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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藝術的十字路口 

 

沈揆一 
 

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在冷戰後期，特別是七十年代，社會、政治及經濟環

境各有不同，分別建立出一套本土藝術意識。在台灣，現代藝術浪潮於六十年代湧

現，但到了七十年代因經濟增長及失去聯合國議席等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而受

到阻礙。那邊廂，作為英國最後一個亞洲殖民地的香港，於後殖民時期開始衍生本

土意識，現代主義藝術因而在六、七十年代興起。而時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大陸，

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並將以政治宣傳為主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推至極點。然

而，埋藏在政治體制內數十年的微小缺口，後來卻導致翻天覆地的轉變。   

在一九四九至七九年的三十年間，中國大陸與大部份國家斷絕來往，或只保

持有限度的聯繫。因此，當時香港及台灣的藝術發展，基本上是獨立於中國大陸而

發展的。因此當中國重新向世界開放時， 許多大陸的藝術家最先注視的就是這兩

個地方文化的發展。 

台灣和香港有許多根本的差異， 從使用的方言到被殖民的歷史。但不管怎

麼樣， 它們享有著共同的歷史特徵： 曾長期並徹底地淪陷於殖民統治， 以及在

1949 至 1979 年間傾向於西歐和美國的文化導向。直至 1970 年代，它們與西方（也

即非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的密切關係使得它們的藝術同西方的藝術發展有著密切

的關聯， 也使得它們在 1980 年代中國大陸藝術界的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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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中後期，大量人口由中國大陸移至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

最初十至十五年間， 香港藝術界既見證了大批廣東畫家的湧入， 他們的作品基本

上保持者他們自己的特性， 也面對大量的新到者從上海、南京和北京帶來新的藝

術風格和潮流。   顧青瑤 （1896-1978）  

在更為正規的藝術活動建制缺席時， 許多新的藝術團體在 1950 年代應運

而生。當時在香港積極參與美術社團組織活動有趙少昂（一九 O五至一九九八）和

呂壽琨（一九一九至一九七五）， 兩人都以嶺南畫派的風格作畫（儘管呂壽琨的

繪畫風格不久就發生激烈的轉變）。趙少昂是一位忠實的嶺南風格繼承和發揚者，

他花鳥畫承續了高劍父的老師居廉的風格以及高氏兄弟的撞水撞粉技法， 但是他

的視野並不侷限於廣東的地域。儘管他的大多數學生以嶺南風格作畫，其中有一些

人成為現代主義者。 趙少昂本人則常常與其他不同風格和不同背景 的藝術家合

作。正是這種持续的努力和開放的態度使得嶺南風格得以在香港持續至二十世紀後

期。 隨著 1960 和 1970 年代經濟的繁榮，嶺南畫派這時由它的第三代畫家保持了

持續的發展。 

隨著二戰後殖民主義在國際範圍的沒落， 大英帝國也開始衰微。在這種形

勢下要保持對香港的控制， 英國當局需要更有智慧的政策對待這塊殖民地的中國

居民。1950 年代後期， 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就已經開始在它居民中灌輸和培養一

種自豪和優越感， 一種香港意識──即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因此它的居民享

有一種特有的香港文化身份。 

成立於 1956 年的香港中國美術會或許是介入殖民社會的團體中最具影響力

的一個。 它在政治上， 至少於中國的關係上， 持中立的立場，但成立宗旨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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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會以外開拓多元聲音，後者以油畫及水彩為唯一範疇，創作者多為英殖油

