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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奚淞生平經歷及文藝創作 

奚淞認為生命就像一本大書，「一切過去的，都不曾真正消失，點

滴都被記錄進生命的大書裡。」（《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12）當我們

在閱讀作家的作品、探索作家的生平時，便可循著這生命之書的印記，

進入作家的心靈，找到那引發創作的根苗。因此在進入奚淞的文學世

界之前，我們將先探討奚淞在其「生命」的大書中一路行來的足跡，

並以此作為深入其作品的基礎。 

在文藝創作上奚淞有著多元化的表現，他創作小說、散文，並且

將文學作品配合畫作一同呈現，或是木刻版畫、或是毛筆畫、油畫等

等，另外他還畫佛畫、以毛筆抄經，並且提倡抄經的藝術，其將文學

和藝術多元融合的表現，讓我們在閱讀他的作品時，像是進入一座繁

花盛開的園林一般，有著多彩多姿的視覺享受，並進而得到心靈的感

動。追溯奚淞的生平經歷，會發現今日的奚淞在文藝創作上的種種成

果，其根苗在幼年時期即已萌生。而隨著歲月的迢遞，奚淞由藝專時

期對文藝的多方探索，到留學巴黎時確立自己的文藝觀，回國後在編

輯的崗位上從事文藝的深耕，乃至學佛之後文藝風貌有了轉變與開

拓，這一切都在光陰的流轉中悄悄地被刻畫在生命的大書裡。 

這一章所要探究的是生活中真實的奚淞與其文藝創作之間的關

係，雖然敘事學中有所謂「隱含作者」的說法，認為讀者從作品中建

構出來的作者形象並非真實的作者，而是作者在具體文本中表現出來

的「第二自我」1。然而奚淞的作品以感性散文為主，在作品中呈現出

真實的性情與自我。鄭明娳認為：「感性散文的本質是表現不偽不飾的

                                                 
1 申丹：《敘述學與小說文體學研究》（北京：北京大學，1998 年），頁 229 



- 20 -  奚淞文學研究 

 20

書寫者『自己』」2，「感性散文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作者性情的光彩，

勇於多方面表現自己的作家，讀者幾乎可以看見作者的全人格。」3而

「閱讀感性散文作家的作品，實際上更像是在閱讀作者的深層人格。」

4 

因此這一章的論述將以奚淞談論自己生活與創作的散文為主，並

參酌他人訪問奚淞的文章，從奚淞視生命為大書的觀點切入，依照時

間順序，以奚淞的生平經歷為經，以其文藝創作為緯來交叉探討，將

重點放在生命的每一個時期當中重要的經歷對其文藝創作的影響，並

剖析其文藝理念，及其文藝創作在各個時期的不同表現，以此來觀察

在生命這本大書中，「光陰」5如何形塑出今日的奚淞，並探究文藝創

作的種子又是如何從萌生到成長，並且蔚為其繁花盛開的文學世界。 

 

第一節  文藝種子的萌生期 

首先從生命最初始的經歷來考察奚淞從事文藝創作的根苗，我們

發現奚淞心中文藝種子的萌生，和其幼年時期的經歷有關。幼年時的

經歷，塑造了他苦悶憂鬱的生命原型，並且形成了一顆蓄積著文藝能

量的種子；同時童年時期的成長環境，則如同一片沃土，使他心中的

文藝種子得到孕育而破土萌芽，以下即從這兩方面來觀察。 

                                                 
2 鄭明娳：《現代散文》（台北：三民，2003 年），頁 12 

3 同註 2，鄭明娳：《現代散文》，頁 23 

4 同註 2，鄭明娳：《現代散文》，頁 20 

5 奚淞在其近作《光陰十帖》與《大樹之歌》中，特別強調「光陰」的意象，尤其

《光陰十帖》更藉著描繪悄然移轉的光陰，自述其從年少以來的創作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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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感憂鬱的生命原型 

奚淞在作品中提及自己的個性時，總說自己是一個心神「容易陷

入散漫和憂鬱」的6、「天性憂鬱」的人7。然而這樣的憂鬱從何而來？

我們可以從其幼年時期的經歷來觀察，可以發現大環境的動盪、出入

於寄養家庭和原生家庭之間，是造就奚淞對存在不確定的生命原型並

且形成其憂鬱性格的主要因素。 

對於存在的不確定，似乎從奚淞初生時便隱伏其中。奚淞在 1947

年出生於上海，本名「奚齊」，因為家中小孩太多，父親希望「到此為

止」，便將他取名為「齊」。奚淞出生時，抗戰尚未結束，在戰亂中家

人分批來台灣，帶他來的親人在報戶口時，只依稀記得他的小名叫「小

淞」，因此就報了「奚淞」這個名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出生於戰亂時期，

大環境動盪不安，個人的生命亦難以獲得安穩，「命名」這件人生初始

的大事，便在離散中有了不同的結果。 

生命中的不確定從命名的差錯開始，接著奚淞幼年時期的經歷，

更是一連串的矛盾與分裂。出生以後，因為戰亂的關係，家人離散，

奚淞被表姊帶到台灣並且寄養在表姊家裡，直到奚淞五歲時才回到自

己的原生家庭。在這個寄養家庭中表姊和表姊夫柳伯伯分別以不同的

方式來愛奚淞，表姊寵愛著他，甚至比對親生女兒還要好，而柳伯伯

則以愛深責切的態度教導他，認為「勤有功嬉無益」，而嚴格地將許多

                                                 
6 奚淞在作品中提到自己的書桌玻璃下壓著自己手抄的《心經》經文，他說：「一年

大颱風淹水，造成它破碎和支離，如今卻鎮壓了我的書桌，以及我容易陷入散漫

和憂鬱的心魂。」見《給川川的札記‧觀自在》，頁 222 

7 奚淞提到自己為何學佛時，他說：「出於幾乎是天性的憂鬱症，難以適應宛如脫韁

野馬般奔競、危機重重的現代文明，我試從東方傳統追根溯源，尋求古人賴以安

身立命的思維。」見《三十三堂札記‧平衡》，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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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加在他身上。表姊和柳伯伯的感情不好，時常爭吵，對於教育奚

淞的歧見只是他們爭吵的原因之一，在嚴厲與寵愛兩極拉扯之下，奚

淞敏銳易感的幼小心靈顯然無所適從，對於這一段年幼時期在寄養家

庭中的記憶，奚淞說：「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受到那份震動和分裂。」

（《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76） 

在寄養家庭中所感受到的矛盾，在奚淞回到原生家庭之後並未消

除，反而奚淞要面對的是生命根源更深的矛盾。奚淞的父親有兩房妻

子和十二個孩子，奚淞的媽媽是第二房妻子，而奚淞是十二個孩子中

最年幼的一個，奚淞母親的身份在法律上無法獲得承認，因此身份證

上奚淞的母親登記的是他的大媽，而奚淞的母親和奚淞父親的關係則

登記為父女，在這個家庭中，奚淞和母親同樣有著身份認同上的疑惑，

因此奚淞說從幼時起他的心頭總是揮不去一份「對生命、對自己身份

的不確定感。」8 

回到原生家庭，父親對這個幼子其實相當寬容，但是對自己身份

的不確定感使得奚淞焦慮不安，不斷地從大人的反應中探尋自己存在

的位置，並且敏感地試探著大人對他的關愛。例如有客人來訪時，父

親會得意地稱讚這個幼子的繪畫天分，並且讓奚淞將畫拿出來給大家

看，這對奚淞來說是被重視與被愛的表現，但是將自己暴露在眾人面

前等待評價，卻又讓他覺得羞赧，這些經歷，使奚淞形成敏感矛盾的

個性，奚淞說：「後來想想，自己大半生一直處於這兩種矛盾的心態，

想要介入群眾，又想退出去群眾；不知道自己要投入世界，還是躲藏

起來；不知道自己重要還是無聊。」9 

我們觀察奚淞童年從寄養家庭到原生家庭的經歷，可以看出在這

一段人格的形成期，面對自身生命中許多矛盾與不確定，奚淞亟欲探

                                                 
8 見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藝術家》346 期，（2004.03），頁 280-285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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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自我存在的位置，他敏銳地探觸外界的生存環境與人我對應的關

係。在這樣的生命型態中，他不禁對自我的存在充滿疑惑、對人我關

係感到焦慮，因此形成其矛盾憂鬱的人格特質。對於生命初期的這段

經歷，奚淞認為上天分派給他的生命原型，正是一個對「存在不確定」

的生命狀態10。 

然而這樣善感憂鬱的人格特質，正形成一顆飽含文藝能量的種

子。在回顧自己從事文藝創作的根源時，奚淞認為自己善感的個性正

是從事文藝創作最原始的因素，奚淞從童年在寄養家庭時的一段回憶

以及自己的個性談起： 

 

表姊牽著四歲的我，走過仁愛路的日式住宅巷落。我看見一個

孤單的小孩蹲在電線桿下哭，便掙脫了表姊的手，也蹲在小孩

前面，大哭起來，不肯再走。這竟成了我對童年生活最早的一

則記憶。 

我後來想：這大概是我喜歡繪畫和寫作的最原始動機了。我渴

望瞭解別人的喜怒哀樂，期望溝通並分擔人們的感情。繪畫和

寫作，便是我往這方面努力過程中的產品。（《夸父追日》附錄，

頁 235） 

 

除了善感的個性之外，對存在意義的疑惑使奚淞渴望尋找生命的解

答，而一頭鑽進了文藝的世界，他說：「我以為世上最高貴的莫過於文

學、藝術、哲學，覺得這些東西背後必然有更神聖的存在，他們可以

幫助我觸及更高的東西。」11因此文學與藝術是奚淞宣洩自身焦慮與

探索生命意義的一個窗口，甚至後來接觸佛教，也是為其生命的焦慮

                                                 
10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11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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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安頓，他說後來他才懂得自己被分到的這個生命原型，正是上天

