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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的身影經常成了女主人作畫

題材，廳堂牆上一幅〈紅椅墊〉作品即

是，鮮豔的中國紅椅墊上，慵懶地盤坐

一隻大黑貓，雙眸炯炯有神，黑紅分明

對比，構圖簡單而強烈，展覽會上很搶

手，僅拓印一百張，全部售罄，目前該

畫作已絕版。

鄭爽畫作多為貓、花草題材，很想

知道是否與她的成長環境有關。原來她

幼時雙親給她姐妹倆備有貓狗各一隻，

做為陪伴的寵物，從那時貓就一直陪伴

她至今。狗的品種多，外型差異大，不

似貓科動物，只有顏色上的不同，較易

表現，這是她對貓情有獨鍾之因。至於

花草，她認為人不見得非要做大樹不

可，高山大川雖壯麗，但花草動物，一

樣盡在大美不言中，默默美化世界。

苦難是最好的啟發
與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1936年

出生的鄭爽，見證了1949新中國成立，

1952三反五反、1958大躍進、1958-1962
大飢荒、1955-1977知青下鄉、1963-1966
四清運動、1966-1977文化大革命，以

及1979改革開放等過程。一路走來，她

多經歷了一個偽滿年代，那段一夕間從

天堂到地獄歲月，由一個官宦之家千金

到落魄街頭乞討，這樣大的命運落差，

並沒有給鄭爽留下負面影響。她慶幸正

是這段命運的煎熬以及從父母身上看到

的堅毅與淡定，有錢可以買東西，沒錢

也一樣過生活，慾念少了，需求自然降

低，給了她日後在人生道路上拚搏的啟

發與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偽滿垮台後，

原來全家居住在長春西式寬敞宏偉的大

宅院主人，一夕間從王親貴族，變成一

無所有，醇親王府二格格韞龢與丈夫鄭

廣元（清末書法家兼詩人鄭孝胥孫)，
帶著鄭爽等四個子女及一位保姆，一家

七口，顛沛流離於臨江、大栗子溝、通

化、新賓、瀋陽等冰天雪地的東北地區

（《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鄭爽排

行老二，最艱苦歲月，沒吃沒喝日子，

她和姊姊上山砍柴，和妹妹沿街叫賣紅

蕃薯，上街乞討的日子長達三年，後來

一家子在國統區遇見親戚給予協助，才

回到北京其外祖父攝政王載灃處，已九

歲的鄭爽這才進小學、中學就讀。

受魯迅影響與版畫結緣
自幼喜愛繪畫，鄭爽的學士、碩

士生涯都在中央美院版畫系度過。在一

片油畫與國畫為主的中國畫壇，說起鄭

爽學習版畫的原因竟再簡單不過，一方

面是，回歸平民百姓成為一名勞動者的

雙親，要供養四個孩子就學，習油畫與

國畫的費用相對昂貴，為減輕雙親的負

處世態度決定人生
版畫格格鄭爽

▓黃紫琳

水印繡球花 登國際舞台
清室末代皇孫，溥心畬（儒）的書

畫藝術造詣，享有「南張北溥」美譽，

張是指張大千。而在版畫界，以風格高

遠、渾然天成而見長的皇親，允指今之

鄭爽教授。

她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外甥女，母親

是溥儀的親妹妹大清格格愛新覺羅‧韞

龢，幼年經歷跌宕起伏的人生，從貴冑

到平民，前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版畫家鄭

爽，於繪畫世界大放異彩，在那片天空

中，翱翔飛舞怡然自得，其人生哲學很

豁達，她自認當不了大樹，寧願微小如

花草，同樣美化世界！

第一次見到鄭爽的水印版畫，稱

心得讓人震撼，彷彿見到一位婉約而又

撫媚極緻的佳麗，讓人驚艷有如晶瑩剔

透的琉璃。1982年，她的水印版畫〈繡

球花〉首登國際舞台就一鳴驚人，撼動

法國藝術界，一舉奪下法國「春季沙龍

展」金獎。這是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藝

壇首摘的版畫大獎。由於她還被媒體冠

以「版畫格格」的雅號，更強化了她讓

人想揭開神秘面紗的渴望。她退休多

年，幾經輾轉獲得她的電話號碼，電話

那頭，鄭爽雄厚悅耳的京腔，讓人著

迷，真是動人！

這是個久違的專訪約定，一晃竟逾

二年，筆者忙於課業與匯展，鄭老師還

一度抱恙住院成延擱。

她的家，很雅緻，有著濃郁藝術

氛圍，都是她親手設計佈置；畫室，佔

地大約三、四十平米，由於喜歡蒔花弄

草，滿窗台上都是她精心栽植呵護的花

草世界。

作品〈紅椅墊〉爆紅已絕版
整個廣州美院師生，都知道有個尊

重生命，關愛貓族的老教授，老美院校

園裡有許多流浪貓，常可看到鄭爽餵食

身影，她擁有九隻貓要照顧，體力負荷

已到極限，目前愛貓族仍會將流浪貓問

題尋求協助，鄭爽會要求對方先行送醫

檢視有無疾病並施打預防針後，再為貓

兒尋找適當主人飼養。

▲版畫格格鄭爽。

▲版畫格格鄭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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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再沒有人聽不懂她說的粵語，也不

