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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與虧欠 

David Joselit 

 

今時今日藝術評論所面對的基本挑戰，是理解有關藝術的全球性，但當我們嘗試尋找合適

的準則去比較世界各地極為多樣的美學實踐時，問題就出現了。時至今日，有三個主要的

詞彙或機構正一直扮演這樣的角色︰ 

1. 當代性。「當代」一詞近來改變了定義，它不再是一個形容「近來」的中性詞語，

而是用來形容一場運動（它們的共有特徵僅多於指同時發生）。我覺得把「當代」

抬舉成一個形容一段時間或一種風格的詞語，無法充分說明全球化的現象。其比較

的基準僅僅只是共存的時間。簡便來說，我把這藝術史的研究方法稱為「在孟買之

時」。 

2. 雙年展。大眾廣泛地把雙年展視作一個記錄全球化的專有檔案，這和上述的當代性

關係密切。毫無疑問，雙年展把世界各地的藝術雲集在同一地點，把當代定義成

「共存的時間性」。問題是過度著重雙年展（以及藝術博覽）往往會抹去本土歷史

和那些不能在這些展覽中展示的藝術模式。依賴雙年展就像不離開機場地環遊世界

一樣，雙年展是全球的，但其體制和價值均從西方現代主義中衍生而來。 

3. 市場。Terry Smith 在他的著作《甚麼是當代藝術？》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主張，認

為澳洲原住民繪畫可被視為當代藝術，因為市場對這種原始的藝術實踐珍而重之，

其價值比得上其他當代藝術家作品的價格。他聲稱：「如果有人把對英國年輕藝術

家（YBA）的市場與當代澳洲原住民藝術相比，可以證實即使兩者之間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也真的幾乎完全不一樣），兩者還是能在分野日漸模糊的一手和二手市場

中受惠。昔日商業畫廊／專業藝術品經銷人和拍賣行所涉及的範疇各不相同，現在

漸漸開始融合其中。這並不是意外的，雖然，準確來說，是偶然的。這正好使澳洲

原住民藝術和英國年輕藝術家能被歸立於同一時代，並在他們的時代裡呈現當代

性。」1 

                                                           
1 Terry Smith，《甚麼是當代藝術?》(What is Contemporary Art?)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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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在此釐清了能夠歸納為全球化的基本準則：當藝術能夠在世界市場自由交易，如以

日元或歐元兌換人民幣時，就可稱之為全球化。換句話說，全球化可被想像成大規模的藝

術博覽會。我近來在寫一本題為《遺產與虧欠》的書，我意圖尋找一套深入探討藝術全球

化的辯證結構，指出世界上不是所有藝術家都是「全球性」的。相反，「全球性」代表着

採用國際風格的必要，而這往往挪用和壓抑本土文化的創意模式。根據 Smith 所言，所有

的藝術實踐如澳洲原住民藝術那樣，都與西方藝術巨星 – 如英國年輕藝術家 – 進入同一

個藝術市場，其中也有很多其他類型的藝術實踐無法跨越全球化的門檻。我使用「遺產與

虧欠」這個詞彙，因為我相信這昭示了在文化層面上這兩者之間的比例。換句話說，這使

我們有可能理解到我上述那些環環相扣的分類中 – 當代、雙年展、市場 – 背後的經濟和

政治權力動態。透過承認在這種環球交易下，某些藝術表達可視為文化正統的遺產，有些

則是衍生而來的 – 而這都源自外國，主要從西方傳統衍生而來。 

 

我想以一些公設作為開始，可能這看來過於簡單或近乎簡陋，但我覺得這打開了理解全球

化下的藝術的大門。冷戰時期出現了「三個世界」的模式，我相信亦可同時相應地歸納出

三個主要的「影像世界」，而這可能分類成：（一）現代藝術，地域上和已開發國家或第

一世界相連，當中代表是 Jackson Pollock 的滴畫，世界各地不同的抽象模式也是受它啟發；

（二）社會現實主義藝術，即使不是現代主義也同樣現代，是典型與「第二世界」的國家

社會主義及其勢力範圍關聯的國際風格，董希文 1951 年的作品《開國大典》即是一例；

最後，（三）那些在藝術範疇才會被追溯的本土美學實踐。肯特布（Kente Cloth）便是其

中一個例子，原產於迦納和象牙海岸，是由阿坎族人編製而成的手織布。因此我們可以概

括冷戰期間「三個世界」的模式，均粗略地對應了三種影像產生的模式：現代派、社會現

實派和本土派。 

 