讓他接觸佛法的因緣12。 

綜觀奚淞幼年時期的經歷和其文藝創作的關係，可從《姆媽看這

片繁花》書末的〈玉蘭三篇〉一文看出更為清楚的脈絡，文中奚淞提

到一則關於玉蘭花的傳說：聽說如果玉蘭只長葉不開花，那麼只要在

樹幹上釘上大鐵釘，它就會開花了。13奚淞以這則玉蘭花的傳說做譬

喻，來探討生命經歷和創作的關係，他說： 

 

廚川白村說：「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如果把人的創作比做花，

則枝葉間紛紛不自禁的綻吐，可緣起其鍥入年輪深處的一根

釘？而追索每一朵花的來處，必得循汁液流動的黝黯管道，尋

找那最初的傷楚了。（《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232） 

 

我們觀察奚淞幼年時期的經歷，發現使奚淞對文藝產生興趣、開始創

作，以及在中年之後接觸佛法，而將佛法融入創作之中，這一切都可

溯源於奚淞最原始的、對於存在感到焦慮與不確定的生命型態，這些

生命中的焦慮苦悶，或許便是那引發創作的、玉蘭花樹上的一根釘了。 

 

 

                                                 
12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13 蕭蕭在其〈嚇樹開花〉一文中，亦曾提及類似的傳說，他提到李潼曾告訴他：「宜

蘭地區，當蓮霧樹不開花時，有的人會環著樹幹圍砌土堤兩尺高，中間灌上水，

水漫著樹根樹幹，蓮霧就會開花，準備結果了。」因為「水漫樹幹，蓮霧樹會以

為自己的生命快要結束了，為了傳宗接代，她會盡一切生命力，讓自己開花，延

續蓮霧的後嗣。」蕭蕭：《心中昇起一輪明月》（台北：九歌，1996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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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文藝種子的沃土 

幼年時期的經歷，造成奚淞善感憂鬱的性格，這樣的生命型態如

同一顆種子，蘊含了文藝創作的能量。同時奚淞幼年時期的成長環境

中的幾個重要他人，對於奚淞文藝創作的發展亦有著重要的影響：寄

養家庭中的柳伯伯，是引領奚淞接觸書法並且進入美術堂奧的關鍵人

物14；而奚淞的父親，對於奚淞的文藝傾向始終抱持著寬容的態度，

任憑他自由發展；奚淞的母親更是在背後一路支持奚淞的穩定力量。

這樣的成長環境形成了一片沃土，在這片沃土的培育之下，奚淞心中

的文藝種子得以萌芽成長，於是奚淞開始接觸文藝，並且得以充分地

發展他對文藝的愛好。 

雖然奚淞在寄養家庭的時間並不長，但是表姊夫柳伯伯對他卻有

著深遠的影響。奚淞回憶自己與毛筆結緣的經過，他說：「我會成長為

一個愛畫畫，並且對毛筆懷有特殊情感的少年，不能不溯源於柳伯伯

的毛筆魔術。」（《光陰十帖》，頁 19）幼年時期觀看柳伯伯以毛筆作

畫，隨意鋪染便成一幅山水、幾行草書，覺得非常神奇，這樣的經驗

一直烙印在奚淞心裡，因此中學時奚淞央求柳伯伯教他寫書法，從此

書法成為奚淞的「第十一根手指」（《光陰十帖》，頁 18），即使至巴黎

留學，奚淞仍然隨身帶著幾枝毛筆，乃至後來提倡毛筆抄經的藝術，

對於毛筆的這一份特殊情感，奚淞認為實在是柳伯伯對他的影響。後

來雖然奚淞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是和柳伯伯仍時有聯絡，柳伯伯

在關於繪畫和書法上融合了生命智慧的話語，對奚淞的人生亦有著提

攜的作用，因此對於這個影響自己一生的關鍵人物，奚淞充滿了感激，

奚淞說：「他是我生命裡的啟蒙師。」（《光陰十帖》，頁 18） 

                                                 
14 奚淞說：「自我有記憶起，柳伯伯便教我認字，乃至於日後引我學習書法並進入

美術堂奧。」《光陰十帖》，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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柳伯伯對奚淞有著啟蒙性的影響，而父母親的寬容與支持更是奚

淞心中的文藝種子得以萌芽成長的重要因素。奚淞的父母親並沒有一

般人對於孩子學藝術沒「錢」途的擔憂15，反而對於他從小所展現的

文藝愛好相當寬容，因此奚淞得以盡情地發展他的興趣與才華，奚淞

說：「對於我的文藝傾向，父母親自始便不曾給予任何干阻，回想起來，

他們甚至教給了我最重要的一課。」（《姆媽看這片繁花》，序文）父母

親的支持使其得以悠遊於文藝天地，而雙親的手藝更讓奚淞體會到生

命和藝術之間的關聯性，奚淞從父親手繪的炭精肖像畫和母親親手縫

製的唐衫，領略到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他說： 

 

仰頭看父親遺留的肖像畫，低頭摩挲母親手縫的唐衫，我漸漸

明白了其中深意－－無論如何，要盡情盡性的活著，熱愛生

命，並追尋生命所可能有的最高完成。世間一切藝術或手藝若

顯出它的重要性，不過出之於此罷了！ 

這是父親與母親教給我的藝術。 

這也是人人擁有的藝術！（《姆媽看這片繁花》，序文） 

 

在這些影響奚淞的關鍵人物中，我們還需特別注意母親對他的影

響。奚淞五歲時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初加入這個大家庭中，帶著對

自己身份存在的疑問，奚淞內心充滿了焦慮與不安，這時母親以無盡

的關愛，伸出溫暖的雙手，安撫了奚淞的焦慮。在〈姆媽看這片繁花〉

一文中，對於母親的支持與關愛，奚淞有著動人的描寫： 

 
                                                 
15 奚淞說：「記得我爸爸曾笑我：『老么是個「無貝之才」』，隔了這麼多年，回首當

時，社會的功利色彩不濃厚，學藝術的前途茫茫，倒也可以如此坦然面對。」〈何

妨特立獨行〉，《皇冠》雜誌 65 卷 3 期（1986.05），頁 211-213 



第二章  奚淞生平經歷及文藝創作  - 27 - 

 27

幼年時，因為戰亂，我一度遠離雙親，寄養別家，直到五歲才

重回父母身邊。 

回家後的我，忽然從乖順中爆發了躁惡的脾氣，經常與哥哥們

纏鬥不休，時時啼泣撒賴。出於一種難以表達的心靈匱乏和飢

渴，我做一切行為，無非想博取父母的關注，特別是母親更多

的優寵。 

記得是一個冬夜，我終於有機會傍著母親睡了。我蜷縮、隔著

幽深如洞穴的厚棉被，依稀感覺到母親平勻的呼吸。我悄悄伸

出手，像伸向無窮遙遠的世界，朝母親的方向。 

姆媽！我摸到了，你的手！ 

母親並沒有睡著，在黑暗裡，她也輕輕回握了我的。 

我的心狂喜、跳躍。一切過早的憂傷和不安，都在母親溫暖的

一握中平撫。（《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3） 

 

奚淞說這段往事是他「童年最深的記憶」（《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3），

此後母親的手、母親的關愛，便成為支持奚淞一生中勇往前行的穩定

力量。從負笈異鄉到回國後積極追求自己的文藝理想，母親都默默地

支持著他16，甚至母親的病苦與過世更為奚淞的人生開了另一扇窗，

奚淞因此開始接觸佛法，將文藝創作與佛法結合，並且在佛法中找到

生命的解答。而對母親的孺慕與懷念，亦成為奚淞作品中重要的感情

基調。因此在童年時期幾個重要他人之中，母親可以說是影響著奚淞

一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透過以上對於奚淞幼年時期成長環境的分析，可以看出柳伯伯的

啟蒙、父親的寬容與母親的關愛，造就了一片適合文藝種子萌芽的沃

                                                 
16 在《夸父追日》一文的自序中，奚淞表達了對母親的感謝，他說：「她始終以無

言的憂心，放任我去做我愛做的一切」。《夸父追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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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溫床，而柳伯伯的智慧、父母親的手藝，更讓奚淞體會到「生命中

的藝術」－－藝術唯有和生命連結才有價值與意義，這樣的理念亦成

為奚淞日後文藝創作的基礎。奚淞的童年時期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悠

遊從容地開始發展他的文藝傾向，於是文藝種子破土萌芽，並開始伸

出探索的觸角，在文藝領域中進行多方的探索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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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藝領域的探索期 

幼年時期的經歷，使奚淞心中蘊藏了一顆文藝的種子，但是五０

年代的台灣，文藝資訊和活動都相當缺乏，因此儘管奚淞已萌生愛好

文藝的根苗，但是卻得不到太多養分的澆灌，直到六０年代，奚淞進

入藝專之後，才展開了他文藝生活的第一步。進入藝專到其出國留學

之前的這段期間，是奚淞伸出探索的觸角，悠遊於文藝領域的時期，

這個時期奚淞在藝術上和文學上分別進行多方的探索。在藝術方面，

奚淞和朋友們一同嘗試許多前衛的創作；在文學上，一方面是擔任

《ECHO》雜誌（即《漢聲》雜誌的前身）的特約採訪，另一方面便

是發表了其生平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短篇小說〈封神榜裡的哪吒〉。 

 首先就當時的文藝環境來觀察，六０年代的台灣，甫從戰亂流

離中安定下來，對未來充滿了求新求變的渴望，其時西方的現代主義

17、存在主義被引介到台灣來，在當時形成一股風潮，戰後台灣的社

會背景，正好形成現代主義發酵的溫床，白先勇對於現代主義在六０

年代的台灣造成流行曾有如下的說明，他說： 

 

