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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此處無墨」：關於文化母體的思考  

楊天娜 – 藝術史學者，作家，獨立策展人 

 

 

勺童：別想著扭彎湯勺，那是不可能的。相反 …只能試試認清現實。 

尼奧：什麼現實？ 

勺童：此處無勺。 

尼奧：此處無勺？ 

勺童：這樣你就能發現彎扭的不是湯勺，彎曲的僅僅是你自己。 

 

「此處無墨」指涉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名句：「此處無勺」。它代表著我們認識到，對

現實的認知總是受制於某種體系。此理論同樣可應用於理解中國水墨藝術。電影中的「主題」畫地為

牢，釐定認知的限制和條件，這種情況套用在中國水墨藝術上，意指對水墨藝術個別元素的理解，受制

於中國傳統和其壁壘森嚴的文化成規。歷史上不少人曾試圖脫離這種文化母體，但在這裡我更願意談及

的類似嘗試，只限定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八五美術新潮」
1
  ，二者均嘗試超越文化上的圖式和語

義上的冗贅。 

 

中國水墨藝術是中國文人文化的精粹。而文人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母體，逾千年來釐定了中國文化

的標準。我們是否必須屈撓研究中的課題，使之成為新系統的一部分，抑或我們需要質疑和改變認知本

身？本文的要旨在於通過這一詰問，聚焦於如何連接水墨藝術和當代藝術和視覺文化體系。如果我們的

認知和識見，是否阻礙我們把研究對象恰當和自然地運用於新體系之內？該怎麼辦？我認為在概念上和

對美學的追求上，當代藝術和水墨藝術確有可比、相類之處。水墨藝術的部分特質也具備當代性；而同

樣地，當代藝術的非水墨作品中，我們也可瞥見中國水墨的典型特徵。與其以技巧、材料或準民族學的

觀點作為分類水墨的基礎，不如評估水墨的當代特性。我曾策劃過多個「水墨」展覽，展出過不同媒介

的作品以確認當代的特質，同時規避以媒介和技巧的分類。除此以外，我試圖把展覽構思為某種話語空

間，觀眾可以各種方式 － 例如閱讀、漫步、交流 － 接觸作品 。在策展上的選擇，我提出了中國水

墨藝術的數種特質，這些特點均可在當代藝術中找到對等之物，它們分別為：趣味、聚會（即文人雅

集）、交流、現場創作（即席揮毫）等，此外，水墨藝術和當代藝術均可視作品為半成品，可以通過在

藝術作品的形式結構內部同時創造和對話 － 諸如補景、落款、題字等方式 － 轉變和完滿。繪畫上的

題跋，是德國藝術史學者布呂德林(Marcus Brüderlin)談及當代藝術作品時所指的「話語美學」2。此

外，原件／真本和摹本和視覺上的簡練和質樸、臨場性等等美學特徵，會是本文稍後所要論述的特質。 

 

 

趣味 

 

關於「趣味」的問題，是評價、分析水墨藝術的當代特性的引子。我所提到的趣味，並非單單對

美的欣賞，而是象徵賞析藝術作品所表達的美學、學術和道德價值的文化範疇。對「趣味」的這種闡

釋，是中國文人文化的精要。文人一方面高官厚祿，同時以或專業或業餘的方式投身藝術，確實是把

「趣味」的不同方面統合在個體之中。根據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文人併

入了具體文化資本 － 也因而調合了通過傳承或習得而來的價值，以消費文化產物； 除此以外就是文

化資本的物化狀態 － 即文人的古董文物書畫收藏； 再進一步就是文化資產的制度化狀態 － 文人秋

闈中舉、金榜題名，即有資格作正當的美學賞鑒。因此，他們一方面代表定奪中國文化母體中美學、學

術和道德標準的體系；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文政合一的具體形式。此處所提及的趣味，與權力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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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互為唇齒，它標示了某種特殊的思維和態度。林林種種的風格、程式和套語所表達的不僅是作者的

性格、精神追求和道德觀念，更是其政治態度的隱喻。社會和政治參與與文人美學和精神內容之間存在

內在關聯，這條紐帶在水墨畫中尤為明顯。 

 

文人態度 

 

水墨藝術和當代藝術的主要動機和某些實踐其實並非大相逕庭。現代藝術的主要目標是藝術自

主，亦即藝術直面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自由。相比之下，當代藝術中，目標和議題的核心是將藝術糅合和

介入政治和社會現實，結合廣義的社會和政治動力學。 

 

