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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一亂中有序?

書法發展歷時悠久，而今天談起書法時卻產生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當代書

法的創作範疇逐漸模糊，同時書法鑑賞的標準也難有共識。書法到了亟須理性辨

證以避免可能虛耗消解的命運，因為目前若只堅持用筆、結字、章法的傳統要求

似乎並不能完全概括書法的價值，而奇特的現象是，書法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到了

當代，呈現一種與傳統本質分離的，如戰國風雲般的詭譎狀態。仔細考察其誘發

這種狀態的原因，不外乎是當代時空的巨大轉變以及當代藝術的無形感染，在書

法介入藝術性價值判斷的時候，十分明顯受到當代多元紛雜的現象所影響，於是

誘發很多轉向當代藝術特質的實驗性作品，企圖重新觸探書法的新可能。

然而這種觸探的途徑，本質上與傳統書法的要求有較大的不同，所表述的語

境因為企圍更貼近當代藝術的語境，就整個書法發展史的軸線來說，這種類型呈

現一種大角度的偏轉，於是本文稱之為「轉進J '並視為是數千年來書法發展最為

特殊的一個現象。考察這個現象的發生，是由於書法的展示文化變異，因此向藝

術性的探求提升到了高度的需求，然而，書法究竟能在當代藝術中汲取到甚麼訊

息以作為轉進的形式與動力，卻仍需長時間的觀察與研究。

二、搞甚麼?一一當代藝術特質與書法的涉入

整個藝術界始終很難將「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當代藝術」作十分明

確的劃分，尤其「當代藝術」雖然成為目前最熟悉的藝術話語，但是考察其特質

又經常包含了「現代藝術」的進步概念與「後現代藝術」的無目的特質，於是它

的定義處於多元且寬泛的認知中，屬性顯得複雜不易釐清，而書法陷入在這不確

定的參照體系中，更顯得茫然無據。

首先要弄清何謂「當代藝術J 0.. .，我個人覺得法國「前衛」藝術雜誌《藝

術期刊)) (Art Press) 主編支持葉(c. Millet) 女士的觀點較為簡明。她認

為所謂「當代藝術」產生於 1960 年代，確立於 1980 年代。事實上， I當



轉進當代藝術的書法現象考察

代藝術」的說法在西方自 1970 年代起，漸漸取代了「先鋒(前衛)J 的

主兌法。(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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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書法而言，目前中國大陸更常使用「現代書法」 來統稱具有「現代性的書

法創作」與「當代特質」的作品，因為「當代書法」的「當代」 兩字與 「當代藝

術J 的「當代」兩字，目前仍存在認知上的落差。例如王冬齡就說過:

一開始， I現代書法」的名稱就受到非議。所以，後來的前衛書法、先鋒

書法、書法主義、新書法出現，都與試圖建立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關於

「現代書法」的名稱有關。最後，還是「現代書法」這個名稱逐漸約定俗

成，相對廣泛地概括了書法在當代的探索現象。所以，我們仍然用「現

代書法」一詞來討論這個現象以及它的本質。(註 2)

這種狀態也同時凸顯了一種現象，當發展較為遲慢的書法快速進入當代藝術

語境中時，理解或擱置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曖昧辨證歷程，而選擇以現代性作為

前提的穩實策略，並且直接以當代性的價值作為訴求。

「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差異，不一定是時間順序的先後之別， I後

現代」也不必然就在「現代J 之後，事實上， I後現代」的「後」在拉丁

文中，是「由於J (due to) 的意思，因此，在時間順序中， I現代性」中

可能就隱藏了許多「後現代J 的因于 o (註 3)

我們也可以這麼認知:當代藝術的屬性一直介於現代與後現代的隨機交混中

持續增長。從中國書法的代表性人物玉冬齡的話語中可以理解到現代書法與當代

書法的混用，於是書法中「現代J 的意涵也經常表現了「當代」的意圖。其實，

「當代」一詞，就詞意上來說原本是指現階段發生的時間概念，而由於藝術界展覽

的寬泛使用，間接成為具有最先進思考的藝術樣貌，於是當代藝術一般作為有別

於現代藝術以前的藝術形式，同時凸顯自我的觀念詮釋，並且逐漸約定俗成地成

l. 黃河清， <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當代藝術國際J>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頁 6-7 0

