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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所以當大家都朝同一個方向去發

展，已長期沒有更新的突破時，若還是

跟隨大家往同一方向去發展，結果被框

住的問題會持續惡性循環下去，倒不如

大膽去嘗試一條新的藝術途徑，風險雖

有，但沒有去試走看看，焉知成敗？當

然走CG專業這項抉擇，趙千成竹在胸，

並堅信十年以後必定會在中國紅紅火火

起來，他給自己打了包票。他遊藝在這

個時代特有的形式去表達他所處的這個

「當代」，如他所言「在這個樣樣講究

資訊的21世紀，誰擁有的資訊越多，誰

就會是贏家！」

細究趙千將問題逆向思考的本質，

其過程來自於兩個前提，一個在眼見很

多人朝一個方向走不通，而自己也嘗試

過沒有成效；其次是他在大學的版畫學

習上，每張版畫每層顏色要分很多版來

作，色種不豐富，單調是其缺點，沒有

油畫那樣豐富多彩，他思考版畫可不可

以像油畫那樣？基於他在大學油畫課畫

了很多油畫所得，加上插畫的學習，於

是他嚐試將油畫與插畫相結合的可能

性，結果他「跨界地」將這個心得通過

運用電腦數碼操作試驗，發現不但分版

會更簡單而有效，更突破了前人因為沒

有電腦輔助的高難度，導致傳統版畫一

些難以達到的效果。這個突破，他感受

逆向思考也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法則，而

結論經常是驚喜很多！

求新求變的豐收

總愛在一成不變中求新求變，趙千

還喜歡做實驗性的工作，即使「版畫」

這個古老的畫種，他也思考著在每一步

驟裡顛覆原來的傳統作法或加以改良。

好比說在載體與綜合印刷結合的試驗。

常見的版畫，多數是用紙張來印刷的，

由於每個版種的優缺點和使用器械的不

一樣，也很少結合版種印刷方式來完成

一張版畫作品。趙千擅長凹凸版和絲網

版，凹凸版有其綜合製版材料的特色，

而絲網版則能結合照相和數碼技術的特

點，他試著將這兩者結合，但操作起來

遇到不少技術問題。絲網印刷時有必須

要平整前提，但凹凸版印製後出現凹凸

不平的問題和絲網所要求的平整相矛

盾，因而迫使他要嚐試更多的载体材料

或再另闢蹊徑。他後來改用皮革作為载

体來印刷，結果皮革經過機器輾壓後，

雖會留下凹凸印痕，但經過一段時間後

會恢復原狀，這個原先困擾他的「矛

盾」問題便迎刃而解。

這些意想不到的碰撞火花，顯示在

版畫印刷方面，不僅版種可結合，甚至

印刷的载體材料，同樣可突破，他又一

次印證多向思考的豐收。

此外，版畫完成最後一定要用2B筆

鉛來簽名，以及週邊還必須留出二公分

的空白邊，還有不可污損的限制，趙千

就認為這些限制是給思想造成障礙，因

為創作時種種的呈現，都可視為只是創

作過程中的一部份，不要去思考改不改

的問題，版畫其實只是畫家創作的一個

方式，與其深究這是一個版畫或油畫，

不如說它只是一個綜合材料的創作更加

