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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我們從何開始？論當代語境下的歷史失憶症   

杜柏貞- 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董事會主席 

 

歷史失憶症，似乎是長期困擾東西兩方的當代狀態。先講西方在美術史和藝術批

評的有關情況，早於 2009年，福斯特(Hal Foster)已於《十月》(October)學刊指出，當

代藝術貌似「游離於歷史定位、觀念定義和批評定論」，他進而提問：這種「游離」狀

態到底是真實還是虛構？它是否只是部分人的個人見解，還是「宏大敘事終結的直接效

應？」－ 後者亦即後現代的困境1。面對福斯特的詰問，著名建築師邁耶(Richard 

Meyer)就其觀察所得，認為當代藝術「不只被視為處於超越／外在於歷史的時間語境」

，更甚者是，大部分當代藝術機構均「反對和壓制歷史意識」。因此他引用福斯特之言

：「我們游走於美術館的空間，仿佛它們是末日殘留」2。姜苦樂 (John Clark) 從亞洲美

術史的觀點出發，在其著作《亞洲現代藝術》（Modern Asian Art, 1998）把當代形容為「

歷史缺席的場域」，並提問：「歷史性失憶症的病因是什麼？」3 它是否新自由主義資

本主義的病徵 － 把文化供求聚焦於最新近的時行風尚、最新的拍賣數額、最高的藝術

品價位、最炙手可熱的藝術明星，不斷窒礙自省，為了那百分之一富人的利益，務求把

銷售和利潤最大化？抑或這種歷史失憶症其實來自異化的政治：領導階層壓制難以啟齒

的歷史，以保全意識形態主旋律和統治階層的誠信？又或者，歷史的失憶症一如克拉所

言，反映了「單純的無知、相關知識的（直至最近才改善的）貧乏、對外和對外的種種

話語偏見」？4 

  

不論背後成因為何，中國近代美術史學問的鴻溝正快速彌合。撇開過去二十年汗

牛充棟的當代藝術著作，研究嚴謹、時段橫跨十九世紀中期至當下的中國藝術專論，數

量正顯著增加5。反觀美術機構對此趨勢相當後知後覺，國外著眼於中國現代藝術的系

統性機構平台付之闕如。中國國內類似的美術機構存在與否，確實是一大疑問，就算真

有其物，它們的實際效率也成疑。在國外 －主要指歐美 － 舉目所見不過是一些著眼亞

洲古物的美術館（諸如大都會美術館、三藩市亞洲美術館、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弗利爾美術館等藝術機構），把過去十到二十年的亞洲藝術作品隨意安插，意圖趕上當

今的藝術發展。實際上，沒有西方美術館認真和常規地討論、研究自 1850年至二十世

紀末－ 我稱之為「現代」的時間段 － 的藝術資料。雖然這種情況的成因，可留待另一

篇專論詳述。但在此我亦不妨快語，其實把中國的現代性置納於西方機構的語境，是深

層的顛覆行為，不單打破「中國性」的本質主義話語，也威脅現存歐洲中心主義對「現

代」的敘事。種種因素的結果就是明顯的鴻溝，它讓 2000年前後橫空出世的中國當代

藝術之「非歷史」印象千秋萬代 。中國的美術館的往績亦不見彪炳 － 北京的中國美術

館、廣州的廣東美術館、和近期開幕的上海中華美術宮不在此列。縱然我對這些機構心

存崇敬，但恕我直言，這些美術館的項目企劃經常飄忽不定，同時因缺乏學術支持和對

專業策展的專注而屢屢折衷、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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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因如此，M+正正為彌補這道「鴻溝」帶來曙光。雖然冒著騎劫皮力的討論會繼而離

題的風險，但我仍然希望藉由這次機會，在思考「水墨藝術在當代美術館架構的位置」

之餘，同時探討「現代藝術」在當代美術館語境的境遇。我相信二者不僅相關，甚至可

說是無法分割。在我看來，M+的目標和承諾是築造展示和展覽的平台，並將重心定位

為討論香港、中國和亞洲語境下，現代性的意義和多重歷史。對於這些爭論，水墨不但

非風馬牛不相及，反之，它更是這些討論的核心，水墨藝術的存在和其持續實踐，動搖

了 1）統一（亦即西方化的）現代性的假設和 2）對全球化當代性的肯定。 

 

在我把話鋒轉回 M+的目標和願景之前，得先申報本人和這個項目的私人關係。

我曾與這次座談會部分列席者一樣，身為香港民政事務局於 2006年委任的西九龍文化

區的博物館顧問小組委員，負責構思區內四所美術館的前期發展計劃。我在有關公務上

的投入，經過多月來的發展，在 2007年發展出一個另類計劃。該企劃建議建為 M+建立

統一的架構，包括目標宣言和初步願景計劃。我亦必須表明，是本人攻讀中國美術史多

年，一直保持對水墨美術的熱愛，我那無數來自我們所討論的那段時期的私人收藏可資

證明。歸結以上種種，你可以視我為「利益相關方」。 

 

