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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恆常）修訂的問題(譯文） 

Doryun Chong － 紐約現代美術館繪畫雕塑部副策展人 

 

 

1.  

 

現代藝術博物館創始館長阿弗烈德．巴爾於一九三五年發表的圖表（圖一）一直受到廣泛

的論述。這個非常科學化的圖表，是他對當時僅成立了六年的博物館的思考成果，同時也奠定了早

期經典展覽「立體主義與抽象藝術」的基礎。是次研討會的關注重點，是於一九二零至二五年間冒

起的“包豪斯”，以及由之指向“現代建築”的箭號。巴爾說過一句名言：「一九二八年在包豪斯

渡過的三天，是我一生教育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在籌組博物館時加入建築和設計的元素，

據說與這次經驗有莫大關係。他清楚指出包豪斯並不是憑空冒起來的；從圖表可見，包豪斯的誕生

受到純粹主義、建構主義和風格派的滋養。然而，與本研討會較為相關的是圖表中的橙色方格，它

們可以被看作是“外在”影響或異己元素，滲透於十九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四十年間蓬勃興起的

前衛藝術。橙色方格“機械美學”安然居中，兩旁伸展出多條箭號；至於其他三個橙色方格“黑人

雕塑”、“近東藝術”和“日本版畫”，相比起來，並不突出，猶如傳聞軼事。 

 

只不過是數年之前，巴爾劃了另一個如今廣稱為“魚雷” 的 圖表，建議 “一個理想典藏

應有的理論基礎和實質” 。（圖二）他的圖表闡明「可以將典藏圖象化地想像成一枚橫渡時間的

魚雷，頭部是不斷迎着的現在，尾部則是不斷後退中的過去五十至一百年。以油畫為例，如圖表所

示，典藏主要集中在廿世紀初的現在，往十九世紀逐漸退去，而螺旋槳部份則代表“背景”收

藏⋯」
1
 早年的館藏就是這是建成的。博物館紮根於曼哈頓中城，不斷擴充，然而從構思到運作，

一直都本着作為時間矩陣中的一個移動物體這個理念。七十多年過去，現代藝術博物館仍然堅守

“魚雷”原則，以作為一所審視、展覽和收藏當前藝術的當代藝術館為己任。“現代”這一名詞公

認是極具彈性和變化不定，較後現代還要經久。也許是基於上述原因，博物館有關過去的藝術典藏

並沒有漸次減少，反而進佔中央位置，像是骨幹而非“背景”。 

   

讓我們再考量這兩個圖表，一個是縱軸結構，另一個則是橫軸結構。由於領域的擴展及趨

勢、運動和流派的繁衍，前者若有不斷更新，今天必然已經變成龐大的金字塔。而另一方面，隨着

                                            
1
 Harriet S. Bee 和米雪兒·艾利卡特編，《在我們時代的藝術：現代藝術博物館編年史》，（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2009 年），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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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這個概念與時並進，不斷演化，範圍越拉越闊，魚雷也會愈長愈長（若然如此，甚麼才是

恰當的比喻呢？是火車嗎？）。在某程度上，這暴露了圖解思維的局限性。然而，博物館是一所知

識機構，一所認真的博物館是不可能沒有一套結構化的思維。若果博物館選擇要與現在周旋，就如

和過去周旋一樣，便必須要負上不可預知的責任，去編輯和整理難以駕馭的當下概念、姿態和事

物。尋找已經梳理的過去與混亂鬆散的現在的聯繫，是理所當然之事，而最好的做法也許就是盡量

以同情心和敏感性去說這些故事。博物館也是一位敘事者，訴說藝術家或者群體之間的影響、關

係、衝突和共鳴。策展人必須具備這份對歷史和體制的理解，才可能提供一個觀點、一個角度。 

 

2.  

 

最近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一個名為「東京 1955-1970：新前衛」的展覽。
2
 在我籌備展

覽的數個月期間，經常被問到這是否該博物館首次舉行關於日本的展覽。每次我都回說，其實博物

館與日本早有淵源，可以追溯至一九五四年建築師吉村順三被邀請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雕塑花

園仿建一座十七世紀別墅，作為“鄉土現代主義”的範例。十年之後，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委員會

舉辦大型展覽「新日本繪畫和雕塑」，包括四十多位成名和新進藝術家，於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於

