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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染南洋风」2022 ～展览前言

转眼跨入2022年中下旬，新冠后社会逐渐解禁。防疫工作虽仍不能松

懈，但众人已迫不及待要冲出桎梏的封闭牢笼，舒缓压抑已久的心情。

封关期间，草堂门金石书画会师友们，投入艺术自我沉淀，闭户涂画、

刻石游艺。虽然我会两度举办「以画传情」线上交流活动，亦有线上新

春雅叙互祝平安，唯不能直接面对面寒暄艺事，闲话家常，总觉不足。

因此，我们决定与《东方人文艺术馆》再次合作，举办2022年度「点染

南洋风」实体会员作品展 ！

开幕日期为2022年9月28日（星期三）晚间；我们也首次尝试在开幕前的

9月25日（星期日），举办「预展」，以期让比较熟络的方家朋友们，先

睹为快。

疫情期间举办大展，极具挑战性。但暌违两年多，没有实体展览、写生

或雅集活动，对画会及画友来说，难免感觉沉寂失落。期待此次重新出

发，跨越障碍；大家齐心落力，呈现一场具可观性的书、画、篆刻作品

展。

这一回，除了会员们的参与，我们也特别邀请本地新晋书画篆刻组织，

即《无痕馆》充满活力的三位年轻书法篆刻导师，一起展出。期待大家

互动交流 ，激荡沉淀创出更具特色风格的作品。

展览期间，也筹办书画工作坊等活动。

欢迎师长及各界艺术爱好者，光临指教。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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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忝宋 博士  

谢忝宋	博士	

DR	CHEAH	THIEN	S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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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 引用符号艺术

语言, 空间结构, 重造自

然新南洋风格.

「当/15」 

悠然自乐 2019

水墨

136 x 69cm

谢忝宋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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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忝宋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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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树为题材

引用里外哲理作为创作.

「树/16」

里外之音  2019

水墨

138 x 69cm

谢忝宋 博士



16         草堂门 2022会员展

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随身携带一支笔，走到哪就画到哪........

       黎潮湘 

黎潮湘	

LAI	TIEW	SEONG

laitiewse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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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

水墨

68cm x 136cm

黎潮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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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書畫、教學，人生有樂必有苦。抉擇當下，跟著感覺走，且行且珍惜。

       张   财 

张			财	

CHONG	CHOY

efangcho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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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财 

草書對聯

德無量壽無量
日長明月長明

138 x 34cm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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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财 

過  節

題字  洞庭青草  近中秋  更無一點風色
          玉鑒瓊田三萬頃  著我扁舟一葉
          素月分輝  明河共影  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會  妙處難與君說
          宋張孝祥詞上闕
          壬寅節日情
          古來張財
          
仿古色楮皮仿宋羅紋紙  書畫結合拓片

78 x 7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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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酬佳節

題字  銀塘朱檻麴塵波  
          圓綠卷新荷  蘭條薦浴  菖花釀酒  天氣尚清和
          好將沈醉酬佳節 十分酒  一分歌  
          獄草煙深  訟庭人悄  無吝宴遊過
          東坡先生少年遊端午詞  辛丑五月 古來人張財
          辛丑大疫居家過節有酒就好
          可將酩酊酬佳節 古來人又記

書畫結合拓片

 70 x 46cm

张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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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海派藝術

秉持欣賞美、探索美、傳承美、傳遞美的精神。

  蔡美康 

蔡美康	

CHAI	MEEI	KANG

chaimeeik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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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四君子

彩墨 

70 x 70cm

蔡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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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運當頭

水墨
 
70 x 70cm 

  蔡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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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塘趣游

彩墨

69 x 70cm 

蔡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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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想法 :在我创作过程中，特别重视画面上的视觉效果配合生活上的情绪、

思维表现出绘画艺术的形式美...来展现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曾添才 

曾添才	

CHAN	THIM	CHOY

ctcho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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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战.战疫

