅別具創意的〝未來

建築〞，使人聯想到日

本動畫電影〝太空之城

〞的畫面。這張畫是一

位初中二年級 (Form 2) 
的學生在一九六八年完

成的水墨畫習作。卡通

電影〝太空之城〞要到

一九八六年才在香港放

影；因此，這幅〝未來

建築〞繪畫，比較〝太

空之城〞在香港的出現

，早了十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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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對環境保護都

很重視。但是，四十年前

，人們對「環保」這個名

詞還很陌生。 

 

這一張畫把未被污染的美

丽山色，和给火車濃煙污

染後的環境，開出两個截

然不同的世界。带出强烈

反對空氣污染的「環保」

意識。四十年前，這位同

學通過他的水墨畫習作，

把他心中想到的輸出，成

功地帶給我們一個超時代

的訊息。

 

長城是中國的象徵。這

幅構圖奇特的作品，使

人產生一個聯念，就是

：長城是我們的根，的

愛國思想。這種思想，

就是一九九七年，香港

回歸中國的基礎和依據

。 
 
我們又怎麽會想到，早

在香港回歸之前的三十

年，已經有一位香港的

初中二年級學生，通過

他的水墨畫習作，傳達

出這樣的心聲！ 
 

 
(6) 早期中國繪畫理論，更足以說明中國美術的內涵不會次於西方 

 
我常常在美術課中，把一些比較容易明白的，早期中國繪畫理論，說給同學們聽，讓他

們知道，中國藝術理論早期是遠較西方為先進，同時我國國粹水墨畫的基本精神是建立

在「畫家的心思」，即所謂「個人獨創」。我發現同學們都有興趣和喜歡聽的。現在我

試舉出两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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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宋時期的畫家范寬曾經有這樣的言論：‧ 
 
“與其師於人者，未若師之物；與其師於物者，未若師之於「心」。＂ 
 
這位公元十一世紀的中國畫家提出畫家本人的心思是繪畫最重要的元素。這種繪畫理論

在歐美則要到二十世紀初方才见在美術教育理論中出現。

至於二十世紀初期在西方藝術界強調的獨立創意和個人主義，其實，在中國，早在十七

世紀時期明末四僧之一的石濤，己經發出很明白的宣示。 
 
石濤在《畫語錄》中說： 
 
“我之為我，自有我在。” 
 
他又提出：〝一畫論〞： 
 
“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  

上面所談，以點、線作開始的新水墨畫教學法，其實並非新創意，更非源自西方現代藝

術哲學。這只不過是把中國藝術傳统的點滴，試作新的演譯，運用在美術課室教學裏。

〝搖篮〞教學法，其實也只不過是配合現代教育原則，來教學生學中國水墨畫的「無數

的」可行的方法之中的「其中一個嘗試」而已。其它的方法應該還有很多。單是昨天在

北京中華世纪壇開幕的「中國觸覺－香港。水，墨，色」展覧的內容，已經給我們美術

教師很多有觸覺性的新水墨畫教材，在中國美術教育思維上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7) 我的祈望和呼籲 
 
我謹希望有更多學者、藝術家、校長、教師和家長們，協助推動改良中國水墨繪畫教學

，讓水墨畫進入一般學校的美術教室，成為多項美術課程中不可缺少的一項。鼓勵更多

少年兒童，在求學時期就開始學習水墨畫，讓我們的青少年有機會在學習中國傳統國粹

水墨藝術的過程中，增加他們對中國傳统的知識，同時加深他們對祖國文化的專重，以

自已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