那我話說回頭，話鋒轉回 M+上。 雖說我在 M+的同事對此諳熟之至，但為了自

遠方來的嘉賓 ，我還是要一再重申 M+美術館的目標宣言，強調當中幾個關鍵元素。作

為文化機構，M+的主要焦點是香港當下視角中二十、二十一世紀廣義視覺文化。M+一

如大部分穩實可靠的文化平台，其特點應是高瞻遠矚、開放、跨範疇，並以教育和社區

拓展為重。M＋的項目企劃和收藏在開館初始階段，將會先著眼於「四個主要類別」（

民政事務處常以此名詞稱謂之）－ 設計、活動影像、流行文化和視覺藝術（包括水墨）

。 

 

我要指出的論點，和上面的陳述一樣簡單明了。確立美術館的分階段發展花費多

月的時間，過程涉及不少激烈爭論。第一，請注意我們迴避了「美術館」一詞，故此我

看見此項目牽扯到這個詞彙，不免頗為困惱。事實上，我們預期 M+將會包含美術館的

部分傳統功能 － 收藏、保存和展覽，但它的目標卻遠不止於此，M+的加號也是從之而

來。「加」究竟為何意？就是教育、研究、社區拓展和對話。事實上，M+中的加號，

比象徵美術館的「M」更為重要。 

 

第二，我們刻意規避「現代」、「當代」的字眼，因為它們負載太多，甚至過於

西化。與其無條件地借用這些措辭，我認為 M+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以討論這些類別背

後的種種假設，重新審視它們在香港、中國和亞洲各地語境下的重要性。我們認定二十

世紀，或 1900年左右開始的那個時段，是我們的出發點。從史實角度觀察，濫觴之時

從不是主要問題，它正正處於我們所見的機遇、還有亟待彌合的鴻溝的所在。是次座談

部分與會者建議開端應設在 1950年，此前此舉從未在考慮之列。故此也肯定了當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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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確實需要歷史語境。但實情是，我們也意識到收藏二十世紀上半作品的可行性，香港

藝術館早已收藏嶺南畫派和其他中國藝術的作品。香港部分私人收藏家也藏有二十世紀

上至中葉的中國藝術佳作。他們會否願意捐贈或長期借出這些作品？若然我們正在建立

的是一所專業的國際級美術機構，我們希望他們對上述問題給予肯定答案。 

 

我從以上論述引申到另一個觀點的契機，是我們如何闡述「香港視角」？我們希

望 M+紮根於香港，希望它與香港人有所關聯，並與港人互相共鳴。我們要求 M+未來

的策展人在企劃收藏和藝術項目時，考慮到香港自身的獨特歷史軌跡 － 其濫觴絕非巧

合地稍早於 1900年。與此同時，我們也期望他們從當下的視角作出決策。所謂「當下

」，或許正是 M+運作宗旨中最懸疑未決但又最深具潛力的一方面，也是那些高瞻遠矚

的藝術史學者和藝術評論家認為深具有批判性的要旨。首先，M+從不是當代視覺文化

美術館，毋寧說它是永遠處於當代的文化機構，它的部分收藏可能來自轉瞬即逝的當下

，但它同時抱持這樣的觀點：當下注定於彈指間成為過去，成為久遠往昔的一部分。出

於這樣的概念，M+有責任甚至義務通過「當下」的棱鏡，以每天的新經驗，不斷更新

對過去的理解。權美媛(Miwon Kwon)曾支出當代藝術「或許屬於現時，但能重新激活過

去」，這樣的陳述，令我們重新思量我們已有知識（或者我們認為已知之事）。同樣地

，她認為『當代藝術歷史在解／構／建構「當代」、「藝術」和「歷史」』、「拋開藝

術作品的生產日期，而著眼於其生命」6 之際，即達致其最佳狀態。「藝術」和「歷史

」有相類之處，「留意藝術作品存在的環境，不管作品原本創作於何時」7。順著相關

的學術脈絡，畢索普(Claire Bishop)曾警告道，若當代美術館不「把握今時今日的重要議

題、並同時急迫地、辯證和創新地審視過去」，它們或會淪為「向那 1％富人頒授榮耀

的神殿」，其館藏無異「一堆美學殘骸 …一直伸展往天際」8。 

 

以上情況對水墨的處境究竟意味著什麼？實際上，我相信它把水墨置於各種事物

的中心位置。水墨的定位確實是西九龍文化區美術館顧問小組多次冗長會議的爭論重心

。為什麼？箇中原因是水墨藝術本身有其獨特的顛覆性，以致牽起極多正義。水墨藝術

到底是否現代、進步，它是否與社會相關？它是否保守，甚至迂腐、本質主義、排外、

易於因追求狹隘的民族主義目標而受落後政體的操控？水墨是否當代、清新、具前瞻性

？抑或它是古玩愛好者的理想，與現今鼓勵創新、批評和社會參與的話語毫無聯繫？水

墨的運用明顯不是全球性的，但它是否一種反抗、一道抵抗西方文化霸權同質浪潮的壁

壘？水墨是否注定絕種的隱士式藝術實踐，跟它所身處的社會毫無瓜葛？水墨是否只是

媒介，抑或是一種思維？ 

 

