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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宝 

   画禅不话禅 谢忝宋禅画 
    

  

星云大师在《星云法语》中有一篇《何谓掸?》。大师说： 「禅是每一个人的心。」 

既然人人都有心，理应人人也都有禅。  

平常人听到禅，以为那是玄之又妙，无法用话语来解释的「东西」：有人说禅是一种

离我们很远，甚至是到天边才可以寻得著的「东西」；有人认为必需远离人群，静心

打坐才能够找到禅。 

到底哪里才有禅?究竟什么才是禅?星云大师用 4点来说明禅的所在。 

1．「搬柴运水是禅」；在劳动服务里，把工作的巧妙做出来，把工作的意义体会出

来，把工作的耐烦培养出来，就是禅。 

2．「行住坐卧是禅」；每天在衣食住行、行住坐卧中，能够把心安住在当下，不为外境所动，生活里

就有禅。  

3．「方便灵巧是禅」；禅不是刻板呆滞的，是活泼、幽默、方便、灵巧的。只要有禅心，万物万象都

充满禅机和妙趣。 

4．「逆来顺受是禅」。生活里有顺境也有逆境，处在任何境地，都保有一颗「如如不动心」，那就是

禅了。 

照星云大师所言，仿佛佛生活里处处都是禅，似乎生命中时时皆有禅。要是禅真的无所不在，为什么大

多数的人却会认为禅是遥不可及的? 

对于一个视「艺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创作者，他「如何在画中显示禅?或者说，他是怎么在画里

加入禅的呢?」 

谢忝宋一听，哈哈大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把中西画的不同之处，细细做个分析。 

「西 洋画是外露的，讲求的是形式之美。那是一种为度的表现，在画面上产生爆炸性的张为，代表一

种自信和野心，甚至还是侵略性的。」无可否认，「这是文化发展的 影响。」其中并牵涉到西方艺术

家的思想哲学，包括他们的人生观、宇宙观及审美观等等的不同。至于「东方画，是内敛的。不过，柔

中可生大气。东方画看起来为 度朴拙，然而秀雅之中，蕴含强烈的气，这在文人画中叫书卷气。」说

著，谢忝宋透露自己多年来的创作所得，「画家用笔，从外露刚强的笔触慢慢收敛到有回锋有 收笔的

质戚的时候，就很容易把生活里的东西带进画中，所谓的禅味就出来了。」 

平 时谢忝宋从来没有刻意把禅挂在口中，或是蓄意将禅放到画里去显相。他和禅的结缘，可说是源自

他的书法。当他每日手抄《心经》和《金刚经》的时候，画家一边 书写一边思考，「行深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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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盘」、「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起初他不

甚明其意，但越写越读越咀嚼越觉意味深长，佛教经典里的文句逐渐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己，他开始现

照自己的内心。苏东坡诗云：「得句如得仙， 悟笔如悟禅」，抄经日子一久，无论思想、性格和态度

开始有所不同，甚至于日常待人处世时，连带地或者说情不自禁地，画家的人生哲学、审美观和价值现

都起了 很大的转变。 按踵而来的日子，禅对谢忝宋来说，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

如此，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非常自然笔下便流露出来。 

生于瑞士并有摩尔人血统的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在他的日记里说过：「一个艺术家表现在外的生活，

可以透露有关其作品质性的东西。」 

人 塑习惯，习惯再塑人。身陷其中，往往不知身已陷其中。像一个美丽的人对自己的美丽根本没有自

觉，就是那么自自然然地在举手投足间便流露她的美，因为完全不 去刻意，不是造作，才更加吸引

人。 「上回我在新加坡的展览，出版一本小画册，画册封面那张图，是达摩祖师在一棵大树下。就那

幅画，展出时候，有一个洋人经过展览场地，无意中看见，停住端详 许久。当他离开前，特别指著那

幅画告诉画廊的小姐，他要看的最好的画，在这里。」那是 2001年的事，新加坡斯民画院为谢忝宋办

的一个个展。 

艺术创作者经年累月、孜孜不倦，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种种挑战，面对各类挫折，依然执著于实验和