事實上，廿世紀中國人所經歷的戰爭及革命的破壞，比起西方

人有過之而無不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及傳統價值更遭到了空前

的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危機跟西方人的可謂旗鼓

相當，西方現代主義中叛逆的聲音、哀傷的調子，是十分能夠

打動我們那一群成長於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徬徨摸索的青

                                                 
17 「所謂現代主義，就是繼承象徵主義之後而起的達達主義、立體主義、本來主義、

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等之總稱。」參見劉再福編著：《存在主義哲學與文學》（台

中：普天，1967 年），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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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學生的。18 

 

奚淞正是在這樣背景之下於戰後成長的一代，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之

中，存在主義被引介到台灣來，在這個時期，奚淞便在存在主義的大

環境，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所形成的小環境中，伸出探索的觸角，在

藝術與文學兩方面開始進行多方的嘗試。奚淞從存在主義中得到許多

養分，讀了許多存在主義的書，並且深受存在主義的荒謬虛無、叛逆

孤絕風氣的影響。除了存在主義的薰陶之外，這個時期奚淞結識了幾

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其文藝生涯也具有關鍵性的啟發，奚淞曾說：「直

到我進了藝專，生活有了相當大的轉換，也可說是在那裡開始了我藝

術生活的第一步。其中真正啟發我的是今天在《漢聲》雜誌工作的兩

個重要伙伴，一個是創刊人黃永松、一個是發行人姚孟嘉。」（《姆媽

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49）黃永松與姚孟嘉是奚淞前期的學長，他

們和奚淞志同道合，帶給奚淞許多啟發，回憶起這段在藝專求學的時

光，奚淞認為自己「從朋友那裡得來的啟發遠遠超過學校教育」19。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奚淞便如同一顆正在成長茁壯的種子，一方

面汲取養分，一方面伸出探索的觸角，向未知的領域不斷延伸。在藝

術方面，奚淞和朋友們一起從事了許多實驗性的創作，例如他們組織

了一個「up 畫會」，舉辦前衛的超現實的畫展。另外他們還合拍實驗

電影，由奚淞創作劇本、黃永松攝影、姚孟嘉擔任男主角，這部作品

後來參加了《劇場雜誌》主辦的「實驗電影展」。奚淞悠遊在這些遊戲

式的、實驗性質的藝術創作當中，這些嘗試使奚淞的文藝生命得到許

多養分，回憶起這段少年時光，他說：「現在回顧起來，覺得很好玩，

                                                 
18 白先勇：〈戰後成長的一代－－憶崎嶇的文學之路〉，《聯合報》，1988.09.05，第

21 版 

19 同註 14，奚淞：〈何妨特立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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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時是自認為很進入情況地，把西方文藝上某些很前衛的東西當

作自己的前衛，而且很認真去做。」（《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52）

這些雖然都是藝術上前衛的創作，但是這些嘗試使奚淞開拓了視野與

胸襟，對奚淞的文學生命以及日後從事的文字工作亦有深刻的影響，

奚淞便曾說：「我今天靠文字『吃飯』，能夠把心胸開闊，伸出觸角接

受各種刺激，跟當時的際遇很有關係。」20 

奚淞和朋友們在藝術上的嘗試精神後來延伸到文學上，奚淞和黃

永松、姚孟嘉等人在經歷過許多藝術上前衛的創作之後，在瀰漫崇洋

氣氛的文藝界中回過頭來重新省思中國文化的可貴，因此產生了

《ECHO》雜誌。奚淞在赴巴黎留學之前，便加入《ECHO》雜誌擔任

特約採訪，這個工作使奚淞開拓了眼界，並在文藝觀念上得到許多啟

發，例如奚淞回顧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採訪－－全程觀察記錄大甲

媽祖進香團的實況，在這個盛大而井然有序的過程中，奚淞體會到「不

能用一些概念與觀念去生活，必須實際地去體會生活。」（《姆媽看這

片繁花》附錄，頁 255）他說：「我也第一次感覺到人原來不是那麼孤

絕、也不是那麼虛無、更不是空白，而是充滿了聲光顏色。」（《姆媽

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59）這些採訪的經驗使奚淞實際參與人群、

體會生活，因此奚淞漸漸走出存在主義虛無孤絕的象牙塔，而擁抱更

為真實的人生，並且這樣的震撼讓奚淞在留學回國後繼續加入《漢聲》

雜誌的編輯群，而從此一頭鑽進探訪鄉土民俗藝術的工作當中。 

在文學的探索方面，除了加入漢聲雜誌的編輯之外，這時奚淞創

作了他生平第一篇短篇小說－－〈封神榜裡的哪吒〉，這篇作品於 1971

年刊登在《現代文學》四十四期，後來被收入鄭明娳主編的《六十年

短篇小說選》（大江出版社）當中，此文一出，便引起文壇的矚目，便

                                                 
20 同註 14，奚淞：〈何妨特立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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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論者曾說：「這是一篇奇妙有味、涵蓋繁複、主題深刻的傑作」21這

篇初試啼聲的作品引起文壇的重視，同時奚淞也從創作過程中建立起

書寫的信心，他說： 

 

我也記得獨自伏案，邊因哪吒魂魄的哀告而垂淚，邊因平生首

度自覺掌握到創作形式和內容的均衡而狂喜不禁。〈《封神榜裡

的哪吒》自序〉 

 

就奚淞的生平及創作歷程來觀察，這篇一鳴驚人的作品正標誌著奚淞

躋身文壇的開始。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少年時期的奚淞在文藝領域中積極地

充實自己，並且進行多方的探索與嘗試，回顧這一段艱辛創作、勇於

探索的歲月，奚淞曾用「一粒種子落地的情境」作了貼切的譬喻： 

 

全然無法估量日後如何成形成蔭，一粒種子落地，若是不

死……若是死……他必得在地底的黑暗與虛無中，以自身的爆

發與死亡為獻祭，尋找到掙扎向光明的新生契機。而也因為自

己只是一粒微渺的種子，必須以直覺和感性向人生懸疑做極度

的探測。（《封神榜裡的哪吒》自序） 

 

綜觀這個時期在文藝中探索的奚淞，正如一顆爆發了能量的種子，不

斷地向人生未知的領域探索著自我的極限，就在這樣的過程當中，這

顆文藝根苗即將逐漸成長茁壯、蔚為大樹。 

 
                                                 
21 李喬：〈細品封神榜裡的哪吒〉，《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1998 年），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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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藝觀的建立期 

在前一個時期的種種嘗試中，奚淞探索著藝術、探索著自我，1972

年奚淞更延伸其探索的觸角前往巴黎留學，懷抱著成為一個藝術家的

夢想進入巴黎美術學院和巴黎十七版畫工作室學習，直到 1975 年父親

過世才回台灣。繼 1971 年發表〈封神榜裡的哪吒〉之後，這三年留學

的時間當中，奚淞沒有發表任何文學作品，但是異國文化帶給他的衝

擊與思索，使奚淞建立起自己的文藝觀，並且對於藝術與人生更加有

自信，而這時所確立的文藝理念，長遠地影響著奚淞回國後的工作與

文藝創作。因此留學巴黎的時期對奚淞文藝生涯來說是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對於這段負笈異鄉的日子，奚淞說：「巴黎這三年帶給我最重要

的啟發其實是在思考上頭，而非在藝術上我學了什麼新的形式。」22在

這個時期中奚淞所建立的文藝理念有兩點，首先奚淞思索藝術與人生

的關連，認為藝術應來自於生活，和生活、生命相聯繫的才是真正的

藝術；進一步奚淞思索文藝和社會的關係，他認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必

須建立起屬於自己文化的文藝金字塔，有紮實的基礎才會有尖端的表

現。這一節即從這兩方面來探討奚淞這個時期所建立的文藝理念。 

 

一、藝術來自生活 

前一個時期，奚淞在文藝領域中多方探索，心中的文藝種子逐漸

成長茁壯，接著奚淞面臨著生命中的另一層蛻變。文學與藝術是奚淞

為生命的苦悶所尋找的一個出路，然而悠遊在文藝領域中，奚淞開始

有所質疑，到底藝術的價值何在？藝術對於人生到底有何意義？來到

                                                 
22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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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黎，奚淞滿懷熱情的希望這個藝術之都能使他成為一個藝術家，並

且能解除他在探索藝術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但是種種法國前衛現

代藝術又總讓他迷惑，他認為藝術若只存在於美術館中，和人生又有

何關連？藝術若只是尖端前衛少數人才能懂的表現，對於生活又有何

助益？因此奚淞不斷思索著藝術的根源與價值： 

 

正如同世上無數藝術工作者一樣，費去多少時光、熱情和精

力，匯成這些輕飄的長短寬窄的著色與不著色的畫幅，它們究

竟是一種無謂的浪費呢？抑或是有價值的努力？（《夸父追日》

附錄，頁 236） 

 

這樣的疑惑，奚淞在巴黎的留學生活中得到解答。在巴黎三年的時間，

他帶著紙和筆在街頭捕捉著市井小民生活中瞬息即逝的表情，以畫筆

和文字記錄自己的所見所感，這時出現在他筆下的是殘疾的街頭藝

人、車上專心織著毛衣的婦人，和露出倦容的乘客等等，在這樣的過

程中，創作和生活有了連結，奚淞以畫筆碰觸著這些創作對象的喜怒

哀樂，至此他才感覺自己真正在作畫。因此這段經歷使奚淞領悟到「創

作源於體驗」而「藝術來自於生活」，他說： 

 

