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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覽展出了二十一世紀幾代中國藝術家的作品，體現了藝術家們的藝術

策略，比較了他們與上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首批現代主義者的藝術戰略，同

時探討了參展藝術家對中國傳統藝術和文化的態度。參加本次展覽的藝術家包括

多位蜚聲國際的知名藝術家，如旅居歐美的蔡國強（1957－）、徐冰（1955－）

和趙無極（1921－），以及其他留守中國的藝術家如陳界仁（1960－）、李山（1942

－）、葉永青（1958－）和展望（1962－）等人。 

 

參展藝術家的藝術策略與關注焦點和他們的人生故事一樣豐富多樣。比如藝

術家邱世華（1940-）和潘公凱（1947-）的作品，前者從道家思想中吸取藝術養

分，後者通過保留傳統的文人畫，將其作品規定在現代主義的框架下進行創作，

殊途同歸。其他藝術家如侯俊明（1963-）、呂勝中（1952-）和郭振昌 (1949-)等

人的作品，則側重於藝術以及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社會功能。以朱德群

（1920-）、莊(吉吉)(1934-)、王懷慶 (1944-) 和黃鋼 (1961-)等橫跨幾代人的代表

人物，則通過他們的二十一世紀油畫形式探討了抽象與具象、主體與主題以及文

學借鑒與概念實踐之間的關係。 

 

本次展覽也包括了大型雕像的展出，如楊呦呦（楊英風，1926-1997）充滿烏

托邦色彩的形象以及朱銘（1938-）和李真（1963-）將中國傳統雕像與西方現代

造型和抽象形式相結合的作品等。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主義是自二十世紀下旬的最後幾十年間成型並自成一格

的，然而中國第一批現代主義者，包括蔡元培和魯迅等知識份子和作家，以及黃

賓虹、林風眠、潘天壽、劉海粟、龐薰琴和 Qui Ti等藝術理論家，早在上世紀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就對中西方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並且對結合兩者的各種可

能形式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的論戰與著作為本次展覽及其出版物提供了根基，

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便我們探討當今中國當代藝術實踐的框架。 

 

中國第一波現代主義浪潮 

 

1924年 5月春天，即幾乎在八十五年前，中國現代藝術首次在歐洲展出，

地點是斯特拉斯堡萊茵河宮。萊茵河宮是一座金壁輝煌的典型建築物，見證了多

次政變的滄桑歷史1。當時舉行的「中國古代與現代藝術展」，對中國傳統藝術

和應用美術，以及當時中國旅歐藝術家的最新現代主義作品進行了探討。 

 

當時參展的二十六位藝術家當中包括展覽會的主辦人林風眠（1900－

1991）。展覽會的榮譽主席是蔡元培（1868－1940）。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的

主將之一。1912年，蔡元培被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委任為教育部長2，同年，他成

立了社會教育司並指定著名作家暨革命家魯迅（1881－1936）為社會教育司第一

科科長，主管美術、文化和科學等部門3。 

 

斯特拉斯堡的展覽展出了逾四百八十五件藝術作品並備有展覽目錄。在展覽

目錄序言中，蔡元培指出，該展覽分為三個部分：「傳統藝術與應用美術」( 展

出中國旅歐人士的私人收藏），「中國西洋風繪畫」以及「新藝術」（展出當時

中國留歐學生和居民的藝術作品）。蔡元培總結說：「這（雖然只是）一些碎片，

然而（這些碎片）可以讓人對中國當代藝術家是否有能力融入歐洲文明並結合古



今藝術進行評價」4。最重要的是，蔡元培強調了中國與相之間互相共存並長年

累月進行的文化交流： 

 

[...]夫歐洲美術參入中國風，自文藝復興以還，日益顯著，而以今日為尤甚。中

西美術，自有互換所長之必要5。 

 

本展首次在歐洲舉行的中國現代藝術展為中西雙方建立了對話界限，這些界

限至今仍然管用，但也備受爭議： 

A.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藝術與中國五千年以來的傳統藝術和應用美術

是不可分割的。 

B. 自公元十六世紀發生的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互換所

長便一直被描繪為相互影響並且是必要的，以豐富中西文化的傳統內

涵。 

C. 中國古今藝術的融合程度，可視之為有賴於中國藝術家在其作品中

參入的歐洲風的程度。 

 

這時期的「新藝術」主要指對中國傳統繪畫（國畫）的實驗創作，包括引入

西方視角和西方題材。不過，與此同時，一些藝術家卻將中國繪畫的題材和技巧，

應用於橫向、矩形和西洋風等格式，以及圖片和攝影框架等媒介。 

 