可觀。

就曾有過前人的例子是抱著某個

畫種或技術不放，一但進了死胡同就很

匠氣，一個藝術家該有的作為，應該是

可以舉一反三的。表達一個不同想法，

一場CG緣 遇見趙千
一個藉多向思考成新銳的版畫家

▓黃紫琳
認 識 他 是 一 場 師 生 緣 在 C G

（Computer Graphics）繪畫課，首次耳聞

他的大名，則是版畫系系主任助理老胡

先生的大力推薦：「您們運氣很好，這

次特別為大家邀請到的是位CG高手，給

大家開這門專業課。」

高手身材並不高大，皮膚稍微黑了

點，很有個性的臉，典型的廣東人相貌

體格，讓人有些氣餒的是，這位專業老

師名叫趙千的大男孩，竟有一雙頗為秀

氣的手，除了拿畫筆，他舞弄雙節棍，

還打南拳，本科四年的寒暑假，他以一

台鐵馬，暢遊大中國大江南北。一如大

多數的80後，他具時尚感，尤其對色彩

的敏感度強烈，在他身上你能感受藝術

家氣質，但是當你再對他多一些認識

後，慢慢會發現，這個大男孩就像一本

現代版線裝書，他自身散發著一股清新

魅力，很吸引你一頁頁翻讀下去！

千般絕活在一勤

初次接觸CG，看著趙千在多媒體

教室的臨場示範，總以為不就是在電腦

上連接手繪版用鼠標畫圖罷了，然而隔

行如隔山，幾經接觸，再加上網查大把

資料在手看都看暈了，猶如之前陷在IT

產業那份茫然與糾結，還是沒給全弄明

白，課後與趙千有數次溝通，才知道自

己把這個全球正熱得火燙的「CG產業藝

術」給窄化了！

卻也好奇著，趙千怎麼能把一個小

小鼠標駕馭的那樣怡然自得，而人物場

景，每一張圖片都像一幅幅油畫那樣生

動，色彩豐富而自然，讓人驚艷得愛不

釋手，這項技術，很多同業都坦言無法

掌控那鼠標的滑頭滑腦，總是一而再的

敗陣下來，而趙千卻能「hold」得住。

其實，趙千是從2005年才開始學習

CG這項絕活的，也是經由不停的反覆

練習，勤動手是他的不二法門，他的秘

訣是自學加上興趣加上多年累積的手頭

功，再加上一些不同的軟件交叉運用，

所不同的是，他有繪畫素描的基本功以

及版畫、油畫專業的實戰經驗，這些都

有利他在CG繪畫上的創作層次。

聊起當年他在北京央美攻讀碩士

的過往，於一片國畫與油畫的主流世界

中，選擇走上CG專業一途，儘管遭遇

老師和同學間不小的置疑聲浪，他還是

堅持初衷，繼續朝CG專業走下去，老

天疼憨仔。2007年，趙千因創作《非‧

插畫》獲得北京首屆數碼繪畫大賽一等

獎。

大賽奪獎有訣竅

大學四年於廣州美院，教授總鼓

勵學生們在繪畫創作上要有多面性的思

考，不要走單一向，否則一但走不出來

就給框住了，因而養成了趙千總喜歡多

方面思考外，更愛逆向看問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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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一個根基不紮實的人，照樣能在數