巴黎不只教給了我藝術，也使我開始思考到藝術的來處：藝術

並非茁生於美術館及既有的藝術品和藝術概念中，它更深的根

源應在於人的生活。（《夸父追日》自序） 

 

奚淞認為藝術應來自於生活，而不是和生活脫節的高調，奚淞在出國

前，隨著《ECHO》雜誌下鄉採訪時，就曾思索過這個問題，經歷過

大甲媽祖盛大的進香過程之後，奚淞認為人不能只靠觀念生活，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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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去體會生活，而留學巴黎的文化衝擊與生活體驗，更讓他繼續思

索這個問題而得到確切的解答，進一步建立起「藝術來自於生活」的

文藝理念，這時奚淞對於文藝創作有了更深的體會，他認為這些生活

中的觀察體驗和創作的關係，實際上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他說： 

 

無論是怎樣的新生活，我都盡量設法去觀察、體驗。同時我的

創作會幫助我對生活體會得更深刻，因而又滋生喜悅，讓我樂

意去從事更多的創作。（《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69） 

 

藝術應和生活有所連結，從生活中誕生的藝術更有其價值，對此，奚

淞說托爾斯泰亦給他很大的啟發，他說： 

 

在文學上，托爾斯泰是世界頂尖人物，是個巨人。可是他到了

晚年，突然認為他早年所寫的大作品都不值一文，他否定他過

去的藝術成就，他說：「藝術家應該瞭解，更好的藝術應該是

一首簡單的兒歌、一個小小的童話故事。如果從生活裡誕生一

首好的兒歌、一個好的童話，那對人類的貢獻已超過了《戰爭

與和平》、《安娜卡列尼娜》」……他這種精神對我是一項重要

的啟示。（《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64） 

 

這個時期的奚淞，思索著藝術與人生的課題，並且從巴黎的生活中以

及托爾斯泰的文學觀中獲得啟發，進而建立起「藝術來自生活」的文

藝觀，接著他觀察義大利導演費里尼的電影作品中，總潛藏著義大利

的靈魂；法國人也能從它們的生活中，產生屬於它們自己的現代藝術，

於是奚淞對於藝術的來源有了更深的理解。所謂的「藝術來自於生

活」，來自於什麼樣的生活？誰的生活？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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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創作源自於體驗，有什麼體驗比得上自己生活、成長了

二十年的故鄉呢？（《夸父追日》附錄，頁 237） 

我同時想到：法國人既然能從他們的生活裡產生他們的藝術，

中國人也該在不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下，產生屬於自己的

藝術，而不必一味追隨、模仿了。（《夸父追日》附錄，頁 240） 

 

於是對於藝術與人生的關連有了一番通透的思索之後，奚淞接著更進

一步思索著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建立起屬於自己社會文化的文學與藝

術。 

 

二、建立文藝的金字塔 

除了思索藝術與人生的關連而建立起「藝術來自於生活」的文藝

觀之外，奚淞更進一步思索藝術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觀察著法國的前

衛藝術表現與其社會文化的關連，奚淞認為： 

 

西洋的前衛藝術是基於過去長久的傳統，一步一步走來的，是

經過時代演進，是連續性的追求，是漸進的美感演化的過程。

因而在西洋從事前衛藝術的這一小撮菁英份子，其實根植於整

個社會累積細密嚴謹的文化層次上，背後有整個西方堆得厚厚

滿滿的厚度。前衛藝術、油畫、手工藝、設計……乃至於生活

中小小的美感，從傳統到前衛，各在當地的生活有著細密的分

工且彼此尊重，同時展現重要性。23 

                                                 
23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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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認為法國所謂的「前衛」，實際上有其厚實的文化傳統作為背景，

整個社會有著穩固的文藝基礎，因此能夠產生出大文學家、藝術家，

甚至尖端前衛的藝術。而我們不曾參與西方社會從傳統到現代漸進的

過程，卻想要生硬地移植他們的前衛藝術，那絕對是行不通的。顯然

奚淞對於當時國人普遍崇洋的風氣有所批判，既然藝術植根於文化傳

統，那麼要如何走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文藝發展之路呢？奚淞因此提出

了「建立文藝金字塔」的主張： 

 

一個成熟的文化，它應該像金字塔一般，有堅固的結構，除了

那站在塔頂發光發亮的畢卡索之外，還要有許多人投入各個層

面去，去做比較基層通俗的工作……讓藝術進入一般人的生活

領域，和食衣住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我們的小孩才能從

小就在一個美的氣氛下長大，台灣才能有所謂比較成熟的文化

金字塔出現。
24 

 

如果我們這麼多愛好藝術的百姓或學生，能夠同時把社會文化

看成一座金字塔，而不要每個人都只往尖端看，可能每個人都

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去做很多很多事。如此在不知不

覺中，也許我們能建立一個成熟完整、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出

來。（《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65） 

 

在這番理念中，我們可以看出奚淞從一個存在主義的文藝青年蛻變而

為對社會文藝發展具有深切使命感的文藝工作者，在巴黎的土地上，

感染著巴黎的文藝氣氛，奚淞思索的卻是台灣文藝發展的問題，這個

                                                 
24 見馮景青：〈當代文學作家的藝術趣味－－奚淞〉，《文訊月刊》28 期，（1987.2），

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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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前衛叛逆的文藝青年，經過一番衝擊與省思，建立起務實的文藝

理念，他認為台灣所需要的不只是外國的尖端藝術，當務之急在於以

自己的文化背景為基礎，建立起穩固的文藝金字塔，從基層到尖端，

從傳統到現代，一步一步有階梯可循，如此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深耕，

才可能建立起屬於我們自己的成熟的藝術。 

總結來看，這個時期的奚淞正如蔣勳所說： 

 

奚淞在虛無、叛逆、沮喪、頹廢、荒謬的青少年時代過了以後，

反倒似乎具備了免疫的力量，能夠在到達歐洲之後，重新思考起藝術

中人的主題，一眼看穿商業結構中藝術的虛偽性，而嚴肅檢視起自己

做為藝術工作者的角色與責任。
25 

 

留學巴黎對奚淞來說，看似奔赴另一個文化，但是經過一番衝擊與省

思之後，反而讓奚淞回歸鄉土。這個時期，對於藝術與人生、藝術與

社會的種種疑惑，都在異鄉生活的觀察與思索中得到解答，於是奚淞

建立起屬於自己的文藝觀，並且蛻變而為一個成熟而自信的文藝工作

者。 

 

 

 

 

 

 

 

 
                                                 
25 蔣勳：〈悲愁又美麗－－奚淞和他的版畫〉，《聯合報》，1984.12.25，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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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藝理念的深耕期 

經過異鄉文化的衝擊與洗禮，奚淞建立起自己的文藝觀，1975 年

回到台灣，奚淞不再是當年懷著「做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夢想」的文藝

少年，而成為一個想以藝術帶動整個社會的文化工作者26。七０年代

的台灣在文化活動方面蓬勃發展，戰後成長的一代這時已成為社會的

中堅，一群年輕的文藝工作者開始有所覺醒，紛紛從各方面為社會的

文化藝術而努力，例如「雲門舞集」的創立、《漢聲雜誌》、《雄獅美術》

的創刊、「新象藝術公司」的成立……奚淞回到台灣之後，正好投入這

波時代的潮流，開始他積極參與社會的各項工作。 

這時他以「手藝人」的身份自居27，從各方面實踐他的文藝理念。

因為深信藝術來自生活，藝術必須和人生產生連結，所以奚淞積極地

參與民俗田野調查，製作民俗文化專輯，親自體驗生活、探訪生活中

的藝術；另外有感於社會必須建立起穩固的文藝金字塔，因此奚淞致

力於兒童美育以及大眾文藝的建立，在金字塔的底部深耕，希望能培

厚國民美育的土壤。 

這個時期，奚淞的生活忙碌而多元，這些不同的體驗同時也帶動

他的創作，於是繼 1971 年發表〈封神榜的哪吒〉之後，奚淞的文藝創

作開始有了豐富的展現。深入民俗文化、發掘生活中的藝術，這時奚

淞開始創作散文來記錄他在工作以及生活中的感動；另外，在建立健

全的大眾文藝的理念之下，奚淞將中國傳統民間故事和神話傳說加以

改寫，以生動的文字配合他繪製的插圖，寫作了一系列的圖說神話以

                                                 
26 張丙坤：〈從生活中來到生活中去－－奚淞和他的創作〉，《雄獅美術》171 期， 

（1985.5），頁 105-111 

27 奚淞在《光陰十帖》序文中說：「1975 年，我自法國留學習美術歸來後，邊工作、

邊以『手藝人』為專欄名，在報紙副刊發表系列木刻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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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兒童故事書，並且將木刻配合散文共同呈現，使木刻藝術與大眾更

為接近，而形成其特殊風格的散文；同時奚淞也繼續著短篇小說的創

作。因此我們可以說這個時期是奚淞致力於實踐其文藝理念以及在文

藝園地中深耕的時期，以下即分別來探討奚淞這個時期所從事的努力

以及創作的成果。 

 

一、探訪民俗文化，發掘生活中的藝術 

奚淞在巴黎領悟到「藝術來自生活」、「生活是一切藝術之母」，他

認為藝術應該和實際生活結合、和人生結合，不該只是象牙塔中的藝

術。回國後，奚淞一再強調這一理念，在《夸父追日》一書的附錄中，

談到藝術和理想人生的銜接時，他說： 

 

