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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現代化: 戰後日本的前衛書法及藝術 

 

加治屋健司 

 

一九四四年一月，日本戰時最著名的流行青年女性雜誌《少女俱樂部》出版的新年號封

面是穿著水手校服的女孩。1 女孩剛完成了「新年開筆」， 也就是一年的第一件書法作品，

內容是新的願望。她手執一支大毛筆，看來是剛踏入青年階段的少女。她一臉稚氣，卻

清楚寫出了「米英擊滅」四個大字，意思是消滅美國和英國。這本雜誌的封面讓我們知

道，戰爭期間書法除了用來學習和練習寫字，更重要的，是向學童傳播政治意識。 

 

這個情況在戰後有沒有改變呢?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歲的明仁皇太子(現任天皇)的 

「新年開筆」寫的是「平和國家建設」，意思是建設和平的國家，是戰後早期一句流行的

標語。「建設」曾經是戰時宣傳的重點主題，標語這時卻成了建立民主、反軍國主義的國

家的旗號。
2
 這一年，全國上下的學童都要以明仁皇太子為榜樣寫同樣的標語。儘管訊息

的內容在意識形態上跟過往完全相反，書法的功能仍然沒有改變。 

 

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很快發現了書法在日本教育制度中扮演灌輸思想的角色。一九

四五年十二月，他們暫停日本歷史、地理、倫理學科，又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剔除小學的

書法課程。作為國文課的一部分，文字和寫作的教學只能用圓珠筆和鉛筆進行。要到四

年後小學才得到批准自行決定是否對四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教授書法。
3
 就在這艱難的時

期，上田桑鳩、森田子龍、井上有一等人開始積極進行前衛書法創作。 

 

本演講中，我會先討論日本被佔領時期書法創作面對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這一點經常被研

究戰後日本藝術的學者忽略了。接下來我會探討書法家對傳統的想法，比較上田與現代主

義藝術家如岡本太郎、丹下健三等對傳統的理解。我亦會提出理由說明書法家的興趣除了

外界往往聯想到的當代抽象畫，還包括設計、雕塑，尤其包括建築。最後我會透過分析戰

後日本初期的知識架構審視他們跨學科的興趣。 

 

書法不是戰後唯一成為批判目標的傳統文化。法國文學學者桑原武夫猛力批評當代俳

句，指俳句是「次等藝術」，又指當代俳句詩人的價值不以他們的作品衡量，而是以他們

的學生數量及俳句雜誌的銷售額為標準。4 桑原認為俳句的語言過時，讀者需要閱讀注釋

及評說才能明白，因此不適合用來表達當代生活。由此衍生的爭議不單牽涉俳句詩人，

更影響了其他傳統文化從業者，書法家就是其中之一。5 

 

小學書法課程被取消期間，書法界的翹楚、日本藝術院會員尾上柴舟及豐道春海創立了

書道教育振興協議會，成功與敎育部、國會及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進行交涉。我們

要知道前衛書法家與政治活動不是互不相干的。上田在第一期的《書之美》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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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讓書法成為藝術運動，不然我們談不了文化復興。這運動應由政府帶動，

但教育部卻輕視書法。6 

 

上田的評論矛頭明顯指向教育部，不滿其撤銷小學書法課程。上田及書法界各重要人物

想必同樣關注這一議題。 

 

可是前衛書法家包括上田等人很快就跟保守派書法家分道揚鑣。一九四八年，上田首次

參與日本美術展覽會。日本美術展覽會簡稱「日展」，是日本最大型的年度藝術展覽，第

一屆於一九零七年舉辦，當時由政府資助。「日展」經過四十多年才第一次接受和展出書

法作品。一九四九年，上田被選為書法組別其中一位評判，但一九五一年他的展出作品

「愛」卻引起爭議，因為觀者可以看見「品」字 （「品」解作美德或優雅）卻無法解讀

出「愛」字。
7
 後來上田憶述他與豐道關於這件作品的爭論。豐道對上田說：「你的作品

總是叫人看不懂﹐所以才惹來爭議。你還是寫點古典的和讓人看得明白的東西吧。」上

田回答：「我給予文字全新的形態是出於我的創意，可是我從沒有提交過任何無法讀懂的

作品。這是一個藝術展覽，所以展出具創作性的作品不是問題。」豐道反駁：「無論如何，

我們無法接受。這種作品會把傳統摧毀。」
8
 四年後，上田不再參與日本美術展覽會。 

 

我們應該留意上田及豐道的分歧不完全在於文字的可讀性，而在於理解傳統的觀點。上

田回顧這首次接受書法作品的日本美術展覽會時解釋他對傳統的想法。他寫道： 

 

我們作為現代人不應把自己局限於古人創造的經典樣式，而應該以古人創作那些

樣式時所持的精神和態度為基礎，加上現代觸覺，表達自己生命的感受。[…] 經

典表達的是當時人生命的感受。因此，我們也應該表達自己生命的感受。這符合

傳統精神，也是創新。
9
 

 

豐道的立場是傳統應該一點不變地保存下來，但上田認為不應該固守於複製傳統作品的

樣式；而應該透過傳統精神表達新事。上田不是反對書法的傳統，而是在嘗試尋找新的

途徑讓傳統適用於當下的環境。 

 

我們可以把上田對傳統的態度跟現代派畫家岡本太郎及現代派建築師丹下健三比較一

下。五十年代初，他們開始賞析傳統。當時傳統是現代主義者強烈抨擊的目標。他們不

是反動派；相反，他們比其他人走得更前，嘗試重新演繹傳統，從而使現代主義更進一

步。 

 

戰後時期知名前衞畫家岡本，於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一篇關於日本史前繩文時代出土陶器