北美九個地點巡迴展出。
3
 （圖三）一九七四年，博物館推出另一劃時代展覽「新日本攝影」，幾

乎涵蓋行內所有最出名和最重要的攝影師。
4
 現代藝術博物館一直關注當代日本藝術的發展，早於

七十年代末期及八十年代初期便曾舉辦日本錄像藝術展覽。
5
 這些展覽也提供了購買藏品的機會。

據二零零八年的分析顯示，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館藏當中，超過二千件是來自日本或是由日本人創作

的，涉及七個策展部門（重要的是，事實上，大部份、即接近一半藏品是屬於建築與設計部）。有

一點可以說的是：廿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已經不再是一個“橙色方格”，一個現代主義的早期另類源

頭，而是一個現代主義的重鎮，而這也是博物館的想法和具體計劃。現代藝術博物館與日本的淵源

固然是推動「東京 1955-1970」的重要原因，但非全部。美國和日本對戰後日本藝術史的蓬勃學術

研究，也是促使這個展覽得以成功舉行的重要因素。過去廿年間興起的全球性意識，亦為這個展覽

                                            
2
 展期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三年二月廿五日。 

 
3
 「新日本繪畫和雕塑」是由現代藝術博物館資深策展人威廉‧利伯曼策劃的，為了這個展覽，他於一九六四年花了近一個
月時間在日本進行資料搜集。 

 
4
 這個展覽是由另一位現代藝術博物館傳奇策展人約翰‧薩考夫斯基和時任《每日攝影》雜誌編輯山岸章二策劃的。參展者
包括現已成名的攝影師，如土門拳、東松照明、森山大道和細江英公。 

 
5
 先鋒錄像藝術策展人芭芭拉‧倫敦策展的展覽計有一九七九年的「從東京到福井至京都的錄像藝術」和一九八六年的「新
錄像：日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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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 

 

二戰結束後不到十年，被盟國佔領短短幾年後，日本政府於一九五六年宣佈：「現在已不

是戰後。」雖然很多人對此不表認同，爭拗持續多年，但戰敗國日本在第二個“戰後”十年確實取

得長足的發展。而當時的核心正是東京。六十年代初期，東京人口跨越一千萬大關，而日本也成為

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東京於一九六四年主辦夏季奧運會，向世界宣示它的重新崛起。雖然是繁榮

穩定，期間也曾出現過動盪的時刻 － 主要是環繞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容許美國在日本領土駐

軍，而日本則根據戰後新憲法不可以維持常備軍。這種前所未有的混狀孕育出令人興奮的背景，孵

化出無數藝術和創意的實驗。
6
 

展出的作品近三百件 － 約百分之四十來自現代藝術博物館館藏 － 展覽以五十年代下半

葉以來的油畫、素描和版畫作為開始，當時東京前衛藝術界的熱烈討論話題，都是圍繞着人體和具

象問題，相對於戰後隨時爆發的物質和心理現實。（圖四至九）不久之後，隨着新的十年開始，以

及新一代的出現，身體（雕塑的和藝術家自身的）成為焦點。在日益盛行的集體激進主義和狂熱的

搶先一步作風之下，年青藝術家越來越多創作令人震撼的物件、雕塑和裝置，經常把日常垃圾和消

費主義的廢物轉化為有血有肉、令人毛骨聳然甚至是性感的物體。與此同時，他們走上街頭，部份

是因為當代藝術創作基礎設施、場地和支持的不足，部份是為了滲透入日益受到控制的社會結構之

中。到了六十年代尾，兩股主要趨勢崛起：一方面，人物和身體開始消失，藝術家把注意力轉向純

物質性、及空間和感知問題；另一方面，一些藝術家開始開拓和參與當時在繁榮穩定的新日本爆發

的視覺和媒體文化潮流。 

 

展覽以清晰的系譜方式和敘事結構介紹不同媒體、形式和風格的作品，旨在帶出東京無疑

是當今世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但卻未以藝術中心著稱。事實上，展覽隱含的重點是東京與著名藝

術中心如巴黎和紐約的密切關係。若然透過這個展覽，東京及其最關鍵的前衛時期歷史能夠穩固地

立足於博物館日益增大的現代主義世界版圖之中，這個項目便稱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3.  

