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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寫，是我工作以來所受到最基本訓練之一，也是我極

度熱衷的一件事。1988-2000年擔任記者期間，我就想通

過口述歷史的方式來聽寫台灣前輩藝術家；留下藝術家

第一手的資料。我的概念其實是跳脫傳統口述歷史過度

單調、條列、大事記的冰冷框架，我想要做的是「聽｜

寫」；想要從前輩的嘴裡聽故事；而非去再造故事，過

度投射個人的自我感覺。因此，我理想中的口述歷史更

趨近於人的故事、人的記憶、人的體溫，而非是年表性

的圖鑑。通過人的記憶與經歷，事實上；也就等於在蜿

蜒出一段時代的煙雲。我極為著迷這種帶有溫度既像故

事又像歷史的書寫語體，而不是套裝精印、不利於閱讀

的美術全集。這本「采泥藝術版」的霍剛口述歷史，可

以說是目前唯一採取口述的模式來完成的第一本藝術家

畫冊書，時間進行有一年，當然有很多次是因為我人不

在台灣，無法進行而不得不暫停，而真正計算我的書寫

日程只有一個月。COVID-19爆發，反而是讓整個工作更

順暢完成的主要關鍵。

「采泥藝術版」的口述歷史是個長程計劃，林清汶先生

希望經由口述的方式；逐續讓經紀的藝術家有個不一樣

被認識的介面，能夠與傳統型的畫冊格式有不同區分。

霍剛，則是第一位推出的藝術家。

霍剛這本口述歷史，從3歲的時候說起、也從回憶的味

道說起。整本書結構根據他個人的時間歷程來走，從南

京到台灣、再到米蘭、又回台灣。這個月的封面故事，

擷取書中片段輯成短文，其中有談到李仲生、談到東方

畫會成員、談到這群藝術夥伴相互扶持的點滴。尤其當

「東方」成員出國的時候，夥伴都會提出個人一個月工

資來做為資助⋯。如此的義氣相持，現在幾人能夠？另

外，霍剛回到台灣展覽、結婚、定居⋯等等。歷史，當

然無法更動，但在歷史的煙雲當中，人；可以就著歷史

當作鏡子，檢視自己，也可以看到與自己共同成長的

人，是以怎樣的方式來豐富生命的。------鄭乃銘

霍剛HO Kan  抽象2020-023 Abstract 2020-023  180x240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20

霍剛1933年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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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剛HO Kan   抽象2019-044 Abstract 2019-044   200x200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19

東方畫友合攝於台北畫室防空洞前

霍剛HO Kan  
抽象2020-018 Abstract 2020-018  

145x185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20

霍剛說「1949年局勢越來越不好，我拜別了祖父與母親，隨著遺族學校的
300位同學從廣州黃埔上船，『金剛輪』於8月2日抵達台灣基隆。隨著我們也
從基隆上火車到台北，從火車站出來，我們整好隊伍，就這樣走路行經延平南

