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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网页：http://www.leekianseng.com/shok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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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子 Shoko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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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东禅寺佛光缘美术馆 
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至 2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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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舞马》是马来西亚视觉艺术家李正子（Shoko LEE）《龙马系列》的“马 ”部分。她小时农家

养马，了解马。 长期吸取中华文化涵养加上坚实的当代画论基础，她成功独创了新的绘画风

格。 
 
在《舞马》画布上，她以刚柔并蓄的运动力，揉合灿烂缤纷的彩色擒拿激荡瞬间，劲力旋律合

营，旺盛朝气弥漫。气势雄浑驰骋的马儿，使人直觉生命的活力潇洒。 
 
商业美术与室内设计专科出身的李正子（舊名小林正子）1972 年阔别日本福岛。与著名艺术家

李健省（LEE Kian Seng）结婚在大马开始新生，同时申请国籍等了 28 年于 2001 年 7 月 23 日获

得马来西亚公民权。1977 年至今 37 年不曾访问日本也没用过日本护照。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刺

激了新思维也像甘露润滋了她的心灵。 
 
创作媒介包括油画，水彩，竹笔画，版画，绘本等等。她倾注一生心血从事艺术创作，对儿童

造型艺术教育与创意心智也颇有研究。 
 
1970 年代，李正子陆续创作五本以上的绘本包栝科幻《Sunny Boy》系列。风靡一时的《Sunny 
Boy》1981 年于德国的世界书籍展展出（Frankfurt book Fair, Germany 1981），获得国际佳评。

可惜之后的出版计划莫名离奇被冻结 10 年以上，当时的环境断绝了她继续出版的自由与生活依

靠。赤子之心无畏强权地穿越沧桑继续开拓《我的日记》系列去补足这个遗憾。 
 
在 1980 年代开始的《我的日记》系列 (My Diary Series 1980～) 里，李正子以彩笔像日记般描绘

了她生命的各个阶段，开拓了她独特的艺术世界。 

 

之间也生产了《龙马系列 》(Soul-Dragon Horse series，1989～2006),《舞线》系列（1996～
1998），西历 12 星座系列（1985～ 1988）１2 生肖系列(1989～1993)等等。 
 
1993 年开始《写生》系列，至目前也涵盖她近期新加坡，纽约，柬埔寨，印度/尼泊尔朝圣之旅

等等。2008 年朝圣路上，她一路念经祈福，一路坐禅写生。 
 
2000 年龙年马来西亚国家画廊曾邀请她展出《龙马系列》的《龙》部分作品，体现她的艺术修

行成功跨越了文化差异。在《舞龙》里，李正子交融了中华文化的心灵，表达了中华民族特殊

的审美观，创造性和情感维系。 
 
自写生所开展的《舞线》系列，李正子以自制的竹笔勾画大自然的朴素优雅；酣畅淋漓的“线
条”升华了艰辛修炼。《舞线》于 2012 年在槟城州美术馆个展，获得空前佳评。 
 
李正子是马来西亚艺坛的一朵奇葩，像一粒种子正如歌德所说：“撒布在泥土里时，它决不怀疑

它能否发芽；它不忧虑怎样穿出泥土，不埋怨罩在它上面的石块；它只用坚毅不屈的精神，慢

慢地从泥土钻出来，然后生叶、开花、结实。” 
 
40 多年在华人生活方式和不断创作里， 

李正子活出了中华文化的自信。  （李健省 20140311） 

 注释：  “"The root of Japanese culture is in China. Being married to a Malaysian Chinese brings me 
closer to Chinese culture." Said Shoko in an interview “Shoko's Dragons - A continuous evolution” 
with The Star Malaysia,Section 2 on the 3rd February,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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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马系列》编号 0101/ 创作年：1998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808 /创作年：2003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803 / 创作年：2000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801/ 创作年：2003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101/ 创作年：2003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105/ 创作年：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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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马系列》编号 0101 / 创作年：2004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809 / 创作年：2003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103 / 创作年：2004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108/ 创作年：2004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305/ 创作年：2003 年 

 
《龙马系列》编号 0805 / 创作年：2003 年 

 



5/10_shoko_Brochure20140222 

 

 

 

 



6/10_shoko_Brochure20140222 

 

 

 

 

             

          



7/10_shoko_Brochure20140222 

 

 

 

 



8/10_shoko_Brochure20140222 

 

普门 167 期 艺术风华  
 
李正子的艺术日记 
 
◎ 吴小保/文 
◎ 李健省/图片提供 
 
引言：「我的日记」是李正子重要的创作系列，于 80 年代开始创作。这个系列描绘了她在马来西

亚生新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自己生命中的各个阶段。 
 
每一幅画，都是李正子的生活日记，而这生活日记的现场，绝大部分都是在马来西亚。 
 
李正子是商业美术与室内设计专科出身，来自日本福岛，一个因为发生核泄漏而举世瞩目的地

方。 
 
1972 年，李正子决定告别出生地日本，与大马著名艺术家李健省共结连理，并飘洋过海来到马

来西亚。在这个陌生的赤道国家，她毅然决定放下过去的记忆包袱，在这里展开全新的生活。

从 1977 年至今，将近 40年，李正子都不曾回国日本，可看出李正子对于当初自己的选择的坚毅

与决心，轻易不让故乡成为她新生的包袱，充分展现了她对个人自主、选择自由的意志力。 
 
移居马来西亚之后，李正子申请国籍等了 28 年，才获得大马公民权。在马来西亚的岁月，从一

个外籍人士到归化为本地人，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艺术创作上，这包括了油画、水彩、竹笔