 

      「東京 1955-1970」的其中一件重點展品是工藤哲巳（1935-1990）的《陽痿之哲學》或

                                            
6
 就當日特殊的歷史、政治和經濟狀況的詳細史學分析，參見 Doryun Chong 的文章，載於《東京 1955-1970：新前衛》展覽

圖錄，Doryun Chong 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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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分佈圖與飽和點的保護穹頂之狀》。這是一個房間大小的裝置，天花板及牆上掛着數以百計

藝術家稱為“陽物蛹”的長圓形物體，還有日常用品如塑料碗、藥丸和從藝術及流行文化雜誌撕下

來的紙頁。這件作品於一九六二年初震驚東京藝術界，工藤也因此成為無政府主義年青一代的“反

藝術”浪潮代表人物，然而他迅即遷往巴黎，其後廿五年定居於此。踏足歐洲之後，他深切關注現

代科技及其陰險的副產品對人性的侵蝕，但他並沒有採取慣常的人與科技二元對立，而是發展出獨

特的（甚至是乖張的）哲學觀點，幻想出一種因科技污染而產生的新人類。同時，他認為歐洲人文

主義是“虛偽的”，對之作出尖銳刻薄的評擊。工藤並在作品中塑造另一個人物典型，以一個武士

／外星人／和尚的合成作為自己的公眾形象。在這個表裝之下，工藤將自己置身於不同的戰後歐洲

藝術語境 － 如一九六六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一九七二年在卡塞爾的文獻展和杜塞爾多夫。他於一

九九零年去世前三年返回日本。（圖十一） 

 

二零零八年，由我策劃的「工藤哲巳：蛻變花園」展覽（圖十二）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

藝術中心開幕。這是藝術家在美國的首個博物館個展／回顧展。為甚麼這個寂寂無名的藝術家會有

人為他辦展覽的呢？在九十年代和廿一世紀初期，沃克藝術中心於美國以推廣“另類現代主義”聞

名。
7
 例如，遠在日本具體美術協會和意大利貧窮藝術受人賞識之前，它已經開始收藏和展出這類

作品；而它舉辦的約瑟夫‧博伊斯和激浪派展覽也是他們在美國最早期的展覽之一。8
 正是由於藝術

中心的定位和信念，我才得以為工藤這樣一位藝術家舉辦一個大型的展覽。 

 

然而，博物館策展人的責任，就是將不為人知的帶進相關的已知歷史，提出有力論據解釋

為何藝術家屬於現有的敘事。因此，在這個項目，我們必須提供藝術家基本而扼要的生平，並找出

作品在不同的時空和藝術史坐標底下的背景。
9
 生於三十年代，成長於戰後，在五十年代末期六十

年代初期令人振奮的歲月嶄露頭角，當時國家正處於最關鍵的過渡時期，如此一位日本藝術家是怎

樣在新寫實主義年間在巴黎立足的呢？他是如何遊走於六七十年代歐洲轉變中的藝術、文化和哲學

語境？作為外國人的代價是甚麼呢，邊緣化而又與別不同，跨文化 － 抑或純粹只是“文化的”？

而作為“外來人”，所信奉的哲學與整個文明格格不入，代價又是甚麼？這些都是我在勾勒他的生

平時嘗試尋找答案的其中一些問題。 

                                            
7
 這實有賴於前任館長的凱西•哈爾布莱希的高瞻遠囑，她於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掌領沃克藝術中心。 
 
8
 一九九七年沃克藝術中心的開幕展覽「約瑟夫‧博伊斯：多元複合」和一九九三年的「本着激浪派的精神」展覽。這兩個
展覽是美國有關該藝術家和藝術運動最早期和最全面的研究之一。 

 
9
 這是我在展覽和重點文章〈當身體大變身：追蹤工藤哲巳〉，《工藤哲巳：蛻變花園》展覽圖錄，Doryun Chong 編（明尼

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沃克藝術中心，2008 年）中力求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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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八七年，在外地渡過青春歲月的工藤回到自己的祖國，而剛年滿三十歲的黃永砯則正

在思量達達主義破壞美學對他的意義 － 文革後在中國東南沿海小鎮廈門的一個謎局。藝術家在他

的工作室，這個不像是中國早期前衛藝術的處所，創作出當代中國藝術最經典的作品之一：《〈中

國繪畫史〉和〈現代繪畫簡史〉在洗衣機裏攪拌了兩分鐘》。家人誤以為是垃圾，不經意將之毀

滅，黃其後於一九九三年重做該作品。多得策展人菲利普‧維赫涅的慧眼，這件作品於二零零一年

被納入沃克藝術中心的館藏。一九八九年在巴黎舉行的「大地魔術師」經典展覽，黃是參展的三位

中國藝術家之一。他於一九九零年移居巴黎，就如三十年前的工藤一樣，在當地定居和工作。 

 

維赫涅策劃（由我協助）的「占卜者之屋：黄永砯回顧展」於二零零五年在沃克藝術中心

開幕，其後兩年於麻省當代藝術博物館、溫哥華美術館和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巡迴展出。展覽