混合 

34.5 x 136cm  x 2

曾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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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添才 

政治疫情  疫情治政

对联  混合

34.5 x 136cm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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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混合

34.5 x 136cm

曾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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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兴隆 

曾兴隆		

CHAN	HIN	LEONG	

chl638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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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鸟 I

水墨

33 x 33cm

曾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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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兴隆 

翠鸟 II

水墨

33 x 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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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鸟 III

水墨

33 x 33cm

曾兴隆  



34         草堂门 2022会员展

  曾丽珠 

曾丽珠	

CHEN	LEE	CHOO

evelynclc@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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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明水秀

水墨

116 x 34cm

曾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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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丽珠 

乐悠悠

水墨

14.5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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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石

水墨

137 x 68cm

曾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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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玲琦  

邱玲琦	

	CHIOU	LING	CHYI

lingchyi07@gmail.com



点染南洋风         39

邱玲琦    

荷泽芳华

水墨

67.5 x 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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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玲琦  

春趣

水墨

49 x 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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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玲琦    

春曲

水墨

45.5 x  53cm (上)

45 x 49.5cm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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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少珠 

蔡少珠	

CHUA	SIAW	CHOO

chuasiawchoo@gmail.com

画画要先沉淀杂念，创作要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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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夕阳照渔村

水墨

67 x 135cm

蔡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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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少珠 

無事常看雲

水墨

66 x 1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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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珠  

西風的話

水墨

67 x 112cm



46         草堂门 2022会员展

  陈玉华 

陈玉华	

EVA	CHIN	YOKE	HWA

multy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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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木栖麻雀

水墨

45 x 90cm

陈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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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华 

威风凛凛

水墨

45 x 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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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语花香

水墨

45 x 90cm

陈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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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秀穎 

吳秀穎	

GOH	SIEW	ENG

fywg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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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曳荷风

水墨

36  x 69cm

吳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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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秀穎 

妙呼者

水墨

35 x1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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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为王者香

书法（行书）

34 x 139cm

吳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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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财顺 

魏财顺	

GOOI	CHYE	SOON

csgooi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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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心与心经

书法

144 x 75cm

魏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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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财顺 

心经句与心经

书法

132 x 6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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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不乱 (节录弥陀经句）

书法

69 x 45cm

魏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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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媄琪

符媄琪	

HOO	MAY	CHEE

mikiho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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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媄琪  

情有独钟•牡丹   UNIQUE BEAUTY 

款识   圆玄瑞精，有星而景，有云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
           发为红英。英之甚红，钟乎牡丹。壬寅秋 媄琪写。

钤印   符

自古牡丹总予人雍容华贵，圆满和谐的喜庆气息。“扇”寓意“善”。此画作
以上下扇面布置经营，亦涵盖长久圆满、成双成对之意。金色及赤红牡丹欲传
递高雅幸福之感，愿天地万物乃至宇宙融合共处。

67 x  6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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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媄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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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媄琪  

独占春日金牡丹  SPRING BEAUTY

款识  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
          其大盈尺，其香满室。
          叶如翠羽，拥抱櫛比。蕊如金屑，妆饰淑质。
         壬寅媄琪写 忝宋题。

钤印  「符」、「天心」。

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把扇子作为朋友相见的礼品。“扇”寓意“善”。
此画作以上下扇面经营布置，寓意着成双成对、双喜临门。
主题欲透过金牡丹散播富贵祥和、气质非凡、欣欣向荣之气息。

62 x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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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娃

張桂娃	

JANET	TEO

janetteo99@hotmail.com

我對水墨画情之所锺，尤其是牡丹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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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娃  

燦爛牡丹情

水墨

68 x 68cm

燦爛牡丹情  -  此画富贵多姿，為花中之王！
带给人们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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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娃

琴画傳韵 (牡丹大红花）

水墨

66 x 66cm

琴画傳韵 - 世界级口琴家張雅誥師
以牡丹大红花歌曲伴奏傳达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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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娃  