然而，藝術創作的實際環境遠比地域分層的規限來得複雜。在我上述提過的地帶內（即根

據地緣政治所劃分的三個世界），還可再細分為三個內部或國內的藝術世界，即使三個世

界的比重不一，都有助構成上述三種影像流派（現代派、社會派或現實派和本土派）的論

述。就讓我們重新整理一次。首先，美國如許多其他已開發地區一樣，現實主義的傳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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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現代主義繪畫共存，且常有關聯。就像 Norman Rockwell 以大眾文化對抗那些規範共

產主義陣營內的社會現實主義的國家意識。眾所周知，美洲原住民的影像實踐，不僅對

Pollock，而且對很多他的抽象表達主義同業帶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像實踐相較於西方對

藝術的定義，與儀式和治癒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其次，在中國名為「'85 新潮」的地下

或非官方藝術運動，於 1989 年發展至高峰，舉辦了題為「中國 / 前衛」的展覽。這是其中

一個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所影響的重要藝術趨勢，走向美學和政治形式的行動主義實踐。最

後，如巫鴻教授和其他歷史資料所言，傳統中國水墨繪畫即使被指轉向「實驗性」，仍能

透過學院的訓練和展覽流傳至今。在我們非洲的案例中，我們亦找到了最少三種類型的藝

術實踐。藝術家 El Anatsui 將部份製作肯特布的正統技巧應用到創作上，以廢棄物料，例

如用銅線串連起數千個尼日利亞酒瓶蓋，製作出像紡織品般的觸目作品，亦藉此建立起全

球事業。而在現實主義模式方面，木棺材被造成像飛機和平治汽車等形狀，這都是加納的

藝術實踐的一部分。這些東西游走於本土和現代主義之間，共享許多現實主義傳統的特質，

而其狂野的設計更被國際藝術社群所高舉。  

 

總括而言，我在嘗試說明，在冷戰時期，即三個世界模式時期，亦有三種影像分類。它們

一方面在地理上對應這三個世界，另一方面在每個國家或本土藝術世界中又有自己的分層。  

現代主義者、現實主義者（不論是社會現實主義者、民間現實主義者又或資本現實主義者）

和本土，不論在國外或國內，都傾向在自己獨有的領域內流動。我主張的是這些獨立影像

領域的界限在 1989 年時被戲劇性地打破，且可追溯於其時數個重要的展覽和藝術活動中，

包括 1989 年在巴黎舉辦的「大地魔術師」展（Magicians de la terre）和同年的第三屆夏灣

拿雙年展。我會稱這三種相互滲透的視覺分類為「影像開放」（image deregulation），因

為這表示這三個領域之間更具滲透性，亦對應了 1980 年代的環球經濟起伏，對了解全球

化極為重要。我所指的，當然是八十年代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監管下的市場

開放。諾貝爾得獎經濟學者 Joseph E. Stiglitz 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中寫到： 

 

1980 年代間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經歷了最為動盪的轉變，那是朗奴列根（Ronald 

Reagan）和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在美國和英國宣揚自由市場意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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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了推銷這些想法的新傳道機構，它們向需要向其

借貸的貧窮國家推銷，而這些貧窮國家的財政部大臣往往為借貸而願意皈依它們。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大部份其他政府官員，或更重要的，是國家的人民都對此抱疑。

2 

 

經濟開放所帶來的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新興市場被前殖民列强「入侵」，開啟了新殖民主義

（和新自由主義），控制本地經濟，並隨之影響了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隨著藝術世界的發

展漸趨全球化，類似的情況亦相繼發生，我們見證了由世界各地專才所建設的西式設施如

雙年展、藝術博覽會、博物館和畫廊的成立。簡單來說，經濟開放與文化現代化相輔相成。

就如我所形容，因應影像世界的開放，全球藝術的原產地亦相應增加地（也正如我所言，

這不等於所有類型的藝術都可以跨越全球流通的門檻）。我們因而需要一個新的影像世界

來邁向全球化，不管是西方內還是外。這將會重新整理冷戰時期的三個主要類別 – 現代

派、現實派和本土派。這個新的影像世界正由遺產與虧欠，或其之間的比例而產生。遺產

的主張是不言而喻的，它代表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傳統和本土的形態，有時候是很古老

