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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香港風景：徘徊於殖民、解殖與後殖民的繪畫回應》 

黎明海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 

 

摘要 

本文聚焦香港風景繪畫的發展，闡釋 1967 年以來香港畫家因應時局而進行身份

探究的過程和表現，分析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變易，如何牽動本地藝術創作。內

容旨在香港「新水墨運動」論述以外，藉最近與藝術家親身訪談個案所得，補充

個別受左翼思潮影響或表達社會現象的畫家，在建構香港藝術的角色和意義；並

討論向來以「文化混雜」為香港藝術特質的偏頗論點，呈現徘徊於殖民、解殖與

後殖民的繪畫回應。 

 

緒言 

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要到十七世紀才成為一種獨立繪畫題材，及至十九世紀

此類素材的作品和表視達至頂峯；然而至二十世紀這種形式和繪畫內容逐漸被當

代追求個性表現的藝術家所捨棄，慢慢變成了一種「周日繪畫」(Sunday Painting)

的消閒素材1。於是談及風景畫往往會被誤解為風景如畫般美麗的景像；又或是

風景畫必定是對客觀自然的寫實描繪。由於風景畫具有一種與自然力量和神秘崇

拜聯繫在一起的魅力，縱然從宗教及神話故事的附從角色中獨立出來，它內裏仍

帶有一種自然(naturalization)的意思，就是把自然從傳統死寂被動的意態中解放出

來，使之獲得具有自由和生命力的表現，故此「自然」逐漸變成一種建構於客觀

物像的象徵符號，最終成為述懷的風景繪畫。 

 

一直以來當代藝術創作，貴乎個人情意的內化，很多時會經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謂「昇華」(sublimation)；並假借創作媒體的獨特性，成就曠世的藝術作

品。這種「昇華」過程，在當代藝術語意裏，大都在潛意識(subconscious)中無形

無色地走進藝術家的腦海裏，發而為藝術形式，演化成了藝術表現；其間或許有

現實生活「情」或「境」的衝激，但也容許無中生有或肆意狂態的自我詮釋。正

如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傑克遜•帕洛克(Jackson Pollock)和威廉•杜庫寧

(Willem de Kooning)等作品，雖然他們的作品裏還有大地風景的聯想，然而置其

以形式主義(Formalism)作觀賞，撇除作品敘事說明、紀錄的功能，或擺脫其再現

性 (representational) 的 表 現 ， 畫 面 趨 向 抽 象 ， 進 而 產 生 自 發 性 的 表 現 形 式 

(spontaneous gesture, surface and formalists’ visual language)，仿彿這就是西方藝術

整體發展的最終階段2。可是綜觀香港的風景繪畫發展歷程，卻未必可以此為準，

因大多作品的形式與表現皆與其社會、政治的緊扣相連；只是大抵循客觀再現的

                                                      
1Mitchell, W. J. T.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Greenberg, C. (1959). The Case for Abstract Art. Reprinted in O’Brain, J. (ed.)(1993). 
Clement Greenberg – the Collection Essays and Criticism: Modernism with a Vengeance 
1957 – 1969. Vol. 4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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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逐漸走向八十年代以後的自我情感表現的脈絡當中。 

 

殖民管治下的香港風景 

第二世界大戰前後以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香港社會百廢待興，中

國大陸政局動蕩，人口流竄，百姓無一不被捲入政治的旋渦。為逃避國內種種政

治形勢及戰亂，大批難民自中國湧到政局相對安穩而正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

港。當中包括廣東書畫名家如黄般若、馮康侯、李研山、羅叔重、區建公、李鳳

廷、陳公哲、張雲階、吳梅鶴、蘇楚生、李景康、張谷雛、黎耦齋，趙少昂、楊

善深；加上留學歐洲、美加、日本抵港的鮑少游、任真漢、李鐵夫、李秉、余本、

黄潮寬、伍步雲、胡根天、邱代明等，匯同早已居港的潘達微、馮潤芝、鄧爾雅、

王少陵、陳福善、杜其章、劉君任、蔡哲夫、傅壽宜、黄少梅、黄少強、胡少蘧、

徐東白、何漆園等。其時大部份繪畫創作多憑藉傳統中國文化「書畫同源」的筆

墨觀念而繪製山水畫，為奠定早期「香港藝術」作出貢獻。 

 

