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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Under construction 
Our men at sand sculpture contest             Sources: The STAR Malaysia 1988-10-21       
 
 KUALA LUMPUR, Thurs. – Malaysia will be repre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international Sand 
Sculpture Competition.   
  
This year’s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in Hong Kong on Nov 20.    
 
The Malaysian team comprises Klang-based artist Lee Kian Seng, Institut Teknologi Mara (ITM) lecturer 
Zakaria Awang, graphic designer Kung Yu Liew and ITM final-year sculpture students Zulkifli Yusof and 
Zainon Abdullah.   
  
Mr Lee, who will be leading the team, said they would use “unconventional” sand sculpture tools – 
including sea shells, bamboo and other commonly-found objects.    
He declined to disclose what they would be building in although he had submitted the team’s application 
last week.    
 
“We might decide to change it at the last minute, but it will reflect Malaysian identity,” he added.  
Except for Encik Zainon, all the members in the team have won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s 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s award. Encik Zulkfli is this year’s major award winner.  
Photo : Mr Lee with a sea shell the team will be using as a tool.    
 
 
 
 
 source: The STAR  Malaysia 1988-12-05  – FEATURES  by Anita Devasahayam    
 
Harmony in sculpture   
 
From sand castles to sand sculptures, theories to practicalities, mathematics to philosophy, yin and yang, 
gravity, and finally infinite harmony.   
 
That was the concept behind Harmony which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and Sculpture 
competition held in Hong Kong.   
 
It was built by Lee Kian Seng, Zakaria Awang, Kung Yu Liew, Zulkifli Yusof and Zainon Abdullah.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castles, ancient buildings and Sphinx presented by other teams, Harmony 
won because it was harmoniously balanced.   
 
Team leader Lee Kian Seng said the Malaysian sculpture was unique.  
 
 A closer look at the conical-shaped sculpture would betray the afternoon sun’s shadow falling onto the 
dugged out portion – fashioned conically as well.   
 
The conical coincidence, said Mr Lee, was imperative to convey the essence of the sculpture and to draw 
its relationship to nature.   
 
The structur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was drawn. Basic elements like 
water, sun, earth and air were cleverly weaved creating a whole.   
 
“All the elements used portrayed the continual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untera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ments, its tensions and density, that eventually balances out resulting in new birth growth,” he 
added.   
 
Mr Lee said Harmony can be equated with Life’s experiences and its ups and 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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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m had gone further to include the site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ir presentation.  
  
“The sand, sun, shells and water are part of the medium used.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creating shadow 
reflected the moving tensions. The shells, sun and water were the instruments that created the form.   
Mr Lee said the inclusion strengthen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concept.   
 
Initially the team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on the types of themes to use but eventually sorted out 
their differences.   
 
“The co-operative spirit to do this for the country was there and we didn’t allow our differences to stand in 
the way,” he added.   
 
The team tried out various ideas and sculptured the forms before deciding to adopt Harmony.   
The Touri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ponsored the team’s trip and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gave them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The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Regional Council Hong Kong was held at Clear Water Bay on Nov 20. 
Hong Kong, the Philippines, Japan, and China were the other countries which took part.    
 
Photo: SOLID WINNER: Malaysia’s entry ‘Harmony’ which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and Sculpture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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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取自欧阳文风的《马来西亚装置艺术之父---李健省》一书的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阴阳宇宙观《和谐》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Yin-Yang, Harmony, 1988) 