文人攝影家郎靜山（1892-1995）是採取上述藝術策略的主要藝術家之一。他

的「集錦攝影」將集成照片製作法與中國傳統的繪畫六法相結合。二十世紀初，

東方藝術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繪畫，使之朝向抽象和更大的表現力發展，同樣，

中國風和歐洲風的格式、主題、技巧和媒介之間的「互換所長」，也正在改變中

國早期的現代藝術。 

 

 



中西藝術，互換所長 

 

1924年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中國古代與現代藝術」展覽會上展出的中國

水墨畫和西洋風油畫，反映了中國旅歐藝術家的實驗創作，也反映了中國教育政

策正在經歷的深刻變革。這些變革是蔡元培在十年前將西方藝術編入中國美術教

程時推動的。1928年，即斯特拉斯堡展覽的 4年之後，林風眠和蔡元培聯合創

辦了杭州國立藝術學院（今天的中國藝術學院）6。林風眠採取了激進做法，將

國畫和西畫兩大部門合併，這意味著在校所有學生都必須接受中西藝術的學習和

培訓。他也同時設立了藝術研究學院，並委任潘天壽（1897－1971）為國畫教授。

潘天授是一位傑出的青年藝術家，他的委任確保了這所新成立的學院能自信、無

懼地結合中西藝術傳統。 

 

畫家劉海粟是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這場中國現代主義論戰中出現的另一位領

軍人物。他應蔡元培之邀，舉辦了一場場涉獵廣泛的中國現代國畫展，在歐洲巡

迴展出7。二十世紀前半葉，有多位作家在歐洲期刊和展覽會目錄撰文，試圖定

義國畫並描述國畫正在經歷的轉型。劉海粟將國畫分為四大類，其中一類便是他

稱之為「中庸學派」（自然觀）的國畫，即力求融合中西風格並且「採用歐洲視

角以及光影的互相影響」的國畫8。雖然林風眠早在1924年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

展覽中便選入採用西洋媒介和格式的作品，然而本身也是傑出油畫畫家的劉海

粟，卻在斯特拉斯堡展覽7年之後舉行的歐洲中國現代藝術展中，只選擇展出水

墨畫，或他稱之為「素色、自然和未經雕琢的中國風」9。 

 

這些時而互相矛盾的各種中國現代西洋風繪畫，亦即表現為「新藝術」和中

西風格並具的複合型集錦照片，引起了關於在中國和中國人社區的藝術實踐的激

烈討論。雖然國際軍事衝突和內戰連連，有時會使得藝術製作變得危險，甚至不

可能為之，然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藝術家，集體地為我們訂立界限，幫助我



們瞭解中國藝術的本質和作用，並至今亦然，為後代藝術家勾畫出未來的發展道

路 

 

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新藝術 

 

林風眠在 1924年舉行的斯特拉斯堡展覽中，為當時的中國藝術實踐提供了

一個總覽，並且通過選入中國歷史美術和應用藝術作品，將當時參展的二十六位

元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概念化。本次展覽「沉積－東方的精神」有意避免全景觀，

相反，本次展覽將彙集多位元藝術家的單一作品，這些藝術家的藝術實踐，可謂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至中國現代藝術發展至今的典範作品。 

 

大量減少作品的這一策略，一方面不免帶來了片面解讀作品和過度解釋作品

的危險。不過，在另一方面，就像是通過顯微鏡一樣可以仔細研究單一作品和單

一藝術家及其相互對話下帶來的新的視角，正如傳統國畫中之遠近層次是在細微

矛盾之中共存一樣。 

 

參加本次展覽的藝術家有著內容豐富的人生故事，反映了過去百年來席捲中

國的巨大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朱德群（1920-）與趙無極（1921-）於中華民

國成立僅十年之後出生，在當時一段短暫的烏托邦時期，各個流派的中國藝術家

在國內外通力合作，對他們共同的文化身份進行探討和界定。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朱德群與趙無極已完成中國美術學院的學業10。當時中

國美術學院的校長還是林風眠，中國也正處於內憂外患的艱難之中。不久，趙無

極移居巴黎。朱德群一家於 1955年移居法國。兩位藝術家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國際上得到認可，在他們漫長的生涯中贏得了許多榮譽，可謂實至名歸。他們



的繪畫，如果用蔡元培的話說，正是中西文化互換所長之典範，同時也是中國古

代和現代藝術相融合之作。 

 

