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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不寬容，遺留給歷史洪流中的前

人無數的創傷。

沈耀初，一個紹安人落籍台灣，一個

無端滯台逐漸老去的畫家，他的一筆一畫都

翻湧出他生命底層的抑鬱，歲月的積累；漂

泊孤旅過往，沉澱出生命的基調，一種充滿

鄉愁的悲愴。畫中他不斷召喚故鄉，故鄉卻

報以無言的回眸，就是那有家歸不去的濃烈

相思，氤氳成濃郁化不開的鄉愁，澆注在他

的筆痕墨線中。悲涼與創傷是沈耀初成熟實

踐自己的主體性，傅科所說的個人「生存美

學」獨具的風骨。

他究竟是幸抑或不幸？乖謬的歷史命運

讓他被分隔兩岸。42年來他被輾斷親情血

脈，致使他羈旅島國，但卻也在這片新故鄉

揚名立萬，他會後悔當初來台的選擇嗎？

在福建省一個窮鄉僻壤，樸實的紹安縣

鄉村，巍峨地矗立著沈耀初美術館，我端視

著每一幅畫作，不禁感嘆造化弄人，等到畫

家燈枯油盡，1990年他才得以葉落歸根，

他何其不幸，而他卻又何其有幸，在台灣顛

沛困頓的生命旅程中，終被挖掘出土，列入

台灣十大現代畫家之列，藝術的桂冠來得雖

遲，卻也讓他一鳴驚人，窮其一生他的藝術

54 January 2015



追索，已功德圓滿，無忝於父母所生，並為

故里爭光。

歸鄉愁思託寄南飛之雁

1991年 9月沈耀初美術館的誕生，象

徵著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得以保存，而沈耀

初更是「紹安畫派」在美術史上承先啟後的

重要翰墨傳人，既傳承著古典美學的遺緒，

也開啟出新的筆情墨韻，在中國花鳥畫的傳

承上，他並沒有另起爐灶，卻在灶上再添柴

火，燒出更旺的火花，是海峽兩岸大寫意花

鳥畫的重要畫家之一。

沈耀初能功名成就，絕非偶然，然而

他的一生卻無不與偶然緊緊相繫。1948年

沈耀初揮別妻兒，隻身渡海來台，只為在台

灣購買新農具回鄉開墾。翌年卻山河變色，

關山遠阻，他偶然地被留駐在台灣，孑然一

身，開始在台 42年的顛沛流離新生活。

沈耀初在一幅〈晚霞歸雁〉中 (1985

年 )，題詩云：「目送歸雁去，旅次客心驚。

羨渠騰健翮，愧我仍零丁。畫中有真意，身

外薄浮名。士渡關塞遠，何日作歸耕！」伶

仃的畫家歸鄉躬耕的心願，完全流露在既簡

潔又樸拙的簡筆畫中，奈何紹安的仕渡村太

遙遠，只能羨慕歸去的飛雁，客居異鄉的旅

人，卻無法隨雁回鄉。

又一幅〈歸雁〉(1988年 )，三隻大小

不一的雁兒展翅飛翔，其上題詩云：「歲晚

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向南飛」。書法如畫，

沈耀初畫了許多〈雁南歸〉作品，筆簡形具以緬懷

故鄉的情思，抒發歸去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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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錯落落地吐露出他與雁同是天涯淪落客，

何不一起相伴向南飛？沈耀初不斷畫著南飛

的雁，筆簡形具，思鄉之情溢於紙上；內在

心緒的波動逸入筆端，生命底層的抑鬱之氣

在厚拙的筆墨中呼之欲出。

在無以轉圜的歷史漩渦中，他內心深處

對故鄉的召喚化為南飛之雁，他畫作中充滿

灰白的色調，正是暮年的他，生命的蒼白色

彩。

沈耀初不只藉雁訴衷曲，來台才 5年

的一幅〈破巢雛雞〉(1953年 )他早就題詩

云：「故園悲淪落，舊巢風雨侵。大難求淨

土，破屋話酸辛。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對此長歎息，飄泊兩關情。」畫家見鄰舍哀

啼不已的無母雛雞，飢腸轆轆，不免觸景生

情，又題又畫，抒發心中的悲辛愁緒。如此

殘破悲涼的畫面，是以無母之雞，家破、國

破比喻自己在台的境況，多少的心酸淚痕，

沈耀初的梅花與鳥，是文人畫融書法、詩文、畫於一爐的典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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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的悲懷壯志，沉埋了他的美夢壯懷，直