北路，到了位於台北橋旁的大橋國民學校我們就在這裡待了三個月。我記得，

當時遺族學校的校務主任兼代理校長是黎離塵，他帶我們同學自南京經廣州來

到了台灣」。

「1950年，也就是初中畢業。那個時候，蔣宋美齡很明白跟我們這些學生
說，因為時局真的不好，遺族學校也無力再幫我們升學，但能提供四項選擇給

我們；鳳山的軍事學校、屏東的農校、台南工專、台北師範學校，也就是當軍

人、農人、學工或當老師。最後，我自己是選擇了台北師範學校。那個時候台

北師範學校，也是當年有設藝術科的學校。但在進師範學校之前，則是寄讀在

師大附中高中部」。「這段期間我也認識了從上海美專來到師大附中教書的李

文漢先生，我對西洋藝術理論的接觸，就是在這個時間。後來，李文漢先生到

了新竹，我則是進入台北師範學校」。

「認識李仲生，也是在進師範學校的那個時候。李仲生當時是任教於二女

中。最早在還沒有經歐陽文苑介紹李仲生之前，我是從報紙上就對李仲生相當

熟悉，主要是因為他經常會在報紙副刊發表一些關於藝術的文章。對我這種喜

歡藝術的人而言，能夠接觸藝術方面的新知真的很有限。當時，有賣西洋藝術

畫冊的書店寥寥可數，即便是有；也根本沒有錢可以買。從報紙的副刊上讀這

些藝術方面的文章，則成為最經濟的管道。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對李仲生的

名字特別有印象。1951年，我正式進入李仲生畫室，講得明白一點；不是跟
著李仲生學畫，因為，李仲生從來不教學生畫畫。嚴格講，進入李仲生畫室是

跟著他研習現代繪畫」。「我記得，李仲生收每位學生是30元學費。可是，
我還只是個窮學生，學校給的零用金格外有限，我能省吃儉用省下25塊錢，

In 1949, the 18-year-old Ho Kan came to Taiwan from China alone with the school for the Nationality Army Descendants.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as until 1978, by that time he was 47 years old; he then returned to Nanjing to visit his old mother again. Returning to his home, Ho Kan 

had spent more than 29 years. In this process, Ho Kan had lived in Milan for 50 years. Unable to find a place in their homeland, people must leave 

their hometowns to seek a foothold of their dreams. This has seemed to be the norm and social lament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Chinese. Ho 

Kan's oral history book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the artist's childhood, eventually recalls the period when he studied modern art with Li Chun-

Shan in the 1950s, formed Ton Fan Group (also known by the names Eastern Painting Society, Eastern Art Group and Orient Movement) with 

painters in 1957, settled in Milan, Italy, in 1964 and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art scene, then finally returned to Taiwan to settle down in 2014......

This long journey of life and art history seems to have recorded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the personal growth of ar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is is certainly Ho Kan's personal life/art history, but also, it belongs to the situations faced by the artists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 

period of time when loneliness can breed a lively song of life.

霍剛與蕭明賢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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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缺5元，我想再東湊西找的還是能補上這5塊錢」。「李仲生也曾經說，學生的經濟都不是很好，照理講；應該是免收
學費的。但是，收學費，主要也是一種責任；一種我對學生的責任」。「這學費後來也還是有變化，原因出在後來吳昊、夏

陽進入李仲生畫室，吳昊與夏陽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既是遺族也是軍人，更是沒有什麼多餘的錢，頂多也只能拿出20塊
錢當學費。李仲生毫不以為忤。結果後來的學費，就從30調降為20塊，大家都是比照辦理」。「我剛剛說的，跟李仲生不是
學畫，李仲生也不是在教畫，這點真的很重要。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到李仲生位於台北市安東街的畫室，每次以二個小時為基

準，通常，我們都是在一樓畫自己的，李仲生則是在二樓閣樓上。他很少下來，真的。就是下來，站在我們後面看著，也不

會說你這筆不對、那筆畫錯⋯等等。他惜話如金。最頂多就是告訴你：線，不要那麼亂。光，要留意一下。他從來不會直接

告訴你該如何畫，他總是提點你、點撥你，讓你去釋放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想像，這無疑也是在注重每位學生自己的個

性」。「我曾經問過李仲生，老師；你自己畫畫嗎？李仲生是這樣回答的；畫畫，不需要打鑼」。「我在李仲生畫室那段期

間，確實學會了放開自己想像，不是去因為你跟著某位老師，就得去學這位老師的風格。這點，即便是到現在，我都受用無

窮」。「我記得那個時候，我、蕭勤、李元佳、陳道明，我們四個人是上二、四、六的課。歐陽文苑、吳昊、金芳、夏陽；

則是上一、三、五的課，這都是在安東街上課。星期日，李仲生則是帶著我們去茶館或咖啡館上課，我們則都是輪流付錢。

而這所謂的上課，就是聽李仲生談論一些繪畫上的問題，聽他說一些故事。我們也會問、老師也會耐心回答。這與傳統畫室

的教學方式真不相同，它更像是一種思想的開通、想法的交流」。

「東方畫會發展的雛型，嚴格講；應該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由於，李仲生畫室所聚集的我們這群人，大家因為上

