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冠中（1919—2010），江蘇宜興人，當代著名

畫家、美術教育家。1936 年進入國立杭州藝術專科

學校，師從林風眠，1942 年畢業，曾任教於國立重

慶大學建築系；1947 年到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留

學；1950 年秋回國，先後任教於中央美術學院、清

華大學、北京藝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 吳冠中《長江三峽》（1977年作品）

 ■ 吳冠中《雙燕》（1981年作品）



朱德群（1920—2014），出生於安徽蕭縣白土鎮（時屬

江蘇）一個醫生世家，1935 年初入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

校，師從林風眠學習西畫，1941 年畢業。1945 年任教南

京中央大學建築系。1949 年任教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

1951 至 1955 年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1955 年定居巴黎，

從事繪畫創作。1980 年入籍法國。1997 年當選法蘭西學

院藝術院終身院士，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畫家。



 ■ 朱德群《盧森堡公園》（1955年作品）

 ■ 朱德群《源》（1965年作品）



趙無極（1920—2013），華裔法

國畫家。生於中國北京。童年在江蘇

南通讀書。1935 年進入國立杭州藝

術專科學校，師從林風眠。1948 年

赴法國留學，並定居法國。繪畫創作

成就斐然，被稱為「西方現代抒情抽

象派的代表」。為法蘭西畫廊終身畫

家、巴黎國立裝飾藝術高等學校教

授，獲法國騎士勳章。2002 年，繼

朱德群之後成為第二位當選法蘭西學

院藝術院終身院士的華人畫家。



 ■ 趙無極《向屈原致敬─ 05.05.55》（1955年作品）

 ■ 趙無極《23.05.61》（1961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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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這是近一百年來世界藝術史上

由三位師出同門的華人畫家用一生的藝術實踐創造的一個傳奇。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同樣出自杭州藝專校長、中國現代