涵蓋黃的整個藝術生涯，從早期的廈門作品，以至後來令他名揚四海的大型雕塑，顯示出他是一位

革命性的雕塑家和思想家，其創作宏大知性，融合西方前衛藝術史和中國悠久的文明。展覽的開幕

作品，那一堆一九八七年洗衣機洗過的參考書，提供了策展線索。與維赫涅多次對話後，我對展覽

及圖錄得出的詮釋是一套匯集作品中的重要概念、圖式和人物的詞彙 － 一套故意混合具體與抽象

的詞彙。
10
“煉金術”、“動物寓言集”和“禪宗佛教” 這些條目與“博伊斯”、 “凱奇”和

“杜尚” 摩肩接踵。緊隨“福柯” 之後的是“蠱”： 

 

「一種據說是產自南中國的特殊毒藥的名稱。要製造這種毒藥，先把五種有毒的動物 －  

蜈蚣、蛇、蝎子、蟾蜍和蜥蜴 － 每樣各一，放在一只鍋裏一年。它們會自相殘殺、吃掉

對方，在一年之後最後留下來的屍體應該是劇毒無比的“神奇”毒藥，集合五種毒性。該

五種動物被統稱為“五毒”。」
11
 

 

                                            
10
 〈黄永砯：一套詞彙〉，《占卜者之屋：黄永砯回顧展》展覽圖錄，菲利普‧維赫涅和 Doryun Chong 編（明尼阿波利
斯，明尼蘇達州：沃克藝術中心，2005 年）。 

 
11
 同上，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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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條目比鄰相接，固然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偶然結果，然而也只有黃的思維才會帶出這樣的邏

輯 － 結合福柯對傑里米‧邊沁的“圓形監獄”的著名分析（詞彙中的另一條目）與古老的“蠱”

術，創作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世界劇場》（1993）。 

 

我採用詞彙方法，是最自然不過的結論，因為一般的策展詮釋對這樣一位藝術家來說未免

不足，他融合約翰‧凱奇及偶然操作和易經，化成一頭老虎騎在大象之上的大型雕塑，作品的靈感

來自英皇喬治五世於廿世紀初在尼泊爾狩獵的一則傳說。盡量解釋其中可以識別的元素，然後簡單

地將它們按字母順序排列，將邏輯的載體和聯想的魔力留在藝術家心中和交到觀眾手中，還有比這

樣更好的方法嗎？策展詮釋往往流於無所不知的概要或是偶像化崇拜。策展工作最重要的兩個素質 

－ 尤其是與在世藝術家合作 － 是體諒和共鳴，而達致體諒和共鳴的最佳方法卻往往是透過表面

上不帶感情的手段。 

 

5.  

 

二零零六年，當「占卜者之屋：黄永砯回顧展」從美國轉到中國展出時，我在韓國參觀楊

海固個展，她約於十年前離開韓國遷往德國。展覽名為「Sadong 30」，也就是展場的地址，這並

不是一所博物館或畫廊，而是在仁川的一幢老房子，距離首爾大概一個小時。公眾可以預約參觀這

所於日治時期興建、現已被棄置的房子，他們會收到閘門的密碼。入內之後，會發現年久失修的小

房間裏充滿着不同的存在。在其中一間房間，以紙摺成的多面體佈於地上，上面點綴着聖誕燈飾，

鏡子映照着它們一起的淒美浪漫；在另一間房間，一盞普通燈泡，孤獨地懸掛在天花板上，拖着一

條超長的電線。這個裝置／展覽是最為感人的藝術體驗之一。 

 

翌年，於沃克藝術中心舉行的「勇敢新世界」群展，楊是廿四位來自十七個國家的參展藝

術家之一，而我是策展人之一。
12
 她的參展作品《脆弱布置系列：百頁窗房間》（2006）（現已成

為沃克藝術中心館藏），以訂制的百頁簾構成互連的空間，內裏有各式家用電器，如紅外線暖爐、

冷氣機、聚光燈、香氛機和加濕器，製造出不同知覺感受的細小場域。（圖十四）其中還有一系列

錄像 － 由世界各地不同地點的影像拼貼而成，配上仿如與影像無關的藝術家私密內心告白，靈感

來自克里斯‧馬克的電影《日月無光》（1983）。在討論這件作品時，楊提出“缺席共同體”概

念，這個概念源自她閱讀過的莫里斯‧布朗肖和讓-呂克‧南希的著作，尤其是他們關於喬治‧巴塔耶

                                            
12
 是次展覽與沃克藝術中心昔日同僚、現任迪亞藝術基金策展人亞斯米爾‧雷蒙德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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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一個「多元共同體沒有甚麼可以分享，除了持續的自我審查和一種怪異的樂觀。」由此，