牡丹扇 - 姚黄

水墨

45 x 25cm 

牡丹扇 - 洛阳牡丹甲天下，姚黄珍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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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生

杜月生

	JIN	TOH

jintohart9911@gmail.com

艺术源于生活产生出想法才有语言和符号，我的想法:我活于斯生于斯就爱于斯，

这就是新南洋风。



点染南洋风         67

杜月生  

春憩

水墨

34 x 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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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生

你最珍贵

水墨

34 x 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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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生  

根

水墨

69 x 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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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又丹

叶又丹	

JUNE	YAP

june.we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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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又丹  

疫情何时了！
2022

水墨

 91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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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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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又丹  

疫情罩大地
2022

水墨画

 92 x 69cm

说明：曾经路过，在疫情下，朋友-别来无恙！

附图：
1.Hong Kong 2.Swaziland 3.Zambia 4.France    5.Myanmar  6.Morocco   7.Scotland   
8.Cuba   9.Germany   10.Switzerland  11.Lesotho   12.Venezuela   13.Taiwan   14.Namibia   
15.Singapore 16.Malawi   17.Argentina   18.Russia   19.South Africa  20.Thailand    21.Iran  
22.Italy   23.Ushuaia   24.Kenya   25.New Zealand    26.Indonesia           27.North Korea  
28.Nepal   29.South Korea  30.Turkey   31.Australia    32.Peru        33.Malaysia    34.Antarctica  
35.China   36.Tasmania   37.Sri Lanka   38.Zimbabwe   39.Tibet        40.Sudan   41.Arctic  
42.Azerbaijan  43.Greenland   44.Cambodia   45.Dubai   46.Georgia    47.Kuwait   48.Mongolia  
49.Paraguay   50.Belgium   51.India   52.Chile   53.Netherlands  54.Vietnam     55.Philippines  
56.Uruguay   57.Demark   58.Kashmir   59.Canada   60.Uzbekistan     61.Ireland   62.Kazakhstan  
63.Ethiopia  64.Tanzania   65.United  Kingdom        66.Zanzibar           67.Bhutan           68.Luxembourg  
69.Pakistan   70.Kyrgyzstan  71.Greece   72.Spain   73.Brazil   74.Iceland   75.Japan  
76.Bolivia   77.Egypt   78.Bangladesh  79.Loas   80.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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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惠美

甘慧美		

KAM	WUI	MUI

kamwuimu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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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惠美  

青山不老

媒介泼彩

137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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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惠美

夕阳无限好

媒介泼彩

34 x 1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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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惠美  

归

媒介泼彩

137 x 7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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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国星

郭国星	

KUAY	KOK	SIN

kuayks@gmail.com

哪有那么多感言，不就是提起毛笔写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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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国星  

唯善是宝

书法

23 x 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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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国星

独  醉

镜子横幅

61 x 1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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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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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杏容

黎杏容	

LAI	HUNG	YOONG	

yonghui48@hotmail.com

作为职业女性的我虽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业務上，但是我总会忙里偷閒把时间空出來画

画因为画画是我从小至今的愛好，当画出一幅好作品令我有一种喜悅的滿足感而且画画

也能減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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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杏容  

一架葡萄满院香

水墨
  
35 x 1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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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细语

水墨

34 x 34cm

  黎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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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成熟了

水墨

34 x 34cm

黎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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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如

李美如	

Lee	Bee	Loo	

leebeelo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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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如  

白梅傲霜

水彩墨 

62.5 x 6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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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如

芙蓉獨芳

水彩墨

69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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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如  

霜菊祥瑞

水彩墨

51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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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明

梁美明	

LEONG	MAY	MENG

maymengleo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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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明  