三十年代末葉抗日戰爭爆發，往還中港兩地藝術家包括嶺南名家：高劍父、楊善

深、趙少昂、呂燦銘等，還有：葉恭綽、張大千、于右任、李研山、鄧芬、黄般

若、馮康侯、李流丹、鄧爾雅、張碧寒、蕭立聲、陳荊鴻、鄭家鎮、陳語山、趙

鶴琴、何磊等，當中除嶺南諸家於本地廣傳嶺南畫風之外，黄般若以香港風景入

畫開一時風氣；呂燦銘之子呂壽琨則啟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水墨運動」，皆「香

港藝術」重要的前導者。 

 

及至 1946 年下旬，以符羅飛、黄新波為首的左翼藝術家成立「人間畫會」，標榜

文藝反映社會狀況，政治上傾向社會主義共產革命思潮，其後更聯結曾鉞所屬的

「紅黃藍美術研究社」(1947) ，致力推動著意為人民服務的「新美術」，畫會曾

建議定每年 8 月 3 日辦「新美術節」，積極以藝術參與社會運動，例如舉辦各類

畫展如《風雨中華》(1947) ，以作品反映國民政府腐敗不堪；又或於 1950 年 1

月 3 日《大公報》由港九美術界四十多人發表聯合聲明支持電車工人罷工，爭取

合理待遇等，更於本地主要報章的文化版，以漫畫、插畫、短評等作統戰的文化

宣傳。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間畫會」等在港作為統戰角色日

漸減褪，至黄新波回穗定居後正式告終。由於內地政治仍然動蕩，香港陸續出現

大大小小的藝術團體：圓社(1948)、中國近代書畫匯(1948)、紅黄藍畫社(1949)、

濤畫會（1950）、庚寅書畫會（1950）、香港藝術社(1952)、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

（1955）、香港中國美術會（1956）、丙申社(1956) 、香港中國美術會（1956）、

七人畫會（1957）、中國書法協會（1958）、現代文學與美術協會（1958）、華人

現代藝術研究會（1960）等，都是由移居香港的畫家或當時年輕藝術工作者所創

辦的畫會。 

 

然而在如此政治局勢下，一般市民生活朝不保夕，即使擺在眼前如畫般風光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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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亦無暇細賞。除了上述水墨畫家外，雖然仍有不少華人畫家極力於華人圈子

中傳播西方藝術，例如余本、馬家寶等開設畫室授徒，復有生於巴拿馬的陳福善

屢敗屢戰地成立畫會。他們也會在週末與畫友結伴出遊港九新界各地作風景寫

生。當中藝術家如韓志勳、江啓明、郭樵亮等時至今天仍常懷緬年輕時跟隨前輩

或自行到鄉郊寫生作畫的日子，他們的作品如實地紀錄這個城市的變遷。 

 