1988年，国家艺术馆委派李健省代表国家，带队前往香港参加〈第六届全港堆沙〉比赛。李健省和四位国

家代表，查卡利亚阿望(Zakaria Awang)、设计师刘康煜(Kung Yu Liew)、玛拉工艺学院美术雕刻学生朱基菲

里由诉夫( Zulkifli Yusof ) 和赛农阿都拉 (Zainon Abdullah)于11月18日启程飞往香港，于11月20日以《和

谐》（Harmony）为题作品参赛，荣获第二名。 
 

《和谐》由两个均称的凹凸沙堆圆锥体构成，代表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阴与阳。  
 

阴与阳是宇宙两极能源力量，生生不息，互相调和，促成生命 ，而非相互排斥。两个凹凸圆锥体由沙堆

成，挖沙堆沙，挖出来的沙用来堆沙，虽然一凹一凸，但体积完全相同。李健省观察大阳位置，凸圆锥体

最顶点的影子恰好投在凹体的极点之上，两个圆锥体的右下角放置一个代表永恒生命的贝壳。  
 

是项艺术创作哲学意义深刻，简单的创作背后是宇宙与生命形成的奥秘。身为国家队队长，李健省再次证

明真正的艺术创作，可以不喧哗不骚动，沉淀的冷静一样可以震撼生命，隐秘的想象可以叫人顿悟生命永

恒的激情。  
 

《和谐》充分体现了李健省的宇宙观。  
 
 
《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Yin-Yang, Harmony 》·1988· from Chapter Seventeen of the book 
《 LEE  Kian Seng  - The Progenitor of Malaysia Installation Art 》 by Rev.Dr Ngeo,Boon Lin ( O.Young )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elix Liew） 
 
In 1988,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Malaysia appointed Lee to lead the Malaysian team to take part in the 6th

Harmony was made up of a pair of harmoniously balanced conically-shaped sand structures, 
representing the unceasing Yin and Yang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life.  

 
International Sand Sculpture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Lee and four other team 
members, namely Zakaria Awang (ITM lecturer), Kung Yu Liew (graphic designer), Zulkifli Yusof and 
Zainon Abdullah (both ITM final year sculpture students), flew to Hong Kong on November 18 and 
entered the competition on November 20 with their entry Harmony, which won the second prize.  

Yin and Yang are the two polar energy forces of the universe. Rather than repelling each other,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elements continuously interact to promote life and growth. The concave and convex 
cones were both sculpted in sand. One had been dug out of the sand to form the other. They might look 
uneven, yet their volumes are a perfect match. Lee had observed the position of the sun at the start of the 
competition. The apex of the convex cone was positioned in such a way as to cast its shadow precisely 
on the apex of the concave one at the time the judging was to be done.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conical sculpture was his trademark conch symbolizing life eternal.  

The work brought out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Behind a simple design lies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 in the universe. As the Malaysian team leader, Lee has proven once again that a true work of 
art does not have to cause a sensation or commotion. A settled composure is just as powerful to sti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audience. Concealed imagination could well lead to an instant realization of life’s 
timeless passion.  

Harmony aptly embodied Lee’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Team members included Zakaria Awang, Kung Yu Liew , Zulkifli Yusof and  Zainon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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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禾稈冚珍珠  ·明眼人看出它有料 · 玩泥沙得亚军  ·中国报精品副刊 1988-12-17 
 
玩泥沙，堆泥沙一直都是小孩子喜爱的玩意儿，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玩意儿却成了国际比赛，

而且参加者都是“挺大”的人。  
  
１１月２０日，“第六届全港堆沙”比赛在香港清水弯第二滩举行。历年来，这项比赛一直都是属于香港境内

区域赛，到了今年，香港主办当局却把它伸展成国际赛，并邀请大马、中国、菲律宾各派代表前往参加。  
 
于是，我国便派了代表去，他们一行５人，队长李健省、副队长查卡利亚，设计师刘康煜以及玛拉工艺学

院美术雕刻学生赛农和朱基菲里。在他们５人当中，有３人曾经被选为我国当代杰出青年艺术家，另有一

个则获得这个奖项的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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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马派出的５人，对雕塑都有相当研究，然而对于堆沙这回事，可是小时候才玩过，之后就完全没接

触的。现在要他们面对几个这方面经验十足的国家代表，看样子是要落败的了。   
李健省是一个很有自信的艺术家，他说：“没有一个兵士曾经打过同样的战；一个好的兵士是经过许许多多