畫及水彩藝術家。香港中國美術會的文化方針，得到港英政府大力支持，而英國文

化協會亦開始資助其年度展覽及刊物。一九五六年，英國文化協會更與香港中國美

術會攜手合作，在東南亞多個城市舉辦國畫巡迴展覽。i 到了一九五八年，該會得

到港府正式註冊，擁有 200 多名會員，同時亦加入一九五五年由英國文化協會成立

的香港藝術節。 

綜觀整個六十年代，不少人已接納香港的文化定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

社會上衍生了眾多影響——它消除了擔心殖民地失勢的人士之疑慮，也將香港人抽

離中國。在五十年代尾至六十年代，全新成立的教育及文化機構鼎力推廣本地文化

及藝術，促進香港的文化覺醒進程。其後，一九六七年三月至十月的左派暴動，更

香港大眾疏離中國政權。隨著英國成功建立香港人的自豪感，再加上中國大陸各種

社會問題所引發的恐懼，這兩個主要因素都為香港營造出獨樹一幟的文化空間。   

到了五十年代尾，成就香港現代藝術發展的契機之一，有可能是新亞書院創

立藝術系，將藝術引入高等學院教育。除了中國古典藝術研究外，該學系的另一貢

獻，就是孕育出新一代抽象水墨畫家，尤以學系初成立的二十年最為明顯，自此以

後，該畫派便與香港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丁衍庸 （一九 0二至一九七

八）、陳士文 （一九 O七至一九八四）、王己千（一九 O七至二 O O三）、曾克

瑞。雖然在 1950 年後期， 在香港獲取有關現代主義藝術的信息並不困難， 但也不

及新亞書院在一九五八年邀得趙無極由巴黎訪港的經驗來得直接。趙氏於一九五

八年之春獲邀前往新亞書院展出全新作品，講學內容廣受發佈，他對抽象水墨的熱

忱，深深感染了香港的年輕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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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人們對戰後現代主義的興趣日漸濃厚。《文藝新潮》雜誌於一九五六

年面世，集中介紹現代主義文化及藝術。翌年，抱持相同理念的香港藝術家協會亦

正式成立，呂壽琨為協會成員之一。一九五八年，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由王無

邪、葉維廉及李英豪等人合辦，旨在促進現代主義作家及藝術家的交流。協會部

分成員剛於外地留學畢業返港。張義、文樓。該會的創辦目的，主要是在香港推

廣具東方色彩的現代主義藝術及文學，並曾出版兩本雜誌，分別為一九五九年及六

三年面世的《新思潮》和《好望角》，並於一九六零、六二及六四年舉行三場香港

國際藝術沙龍展，展出一系列來自香港、歐洲、美國、東南亞及台灣的現代作品。

台灣及香港在這段時期的現代主義藝術交流密切，對兩地藝壇意義重大。 

 六十年代初，香港文化行政的多元發展，也對藝壇有著一定的影響。剛落成

的香港大會堂為了推廣香港藝術，因此在一九六二年設立藝術館，首場展覽名為

《今日的香港藝術》。如此具權威性的展覽場地，對香港日後的藝術方針起著積極

作用。藝術館首任總監 John Warner在挑選展品方面，強調實驗性和創意，如藝術

媒介的創新運用。自此以後，現代主義藝術除了擁有正式展出場地外，亦日漸受到

主流重視。呂壽琨、文樓。  

新水墨藝術揉合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及傳統亞洲繪畫媒材，風格愈趨抽象，

在香港大會堂藝術館及新亞書院藝術系均極受擁戴。雖然抽象水墨藝術家最初只論

及亞洲哲學或東方美學對其創作的影響，並未將該畫派與香港文化拉上關係，然而

一眾策展人及藝評人最終卻根據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來闡述作品，奠定該畫派的藝術

成就。它既非英國亦非傳統中國藝術，也被譽為超越香港的獨立文化。但在新水墨

的成長時期，傳統形式的當代藝術大多游離於主流體制之外， 主要在畫室或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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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傳授的方式發展並於正規的學院體制競爭 。王無邪、劉國松。生於一九三二的