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風景繪畫作品，尤其採用西方媒介為表現的藝術家，大多

以客觀寫實形式處理。例如陳福善的《銅鑼灣旁》(1947)，歐陽乃霑的《馬鞍山

下》(1965)，陳迹的《大澳棚户》(1974)，江啟明的《深水埗石硤尾村》(1953) 、

《牛池灣榕樹下》(1957)、《彩虹村興建中》(1961)、《上環弓弦巷》(1960)、《油麻

地上海街樓宇》(1967)等都是現場寫景，紀錄一片時代風景。這些作品有些是藝

術家往後大幅或成熟繪畫的練筆。它們的存在，既見證了本地景貌的變遷；也為

藝術家發展一已藝術風格提供堅實的基礎。其中陳福善日後潛意識繪畫風格的發

展；或許就是他此寫實時期作品的反動。陳迹、歐陽乃霑及江啟明等，著意走進

社會，反映民生的創作意念主導下，明顯秉持寫實的觀念作畫，故此往後以其過

人的繪畫技藝，把客觀描畫發揮得或則細膩動人；或則靈巧詳細。正如江啓明描

繪香港景物，包括建築、人物和大自然，均充滿香港地道風情。畫家近年倡議的

『靈』正是指香港人的靈魂及精神領域，他說：「我晚年所研究的繪畫，是把宇

宙萬物的組合數字，通過人為的物料及專業知識去重新演繹出來」3。故此他近

年繪畫的香港風景，如《火石洲》(香港)(2012)、《橫洲崖壁》(香港)(2013) ， 詮

釋的是畫家心理與詩意的空間，而非僅為客觀景物的再現。 

 

然而藝術在當年的社會尚未普及，加上在英國人的殖民思想管治下，華人藝術家

要獲得展出機會談何容易？雖然香港早年曾有不少業餘性質畫會，但大部份為白

人所壟斷，加上他們留港時間不長，所以這類組織較為短壽。至於「香港會」等

會所，他們只吸納上流社會人士為會員，入會之門並不開放予華人。有說陳福善

早年是少數以華人身份遊走於白人藝術社交圈子之中，除了他畫的是西畫外，也

許是因為他懂說英語的緣故。同時，另一位懂英語的藝術家李國榮於五十年代也

曾以水墨創作現代題材畫作，並先後在香港會及英國文化委員會(英國文化協會

前身)展出。他曾憶述當年雖能與 Julia Baron、Ruth Robertson 及 Douglas Bland 等

人在香港會辦展覽，但華人觀眾卻屢被拒諸門外，此經歷令他極為憤慨。在殖民

地的大氣候下，英國人及歐洲白人位處權力的核心，不論在政治、經濟以至文化

的範疇，都能享有絶對的優越地位，華人極其量只能在邊陲位置發展。可想而之，

繪畫中國水墨畫而又不諳英語的藝術家，又豈能有容身處？  

 

學者陳雲曾道出，殖民地政府對當時社會上的政治意識形態極為敏感。雖然港英

                                                      
3 江啓明，《水游自在：江啓明水彩畫專輯》(Reaching the Highest Spiritual Level through Watercolor: 

A Collection of Watercolor Paintings by Kong Kai Ming)，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頁 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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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面上實行放任的文化政策，實質採用「幕後架馭」4的形式，對香港普羅

大眾以至知識份子，當中包括對香港藝術社群，暗地監控、打擊或扶值。以「中

國自由書畫家協會」為例，由於其右傾背景，使其得成為五十年代中期少數獲准

成立的美術團體，並由英國文化協會舉辦的香港藝術節其中一個中國書畫組織
5。由於藝術（尤以當代藝術）被視作反叛、對強權帶有挑戰性，隨着政局變得

緊張，港英政府對香港藝術發展的插手，有增無減。 

 

其實自六十年代開始香港已成為不同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力場，當中尤以

「六七暴動」引發的文化反思最具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內先後爆發

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反右運動」、「大躍進」等多場政治運動，及至「文化

大革命」更觸及全國。當時北京中央政府對收回香港主權仍以周恩來指示的「長

期打算，充份利用」八字為重要政策。當時本地左派團體響應部份北京政治團體

的號召，在港策劃一連串示威抗議，更激進的甚至以武力手段，試圖推翻港英殖

民地政府，實現回歸中國的意圖。前聯合出版社總經理蕭滋在訪問中道出，他們

部份左派人士當時錯判形勢，未能意識到中國領導人對香港的政策，他本人即在

港督府(即今禮賓府)門前示烕期間被防暴警察打至頭破血流。「六七」之所以被

冠上「暴動」之名，一方面是英國殖民政府打壓異己、拉攏市民的政治手腕外，

另一方面是「土製波蘿」、「林彬慘案」等事件令左派失去廣大市民的支持，而遭

到唾棄。經歷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歷史文化如同頹垣敗瓦；文革期間的批鬥

活動，加上本地左派人士的行徑，亦令香港人對剛建立的新中國政權失去失去信

心。至於對本港社會層面的影響，就是在不少人口在文革期間自北方湧入，但同

時間卻有不少外國人變賣本地房產「逃離」香港。畫家白朗露(Rosamond Brown)