如果說：藝術是人生的一面明鏡，洞照了人們的生活和情感。

那麼對人生幸福的追尋，該是比藝術更重要的前提了。假使人

生充滿失望，沒有理想，這照鏡子的遊戲還有什麼好玩？（《夸

父追日》附錄，頁 241） 

 

在《姆媽看這片繁花》一書中，他亦提及這一觀念： 

 

藝術？為了藝術？為什麼不是為了遠離心靈飢餓和匱乏，而勇

敢尋求並吃下解惑之藥？用強壯胳膊去全力擁抱人生的愛情

和幸福的願望？ 

存在主義大師傑可‧梅替說：「如果裝滿藝術品的博物館失火，

我寧可只救博物館中的一隻貓……」（《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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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理念之下，奚淞有其使命感，他不斷思索的便是「作為一個

藝術工作者，也是人類社會的一份子，應該如何也使自己的工作和社

會銜接起來呢？」（《夸父追日》附錄，頁 241）因此這個時期，奚淞

便致力於將藝術和生活結合、發掘生活中的藝術。 

為實踐這個理念，重回《漢聲雜誌》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和幫助，

《漢聲雜誌》的前身便是由奚淞的學長黃永松、姚孟嘉創辦的《ECHO》

雜誌，奚淞在出國前曾擔任這份雜誌的特約採訪，回國後，奚淞在 1977

年重新加入老朋友的工作行列，而《ECHO》雜誌在經過七年的努力

之後，終於在 1978 年出版中文版，即是《漢聲雜誌》。 

《漢聲雜誌》製作了一系列的民俗文化專輯，在鄉土文學爭論未

休的七０年代，奚淞和《漢聲雜誌》的伙伴們勤勤懇懇地在一次次田

野調查中深入鄉土，探訪民俗，他們所關切的鄉土民俗，並不受到狹

隘地域觀念的侷限，他們所挖掘的正是中國人「生活中的藝術」，奚淞

說： 

 

我們相信：傳統民俗中蘊藏世代先祖生活的智慧，是民族文化

中最基層的本源文化。關注民俗也即是關切自己民族體質，有

助於我們在朝向現代化中適當調整步伐，並建立有中國人氣質

的新文化。
28 

 

每一次的民俗田野調查對奚淞來說都是新奇而且大開眼界的經

驗，奚淞熱情而認真地擁抱鄉土、參與社會，致力於發掘中國人生活

中的藝術，同時在這些廣泛的生活體驗中，奚淞更攝取了創作的養分，

使其文藝創作有著多元的面貌和豐富的展現。這時他在《中國時報》

發表了一系列的木刻散文，記錄的便是這些工作與生活中的感動，例

                                                 
28 奚淞：〈民俗田野工作二十年〉，《中國時報》，1991.06.21，第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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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選入國中國文教材的〈美濃的農夫琴師〉一文，奚淞以一幅渾厚

樸實的木刻版畫，配合散文，描述了在民俗採訪時，從聆聽客家農夫

的歌謠中，得到「更質樸而直接，來自生活深層的感動。」（《光陰十

帖》，頁 26）他說： 

 

我靜靜坐在角落，一邊欣賞一邊羨慕著，這才是最自然不過的

藝術表現啊，我想著。在現代工業社會，人成為工作機器中的

一枚小小齒輪，連藝術也分化為極少數人的專業。其餘愛好藝

術的人，只能衣冠楚楚的走進畫廊，要是一動也不敢動的坐在

音樂廳裡，聆聽大音樂家在演奏台上表演不凡的技藝。在傳情

達意的人類基本需要上來說，現代人真是無能至極了。像這些

美濃鄉民自拉自唱、自由自在的享受技藝的愉快，在曲調和內

容上，更與客家人民的生活、工作和情感息息相關。對比起來，

這地方廟宇中的民謠聚會，實在比都市大劇場中的音樂表演，

更令我覺得親切、動人多了。（《姆媽看這片繁花》，頁 83） 

 

這段話正可以看出奚淞的理念，他認為從生活中發生的藝術更能令人

感動、更具有溝通人類情感的作用。從這一段話當中也可看出在奚淞

從事文藝創作的過程中，「生活體驗」這部分所佔據的關鍵位置。這些

多元的體驗，可說是其創作的泉源動力，正如他所說的：    

 

我覺得生活才是一切藝術及一切活動的母親……真正的藝術

家一定要從生活中出來，而且掌握著他自己的生命及生活中剛

好碰觸最著力的那一點。（《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73） 

 

如此發掘生活中的藝術，以生活體驗帶動創作，在創作中深刻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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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奚淞的作品將自我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周遭萬物、大我的一

切連結在一起，充滿了對社會以及身邊人事物的關心。刻畫生活的面

貌、記錄生活中的感動，這個時期奚淞對自己的定位，不是畫家、不

是作家，而是「手藝人」。他說朋友曾疑惑地問：「你是要做畫家的，

怎倒變成『手藝人』了呢？」對此，奚淞說「其實與其名為畫家，我

到寧可被稱做手藝人。」他從「藝」這個字的古字來探討，他說： 

 

「藝」古寫為「  」，像是一人執工具，植小樹入土的造形。

就本質來看藝術的發生，正如同植樹苗入土，脫離不了基本的

常民生活。至於對做木刻的我來說，古「  」字，更像是手執

雕刀，一刀刀把生活經驗雕鏤在木版上。」（《光陰十帖》，頁

25） 

 

「藝術的發生正如同植樹苗入土」，奚淞此時所從事的工作正是在文藝

園地中植樹深耕，將藝術和生活連結起來，以編輯工作和文藝創作踏

實地實踐自己的文藝理念：在探訪民俗的工作中發掘生活中的藝術，

並以文藝創作記錄生活中的感動。至此奚淞心中的文藝根苗已然成長

茁壯、蔚為大樹，並且逐漸開出燦爛的花朵。 

 

二、為兒童美育及大眾文藝而努力 

在巴黎，奚淞觀察法國現代藝術發展和整體社會文化的關係，從

而產生了建立文藝金字塔的理念。回到台灣之後，審視台灣的文藝表

現，奚淞最擔心的便是這座文藝金字塔的結構不夠穩固，尚未建立起

普及的大眾文藝，對於這樣的狀況，奚淞表達了他的憂心，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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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可以看見一部國語電影可以化千百萬元去拍攝，拍的卻

是連基本故事也說不通的腳本。我們的國民每日坐在電視連續

劇前，而情節卻永遠那樣不死不活，公式化地發展著。我們或

許已經有了少數世界一流的純文學作家，而我們的孩子卻很少

有機會讀到優美而易讀的本國讀物，以至於作文表達能力日形

低落。這樣發展下的藝術狀況，怎不叫人憂心呢？（《夸父追

日》附錄，頁 233） 

 

因此奚淞回國之後最想做的便是希望自己能為大眾文藝的建立盡一份

心力，為建立文藝金字塔而努力。而進入《漢聲》雜誌工作，對於奚

淞這方面理念的實踐亦有著很大的幫助。黃永松等人當初創辦英文版

《ECHO》雜誌的目的是希望讓外國人瞭解中國文化，而出版中文版

的目的則希望讓中國人重新認識自己的文化。他們對自己的期許是希

望《漢聲》雜誌能成為銜接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的一個環節，讓現代

人能從富麗的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作為社會進步的動力。這正和奚

淞在巴黎所思考的「建立文藝金字塔」的觀念若合符節，社會的文藝

發展正必須以厚實的文化傳統為背景，才可能有健全的發展。因此奚

淞在《漢聲》雜誌的工作，正可以幫助他將自己的理念付諸實行。 

在巴黎，奚淞觀察到法國社會具有完整的文藝金字塔結構，即使

是一本兒童書也製作精美用心，因此小孩子從小就逐漸培養起審美的

觀念，社會的美也就穩固地建立起來。對照台灣的文化發展，這個部

分卻相當缺乏，有感於此，奚淞說「我並不想做什麼偉大的作家或畫

家，只想替兒童好好的做點東西。」（《姆媽看這片繁花》附錄，頁 264）

因此在《漢聲》雜誌，奚淞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們共同為兒童的

美術教育紮根，為兒童說故事、畫插畫、編寫出版了一系列的兒童美

育叢書－－《中國童話》、《兒童小百科》、《世界兒童故事精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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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認為： 

 

中國傳統故事及民間美術都是很豐富的，只是缺少人好好把他

整理成兒童故事及插圖罷了。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我們只要稍一放鬆雙手，許多優美的

民間故事和傳統習俗便會隨塵而逝，因此我們才義不容辭地挑

起這項艱鉅繁重的工作。
29 

 

在金字塔的底層默默努力，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在孩子們的心靈播種，

讓他們認識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故事，並配合精美的插圖，這

項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奚淞甘之如飴，他說： 

 

《漢聲》雜誌的主旨在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銜接，經

常需要把許多枯澀深奧的學術轉化成能引起一般讀者興趣而

易於吸收的文字，這是相當繁瑣而煞費苦心的……然而當我發

現《漢聲》讀者的反應來自社會每一階層和角落，我覺得所有

為轉化文字所費的苦心都不是白費的。（《夸父追日》附錄，頁

232） 

 