个不同的战争磨练出来的。”   
他认为艺术家亦是如此，必须面对种种不同的挑战。 
   
当初，他接到国家画廊委派他为代表队队长的信函的时候，正是二月杪；馆长阿莫加玛要他自己组织一个

代表队前去香港参加比赛，于是他写了封信到香港去。 
   
９月１４日，足足隔了半年的时间，香港来信答复他，告诉他有一个叫做查卡利亚的人，亦曾写信到香港

去向主办当局报名参加比赛，当局要他联络此人。接过信之后，李健省与国家画廊开了个小小的会议，决

定选现任玛拉工艺学院纯艺术讲师查卡利亚为副队长。  
 
“另外，画廊亦向我推荐几个人的名字。经过商讨之后，我们决定选刘康煜、赛农及朱基菲里为代表。”  
 
李健省选择这３人，乃是因为他们平时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表现甚好，可以信赖。  
“跟着，我们碰到第一个难题：没有人赞助我们的来回机票。”   
他四处奔波，终于找到国家旅游局赞助机票。 
  
第二个问题则是，在他们组织了代表队之后，队员一直未有相同的意见，各自有心目中的题材，虽然较后

他们一致同意以“龟”作为主题，但各人概念不同，便只好作罢。  
“一直到１８日我们上了飞机后，仍未决定应该以什么作为我们这次参赛的题材。” 
  
在主办当局安排他们住进酒店的时候，他们立即开会商量。为显示马来西亚文化特色，他们最后决定以马

六甲的梯级为题材。 
   
１９日，当局让每个小组到比赛现场去先做个排练，大马队员们兴致勃勃的把马六甲梯级造起，然而却被

围观的人泼了一头冷水，沮丧之极，其中几位队员以为完全没有夺奖的希望，几乎想放弃。  
 
“最后我建议用回当初我所提议的题材。”   
李健省当初所提议的主题是“和谐”（HARMONY），乃是由两个均称的凹凸圆锥体构成。这两个圆锥体代表

着宇宙的一阴一阳。 
   
“宇宙在未开始之前，先有阴阳，才有生物。”宇宙中的阴阳两性，是开始也是最末。  
题名为“和谐”，乃是阴与阳一直以来都是互相配合、调和，没有冲突的。  
这两个圆锥体的两个极点连成一条直线，从平面看来，就是中间各有一个小点的两个连接着的圆圈。  
 
“每样东西都是从一个小点开始。”圆圈内的小点也就是宇宙中全样事物的开始。   
此外，圆锥体的横切面则形成了无限量（INFINITY）的符号。他们在塑造这两个圆锥体的时候，挖掘与推

沙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所挖出来的沙都用来堆高，因此凸圆锥体其实就是凹圆锥体，两者之间的体积完

全相同，而且只要两圆锥体的极点一直保持着直线，它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广大下去。 
   
“一个人可以办得到，５千人亦同样可以做得到，只不过两者之间所造出来的圆锥体，大小不同而已。”这就

是无限量的意义所在了。  
在这两凹凸圆锥体的右下角置放着一只大贝壳，那贝壳也是作品的一部分，所表现的意思是永恒的生命。  
 
在沙雕比赛开始的时候，李健省先看了阳光的方向，才决定凹与凸圆锥体的位置。  
他说：“我要让凸圆锥体最顶点的影恰恰好投在凹圆锥体的极点上。”因此，不先观察太阳的位置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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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省在沙地上画了两个小圆圈，便开始用铲在其中一个小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一边挖掘，其他队员一边

把沙堆起。当他们发现沙被堆歪了，便即刻弄正它，时时刻刻都得留意：“这个圆锥体是不是斜了，歪了？” 
  