画、版画、创意儿童绘本等等。 

 
活得像机械人 
 
李正子在 1996 年《我的日记》画册中，有这么一番话值得让人省思：「马来西亚是个家，是一个

释放我灵魂与心灵的家。虽然我生于日本，但我的事业起始于马来西亚。所有我的作品，都是

在此『出生』与『成长』的。」换言之，李正子认同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她是不折不扣的大马

艺术家。 
 
在早年的一篇访谈中，李正子表示，在日本的生活，一切井然有序、制度化、系统化，但却也

让她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个机械人，并扼杀了她的创意。 
 
1972 年她与李健省结婚，并移居马来西亚，此后她从「机械人」蜕变成为了真正的人。马来西

亚蔚蓝清澈的天空、绿意盎然的大自然环境、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她的生命力，激发

了她的创意与灵感，让她进一步蜕变成为了一位艺术家。 
 
初来乍到时，李正子由于语言的隔阂，无法到外工作，留在家里专心创作。在马来西亚 40 多年来

创作了许多精彩的作品。她首先在 70 年代出版了《太阳的孩子》（Sunny Boy）英语创意儿童绘本

当时销量高达 2万册，过后更是在德国参加世界儿童书籍展览时，得到极高的评价。 
 



9/10_shoko_Brochure20140222 

 

过后，她开始了「我的日记」（1980 至今）、「写生」（1993 年至今）、「「舞 线」（1996-1998）、「龙

马」（1989-2006）、「十二生肖」（1989-1993）西历 12 星座系列（1985-1988）等系列，都在画坛

上得到好评。 
 
「我的日记」是李正子重要的创作系列，于 80 年代开始创作。「这个系列记载了我在马来西亚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题材包罗万有，其中包括辣椒、蜻蜓、花篮、汽车等等。所有创作，都是在

平凡的现实生活中获得灵感。」 
 
例如，大女儿对辣椒、蜻蜓的好奇，促使了她对相关题材的兴趣，而把它绘进作品中。当女儿

在学校接触了电脑后，也把它引进了李正子艺术世界，而出现了以电脑游戏为题材的作品。 
 
「我的日记系列」用色缤纷多元，充满着各种奇幻、让人赞叹的想象力，展现了李正子在生活

上的美满、愉快与幸福。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她在日本时所能想象的。 
 
十二生肖独爱龙马 
 
李正子另一个值得让人注意的，是「龙马」系列。这系列的创作，得从两个方面来谈。从文化

角度来看，李正子素来钟情于中华文化，对此多有研究，并产生了创作「十二生肖」系列的构

思，在这方面，「龙」是十二生肖中最独特的动物，它是由中国古人智慧营构出来的。 
 
另一方面，李正子自小就喜爱动物，尤其是马儿。「我家里自小养马，童年生活中，常常與马互

动。我看过马儿的喜怒哀乐，更看过马儿落泪。」 
 
因此，「十二生肖」系列中的「龙」和「马」，在后来凑合起来，构成了她的「龙马」系列。李

正子筆下的龙與马，并非一般传统的画法，这当中有着画家对此题材个人的创意。例如，传统

上并没有多少人画龙的正面，而李正子的特别就在于此；她愿意让人有机会在她的画中，与龙

「直视」。 
 
又比如说，本地画家在经营马的题材时，大部分都是水墨画。李正子则选择了油画媒介处理这

个题材。仔细看她的马，有时活泼逗趣，有时则万马骏腾的气势，在在地展现了画家对马儿的

独特情感，以及马儿本身的生命力。 
 
配合明年的马年，李正子将会从她的「龙马」系列中，抽出有关「马」的作品，在东禅寺佛光

缘美术馆展出，与大众分享她跟马的故事。 
 
就此而言，在李正子的作品中，我们彷彿再次看见她运用自己的彩笔，与自己生命中钟爱的事

物，在艺术日记本中展开对话。 
 
活动预告：李正子「舞马」系列个人画展 
日期：2014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3 日 
地点：马来西亚东禅寺佛光缘美术馆 
联络电话：03-3191 1533： 
李正子个人网页：www.leekianseng.com/shok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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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Acknowledgement 
 

感谢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主办佛光缘美术馆东禅馆协办李正子《舞马》油画个展。 
 
与吴荣赐雕塑世界巡回展同时开幕的欢乐和各位宗教领袖嘉宾们的祝福，我永存心底处。 
 
荣幸有缘与星云大师的一笔字，杨惠姗张毅的琉璃，苏祖绵的陶艺和郑亚庆的纸雕同堂共创温情弥漫的展
厅。 
 
我十分珍惜在东禅寺平安灯会暨花艺展期间与大众结缘分享《舞马》的福气。 
 
展出的 12 件作品出自《爱》+《心》，历经 3～4 年时间完成的，希望观众把生命活力旺盛朝气带回家。 
 
感谢佛光山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总主持觉诚法师，美术馆有航法师，普门各位以及各位义工们的支持，使画
展顺利成功圆满。我会继续努力创作，以分享报答大家对我作品的厚爱。 
 
李正子合十   (Shoko LEE)  201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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