重閱姜苦樂最近的文章，讓我洗刷了對他的舊印象，此前我以為他深信水墨藝術

大部分是非現代，甚至反現代的。反觀安雅蘭(Julia Andrews)和沈揆一的對此態度倒是

比較正面。古根漢美術館 1998年的展覽「危機中的世紀」(A Century in Crisis) 展出二十

世紀的中國藝術，二人在該展覽的相關畫冊和上月出版的著作 《現代中國藝術》(The 

Art of Modern China)均對水墨前景採取樂觀態度。根據我對當代藝術的個人經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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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水墨藝術確實正在息微。中央美術學院近期展覽「CAFAM未來展」就是此

論點的例證。不管是無心插柳還是刻意為之，云云九十五位參展藝術家中，只有兩位的

作品和水墨具相類之處。 

 

正是此狀況把我引導道皮力提問的第二部分，即水墨藝術和中國先鋒敘事。我得

承認本人一向對「先鋒」一詞存異，事實上我甚少把此詞與中國當代藝術扯上關係。毋

寧說，借巫鴻的提示，我傾向採用「實驗」一詞，來形容游離既定常規以外的藝術實踐

。而且我不太願意過分強調「八五新潮」在水墨藝術發展擔當的角色，因為不管在當時

還是現在，我始終不太信服八五新潮的某些知名人物確是該藝術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承

繼者，雖然我還是衷心期待皮道堅教授和魯虹教授的論文陳述。我最深重的憂慮，是如

果把水墨實驗發展，歸因於中國大陸的單一藝術事件，那台灣的劉國松(1932年生)、余

承堯(1898年-1993年)、于彭(1955年生)、袁旃(1941年生)、許雨仁 (1951年生)；香港的

呂壽琨(1919年﹣1975年)、周綠雲(1924年 -2011年)、王無邪(1936年) (見圖 1)、石家豪

(1970年)該如何自處？這樣的名單，我可以一直口若懸河講下去。 

 

縱然如此，諸君請千萬別誤會，我並不低估八五新潮在中國大陸語境的重要性。

事實上那是一個值得注目的時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有更多有關它的原創的研究 － 

尤其是對照、對比的研究。試想象一下，如果對比八十年代和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

這兩個時段，到底能發掘多少出定奪前者功過的新銳觀點。就我看來，八十年代不只是

復興發自五四運動的、尚未完成的現代性進程，它也挪用五四革命的部分形式。它們之

間的共同點，不只在社會責任、自覺的歷史主義、烏托邦夢想和令人振奮的理想主義，

也表現於它們的啟蒙導師、自發藝術組織、DIY-展覽、手寫宣言（例如：倪貽德(1901

年﹣1970年) 1932年為《決瀾社宣言》撰寫的序言，有如出自毛旭輝（1956年生）手筆

）和對西方現代主義風格的青澀實驗。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讀書熱」中的那些影響

深遠的西方哲學譯本，和更早的那個時代遙遙共鳴。那些書籍的封面，和二三十年代的

平面設計互相對應。中國或許早有學者做過這樣的比較研究，但我認為研究結果仍然充

滿多樣的可能性。 

 

既然有這麼多局部的故事仍未綻露，既然我們需要地域之間的對照，為什麼不稍

稍反抗一下統一敘事難以抵擋的誘惑？比方說，全面的香港歷史、香港與中國、台灣之

間的透徹對比和研究，至今還尚未有人完成。更遑論把眼光伸延至中國以外，把香港和

亞洲其他地區 － 韓國？日本？印度更是不用說了 －作比較研究。這類比較和觀照，既

然可以以書本的形式開始（請參考姜苦樂著作《亞洲現代藝術》(Modern Asian Art），

為什麼不能以展覽的形式繼續？歷史比對實際上協助我們超越東／西、傳統／現代、沖

擊／反應的簡化二分法  － 它們正是框限二十世紀藝術大部分討論的元素。為了另闢蹊

徑、超越「西方邏各斯中心本質主義」的現代主義定義，－ 正像皮力最近撰文所述，調

和他所指的「外部批評」和「內部批評」－ 我們的思想範疇必須擴闊9。我們需要回首

過去，同時從旁參照文化空間，我相信這是水墨（和所有本土藝術形式）在當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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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至為重要之處。戮力調合外部與內部批評，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是中國獨有。

劉海粟（1896年﹣1994年）、徐悲鴻（1895年﹣1953年）、林風眠（1900年﹣1991年

）、丁衍庸（1902年﹣1978年）、關良（1900年﹣1986年）、石魯（1919年﹣1982年

）和他們在印度、日本、東南亞的同道人，早於二十年代已然開始了這種調和。 

 

因此我希望，如果我們「準確把握當今的重要議題」、「以當下激活過去」，我

們或許能在治療歷史失憶症的路途上踏出一小步。正如姜苦樂所言，「亞洲各國文化的

現代性，各有其獨特歷史，此歷史對當代藝術實踐的各種發展舉足輕重。假如二十一世

紀確有將來，那十九、二十世紀就是其過去」10。這是 M+抱持的宗旨，也是它的承諾

。 

 

初稿 2012年 12月 2日 

定稿 2012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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