2 王冬齡 ， <中國 「現代書法J 藍皮書 序> '收於張愛國， <中國「現代書法」藍皮書> (杭州:中國美

術學院出版社， 2008) ，頁 7 0

3. 廖炳惠編著， <關鍵詞 200) (臺北:麥田出版， 2003) ，頁 207-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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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有的藝術名詞。正如常對當代藝術提出批判性思考的黃河清所說:

「當代性」則幾于是一個橫切面:在時間的軸線上橫刀切斷， I當代」就

是這個橫斷面。「當代性」論者一般是說「最近這十年J 或「最近幾年J ' 

以十年或幾年論事。可見「當代」這把切割時間的刀，比「現代」史鋒

利，切起來史乾脆，否定「歷史」、「傳統」也史嚴厲。(註 4)

但是事實上， I當代」 兩字不全然是「時間」概念的意涵，更是一種「風格」

的象徵，這個風格象徵著「最新的」而且是「最普遍」 的「主流」藝術追求。

甚至在當代藝術看似多元開放的邏輯中，仍然可能存在西方思考的弔詭，不

可諱言的叮當代藝術」已經成為藝術展示空間文化中的主流，佔據了最為龐大的

官方資源，透過美術館機制，突顯藝術國際化的雄心，黃河清強烈的提醒了一些

現象:

美國人強調「當代」和「當代藝術」的標籤，其意乃在於強調「進步論」

意義的「今勝於昔J '把「昔J (1傳統」、「過去」、「歷史J) 整個地切下

來、扔掉。(註 5)

雖然語氣中不免夾帶了過濃的政治性思考，但是對於當代藝術的認知與辨識依舊

有效地提醒我們需要留意其發展中的某些策略性弔詭，分析出政治強弱差異與經

濟力滲透的外在可能。

目前由於官方主導著當代藝術的發展，利用當代藝術的國際滲透力達到政治

國際化的效能，漸漸的民間畫廊也順勢共襄盛舉，使當代藝術游離在反省與追捧

的複雜情境中，當代藝術的策展人與評論人經常主宰強而有力的詮釋舞台，對於

身處藝術邊緣的書法發展來說漸漸形成了很大的誘因，於是這個「轉向」雖然可

能來自書法內部形式因襲的困境，但更大的磁場則是來自外在環境中因當代藝術

位居主流而產生的權與利的媚惑。

黃河清便曾在其著作〈藝術的陰謀〉中提及:

4. 黃河清， (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當代藝術國際J) ，頁 32 0

5. 黃河清， (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當代藝術國際J) ，頁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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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是時間越久價值越高，如今是空間影響越廣越有價值，越具「當

代性」。如此， I國際性」與「當代性」掛上了鉤，空間廣度的炒作取代

了時間歷久的槍驗。「當代性j 這個時間的「橫切面J '在空間意義上被

空前強調，以致只有成為「國際藝術家」才能成為「當代藝術家j 。這也

是西方「當代藝術」世界一道奇異的風景。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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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代美術館展覽以及整體的媒體轉述中，可以窺見當代藝術具有一些經常

性的形式特質，包括:1.群眾參與、 2.無目的性、 3.觀念性、 4. 時尚感、 5. 空間

性、 6. 本土化、 7.複合媒材的使用、 8.諷喻性、 9. 隨機性、 10.反傳統技術本位。

胡志穎在〈西方當代藝術狀態〉中陳述了當代藝術複雜多元的現象:

「現代性」在於文化上的自我確證，在於主體性的體現 I後現代性」則

在於否定現代文化論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於對主體的解構和文化相

對主義，那麼，當代藝術並不侷限於二者，有時是二者的綜合，有時則

超出二者的範園，幾手是任意性的。(註 7)

當代藝街的喊起，不僅是對這種單向度的反駁，而且在史高意義上使藝

術創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其貢獻在於:以寬容的態度對待藝

術問題和新出現的各種不同的藝術現學;讓藝術家從現代主義的運動和

喧囂中走出，史加尊重個性的表達;使多元並存成為廣泛的存在。(註 8)

從近年來各種重要的書法展演活動經常可以窺見這種書法現象的蔓延，面對

書法的傳承特殊性，以及作為一種文化藝術的特殊載體，當我們在考察這種現象

擴散時就不得不更加謹慎，也可以意想當代藝術的屬性就如同水一般，水無定形，

過方成方，遇圓成圓，懂得參照轉化則上善若水，若隨波逐流則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與本質特色就漸行漸遠了。所以，對於現代書法作品以及相關展覽的解讀，