1926年，林風眠在「中西藝術的未來」一文中說，中國山水畫家享受著更

大的表達自由，並不如西洋畫家一樣，只是機械性地「反應自然的表象」 11。朱

德群和趙無極都未曾嘗試過機械性地「反應自然的表象」。他們對西方以及中國

傳統繪畫技巧的熟練運用，對西方抽象派和表現主義的深刻理解，在西方油畫中

對中國繪畫獨特視角的運用，促進了中西方繪畫傳統的復興。 

 

同樣，北京人莊(吉吉)(1934-)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過著海外藝術家的生

活。莊  (吉吉)是著名書法家莊嚴之子。其父莊嚴曾經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

長。1948年，莊(吉吉)舉家遷移臺灣，並積極推動中國文人傳統與西方抽象表現

主義相結合。1966年，他獲得頒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並移居美國，直至今日。 

 

美國紐約大學美術學院藝術歷史系副教授強納森指出，「趙無極在過去五十

多年來的簽名保持不變，一直是其獨特的密碼式簽名，以自己中文名字開頭，以

自己的西文名字拼寫結尾。」令人驚訝的是，強納森竟然認為這是「文化身份不

明的象徵」12。只因為中國藝術家選擇汲取中西傳統之所長，便認為他們是「徘

徊」於兩種文化之間的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 

 

對外來傳統和固有傳統進行「融合實驗」，從中尋求靈感和新形式語言，這

不只是西方藝術普遍存在的現象，並且還一直是維持其藝術的血脈。魯迅稱之為

「拿來主義」。他在1925年完成的文章《Upon seeing a Mirror》中，給「拿來主

義」下了定義，即自信地向其他國家「拿來」，就像一個主人可以按自己所需自

由選擇「拿來」，而不是像神經過敏者，害怕因為「拿來」而失去固有傳統或被

「拿來」所奴役13。 



 

然而，對於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藝術家來說，無懼地「拿來」、對中西藝術

傳統互換所長的做法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毛澤東於1966年5月16日發動文

化大革命時，李山、潘公凱、邱世華和王懷慶等人年僅二十多歲，正處於事業起

步階段。在此期間，王懷慶（1944-）和其師吳冠中被下放到農村勞改。吳冠中

師曾經在杭州國立美專學習國畫和西畫，師承林風眠和潘天壽（潘公凱之父）。

上文已提到，林風眠於1928年委任潘天壽為杭州國立美專的國畫教授。 

 

潘天壽描述：形態，可讓人產生共鳴，或感覺危險、偏激、驚異，大權在握、或

因為見到絕妙甚至怪誕的東西而感到興奮無比14。 

 

王懷慶的繪畫和大型雕塑，也讓人生起偏激、驚異、大權在握之感。這一點

在 2007年上海美術館舉行的王懷慶作品回顧展上尤其明顯。不過，王懷慶在為

籌備本次展覽而做的一次採訪中指出，他接受的訓練不是文人畫，而是蘇聯式革

命風格的油畫。他是在文革之後才深入學習文人畫，並開始創作結合了中國傳統

國畫、歐洲革命繪畫元素以及西方概念實踐的作品。 

 

潘公凱（1947-）是本次展覽中唯一一位保持文人畫傳統的當代畫家。因此，

可視之為繼承了其父潘天壽之遺風。不過，重要的是，潘公凱不只簡單地保留了

過去，這一點在1991年時已得到認可，當時他被評為「有特殊貢獻的知識份子」。 

其貢獻之大，在 2007年在廣東美術館舉行的潘公凱首個回顧作品「潘公凱：靜

水流深」中顯而易見。 

 

1996年－2001年，潘公凱出任杭州中國美院院長。2001年至今，他擔任北

京中央美院院長。由始至終，他總是能將其「兩端深入」論，用之於中西美術關

係之上。這個理論是他於八十年代提出的，即「中國和西方的繪畫應當通過建立



廣闊的橢圓形混融區域而使其相互補充，一端是中國傳統，另一端是西方現代

性。15」 

 

潘天壽認為「西畫的素材和表現模式別具特色，因此對它進行實驗創作是別

具意義的。16」 不過，他同時深信中西美術擁有不同價值，並且各自的傳統不應

被複合或互相替代17。 

 

1962年，邱世華（1940-）於西安美術學院畢業，不過，因為不巧正逢文化

大革命，其事業在很晚以後才開始。如果說邱世華早期的繪畫，可被視為劉海粟

所歸類的「中庸之道」（自然觀）之作，那麼他的近作則是充滿實驗性和思想性

之作，將文人畫的宏大主題（山水風景）與純淨的色彩和道家思想的高雅格調聯

繫在一起。邱世華認為西方觀眾無法避免地將他的作品和歐美現代藝術單色實驗

作品作比較，是具有誤導性的。 

 