记忆中的戏班后台

彩墨

137 x 70cm 

记忆中的戏班后台
不同组合中寻统一
概念式画法靠意念
看到吗？
60年代的本土巨星
黑衣黑裤姚乙进场
准备下半场的演出
唱流行曲多半招客
通常都是人山人海
不同演梨的空椅子
对着大片空椅唱剧
心理力量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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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明

无厘头功课

彩墨
 
137 x 70cm 

虽说是无厘头的功课，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基本上还是要照顾构图的平衡

对称，还有“气”的流动。

想到什么画什么，说穿了就是受当下境况影响的情绪。

从中，还是可以抓捕到有故事的无厘头，非完全的天马行空。

当下的大环境，满纸荒唐画，看得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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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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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經平	

LIM	KEN	PENG	

limkenpeng@gmail.com

在還未写南洋印記套組時，想起子安老師有提到现在因为居住的地方，
改變了書写的尺寸和大小。也直接影響了收藏的空間。

小弟這次以一个茶人的角度去写茶敍(摘自斌奕兄之文)。
也感謝信中老師之印和攝影，让作品生色不少

願品藏者，能生歡喜之心

  林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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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經平  

僑銷丫301
九六年老樅水仙

書写茶敍

9.0 x 13 x 8.0cm

南洋印記紀念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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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水仙

書写茶敍

2.5 x 7.0 x  8.5cm

  林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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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經平  

武夷足火老樹岩水仙

書写茶敍

6.0 x 11x 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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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辉	

LIM	SOK	WEE

twiny99@yahoo.com

对水墨画执着，喜欢创作旅程。从传统基础到写意的境界，有着无数的

演进与变化，让创作人有无限的空间去提升和开发。

  林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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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辉  

树语

彩墨

64 x 11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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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辉

宁静致远立中天

彩墨 

82 x 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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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辉  

壮志展缤纷

彩墨 

62 x 9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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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浩	

LIONG	AH	KAW

	liongak9368@gmail.com

探索水墨画的水云技法，也让大众认识海洋世界温顺慈祥的海龟；

我们要爱护、保护它，好让它生生不息的与我们一起生存在这地球上，谢谢。

  梁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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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浩  

若无闲事 - 天海系列十四

水墨  

137 x 6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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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浩

人心清静 - 天海系列十五

水墨  

137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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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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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明	

LOW	HON	MENG

011-56510619

  刘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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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明  

脩竹

水墨

136 x 34cm



108         草堂门 2022会员展

  刘汉明

傲骨

水墨

136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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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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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湘

	NG	GWEK	SIAN

ninerambutan@hotmail.com

  黄月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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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湘  

山居图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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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月湘

江畔有人

水墨

45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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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湘  

房前屋后

水墨

45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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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堃	

ONG	CHIA	KOON

jiakunong@gmail.com

  王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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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堃  

竹 21

水墨設色

35 x138cm

竹 21.1

水墨設色
 
35 x1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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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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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堃  

竹 21.1

水墨設色
 
35 x138cm

竹 21

水墨設色

35 x1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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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琴		

ONG	SIEW	KHIM

os.khim51@gmail.com

  王秀琴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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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琴  

无题

水墨

26 x 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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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琴

细语

水墨

26 x 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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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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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安	

QUAKE	KAH	ANN

012	-	653	1986

  郭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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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安  

梦 

水墨

70 x 6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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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空戒		

SHI	KONG	JIE

  釋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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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空戒  

六堡老香与皮日休诗

水墨  书法

34 x 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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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空戒

山水面与吴镇诗

水墨  书法

56 x 8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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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空戒  

画山水画、论山水

水墨 书法

83 x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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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飞	

SHI	YONGFEI

shiy5321@gmail.com

  施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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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飞  

酿酒佳品

水墨

69 x 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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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振昌	

SUM	CHAN	CHEONG

sumchancheong@gmail.com

  岑振昌

画作使用兼工带写的画法，让画面看起来既有工致精确的部分，也有放纵

简括的部分，通过两者的和谐搭配，两种风格的画法相互对比、相互映

衬，使画面取得丰富而别具一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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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振昌  