藝術之父—林風眠門下的三位青年畫家吳冠中、朱德群、趙

無極，懷揣著藝術夢想，先後遠渡重洋來到巴黎，學習西洋繪

畫藝術，被稱為「留法三劍客」。後來吳冠中於 1950年回到中

國，趙無極和朱德群則留在了法國。從此，三人在中國和法國

平行發展，互相扶持，互為參照，在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的

進展。60多年後，他們終於在「藝術的山頂」再次聚首—分

別從東西兩側向上攀登，一路將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各自探

索出一條中西融合之路，成為當代世界美術史上聲名赫赫的三

位大家。

吳冠中回國後屢遭波折，人們一直很關心他是不是後悔當

初的選擇？吳冠中晚年在回答一位後輩直言不諱的提問時真誠

地說：「我不後悔，那些苦難是時代造就的苦難，是難得的苦

難，而藝術就是在苦難中產生、昇華。我真的不後悔。」不同

於吳冠中「苦行僧」式的修道，朱德群更像一位所向披靡的「武

士」，而趙無極則文如其名，祖父篤信道教為他取名「無極」，

對他一生影響甚大。

三人境遇雖然迥異，也都曾遭遇創作的瓶頸，但他們心中

對藝術的執著和獻身精神始終沒有絲毫動搖，終其一生都過著

非常簡單而淳樸的生活—繪畫，出新；再畫，再創新，周而

復始，樂此不疲。他們的友誼也始終沒有中斷。後來吳冠中幾

次去巴黎，三人都要見面小聚，朱德群更是每次都全程陪同。

朱德群、趙無極回國辦個展，吳冠中也是忙前忙後。2010年 3

月，「旅法畫家朱德群回顧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年逾九

旬、身體已相當羸弱的吳冠中被人攙扶著看了展覽，那是他最

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預感到自己已來日無多的他說：「我要

跟老友朱德群的作品告別。」他還為老友展覽帶來賀詞一首：「苦

耕耘，九十春秋。心，沉於藝海；光，照耀寰宇。」話由心生，

這何嘗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和概括呢。3個月之後，91歲的

吳冠中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其波瀾起伏的丹青之旅也

畫上了句號。

「一個人在青春期企望的，老年便得到豐收。」這是一則古

老的歐洲格言。吳冠中、朱德群、趙無極三位藝術大家，用他

們一生對藝術的孜孜以求，印證了這句格言。如今他們三人的

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作品在世界範圍內巡迴展出。

在香港、北京的藝術品拍賣會上，他們作品的拍賣價格也頻頻

創出天價。而在這些榮耀的背後，他們始終在鍥而不捨地探索

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路徑。吳冠中曾說，他總是想像在他的作品

前站著兩個觀眾：一個是西方的大師，一個是普通的中國人。

他希望創作出既能得到大師首肯、又能得到國人認同的作品。

這一點他做到了。朱德群、趙無極雖然身在法國，但始終沒有

丟掉中國繪畫的精髓，也從未停止從祖國深厚的文化根基中汲

取養分並創造性地融匯到自己的創作中，所以，他們創作的油



IV  序 二十載搜尋每一塊拼圖   還原藝術史上一段佳話  V

畫作品雖然是抽象的，西方觀眾和藝術評論家還是從中看到了

東方意蘊。他們三人的作品讓世人見證了：中西融合，這是一

幅何等美妙而絢麗的畫卷！

（二）

要說我甚麼時候開始想寫「留法三劍客」的故事，還得從

1994年我第一次採訪吳冠中說起。

1994年 7月的一天，我採訪了剛剛從巴黎舉辦個人新作展

歸來的吳冠中。那一年，他 75歲，看上去精神矍鑠，穿了一件

月白色的綢衫，一雙鬆緊口的黑布鞋，恬淡舒適，不經意間勾

勒出他的淡泊人生。1919年出生的吳冠中，上世紀四十年代留

 ■ （由左至右）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合影

 ■ 採訪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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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巴黎，1950年回國後，一路坎坎坷坷，八十年代再訪巴黎，

「彷彿又回故鄉」。1993年 11月他三訪巴黎，帶去了個人新作

展。他回國後，我採寫了《吳冠中三度巴黎行》的新聞稿，對

海外播發後，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等多家海外報紙全文

刊登。從此開始了與這位藝術大師的交往。但是真正想寫「留

法三劍客」的故事，是 1997年他的老同學朱德群回國辦展。

1997 年 5 月，吳冠中的好友、旅法畫家朱德群要回國辦

個人畫展。對於這位把他引進藝術之門的摯友，吳冠中非常熱

誠，並不辭辛苦地張羅著。那次畫展是朱德群五十年來第一次

在國內舉辦個人畫展，所以相當隆重，展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

的作品。吳冠中把畫展的消息告訴我，我在畫展開展之前分別

採訪了吳冠中和朱德群。那是我第二次到吳冠中先生家，並且

走進了他的畫室，當年為他拍的照片也用在了本書中。

5月 26日那天，美術館裡人頭攢動，前來觀看朱德群畫展

的嘉賓和觀眾達 800多人。我在開幕式之前在貴賓休息室裡第

一次見到了朱德群先生和他的夫人董景昭。朱先生身材高大，

西裝革履，看上去有些威嚴，其實卻為人誠懇、謙遜有加。景

昭女士則端莊知性，很有親和力。採訪就在那裡進行，直到開

幕式正式開始。朱德群的藍色系巨幅重彩意象山水畫，給我的

印象極其深刻。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激情，猶如火山噴發之

初時被巨大的神秘力量壓抑之下，隱隱露出絢麗的曙光。應該

說，朱德群是一位靈魂畫家，他在靈魂裡的探索時常透露出一

種隱隱的鄉愁，這份東方式的鄉愁令人心生感動。他的畫作中

洋溢著豐沛的熱情和生命力，因而能產生巨大的氣場。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有了想寫「留法三劍客」的想法，這