一些觀察家已注意到，邱世華的繪畫難以歸類，因為它們徘徊於形式與非形

式之間。從遠處來看，這些繪畫似乎是空白一片。只有花一定時間——時間是邱

世華作品的中心元素，在近距離之內，細心的觀察者才能夠分辨出其作品中的形

狀來，然後將幾乎看不到的形狀看成一個極為個人化的山水風景。因此難以有一

個共同的觀點。 

 

如果說在文化革命之後，王懷慶、潘公凱和邱世華努力在自己作品中復興中

國藝術的傳統（以極為個人化的方式進行），那麼李山（1942-）就是在繼續探索

並且推翻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作為宣傳目的技巧。這一點在其「胭脂系列」

作品中尤其明顯。「胭脂系列」是李山九十年代的作品，他創造了一個雌雄同體、

具有高度戲劇性的毛澤東形象。本次展覽中展出了他近期的作品--電腦合成的昆

蟲圖像，部分由人體器官合成。在傳統的文人畫中，對自然的描繪被解讀為自畫

像的一種形式，或者是一種對存在狀態的描述。同樣，我們可以將李山作品中的



圖像視為變異的自我或是變異的自然的形象。 

 

本次展覽還展出了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無論他們是在中國或

歐美開始他們的事業的，他們的創業之期都恰逢一個正經歷巨大變化的時代。他

們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卻也同時在一個新的更為開放和求知欲更為強烈的時

代逐漸成長成熟。他們的成年生活不只以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負面影響作為其標

誌，他們還同時看到了全球對中西藝術幾乎難以滿足的需求和渴望。 

 

這一代的藝術家包括鋒芒畢露的徐冰、蔡國強、葉永青和呂勝中。他們是典

型的「拿來主義者」，正如魯迅於1925年提出的一樣，他們不只自信地從其他國

家「拿來」，也從自己的文化「拿來」，並且像一個主人一樣，可以按自己所需而

自由選擇。 

 

徐冰（1955-）是這一代藝術家當中最能言善道之一位，他觀察到這個時期

的中國藝術家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建立對文化的個人見解，並避免陷入文革以

後「文化風」席捲中國的狀況，而迷失方向。他說，傳統和當代概念主義是相互

共處於自己的作品中的。他說，「你可以說傳統外形就像我創造的書面文字一樣，

只是一種『外衣』，外形和內在本質是迥然不同的[...]，傳統與現代以一種常變的、

相互改變的形式存在於我的作品中18」。 

 

徐冰為本次展覽創作了一副名為《新英文書法 --死亡將不再主宰 (By Dylan 

Thomas)》的新作品。這個作品將兩種不同的文化的語言系統相結合。表面上來

看是漢字，而事實上，這些書法文字表示的是英文字母。在本作品中，這些文字

是威爾士詩人狄倫·湯瑪斯於 1936年創作的詩：“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死亡將不再主宰），收入其「25首詩集」中19。 

 



雖然他們又瘋又僵死，  

  人物的頭角將從雛菊中嶄露；  

  在太陽中碎裂直到太陽崩潰，  

  死亡將不再主宰。 

 

《新英文書法 --死亡將不再主宰 (By Dylan Thomas)》這幅作品有可能是獻

給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的災民的。 

 

蔡國強（1957-）的作品，在本書其他部分中已做了詳細的介紹，他認為西

方的「客觀文化」帶來了他所處於的「主觀文化」所沒有的問題20。他的話讓人

想起林風眠在 1926年說過的話，林風眠曾說，中國山水畫家不象西方畫家一樣

是機械性（客觀性）地表現自然的表像21。同時，這也讓人回想起郎靜山在1942

年所作的觀察，即中西傳統學派畫家的區別：「（西方畫家）是畫出已見而非畫

出所見。22」 

 

本次展覽展出的蔡國強的作品，像邱世華的作品一樣，同樣借鑒了神秘主

義、道家思想、東方宇宙學和禪宗思想。同時還融入了時間和記憶的元素。1999

年，蔡國強在接受費大為的一次採訪中說，「我敢擁抱雄心壯志，敢於堅持自己，

並且敢於反對西方了不起的神話。23」他的立場不是出自對西方的無知（他指出，

他學習了西方藝術和蘇聯式的舞臺設計）。相反，這個立場是出自對一個真正多

元化社會的呼喚，這樣的一個社會只有在 「第三世界國家不再模仿西方當代藝

術之後才能出現。24」  

 