再有人取笑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串聯時，

紅衛兵坐火車、吃飯都不花錢，文革這

段時間，雖然鄭爽家的牆上地上也被造

反派貼滿、寫滿大字報，讓她頗鬱悶，

所幸後來學校教師也組成了一個戰鬥

隊，那時她多數時間在四川、貴州等邊

陲地串聯，宣傳毛澤東思想與《毛語

錄》為主，陌生環境沒什麼人知道她背

景，也就再無什麼顛覆與衝突。

雲南采風課今生難忘
美術專業學校有一項到外地或下

鄉采風課程，老師帶著學生拉隊去采

風。福建、雲南少數民族寨落，以及雲

南邊境的異國風味，鄭爽都喜歡，尤最

愛雲南的少數民族的風土民情。那個時

候，觀光大手還未進入雲南的少數民族

寨子，她們的生活與環境純樸，原始風

味十足，她數次進入大山采風足跡。有

次完整經歷了傣族人一生裡，從出生、

結婚到死亡的民俗風土人情，每當與少

數民族離別時，婦女們總會與鄭爽抱頭

痛哭，希望還能再次相見。依依不捨之

情，至今仍縈繞在她腦海中。

受邀個展 跑遍全球
自1953年，以〈媽媽：看我的紅

領巾〉獲得北京少年兒童美術比賽第一

名開始，鄭爽的作品曾獲得金獎、銀

獎、銅獎無數，〈繡球花〉、〈黑牡丹

白牡丹〉、〈南國初夏〉、〈蔥花，土

陶罐〉、〈華夏之歌組畫〉等都是。她

忙碌於歐美、北非、東北亞、東南亞各

國間許多國家地區為她舉辦的個展與講

座，其作品還紛紛被各大美術館收藏。

1999年，她甫完成英國、北愛爾蘭

「鄭爽木刻版畫巡迴展與專題講座」，

立即風塵僕僕趕赴台灣，參加由太平洋

文化基金會特別邀展的「水印木刻無言

詩－鄭爽1999台北首展」，接著又趕

往日本與深圳為她舉辦的個展，馬不停

蹄巡迴世界各地，其受歡迎程度可以想

見！

最近一次展出是2013年5月廣州市

「葵園」為她舉辦「心中的陽光─鄭爽

作品展」。「葵園」是一棟美國華僑於

1922年返鄉時，所建的一棟三層小洋

樓，現為後代子孫發展文化規劃成畫

廊。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出還有鄭爽

早期的水彩和近年來油畫，其作品每個

階段的丰采與特色，頗讓人一新耳目，

卻依舊緊扣人心，水彩畫似清純少女有

份獨特的清新秀麗，水印版畫恰似一艘

滿帆前行的風帆意氣風發，油畫則有一

份深沉但灑脫的自在。

在台北首展時，鄭爽見到了祖父鄭

家在台灣的幾個兄弟和一位姑姑，還膽

大地獨自一人旅遊了阿里山、日月潭風

景區，她說了一段遊湖趣事。日月潭風

光聲名遠播，鄭爽專程跑了一趟，但不

巧她到湖邊時遊湖的觀光大船已駛離碼

頭，她想改乘小船遊湖，卻面臨船家的

國語不靈光，偏偏她又聽不懂閩南話，

語言不通租不到小船，再次面臨語言困

擾，鄭爽情急之下日語脫口而出，沒想

到那船家聽懂了她所說，還親切的和她

聊了起來，就這樣鄭爽滿了遊湖心願，

離去前船家還向她行了個軍禮，則始料

未及，但她很開心認識了一位台灣在地

朋友。

擔，棄油畫改學較省費用的版畫；其二

是，當年創作版畫之所以興起，係魯迅

從國外引進，並寫了一本《版畫回娘

家》，引起關注與轟動。

根據鄭爽的分析，傳統版畫製作

雖處於印刷術發明興起階段，但形式上