是距今整整 20年之前了。

第一次看到趙無極的畫是 1999 年，他回國辦 60 年回顧

展，在中國美術館，都是超大幅的油畫。首先感到的是他壓人

的氣勢，畫面洋溢的澎湃激情，讓人內心感到強烈的震撼。雖

然是抽象的作品，但能讓人感受到畫家已深入到大自然的隱秘

處，探索到美的真諦。「不複製自然而再現自然」，這是他的創

作理念，在經過多次自我否定的痛苦歷程之後，他找到自己獨

特的表達方式。他一生致力於傾吐「心中的繪畫」，認為畫家要

用畫來說話，堅持「畫家說得越少越好」，好的作品必須要與觀

眾進行心靈溝通，由世人評說。正如法蘭西學院首位華裔院士

程抱一所說：「他開始了激動人心的長期探索，並吸取了西方藝

術的偉大之處。與此同時，他也發現了東方文化的精彩。」

三位現代畫壇巨匠的超凡藝術造詣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 ■ 作者與朱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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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我開始收集各種有關「留

法三劍客」的材料、書籍，並先後到北京、杭州、上海、香

港、巴黎實地尋訪，收穫頗豐。2012年 12月，我完成了三萬字

的《「留法三劍客」演繹畫壇傳奇》，刊登於文學期刊《鍾山》

2013年第三期上。同年 7月，《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了這篇紀實

文學，產生很大反響。

2014年 12月，我被派駐到位於香港的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我發現海外對他們三位的關注度非常高。2016年夏天，香港的

「橙新聞」網站分 8期連載了《「留法三劍客」演繹畫壇傳奇》，

在當地產生一定反響，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翠玲女

士和總編輯呂愛軍也正是看到了這次連載才聯繫到我的。他們

因為剛出了一本《永無坦途—吳冠中自述》反響很不錯，所

以對出版這本書也非常有興趣，我們一拍即合。香港文化藝術

市場國際化程度高，讓我的視野更加開闊，也為我的寫作提供

了更豐富的資料。2017年初的巴黎之行，我專程拜謁了朱德群

夫人董景昭女士、趙無極基金會，得到他們的大力相助，令我

如獲至寶，這部分內容我在《尋夢巴黎（代後記）》中有詳細

介紹。

當一切已成往事，回首吳冠中、朱德群、趙無極這三位以

「留法三劍客」並稱的大師級人物的一生時，我終於理解了「真

正的畫家是活在後世的」這句話的真意，正如他們的老師吳大

羽所說的：「我不會完全死去。」

謹以此書，向三位大師致敬！

閔捷

2017年 4月 21日

 ■ 1999年採訪趙無極回顧展



壹○ 江蘇：家世迥異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華嚴經》

1919年無疑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1918年剛剛結束的第一

次世界大戰，留下百廢待興卻孕育著升級的世界新格局。1919

年的「五四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高舉「民主」和

「科學」的大旗才能融入現代文明，「德先生」「賽先生」能夠

驅除政治、道德、學術乃至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於是，中國在

「五四」之後經歷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新文化運動全面展開，整

個社會逐漸將西方文化視為改造傳統文化的良方。在歷史和文

化的新舊交替中，現代美術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自稱「五四之子」的吳冠中，出生於 1919年，朱德群和趙