將有助於我們辨證當代藝術的影響是一種書法的轉機或是危機?並從中導引出可

以開拓的價值與方向。

6 黃河清， <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 「當代藝術國際J> '頁 34 。

7. 胡志穎， <西方當代藝術狀況>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3) ，頁 5-6 。

8 胡志穎， <西方當代藝術狀況> '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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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當代藝術對書法創作的感染以臺灣和中國較為活躍，於是本文所考察的

案例以此兩地的書法活動與創作為主，雖然不夠全面，但相信仍可大致窺見整個

當代書法轉向當代藝術的模式，而這也是未來十分值得持續觀察的方向。

三、轉向?一一書法傾向當代藝術開展的特殊現象

卅日本現代書襲染

當代藝術十分強調個人藝術觀點的建立，不拘泥於傳統的思維，甚至反思過

去的美感標準，然而這種個人化的強調，並非現在才開始的，它仍受 60 年代觀念

藝術的啟發，是觀念藝術的一種演化，而美國是觀念藝術的溫床， I觀念藝術」流

行在 1960 以後，實為接續抽象表現主義以後的新藝術運動。抽象表現以抽離物象

描寫及表現自動性技法為原則。其形式仍以平面為主，並且在意視覺上的直觀，

常以同類型的不斷製作來確立創作者的個人風格，達到藝術史上的鮮明形象。而

「觀念藝術」似乎恰好相反，其不以平面為主要形式，舉凡任何媒材，能展示或不

能展示、能收藏或不能收藏、精緻或平庸，只要能表達創作的「觀念」都可以加

以利用，甚至質疑藝術史、美術館等實質上的功能，銳意將藝術創作當作是一種

語言來陳述，徹底解構既定觀念，重新建立新的價值認定。看似平常又極具批判

的手法透過多元的呈現滲透到各個藝術領域，開啟了重視原創力的時代。由此可

見「觀念藝術」 的感染力是很強的;以東方的語彙來看，我們也可以說在觀念藝

術運動以前的作品，泰半關注「實」的面向，而觀念藝術以後的新藝術，則開始

強調「虛」的面向，不再以能見的、直觀的作品實體為關注的焦點。在東方藝術

發展中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下，從抽象派、抽象主義的影響，漸漸轉化到觀念藝

術所帶來的影響。若以日本書法發展為例， 50 年代受抽象表現主義之影響而有了

現代書，強化了作品線性視覺張力與線質的層次空間，創造頗多 「少字數」風格

的作品， I前衛派」之後的墨象表現雖仍具有抽象表現的影子，但部分的作品很明

顯地已經不在意表面美感的問題，而加強了創作時的觀念性。最具代表性的為上

田桑鳩題名「愛」的作品。(圖一)這件看似像「品」的書藝作品，從題目「愛」

中就可以窺知其對於創作想法的獨創性。觀者從主題閱讀之後就會產生 「是文字

還是圖像 ?J 、「是書法嗎 ? J 、 「愛在哪裡 ?J 的遲疑追間，從而在作品中獲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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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如洗的狀態，那樣才能使自己的全部生命映對存在的本質，而非存在

的現象的外形。真正的藝術創作便要捕捉那種無形的卻是幽明蕩逸的存

在。這時，我們不得不相信藝術便是充滿著精神苦行的事業。井上有一

作品所逸出的那種孤絕之美，直觸東方藝術的秘境。 J (註 11)

其中十分中肯地詮釋了東西方藝術之間可能的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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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僅就日本現代書法的發展作一抽樣式的陳述，其實有很多前衛派書家如