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藝術家葉永青（1958-）解釋說，九十年代的時候，

他在歐洲生活，當時他開始以塗鴉方式「記錄自己的心情，這類似於今日的博客

25」，不過，他後來對自己的方式、對於這些他稱之為「猴子繪畫」的作品表示不



滿意，因而尋找著「邏輯之外」的方式（他稱之為邏輯的反面），使自己能夠將

中國優秀的文人畫傳統與當代生活和文化相融合。在其最近的作品中，他通過把

自己的鉛筆畫掃描到電腦中，然後將圖像投射到畫布上，再用油畫顏料在上面臨

摹成作，重現了中國傳統繪畫所具有的典雅氣質，使之融入當代世界。他說：「我

羡慕像黃賓虹和林風眠這樣的藝術家，對他們來說，四十年不過就像一天。26」 

 

郭振昌（1949－）和呂勝中（1952－）雖然各自生活在海峽兩岸的兩端，卻

同樣致力於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自己的藝術創作相結合。呂勝中採用剪紙技巧，以

深厚敬意和無限創意，化腐朽為神奇，將剪紙轉化成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形

象。按Nancy T. Lu的說法，郭振昌則一貫在其中國主題和西方流行文化相結合

的作品中，凸顯出「臺灣大眾文化的豔麗、粗俗和喧鬧。27」 

 

本次展覽的最後一代藝術家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們成熟的時期正值

中國表現出驚人的經濟增長力，對世界帶來巨大影響的時期。如果說上世紀二十

年代旅歐中國知識份子是為了中國現代文化得到認可和理解而進行奮鬥，以試圖

幫助其擺脫異國情調的影響，那麼今天就是風水輪流轉了，今天是西方正企圖擺

脫東方異國情調的影響。蔡國強曾說，的確，今天的情況是，西方藝術家 「為

我們提供了異國情調的形象28」。 

 

展望（1962-）是這一代藝術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其九十年代作品包括挖

掘、吊掛、埋葬、清潔和補天，以及淩空吊掛中山裝（孫中山或毛澤東的著裝），

這些中山裝猶如靈魂出鞘的肉身一樣。他在本次展覽中展出的作品《假山石

125》，是由一些不銹鋼假山石（在西方被稱為「文人石」）組成，其中最備受喜

愛的是來自蘇州太湖的太湖石，象徵著智慧和長生不老。正如林似竹 (Britta 

Erickson)指出，展望的假山石是作為現代生活多方面的隱喻，雖然有著現代的偽

裝，然而其本質卻是紮根於傳統生活，作為對新式建築的（互補），尤甚於真實



的假山石29。展望在2008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展覽中展出了名為「烏托邦園林」

的作品，讓我們再次想起了「詩意的園林」，一處精神的烏托邦，我們在那裏能

夠親近自然，回歸內心，回歸到古代的理想主義 。 

 

當代全球化社會中語言與古代文化的喪失也是北京藝術家黃鋼（1961-）作

品中一個重要主題。黃鋼將西藏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的題材，尤其是西藏佛經的語

言。他把這種語言添加到自己的繪畫中，雖然他並無法讀懂並解釋這些文字。因

此，這些巨幅畫作描繪了一種沒有界定卻又充滿暗示的景象，一種覆蓋在殘骸之

下、幾乎難以看清的景象。 

 

陳界仁（1960-）同樣也研究廢墟，不過他這次的關注焦點是工業化國家的

廢墟。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2003年創作的《加工廠》。在該作品中，他請一家

倒閉的紡織廠的女工回到了她們以前的工作場所。本次展覽將包括《路徑圖》，

這一作品是受泰特利物浦美術館委託創作的，在該作品中，陳界仁重現了世界各

地港口工會抗議和遊行的場面。陳界仁把臺灣描繪為一個「健忘的消費社會，已

忘卻其『自我敘述』的權利[...]我反對消費社會所處的健忘狀態30」。陳界仁將再

次進行 2007年「自我盜版」的設攤販賣行動，兜售自我盜版作品，然後將所得

收益捐給慈善機構。 

 