顯然在《漢聲》所從事的編輯工作，讓奚淞得以實踐他建立穩固的文

藝金字塔的理念。但是除了在編輯崗位上致力於兒童美育之外，在創

作上，奚淞更從三方面將自己的理念和文藝創作具體地結合起來，為

建立起健全的大眾文藝而努力。結合了他在文字和美術上的專長，奚

淞在工作之餘為兒童畫插圖寫故事、整理編繪一些中國的古典神話，

                                                 
29 見聯合月刊編輯部：〈中國人沒有童話嗎－－訪問郭立誠、黃永松、姚孟嘉、吳

美雲、奚淞〉，《聯合月刊》第 5 期（1981.12），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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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做一些「與大眾文藝園地更接近的散文與木刻」。（《夸父追日》附

錄，頁 233）為兒童畫插圖寫故事，奚淞在 1979、1980 年出版了三本

兒童文學的圖畫書，分別是《桃花源》、《三個壞東西》和《愚公移山》

這三本書，是奚淞將「桃花源」、「周處除三害」和「愚公移山」這三

則民間故事加以改寫，配合自己畫的插圖，成為精緻的、適合親子共

讀的童書。整理中國神話的部分，便是後來 1981 年出版的《夸父追日》

一書中「圖說神話」系列作品，這一系列的創作是奚淞將中國神話的

斷簡殘編加以拼綴和聯想，並配合毛筆勾勒的插圖，而重新改寫成具

有完整情節、豐富想像和人文關懷的神話故事，希望藉此讓大眾對中

國古典神話有新的認識。而「與大眾文藝園地更接近的散文與木刻」

便是指奚淞在《中國時報》以「手藝人」為名的木刻散文專欄，這一

系列的木刻散文是奚淞將日常生活所感，同時以木刻和散文來表達，

讓讀者同時從文字和圖象中得到閱讀的感動。對於奚淞所作的努力，

蔣勳曾有如下的評述： 

 

他的參與《漢聲》雜誌的工作，執行了《漢聲》中國童話全部

插畫工作的完成，他的木刻版畫，逐漸結合了極優美的散文，

在報紙的副刊上陸續出現……這些，恐怕都是他在目前繪畫的

商業系統之外另外開闢的一種途徑，使藝術能突破壟斷的方

式，更廣泛普遍地成為國民大眾的財富的具體實踐罷。
30 

 

不論是在編輯工作上製作兒童美育專輯，或是在文藝創作上為兒

童說故事、整理改寫中國神話或是創作木刻散文等，這幾方面的努力

都在其文藝理念的指引之下，奚淞期盼的正是讓藝術成為「國民大眾

的財富」，使社會建立起健全的文藝金字塔。 
                                                 
30 同註 24，蔣勳：〈悲愁又美麗－－奚淞和他的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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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來說，這個時期的奚淞以「手藝人」自居，為實踐其文藝理

念而分別從兩方面進行努力：為了將藝術與生活結合，他探訪民俗、

發掘中國人生活中的藝術；另外，為了建立起社會健全堅實的文藝金

字塔，他致力於兒童美育以及大眾文藝的創作。對於這個時期的奚淞，

高天生曾有一段非常適切的形容： 

 

我們從奚淞身上，看見文藝界又有了嶄新的覺醒和發展。他是

一個年輕而虔誠的藝術工作者，懂得體驗生活與接受前人的教

訓，從而建立起健康壯實的藝術觀。他更只問耕耘，不問收穫，

像盤古一樣，忍受長期的孤寂，不氣餒喪志，默默致力於改革

大眾生活的品質，以及提升全體國民的知識程度。他和他的同

志這種腳踏實地的作法，一方面開拓了藝術表現無限寬廣的領

域，一方面也開闢出建造藝術萬丈高樓穩固、健全的平地基

礎。
31 

 

這個時期奚淞出版了《夸父追日》、《姆媽看這片繁花》、《給川川

的札記》和《封神榜裡的哪吒》這幾本書，這些作品便是他在理念的

指引之下，在文藝園地深耕的成果。他努力將藝術與生活結合、將傳

統與現代結合，並且以木刻散文以及札記的形式，記錄他在生活與工

作上的種種感動。除此之外，他持續創作短篇小說，來表達對社會的

關懷。從奚淞這個時期的工作及文藝創作的表現來看，奚淞已從存在

主義前衛疏離的文藝青年，蛻變成為對於推動社會文藝發展具有使命

感的藝術工作者，以其自身的工作、生活與文藝創作來實踐其理念，

如此在文藝園地中深耕，為「藝術」開闢了新途徑，也使自己的創作

                                                 
31 高天生：〈萬丈高樓平地起－－評介奚淞《夸父追日》〉，《中國論壇》12 卷 11 期，

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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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新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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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藝風格的開拓期 

從巴黎回到台灣，奚淞致力於實踐他的文藝理念，將自己擅長的

手藝與文藝結合，以「手藝人」自居，成為關懷社會、貼近生活的文

藝工作者。然而我們觀察奚淞的文藝創作，發現在他回國十年之後，

風格漸漸有所開拓，也就是在文藝與手藝之中，加入他對於佛法的體

會。在 1987 年出版的《姆媽看這片繁花》以及 1988 年出版的《給川

川的札記》二書當中，已有部分篇幅展現這樣的風格，然而從 1991

年出版的《三十三堂札記》之後，奚淞的創作風格便完全轉變，以佛

法的寧靜觀照為作品的重心。2004 年出版的《光陰十帖》和《大樹之

歌》，更是將文藝、手藝與佛法密切結合的作品，因此可以說，奚淞在

回國十年之後，又經歷了一次深層的蛻變，這時的奚淞，從積極參與

社會的文藝工作者，蛻變而為一個「素樸而豐厚的城市隱者」32，這

時他以「學佛的手藝人」33自居，顯現他在不變的「手藝人」的天性

中，以佛法為生命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使創作呈現出新的風貌。以

下即從兩方面來分析，首先觀察佛法對其心境的影響，其次觀察學佛

後心境上的轉變，對其文藝創作的影響。 

 

一、探索佛法，為生命解惑 

深入佛法是奚淞文風轉變的關鍵，促成奚淞開始接觸佛法的原

                                                 
32 李賢文說：「奚淞的素樸生活卻能發出豐厚的內在精神，這豈不就是相反相成的

道理，『蟬噪林逾靜，鳥鳴山更幽』正是一位城市隱者的寫照啊！」見《大樹之歌》、

《光陰十帖》二書的出版序 

33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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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則可歸納出兩個因素，近因是 1986 年奚淞的母親過世。奚淞的父

親過世時，他人在巴黎，未曾親自面對親人病重死亡的過程，而直接

接受親人已不在的事實，因此傷痛很快就過去了，但是母親過世，讓

他親自面對至親的人由病苦走向死亡的整個過程。和老病死直接照面

卻無可奈何的痛苦，讓奚淞開始深刻地思索生命本質的問題，他說：「母

親的病和死亡，帶給我很大的心理衝擊，母親的病在我心理產生的遺

憾感，這些使我想要探索生命。我一直有想要探討原始佛法的衝動，

就像鮭魚要溯源去找自己的源頭一樣。」34至於遠因，則可追溯到那

「玉蘭花上的一根釘」－－生命原始的焦慮與憂鬱，從少年時期開始，

善感憂鬱的生命原型，使奚淞對生命充滿困惑，不斷在找尋觀看自己

和觀看世界的角度，年輕時深入文學和藝術，便是希望為生命尋找解

答，但是奚淞說：「後來我才知道，以為藝術可以為生命解惑的這個想

法，是個美麗的誤會。」35他說： 

 

以前我很愛文學，以為文學是最重要的，後來發現文學本身有

點像照鏡子，只要如實反應，就是一種藝術品。 

好的藝術是一面好的鏡子，看到它的同時也看到了生命的限

制、生命的無明，以及生命的痛苦。這些問題，哲學家、心理

學家都會設法去解決，但我發現，佛教－－這個偉大的東方心

理學派，甚深、甚高明，它不只是思辨，更是種體驗，所以我

覺得它是我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超過了藝術。欠缺了對生命

困境探討並設法解決的藝術，往往變得毫無意義。36 

                                                 
34 莊素玉採訪，梁郁雯整理：〈奚淞－－微笑傳承，人生無憾〉，《天下雜誌》292

期，（2004.02），頁 134-138 

35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36 奚淞口述，翁瑜敏整理：〈暗室燈明－－奚淞學佛路〉，《慈濟月刊》37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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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認為文學和藝術只是反映出人生的處境，卻無法為生命的問題提

供解答，直到他因母親過世而開始接觸佛法之後，他才恍然領悟，母

親過世引起的是他心理深層的問題，即是長久以來對生命的疑惑與質

問。這些困惑，奚淞在佛法中尋到了解答，他認為佛教是一門古老而

深邃的心理學派，比起文學和藝術，佛教對於生命的困境更能提供解

決與寬慰，他說： 

 

出於幾乎是天性的憂鬱症，難以適應宛如脫韁野馬奔競、危機

重重的現代文明，我試從東方傳統追根溯源，尋求古人賴以安

身立命的思維。其間佛智由重重譬喻中脫穎而出，成為洞燭我

心深處的一盞明燈。（《三十三堂札記》，頁 50） 

 

對我而言，佛陀就是一個大醫王。我知道我與所有人一樣，承

擔了貪嗔癡的無明，雖然它很頑強，但因為對佛教的一種體

驗，我不會有那樣的無力感，所謂「千年暗室，一燈能明」，

於我，佛陀就是點亮燈火的人。
37 

 

中年學佛，點亮自己的心燈之後，奚淞找到了重新觀看自己和觀看世

界的角度。向內觀照自己的心，奚淞學會寬容自己、解開內心的纏縛，

讓自己得自在，對於長久以來造成自己焦慮困惑的生命原型，奚淞有

著釋然的看法，他認為這是上天所發給他的一副牌，而此生的工作便

是好好地打這副牌，奚淞說：「接觸佛法後，年輕時候的焦慮消失，覺

                                                                                                                         