大澤雅休、比田井南谷、森田子龍等都有一些創作意圖鮮明的作品，較明顯地藉

由「觀念」的自覺性介入到作品的形式中，造成與傳統派或調和派較大的差異，

試圖進入純藝術的辨證空間，晴合了當代藝術的某些特點，不過嚴格來說，日本

前衛書法雖具有較現代感的藝術觀念，但基本上根源於抽象表現的啟發，並且媒

材仍以「毛筆、宣紙」為主，形式以「平面」為呈現的慣性，並未能因「觀念」

的需要，而全然與傳統書法型態脫離關係，並不能稱為純粹的「觀念藝術」。也因

此雖然對當代書法發展仍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的形態可能同時成為當代藝術

避開或批評的對象。

由杜象引發的自我意識高漲到 1960 年之後的「觀念藝術」流行，其中有一個

十分重要的表徵，就是形式、媒材完全服膺在「觀念」 表達的需要，作品的呈現

成為一種語境，一種全新的藝術言說方式。因此反觀書法只要園限在傳統之「可

識性文字」 、「書脅性」、「毛筆」、「宣紙」、「平面」等意識型態，就難能完全進入

觀念藝術的核心。

中國與臺灣現代書法發展的現象深受日本現代書的襲染，由此線索作為持續

轉進當代藝術的對話基礎，仍然具備考察上的特殊意義。

已)墨潮現象

在臺灣現代書法發展過程中，墨潮會可以說是最早以集體宣言與展演活動的

方式企圖介入當代藝術領域的團體，於 1976 年 5 月成立以後，初期先是以「深入

傳統、探索現代」為探路策略，此時書家們雖有意嘗試轉變但仍無法擺脫傳統書

11.朱明， <守貧揮毫的井上有~> '收於周俊杰主編〈二十一世紀書法) (鄭州、1 :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1) , 

頁 337-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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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作為特定時代、特定範疇的先鋒代表， I墨潮會」仍舊在臺灣

現代書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註 12)

