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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藝術史的想法: 從日本角度出發 

林道郎 

文化與國家 

 

對「世界藝術史」的需要或需求毫無疑問源自現今藝術史論述於學術領域中的不足和局限。

雖然跨文化的學術課程在全球各地日益增加，但若說大部份藝術史的想象仍以民族（或地

區）界限劃分，還是不無道理的。我們不難找到眾多諸如中國藝術史、法國藝術史和德國

藝術史的課程，這些藝術史往往很「自然」地與國家掛勾成一組教學詞彙。這種掛勾很大

程度源自十九世紀末時，「文化」的宏觀概念經歷了語義上的轉變，亦即一個朝向民族主

義的轉變。轉變先在德語區域內（Kulture）發生，然後蔓延至歐洲。「文明」一詞與「文

化」不同，前者保留了幾分普世意味，後者卻日益包含一個以地理邊界來釐定國家內的規

範、行為或習俗的意思。當然這些詞彙還是蘊含了一定的靈活性 – 例如一個世代、宗教、

種族、性別等等 – 均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但無可否認文化社區中的劃分模式一直都是以

民族國家為主。藝術史這個學術範疇，於我而言，正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時歐洲學術界與知

識份子投向「文化民族主義」的產物。 

 

但故事至此還未完結。藝術史儘管與國家緊密地連繫著（又或許正因如此），在學術研究

上卻經常展現跨越現有界限的可能性。換句話說，藝術史持續地展示文化力量無法被國家

這個虛構的框架所規限。部份原因是藝術史長久以來都注重以物件為本位的研究方向，其

中一個有力的例子，就是 Alois Riegl 追尋莨苕葉（acanthus leaf）作為建築柱上的裝飾圖案

在埃及、中東、希臘和羅馬的變化，發現此圖案在各地廣泛流傳之餘，亦相互影響。文化

元素 – 物件或資訊，就像風中的花粉一樣，往往穿州過省地建立自己的網絡和地圖。另

一個例子，就是在藝術史中水墨畫和書法這兩種媒介，如何於東亞地區之間締造了延綿不

斷的風格連結。  

 

唯普遍而言，在藝術史所建立的「全球性」觀點，往往都只是與前現代藝術史連結在一起。

儘管現代藝術有著國際視野，但其論述很大程度受到民族或國家的地緣政治所規限（雖然

外來的聯繫和影響也經常被視作為重要的刺激因素）。這同時也受到眾多要素所左右，包

括現代化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藝術學院在國家框架下的系統化和制度化，以及民

族或國家在語言和文化上的統一，就如 Benedict Anderson 在他 1983 年出版的著作《想像的

共同體》中所作的分析一樣。換句話說，世界藝術史各種可行的研究方法，一直與上述語

境中的現代民族主義思緒存在著張力。「藝術史」可能在這些意圖下，伴隨著國家而出現

的認識論而誕生，在此情況下，全球視野往往變得多餘和不重要。無論如何，即使現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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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透過全球視野來審視現代藝術，民族國家之間在權力上的明爭暗鬥均決定了中心-外圍

的架構，法國與紐約之間的競爭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外圍的張力 

事實上，全球和國家觀點兩者之間張力最強的地方，強得有如精神分裂一樣，都發生在邊

緣國家。在這方面，日本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來說明這張力如何持續地塑造藝術史論述的整

體結構。若冒著過於簡化的風險來概括的話，大概有三種主要論述可對準說明這張力和其

伴隨的焦慮。 

 

有兩種論述是比較相似的，都傾向強調在其他主流因素之下，日本藝術（與文化）的獨特

性。在這層面上，可視作為 Harold Bloom 在《影響的焦慮》內所討論有關作家及其對落後

於前人的感悟的地緣政治版本。在這兩種論述當中，第一種主要是關於前現代日本藝術的，

而與之相對的主流因素是中國與中國藝術；第二種則是後明治時期的藝術，而西方取代中

國成為主流。這充分反映了日本宏觀的政治歷史架構，說明日本政府自 1860 年起決定透

過吸取西方經驗以改變國家整體社會結構的舉動。在日本「現代化」的進程，人們的目光

逐漸且無可避免地從中國大陸轉移至西方。這並不代表第一種「日本對中國」的模式已從

論述的層面徹底消失，它依然是研究前現代藝術範疇中一個有力的要素，與現代和當代藝

術範疇中的「日本對西方」模式一直共存至今。歷史彷彿被層層堆疊，構成分層式的空間，

使這兩種論述得以並存，更不時出現在日本藝術集體意識（或無意識）中。解答諸如「日

本藝術中的日本性指的到底是甚麼﹖」、「日本佛教繪畫與中國的在風格上有甚麼分

別﹖」、「日本戰前藝術史相比歐美的有甚麼特別﹖」等問題，對藝術史學家來說依然有

著相當的重要性。 

 