劉國松，七一年由台灣移居香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並於七二至七六年

擔任系主任一職，提倡現代繪畫教學，到了一九七七年，他和學生一同創立香港現

代水墨畫會。於中文大學的二十一年教學歷程當中，他大力推廣現代水墨，在建立

畫派地位方面貢獻良多。中國開放改革以後，他的作品及藝術理論對中國大陸更是

影響深遠。 

劉國松早年已對現代主義滿載熱忱。一九五六年於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不久，

即與志同道合的年輕藝術家一同組成五月畫會（靈感來自巴黎「五月沙龍」 Salon 

de mai），於台灣推廣現代主義藝術。然而，由於五月畫會對曾為共產黨員的畢卡

索的推崇，因此被質疑有共產主義傾向，這在處於戒嚴的台灣是極其嚴重的事情。

雖然他們後來未能再在台灣辦展，但在國際間卻嶄露頭角。參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

及巴黎青年藝術展，讓多位藝術家直接走出畫室，邁向國際藝壇。 

六十年代初，劉國松於國立故宮博物館首次欣賞到宋朝的山水畫，因而毅然

摒棄西方畫布，採用宣紙、墨水和拼貼技巧進行現代水墨創作。由這時起，他的現

代主義創作挑戰中國藝術傳統。就如呂壽琨及王無邪，劉氏所撰的藝術理論也引起

頗大爭議。劉國松早期創作的一大特點，就是他以「水墨畫」而非「國畫」藝術家

自居。而在整段藝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很著意其國際定位，遊走各個文化地

域之間，避免任何帶有國家色彩的標籤。   

身為現代亞洲繪畫先驅的劉國松，自八十年代起在中國大陸深受認同和讚

揚。他在一九八一年獲邀前往北京，於剛成立的中國畫研究院展出作品，並於兩年

後在中國美術館舉行首場大陸個展。這個時代的中國藝術家，均極力擺脫文革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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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劉國松的藝術以及他在 1983 年於中央美術學院的系列講座中表達的藝術

理念受到極熱烈的歡迎。其後，他繼續在中國大陸周遊演說及舉行展覽，延續開放

改革初期的珍貴交流機會。中國實驗水墨運動的根源，大可追溯至七、八十年代的

港台藝壇，尤以劉氏的作品及藝術理論影響最為深遠。 

七十年代的香港，憑藉資本主義所強調的繁榮、安定、理性、效率、和平與

自由，已晉身亞洲首要城市之一。而象徵港人身份的現代水墨，亦在經濟與民生發

展的支持下欣欣向榮。然而，這份安全感，甚至優越感，在 1979 年開始的中英雙

方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開始時受到了衝擊。一九八一年所修訂的英國護照條例，使

大部份香港人無法移民英國。一九八四年，英國戴卓爾政府亦宣佈在一九九七年新

界租期屆滿後，英國便會將整個香港歸還中國。這個決定為香港市民創造了一個特

殊的後殖民語境——香港即將回歸的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四年還明顯缺乏港人所熟悉

與認同的司法保障、合理的經濟框架及個人自由。建立在保有一個持久穩定的環境

的假設上的香港文化身份的脆弱性即刻就顯現了。 

 雖然移民潮已即時湧現，但港人的憂慮程度仍未及五年後的六四天安門事

件。文革暴動給港人帶來的陰影，在八九年歷歷重現，香港亦正式踏進政治民生發

展的活躍時代。立法局於一九九一首次設立直選議席，而在一九九五年，香港藝術

發展局正式成立，讓實驗性及創新藝術能夠受惠於政府資助。九七前夕，隨著中港

關係愈趨緊密，不少人士都擔心香港將會失去本土特色。    

無論是北京或倫敦，以至華盛頓或莫斯科所作的政治決定，一連串外在因素

都對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帶來重大轉變。而對於藝術家來說，這些轉變正與世界藝壇

潮流同時進行，尤其是主流藝術由現代主義轉移至後現代主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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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國共內戰結束後，大批中國大陸難民移居台灣，情況與香港不相伯仲。在共

產黨在大陸的勝利下，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撤至台灣；當時國民政府以為撤

退只屬暫時性，因而在台灣實施了戒嚴法。然而，已撤離至台灣的國民政府仍然得

到大部份西方國家的外交認可及在聯合國保持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對該

國意義重大；在冷戰的語境下，它是“自由中國”。在一九四九至八十年代中期，

官方大力推廣的藝文潮流，旨在為國民政府營造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形象，建立該

政府的文化表徵。  

溥儒（溥心畬，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三）、黃君璧、劉獅（一九一零至一九

九七）、張大千（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三） 

除了水墨畫家外，意念新穎的油畫家也為台灣藝壇賦予新氣。李仲生（一

九一二至一九八四）曾活躍於三十年代上海及廣州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其後於一

九四九年移居台灣。這位於三十年代初經歷「決瀾社」及「中華獨立美術協會」時

期的多產藝術家兼作家，將現代主義的熱忱延續至台灣，出版一系列文章。時至五

十年代初，其私人畫室陸續聚集一群朝氣洋溢的年輕藝術家，共同追求自由、原創

及創新的藝術理想。 

這個環境正孕育出五十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運動，對正統藝術觀念提出多重

挑戰。一九五七年是「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的誕生年份。ii  在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導師廖繼春的鼓勵下，五月畫會由該系畢業生所創辦，包括劉國松及莊喆