实践，为的不外是寻觅心灵上的知音，真正和共鸣者相遇时，那份内心的大满足和大愉悦，著实无法言

说。这同时也是无论有多寂寞多孤独多忙碌，画家坚持继续创作的动为和源泉。 「其实那幅画非常简

单，上面只有小乌，望著天空，达摩祖师就坐在树下。」谢忝宋轻描淡写地描述他的作品。 

曾有诗云：「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地用工夫。」达摩一字不说，看的人只好自己用心用功夫。 

在这寥寥数笔间，观赏者究竟看见什么东西，让他脚步踟蹰舍不得离开?同样又是保罗．克利的名言： 

「一个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又加上注解的艺术家，一定对他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信心。」保罗．克利认为

所有对作品的评语或解释，「是批评家的职务。」 

画家只负责做艺术创作，至于作品的注解，留待艺评冢去承担这个责任吧。「画靠自己去看，凭感觉去

说话。」谢忝宋不愿意为自己的画多加「说法」，原因是「说不出来。」画家只稍梢讲了一句「这是

「内敛」使人留得住」。 

现照自己的内心；苏东坡诗云：「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抄经日子一久，无论思想、性格和态度

开始有所不同，甚至于日常待人处世时，连带地或者说情不自禁地，画家的人生哲学、审美观和价值现

都起了很大的转变。 

接踵而来的日子，禅对谢忝宋来说，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如此，他从事艺术创作

的时候，非常自然笔下便流露出来。 

生于瑞士并有摩尔人血统的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在他的日记里说过：「一个艺术家表现在外的生活，

可以透露有关其作品质性的东西。」 

人塑习惯，习惯再塑人。身陷其中，往往不知身已陷其中。像一个美丽的人对自己的美丽根本没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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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就是那么自自然然地在举手投足间便流露她的美，因为完全不去刻意，不是

造作，才更加吸引人。 

「上 回我在新加坡的展览，出版一本小画册，画册封面那张图，是达摩祖师在一

棵大树下。就那幅画，展出时候，有一个洋人经过展览场地，无意中看见，停住

端详许 久。当他离开前，特别指著那幅画告诉画廊的小姐，他要看的最好的画，

在这里。」那是 2001年的事，新加坡斯民画院为谢忝宋办的一个个展。 

艺术创作者经年累月、孜孜不倦，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种种挑战，面对各类挫

折，依然执著于实验和实践，为的不外是寻觅心灵上的知音，真正和共鸣者相遇时， 那份内心的大满

足和大愉悦，著实无法言说。这同时也是无论有多寂寞多孤独多忙碌，画家坚持继续创作的动为和源

泉。 

「其实那幅画非常简单，上面只有小鸟，望著天空，达摩祖师就坐在树下。」谢忝宋轻描淡写地描述他

的作品。 

曾有诗云：「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地用工夫。」达摩一字不说，看的人只好自己用心用功夫。在这

寥寥数笔间，观赏者究竟看见什么东西，让他脚步踟蹰舍不得离开?同样又是保罗．克利的名言： 厂一

个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又加上注解的艺术家，一定对他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信心。」保罗．克利认为所有

对作品的评语或解释，「是批评家的职务。」 

画家只负责做艺术创作，至于作品的注解，留待艺评冢去承担这个责任吧。「画靠自己去看，凭感觉去

说话。」谢忝宋不愿意为自己的画多加「说法」，原因是「说不出来。」画家只稍梢讲了一句「这是

「内敛」使人留得住」。 

虽然画家纯粹让作品自己去「说活」，不愿意多解说，但凭藉多年的创作经验，谢忝宋认为「空间处理

的手法很重要。」到今天，他的作品「以少为多，以简为胜，已经发展到最简练的境界。」 他举八大

山人为例子： 

「人人都觉得八大仙人的画有禅意。」他认为最大的因素是「八大山人的画正是到了最简的境界。」 

清代的八大山人原名来耷，是明朝王族的后裔。明朝灭亡后，曾经剃度出家，后还俗，又做道士。由于

深感家破国亡之痛，长期在精神抑郁的状态下，所作的图画忧愤悲凉，充满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他的作