是有文字的木刻書，其內頁所附插圖被

稱之為版畫，屬於一種分工形式完成的

印刷技術，前提是交由不同的人處理

「畫、刻與印」，所以並非是獨立完成

的藝術品，與魯迅引進的木刻版種，完

全由一個人獨立完成的獨幅創作版畫不

盡相同，也就是說雖然技術回歸本土，

但作品上卻有很大的不同。

學校裡開授水印版畫課，始作俑者

魯迅，特別邀請了日本友人內山丸造的

胞弟內山佳吉，日本著名的水印版畫家

來中國教學，魯迅還擔任翻譯，才有後

來的版畫大家李樺、古元等的出現，而

鄭爽就是師從這兩位大家門下，受老師

影響喜愛動物花草為題材，走清新抒情

風，異於一般人戰鬥式政治性風格。

中央美院版畫系始設於1953年，當

時鄭爽還在央美附中就讀，由於熟識的

學長考進央美版畫系，在交談中明瞭所

謂的版畫以及魯迅的推動，這和她後來

報考選系不無關係，當她第一次接觸版

畫時，就興趣濃厚無法自拔，她被版畫

帶有裝飾性美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至於

美術專業學校裡版畫系除木刻外，還區

分有石版、銅版、絲網版、綜合版等分

組的不同，則都是後來逐步引進的，木

刻版畫則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個版種。

對於現今有些年輕一代畫家解讀傳

統版畫與現代版畫最大的區別在，一個

是平面的，另一個是有立體透視感，鄭

爽倒不這麼認為。她說，傳統版畫與山

水畫一樣都有透視感，是一種散點式透

視，不同於現代版畫是聚焦式透視！

視個人身世為隱私
鄭爽幾乎不對外人提及她的出身，

她希望憑藉自己的努力，證明自己的存

在與價值，但往往事與願違，人們對

她總是充滿好奇心，為此帶給她一些困

擾。1950年代在央美上大學的一次下

鄉，不知誰洩了她的底，並在鄉間村裡

傳開。有次上山勞動時，她聽到趕墟青

年唱起「村裡來了大學生，她是溥儀皇

帝的外甥女」的山歌來，讓她非常尷

尬。

但更糾結的還在後頭，下鄉臨別前

一天，竟有個純樸老農結結巴巴地奉上

一包紅棗對她說：「東西不多，但是俺

的心意，請您帶給皇上，他老人家辛苦

了！」這可把她給當場嚇傻了！

碩士畢業後，鄭爽選擇分發至南方

教學，1963年，她來到廣州。

文化大革命前，那時還有個四清運

動，美院教師都被分散到中山或陽春縣

裡工作隊，大家都住在生產隊上。當時

有一位被批帳目不清多吃多佔份子，交

由鄭爽來落實，工作時鄭爽複述對方是

否多吃多佔拿了生產隊東西問題後，對

方可申述，但雙方總聽不懂彼此所言，

鄭爽就以筆記下兩人聽不懂的部份，交

給對方讓他以粵語複述，她很認真的聽

與學並記下對方的申述，就這樣她總結

出粵語發音ㄗㄔㄕ（簡體拼音Z、C、

S）全都很規律的可以ㄍㄎㄏ（G、K、

H）音取代後，很快就學會了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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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改行於廣告、陶瓷、室內裝潢、紡織