到晚年卻無可抑制地把歸鄉的愁思，全然注

入南飛之雁，抒發心中的寄寓，他畫作中，

深沉的悲劇性、荒涼美，深深蘊含著淒冷的

美感，那是一種生命無端的缺憾，放任自己

魂遊天際的悲涼。

紹安農家窮小子，拜師學畫

究竟沈耀初魂牽夢繫的家鄉，南飛之雁

歸去的終站，是如何的一方聖土？紹安屬於

福建省漳州市，地處閩粵之交，自古以來文

風鼎盛，縣城內牌坊、石刻、祠堂處處林立，

饒富魚鹽之利。由於天災、兵亂不斷，清代

以來，地小人稠的紹安已變得十分貧困。

1907年沈耀初出生的仕渡村有蜿蜒的

西溪，秀麗的南山，老樹、野溪、青山，

餵養著他幼小的心靈。童年的他不是餵雞、

趕鴨、砍柴；就是在自家沈氏的老祠堂裡盯

著牆堵上一幅幅的浮雕壁畫，讀著那以圖說

故事的生動圖畫。旋即，他也依樣在地上以

瓦片隨意塗鴉。書塾的老師驚訝他的繪畫天

分，信手給他一把摺扇，他也有模有樣地大

膽揮灑。

不意，這把摺扇竟被當時譽為「紹安畫

派」的名畫家沈鏡湖偶然邂逅，執意收他為

門徒。一個偶然，從十歲起沈耀初一生的命

運便註定了。他刻苦勵學，從老師身上一點

一滴地汲取故鄉百年「紹安畫作」的書畫乳

汁，又受故鄉文風熾盛的薰陶，加上靈山秀

水的滋潤，故鄉的煙雨江帆、山水蟲魚、花

鳥走獸無一不可入畫。紹安底蘊深厚的書畫

資源，長年以來哺育沈耀初這位窮困小子走

向藝術的殿堂。

首次個展，被評「粗狂霸悍」

小學、中學畢業後，沈耀初一心嚮往到

上海深造，壯遊拓眼。親炙任伯年、吳昌碩

等「海上畫派」書畫，只因家貧改讀汕頭藝

術師範，又轉學龍溪師範藝術，最後再轉入

汕頭時中改讀文科，看似與繪畫無關，其實

他正從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豐富書畫創

作的想像力與造境功夫。

之後，沈耀初先後於雲霄中學、大埔國

小、梅溪小學擔任教師，教課之餘全然投入

繪畫創作，他雖於 24歲結婚，有妻有子，

只是他的心已歸屬藝術謬思，家已不是他心

靈停駐的港灣，他習慣一個人靜靜的在學校

宿舍畫畫，享受獨處的孤獨。歲月讓他的藝

術更純粹；也讓夫妻的感情更淡薄。

在恩師沈鏡湖長年素樸、淡泊的心性薰

陶下，從小就才華洋溢的沈耀初，既不嚮往

富貴浮雲，也不喜交際應酬。尤其在紹安鄉

飽受日軍蹂躪，民不聊生的亂世，沈耀初更

靜默地隱居鄉野教書，繼續守著一只破硯、

幾管凸筆、一把胡琴，將滿腔的家國悲情寄

託於書畫，不是自娛，是聊表一位文人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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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逸氣，他用寫意的筆法畫山水、人物、花