绝处逢生

水墨

69 x 1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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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振昌

闲情逸意

水墨

69 x 1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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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振昌  

秋烟澹澹弄新妆

水墨  

69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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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凤	

TAN	SWEE	HONG

tansweehong26@gmail.com

  陈瑞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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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凤  

葡萄 （一）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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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凤

葡萄 （二）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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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凤  

葡萄 （三）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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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茉鹂	

TAN	MOH	LEE

tanmolly820@gmail.com

  陈茉鹂

图画創作用背景的变化引进给人无限的意象空间，空灵，古典气质，

新颖时代，用联想产生語言和画家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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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茉鹂  

鱼

水墨

122 x 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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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平		

TAN	GUAN	PHENG

016-3013909

tanguanoheng@gmail.com

  陈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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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平 

朴实无华

水墨

68 x 1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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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凤

陈秀凤	

TANG	SIEW	HONG

paramatang@gmail.com

佛陀的足迹，古印度桑奇佛教浮雕艺术中的不立佛身像，为佛教留下早期

无像时代的珍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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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凤 

佛陀之足迹 (一)

水墨

136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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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凤

佛陀之足迹 (二)

水墨

136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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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凤 

佛陀之足迹 (三)

水墨

136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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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贝山

郑貝山	

TAY	PAI	SAN

samsungj79998999@gmail.com

创作要跟时代并进，不是时尚。

时尚是潮流， 时代是代表一个时期的趋式而艺术能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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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贝山 

无象而象

混合水墨

137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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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标

戴文標	

TAI	BOON	PIOW

taiat21c@gmail.com



点染南洋风         149

戴文标

牵

水墨 

69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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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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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对联

博览广识见
寡交少是非

137 x 34cm x 2

戴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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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彩玲

谭彩玲	

THUM	CHAI	LENG

thum.chail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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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彩玲

真善美

水墨

46 x 63cm

心若无物则万物皆空，心若澄明则一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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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彩玲

境界

水墨 

31 x 109.5cm

境界是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也是自我修持能力，人生感悟。
人若能取静于山，寄情于水，虚怀若竹，清气若兰，即此生无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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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彩玲

随喜、吉祥、安康

水墨 

46 x 63cm

放下了事物的变化。帶着喜悦的心情，陶醉于大地温暖的怀抱。随喜大地无私
的奉献，感恩大地願与我们共存，给了我们太多太美好的感动······更期待大地
期许········我们永遠的吉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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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艾琳

叶艾琳

YAP	AI	LING	

ireneyap555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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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艾琳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水墨  玉扣旧纸  立轴

61 x 28cm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水墨  玉扣旧纸  立轴

61 x 28cm



158         草堂门 2022会员展

 叶艾琳

月亮代表我的心

水墨   生宣  立轴

105 x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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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艾琳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人若精彩 天自安排

水墨  金色罗纹宣  立轴

105 x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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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玉妹

余玉妺	

YEE	YOOK	MOOI

yeeyookmooi@gmail.com

深深体会绘画艺术是伴随着时间和岁月的历练，不断探索和改变思路，

才能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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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妹 

独徘徊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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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玉妹

幽静林间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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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妹 

寻真趣

水墨

68 x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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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竹音

杨竹音	

YON	CHUK	YIM

cyyon977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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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竹音 

更上一层楼

水墨

69 x 1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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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竹音

收藏品

水墨

57 x 5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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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竹音 

十里荷香

水墨画

56 x 1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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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淑芳

源淑芳	

YOON	SOOK	FONG

sfyoon71@gmail.com

“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二者是同根而生的。诗中有画，
    融画入诗。诗情画意！

"Painting is silent poetry, and poetry is painting that speaks.",
these two are born of the same root.
Art and poetry are inherently inter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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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淑芳 

满庭芳

混合水墨

30.5 x 1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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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淑芳