等跨領域行業的不在少數，固然顯現版

畫跨領域的靈活性，但學這專業的人卻

逐年遞減。鄭爽覺得這種現象，應與現

代年輕人一方面生活壓力大，二方面急

功近利，較沒耐心，享受不到製作過程

的成就與喜悅感，以至於無法全身心投

入專注在這項藝術上發展不無關係。

她還強調這也與整個社會發展有

關聯，由於現代什麼都講求快速，大量

的生產與相對的競爭，表現的是大山大

水氣魄，人類發展至此，已沒有前人那

種泡杯茶，找本書看的安逸了，而安逸

的生活在競爭的社會大壓力下，必須有

相對的條件，才能達到前人那種悠閒的

生活，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小資生

活」。

六十學開車遨遊兼訪舊
酷愛旅遊的鄭爽，60歲才學開車

考駕照，她擁有一部德國原裝單門歐寶

小車，當年花掉她18萬人民幣，那時全

廣州僅有三輛這樣的進口車，她偏愛自

駕遨遊，更享受駕車那種感覺，廣西邊

境、雲南、珠海、湛江、中山、北京、

南京她都到處隨意走走看看，漂亮的風

景就下車拍個照，累了就停下吃點東西

休息一下，她極愛於高速路上感受蒼穹

下星空那份無邊無際寂靜之美，她隨性

到處趴趴走這樣的精力，只怕現代年輕

人都跟不上！

長春的故居，2009年鄭爽臨時起意

作懷舊之旅，她回到幼時居住舊址，卻

物換星移，原來的大宅院建築全被拆除

改建，沒了蹤影，只剩下一個車庫和大

宅院前的一堵圍牆還在原地固執地守候

著見證一段過往歲月。當她央請公園一

位老婦人為她在圍牆邊拍照留念，並詢

及昔日的舊宅時，對於這不速之客的打

探，對方很不以為然質問她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打聽這大宅院？還好奇她姓什

麼？一連串的為什麼後，她們敘上舊，

是住在新賓縣時的鄰居。

鄭爽大學班上有位埃及來的外籍

兵團，央美畢業後，與一個同是埃及來

的女留學生在北京結婚生子居住，文化

大革命前他回埃及後就斷了音訊，直到

十二年前才聯繫上，他把同學會拉至埃

及舉辦，當同學們與那埃及同學相見的

一刻都恍如隔世，全都抱在一起痛哭，

那位埃及同學不但接待班上十多名同學

住在他家外，還招待大家乘郵輪遊尼羅

河，鄭爽說自那以後，她們班同學會觸

角變成旅遊世界，今年行程是去美國，

她很期待！

優雅淡定地老去
和大清格格韞龢及溥儀長得十分相

像的鄭爽，而今父母與姐妹及舅舅都已

謝世，只剩下她和在上海的弟弟兩人。

人生短暫，轉眼年華老去，版畫格格的

退休生涯，不求功名利祿，興趣廣泛，

唯獨對坊間盛行的清宮劇興趣缺缺，鄭

爽坦言那些劇情與事實落差太大也太

假，她頂多看看央視或鳳凰台、氣象

台、新聞報導。

蒔花弄草，逗逗貓兒們，時而畫上

幾筆。

「老」，對鄭爽而言是優雅、淡定

的！（作者為本會會員）

重拾油畫彩筆如刀
水印版畫，鄭爽以刀代筆作畫呈現