鳥，融書法、繪畫、詩詞一爐的寫意水墨畫，

繪畫的精神性境界重於一切的外在形式。沈

耀初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沉潛，為的是替自己

藝術的誕生做準備。

1947年國共正內亂不已，各地暴動蠭

起，沈耀初卻選擇在廈門舉行個展，他以大

筆揮寫的文人畫，卻引來報紙「粗狂霸悍有

餘」，「缺乏古樸渾厚的意境」的批評，令

他黯然神傷地返鄉。他反躬自省，仍不改孤

傲狷介的個性，然「古樸渾厚」卻已在他腦

中植入，有待日後再精進琢磨。

偶然來台，頓成流浪教師

翌年他來台時已 42歲 (1948年 )，這

一次的偶然來台，命運之神又為他掀起了困

頓與飛揚的生命旅程，而每一次的旅程他都

在為自己的藝術鋪陳新生的契機。

初來台灣，沈耀初對這塊海島，既陌生

又熟悉，陌生的是他舉目無親，形單影隻，

熟悉的是這裡的風土民情與故鄉閩南很相

近。沉默寡言的沈耀初，透過同鄉的協助，

總算在南部找到了教職。

教書對沈耀初來說，算是駕輕就熟、重

操舊業，奈何他執拗、耿直的性格很難被上

司包容。他不斷轉換學校，有時在集集，有

時在斗南，有時又回台南，他居無定所，成

了漂泊不定的流浪教師。然而現實生活再如

何顛沛流離，生活再如何跌入幽谷，他對書

畫永遠不離不棄，甚至成為他的靈魂伴侶，

排遣他的滄桑情懷，他時而化身為筆端下的

雁、雞、鴨、鳥或貓，訴說他浪跡天涯仍昂

首不屈的生命姿態。

懷才不遇的沈耀初，長期的胃痛不時伴

隨，1966年終於在霧峰農校退休，結束近

20年的教書生涯，生活仍十分窘迫的他，

幸好又靠同鄉協助，安居於台中中興新村山

邊的香菇寮─萬丁園。

沈耀初以畫雞聞名，他的雞常是擬人化，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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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身香菇寮與雞鴨為伴

早已習慣獨來獨往，清貧過日的沈耀

初，隱居霧峰山中，在簡陋的屋裡內外，他

飼養著幾隻雞、鴨、貓、狗，他們與其說是

與他為伴，毋寧說是他畫筆下最佳的模特

兒，寧靜的山居歲月，靜美安好，他每天升

火煮飯、燒開水簡單餬口，其他大部分的時

間都沉浸於書畫中。

年少時他早已深深感受恩師沈鏡湖甕牖

繩樞，簡陋清樸的生活，但不易其勾勒筆畫

守真樂趣，如今恩師不知是否安在？恩師刻

苦自省的精神，仍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裡。

藝術就是一條清苦、寂靜、孤獨之路，在飽

經風霜之後，已在他身上全然印證。人生雖

有太多的缺憾，現在他還一息尚存，僻居陋

室一隅，感受山林豐饒的綠澤，與野鳥山雀

為伴，專心創作心愛的書畫，也是了無遺憾

了。

他本一介野民，霧峰空靈的山色與鄉野

樸實的田園風光，與他的心性水乳交融，他

雖已年屆花甲，家無恆產，但霧峰的山珍野

禽早已與他融為生命共同體。他時時在大自

然中仔細觀看山川造化的千奇變化，又以生

活為創作之本，在無外務干擾下，他的心境

十分自由、寧靜、平和，身體逐漸恢復元氣，

精、氣、神越來越充沛，作畫也越來越靈動，

沈耀初〈柳塘閒鴨〉，以書法拙重和筆觸入畫，有

金石味，又畫出一種悠閒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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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筆越來越沉著，含藏一股樸拙的趣味。

