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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與 永 恆

吳瑞昌大師的藝術世界

　　向來主張「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的藝

術家吳瑞昌，號蔥嶺居主人，字六平，1946 年

生於臺灣屏東縣，自幼對大自然、文學及科學即

異常喜好，大學並因而就讀物理系，也更因此成

就他目前在藝術界的崇高地位。

　　常想，從事理工、醫學者，於文學、藝術成

就非凡，其智慧才華是多麼的異於常人啊！上天

厚戴給了他們無上的左右腦，加上後天九十九分

的努力；劉其偉、蔡吉信、吳瑞昌便是如許人也。

令文學藝術出身的我們羨慕極了。

　　吳瑞昌 1987 年開始研習水墨畫，其作品幽

遠深遂，遠近分明，氣勢磅礡，顯現大將之風，

作品「憩」淡墨裏，藍綠直逼而來，色彩對比至

極，哲理濃烈，讀它千遍也不厭倦；「行到水窮

處」溫柔優雅，令讀者心境祥和，畫家是否期待

「坐看雲起時」的新作品誕生？我尤其喜歡「秋

月邂逅」展出的作品，像極了四川九寨溝某一區

的水中倒影，淺藍綠實難以著墨，畫家功力之高

可見一般；這是非學院出身畫家有其藝術特色之

處；打破傳統，創新畫風，自是一絕。大師張大

千、朱德群之所以名流千古，作品必有其過人之

處，我窺視了吳瑞昌老實外表下其內心深處對作

品的孤傲及期許，大師風範直逼而來。西畫裏畢

卡索的立體畫派、馬格利特的超現實畫風、夏卡

爾的夢幻主義、梵谷的粗獷厚塗，皆為其獨有特

色；畫家內在涵養及獨特畫風，在藝術造詣上是

其智慧及血汗的結晶，未隨時代消逝的永垂不朽

的藝術精髓是值得景仰的；在吳瑞昌的作品裏，

我窺著了那份永垂不朽的精神與精髓，實屬不

易。

　　吳瑞昌的努力眾所週知，曾於 1994 及 1995

年獲得韓國亞細亞綜合藝術大賞佳作及特選、

1996年又榮獲「世界華人美術名家」名號，1998

及 1999 年於中正紀念堂及國父紀念館舉辦中華

書畫學會展覽、1999 年任丹墨畫會會長及青嵩

畫會副會長、2002 年榮獲中國上海國際酒文化

節「楊州八怪酒杯」金樽獎、是年作品並榮獲中

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濮陽市博物館收藏、2003 年

榮獲「中國美術雜誌社」編入「新編中國美術家

人名詞典」、2009 年獲得「臺灣時報副刊特別

報導」「吳瑞昌書畫一絕」、2011 年獲選入河

南省衛輝市白雲閣「台灣百位名家書畫碑廊」等

等豐功業績，不及備載，可說學富五車、才高八

斗，一代才子也。

　　吳瑞昌共計個展八回、聯展無數回，持續不

斷的創作，相信其作品必定愈來愈豐富，愈來愈

令人期待。他有健全而幸福的家庭，此皆為其創

作的甘泉及原動力。祝福吳瑞昌大師。

羅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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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  

「藝術是生活，生活是藝術」

　　自大學物理系畢業之後，我就一直擔任物理

教學工作，原以為這一生就如此到老，但一次隨

學生畢業旅行的活動，改變了我的後半生；原來

旅途中與同校美術老師周建國先生同座，偶爾談

起設立教師繪畫研習班的話題，返校之後，周老

師便熱心的成立此研習班，我當然參加了，沒想

到就此開啟了我通往藝術殿堂的這條路，終日與

物理公式、試管、量杯為伍的我，拿起畫筆之後，

就再也不願放下了。

　　繪畫世界是一片無垠大海，學、然後知不

足，從研習班開始，毫無基礎可言的自己就像一

塊海綿，忙著汲取每一點、每一滴的養分，在這

學習的過程中，最要感謝多位明師所給予的引領

與指導，對我多方的啟發：

　　1992 年，從李欽聃老師學習花鳥，多年下

來，自認壽桃畫得最富趣味。後來喜畫山水，但

總覺畫面景深不足，太過平面，於是向吳英聲校

長學習西畫素描，從中領悟透視之法，拉寬視

野、使畫面更能深遠。1999 年因緣際會，得從

嶺南畫派大師歐豪年先生學習，大師指導下，但

凡山水墨韻、構圖布局、水光雲影等等，各方面

均獲益良多，畫作整體氣韻有了長足進步。

　　書法前輩馬壽三大師一次觀賞我的作品展之

後，提出建言：「既然畫有了大幅進步，畫中

題款的字也不妨多磨練一番，如此書畫相得益

彰。」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於是訪得書法名師

林士文先生指點書法之道，我尤其喜歡篆、隸、

草書，勤練之下，果真字體漸成一格，又發現書

法與繪畫運筆大有互通之處，於是將書法筆觸運

用到畫中，常得令人欣喜的效果。

　　師法前人亦可領悟不少，我最愛大師張大千

先生潑墨山水作品的氣象萬千，而先生胸懷廣闊

的氣度更令人無限景仰。

　　習畫二十餘載，「藝術是生活，生活是藝術」

已成我人生最好寫照，一方面承自各位大師指點

受益良多，一方面則因生性好學也不辭勞苦，投

入書畫世界之中常常怡然忘我，昔日在槓桿力

學、光電理論中打滾的「科學人」，今日已是鎮

日沉浸於藝術生活裡的「蔥嶺居主人」了。

　　感謝各方師長好友們的鼓勵與家人的支持，

讓我能盡情的學習、盡情的創作，終於有令自己

較為滿意的書畫作品足以成集出版，此次收集的

作品呈現的是不同時期的畫風變化，也能展現我

成長的軌跡與體悟，並以此期許自己追求更新、

更具創意的進步。願前輩有以教我，願讀者們多

所包涵，謝謝大家。

吳瑞昌
2014 於蔥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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