出一份婉約之美的柔情，讓人難以想像

的是，鄭爽有雙溫暖厚實大手，一雙不

太像女性的手。投入工作時，鄭爽特別

喜歡聽刀刻在木板上的沙沙聲響，她很

享受創作中帶給她那一份心靈的快樂，

可惜目前她右手中指變形而無法伸直，

手上還有些刀傷留下的疤痕，這都是長

年創作的後遺症，這幾年疼痛使她版刻

作品逐年減少，因為變形的手指，她已

不能如往昔那樣長時間使勁握刻刀，但

她未因此停了創作，改提筆重拾油畫顏

料，是近五年的事，那份創作的熱情，

躍躍於畫布上，讓人深刻感受她濃烈的

致愛與深情！

相對於日本、韓國、台灣及歐美

版畫市場較成熟，中國大陸尚處於一片

未開發狀態，潛力雄厚，學院派畫作市

場評價頗高，就連歐洲英國版畫基金會

都對中國版畫水準刮目相看，認為不輸

歐美水平，很有特色。該版畫基金會會

長獨具慧眼，甚至還特派大衛貝克先生

為代表到中國，會見並購買了中國90年
代版畫家王琪、鄭爽、梁棟、宋源文等

幾十位知名版畫家作品。數年前，全數

捐贈給大英博物館收藏。只可惜版畫在

中國市場未獲青睞，民眾對於版畫的欣

賞與了解過於狹隘，錯以為是複製畫，

從而選擇了國畫、工筆畫、油畫，殊不

知，版畫是母版的複製，國畫、工筆

畫、油畫則是圖像複製。

大陸版畫市場潛力雄厚
與油畫、水墨畫相比，版畫在市

場上價位相對要便宜很多，一般大眾走

不出版畫可拓印複製很多張，這是普羅

大眾對於版畫較普遍的價值觀，民眾有

這樣的誤區，鄭爽認為這說明了大多數

人不了解版畫精神。事實上，版畫是以

刀代筆創作，每一個「母版」都不可能

重複，即便是每一張拓印作品也不會完

全相同，因為拓印是純手工作業，每印

一張的油墨顏色濃淡，用力的輕重，版

子對版套色準確度，都不會完全一樣，

特別是一張畫上顏色多的，相對要多刻

好幾個版子，每一個不同顏色，要一次

次塗上油墨，一次次上色，一次次洗版

子，一次次拓印，枯燥而繁瑣的工序，

不停的重複著，一不小心就弄花弄髒弄

破畫面，而前功盡棄，一切要從頭再

來，往往一張完美的彩色拓印，耗上幾

個月都不稀奇。加上版畫是屬於限量版

出品，售完就沒有了。嚴格說，其實版

畫每一張作品都是唯一，沒有第二張是

會相同的。

再就版畫張次標示來看，每一張版

畫的最下方，有一行鉛筆書寫的數字、

題目、版種、簽名及日期，若鉛筆寫下

3/20數字，即表示是限量拓印20張的第3
張作品，標示的張數是多少張就拓印多

少張，不能多也不可少，這是版畫界要

遵守的世界語言，共同的遊戲規則！反

觀不少油畫、水墨畫家在利益前提下，

是無限量的複製，既無張次的標示也無

簽名，版畫則不同，版畫家很實在的標

示並簽名。

版畫專業跨領域靈活度高
但出人意表的是，版畫這項最古老

的藝術，雖然不見得每個學生都成為版

畫家，但版畫這一行近幾年學院學生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