這段期間 (1967~1973年 )，他領悟到

書法入畫的奧秘，創作〈老婦上市圖〉(1971

年 )、〈蘆葦鱖魚〉(1971年 )、〈柳塘游鴨〉

(1971年 )、〈鄉居所見〉(1973年 )許多佳

構，且筆下的每隻雞、鴨或山鳥無不雄姿英

發，而〈秋酣〉(1972年 )的朵朵菊花或梅

花無不生機盎然，在在透顯出畫家的神采奕

奕。

歷史讓他流落他方，命運讓他一生飄

零，行到晚年，才華稟賦積累成了他一生唯

一的家當。他甘願苦行品嚐人間況味，一如

他的老師沈鏡湖，他打算如此安安靜靜的在

霧峰隱居終老。

由歸隱林泉到萬眾矚目

他的離群索居，焠煉出他的藝術作品

更大氣、拙樸，歸隱林泉本是一種無上的境

界，只是他的寂靜之旅才過了 6年，偶然之

神又來叩門，這回是一位深具藝術涵養猶如

藝壇星探的藝評家，在一間裱畫店裡發現他

的畫作，讚嘆不已，1973年將他由深山提

攜到台北歷史博物館開個展，那股不可違逆

的力量，把沈耀初由平地捲至高空，他終於

為萬人所矚目。

當時台北藝壇對這位深山裡的隱士畫

家佳評如湧，劉延濤說他畫中無媚俗習氣，

我行我素；黃君璧讚他筆筆見功力，趣味非

常好；其中書法篆刻家王壯為的批評最為貼

切，他說：「一看就有鄉土味，這不是都市

畫家們所有的，至於他這個人，清癯有骨，

木訥朴直，只研藝術，不知其他，像這樣的

味道，在目前也很少了。」

沈耀初的確只知藝術不知其它，他那芥

子般的生命仍繼續存活於天地之間，若無藝

術的滋潤，早就枯萎殆盡。他出生農家，日

日與雞鴨為伍，他的畫不但蘊含著土味，還

把他的玩伴畫得出神入化，張張不落俗套，

⑤	沈耀初常認為一生與富貴無緣，〈狗知家貧放膽眠〉，
正是他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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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畫如其人。

畫展其間，沈耀初遭遇了出道以來最密

集的媒體訪問，他不時得重覆的告訴媒體記

者：「我本人所畫的大多是寫意花鳥，所以

對明清的清藤、八大、石濤，以及近代的吳

昌碩、齊白石，均有特殊的崇拜。」沈耀初

已道出他的繪畫是師承明清以來的花鳥畫傳

統，他樂當薪火相傳之人。然而縱有傳統的

畫脈滋養，仍須獨闢蹊徑，才能完成自家風

格。他作品的與眾不同處，仍在他早年受到

紹安畫派的薰陶，加上他長期生活在大自然

中，對造化的體會及在身心受創的磨礪下，

使他畫中的老鴨、老貓、老樹，老婦、老牛、

老鶴、老雁，無不充滿率真的悲愴味。一般

花鳥畫大多為賞心悅目，娛人耳目的作品，

但在沈耀初筆下卻畫出老而美，老而不衰竭

的生命美感。在閒情逸趣中又透顯著悲愴情

愫，正是他作品獨樹一格的所在，也同時呈

現出他的生命畫境。

轟動藝壇固然可喜，他的畫終於打破當

年在台中圖書館 (1948年 )個展時無人欣賞

的冏境，忽而接踵而來的畫展邀約不斷，他

作畫、開展頓時十分忙碌。1974年他獲頒

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從此他的畫常被蒐

集在國際間聯展或個展。

首次返鄉榮歸故里

他的萬丁園破屋，已無法承載遠道蜂

擁而來的訪客，他雖不想搬離草木有情的陋

屋，也不得不因應現實的需要，1978年由

作者在沈耀初美術館與沈秋農館長談「畫」
紹安沈耀初美術館已被列入 22家中國書畫家
名家紀念館聯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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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搬往新竹，又遷居台北，終於在新店購