“我们还得时不时加些水在沙堆上，以防沙干了会松散开来。”  
等到他们认为两个圆锥体已经够大，便用花浇把水喷洒在圆锥体上，让这两个圆锥体看起来较为自然，没

有经过修饰的痕迹。 
  
“我们用了一个钟头半的时间，把两个圆锥体做好。”  
或许是因为那两个圆锥体使人觉得单调，许多人对大马作品都不屑一顾。“谁知道成绩公布出来，我们得了

第二奖。” 
   
李健省认为他们的作品胜在够创意，概念够新鲜。“其他队伍较着重技巧，而我们则着重于作品的内涵。” 
  
在于李健省，艺术并不是保守与死板的东西。通过艺术作品，艺术家可以向众人传达一种高深的思想。  
 
他说：“其实我国也应该多举办这一类的比赛。”  
这一次凯旋返国，我国５位代表是应该感到自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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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沙情无限渺远 ·马来西亚妇女杂志·1989 年３月号        
  
沙是世间上最任性的物质元素，它没有固定形象，也没有固定轨迹。甚至出现大量沙的地方，也就掩灭了

生命的力量，寸草不生，荒凉又恐怖。大多数人都对沙没有好感。 
   
然而艺术界里，沙子也一样可以追求美感，通过艺术家创作意念，以造形雕塑的技巧，表达沙的美态，这

种艺术称为沙雕艺术。沙雕已在各国流行，但大马还没有兴起热潮。  
 
八八年十月，我国首次派出一支由誉满国际艺术家李健省率领的五人艺术队，飞往香港，参加第六届国际

沙雕大赛。他们以题为［和谐］的凹凸圆锥体作品夺得亚军。 
   
这次沙雕比赛，共有五个国家地区参加，即是中国、日本、香港、菲律宾和大马。  
来自中国的代表，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人，他们是具有一千年沙雕传统的民族，作品名为［佛塔］，造

形宏伟及技巧难度高，但缺乏思想内涵而落选。 
   
日本共派两队参加，A 队是仿造［埃及狮身人像］，堆得栩栩如生，但因缺乏创作构思也落选，而 B 队的

［河马家庭］，展露出父母子女亲情的温馨而获得季军。 
   
菲律宾队雕出两双牛角，象征［友谊、爱情、和平］，水准麻麻，所以也没有入围。  
主办当局的香港队，以一双石狮与麒麟混合的怪兽，夺得冠军，它的作品主题意义是［迎守］，显示中国

人正在盼望将来的同时，也作出等候和回望的延续。 
   
大马队的［和谐］，可说是外形最简单，而内涵最丰富。两个凹凸相依的圆锥体，呈现出最有包涵力的宇

宙观，可将世界不同的文化，由从上而下鸟瞰一点而圆融一体，从立体角度看它是互相调和，因为凹的部

份就是凸部份的素材，绝不分彼此。若从侧面看去，会联想到的无限符号，这表示时间愈多的话，这两个

圆锥体可一起增大。 
   
由于［和谐］作品的内涵丰富，也使在场人士议论纷纷。  
队长李健省说：“这个作品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一只贝壳挖沙，和一双浇水的塑胶壶而已，然后就是利用

日光投影法造形，所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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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沙雕大赛亚军奖·李健省凹凸宇宙观    马来西亚通报 1988-12-18 文：水月  图：李健省 
  