另一位來自中國臺灣的藝術家侯俊明（1963-）對所在社會的性和文化習俗

進行了評論。他的「極樂圖懺」、各種表演以及大型木版畫總在挑戰社會禁忌。

最近，他開始於 2000年創作了402個曼陀羅系列作品，反映出他對寺廟節日和

民間藝術的觀察研究。這種對當代文化和固有文化的迷戀，在朱銘和李真的作品

中也顯而易見。他們與以現代主義烏托邦雕塑著稱的楊呦呦一樣，致力於通過自

己的龐大作品建立起貫穿古今的聯繫。將雕塑視為美術而並非工藝的觀點，源自

於二十世紀初期，當時的中國藝術家正從歐洲和日本學成歸國。麥克蘇立文觀察



到，這第一代藝術家多為滿足現狀、作風傳統的「畫廊」雕塑家31。楊呦呦（楊

英風，1926-1997）是本年代創作實驗性、紀念性雕塑的第一批藝術家之一。他

和前面提到的趙無極和朱德群一樣，創作了許多體現出中西文化互換所長的典範

之作。楊呦呦也因為其鋼鐵雕塑代表作「鳳凰來儀」而在國際上獲得認可，該作

品於1970年為大阪世博會臺灣展點而創作。 

 

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的主題是「人類的進步與和諧」，大會的建築設計師

是丹下建三。該次博覽會異常成功，吸引了超過 6400萬人次前來參觀。博覽會

的展出焦點，包括美國展點的展覽品：由美國太空船「阿波羅 11號」採集回地

球的巨型大月石、首部IMAX電影、手機和磁懸浮火車技術的展示。大阪世博會

選擇以鳳凰這只紅羽金尾、千年生死、從灰燼中獲得重生的神鳥，作為博覽會吸

引人心的比喻，同時也借喻中日在二戰後獲得重生。楊呦呦作品中的鳳凰也是長

生不老和戰無不勝的象徵。本次展覽包括他在七十年代創作的同一主題、以十件

為一系列的作品中的其中一件作品，也名為「鳳凰來儀」。 

 

楊呦呦是環境規劃師和城市規劃師，他的工程項目遍及貝魯特、紐約和沙烏

地阿拉伯。他創作的「景觀雕塑」（他如此稱呼自己的雕塑）的藝術風格日益抽

象化。不過，中國雕塑自中世紀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社會現實主義取

代學術派現實主義的現象32。正如克雷格·克魯納斯寫道，這時期在中國臺灣工作

的藝術家「比中國大陸藝術家面對的風格和政治限制還要少，並且在過去四十年

來，這裏一直存在著多元性33。」正是這種多元性為曾經是楊呦呦學生的朱銘

（1938-）提供了肥沃的土地進行藝術耕作。和莊(吉吉)一樣，朱銘也致力於將中

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形式相結合。 

 

從七十年代起， 朱銘便開始嘗試飄遊於具象與抽象之間的風格。本次展覽

包括他最優秀的作品之一——重達 800公斤的巨型銅雕塑《拱門》，這是《太極



系列》雕塑中的一件作品，該系列雕塑描繪了打太極的情景。 

 

1976年，即楊呦呦以其「鳳凰來儀」之作贏得國際藝術圈齊聲讚歎的七年

之後，朱銘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了他的《太極系列》雕塑，這是他以斧頭，

或鑿子，或（據說）以雙手雕塑的木雕，再以銅水澆鑄成型之作。其作品中的粗

糙，有意表現出缺乏優雅之態，以及時而體現出的大膽具象派風格，與楊呦呦作

品優雅、抽象的形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立。朱銘《太極系列》的另一個突出特徵是，

藝術家想要把握形態之間的過渡性變化34。有趣的是，朱銘這些非常成功之作，

最初在他家鄉獲得的評語竟是褒貶不一。朱銘尊崇先天論，這是他作為臺灣土著

的一種身份認同，因此剛開始的時候，他被視為是以其《太極系列》雕塑在推廣

中國的武術和中國的文化。 

 

朱銘十五歲時給寺廟木像雕刻師做學徒，由此開始了自己的雕刻生涯。同

樣，他的後輩李真（1963-）也是從傳統的學徒做起，在八十年代學習雕刻佛像。

然而自從九十年代開始，李真不再局限於發揚現有傳統。相反，李真開始在自己

的作品中調和歷史佛教雕塑之間的矛盾。像晉代和南朝劉宋朝的藝術家一樣，李

真的藝術風格將「精神」（對生活的感悟）和「面相」（精心製作的相貌）融合在

一起35。 

 

近來，他的雕塑日益體現出物質的「現實的重量」，甚至是唐朝豐滿的人物

形象36。他的大量雕塑運用了龍珠、蓮花、天火、祥雲，堅實地建立在傳統雕塑

形象和敘述技巧的基礎之上，而且(用評論家和編輯伊恩·芬尼利—布朗的話來說)