思古观今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混合水墨

30.5 x 1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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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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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安

温子安		

WOON	ZHE	AN

an_093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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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安 

中堂  行草書

書法

譯文  眼入毫端寫竹真
           枝掀葉舉是精神
           因知幻物出無象
           問取人間老斲輪

款識  黃庭堅《題子瞻墨竹詩》
          壬寅子安書于無痕。

鈐印  子安私璽  無痕館印
          一半煙火以謀生
          一半詩意以謀愛

138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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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安

條幅-篆書

書法

譯文    莫輕於小善  謂我不招報
            須知滴水落  亦可滿水瓶
            智者完其善  少許少許積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行
           自調淨其意  是則諸佛教

款識   子安篆

鈐印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子安

99 x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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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安 

一半煙火以謀生  一半詩意以謀愛 

邊款    張愛玲曾說：哪有現世安穩  
            不過謀生亦謀愛
            我們身寄這娑婆世界  
            努力的活著  忍受現實的苦難然若
            心中有詩意  生活的煙火皆溢歡喜
            煙火謀生  詩意謀愛
            一半一半

印材   壽山月尾紫紅

1.9 x 4.8 x 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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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安

筆掃辰星逐夢華

邊款  筆掃辰星逐夢華
          歲月神偷  不覺將至而立之年  往事如夢
          人常道  而立之年青春正茂
          正是高飛時  我卻想望舒行緩
          更恨無長繩可繫日
          三十後  自飲二盞忘憂君一敬朝陽一敬月
          願你我不負韶華  勇於逆風
          也有筆掃辰星逐夢華的勇氣
          壬寅子安于無痕

印材  老撾蝦青凍

2.1 x 2.6 x 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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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安 

朝雲散輕絲  碧落現扶光  手捧不夜侯  靜待花信風

邊款   朝雲散輕絲  碧落現扶光
           手捧不夜侯  靜待花信風
           古時萬物美稱甚雅  細雨曰輕絲  碧落為天
           扶光為日  茶乃不夜侯 
           應花期而吹之風為花信風
           壬寅賭爾焉月溫子安刻元朱文於
           馬來西亞無痕館南窗燈下
           窗外唧唧蟲鳴星河燦爛•☺•

印材  老撾高山

4.0 x 4.0  x 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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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安

農

邊款   農者  耕也
           甲骨文作持辰于草木間
           壬寅子安于無痕

印材  老撾素章

1.1 x 1.5 x 4.0cm

遊  目

邊款  遊目
         壬寅子安

印材  壽山鲎箕满丝冻

2.0  x 2.1 x 4.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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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安 

向陽生  逐光長

邊款   向陽生  逐光長
           壬寅子安

印材  老撾水洞朱砂

1.7 x 1.9 x 4.0cm

海闊天空

邊款  海闊天空
          壬寅子安製

印材  老撾芙蓉

1.2 x 1.9 x 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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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安

守靜心清

邊款  養志心定，守靜心清。子安刻。

印材  老撾蝦青凍

1.5 x 2.0 x 9.4cm

則其善者而從之

邊款  則其善者而從之
         壬寅子安製

印材  老撾北部田黃

2.8 x 2.8 x 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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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安 

祇應釀蜜不留花

邊款   清人王文治曾以詩論米芾云：
           天姿凌轢未須誇  集古終能自立家
           一掃二王非妄語  祇應釀蜜不留花
           此詩褒揚米芾學書才能及方法
           詩末一句“釀蜜不留花”更為學書警句 
           此印為無痕館書論導讀而製  謹以自勉
           壬寅  子安刻

印材  老撾北部田黃

3.2 x 2.3 x 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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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建

温子建	

WOON	ZHE	KIAN

kian0930@hotmail.com



点染南洋风         183

温子建 

杜甫《飲中八仙歌》

條幅  行書

釋文  知章騎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鬥酒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