的文章。按岡本的說法，繩文陶器擁有突出、華麗乃至魔幻的裝飾，他從中發現生命的

豐盛活力和動態。在討論陶器的文章中，他談及傳統時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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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從不只是過去。它屬於現在。它從來不是無法動搖或無法改變的。相反，它

一直在變，而且沒有一刻維持現狀。我們得抓住它的動態，否則我們無法利用它，

也無法主動把它發展下去。10 

 

對岡本來說，傳統不是留傳給我們的，而是我們從現在回望過去所見的。 

 

丹下對傳統的想法與岡本相似。五十年代中期，建築界就傳統的問題辯論過，丹下是辯

論的中心人物之一。辯論的主題是如何把傳統應用到現代建築上。他在 1956 年出版的文

章中寫道： 

 

當我們與日本的現實共存，同時以前衛的態度進行創作來克服現實中的困難，我

們就是在喚醒日本的傳統。傳統活於內，也活於外。我們說「克服傳統」，意思應

當是克服內外兩方面的傳統。那是克服自我。
11
 

 

丹下的意見和岡本類同，他主張傳統應該用於創新而非保留過去的事物。他對傳統也有

主觀性的個人理解，認為傳統在自我之內。 

 

丹下亦曾對繩文陶器的關注，又在他設計的部分建築物加入繩文陶器的原素，例如丹下

視為以混凝土展現繩文傳統的倉敷市役所。在丹下眼中，傳統可用於現代的創造，不是

用來保存而已。
12
 

 

相比起被繩文文化的活力吸引的岡本及丹下，上田想像古人「生命的感受」似乎較為隱

晦，但事實上這些人物都有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毫不猶豫地重整傳統，使它切合現代的

需要。上田的處境比岡本和丹下困難。岡本和丹下都以現代主義為起點開展事業。上田

修讀過中國及日本古典書法，強調「臨書」(臨摹經典作品)的重要性，甚至曾經為此著

書。我們不可輕看上田為了重新演繹傳統所付出的努力。這方面的工作，他比岡本和丹

下還要早數年開始。 

 

另一點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上田和他的學生都非常主動地留意其他藝術類型的發展動

向。Franz Kline、Alcopley、Pierre Soulages 等人曾多次討論他們的前衛書法及當代

抽象畫的關係。13 不得不提，書法家涉獵的範圍相當廣，《書之美》和《墨美》都收錄了

很多談雕塑、設計和建築的文章，當中關於建築的尤其多。 

 

《書之美》一九五零年八月號的讀者翻開雜誌時必定感到很驚訝。第一頁是一幢現代房

屋的照片。那是由 Richard Neutra 設計、位於加州棕櫚泉的 Kaufmann Desert House。

這所冬季度假屋建於一九四六年，是美國二十世紀中期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築之一。頁

底的文字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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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創作一幅掛在這幢樓房正前方牆上的書法作品。14 

 

歡迎各委員和會員參與。每一位的支持都非常寶貴。(截止日期為九月二十日)15。 

 

上田評論參與作品的文章三個月後刊出。森田子龍的作品中，平線上面寫著 「遠」和「靜」

二字。16上田寫道：「創作時想到利用水平的橫線是很自然的。那幢建築物充滿了匠心獨

運的橫線和厚重的直線，還有線與線之間的空間。」17上田的評語清楚顯示他認為書法家

可以配合掛字畫的環境「度身訂造」書法作品。 

 

這幀照片據推測取自一個月前出版的建築雜誌《國際建築》。18三年後，建築評論家及建

築史學家浜口隆一在《墨美》中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日本及國外的建築雜誌。19上田可比他

更早開始關注建築和書法的關係。上田在認識 Franz Kline、野口勇等當代藝術家前已經

對當代建築深感興趣。 

 

那麼，書法家為何會對其他形式的藝術產生興趣呢？我們應該考慮一下四十年代末到五

十年代熱烈討論的「綜合藝術」的流行程度。評論家花田清輝首先提倡「綜合藝術」，這

名詞是他根據華格納總體藝術的概念發展出來的。
20
花田透過「綜合藝術」探索跨媒體作

品的可能性，追求不同藝術模式如文學、美術、音樂、戲劇、電影等的融合，目標是建

立可以深入探討社會議題的新類型藝術。 

 

耐人尋味的是，一九八四年九月，上田的得意門生書法家雨野雪村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綜

合藝術」： 

 

書法僅僅是因為對線條藝術的純粹欣賞而誕生，但[…]它同時生為融合文學的「綜

合藝術」，正如電影生為戲劇、音樂、繪畫等的結晶，舞蹈生為音樂和形體的匯融。

[…]我們應該從商業藝術和宣傳藝術的角度探索書法，思考書法在電影字幕、招

牌、廣告牌等地方的應用 […]21 

 

研究日本書法的學者忽略的就是這種跨學科的興趣。書法家的這門興趣在他們的雜誌《書

之美》和《墨美》中是顯然易見的。的確，美國和歐洲的抽象畫對他們有很大吸引力，

但我們亦要留意他們對其他類型的藝術明顯可見的興趣，包括雕塑、設計(和建築。 

 

從認識書法的獨立性，有些學者看到日本前衛書法家在繪畫創作中對藝術媒介的重視，

便認為他們是「現代派」。22可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他們著重的是不同媒介的融

合，與 Clement Greenberg 提倡的精簡化與媒介獨特性恰恰相反。23 

 

前衛書法家確實在某些方面使日本書法變得更現代化，但我們討論日本書法時，應該把

這進程理解為一種不同於美國版本的現代化。日本書法家帶起的現代主義包含了協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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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藝術類型和媒介的過程。除了書法家，它很可能還影響了其他專業人士，包括藝術家、

設計師和建築師。這令戰後日本的歷史變得不易掌握，但同時也開放了透過不同框架理

解戰後藝術史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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