蜚声国际艺术家李健省率领四名艺术工作者远征香港，夺得国际沙雕大赛亚军奖，浩浩荡荡载誉而归。  
  
这项别开生面的国际沙雕大赛作品题目是［和谐］，是凹凸两个圆锥体，象征一阴一阳，互相调和，极具

创意和含义深远。圆锥是大自然的形态，均称的圆锥体，代表事物在宇宙中有相对的意义。  
  
［和谐］的凹凸圆锥造型从侧旁看去是个符号，在数学上代表无限,而事实上这个沙雕作品也可以无限量增

大，只要沙挖得越深，其圆锥的面积也相应地增大。 
  
在这个沙雕大赛中，所有的参赛者的沙都是取自别处，而唯有马来西亚队的沙取自原处，就更有意义。  
我们日常经常可以看到圆锥，所呈现的创意十分新鲜，并具有以下基本元素：  
（１）全面的独创性。  
（２）李健省苹果雕塑系列的延续。苹果系列所呈现的是形态，但这沙雕呈现的则是新的内涵。  
（３）形态与构造的协调。此圆锥造型与现场构图配合。  
（４）从美学的观点，太阳的光线随着时间而移动，产生优雅、线条美的效果。  
（５）中午十二点开始，圆锥的影子会逐渐移动，一直到凸圆锥顶点落在凹圆锥尖下，这也就是张力与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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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不断在这个沙雕圆锥上加水以至饱和点，予人一种海涛冲洗的感觉，使之超越人工所遗下的痕迹，

而产生一种新的机理。  
（７）在哲学的内容。很多人看了此作品认为是［阴阳］，但设计者李健省则认为此作品呈现宇宙观。从

上面看，是两个点与圆圈，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宇宙观。生命由一点开始，也由这一

点开始延续开来  
（８）这作品不但可从各角度观看，而且各角度所看到的，皆能带引你进入想象境界。例如从旁侧看去，

联想到无限的符号，又如从上面看是两个圆圈与圆圈当中的两点。  
（９）宇宙观。  
（１０）置于沙雕旁的贝壳也是此［和谐］作品的一部分，贝壳象征无限的生命。  
（１１）无限的延续。作者可以随意增大圆锥的面积，凹入的圆锥与凸出的圆锥永远成对比，凹入的圆锥

挖得越深，凸出的圆锥也越大。   
这各国际沙雕大展是与十一月廿日在香港西贡清水湾举行。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受邀出席此国际沙雕大

赛。  
 
李健省是在国家艺术馆的推荐下，代表我国出席这项沙雕大赛。另四名陪同李健省出席这项大赛的大马艺

术工作者包括查加利亚阿旺（目前是玛拉学院艺术系的讲师），刘康煜（目前在一家私人公司担任雕刻师

傅），朱基菲里友索及再伦阿都拉（两人皆是玛拉学院艺术系的学生）。  
参与这次比赛的国家有香港、中国、日本（二队）、菲律宾及马来西亚。  
 
地头蛇的香港队以［迎守］夺得冠军。［迎守］的主题是透过一只石狮与麒麟的混合形体，守候及回望的

形态，显示一种中国人正在盼望将来的感觉。亚军马来西亚的［和谐］胜在极具创意及含义深远。季军日

本 B 队的［河马家庭］以两只大河马及两只小河马的欢欣温馨的形态，夺取评判不少分数。  
 
中国少数民族一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由泰族农民组成的堆沙队的作品［佛塔］造型雄伟美观。至于日本 A
队则雕出古埃及帝后；而菲律宾队则雕出两只牛角，象征［友谊、爱情、和平］  
参赛的队伍都具有一定的水准与份量。香港队是去年全港堆沙比赛五十八队种的冠军队。日本队也是由国

内几十队种评选出的。此番马来西亚能在众多队伍种脱颖而出，夺得奖杯归，足可显示大马艺术水准之高

超。】 
 
 
 
 
【 直线圆点代表阴与阳 ·李健省［和谐］富创意 · 荣获香港国际沙雕大展亚军马来西亚通报 
   1988-11-27 （吉隆坡廿六日讯）  
   
以艺术家李健省为主的五人艺术工作队，代表我国参加于香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沙雕大展时，凭一幅构图