碼繪畫領域裡快樂成就的藝術工作者！

人機交換說動漫

接著趙千讓大家玩起劇本來，也就

是故事架構。不論是影視戲劇，插畫、

動畫、漫畫創作，首先都要有個劇本，

而劇本裡的人物設計、場景設計，趙千

說明，目前主流市場百分之九十都是採

用電腦處理，不管是打光或漸變處理，

既快又方便，而非以油畫或水彩來進

行，因為前二項在修改成效上太慢且不

易操作，效果不易出來。

至於數碼遊戲、動畫片和電影某部

份的視覺介面，皆屬CG技術的展現，只

是遊戲較於動畫等視頻，多了人機交換

的功能罷了。

在網上觀賞趙千最新力作《輓歌》

與《旌颺》，既不似日式漫畫也與美國

漫畫有所區別。他的作品不像傳統日式

漫畫那樣先用鋼筆勾勒，再貼網點紙的

黑白著色，也比美式漫畫的色彩有了更

豐富的層次，且力求每一頁甚至每一格

都是藝術品一樣，把漫畫推向極緻。兩

則故事，一個是借古諷今，換個朝代說

故事，另一個是近代的四行倉庫歷史。

這位喝著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青年，

為什麼會找一個國民黨的故事做為創作

題材讓人好奇，他娓娓道來，有一年帶

▲趙千作品之二。

可有很多方式，不拘束。趙千解放了他

自己過去很多舊的思維，這就是他在美

院這些年的收穫，慣性思維方式，大眾

化，大家易接受，但不易成為經典，逆

向思考創作，反而開創開闊思考範疇，

不過，趙千坦言這也是一個雙面刃，逆

向思考，容易遭大眾所不理解而拋棄或

者自己會「走火入魔」。

以梵谷之憾為誡

儘管逆向思維的風險不小，因為

市場上還沒有，能否被認可，關乎價值

的高低，一但被市場接受，價值翻倍提

升。趙千以梵谷為例，當初梵谷沒有走

大眾路線，其畫不被大眾所接受，就因

為他的思維太超前，畫作太前衛，等到

社會大眾追上他的思維邏輯，其畫才被

市俗認可，其名氣飆升之際，梵谷卻早

已駕鶴西去。

他給佈置作業，題目是戲劇場景。

趙千指定運用傳統手繪或圖片與電腦結

合，設計一個帶有人物，主題明確，有

透視感的故事場景。他特別強調肌里感

與偶然性，要學生放開膽去嘗試。這像

是在讓你玩轉電腦繪圖的重複動作無

偶然性與手繪那種偶然性靈動的區別，

不論你是採用寫生或油畫的色彩，還是

雕塑的造型，隨處可見偶然性裡豐富的

細節，但這卻不是單純使用電腦繪圖能

展現的，而重複的元素，經由層層疊加

在一起後的肌里，更讓人發現國畫、版

畫、油畫三者中，版畫的肌里感最強，

但色彩上為概括性的並不細緻，這也是

趙千學習過程中，理論與實踐後，另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

有學生選擇運用圖片與水墨肌里元

素，於是玩起穿越構想，整個畫面佈滿

水墨的山水雲彩天空，加上祝英台裝扮

的古典美女，腑視著現代感十足的台灣

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還有幾隻蝴

蝶圍繞。穿越達到戲劇張力，腑視強調

了透視感，水墨表現的肌里，亦古亦今

的畫面，讓人玩得很HAPPY，更想不到

的是趙千一次就讓這幅作品點評通過！

不似以往手繪，總要經過不停的修正，

改來改去的，有挫折感，卻還是不能讓

師者滿意，這就是數碼繪圖的強項，即

▲趙千作品之一。



60 61

2013年1月《僑協雜誌》138期 2013年1月《僑協雜誌》138期

天津不是旅遊熱門去處，既不是

金融中心或時裝藝術重鎮，也沒有天然

奇景或出土的驚世文物，難怪不具吸引

力。不過，當知道她原來擁有這麼多個

「第一」，就會把她排在下一個最優先

想拜訪的地方。

見證百年興衰

天津是十九世紀我國北方第一個對

外開放的大港，中國大陸第一段鐵路、

第一條電線出現在天津。清朝李鴻章辦

洋務，在天津設立「天津機器局」，是

我國第一座兵工廠，又設立「天津船

塢」，是最早的造船廠。中國第一支正

式裝備洋槍洋砲的「新兵」，是袁世凱

負責訓練的。練新兵的地點就在天津範

圍的「小站」。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

英、法、美、俄逼我簽下不平等的「天

津條約」，英、法等列強在天津劃出許

多租界，於是天津開始有華洋兩種生活

並存的型態。天津本身是個文化底蘊深

厚的城市，經過一百多年的風霜變化，

無論在建築景觀、生活情調方面，都含

有中西合璧、古今相融的風情。所以旅

遊專家說：「看五千年的中國要去西

安、看一千年的中國去北京、看一百年

來的中國要去天津。」尤其對中國近代

史有興趣的人，怎能忽略了她？

從台北松山機場乘「復興」航空

公司的班機直飛天津只需三個小時。春