無極出生於 1920年，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他們三人義

無反顧地選擇了堅守一生的藝術家之路。

水鄉黎明

1931年，江南水鄉宜興，少年吳冠中乘一條小船去無錫上

初中。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出遠門，在鄉間小學任校長的父

親一路送他去無錫上學。父子倆默默無語，清晨的河面上升騰

著一團水汽，河水在晨曦中泛著波光。

上世紀 30年代的中國，正是風起雲湧的大變革時代。1919

年的「五四運動」將新文化運動的火種在全國迅速散播開去，

自然也影響到江南水鄉的宜興。吳冠中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

被薰陶，他在學校裡已經讀到魯迅的作品，少年的他有一顆敏

感而熱情的心，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渴望。

吳冠中是家中長子，很受母親寵愛和重視，下面還有 5個

弟妹。他個性倔強，兩道濃密的粗眉裡永遠鎖著一副不服輸的

神情。父親吳爌北是個循規蹈矩的鄉村教師，生活的重壓使

他一心想讓兒子將來有個衣食無憂的職業，不必一生辛苦卻

總是捉襟見肘。所以即使自己節衣縮食，也要把長子送到城裡

讀書，將來能謀個好的前途。父親的辛勞、母親的操持，吳冠

中都看在眼裡，默默地想用自己的肩膀替他們分擔一點生活的

壓力。

小船在河面上緩慢地前行，微風吹來，父親想起給兒子帶

的行李裡被子還沒有縫好，就摸索著掏出帶在身上的針線盒，

取出被子縫補起來。由於母親身體不好，連續的生產損害了她

的健康，中年的她虛弱到已經撐不起全部的家務，所以體貼的

父親也親自做些縫縫補補的活計。

姑父撐著小船一搖一擺地在晨光中前行，吳冠中坐在船艙

裡，望著遠處岸上漸漸遠去的白牆黑瓦，水牛水車。故鄉的記

憶，深深地鐫刻在他敏感的心緒中。這時，他望見了坐在船艙

中專心縫補被子的父親弓著身子的背影，他拉線的姿勢，突然

讓他覺得很心酸。他忍住眼淚，把眼睛望向別處。

一定不能讓父親失望，他暗下決心，到了學校一定努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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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年吳冠中

取名列前茅，拿到獎學金，幫父親分憂。吳冠中是個非常勤奮

的好學生，經常考第一名的他，從來不用父親操心。但他內心

裡壓抑著的激情，卻是父親沒有察覺的。他沒有想到有一天兒

子會毅然放棄這得來不易的大好前程，不顧一切地奔向藝術的

懷抱。

晾畫

徐州蕭縣白土鎮。每年梅雨過後的夏天，當地中醫名家朱

禹成家的院子裡都會像擺龍門陣一樣，朱老先生會把自己的藏

畫一箱一箱搬到院子裡，少年朱德群幫著父親把收藏的字畫一

排一排掛在繩子上，通風，晾曬。仇英、八大山人、石濤，這

些古代名家的真跡，此時距離朱德群是如此之近，他彷彿能從

那些精心描繪的山水中，穿越回那些久遠的年代。

朱家在當地是名門望族，祖父朱漢山和父親朱禹成是兩代

名醫，又都酷愛書畫，加上家道殷實，結交了不少當地的文化

鄉紳，也收藏了不少名畫。父親對這些字畫視如珍寶，格外小

心。朱德群是家中幼子，從小跟著兩位哥哥在家裡唸私塾、練

書法，到上小學時已經生得高大帥氣，是學校裡的籃球主力，

他曾萌生上體育專科學校的想法，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自

幼喜愛書法、繪畫的他，於是轉而想學藝術，這下稱了父親的

心意，他認為搞藝術是一輩子的事業，而且隨著年齡和學識的

增長，還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於是朱禹成全力支持兒子去

考杭州藝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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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明信片

出身銀行世家的趙無極，童年是在江蘇南通度過的。少年

時代，他的一位叔叔從巴黎帶回很多明信片，其中有一張是米

勒的《晚禱》。正是這張小小的明信片，把趙無極引上了藝術

之路。

趙無極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家，早年在北京工作，趙無極 1920 

年出生在北京，是家中長子。趙家是宋朝皇族後裔，家世顯

赫。後因父親調任上海工作，舉家南遷到南通。那時趙無極還

不到一歲。趙無極的祖父是一位秀才，仙風道骨，並且喜歡收

藏字畫，趙無極 5歲開蒙就開始跟著祖父學書法，並背誦唐宋

詩詞。幼年時期趙無極就已顯露出對繪畫的興趣，並常常得到

大人們的誇獎，他的繪畫天賦也因得到肯定而令他引以為傲。

後來他的一位叔叔留學法國，常常從巴黎帶回一些印有名畫的

明信片，特別是一張米勒的《晚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畫面上一對法國農民夫婦站在灑滿落日餘暉的田野裡，在遠處