屋、定居名曰「龜廬」。之後沈耀初透過義

子奔波通聯，終於捎來故鄉妻兒平安健在的

好消息。

從此他筆下的孤獨感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片祥和溫馨的一團和樂，那幅〈群

雞〉(1981年 )公雞溫煦的佇立在母雞身後，

母雞神采飛揚精幹的領著成群的小雞，用筆

的厚實，構圖的開合，造境的鬆緊，或意境

的呈現上，十分到位，不正是畫家心中幾十

年來日日期盼的全家團圓，兒孫滿堂的美夢

嗎？

一群在造型上立體感十分鮮明的雞群，

就在他書畫的火候爐火純青之際，搧起他歸

鄉的熾熱渴盼。1982年沈耀初終於在香港

與闊別 34年的兒子沈秋農見面，與兒子相

擁一切盡在不言中。同時他也在兒子與媳婦

的陪同下，光榮返鄉，上天回報他的恩寵實

在來得太突然了。76歲返鄉，榮歸故里，

他更醒著要看人生的再次大團聚。

兩岸永不倒塌的靈魂樑柱

1987年沈耀初被文建會遴選為臺灣十

大美術家，與張大千、黃君璧、顏水龍、陳

進等 10人並列，作品參展於日本東京木下

美術館，1989年臺北市立美術館為他舉辦

個展，觀眾對他以老練、厚拙的書法線條入

畫，架構出簡約、立體又神韻完足的墨荷、

墨梅、墨蘭、廬雁、奇松、怪石、老藤、古

木、寒鴉、雙鵝、貓狗、魚蛙等等充滿鄉野

泥土芬芳的大寫意花鳥畫，無不嘆為觀止，

在擁擠推移的賞畫人潮中，沈耀初畫中的禽

鳥更顯得睥睨超脫。

這次隆重的個展，他的每幅畫在刪繁就

簡的筆墨造型中，融入文人畫的詩、書、畫

合一風韻，在台灣 40餘年的沉潛，已讓他

一洗早年大筆恣肆揮灑，粗狂霸悍的霸氣，

而走到他自己藝術的渾樸境界，達到他所說

的：「一切筆墨展現，總是寧大勿小，寧拙

沈耀初所畫的菊與螃蟹，雖是古典的題材，卻有他自家的拙趣

62 January 2015



勿巧，寧重勿輕，寧厚勿薄，寧遲勿速。」

命運留給他一道縫隙，沈耀初這一生

10歲拜師學畫，42歲孤身來台，漂泊無依，

67歲被知音賞識，在歷史博物館開個展，

旋即萬眾矚目，參與國際展覽，76歲首次

回歸故鄉，81歲被文建會列入臺灣十大美

術家，83歲在臺北市美術館開個展，展出

一生精彩絕倫的創作結晶，他一生的跌宕起

伏，充滿傳奇色彩。

然而命運卻也總是造化世間，當他的藝

術正大放異彩，海內外傳誦，他的身體卻每

況愈下，潮浪呼喚著潮浪，譜出浪子之歌，

他像個擺渡人，從海峽這一端擺渡到那一

端。1990年 10月的一個深秋，沈耀初魂歸

故里，放下半生的漂泊與苦難，告別他摯愛

的家人與藝術。

他 84歲的身體枯老腐朽，他的藝術卻

是海峽兩岸永不倒塌的靈魂梁柱，他永遠

「活在自然的韻律中」，與宇宙自然同在。

位於紹安的沈耀初美術館，2002年被

列入中國大陸書畫名家紀念館聯會，與吳昌

碩、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傅抱石、黃

賓虹、潘天壽等等 22家美術館同列，輝閃

出人類的藝術靈光。沈耀初的藝術呈現的是

一種生命的無染、素樸的隱逸美學，含藏悲

愴的美感與存在的大尊嚴。

沈耀初〈浴牛〉，落款「只要夕陽好，那怕近黃昏」正道出

他晚年仍是夕陽無限好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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