（1998.05），頁 38-45 

37 同前註 



- 52 -  奚淞文學研究 

 52

得快樂，雖然自己的原型仍在。」38因為自己內心得到寬容自在，因

此向外觀看世界，不再像年輕時和世界過不去，而是對世界上的一切

因緣充滿了包容與感謝之心，奚淞以佛法來觀照世間萬物互相依存的

關係，他說： 

 

依佛家譬喻，這個世界好像串連無窮的珍珠網，其中，每一顆

珍珠放光，又都吸納了所有珍珠的光。就個別珍珠來講，你可

以說它只是珠網微不足道的局部，但這一局部卻又分明包容了

全體。在此，缺憾得以還諸天地，不復成為缺憾。 

我想：如果世界上的人了悟這點，知道他隨時隨地不可避免的

是殘缺與局部；但同時，他其實也不可避免的擁有了全體。正

如前人所說的「一朵花一天堂」、「芥子可以藏天下」，那他當

能感謝生命、感謝世界，也感謝自己每一刻存在的狀態了。（《三

十三堂札記》附錄，頁 197） 

 

佛法的世界觀，使奚淞認清在流變的時空中，其實一切生命的本質相

同，因此看待他人、看待世界的角度也就寬綽而包容，甚至對天地萬

物都懷有一份感謝的心，正如他自製的聯語「感半瓢飲源自弱水三千，

謝一缽花擷出春光無垠」（《三十三堂札記》，頁 106），以感恩的心來

觀照一切。生命中的焦灼疑慮釋去之後，代替的是寬容自在的微笑，

正如奚淞老友《雄獅美術》創辦人李賢文所說，奚淞此時的作品比從

前多了一份微笑。（《光陰十帖》，頁 70）  

以佛法撥開生命中的雲翳，奚淞找到了觀看自己和世界的平衡角

度，同時經過佛法的沈澱與歲月的歷練，回顧自己的一生，對於生命

中曾有的許多困惑也因此有了豁然開朗的領悟，例如引領奚淞進入藝

                                                 
38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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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殿堂的柳伯伯，在書法及繪畫觀念上幾句提攜的話，曾經讓奚淞大

惑不解，但是當奚淞用佛法、用光陰去細細參究，在自己也到了柳伯

伯當年的年紀時，終於領悟到長輩話中的深意：不論繪畫或是書法，

都必須以寧靜的心來觀照，「駕馭筆頭，得以掌握書法美學的創造力；

能省察並主宰一己的心靈移動，便是真正的修行人了。」（《光陰十帖》，

頁 21） 

深入佛法，不只平撫了奚淞喪母的慌亂，也讓奚淞從矛盾憂鬱的

泥淖中解脫而出，而少年時期即不斷思索的自我存在及人我相處的問

題，也在學佛之後得到解答，使奚淞在心境上有了轉變，這時奚淞觀

照自己、觀看世界都多了一份寬容自在，並且回顧自己一路走來的行

跡，從佛法的寧靜觀照中領會出生命世代相承的奧秘，因此奚淞說「我

深深覺得：在人生旅途上，以佛陀為師，真是一件很幸運、也獲益良

多的事。」（《三十三堂札記》，頁 193） 

 

二、創作與修行結合 

學佛之後，造成奚淞心境上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對於奚淞的文藝

創作更具有重要的影響，其創作風格因此產生變化。奚淞從開始涉獵

佛法，部分作品便呈現出他透過佛法對人生的觀照思維，隨著他對佛

法的深入探索，心境上更加開闊自在，這樣的表現便更趨明顯，《三十

三堂札記》、《心與手－－寫心經畫觀音》、《大樹之歌》、《光陰十帖》

便是學佛之後完全以佛法的寧靜觀照為主的作品。 

《三十三堂札記》以一幅散文、一幅白描觀音像的方式呈現，母

親病重之時，奚淞就開始畫觀音像，母親去世之後，為了抒發對母親

的懷念和平撫內心的憂傷，奚淞持續著畫觀音的工作。後來在 1991

年，將三十三個月之內所畫的三十三幅觀音像和三十三篇札記一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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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白描觀音像配合著以佛法觀照人生的散文，這本書正是奚淞創作

上風格完全轉變的開始。 

《三十三堂札記》之後，隔了十年之久，奚淞才出版了這個時期

的第二本書－－《心與手－－寫心經畫觀音》，這本書是奚淞以其抄

經、畫觀音的心得作為示範，教人如何抄經，畫觀音，其中的〈自敘

篇〉則是他回顧自己學佛歷程的優美散文。中間這十年，奚淞沈潛於

油畫創作中，直到 2004 年，奚淞才將多年繪畫創作的成果集結出版，

便是《大樹之歌》、《光陰十帖》這兩本圖文配合的書。《大樹之歌－－

畫說佛傳》是奚淞根據他到尼泊爾、印度旅遊的印象，畫出他心目中

的佛陀形象，以無憂、菩提、沙羅這三種樹為象徵，畫出佛陀從出生、

成道到入滅的過程，奚淞以油畫與散文重新詮釋佛陀的一生，在奚淞

筆下，佛陀落實為一個「以赤足走過人間的修行者」（《心與手》，頁

83），並且宛如一個「可親可敬的老師」39。而《光陰十帖－－畫說光

陰》是奚淞對其創作經歷的整理與回顧，記錄了在光陰的流轉中、在

學佛的沈潛之後，重新觀照自己一生從事手藝的心路歷程。在散文當

中配合了他的木刻、白描觀音、毛筆抄經，以及靜物油畫、佛傳油畫

等作品，至此可以看出奚淞在手藝與文藝的創作上都趨於成熟而深

刻，其多元化的文藝表現，更建構出如繁花盛開般的文學世界，呈現

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觀察奚淞學佛之後的作品，可以發現奚淞延續了他一貫的手藝與

文藝結合的特色，並且更進一步將創作與修行結合，奚淞將他在佛法

中的體會表現在作品中，同時寧靜沈潛的繪畫過程對奚淞來說更是一

種修行的方式。奚淞說：「我的根性是『手藝人』，總要動手，心才跟

隨。」（《心與手》，頁 84），透過他對「藝」字的解釋，更可看出他將

                                                 
39 奚淞說：「懷著莫名嚮往，我追溯原始佛蹟……自此佛陀在我心中，、有了可親

可敬、做為老師的體溫。」《光陰十帖》，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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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活動視為一種心地上的修行，他說： 

 

我也曾用小刀和檀香木，刻成一枚「手藝人」閒章。章上採取

古藝字，作具象形意味的「  」。在我看，是一個人用雙手執

工具   ，蹲跪在大地上   ，種植一棵樹苗   的模樣。 

人手操簡單工具、虔心凝神工作，便是一種美；更何況，能在

心地上植一株樹苗，並在光陰雨露中照拂它成長，這豈不說明

了「藝」之為美嗎？（《光陰十帖》，頁 6） 

 

因此從事手藝繪畫的過程對奚淞來說，都是以手引心、讓心思趨於專

注穩定的修行。例如對於白描觀音的過程，奚淞說：「由於運筆描繪均

勻的白描線條，必須手穩、氣定神閒，不然一失手，便全畫俱毀，我

畫觀音的狀態近似於調息打坐。」「本性傾向孤獨，畫觀音的心手運作，

更帶予我所喜好的沈靜感受。承接繪畫餘緒，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也常常能懷藏一份沈靜之感了。」（《心與手》，頁 81）描繪靜物畫的

過程也近似修行，日日晨起描繪靜物，奚淞的心情更趨沈靜，從中他

體會出佛說的「看，只是看」的道理，放下情緒上主觀的好惡取捨，

他說：「如此作畫，宛如禪修，每日就簡單的靜物觀察學習，常感受到

一份寂靜的喜悅。」（《光陰十帖》自序，頁 7）接著以這樣寧靜穩定

的心情，進入油畫佛傳的工作，奚淞對佛法、對人生的體會都更加深

刻了。他說： 

 

我領會到：靜物畫主題雖小，佛傳畫展開的場景雖大，其實都

落在同一光陰映照的理則下。我愛這份自然光照，至於佛陀所

揭示的生命原理，不正也來自對大自然深刻的瞭解，並如日光

一般洞燭幽微嗎？藉著描繪大自然中的朝暉夕陰，我對佛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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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放心了。（《光陰十帖》自序，頁 7） 

 

從上述奚淞自述其繪畫的過程可以得知，學佛之後奚淞在手藝繪畫中

修行的心路歷程，繪畫是以寧靜的觀照觀察光線和物象的存在，而修

行是以同樣的寧靜觀照來觀察自心，此時他以「學佛的手藝人」自居，

正足以說明手藝創作和學佛二者對其生命的重要性。他說：「我覺得自

己一生最大的幸運，一在於從事繪畫手藝、一在於得以學習佛法，兩

者都助我安度心靈風雨。」（《大樹之歌》自序，頁 9）這二者，同時

和奚淞的散文創作相結合，而呈現出其散文書寫的獨特風格。奚淞在

佛法和手藝創作中安頓身心，得到心靈的寧靜專注和穩定，以這樣的

心情觀照生活與工作而有種種深刻的體會，這時期的散文創作便是這

些體會的書寫。例如在畫觀音期間的體會便集結成《三十三堂札記》

一書，至於《光陰十帖》和《大樹之歌》的散文創作部分，便是在畫

油畫靜物和油畫佛傳過程當中的體會，奚淞說：「我於是在油畫中揣摩

一份來自大自然中的光照，而自然光照的透徹之處，也正是佛法對有

情世界解析的透徹之處罷。」（《大樹之歌》自序，頁 9）奚淞在繪畫

中觀察自然光影投射在物體上的表現，同時以佛法中的智慧來觀照生

活中的一切，將這些體會以散文呈現，便集結成這兩本書。因此觀察

奚淞這個時期文藝創作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在繪畫中修行、以散

文書寫修行的體會，如此將創作與修行結合，創作出圖文並茂的作品

便是奚淞的特色。 

綜觀奚淞這個時期的創作表現，可以發現其創作理念仍然在於關

懷生命、貼近生活，只是關注的焦點從外在的社會文藝活動，回歸到

內心世界的層面；從面對生死無常，進而觀照自己面對生命的態度；

以佛法照亮自己的生命，同時在作品中傳達這份光照。這時的奚淞，

已不是對存在充滿疑惑的少年哪吒，也不是積極入世、走在社會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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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力於大眾美育的文藝工作者，而是在學佛與手藝中悠遊沈潛的城市