在訪問中憶述，當年她的外藉朋友急於離港，不惜低價賣車賣樓，她更笑言拜暴

動所賜，她與家人今日才能住在太平山頂的宅邱。「六七暴動」雖以失敗告終，

卻免不了動搖殖民政府的管治，迫使他們作出變革以適應新的政治形勢。 

 

隨之而來因應政治形勢的轉變，港督麥理浩進行連串社會改革，除了廣為人知的

興建公營房屋和地下鐵路、成立廉政公署、發展新市鎮等，更著力推動本地流行

文化，例如以年輕人為主的「香港節」正是伴隨「六七暴動」而來的產物。成立

「香港節」，一方面既為營造節日喜慶的繁華氣氛以沖淡「六七暴動」對社會的

衝擊；另一方面則為港英政府塑造香港人的「香港意識」的手段，配以邊防政策

隔絕中國人南來，通過地域及文化身份的界限，藉以令(新生代)港人疏遠中國及

共產主義。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在 1962 年重建的大會堂，在暴動以後扮演着

重要的文化角色，並隱含重要的政治宣言：大會堂位處愛丁堡廣場，每一任到港

履新的總督必從毗鄰的卜公碼頭登岸，並於廣場檢閱儀仗隊。同時，大會堂處於

中環核心地段，附近有政府總部、立法會、終審法院及聖約翰座堂等官方建築物，

                                                      
44 陳雲《香港有文化》, 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47 頁，2009 
5
朱琦《香港藝術史》, 香港：三聯書店, 113 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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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象徵政、法、教集權於殖民地政府手中，正如大會堂前總經理陳達文之言，

大會堂的管理亦由香港防衛軍的少校歐必達主理，此即意味着本地的文化活動在

英國人的政治操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大會堂及其附設的香港博物美術館為除了

為本地藝術家如韓志勳、文樓、金嘉倫、張義等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展覽場地，如

華圖斯夫人(Mrs Sandra Walters) 則曾先後於此策劃歐洲大師的版畫展，這無疑對

開拓本地藝術家的視野有極大貢獻。 

 

然而，當時香港經濟仍處起步階段，低工資、工時長、擁擠環境等因素令大眾在

照顧糊口生活以外，只可以艱難地維持藝術創作。除籌組畫會外，部份藝術家為

了推廣藝術、甚或為求糊口，紛紛開辦畫室。新水墨運動的代表人物呂壽琨正職

為油麻地小輪的票務稽查作，只能利用閒餘時間在摺枱上作畫；畫家韓志勳則要

在郵局做幫辦，只能在工餘創作；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的丁衍庸，亦需屈

居於板間房創作。白朗露(Rosamond Brown)回憶，早年極難在香港購得塑膠彩等。

至於藝術教育就民間機構而言，既有規模較小的藝苑；亦有系統化的美術學校，

為培育未來的藝術人才作出貢獻。以油畫家陳海鷹為例，他自費創辦的香港美術

專科學校，按照香港社會實際情況，開辦基礎證書課程、美術文憑和美專課程，

培育了如江啟明、歐陽乃霑、陳中樞等藝術工作者。生活的窘境，不僅反映在一

眾藝術家的創作題材上，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創作媒介及手法，所以以紙本水墨

畫及水彩畫較流行於當時藝圈。由於藝術（尤以當代藝術）被視作反叛、對強權

帶有挑戰性，為減低藝術獨立批判意識的傳播，港英政府積極實行「重設計、輕

藝術」的藝術教策方針，著意壓低中學會考美術科考試的合格率等手段，刻意壓

制藝術的普及性外，更甚的是，有說由於新水墨的山水風情未如現代或當代藝術

般牽涉敏感的政治題材，因而獲得殖民地政府更積極推廣6，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另外，即使本地藝術家到海外參展，港英政府亦大多冷淡對待。以韓志勳為例，