品笔墨精简，但蕴涵复杂的情感。 

历 纤生命的曲折沧桑，看遍生活的人情世故，图画从繁到简的谢忝宋，在另一幅画中，大胆地将树的

大干留下一片白，「看著好像是空的，小鸟可走出去，也像条大 路，可通往另一个空间，无限的空

间。」 空间处理得好，韵味自然无穷。中国著名艺评家傅雷曾经说过「中国画的「虚」是留白，西洋

画的「虚」仍然是色彩，留白当然要比填色更准。」有了留白，傅雷认 为「中国艺术更需要也更允许

观众在精神上、美感上与艺术家合作。」把空白留给观画人去填补，去感受，让绘画者和欣赏者有交流

有合作的机会，这就是那个洋人 被谢忝宋的《达摩祖师》吸引的主要原因吧。 

「空 间艺术是现代艺术的名词。」胸怀宽阔的画家，毫不介意把自己在创作历程的收获，与众人共

享」在「谢赫六法」里叫「经营位置」。」 谢赫是 5、6世纪之间的人物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他本来擅

长画肖像，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因为一本《古画品录》。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他提出了品画

的 的艺术标准，也就是后来的水墨画家依循的绘画艺术的 6个法则。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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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 

中国画非常讲究布局，就算取材好，亦未能肯定将会成就一幅好作品，必需再通过推敲构图的气势、色

彩、留白、题款等细节。这就是「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 

熟 读「谢赫六法」的人很多，许多画家也照着这六法去发展，但是艺术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在这

一条清冷孤寂的艺术道路上探讨数十年不曾退缩的谢忝宋，对艺术 创作的心得如下：「1是「物无定

位」。一个空间的景物，要是已经定位，不免时常出现同样的构图。那是死的境界。景物假若能由画家

山由牵移，迁想则妙得，这 边搬过来，那边搬过去，这样的构图，不会千遍一律，每一张都会有新的

变化。」 

「2是多点透视，也 就是传统所说的散点透视，唯有利用这种透视法，方可在空间产生变化，我叫它

为「无定位视点」和「物无定位」异曲同功。假设视点定位了，画同样也会死。画家 在创作时，没有

天地之分，画起来就无界无限，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一幅画可仰看、俯看、侧看。画中于是有画，画

外也有画。从这个时空可进入另一个，在时空 隧道里任意穿梭。时空与时空可对活，这样的空间变得

很广阔，可自由自任地发展，无形中画里出现的是诲阔天空。这样的画看了很舒服。因为可以给人许多

联想和 无穷的回味，因此不会令人觉得枯燥。」 

「除此之外，技法里要有另个说法叫「法无定法」。这是第 3 点。「法」是约束，法则。在画画时，

「法」过于严谨，全死，无法发展。符号语言全因此僵死在那边，东西保持原状，久了便落伍，无法超

越日时代。时代一直向 前发展，画却跟不上，那就是过时了。」 「这 3点结合起来，就有一幅活的

画。」不断地探索的精神，是谢忝宋一直往前走的因素。「法一规定，画就死掉了，一个武林高手 18

般武艺都要懂，但要看对手 出招，才能制招。见到景物凭个人感受去表现它，如能做到达点，就十分

自由，很自由时可产生新的东西。最后才能法法相生，虚实互补，可使绘画在应用和变化永 无败笔，

甚至起死回生。」 

画坏的画，居然可起死回生?这是没法想像的，但是，谢忝宋毫不犹豫地点头：「没错，画好一幅作

品，发观末臻理想，可重新安排，裁剪，叫分割重组。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显现奇特的景物安排。」 

艺术创作没有方程式，画家不要故步自封，恃著个人对艺木的热忱和喜爱，培养技巧，磨练思想，刻苦

钻研，终有成就。 

「其实如何构成只是一个手段。」他说，「平日所接触的，以点线面结合，产生空间意识在里头，笔墨

技法做得好，画出来的景物就有生命。连石头和树木都可以有生命，但需要仔细观察造型的生长规律，

把规律的节奏做出来就会有生命。」 

听画家谈画，结果听到画家的感悟，他捉到的「物无定位」，「无定位视点」和「法无定法」，其实就

是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他眼里心中，任何事物包括石头也皆有生命，他所说的岂非是「青青