隱者。奚淞說：「寫哪吒的我，是青少年的我從出自生命底層，用花腔

女高音奮力地喊出美與痛楚。那是我的原型，但是我已經不能走回當

時的我了。」40現在的奚淞，在繪畫中修行、在修行中創作，以多樣

化的文藝表現來傳達其對生命的反省與觀照，因為心境更加寬容自

在，作品也顯得豐富而深刻，其心田上的文藝種子，在光陰雨露的滋

潤以及佛法的光照之下，終於開敷出飽滿成熟的花果。 

 

結語 

本章透過對奚淞生平經歷與文藝創作的交叉探究，剖析在生命的

每個階段當中，重要的經歷對於其文藝創作的影響，藉以觀察在生命

這本大書中，「光陰」如何形塑出今日的奚淞，使其心中的文藝種子，

由萌芽茁壯而至開花結果。 

首先，就奚淞的童年時期來看，善感憂鬱的生命原型，使奚淞心

中蘊藏了一顆飽含文藝能量的種子。善感的個性，使他想要分擔他人

的喜怒哀樂，成長後便以畫筆和文字做為和他人溝通情感的工具；而

因為幼年經歷所造成的矛盾憂鬱的個性，使他對於自己的存在充滿焦

慮和疑惑，因此成長後鑽進文學與藝術的世界，企圖為自己的生命尋

找解答。另外，童年時期的成長背景一方面形成其善感憂鬱的個性，

然而另一方面卻正是適合文藝種子萌芽成長的環境，柳伯伯的啟蒙以

及父親對其文藝傾向的寬容、母親對其無條件的支持，這三者共同形

成了使奚淞內在的文藝種子得以發芽成長的一片沃土溫床，奚淞便在

                                                 
40 同註 8，李維菁：〈奚淞－－蓮上復生的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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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環境當中盡情地發展他的文藝愛好。 

進入藝專之後，是奚淞展開其文藝生活的第一步。大環境中，現

代主義、存在主義的風潮影響所及，大量閱讀這類的作品使奚淞得到

許多文藝的養分；而在藝專所結交的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更成為奚

淞後來工作上、生活上的好伙伴。這個時期，奚淞和朋友共同從事了

許多前衛的文藝實驗，尤其後來擔任《ECHO》雜誌的特約採訪，更

使奚淞擴大了眼界與胸襟，而漸漸走出存在主義虛無荒謬的象牙塔。

透過這些在文藝領域中廣泛的探索與嘗試，使奚淞心中文藝的根苗得

以漸漸成長茁壯。1971 年奚淞發表了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說

〈封神榜裡的哪吒〉，這部作品代表了奚淞已能掌握創作的技巧，同時

也是他進入文壇的先聲。 

藝專畢業之後，奚淞遠赴巴黎留學，這段留學生涯帶給他最大的

收穫，不是在藝術形式技巧方面，而在於文藝觀念上的啟發。處於存

在主義的發源地，面對許多前衛藝術的衝擊，在深刻的思索之下，奚

淞建立起自己的文藝觀：其一，對於藝術的來源，他認為藝術應和實

際的人生產生關連，深入人的生活、溝通人的情感，而不是存在於只

有少數人能欣賞的藝術殿堂之中。其二，他認為前衛藝術的產生，必

須建立在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文藝金字塔之上，有整個社會厚實的審

美基礎為背景，才可能漸進地發生。在花都巴黎，奚淞的眼界更加擴

大，但是在確立起自己的文藝理念之後，他卻想回到自己的鄉土，為

社會貢獻心力。 

確立了文藝觀、懷抱著使命感，回國之後，奚淞在編輯的崗位上

開始實踐他的文藝理念，奚淞從兩方面分別來實踐他的理念：他認為

藝術的根源在於人的生活，因此他深入地探訪民俗、體驗生活，製作

許多民俗文化專輯，發掘中國人生活中的藝術。另外，有感於社會必

須建立起完整成熟的文藝金字塔，他致力於大眾美育的奠基工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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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兒童美育叢書、改寫民間故事與神話、創作木刻散文等，都是為了

使大眾更接近文藝所作的努力。這時他以手藝人自居，並且積極參與

各種文藝活動，成為一個期望以藝術帶動社會的文藝工作者。這些多

元的工作以及生活體驗，同時引發了奚淞的文藝創作，使其繼〈封神

榜裡的哪吒〉之後，開始有豐富的作品出現。 

回國十年之後，奚淞因為開始學佛而使其心境與創作風格有所轉

變，從積極關切社會到沈潛觀照內心，接觸佛法使奚淞平撫了喪母的

慌亂與傷痛，也解除了他長久以來對生命的疑惑與焦慮。以佛法的寧

靜觀照來看自己、看世界，使奚淞在心境上與作品上都多了一份寬容

與自在，奚淞延續他一貫的將手藝與文藝結合的特色，更注入佛法的

觀照，在寧靜沈潛的繪畫過程中修行，而以散文書寫修行的體會，這

時奚淞已從一個積極參與社會的文藝工作者，蛻變為在學佛與手藝中

悠遊自在的城市隱者了。 

生命中的種種經歷，帶給奚淞的是不同層面的成長，經歷過六０

年代青春時期的狂飆與荒謬、七０、八０年代對台灣文藝發展的多元

參與，九０年代奚淞沈潛在佛法與油畫創作，而在世紀末的浮動喧囂

中，找到心中一片寧靜的天地，在佛法中，他找到觀看生命的角度，

從中得到身心的安頓與自在，而專注於繪畫抄經等手藝，以手引心，

又宛如修行般從中得到平寧與安樂。 

回顧自己一路行來的足跡，奚淞知道各個時期皆有其獨特的因

緣，每個時期的成長都有其價值與意義，也正是一路點點滴滴的累積，

才造就了現在的自己。對於生命中各個時期的因緣，奚淞是喜悅而感

激的。正如《光陰十帖》書末，奚淞舉了《中阿含‧晝度樹經》中，

佛陀所說的美麗譬喻：在三十三天，生長了一種名叫晝度的大樹，當

晝度樹樹葉萎黃時，天人悅樂歡喜，因為他們知道樹葉不久即將落下；

當晝度樹葉落盡時，天人也悅樂歡喜，因為他們知道不久即將復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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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如是，當晝度樹生嫩葉、長花苞時，天人都悅樂歡喜，因為他們

知道晝度樹不久之後即將長成週延數百公里的大樹，讓所有天人聚會

於樹下，享受花季的歡樂。佛陀以此為喻，對眾比丘說：「試想你們進

入修行，從厭離世間苦患、斷髮出家、謹慎持戒、逐漸離欲、內修禪

定、有覺有觀、定生喜樂，直至漏盡……這次第升起的修行狀態，也

正如三十三天晝度樹由葉萎黃到花開如缽、一一現起的過程，無論經

歷哪一階段，都令人悅樂歡喜。」（《光陰十帖》，頁 82） 

生命中的各個階段也是如此，每個階段都有其意義，從憂鬱矛盾

的文藝少年，成長為積極投入社會的文藝工作者，繼而轉變為沈潛學

佛的手藝人，回首生命中的每個成長階段，奚淞也是悅樂歡喜的。面

對新的世紀，對於世界、對於自己，奚淞皆報以寬容自在的微笑。現

在的奚淞，以佛法觀照人生、在繪畫中修行、在修行中寫作，寧靜而

自在。在《光陰十帖》一書的後記中，奚淞表達了他的這番心情： 

 

這些年來，我心裡越發增強的感覺，是一份對無常生命因緣的

感謝。還活著，還能畫畫、還學佛，真是好。畫畫使我習於散

漫的心能凝聚；學佛使我不再製造心靈纏縛、自覺生死無憾。

除了感謝，還有什麼話好說呢？（《光陰十帖》，頁 86） 

 

正如奚淞所說，一切都不曾消失、都記錄在生命的大書中，在這一章

中我們從這本大書的點點滴滴，回溯觀察奚淞從事文藝創作的歷程。

經過幾個階段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光陰的流轉中，奚淞細心照拂心中

的文藝種子，使其在眾多因緣的成就之下，逐漸從萌芽茁壯到開花結

果；同時我們也看到奚淞的文藝觀逐步成形與實踐的過程，以及其各

時期的文藝表現；更重要的是我們觀察到一個不斷自省與成長的文藝

生命。透過生平經歷與文藝創作的交互探討，更讓我們觀察到心境的



第二章  奚淞生平經歷及文藝創作  - 61 - 

 61

轉變對文藝作品的影響，唯有以生命真誠地投入生活、投入創作，才

能使心境與作品同時成長而趨於成熟深刻，如此才能呈現出生命之書

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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