教堂傳來的晚鐘聲中虔誠地禱告。女人低著頭雙手合十放在胸

前，男人摘下帽子，腳下是一筐剛挖出來的馬鈴薯和一隻耙

子，掀翻過的土地彷彿還散發著泥土的氣息。這幅充滿牧歌般

詩情畫意的歐洲寫實油畫，讓幼小的趙無極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和歐洲的藝術，從此心中充滿嚮往。

 ■ 米勒《晚禱》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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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杭州（一）：同學少年

從個人意志活動的趨向上，我們找到個性；從種

族的意志力和趨向上，我們找到民族性；從全人

類意志活動的趨向上，我們找到了時代性。

— 林風眠《甚麼是我們的坦途》（1934）

改變命運的遇見

1936 年夏天，杭州南星橋附近的一座軍營裡，幾百名十 

五、六歲的學生正在這裡進行為期 3個月的軍訓，他們分別來

自浙江大學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和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預科。

操場上，個子矮小、但一臉倔強的吳冠中排在隊尾。身

材高大、但淳樸寬厚的朱德群站在排頭。他們一個來自江蘇宜

興的水鄉，一個來自江蘇徐州的古鎮，一個學工科，一個讀藝

術，雖然排頭和隊尾是距離最遠的，但每當首尾相接的時候，

他們又是最近的。兩位年輕人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同，但有一

點卻非常一致，那就是內在的激情非常充沛，所以他們一見如

故，每當排到一起的時候就有說不完的話。一來二去，兩位年

輕人就混熟了。機緣巧合，注定他們這個夏天在這裡相逢，也

冥冥中注定了吳冠中命運的改變。

軍訓之後，緊接著就是暑假了，家境貧寒的吳冠中這個暑

假沒有回家，同樣留在學校的朱德群就邀請這位新朋友到杭州

藝專住上幾天參觀遊玩。於是，吳冠中第一次踏進了西子湖畔

杭州藝專的大門。

杭州藝專是 1928年在蔡元培倡導下創立的，他還親自推薦

剛從法國學成歸來的林風眠擔任校長。與推崇西方學院派繪畫

的北平藝專不同，杭州藝專獨樹一幟地推行西方當代繪畫，即

從印象派開始之後的西方繪畫，強調從西方現代畫派中汲取營

養，當時在這裡任教的吳大羽、劉開渠、潘天壽等都是名副其

實的名師，他們課上課下給學生帶來很多時代氣息很濃的藝術

觀點，鼓勵學生用自己的眼睛觀察，注重個人感受，如此開放

的教學氛圍在當時的中國領風氣之先。

綠樹掩映的杭州藝專校園裡，擺放著一些現代感很強的雕

塑作品，櫥窗裡展示著西方繪畫大師的經典畫作，同時也展有

受過西方藝術薰陶的教師和學生的作品。

「我見到了前所未見的圖畫和雕塑，強烈遭到異樣世界的衝

擊，也許就像嬰兒睜眼初見的光景。」多年後吳冠中在他的自

傳《我負丹青》中這樣寫道。「我開始面對美，美有如此魅力，

她輕易就擊中了一顆年輕的心，她捕獲許多童貞的俘虜，心甘

情願為她奴役的俘虜。十七歲的我拜倒在她的腳下，一頭撲向

這神異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記自己是一個農家窮孩子，為了日

後謀生好不容易考進了浙大高工的電機科。」吳冠中當即決定

棄工從藝，投考杭州藝專。他說：「朱德群影響了我的終生。」

二人因此結成了終生的「生死之交」。

吳冠中的決定遭到了父親的激烈反對，他覺得畫畫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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