由於政府人員拒絕提供物流安排，最終他只能以中華民國代表的身份，出席聖保

羅雙年展。嚴重的，則連藝術家江啟明也被劃成左派遭列入黑名單，令其無法取

得甲級教師的資格，不能在中小學教授美術。 

 

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及政治考慮固然束縛當時的藝術發展，但對部份香港藝術家

而言，這段時期則象徵着要邁步踏進世界藝術大門。假若在六十年代以前，香港

的藝術圈是較封閉自存；那麼，六十年代以後，香港的藝術生態則相對地開放、

面向世界。由於當時社會大眾的生活艱苦，基本生活捉襟見肘，「放洋留學」對

他們而言，可謂天方夜譚。故此，獎金學所扮演的角色，則變得舉足輕重。當時

不論在官方、抑或民間層面，皆有提供名額為數不多的獎金學以供大眾申請。就

以官方獎學金為例，政府向公務員提供內部申請的獎學金，選派官員公費往英國

和澳洲進修及考察，當中包括李國輝、林漢超、潘宏強、郭婉嫻、謝江華、陳炳

添(1963-1965)、李國榮(1958-1959)、郭樵亮(1962-1966)、彭展模(1969-1971)、楊懷

                                                      
6 參閱於爐通訊選集：熔爐叢刊 1 頁 22,，徐嘉煬有關呂壽琨的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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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1972-1975)等。此外，民間也有一些獎學金如約翰洛克斐勒三世獎學金、Ford 

Foundation 等，為計劃到外地修習藝術的人如潘士超、韓志動、文樓、張義等，

提供經濟上的資助。通過與其他藝術家的交流、或「放洋留學」，讓藝術家擴闊

視野，衝擊原來較偏重地域性的創作思維、逐漸摸索個人藝術創作路向，更重要

的是，他們在藝術上的追尋，同時亦誘發了對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一方面他們

既承襲傳統，另一方面又力圖擺脫古風的束縛。經歷國難、流竄、寄人籬下的生

活，六、七十年代藝術家對其中華文化身份的認同，比起其他時期的感受，都來

得強烈。以華人的身份定居在洋人統治的殖民地，加上在西方文化的氛圍下，這

批藝術工作者既中既西，又不中不西。在探索藝術創作的媒介、手法和意念的同

時，他們也在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直接觀摩西方藝術所得，風景繪畫的創作和

形式也因而與其時現代形式化的抽象藝術表現接軌 

 