課也就多了一層認識，很自然就會想到是否有可能有個地方能聚會、畫畫⋯。而校長答應讓我使用的美術教室，也允許我能

自己全權來運用，於是，每個月第一個周日大家都聚集到景美國小的教室討論藝術、討論作品，這似乎也成為當時我們可望

在藝術表現上有更具體的發揮。可是，當時的省展、台陽展、青雲畫展都是比較走保守型，我們這樣的藝術表現真的很難被

接受、也難進入。唯一可以進去的是1956年全國書畫展，有一個西畫部競賽環節，我、陳道明、吳昊、歐陽文苑的油畫都
有入選，當時教育部還曾經買過我們3件作品送給泰國政府作為泰國立憲紀念禮物」。「或許就因為當時的藝術風氣還是比
較保守，我們也很希望能有個比較現代的畫會出現」。「同樣也是1956年，我、歐陽文苑、蕭勤、吳昊、李元佳、夏陽、
陳道明、蕭明賢；八個人合組『東方畫會』現代繪畫團體，也被聯合報的『玻璃墊上』的作家何凡戲稱之為『八大響馬』。

『東方』這個名字，當時也是我提議的，經由大家一致通過。我們興沖沖跑去內政部備案登記，結果；才知道『畫會』已經

有『中國美術協會』了，不可能再有同一類型的團體，所以我們想要舉辦展覽並不能以畫會的名義來推出，這也就是我們推

出展覽時，名稱是『東方畫展』而非『東方畫會展』的原因」。「1957年，在台北市新生報新聞大樓舉行第一屆【東方畫
展】，持續每年都有一次，我是一直參加到1965年」。「但是我們舉辦第一次東方畫展時，蕭勤並沒有參加，他是1956年
因為考取西班牙留學已經出國了。蕭勤會去西班牙留學，主要是西班牙政府給了我們50名獎學金，讓高中畢業的學生可以到
西班牙留學，當年中西文化經濟協會也在歷史博物館舉辦戈耶版畫展，這50名獎學金名額算是西國的投桃報李吧！蕭勤一開
始邀我一起去報名。可是，光是報名就得先繳交6個月學費，還得再參加留學考試通過之後，才能出國。這6個月的預繳學

霍剛HO Kan   抽象2019-015 Abstract2019-015   200x100cm x4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192018年6月9日 霍剛重返米蘭於蒙札皇宮美術館(Villa Reale di Monza)舉行【形色之外】回顧展  攝影/林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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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算算是我當時3個月薪水，對我來
講確實是很困難的。最後，我當然是

沒去報名」。「對我們這八人來說，

吳昊、夏陽，也都來自南京，時代像

篩子，篩得人只好離開自己的故鄉，

幸運的是都在台灣認識了。後來，我

們也有了不成文的習慣，只要是有人

要出國，大家都沒錢；但卻都盡可能

捐出自己一個月的薪水給對方，好讓

對方能夠沒有起碼的生活顧慮」。

「早在『東方畫會』還沒成立之前，

1952年，吳昊、歐陽文苑、夏陽已經
進入龍江路的防空洞；把那個地方當

作畫室。吳昊與夏陽，當時都在空總

服務，吳昊負責管理防空洞。龍江路的這個防空洞，裡面約莫有40多坪，他們三個人把防空洞分成三等份，這裡，就成為三
個人追求現代繪畫的溫床。我也曾經去過幾次。防空洞，在以前的年代，都是拿來做為避難、躲空襲、保命的暫時居所。換

了個時間，同樣的空間，卻是藝術家拿來追求與實踐夢想的地方。仔細想想，還真令人唏噓無法同日而語」。

18歲，霍剛隻身來到台灣。33歲，他搭「越南輪」先經法國，再轉至義大利定居米蘭。47歲，走了29年多，終於找到路回

南京探望母親。82歲，他回到台灣/結婚/定居，人生走入另一個圓滿的2.0進階版。

霍剛說「我是在1984年再度與台灣藝術圈接上線，那一年，我參加了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海外名家作品展】。1985年，則
是應當時李錫奇主持的環亞藝術中心邀請回來舉辦個展；這也是我在米蘭21年之後，第一次回到台灣舉行個展。那樣的心理
還是有點不一樣。我當初離開台灣，其實並不抱持會再回來，我有一種『自我放逐、破釜成舟』的決絕心理。我總想，作為