可以被視為是「現代版的佛像，用簡單直接的語言向世界說明，卻又不失原有的

神韻。37」 

 

本次展覽展出李真2001年創作的作品《天界山水》。以此黑漆銅像作品系列



展出版數的 1/6，顧名思義，這是人物和風景相結合之作。李真拒絕受制於分類

系統的束縛，堅持開發並將不同類別融合起來，形成新的複合意義，這也是李真

的雕塑讓西方觀眾難以捉摸的原因。 

 

湯瑪斯·麥克埃維約在其1999年出版的力作《Sculpture in the Age of Doubt》

一書中寫到西方日益普遍的懷疑主義現象。這種主義在東方並不常見，更不會出

現在楊英風、朱銘和李真的作品當中。對世俗世界的西方觀眾來說，現代藝術不

只隱喻著懷疑主義，同時還是一種反描述和反敘述的傾向。這個理論在 1986年

在巴黎龐畢度中心舉行的一個名為「現代雕塑在哪裡」的現代雕塑展中，得到了

透徹的探討。不過，策展人羅威爾卻說，（西方）現代雕塑並非在訴說故事，也

並非基於視覺感知，其特徵是從感性到概念的轉移。她也說，（西方）現代雕塑

是基於一種斷斷續續而並非基於連續性38。至今已過了二十多年，今天我們能重

新考慮中國現代藝術的另一個傳統，即發揚連續性而並非斷斷續續，並且同時推

崇敘述性。 

 

結論 

 

1912年，中國現代主義宣導人之一劉海粟和其他藝術家發表了一個綱領宣

言， 

 

首先，我們要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研究西方藝術韻奧；其次，我們要在極端殘

酷無情、乾枯孤寂的社會中盡宣傳藝術的責任。我們要為中國藝術復興而努力工

作，因為我們相信藝術能夠救濟現代中國民眾的反哺，能夠驚厥一般人的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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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縱使已過了百年，本次展覽的參展藝術家還是表達了同樣的情

緒。他們同樣希望能發揚和保護固有的傳統、哲學和知識。當代的社會被視為無

情無義的社會，而西方文化則被視為異國情調，並且是怪誕有趣的。 

 

對徐冰來說，中國擁有「如此之多而盤根交錯的文化現象和因素、如此之複

雜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形態，這是一個空前的嶄新情況 [...] 它既非絕對傳統西

方，亦非絕對傳統中國，它也不屬於較早前的社會主義時期，而是因為上述種種

因素而形成的一種狀況，這只能在這個特定時期存在於中國 [...] 甚至連具體方

法都是前所未見的，並且它們都具備了中國特色。40」 

 

這些出生於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的藝術家，致力於拯救當今社會，使之免於

混亂，並要喚醒在中西方的我們，從睡夢中醒過來。 

 

2008年7月於慕尼克 

 

                                                 

 

1 萊因河宮的前身是法國? 太師? （位於斯德拉斯堡）。本次展覽的展出時間是法國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從德國手中重新奪獲亞爾薩? -洛林的六年後。 

2 展覽序言中對蔡元培的介紹：前任教育及美術部部長、北京大學院長、法國? ? 國家榮譽軍團

司令級勛章得主、紐約大學榮譽博士。1907－1911年，蔡元培於德國萊比錫大學求學。 

3 高美慶，《教育改革與中國西洋風繪畫運動初期》，收入《處於危機的世紀：二十一世紀中國

藝術之現代性與傳統》Julia F. Andrews 、Kuiyi Shen著（紐約：博物館，1998年出版）第

154頁。 

4.展覽目錄 9 

5 展覽目錄 8 



                                                                                                                                            
6 1929年，該學院易名為杭州國立美專；1950年易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校； 1958年易名

為浙江美術學院；1993年易名為中國美術學院直至今日。 

7 預知更多展覽會詳情，請見 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Zheng Shengtian (eds.), 

Shanghai Modern (慕尼克: Museum Villa Stuck, 2004), 第 21-56頁 

8 劉海粟,“ Die Richtungen in der modernen chinesischen Malerei” , Sinica 6, no. 2. 

(1931):52.  

9 Shanghai Modern, 同上, 第 378頁. 

1 0 這所學院當時被稱為國立杭州藝專。 

1 1  Kuiyi Shen, 《中國當代藝術中作為文化意識的山水景觀》，藝術 2，第 4 刊（2003年 12

月），第 35頁 

1 2 Jonathan Hay,《趙無極的近作》，Marlborough紐約，2003年 4月 30日 

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zao/essay.html. 