款識  杜工部飲中八仙歌壬寅溫子建書

鈐印  溫子建印

138 x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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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建

朝  徹

邊款  朝徹  吾獨守而告之
          叄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
          七日而後能外物
          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
          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  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
          壬寅溫子建製

印材  老撾石芙蓉體

1.55 x 1.55 x 4.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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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建 

神遇而不以目視

邊款   神遇而不以目視
          壬寅小暑無痕館溫子建製

印材  老撾石芙蓉體

1.83 x 1.83 x 2.78cm

相忘於江湖

邊款  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
          相呴以濕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
          莊子《大宗師》溫子建製

印材  老撾石水洞體

2.4 x 2.4 x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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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建

齊  物

邊款   齊萬物  齊是非  齊生死 
           齊物我  齊人我 
          壬寅溫子建於無痕館

印材  老撾石

1.51 x 1.16 x 7.42cm

逍  遙

邊款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壬寅溫子建製

印材  老撾石

1.4 x 1.14 x 6.8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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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建 

乘物以遊心

邊款  超然世外  欲乘物以遊心
          逍遙馳騁  必先了悟宇宙之真諦
          才能至上善若水  利萬物而不爭
          下百川  因容而深邃之境界
          壬寅溫子建刊

印材  老撾石北部黃

1.5 x 1.7 x 3.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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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芳俊

符芳俊	

FOO	FUNG	CHUN

jaredffj@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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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芳俊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書法

文殊師利又譯作曼殊室利，意譯為妙德、妙吉祥、妙
樂、法王子，乃智慧化身，乘威猛青獅、持寶劍表智慧
無礙能斷金剛，或執如意以表吉祥莊嚴，故又稱大智
文殊師利菩薩。其行廣大，其願無邊，出生一切菩薩
功德，無有休息。常為無量諸佛之母，常為無量諸佛之
師，教化成就一切眾生，名稱普聞十方世界。

《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有云，佛滅度後一切眾生，
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
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
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

《大寶積經》中云，菩薩自往昔那由他阿僧祇劫以來，
發十八種大願，嚴淨佛國，當來成佛，號為普現如來，
其佛土在南方，號離塵垢心世界、無垢世界。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款識   歲在壬寅早秋之月
           佛弟子符芳俊沐手恭繪文殊菩薩聖像並記

鈐印   芳俊私印  “圓滿”

31 x 38.5cm

工筆畫

款識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壬寅秋芳俊恭繪

鈐印  符（花押）  芳俊私

92.5 x 3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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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芳俊

澂   懷 

邊款   澄懷以觀自然之道
           芳俊治於無痕

印材  老撾結晶凍

2.0 x 2.0 x 7.3cm

遠   塵

邊款     《維摩經 · 佛國品》
            云：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壬寅無痕芳俊製

印材  壽山芙蓉石 · 如意鈕

2.0 x 1.0 x 4.4cm



点染南洋风         191

符芳俊

琴罷倚松玩鶴

邊款    琴罷倚松玩鶴
           壬寅芳俊治石

印材   老撾結晶凍

3.6 x 1.1 x 4.3cm

長   樂

邊款  長樂
          壬寅年芳俊於無痕館

印材  老撾結晶凍· 如意鈕

2.4 x 1.1 x 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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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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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忝宋 博士

墨  缘

边款  墨缘        

5.5 x 5.0 x 3.0cm

正气也

8.0 x 5.0 x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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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忝宋 博士

法华经

边款  忝宋记  

印材   陶印

6.5 x 4.0 x 3.0cm

出污泥不染

边款  忝宋

印材  陶印

6.0 x 5.0 x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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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财

好  夢

邊款  好夢留人睡  
         古來張財

印材 老撾結晶北部黃

2.0 x 2.0 x 2.8cm

微  醺

邊款  微醺
         壬寅 古來張財 

印材  老撾石 

2.0 x 2.9 x 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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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财