简单却富创意的集体创作［和谐］，获得亚军奖。  
  
这幅［和谐］创作构思来自李健省，创作的工具极简单，唯一用到的只是象征大自然的贝壳。他们花了约

一个半钟头时间，以沙土筑成一个约九尺高的圆锥体，旁边又挖掘一个相连的倒反式圆锥体，在距离两个

圆锥体不远处，则放着一个贝壳。 
   
李氏解释说，其［和谐］作品具有一贯的风格，即充分利用随手可得的自然材料，呈现富创意、含意义深

远又具思考性的作品，为他三次元作品［和平、和谐，一体］系列作品的延续。 
   
他说，［和谐］的两个对立状圆锥体，相连成一条直线，从上下看，会构成两个圆点平面图，代表阴与阳

间的和谐，从而把作品的造型提升至最高境界，极有新意哲学性及自然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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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省的创作媒介力求多样化，从早期的绘画、版画、蜡染到近年来的雕塑，采用的原料包括铜、铁、

木、士敏土及木材。他说，这次是他第二次用沙土创作。 
   
这名艺术家说，他在创作过程中，强调一切须自然，从不刻意的去采用受限制的媒介原料。因此，虽然此

次参展获奖，但不会只一味朝沙雕方面发展。 
   
他认为，艺术在人生成长中，为重要的熏陶过程，虽然艺术没有带来物质上的享受，惟在创作中获得最高

境界的精神享受，而且也是笔墨不能形容的满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忽略艺术。   
李健省表示，沙雕艺术在我国并不普遍，因此希望把参赛后，吸取到的经验推展出来。 
   
他说，大马拥有优美柔细的沙滩，最适合从事沙雕艺术。他有信心这种随地可创作的艺术，能在民间普遍

流行，成为老少皆喜的自由创作艺术，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到来，刺激及发展本地旅游业。  
  
除李健省外，其他参展的四位艺术工作者是玛拉工艺学院纯艺术讲师查卡利亚阿旺，设计师刘康煜，玛拉

学院艺术系学生朱基菲里尤索及再努阿都拉。 
   
这个艺术工作队的其中四名代表，曾先后获得国家艺术馆颁发的当代杰出青年艺术家奖。   
第六界国际沙雕大展，是配合香港艺术嘉年华会，于本月廿日于西贡清水湾第二湾举行。主办当局为香港

区域市政总署及香港电台，参赛国家包括香港、中国、日本菲律宾与大马。在这项盛会中，每个参赛国家

分配一快沙地作雕塑，限定须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体裁自由创作，惟使用的工具及材料不可污染环境。评判

以难度、趣味、创意及技巧，作为评分准绅。 
   
李氏今日在一项记者会上，感谢文化及旅游部赞助他们参赛的来回香港机票，他也感谢我国政府提供艺术

工作者表现的机会。 
   
较早时，大马旅游发展局副总监 N. 卡玛拉甘表示，沙滩是我国丰富的财产，致力发展沙滩艺术，创作更多

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作品，将能促进旅游业。 
   
国家艺术馆馆长赛益阿末则说，沙滩创作有［取自自然，回归自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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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省将代表我国参加香港沙雕国际展·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88-03-22 
 
（巴生廿一日讯）我国蜚声国际的艺术家李健省已被国家画廊委任代表大马出席本年十一月在香港清水湾

举行的［沙雕塑］国际展。   
［沙雕塑］（Sand Sculpture）是香港市政府每年举办的海滩嘉年华会的其中一项活动。这项活动在去年

成功吸引超过一万人前往参观。 
   
香港市政府举行［沙雕塑］国际展，并邀请国际当代名艺术家参加，也希望藉此提高香港在国际上的艺术

地位。 
   
李健省于一九八四年代表国家出席于雅加达之东合雕塑家论集会，其代表作品［和平、和谐、一体］目前

屹立在雅加达苏罗巴地公园作永久陈列。   
他的作品在国内曾获十一项国家水平奖赏，其中包括四项国家艺术馆大赏。在国外，他的作品也被邀请在

国际主要美术馆展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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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省胸有诚竹   巴生中华沙地留鸿爪   ·马来西亚通报 1988-03-27 文：水月 图：胡群胜  
 