正如上述段落中所稱風景繪畫的客觀再現(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其實只是風

景畫的其中一種表現手法。風景畫之所以有動人的魅力，最重要的還是創作者對

風景的主觀感受，正如唐朝張璪所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外」就是外界

的客觀事物與自然景像；「中」就是內心的策動及主觀感受的反映。因此風景畫

不一定是描繪美麗悅目的景色，卻必定有人文、文化牽涉其中。台灣學者廖新田

說：「風景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的一個關係語詞，其中核心

是『人』。風景不僅是一幅美麗的景致，風景在文化的脈絡中另有一番意味，沒

有意味，風景不再是風景，只是一堆亂石與雜草」7。藝術家藉風景的圖形符號

觀念來表達自我，借景述意，使自然受制於藝術的約束8，自然變成了人「造」

的自然；與中國人的「文人畫」就是異詞同意。藝術家假借客觀風景，而以主觀

圖像符號的概念化、形式化、幾何化等表現其心跡。這類表意形式的風景繪畫，

在六、七十年代的新水墨繪畫有深入的探究。例如呂壽琨的《維多利亞灣》(1965)，

鄭維國的《獅子山》(1977)，以至黄般若一系列以香港風景入畫的水墨寫意作品，

如《蒲台遠眺》(1959)、《平洲奇石》(1965-66)都是箇中出色作品，可惜本文篇幅

所限，日後始分文詳述。至於其時西方媒介的表意之作，有李秉的《滙豐銀行》

(1951)、伍步雲的《萬山重叠》(1972)、《沙田小瀝源》(1974)等均屬此類。這些作

品雖然仍以客觀景物為描繪對像，但畫面的色彩、筆觸等卻發自藝術家的內在激

情；預告了他們個人風格蛻變的軌跡。 

 

及至於獲得藝術獎助金的資助，除開闊藝術家的視野外，對藝術家個人風格的形

成亦具有關鍵作用。韓志勳曾於 2005 年的一場文化講座中，細說他的藝術歷程，

當中他憶述策騎電單車馳走於香港各地寫生，如《油麻地榕樹頭》(1957)、《大埔

路》(1960)、《東頭村》(1960)等似仍以客觀描繪的風景寫生形態為主；再比對他

                                                      
7廖新田，〈解放風景：自然的新人文思索〉，刋於 Grout, C.(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

藝術的地景再現》，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6，2009 
8 Gombrich, E.H.,  Art &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Phaid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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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山鳴》 (1981)、《求索》(1981)等作品時，オ知道這段日子的歷練，不僅是

藝術家「搜盡奇峰打草稿」(石濤語)的階段；加上他於歐美遊學所得，便成就了

這些抽象表現的作品。其後他的《天水》(1998)等大幅原作，更展示了其作品風

格的演化過程，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當代藝術實踐的個案驗証。試比較

韓志勳的《東頭村》(1960)及其《黑裂》(1964)、《恆淵》(1971)、《山盟》(1971)、

《時積》(1986)、《偈釋》(1998) 便能具體闡釋風景寫生與其風格演化的關聯。 

 

徘徊在解殖與後殖民時期的香港風景 

及至八十年代，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面對另一次重大的衝擊。1984 年中英兩國簽

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 1997 年後香港的命運。聯會聲明的定訂，加上 1989

年中共對爭取民主的學生的鎮壓，令大部份港人對未來的治港政權感到極度不

安，最終引發移民逃亡潮。除了政治上的影響外，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亦面臨另一

次的轉變。正如前文提及，港英殖民政府自 1967 年後極力塑造「香港意識」以

取代大中華思想。但「九七回歸」，則意味着香港不僅在政治和經濟的層面回歸

中國，文化上亦要重歸中國大陸。然而，如本地文化人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

一書中的分析，七十年代後香港經濟環境有所改善，部份家庭把子女送往外國留

學，而這批在外地留學的人發現自己一方面難以融入外地圈子，另一方面與中國

大陸的文化鴻溝使他們又難以自視為中國人，最終發現自己的「根」在香港，卻

又並未認同回歸。據陳冠中所言，香港身份是「逼」出來的。9 

 

縱觀本地現代藝術亦於八十年代中葉興起，香港大學藝術系教授祈大衛 (David 

Clake)於 1996 年發表《Art and Place：Essays on Art from a Hong Kong Perspective》(筆

者將其翻譯為《藝術與場域：以香港視覺論藝術》)一書中探討香港藝術裡的

「東」、「西」問題10，為其「文化混雜」理論埋下伏筆。他在書中試圖藉分析王

無邪及文樓的創作中如何處理和辯證中國傳統題材與西方現代主義幾何形式表

現的矛盾，道出要界定「香港性」(Hong Kongness) 的困難，但卻又似乎是無可

避免的論辯。及後他於《Hong Kong Art：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2001)11 (筆

名將其翻譯為《香港藝術：文化與解殖》)，以「文化與解殖」作書名，探討殖

民統治、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與本土文化意識的張力。祈氏引用 Homi Bhabha 的