我得出這樣的解讀：「楊的裝置邀請觀眾融入一個生態，就算只是暫時也好，觀眾因此變成作品中

的眾多物件之一，在一個孕育孤獨的共同體，這些物件可能轉化為平等的主體。」
13
 

 

追蹤楊的思路變化，和作為她的伙伴，令我再次起用詞彙方法。由此產生的文本《楊海固

小辭典》，於翌年在洛杉磯洛伊和埃德娜迪士尼/加州藝術劇院舉行她的個展時出版，有關人物的

條目包括漢娜‧阿倫特、瑪格麗特‧杜拉斯和克里斯‧馬克；有關概念或思想的則有共同體、故鄉和主

體性等；而方法則有光源和摺紙等。
14
 在某程度上，那些最須要學習和研究的條目應該是我最熟悉

的，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就是這兩個歷史人物：金山，一個鮮為人知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份子，為韓

國獨立而戰，最終卻被中國共產黨出賣，將他交給日本人處死；和尼姆‧韋爾斯，筆名海倫‧福斯特‧

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妻子，首位毛澤東傳記作者），她根據三十年代於延安與朝鮮自由戰士的訪

談，寫出金山的唯一生平傳記《阿里郎之歌》。該書於一九七三年才在美國出版，七八十年代在韓

國被禁，當時韓國正受到軍事獨裁統治，其日文譯本在左派知識分子和運動家之間暗中廣為流傳。

（圖十五） 

   

楊的作品持續探索抽象及感性和知性的潛力，但與她沈迷閱讀和研究傳記，卻沒有參照關

係。這些人物吸引她的地方在於他們的生命力、情感和主體間的經歷。這種策展人對藝術家及其作

品的權威陳述，可以說是一般的例行公事。但在這裡，我再一次選擇詞彙編纂者的角色，並不是因

為這樣較為容易，而是因為這樣才可以成為藝術家更親密、更透徹的伙伴。同時，這也是出於製圖

的慾望。處身於三十年代的中國，一名無所畏懼的美國女子遇上一位韓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在同

一年代的法屬印度支那，產出瑪格麗特‧杜拉斯如此嚴肅清晰的頭腦：這是一場知性之旅、心靈摺

紙，單純是藝術家的過去由來和現在處境的描述，並不足以說明一切。 

 

6.  

 

上述都是一些與藝術家同行的重要歷程。工藤、黃、楊，分別是生於三十年代的日本藝術

家、生於五十年代的中國藝術家，和生於七十年代的韓國藝術家。楊肯定跟我同代，而其他兩位藝

術家我也斗膽認為是屬於我這一代的。我與這些同代藝術家得以建立關係，並以某種形式體現出

                                            
13
 Doryun Chong，〈一位詩人活動家的領土：楊海固〉，《勇敢新世界》展覽圖錄，Doryun Chong 和亞斯米爾‧雷蒙德編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沃克藝術中心，2007 年），219 頁。 

 
14
 Clara Kim 編，《楊海固：不對稱平等》，（洛杉磯，加州：洛伊和埃德娜迪士尼/加州藝術劇院，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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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在有賴沃克藝術中心這類機構。合作完畢之後，雖然我再不是機構策展人的身份，我與藝術

家仍然繼續往來。從他們身上，從他們的作品，我認識到不應單純地以為個人的身份會受制於其出

身，不應將個人的身份簡化為其出生和文化。 

 

策展人若是駐於一所收藏藝術品的機構，其工作往往是基本而實在的。而事實上這也是此

份工作美好之處。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短短數年間，為博物館帶來的藏品包括工藤一九七一年的雕

塑《污染-耕作-新生態-地下》和楊二零零九年的作品《Sallim》－ 都是藝術家的重要作品。據我

所知，前者是藝術家長時間存於其巴黎寓所的一件作品，而後者則是藝術家按舊公寓的廚房大小而

製的，她在藝術發展路上很多關鍵階段的想法和論述都是在那裏發生的。他們跨文化、超國界的歷

程都凝聚在這些作品之中，然而，作品想要成為甚麼、想要訴說甚麼，卻往往被作品本身的頑固性

所遮蔽。策展人的殊榮就是作為這些作品的敘事者，而博物館作為一所知識機構則擔當組織和建構

的角色。參與其中，也是一種恆常的修訂。 

 

 

（陳麗蟾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