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 

学佛人皆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画中有禅，即是得了佛意，有人称谢忝宋的图画是

「得意忘形」，更多人说谢忝宋的画有禅意，有佛味。谢忝宋对此亦不多言。 

他微笑说的是：「「法无定法」非我提的，这是佛家的。「物无定位」则是道家的，「无定位视点」是

传统绘画中的多视点透视法。这种种说法，前人已经早就知 道，也都是佛儒道的哲理。前人皆做过，

我只是取其精华加以应用和发展，刚好是承先启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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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忝宋在固有的传统艺术中取经，并融人个人在新时代的生活体悟，先把禅落实到他的生活，他的心

性，再挥洒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佛教源自印度，来到中国，再加儒道结合，已是中国佛。道家是道法自然，一切都是生活，是自然的

生命，刚好和佛家相同。儒家推崇的也是人文道德，慈悲关怀，这一点亦和佛理相通，是给人善、好的

东西。」 

照谢忝宋的理论，中国画中不只有美学，还是哲学的，文学的，也是伦理的。一个画家若深受中国文化

的薰陶，笔下自然流露佛儒道的学说。 

曾经有外号「谢水鸡」的谢忝宋把「水鸡时代」认为是他某个时期的生命的领悟。虽然大家公认他赋与

水鸡艺术的新生命，然而，时间的脚步不停地往前走，一个讲求与时俱进的艺术创作者断然不会把「将

水鸡带到艺术殿堂」的那个时期作为艺术创作的句点。 

水墨画大师开白石曾经有 3天没画画，当他重新捉笔时，发现手不从心，为了提醒自己，即刻在画上题

「3日未作画，笔无扛态」。谢忝宋每日写字作画，一天不书不画，日子难过。天道酬勤，他的作品可

分为 1．传统期，2．重造自然期，3．众生的话语期。 

谈 到《众生的话语》，谢忝宋说：「每天都在作画，有一天，突然有所悟，在画册上写下《众生的话

语》。然后发现，所有要写的，都在这一句话里头。有生命才有语 言，生命即是一切众生。包括石

头、云和树，皆可说话。这一对话，时空上的交流变得很大。无形中是个活生生的家庭。当这一幕出现

时，艺术在生活中带出了禅的 意味。」面对自己的画，「有时会偷笑。石头和石头在对话，有时看画

中的小鸟在啄石头，感觉到石头在摇在摆，有时发现小鸟走出画外去了，看见那朵云从外面慢 慢走向

这里来了。」是画中或画外?观画者不必苦苦追究，画家的心不执著，不停滞，永远保持流动的状态，

此时的画家，已经是到了「何处青山不道场」的境界。 

谢忝宋近期的作品，侧重在空间意识的探讨。看他的新作，画中有文，有字，文字中又有画，书画相牵

相引，相融相汇，分不开也拆不掉。 

「是 的，书画本同源。」画家说：「书法原是文字。文字的开始是符号图文，进一步才有象形方成文

字。文字的书写，在于实用，这一点和绘画相同。先实用才到装饰。 文明进步后，文字才化为书法。

绘画亦足如此，因有了文明、文学，才产生绘画。东方画和西方画的不同点，是东方画把绘画和文学紧

密结合，讲究的是人文精神。 东方艺术也是人文艺术，内涵文学哲理。书法也是如此，因而和绘画有

共同的人文精神， 同是以笔墨为工具，也同以线条表现。」讲到这里，他微笑，「既是如此，当然可

以把书法变通。」 

根据《中国绘画史要》其中一篇《象形文字及其绘画意义》里，作者提到初步定型的汉字是殷代的甲骨

文和铜器铭文。达 2种文字都是依据事物的形象，从图形示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是绘画形象的