節過後來到天津，見到河面和池塘全結

了冰。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路面寬闊，

縱橫的街道大多成方正的十字形，讓人

感覺很有都市計畫，是個高文明的大都

市。在天津最大的方便是當地人講的國

語很白，沒有太多俚語，也不拿腔拿

調，只是愛常將「嘛」（音「罵」，

「什麼」的意思）掛在嘴邊，像「幹

嘛」、「看嘛」。在這裡隨街問路不會

受到冷漠以對，也沒有欺生的問題。街

上很容易招到藍色的的士，交通方便。

苟不理包子

「苟不理」包子是全國最有名的

天津點心，據說當年被慈禧太后看上。

六塊錢人民幣一個小小的，而且總是八

個一整籠來賣，超貴。天津人都對它多

有批評。同稱天津三絕的其他兩樣點心

是「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

炸糕和廣東點心「煎堆」（芝麻球）差

不多，後者還比較軟一點。麻花的風味

的確比別的地方好些。另外，栗子、菓

子、各種天津糕點，都值得一試。最大

眾化的小吃是「捵麵」（有的招牌寫成

「抻麵」），像拉麵一樣有嚼勁，配料

有牛肉的、豬肉的、十錦的。當地人愛

推薦外地人吃捵麵代之以苟不理包子。

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是遊客必去之地。它就是

傳統天津人的生活櫥窗。其實它不是一

條街，而是一個區，裡面有很多條迂迴

交錯的小街道，經營最多的是古董店和

古董攤子，賣的有玉器、石器、銅器、

有很多No.1的天津
▓慕  恬

著大四畢業班，那時他剛開始著手進行

一個歷史題材漫畫故事，在課堂上他以

畫作當示範教材，有些90後女學生好奇

他畫的是什麼？他表明是韓世忠後，詎

料女學生們十分疑惑的反問韓世忠是誰

外，還追問岳飛又是誰？趙千形容當時

彷彿被雷擊了般，一時為之啼笑皆非，

他深刻感受這些看日、韓劇漫畫長大的

中國孩子，對自己國家歷史的無知。作

為一個從事教育工作者，他認為自己有

責任提醒世人，不該總給孩子們看一些

虛擬故事，所以他決定以歷史故事為題

材說故事方式，與當代共鳴。

年前他看了香港版和台灣版的四

行倉庫故事，非常激動，而90後女學生

們給他的激發，他決定畫一齣以四行倉

庫為題材的漫畫故事，趙千感嘆，楊慧

敏與八百壯士的忠貞英勇，如此珍貴史

實，怎可淹沒在時間的蔓草裡呢。

致力創造成新銳

走入繪畫世界十多年，趙千選擇

的是一條最難的寫實風格路來走，既然

難走為何他還要繼續走這條路，他的理

由也很簡單，雖然從小是看日本漫畫長

大，但他對日本風並不感興趣，反觀中

國市場裡的創作，普遍是走日本套路的

動漫畫出版品，也就是那種大眼睛、小

鼻子、小嘴巴日系模式畫法，他分析這

點可能與他所學藝術又從事藝術密不可

分，別人強調商業性，他則重視創造

性，以他的综合版畫《虎山行》作品為

例，當時中國大陸做這方面的人還很

少，而那時他僅是還在央美就讀的研究

生，這位廣東大男孩，稱他是中國當代

新銳畫家毫不為過。

2012年的十一當日，動畫《西北

坡》已正式上路，各家傳播媒體的節目

欄更是動畫繽紛呈現，就連境外的香

港、澳門電視台許多節目也都紛紛展現

一片動畫新氣象，這長假期間還有不少

城市舉辦動漫大展活動，讓人充分感受

欣欣向榮動漫時代已來臨，這個印證，

讓人很興奮，依照趙千的看法，CG是

虛擬世界的繪畫，只要遊戲、動畫仍存

在，無紙化、數碼化，不斷普及，這條

路勢必會一直發展下去，除非另有新的

東西被發明出來才會消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動漫之路如此

興盛起來，可能這還要拜日前外相麻生

太郎在2006年4月的一場演講中，他提

議日本應展開「漫畫外交」，同時鎖定

全中國十三億人口市場為日本動漫輸出

的重要目標，是日本發展經濟以文化侵

略他國的如意政治謀略不無關係，加上

還有北京電影學院動漫學院院長孫立軍

的大聲急呼，指出日本動漫危害祖國花

朵的健康成長，並且正因為中國大陸總

是播放外國動畫片，阻礙了本國動漫業

的發展，由於孫立軍當年所做的這些反

應，中國廣電總局隨即在2006年9月一聲

令下，於是各大電視台祭出黃金時段禁

播境外動畫片，以保護兒少。目前在中

國大陸的電視頻道上已經找不到日本動

漫蹤影。

中國人要創作自己的動漫給下一代

乃至世界觀賞，兩岸本土創作的CG動、

漫畫都要趕緊加把勁，藝術漫漫路，要

用一生去追尋的趙千，期盼他以彩筆寫

下中國人絢爛驕傲的CG動漫藝術世界。

（作者為本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