一位畫家，人生很短，一定要過有意義的人生。而當一個人能夠把人做好了，也一定能把事做好。而我畫畫，也沒有想過一

定得要展覽。或許，這樣的心理，讓我對許多事情也看得比較開」。「但也因為在環亞藝術中心的個展，我與台灣的關係似

乎又再度拉近，90年代也比較頻繁與台灣的畫廊接觸、舉行展覽。我與誠品畫廊的合作，先是參加誠品畫廊一項名為1990年
當代畫家素描展。1994年，吳清友先生找我到誠品畫廊展覽，那個時候誠品畫廊的經理是何春寰，我與誠品畫廊的合約維持5
年、舉辦過2次個展。1994年，有國美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大型個展。1997年帝門藝術中心【東方現代備忘錄-穿越彩色的防
空洞】展覽，2006年受帝門藝術中心邀請入駐到北京798工作室；長達半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我自然也把握了時間再回南京
老家探訪家人。我跟采泥藝術中心的合作，則是2014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從1964年到米蘭，再度回到台灣定居是2014年，也就是整整50年的時間，我都是在米蘭。為什麼會決定回到台灣？有
很大關鍵原因自然是小萬(萬義曄)；我的太太」。「我是在2009年到台北國際藝術村駐村，這當然也是我離開台灣那麼長時間

之後，最密切再一次在台灣生活的開始。

2012年認識小萬。我對婚姻一直採取一
種很順其自然的態度，確實沒有特別強求

過。我充分感受到小萬對我的關心，我們

很自然就這麼相處下來，2014年；決定結
婚。她也建議我，搬回到台灣」。「2015
年我回到米蘭處理房子，打算賣了房子。

這個過程，還差點又受房仲的騙。所幸是

義大利的律師朋友幫助，並沒有遭遇到損

失，最後也順利把房子給賣了。50年，
對於米蘭的所有也從此成為回憶的一部

分」。「結了婚，對我的藝術有沒有什麼

影響？應該是有的吧！我的心情變得好一

點。2016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霍剛‧
寂弦激韻】展，則是婚後的第一場大型個展」。

把霍剛的藝術分成兩個大段落來看，台灣時期的繪畫，霍剛儘管受到李仲生的藝術精神啟迪，但是那個的作品，嚴格說；

應該是忠於藝術。霍剛的藝術創作展現一股可望現代而現代的理所當然觀。但隨著空間的改變、隨著圍繞在旁邊的人，已經

不再是昔日的夥伴時，霍剛的視覺、嗅覺、聽覺整個大開。義大利時期的霍剛藝術，思緒清晰，畫面的語言徹底有了音律。

他的幾何抽象完全趨近於交響樂的整體和諧性結構，他的作品沒有出現樂器，卻始終發散著音樂性，每個線條的結構井然有

序，一如古典音樂每個樂器所銜接完成的合體，尤其是通過色彩的共性，更是達到一種仿若音箱的共鳴。即便是沒有過度龐

雜的顏色、繁瑣的線條，當你面對霍剛的作品，就好像也立即體受到古典音樂/聲樂環繞著你，音色分明、串流和諧。這個時

期的霍剛藝術，是一種絕對忠於自己的表達，而不再只是為了服務藝術。

霍剛把藝術的傳達，深切地與音感緊緊相繫，畫面的結構簡潔卻又能感受到無限向度，這好比是在閱讀他的人，心中總是

懷有自己的定規，不逾矩、不多言，但也相對能敢言；且言而有義。

他的畫，總會讓我感覺到是一種有秩序的浪漫，而不是一種為了形式浪漫所鋪排的矯情。尤其是在我們聽了霍剛生命走過

的各式轉折之後，重新再面對、閱讀他的藝術，我們不只是在面對一幅幅畫作，我們事實上是在面對霍剛⋯他本人。

霍剛HO Kan
抽象2020-020 Abstract 2020-020

185x145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20

霍剛 HO Kan  
天階 Stairway to heaven  
60x50cm  
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2013 

霍剛新作個展

2020.07.25-09.27
地點：采泥藝術

展覽開幕暨講座

08.02  15:00  
策展人 王焜生×黃金樺

經典大師對談暨霍剛新書發表會

08.22  15:00  
霍剛×李再鈐

主持人 鄭乃銘

幾何抽象藝術對談

09.12  15:00  
霍剛×胡坤榮×陳曉朋

主持人 王焜生

展覽預告：2021 霍剛回顧展
2021.04.01-05.15   
地點：南京市立金陵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