藝術家矢代幸雄於戰前和戰後的作品，是印證如何連接第一種與第二種論述的典型例子。

他出版了兩本極具影響力的書，分別是 1935 年的《日本美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 1943 年

的《日本藝術的特質》。兩本書銷售量都很高，前者在 1980 年代間不斷翻印，後者則在

1960 年代間。矢代幸雄幾乎是國際社會在戰前時期認識的唯一一位日本藝術史學家（因

為他於 1929 年在 Bernard Berenson 的幫助下出版了有關文藝復興畫家波提切利的專題著

作），他的書對後世的藝術史學家與日本的群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這兩本書中，矢代

幸雄致力辨析軀分日本藝術和中國或西方藝術的元素，並嘗試把這些元素與日本自然環境

聯繫起來，包括地域和氣象的元素，亦因此發展出一套近乎帶有決定論色彩的觀點以剖析

日本藝術的獨特性。雖然我沒有時間詳談這個理論，但矢代幸雄提出了四個日本藝術的基

本特徵，其中三個是印象式、象徵性和多愁善感的，而剩下的裝飾性，卻極具影響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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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藝術史學家亦對此不斷重覆討論，使由日本的「裝飾主義」與中國的「自然主義」所

構成的對立模式成為中日關係比較研究中一套常用的論述框架。 

 

混雜的本質 

第三種論述類別與前述的兩種對立，是較為巧妙的（幾乎在狡猾的邊緣）。它在 1950 年

代中首次出現，並在 1980 年代持續對「日本性」的論述產生重要的影響。第三種論述的

主概念是「混雜性」，加藤周一是第一位主張此論述的評論家。他原本是一位法國文學學

者，後來成為一位撰寫不同議題的公共知識分子 / 評論家，當中也涉獵與藝術相關的議題。

他在法國回流日本數年後，於 1955 年在 《Shiso》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混雜的日本文

化》的文章。事實上，加藤所強調的混雜性源自他回流日本的親身經歷，他體驗過歐洲文

化，並將之理解為「純粹」，當他重回國土時就面對逆向的文化衝擊。他覺得日本文化已

不再統一和純粹，有別於歐洲，日本已無法像歐洲那樣從傳統元素如石質建築中找到統一

的文化結構。相反，日本像是被不同的文化元素所籠罩，而這些元素並沒有融和其中，隨

機且毫無法則地把現代和傳統、本土和外國的元素並置，亦因此具混雜性。 

 

加藤周一形容日本文化為混雜的假設是建基於日本自十九世紀末的現代化進程和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史實。日本社會文化制度自明治時期起經歷了根本性的轉型 和 西化，

到 1945 年至 1952 年美國佔領時期，則經歷更為巨大的轉變。儘管美國政府決定保持昭和

天皇的地位，以此作為延續日本文化的「象徵」，但這都只是美國用來確保政治制度得以

順利過渡的手段。這種以文化假象來掩飾政治現實的行為，足以證明傳統的基石已被破壞。 

 

事實上混雜性的論述被三度超定，除了自明治時期起由上而下的現代化和二戰後美國佔日

時期這兩個層面外，自 1950 年中起經濟的急促發展，也同時把戰後日本文化的混雜性變

得更為複雜。具體而言，五十年代後的流行文化大爆炸，源自美國文化的介入和攝取。美

國文化透過大眾傳媒和美軍基地（很多日本音樂家在基地學習和演繹最新的音樂潮流）快

速抹殺文化互動中國家和歷史的界線。美國病毒因而融入了日本當代文化中，成為維持日

本文化命脈的重要元素，但又仍然拒絕徹底融和其中去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種文化的

異樣性，連結著其他傳統或非傳統的元素（與此同時在現代混雜狀態下的日本文化中，這

種文化漸變成「它者」），開始重塑戰後日本文化景觀，而這文化本身再也不能歸納到任

何一種上述的元素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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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對「混雜的本質」的分析看似自相矛盾，但其實和應了日本社會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

代經濟騰飛期間，人口大規模遷移的情況。在此期間，諸如東京的大都會地區，均經歷了

地域界限和人口的急劇增長。不論是藍領還是白領階層，數以百萬的勞動人口均被吸納到

大都會的常軌之中。低至中層的新城市人口脫離家鄉的傳統和正統文化，面對著閃爍誘人

的多元文化。他們開始成為消費層中重要的群體，主導日本當代文化的方向。在此情況下，

加藤的論述在後現代主義的時代，成為了一個有效，甚乎神化的角色。透過轉化認知物件

的理論， 從以物為本的方針變為以功能為本，加藤的論述以不同形式在文化論述的範疇

中解讀傳統文化沒落與維繫日本文化獨特性之間的矛盾。在此論述下，日本文化的獨特性

在於能吸收別的文化，再將之轉化，變成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較容易克服對「影響

的焦慮」，因為複制 / 轉用已成為獨具匠心的行為。  

 