鄭國谷(生於 1970 年) 和陽江組
3
在其實驗藝術中，套用了書法和中國傳統的其他藝術形式和成

規，比方說文人園林、書法對聯或墨客雅聚，表現了藝術家如何嘗試鏈接當代生活和政治、社會環境。

陽江組的藝術裝置作品《最後一日，最後一博》（2006）把破產的成衣店帶進美術館，現場更有店面員

工販賣陽江組品牌的服飾。這些衣飾上印有以書法寫就的口號，表明店舖旨在放手一搏大平賣。諸如

「狂減、勁減、一減再減」的語句，反映曼徹斯特式經濟之餘，也折射新中國大多數人民生活中的流離

不安 － 例如說「最後一日，最後一博」、「政府收鋪，生意惡做，買完跳樓」以至「一次性處理大出

血」的情況(見圖 1)。藝術家也將這些口號、語句，以業餘甚至接近當代塗鴉的書法風格揮毫於衣服、

海報和紙板上，此種風格也透著道家美學的刻意樸拙、自然和直白。藝術家業餘性質的書法成為了藝術

和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橋梁。無獨有偶，陽江組其他裝置和環境藝術作品，例如《室內庭院》

（2005）(見圖 2)或《沙發，沙發》（2004）中，水墨藝術和文人文化不是純粹套用中國傳統，也非傳

統藝術實踐的擬像，而是真正融入現實的實踐。 

 

楊詰蒼（１９５６年生） 的工筆畫一絲不苟、具有紀念碑性質；他的大型書法作品偶爾混入多

媒體元素 － 例如聲音或錄像 ，這些作品與上述陽江組的創作為異曲同工。楊詰蒼的藝術糅合中國傳

統技巧和當代語境和概念，而且經常指涉時政，《會叫的風景：沒有飛機撞過五角大樓》（2003）即為

一例，它直指九一一事件，或背後更宏觀的政治和文化環境(見圖 3)。楊的《比天堂奇妙》（2010）在

壯麗的傳統山水之間，描畫了各種物種之間的互動 ，猶如天堂的景致中，描繪了很多人類和動物的形

象(見圖 4)。畫面展現了一對對個體形式各異的互動交流，包括充滿新鮮和好奇的初始、快樂的交流和

歡愉的交配。作品有如全景畫的壯闊圖景，出自中國傳統山水畫脫胎而來的古典範式，尤受元代山水畫

影響最深，暗示了一片普同、永恆的景緻。在危機四伏、動盪不安的現實中，楊詰蒼筆下強調平等交流

和行動的樂土圖景，讓人憶起奠基於平等、互相尊重和愛護的大同世界。然而圖中物件的大小、強弱、

構圖上下之間的平衡，明顯處於岌岌可危之地，仿佛隨時變化為懸殊、輕蔑、冷漠、憎惡和進犯，和諧

始終是築構於權力遊戲之上。楊詰蒼的這件作品不但對世紀政治現狀提出灼見，並鼓勵個體在更寬廣的

語境上參與政治。 

 

 

話語美學、評論和複製 

 

楊詰蒼的《比天堂奇妙》可資解讀為某種政治地貌，讓人聯想起元代或清初的山水畫。楊詰蒼這

位藝術家－或應稱之文人－除了投身社會，我們還能發現他的作品與上述話語美學有所關聯 ，它把話

語嵌入藝術作品的形式結構內。 

 

這種嵌入，在包含落款、題字的作品中尤為顯著。按照傳統，題字落款是對個別書畫注解和評

估，為作品的解讀提供話語基礎。我曾將這種理論實踐在展覽上，例如我 2006 年策劃的深圳國際水墨

雙年展《水墨，生活，趣味》。我邀請藝術家、藝術批評家、詩人和收藏家為展出的作品題款，然後將

題字與有關作品並置。展覽因而轉化為美學和話語的空間。儲雲(生於 1977年)和沈丕基(1971 年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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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展覽，他們展出一系列以印製而作的繪畫，這些描繪瓢勺的繪畫名為《依葫蘆畫瓢》（2006）(見

圖 5)。作品上均有題字，論述在複製既有模式之下何為「創新」。該作品採取極端克制和靜穆的形式，

通過機械複製和相類形狀在視覺上的重復，反映複製與創新之間的情勢。部分提款有如：「創新就是依

葫蘆畫瓢。找最好的葫蘆畫最好的瓢。把最好的經驗、模式、方法與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的最佳方式

就是創新。 如: 把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嚴培明(生於 1960 年) 的《國際人造風景》（2006）是五幅大尺寸水彩畫，十五個骷髏頭在畫面