「文化混雜」(cultural hybridity)理論作始，引申論述以呂壽琨、王無邪為首的新

水墨運動，其亦中亦西的表達相對上較去政治性，接近香港作為東西交匯點的官

方主流論調。祈氏於書內討論藝術媒介的選取與本地藝術家身份認同的關係，並

引申八、九十年代新媒介及裝置藝術的興起反映部份本地藝術家在尋覓一些非中

非西，遠離經典主義的藝術媒介作表達。他認為油畫和水墨畫有著難以擺脫的文

                                                      
9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個案》，香港：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2013 
10 Clarke, David. Art & Place: Essays on Art from a Hong Kong Perspac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Clarke, David. 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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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包袱，有礙於「本地化」的身份和表述。 

 

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時期香港藝術的發展並非如上述官方或「主流」論述般稱 「香

港在中華文化源流上有獨特的地位，通過融合中西方文化藝術，創造了獨特、多

元和燦爛的香港風格。」12試圖以短短一小段文字為香港文化，甚或藝術作定義。

然而香港藝術並不一定中西交集；觀乎中國書畫，八、九十年代仍有講求筆墨傳

統文人畫修養的「文人畫」，如彭襲明、方召麔、林建同等；也不乏中西藝術媒

介兼備的「新水墨」創作，發表作品時務求或中或西，以至「融合」中西。筆者

認為議論香港藝術的評論有時過份拘泥於「中」、「西」之別，著眼於某派別或作

品是否亦中亦西、中西兼容云云。這種講求「中」、「西」區別的辨析，雖然對於

藝術評論有一定的重要性，可以讓大眾了解並參詳外間對某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評

價，以及當時的社會氛圍等因素，然而在重構香港藝術史的角度上，這種以「中」、

「西」二分法為起點的討論或會對了解其箇中發展造成一定的障礙。這種中西混

雜的論調，套用在西方媒介的繪畫更見突兀。 

 

事實是以本地藝術圈為例，八十至九十年代間，於外地修讀藝術的年輕人陸續回

港，其中包括畫家蔡仞姿、黃仁逵、韓偉康、呂振光、王季麟、黎明海、王守清

等。相比上一代（大部份）生於中國、長於香港的藝術家，西方藝術和文化的影

響對這批成長於香港或外國的年輕一代來得更深，且他們亦未有背負沉重的中國

歷史文化包袱。雖然大部份人俱在香港土生土長，但於部份人而言，「香港的文

化沒有定位，就像是找不到根般使繪畫一直處於一種漂浮的狀態之中。由於沒有

定位或概念，香港很多的行為都跟隨其他地方或國家的潮流，欠缺一種文化特

色。」13與此同時，以華人身份在西方國家生活，即使萬般不願意，卻又無可避

免地因其華人身份而與中國國內發生的事件劃上等號，不斷被強調華人身份在政

治和文化層面所包含的「中國性」。寄人籬下的經歷，驅使他們作出對自身文化

身份的探索。其時加上部份自中國內地遷居香港的畫家，如王純杰、楊東龍等，

經歷共產主義的社會意識；又要面對九七回歸，其時此兩類型的藝術家的作品呈

現多元而具批判性的藝術張力。 

 

結語 

九七回歸以後，新的管治者極力培養香港人的中國意識，但一連串如 2003 年「反

廿三條立法」、2007 年的「保育皇后碼頭」、2010 年的「反高鐵」、以至近日「雨

傘運動」等政治事件，卻強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文化身份，加上近年中港兩地的衝

突加劇，不僅突顯兩地的文化差異，同時助長了本土主義的興起，其中此傾向在

八十年代後出生的香港人間甚為普遍，令他們與中國愈走愈遠。在幻變不定的意

識形態下，香港藝術又何去何從？  

                                                      
12 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報告 2013, para 178 
13 黎明海，陳安琪編，《形，色，線：當代香港繪畫》，香港：宏亞出版有限公司，頁 128，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