（一九三四年生）等。該會亦得到由一群小說家、音樂家和詩人的支持，透過報

章筆戰、思辯，以及一系列藝術作品，力證抽象為現代主義的唯一形式。至於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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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會，則由李仲生的一眾門生所創立，成員包括教師及年輕軍人。夏陽（一九三

二年生）、吳昊（一九三一年生）。他們的主張引起更多的爭議是因為他們的審

美理論提出的語境，以及他們同時對省展的保守主義傾向和展覽中日本風格的繪畫

佔有的主導地位提出的挑戰。五十年代的台灣反傳統藝術家，雖然擁有發表文章和

討論藝術的言論自由，與同期中國大陸藝術家的境況大相逕庭，但是他們仍然得不

到官方支持，未能獲批展覽場地。於是，他們放眼海外，作品最終展出於巴西聖保

羅雙年展及巴黎青年藝術雙年展。 

一九六零年，連同以上兩個學會在內的十七個非主流畫會，聯合組成「中國

現代藝術中心」。一九六四年，普普藝術家羅伯特 勞申伯（ Robert 

Rauschenberg ）於威尼斯雙年展獲得大奬。翌年，台灣抽象藝術的主要支持者——

文星書店暨雜誌，因持有人破產而被迫結業。同時，由於不少年輕現代主義藝術

家紛紛出國，使台灣的現代主義勢頭頓減。劉國松與莊喆兩人，分別於一九六四

及六六年遠赴美國。這批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的成就，在六七十年代達致高峰，他

們打破亞洲及西方藝術的界限，表現手法兼富現代與中國色彩。 之後的幾十年，

國際形勢的變更，將焦點逐漸轉移至其他藝術類型。以夏陽為例，他旅居紐約

後，畫風由現代主義走向後現代主義，更成為一位成功的照相寫實畫家。 

七十至八十代期間，雖然台灣經濟起飛，但該地藝壇及社會亦同時遭受連番

挫折。首先在 1972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 蔣介石在

1975 年去世，他的兒子蔣經國（1910－1988）在 1978 年正式接任，但美國在同年

底正式斷絕了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蔣經國擔任總統至八八年逝世為止，在位期

間大力促進經濟發展，逐步開放言論及集會自由，並在八七年解除戒嚴。台灣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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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孤立已成事實，當地文化界亦對此作出強烈反響，重新思考其身份及本土

文化。因此，七十至八十年代可說是台灣人建立本土意識的年代。 

 直至七十年代初為止，外界普遍認為台灣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堡壘。

就算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以大陸籍藝術家為主的群體，也將他們的

作品視為更廣義的中國文化。到了七十至八十年代，藝壇開始深入探討台灣的鄉土

意識，同時探求當代台灣藝術的真摯性，因而發掘出一批台灣本土藝術家，風格與

大陸籍藝術家有著明顯區別。七八十年代的鄉土運動擁有多重意義——除了抗衡一

九四五年後大陸移民文化的同時，也在美台斷交後係後從美國文化的影響下抽離，

轉而對日治時期文化的一種懷舊感。戒嚴法的解除同樣也使得這樣的政治觀點和情

緒得以公開的表達。 

 雖然台灣與香港所經歷的殖民歷史有著不少本質上的差異，但直至九零年為

止，兩地也擁有某些共通之處。港台社會極受殖民統治影響，與此同時，兩地與中

國大陸的分隔，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期間，也造成文化及心理上的隔

閡。部份對中國大陸有著強烈個人情感或家庭聯繫的藝術家，如劉國松及王己

千，開始更頻密地到訪中國大陸。雖然如此，直至一九九零年，台灣及香港的藝

術家和藝術整體上是在一個與大陸在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已有所脫離語境中生存和發

展的 。直至一九九三年中國重新開放，某些具國際視野的中、港、台藝術家才開

始共享全球藝術的共同空間。 

中國大陸 

另一邊廂，在六十年代後半段以至七十年代前期，中國大陸正經歷文化大革

命的洗禮，與外界幾乎完全斷絕聯繫，並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政治宣傳藝術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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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早前民國時期推行西化、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及文革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批判壓制明顯導致中國傳統水墨藝術的斷層。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間，注重美學傳