概括、固定和规范。 

中国文字不单是一种语言工具，它本身的形象、结体、笔画及单字的联缀组合，都具有独特的装饰美、

结构美、意象美和节奏韵律美。 

当文字演化为书法以后，它的形式和法则一直为绘画提供营养和为量。书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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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构成了「书画同源」之说。 

「若是在图画中加入书法，能够使画的空间和感觉出现更美妙的视觉效果。书法有密度，画有空白和块

面，两者结合起来，在对比和视觉上无形中出现虚实结合的美。」 线条是中国画的造型方法的特殊手

段。但在自然界中却足下存在的，可它又是最原始的造型语言，每一个人的第一笔绘画，定是由线条开

始。中国书画把线条技法的表现，发挥到最淋漓尽致。  

「这样的探索也符合我本身在绘画空间艺术的探讨。虽然前人没有把书法作为空间艺术的发展，他们只

是当成落款，这是过去的手法。我是在既有的传统卜衍生发展，等于是传统书画的承先启后，并且又符

合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新兴时代的语言艺术的发展。」 

中 国文化的发展中，线条在艺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谢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笔」，就是把「骨

为」当成作品的神气。艺术评论家宗白华说：「骨法用笔，就是运 用笔法把捉物的骨气来表现生命动

向。」白巍在一篇写艺木家的文章里提到：「所谓骨为，就是画家心灵律动、感情进发的为度、深度和

厚度，只不过这是通过品， 不免都是面目模糊，暧昧不明，也是在自欺欺人。「今天已经进入电脑时

代，资讯的获取太快也大容易，能够结合时空和讯息，才能出现变化和突破。」 永不停止艺术追求，

是画家能够突破和创新的主要因素。「西画在 19世纪后受东方画的影响，有理 1生和感 1生的 2面，

才有那么丰富的发展。」 

深受东方思想哲学影响的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还有句名言是：「用一根线条去散步。」仔细阅读一

幅中国画，将会发现，从线条除了可以看到画者的笔法技巧之外，尚可看出画者的感情和心灵深度。 

「我们在这里，身力华族，应该要特别关注本身的文化艺术，东方画不但是宝库，在这个区域也是重要

的一环。若能将传统结合本地文化，肯定可得新兴艺术。」 

谢 忝宋的一批学生正在为他编辑一本《跨世纪新南风》，作为新世纪南洋风的献礼。「这一本新书(跨

世纪新南风)，是我从上世纪到这世纪的作品记录，刚好符合母 校南洋美专创校 65周年庆。「南洋

风」应向前跨步发展。西方是形式美的艺术，东方是含蓄的表现。东方通过以物观物打破天地人的结

合，融力一体。天是宇宙， 是天命，地是地理、自然环境，人是社会人群。天时地利人和，绘画如达

到这 3者结合的效果，再加上观赏画的人如能达到物我相忘，才能充分了解绘画之美。」 

画家不谈禅，只说创作和生活，画家更不刻意在画中说禅，但有机缘观赏画冢的作品时，画中连连和绵

绵的禅意，让人细细回味。 

在 创作上，画家不轻言满足，对生活的需求，画家正好相反，一点也不苛刻。「不求大富大贵，平常

闩子平常过，没有钱的时候，卖一幅画，又有饭吃了。」生活让画 家明白，平常心是道，唯有摆脱物

欲的纠缠，才能使心灵回到自由自在的境地。丰盈充实不在于金钱的累积，广阔的精神和富足的心灵才

容易完善自己的人格。达摩 祖师尝言：「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本性，即非禅也」谢忝宋不讲修行 2

字，他只是让生活归于生活，越简单越朴实，当一切都回归自然的时候，禅就出来了，他的画 也出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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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忝宋简介 
  

1942 年生于森美兰州。又名谢梅号天心或寸身言天心，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2002年荣获

美国美联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 盟詈理会长、南洋美专校友会(马)会

长、森美兰艺术协会顾问、国际现代水墨画联盟会员、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马)会员及国际彩墨画家联

盟会员。  

由 1967年起在大马与中国各地举办了 22次个展及在东南亚各地参与了数十个联展。 

  

谢忝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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