日本在 1960 年代的確可看到一系列重新審視文化落後和去中心化的藝術實踐，其激進的

主張，與普普藝術和其他當代西方「寫實派」（如新寫實主義和資本寫實主義）對概念上

的挑戰產生共鳴，甚至超越它們，這全都是日本在多元決定下所出現的情況。其中一個例

子，就是篠原有司男即興仿效美國普普藝術家如 Jasper Johns 和 Robert Rauschenberg 的創作

並稱之為模仿藝術。他曾多次複製他 1963 年在《Mizue》藝術雜誌上見到的 Rauschenberg 

作品《Coca Cola Plan》（1958）的黑白翻印版本。時至今日，他偶爾還是會用不同的方式

複製此作品。篠原有司男稱自己透過用不同的物料、顏色和材質作的二次複製為藝術。他

的舉動象徵著他已脫離上一代藝術家包括具體美術協會等所堅守的原創美學。雖然篠原有

司男和加藤周一沒有直接關係，但加藤和其他追隨者（以混雜為本質的追隨者）有助形成

更大的文化論述，而篠原的模仿藝術就是一個最為合適的美學聲明。 

 

符號爭奪和虛擬世紀 

混雜性論述的重要性一再被重新強調，這為解析日本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套便捷的論述框

架。日本開放市場，成為了全球經濟系統中的一部份，外來的資訊和事物史無前例地大量

湧入日本。綜合而言，1964 年的東京奧運會正好體現了全球化的初始階段。隨後數年，

文化實踐的領域爆炸性地出現了我曾稱之為「符號爭奪」的情況，而所謂的「符號爭奪」，

正是篠原模仿藝術背後的邏輯的一個延伸。數個範例可證明這一點，包括横尾忠則（平面

設計師）、土方巽（舞踏舞者）、寺山修司（戲劇作家）、三島由紀夫（小說家）和今村

昌平（電影導演）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全都拼貼著過多的文化符號，且範圍廣闊 – 由東

方至西方、過去至現在、鄉土至城市 – 而這些符號並不一定能連貫起來構成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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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加劇了影像的流通和傳播氾濫，並在 1970 年左右達到臨界點。另一件國家大

事 – 1970 年的大阪萬博會，比任何事件都更能印證影像傳播已達飽和。混雜性的論述無

疑是文化想像中一個有力的框架，猶如在提防或避免科技操控的影像和符號在社會過度氾

濫般，各式各樣的回應亦開始出現。藝術界的物派運動（Mono-ha Movement）和攝影師與

雜誌《Provoke》之間的活動，都可視為象徵式的反抗，以及他們對直接接觸世界的渴求。

可是，1969 年由足立正生、松田政男和佐佐木守這三位導演所拍攝的紀錄片《略稱・連

環殺手》，卻反映了原本靜待發掘的世界已經不復存在，無可避免地漸成一片被操控且毫

無特色的土地（導演松田政男出版了一本名為《風景的死滅》的書，以此紀錄片的拍攝經

驗為題材，敘述連環殺手的一生，從出生至被捕，記錄了他橫跨整個日本的旅程）。所以

當物派運動和與《Provoke》雜誌關聯的藝術家和評論家撰寫有關影像飽和的世界所經歷

本質性的轉變，並提供輔助作品以作批判的同時，他們的抵抗也漸漸被符號所帶來的歡騰

所消退，使往後數個世紀踏入全面高舉擬象的時期。   

 

八十年代的日本明顯見到混雜美學的加速發展，藝術家森村泰昌、大竹伸朗、森萬里子的

創作，首次在戰後日本藝術歷史中，在日本內外同時被承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者。其時

一個題為「反自然」的展覽，在 1989 年至 1991 年間先後在三藩市和紐約兩地展出。展覽

從多方面而言，是八十年代社會思潮的象徵，同時亦如展題所言，向東方學視日本文化與

自然為和的觀點作出挑戰，嘗試把混雜的傳統塑造成日本當代文化中最為強大的一面。在

此階段，每當「自然」被指是日本藝術和文化的始祖時，都被視為是模仿藝術或符號操控

的後果，遠超越自然本身。 

 

日本藝術為全球市場的一部份 

對於日本藝術成為持續發展中的全球市場的一部份，我認為這大大地提高了藝術家在自我

表達上的意識。村上隆的作品在這方面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以不可思議的技巧操控大