他手中有竹，心中也有竹。五支绑扎在一起，象征团结就是力量。一个［诚］字由心而生，透过手劲，传

抵竹锋，挥在沙面，给中华学子一个意义深长的启示…………  
  
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新校舍举行奠基典礼，仪式过后其中有项［大地挥毫］节目，蜚

声国际的艺术家李健省呈现。 
  
事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大地挥毫］，只知道李健省要用五支笔同时写一个十平方尺大的字。  
怎样写呢？大家都很好奇。  
 
人群拥拥挤挤地围着一快十尺乘十尺地范围，这地方一红纸覆盖着，前面放着一束大红花。  
 李健省信心十足地站在前面，手上拿着由五支绿油油的青竹绑扎在一起的竹竿，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就是

他的大笔了。他先把摆在前面的那束大红花绑竹的尾端作装饰，以大红花衬托苍绿的笔。 
  
 ...然后观众们听到了这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恰似鸿飞踏雪泥，  
鸿飞偶尔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首古诗通过麦克风播出，一字一句缓缓在空中飘扬，扯开了［大地挥毫］的序幕。  
 
李健省脱掉脚上的鞋子，对在场的观众说：［这五根竹子是源字中华独中的竹。］ 
 
为什么要用竹挥毫，而事实上根本连［毫］都没有。他跟着说：［要我画竹并不难，要拥有竹也不难，但

一个人要在心胸里容纳竹就不容易了。］  
 
华人爱竹，因为竹虚心，竹有骨节，有骨气，李健省忍不住要当众朗诵：［纸包不住心，笔一挥不尽气，

墨凝不住气，在大地以竹传讯，我挥毫! ］  
 
这就解释了住代表笔的寓意。  
 
他说，［尽管写下的字就要永远埋在这个大厦之下，可是把字埋在这里，也等于存在心中，是永不磨灭

的。但教心似金细尖，天上人间会相见。］  
 
于是他把这束比他还高的竹子捧了起来，肩、臂、掌并用，在地上使劲挥毫，写出一个［诚］字。由于字

很大，而他又不能在沙地上留下多余的足印，因此他在站到沙地之时要先盘算好笔画的所在，后退时也要

想好以后的笔画，以便踩在其上。 
   
...最后，李健省本身也在另一个角落留下脚印。  
 
［大地挥毫］过后，人群散去，李健省身上大汗涔涔而下，汗水湿透衣服。  
他说：［实在忘我! 我根本没有想到出了那么大的力气。笔画深达四寸，学生们一直说：［对不起，我们不

知道你要写得那么深，否则这片沙不会打得那么结实。］ 
   
本是［飞鸿踏雪泥］，可是中华独中却决定把那［诚］字以洋灰保留下来。 
   
李健省以五支竹绑扎在一起，传达的讯息显示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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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省说：［我写［诚］，是因为［诚］就象一面镜子，可以藉此树立人生美好的品德，可以自我检讨，

无时不刻提醒我们待人以诚，诚是心的纪念。］  
 
写什么字，如何写，怎样下笔，都是临场想出来的。李健省说：［两个星期前，我在中华学校里简单地答

应了他们挥毫，当时也好未想到要写什么，只是马上想到要在沙地上写字，于是两三天之前，我向他们要

求准备好一片十尺见方的沙地。］ 
  
写什么字，他并不刻意思索，临场时灵感如同闪电般闪进他的脑子。  
 
他说：［这个字，是由心里写出来的。我认为这个时代，是［诚］这样东西必须获得表扬的时代! 不论是在

国家、社会还是个人的品格，如果没有真诚，那跟动物没有两样。我们若用广义的角度来看，会得到很大

的启示。］  
 
事先他也不曾试［笔］试［纸］。 
  
他说：［对我来说，我是在执行一种创作。即使你刻意去想象得到，但我有把握，所谓的胸有成竹，我把

感觉、气息都控制在十尺之中。 】 
 

 
 
 
 
 
 

Note: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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