承及自我表現的精英傳統及藝術家，均遭受嚴重打壓，取而代之的是專為單一政治

理念而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它改造自對中國民間藝術的狹義詮釋，但在形

式上，無論是油彩或水墨，均偏重西方模式。視覺藝術領域的大規模改造，更因無

數年輕人加入視覺及表演藝術行業而急速發展，培訓出數目龐大的中國藝術家。他

們大部份均受統一的官方美術訓練，藝術用以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當時這個

政治狂熱運動有不少藝術家參與，製造出大量塑造文革形象的政治宣傳品，包括海

報、大型看板、報章廣告及小報。 

文革初年的美術由紅衛兵運動作主導，帶有某種自發性和非專業性，印有文

革口號和革命題材的印刷品、漫畫及海報鋪天蓋地，毛澤東肖像幾乎遍佈所有建築

物內外。至於文革後半期的藝術，即工農兵藝術，則於一九七一至七六年展開，

以更多以工人、農民及士兵為繪畫題材，而作畫人本身亦來自這些社會階層， 很

多即這時已被送至農村和工廠“接受再教育”的紅衛兵。這一時期的藝術受到嚴格

管制，因此風格極度鮮明歸一，出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學院派繪畫以及由江青所

推行的樣板戲“三突出”之準則。 

儘管處於艱辛的創作環境，一些在文化大革命的絕望和渺茫中掙扎的青年藝

術家站出來向當時藝術必須服務于政治的意識形態準則進行挑戰。北京無名畫會

的藝術家，與官方指定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背道而馳，拋棄虛假的政治宣傳，摒棄

虛假造作的工農兵革命形象，而在大自然的美中尋找表現的自由。這樣的題材完全

是去政治化的。但是在那個壓制的年代， 拒絕說什麼或許比說出什麼更具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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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非政治取向，事實上就是異見的表達。可能也就是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

中，抒情的風景也可以或者會被看作對專制當局及其藝術的一種富有勇氣的抨擊。 

同樣來自北京的星星畫會，源於一九七九年，舉行了一場在藝術及政治上

均極具挑戰性的展覽。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七日，畫會成員在中國美術館的欄柵外掛

上多幅展覽作品，因而受到極大關注。不少成員均在文革時期即參與地下詩歌及文

學活動，並在文學圈子廣結志同道合者。他們作為一個藝術團體的存在只持續了兩

年， 1979 和 1980 年， 而且和西單民主牆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因此星星是一

個由俱有很強個性的藝術家組成的鬆散團體。。  

無名畫會及星星畫會可被視為中國一九一零年代「新文化運動」的延續，

當時一批提倡改革的學者推動西化和現代化，認為兩者能將中國從封建文化中解放

出來。七十和八十年代多這兩個北京畫會，亦從西方文化形式汲取養分，如自由

詩、西方古典音樂、電影及戲劇，以至油畫、印刷及雕塑。他們在人的慾望， 痛

苦 和夢想中尋求藝術的真理，探索俱有個性的創作，展現個人的價值。他們的藝

術取向各有不同，但同樣以打倒虛假的政治宣傳藝術為宗旨，取而代之的是真實、

誠懇的藝術。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向封閉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的美學觀念和政

治體制展現了他們不同的選擇，以極大的個人代價，為當代中國的藝術及其最終登

上國際舞台設定了基本的方向。 到一九八五年，雖然這些勇敢的先行者中的許多

人被禁止展覽， 但他們的基本訴求已為許多體制內的美術學院的學生和青年教師

們所採納， 後者於 1980 年代的下半葉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藝術的革命， 創造了一個

新的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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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國際上的冷戰逐漸平息，現代藝術亦湧現於中國大陸。曾經分

道揚鑣的中、港、台藝術界重新處於同一國際大環境中， 步入新的時代。 

i 該展亦獲得美國新聞署部分資助，於新加坡、吉隆坡、雅加達、曼谷、檳城、仰

光及馬來西亞古晉的博物館及英國文化協會辦事處展出。 
ii 如欲了解更多該些畫會的藝術家生平及創作，請參閱 Michael Sullivan 的《Art 

and Artists》一書第 181 至 18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