眾文化的符號，使它們清晰地、平易近人地呈現在國際觀眾的眼前。村上隆成功地操控市

場反應，並取得優勢，而他大量從日本宅男文化中取材，反映出必須使用「日本性」元素

去取悅全球觀眾的焦慮。這揭示了日本當代藝術雖然已在全球市場的雷達之下，若要繼續

存在的話，就必須呈現專屬日本的特質。這可能對國際觀眾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當

細思其中，便很容易發現固中的結構性問題。舉例說一個美國藝術家，沒有人會刻意在他 

/ 她的作品中尋找獨特的美國性，即使找到類近的東西，也永遠不可能把它當作理解作品

的一套主語言。相較之下，對日本當代藝術的理解（在這個問題上也可指任何非西方的當

代藝術）仍是過於簡化，往往以國家文化框架為主語言。因此村上隆在全球市場上的成功

其實極為諷刺，他故意且有技巧地向文化市場就範，從而揭露市場背後殘酷的邏輯。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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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戲劇性的自我宣傳方式就像《死之舞》（dance macabre）般，向著死亡邁進， 而在市場

的邏輯之下死亡永遠是生存遊戲中的重要元素。 

 

這令我聯想起一個較廣闊的題目，就是日本內外對日本藝術家的待遇。當然有很多日本藝

術家如中西夏之、菅木志雄和岡崎乾二郎等，都被當代藝術家或評論家認定為跟村上隆同

等重要和具影響力的。但同時，這些藝術家都沒有如村上隆或奈良美智般受到國際的青睞

（至少直到現在都沒有）。他們之所以沒有得到應得的注目，是因為他們對於投身市場主

導的藝術世界一事極為小心，試圖在全球化這包容一切的強大洪流中尋找一個關鍵且具距

離的位置。這些藝術家通常都是理論性較強的思想家，對全球藝術市場執意在他們的作品

尋找「日本性」的痕跡感到抗拒。 

 

我認為影響全球市場去發掘這些平凡和年老的藝術家的主因有二，一是全環球市場仍然糾

結於東方主義和日本主義﹔二是語言的界限近乎無法跨越，大量重要的文本都尚待翻譯。

2012 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出版了一本關於戰後日本藝術評論的文集，作為其中一位編

輯，我某程度上嘗試修補西方與日本之間論述失衡的情況，向外國觀眾介紹少為人知的辯

論和討論。讀者看畢此文集後，大抵可以窺探到日本藝術家如何與國家文化框架爭持，以

及國際社會對他們投射的目光。我們希望這文集或多或少地令讀者注意到以預先假設的

「日本性」角度去認識日本戰後藝術是有問題的，以及理解它與日本以外的藝術論述的持

久對話中的複雜性。 

 

全球藝術史的時空交錯 

準確來說，這文集也只是故事的一部份。誤人的是這文集只收輯了日本當代藝術的文本，

但其實戰後日本大部份出版的藝評和學術書刊都是關於西方藝術的。我們考慮到市場的需

求，決定不把這些關於西方的文本放進文集中。這些文本其實異常地有趣，論述包括印象

主義、抽象表現主義、概念藝術等，為日本當代藝術實踐提供了多元的論述基礎。這對比

其他案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如美國和德國學者所發表有關印象主義的學術文章，均

會被納入為國際學術論述之中，但日本學者發表的相關文章，卻完全不被採納（這當然不

單發生在日本，亦在世界各地非西方領域的地方）。 

 

我所指的當然很大程度關於英語作為全球化下的通用語言所展示的語言式帝國主義。縱使

就時序上並不可行，但我感興趣的是再次重閱這些文本的可能性。假若自動翻譯的軟件在

三十至四十年前已能演變成如現今的版本，那所有有關畢加索、波洛克，又或本雅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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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的日語文本，或其他語言的文本，都能夠被國際的讀者讀到，昔日曾經錯過的文本將可

重新被解讀和使用。這將會重塑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並帶來重大的轉變，歷史想像的空間

亦會變得具滲透性，開啟考古學的憑證（包括物件和文本）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如果全

球藝術史是具有重要的可能性的話，那不在於其意圖創造單一的主要敘事方式，而在於它

有能力一直秉持已存的文本去啟動早已沉寂的歷史軌跡。歷史想像的領域開始變為一系列

真實的物件和事件，而不再是一系列的隱喻。就像我們觀賞星宿時，我們看到的許多星星

發出的光，這些光均來自過去不同時期。這一系列慢長的時空交錯，指出了這種混雜性的

異質性超越了文化差異範圍裡所牽涉的混雜性。我們可重新把 Riegl 的觀點應用其中，使

之成為文化相互交流的驅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