的形態，都與當代實踐合攏，以突顯某一地區的藝術生產。而關於虧欠，我所指的是與現

代主義的關係，而這現代主義並非來自本土或原有的時代，也就是在藝術範疇中常被視為

貶義的詞彙，與「衍生」的關係。這種歷史化的關係存在於現代主義的傳統中心之內及之

外，於 80 年代歐美藝術世界盛行的各種文化挪用形式足以印證這一點。當然，遺產與虧

欠兩者之間的比率在歐美藝術世界的傳統中心以外的地方是很不一樣的。然言，這種經濟

類推的方式在此有助解析固中的異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曾遭受指控，指它意

圖以債務控制及欺壓發展中國家的客戶經濟。就如 Maurizio Lazzarato 在其精彩又具諷刺性

的著作《創造負債的人》（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所言： 

  

新自由主義通過眾多的權力關係來支配，包括：債權人和債務人、資金和勞工、福

利計劃和受惠者、消費者和生意等等。但虧欠的權力關係是普及的，因為每一個人

                                                           
2 Joseph E. Stiglitz，《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紐約 W.W Norton & Co.， 

200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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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其中。即使是無法合乎借貸資格的窮人，還是需要透過償還公共債務向債權

人繳交利息；即使是窮困至無法提供福利的國家，還是需要償還債務。3 

 

有關迄今全球藝術「虧欠」於西方發起的國際風格的說法並不僅是一個隱喻，在抽象繪畫

與概念藝術的傳統這方面，更是顯而易見的。影像開放把世界各地的現代主義、現實主義

和本土的影像世界共冶一爐，但同時幾乎可以斷言那些歷史上一直處於現代主義正統邊緣

的世界是虧欠於西方的。換句話說，這些世界都是衍生的。而我相信，把遺產置入這一種

方程式，即使不是為了償還這種虧欠，也是為了減輕它。 

 

債務是一種地域以外的控制形式，是一種手段，例如紐約銀行家可影響布宜諾斯艾利斯平

民的生活，或者反過來說，北京銀行家可影響紐約平民的生活。九十年代，特別是 1999

年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在西雅圖開會遇到抗議時，債務的本質被廣泛認可為控制主權的

新帝國主義形式。藝術，像債務一樣，是域外的。換句話說，藝術創造了集體認同的條件，

而這些條件並不受實質地域限制。藝術的域外性構成網絡，使國際精英能透過新建立的國

際藝術博物館彰顯權力，而這些博物館往往和超級收藏家的霸權利益緊繫著，因此藝術的

域外性有可能產生深層的排斥效應。但當然，藝術的域外性也可以帶來發展性的影響。政

治理論家和照片歷史學家 Ariella Azoulay 曾對「公民攝影」的存在性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對她而言，在攝影的社會交易世界內，不論是拍照的那一方，還是被拍的，所有參與者，

無論願意與否，都推定了一套權利和責任。Azoulay 作為積極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權利的以

色列人，她在這虛擬或幻想的公民模式內見到政治發展的潛力。由此推論，那些家園被以

色列佔領，並無法充分地享受公民權利的巴勒斯坦人，將可能透過「公民攝影」4，向全

球公眾提出申訴。Ahlam Shibli 於一系列題為《Death: Al-Yasmina neighborhood, Nablus, 

November 1,2011》的照片中，記錄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後（2000 – 2005）的情況。

她的照片在兩個層面上回應了公民攝影：一是記錄了生活，一是記錄了死亡。此例子示範

                                                           
3 Maurizio Lazzarato，《創造負債的人》(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Joshua David Jordan 譯 (洛杉磯: 

semiotext(e) intervention series，2012)，頁 32。 
4 見 Ariella Azoulay，《社會想像:攝影的政治本體》(Civil Imagination: A Political Ontology of Photography)，

Louise Bethlehem 譯 (倫敦: Verso 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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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攝影如何有助創造一個想像的民間社會。就正如藝術家所言：「這系列《死亡》的照片，

展示了一些可讓已逝者再度呈現於人前的方法 – 一個代表……這些肖像都代表著任何一

位在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期間下喪命的人都是烈士。」5 我自己在巴黎看見這些照片，而

非在巴勒斯坦。這些作品喚醒了我，作為一個美藉猶太人，去承認一個我可透過想像去參

與的社會，而不是地域上或種族上我所歸屬的社會。人們甚至可以說，作品再造了伊斯蘭

遺產中的「殉教」，它代表了我（和很多既像我又不像我的人）的虧欠。透過遺產和虧欠

的複雜辨證，這是一個有關全球公民所需承擔的責任的淒美案例。  

                                                           
5 Ahlam Shibli，「死亡」(Death)，出自《Ahlam Shibli: 幽靈之家》 (Ahlam Shibli: Phantom Home) ，包括 T.J. 

Demos and Esmail Nashif 撰寫的論文 (Ostfilden: Hatje Cantz Verlag 出版，2013)，頁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