詩酒年華

邊款  且將新火試新茶
           詩酒趁年華 
          壬寅穀雨 古來張財
 
印材  老撾石 

1.7 x 3.2 x 3.0cm

澄  心

邊款  澄心
          庚子九月 
          古來人張財

印材  舊壽山高山石 

2.3 x 1.0 x 5.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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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财

雨  後

邊款  雨後
          庚子清明 張財

印材  南山石 

2.9 x 1.3 x 3.1cm

快然自足

邊款  快然自足
         壬寅三月 
         古來人張財

印材  壽山芙蓉石 

2.4 x 2.4 x 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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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财

坐看雲起時

邊款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己亥四月 古來張財

印材  玻璃青田石 

3.0 x 3.0 x 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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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财

二耳之聽

邊款  二耳之聽
         庚子大暑 古來人張財
    一耳之聽不若二耳之聽也
        先意臨缶翁印
       復以己風再刊
       有小得足以療心 
       又記之

印材  青田品種石

3.0 x 3.0 x 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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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财

上下求索

邊款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句  
         壬寅端午古來張財

印材  老撾烏黑石 

1.9 x 3.3 x 4.6cm

其修遠兮

邊款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壬寅午日 古來張財

印材  老撾烏黑石

1.4 x 3.3 x 4.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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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标

虎虎生风

2.0 x 2.0cm

丰   豆

2.0 x 2.0cm

壶中日月长

2.0 x 2.0cm

抱影守庐

3.0 x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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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标

与世殊伦

3.0 x 3.0cm

惠风和畅

3.0 x 3.0cm

一草亭

2.5 x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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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标

吃茶去

2.5 x 2.5cm

鹤   寿

3.5 x 3.5cm

食   茶

2.5 x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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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寿 

福

边款  福   佳安

禄

边款  禄   佳安

寿 

边款  寿    佳安

5.0 x 2.0 x 4.0cm x 3

 郭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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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余

边款  为人处事之道不尽绝  
          处处留余方乃中庸之道
          兴隆

印材  南山石

4.0 x 4.3 x 5.5cm

 曾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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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兴隆

无一物

边款  无一物  兴隆刻

印材  南山石 

5.0 x 5.6 x 6.0cm

至小无内

边款  兴隆刻

印材  南山石

1.8 x 1.8 x 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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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陳信中	

TAN	SHIN	TIONG

012-601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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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中

无中生有

边款  凭空创造
          信中

印材  麻将

1.7 x 2.5 x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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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图案章

边款  中

印材  西洋棋(牛骨) 

0.8 x 2.5 x 4.0cm

延年益寿

边款  长生不老
          信中

印材  牛角

2.2 x 2.2 x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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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六六大顺

边款  顺心顺意顺真情
          顺风顺雨顺天性
          信中

印材  牌九

0.8 x 2.5 x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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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图案章

边款  信中

印材  檀香木

2.0 x 2.5 x 5.0cm

蝉

边款  无心到处禅
          信中

印材  封门青

1.3 x 2.5 x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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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中

知  了

边款  智者智慧
          了者觉悟
          信中刻

印材  檀木

1.5 x 1.5 x 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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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空

边款  诸法空相
          信中

印材  橄榄核

1.5 x 1.5 x 2.0cm

佛像章

边款  悟  
          信中

印材  缅茄菩提子

1.4 x 1.8 x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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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信中

佛像章

边款  信中刻

印材  陶印

3.5 x 4.0 x 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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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染南洋风」「点染南洋风」
              草堂门会员展 2022

开幕日期 

28.09（三）8pm

展览日期
28.09 - 02.10.22

11am - 6pm

主办单位
草堂门金石书画会

协办单位
东方人文艺术馆

吉隆坡东方人文艺术馆

Oriental Art & Cultural Center

10 & 12, 3rd floor, Jalan 1/137C, 

Batu 5, Jalan Klang Lama, 

58000 Kuala Lumpur

草堂门网站：https://caotangm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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