1 3 Shu-mei Shih,《現代之引誘：於中國半殖民地時期書寫現代主義》，1917－1937伯克萊(加

利福尼亞大學出版，2001年）第 86頁。 

1 4 郎紹鈞，《二十一世紀的傳統國畫》，收入《三千年的國畫》 (New Haven and London: 耶

魯大學出版,1997), 第 33頁 

1 5 更多詳情，請參見：http://www.gdmoa.org/en_zhanting/en_zhengzaizhanchu/9112.jsp 

1 6 潘天壽，《國畫歷史，1926年》，麥克蘇利文著《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書中引用， 

 (《伯克萊和洛杉磯》: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 1996), 第 25頁. 

1 7 郎紹鈞，同上，第 332頁 

1 8 Glenn Harper,《實質－與徐冰對話》© 2008 徐冰工作室版權所有。 

http://www.xubing.com/index.php/site/texts/a_conversation_with_xu_bing1/.  

 
1 9 摘錄自《死亡將不再主宰》，狄倫· 湯瑪斯著，1936。 © The Trustees for the Copyrights 

of Dylan Thomas. 



                                                                                                                                            
2 0 《敢於無所作為。費大為採訪蔡國強》（倫敦：Thames & Hudson出版社， 巴黎：Fondation 

Cartier pour l’ art contemporain出版社，2000）第 177-135頁，© Fei Dawei 和蔡國強版

權所有。  

2 1 同上，第 35 頁 

2 2 郎靜山，《集錦照片與中國藝術，攝影學報，1942年 2 月刊》（再版），收入 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Zheng Shengtian, Shanghai Modern, 。同上，第 154頁 

2 3 費大為，同上 

2 4 同章 

2 5 《不存在的現實：與葉永青》，中國當代藝術期刊 7，第 3期（2008年 5 月）：第 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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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郭振昌嘗試定義臺灣文化身份，臺灣新聞，2008年 7 月 10日，第 3 版。 

2 8《對話：蔡國強與費大為》，同上 

2 9 林似竹，《物質幻影：隨著概念雕塑家展望飄忽》，藝術學報，夏季刊，2001年。 

3 0 《凝聚：陳界仁的五件視頻作品》，紐約亞洲社會，2007年 6月/8月刊。 

http//www.asiasociety.org/arts/07_chen_chieh_jen.html. 

3 1 麥克蘇立文, 同上 (見注釋 16), 第 159-161頁. 

 
3 2 見林似竹 ，同上 

 
3 3 克雷格· 克魯納斯，《中國藝術》(牛津:牛津大學出版, 1997),第 219頁. 

 
3 4 Meng-Yu Yang, 《為人類雕刻－朱銘自傳 (臺北: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1997) 》, 337 ff.,  

Eugenia Yun譯，臺灣評論,  1998年 1月 7 日刊.  

 
3 5 Su Bei, 《五世紀和六世紀中國人物的起源和趨勢》,收入《中國五千年：藝術創新與轉型》

(紐約: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and Art Exhibitions China, 北京, 1998), 第

135頁. 

 
3 6  Helmut Brinker,《轉型中的佛像: 中國佛像雕塑》,收入《中國五千年：藝術創新與轉型》

(同上),第 157頁. 

 



                                                                                                                                            
3 7 Ian Findlay著, 《追求精神領域》, 世界雕塑新聞 11, no.4 (2005年秋季刊): 第 26-32

頁. 

 
3 8 Michael Brenson,《藝術視角：巴黎展的啟發－何以區分現代雕塑》, 紐約時報, 1986年 7

月 20 日. © 紐約時報版權所有。 就此而言，拿李真的作品和本次展覽的同代藝術家作比較是

有趣的事。展望的雕塑作品顯然屬於 「從感知轉向概念」之作。 展望稱自己的作品為 「概念

雕塑」(見林似竹，注釋第 30).同樣，陳界仁和侯俊明的作品也很接近概念藝術實踐的作品。 

 
3 9 Mayching Kao, 同上, 第 158頁。劉海粟於 14歲開始學習西方繪畫，於 1912年成立上海美

術學院。該綱領宣言描述了劉海粟和其他藝術家創立學院的初衷。 

 

4 0 徐冰《今日中國藝術家更容易步上成功之路》，節選自《對話：Jason Edward Kaufman與徐

冰》，藝術新聞報，第 189期，2008年 3 月 13日© 2008 徐冰工作室版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