上有序排列，恍如一道黑暗的地平線。骷髏頭骨的一致和它們接近方法學式的鋪排，建構了一種形式上

的韻律 － 它與作品在形式上的簡練輔相成：僅僅運用黑與白，並把骷髏加諸黑色單調的背景上，藝術

家介入的痕跡幾乎消失殆盡。作品的韻律和精簡，仿佛對國際現狀一則幽雅簡練的評語。嚴培明在技巧

上、形式上的樸拙和重復，提醒觀眾那些在新聞中屢見不鮮的事實。這種話語美學一如作品的標題，擔

當了題字的作用，向觀眾提出某種特殊的解讀方向：我們不僅放眼浮華，且目睹國際衝突中所有默默無

聞的受害者之骷髏。 

 

對於中國文人文化，真本和摹本是極其重要的元素。摹本往往為原件帶來全新的視野和見解。我

以 Santomatteo（汕頭馬蹄好）4對八大山人的睿智評註，來總結我的論述。這對意大利藝術雙人組在錄

像創作 Landscape with Birds （「 山水有鳥」）（2006）裡模仿八大山人畫的一幅雙鳥(見圖 6)。該

錄像於視覺上的簡潔確為驚艷，縱然這件複製品採用錄像此一當代媒介，但又確與真本有著相似之處。

更甚的是這件當代摹本幾乎原樣複製八大山人的尖酸幽默。這對意大利藝術家不費吹灰，即心領神會明

末清初畫家的畫中寓意，並把畫中意念向並不諳熟原作文化語境的當代觀眾傳達。 

 

此處無墨？ 

 

水墨藝術和當代藝術是否兩個涇渭分明的體系，其文化母體是否大相逕庭？現實固然如此，但一

如我以上鋪陳的論述，這兩個系統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重疊。我認為要出離母體，並不需要把研究對象扭

曲，反之，應嘗試改變我們的認知。 

 

貝爾廷有言：「當代藝術在西方之外意味著差異... 在該處，當代藝術被視為從現代主義的解

放、並與發源自近代的本地藝術等同，亦因此廣獲喝彩。在此條件下，它反抗建基於西方的意涵的藝術

史， 同時叛逆全球化社會之中本土文化的牢籠 － 民族傳統」5。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沉迷水墨藝術

時，單單以技巧為基石、僅僅將之當作當代藝術範疇中的特殊類別，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水墨作品，必然

被譴責為固步自封於本地文化，永遠不能出離中國的文化母體。 

 

每一個系統、每一所美術館、每一批收藏，都得考慮到歷史和地理情況，可是，與其將自身銘刻

於致力把本地文化從現代主義和殖民主義殘留中解放的運動中，不如選擇採取開放 － 比方說反歷史 

－ 的方針。曠世的藝術作品，無論生自什麼文化、媒介和技巧，總是超前並超越它的時代。我想在此

比照世界藝術和全球藝術的概念。世界藝術代表超越西方和非西方藝術二元對立的早期方法，突出超逾

西方藝術話語和只關注本土性的作品，強調「世界藝術遺產」的重要之處6，並因此從本土文化母體中出

逸。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書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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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五新潮」又名「八五思潮」是指在 1985 年到 1989 年的四年間的一場前衛藝術運動。 

2
 ) 布呂德林(Markus Brüderlin), “ Beitrag zu einer Ästhetik des Diskursiven. Die ästhetische Sinn- 

und Erfahrungsstruktur postmoderner Kunst.”in: Jürgen Stöhr 編, Ästhetische Erfahrung heute, Köln: 
Dumont, 1996，頁 282-30。 
3陽江組是一個由三位藝術家鄭國谷(1970 年生)、陳再炎(1971 年生)及孫慶麟(1974年生)在 2002 年於廣東陽江市

組成的藝術小組。陽江組常以書法作為媒介去實踐多元的當代藝術創作及體驗。 
4
 Santomatteo (汕頭馬蹄好)是由兩位意大利藝術家 Santo Tolone (1979 年生)和 Matteo Mascheroni (1979 年生)

在 2003年組成的藝術組合。Santomatteo 常以行為、互動、交流及辯證方式介入並與不同背景的藝術家合作為其

藝術創作的目標。 
5貝爾廷 (Hans Belting)，《當代藝術與全球化時代的美術館》("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Museum in the 

Global Age"), 刊載於《當代藝術與美術館：全球化視角》(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Museum. A Global 
Perspective), 韋伯(Peter Weibel)，白蒂斯格(Andrea Buddensieg) 編，Hatje Cantz, Ostfildern 出版，

2007，頁 22。 
6引書同上，頁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