近年來墨潮會已經沒有公開的盛大活動，由於時代風氣的變異，墨潮會對於

當代書法的影響也失去了它的前衛優勢，不過核心人物之一的蔡明讚仍會偶而在

研討會中回顧墨潮的歷史並且暢言「現代書藝不是書法」的宣言，企圖擴大墨潮

會的前衛特性以進入當代藝術的詮釋語境，不過考察「書藝」一詞乃是自古就有，

若要就此完全撇清與書法概念的糾纏，現實上是不容易的，況且「現代書藝」的

邏輯，離開了傳統書論的品評，也不完全能介入當代藝術的論述語境，因此在缺

乏更深刻的學術辨證的條件之下，難以激起太多的共識，也同時減弱了墨潮對於

當代藝術環境的感染。

僅)王南;其現象

王南淇 1962 年在上海出生，自法律系畢業後開始從事傳統書法的研究與實

踐，對於傳統書法的學習與美感認知有其獨特的思維理念， 90 年代初期開始轉向

現代書法創作並涉入當代藝術領域，同時進行策展與建立犀利的評論風格。 1989

年開始進行以書法為主題的裝置藝術〈字球系列> '是目前相關記載中較早發表以

錄像藝術表現于法呈現書法藝術的創作。 1992 年 9 月推出的〈字球系列〉錄像作

品後，其進行書法創作的觀念開始被廣泛討論和關注。

綜觀王南j冥的作品，曾經從傳統帖學書法轉向碑派質樸渾厚的書風，再跳脫

出書法既有的傳統意境，為了轉進到結合空間的訴求以達到擴張視覺張力的目

的，作品中藝術家本人書寫的一幅幅傳統書法作品被揉成字球，堆積如山或隨意

擺布，意在批判和否定傳統書法創作，讓觀眾在驚'1聶於書法家無意義重複勞動的

同時，又重新思考傳統文化符號的再利用價值。利用書法創作過程中產生的練習

物堆疊出書寫行為的重要，此不僅與傳統文人書以應酬交際或是抒放情懷的創作

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從另外角度而言，也說明了在當代藝術的環境中，作品觀念

12. 李思賢， <臺灣現代性語境下的臺灣書法性質驗 跨領域的角度反轉與觀看> '收於蔡明讚、黃智陽、

聶蕙雲編，但006 ì當代書藝新展望j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華梵大學美

術系， 2006) ，頁 223 。





624 清華學報

會所發表的宣言 I現代書藝是一切J (註 15) 的觀念更是不謀而合。

在成熟的藝術環境中，藝術家進行創作，藝評家則透過獨立思考提出評論，

此外也藉由藝術社會的反應進行檢測，這之間的相互辨證更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推

動力，王南;其從 90 年代初轉向現代書法創作和當代藝術評論以後，同時提出了許

多對現代書法創作現象的批評，頗有獨到見地，對書法向當代藝術探路的途徑有

精采的提醒作用，不過同時因為其直率的表述方式與偶而情緒性的譬喻，多少損

及嚴謹的學術價值，殊為可惜。他經常為人所囑目的即是他對徐冰、谷文達、洛

齊、陳振擴展、邱振中等人的嚴厲批評。洛齊為主導「書法主義」 提倡書法的解構

化、符號化，對於書法藝術表現的內容和載體作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使得

作品側重在抽象的視覺表現中，而引起了書法抽象畫的爭議，深受王南j冥批判。

「學院派書法」在書法創作中重視的「主題」、「形式」的觀點，在王南淇觀來僅是

一種以現代藝術的表面方式來呈現傳統書法的樣板，王南淇曾說 I表面上， (學

院派書法創作模式總綱〉是陳振擁在用『學院派書法j 打『傳統派書法』和 『現

代派書法j (r傳統派書法J 和『現代派書法」是陳振廉的兩個特定用語) ，而其實

是在用偽傳統書法打傳統書法和現代書法(我不用『傳統派書法』與『現代派書

法J 的概念) 0 J 換句話說就是「新瓶裝舊藥J '偽似現代性的藝術形式成為王南

淇批判的重點。

王南淇對現代性表現的書法藝術所提出的諸多批評雖然極為苛刻，卻也直指

現今書法藝術創作領域中的可能盲點，同時也是書法轉進當代藝術場域時必然要

面對的核心議題，逼使兩岸的現代書法創作提出時更顯謹慎，觀念表述更加精準o

近來從王南淇其他的作品如〈西流湖〉、〈太湖水〉等作品可觀察出其對環保

議題以及後現代藝術等的思考與關注，窺知他更鐘情於當代行為的、觀念的藝術

型態，漸漸將當代書法的議題轉進到更自由的表現型態。

(四)學院派書法

學院派書法的孕生可以追溯到 1989 年，原漸江美術學院「文革」以後第一屆的

書法本科班畢業創作展。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盟釀後，在 1993 年藉著 「廣西現

15. 墨潮會， ~現代書藝) (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1992)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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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J (註 16)所引起的關注，時任中國美院教授的陳振濟趁勢一舉推出「學院派書法」

的大型展覽與理論系統，作品形式結合拼貼技法、立體素材、染舊技術等複合d性

媒材，加強了視覺感染性，令人耳目一新，也同時引發諸多討論。陳振據認為學

院派書法是指:

它的創作規範清晰嚴明，主題性強調的是它的著重點所在及區別於其他

書法創作模式的特徵所在。(註 17)

從而強化了學院角色的優越氛圍。其中的核心人物有陳振廳、(圖十一)陳大中、

(圖十二)汪永江、(圖十三)蔡孟霞、楊永潰、陳迅、朱艷萍等人。

另外，由陳振海軍所提出的論述中可以得知學院派書法相當重視 「形式」與 「主

題」兩項特徵，為了避免與傳統形式雷同或被批評為制式化的創作風格，學院派

書法強調創作前須先設定作品主題，並由主題發展出創作理念，形成「系列」型

態的書法藝術風格，進而確定其創作類型必須透過學院式的書法養成，才能掌握

其特質的優勢，於是學院派的前提十分要求創作者必須要有很好的傳統臨摹功

夫，並且完成的作品必須是以「書法」作為創作的前提。概括而論， I學院派」書

法提出了「絕對準則J '即是 I書法必須首先是書法J '而「學院派」書法創作

的三個要素規定為: I主題思想」、「形式追求」、「技術品位」 。從而窺見學院派書

法以形式為重的現實策略以及渴望同時呈現傳統書法技術的期望。

「書法必須是藝術 o 凡非藝術的行為大到整個創作觀念，小到每一個技巧表

現，它都認為缺乏時代價值。是藝術但又必須是書法。凡非書法的行為，不管是

現代、後現代，不管是 『達達j 、是『裝置J 或『行為j ，它也都是缺乏歷史價值。」

(註 18)從陳振繡的詮釋中理解了學院派書法的特質，然而過於形式主義與對書法歷

史材料與技術的依戀，在轉進多元的當代藝術場域中，似乎已經顯得過於嚴肅而

固限了它的活力，也許如此，近年來學院派書法的現象已然成為現代書法研究上

16. 1993 年，全國第五屆中青年書法象刻作品展的評選結果在北京揭曉，在被評為一等獎的十件作品中，來
自廣西的一個作者群體竟然占了四個。這一現象，在歷次的全國性大展中絕無僅有，由於其轟動性的效

應，自然被稱為「廣西現象」。

17. 陳振濕， <書法的未來一一學院派書法作品集﹒卷首語> ' <書法的未來 學院派書法作品集} (杭州、1:

斯江人民美術社， 1998) 。
18. 陳振濕， <學院派書法創作模式總綱> ' <書法的未來一一學院派書法作品集}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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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文本，似乎未能突顯更積極的當代活力。但是學院派書法所示現的大量複

媒拼貼形式與高唱觀念性的主題特徵，確實十分有效的開啟了書法向當代藝術轉

進的可能辨證'對於傳統書壇的不適應也展現了高度的韌性，價值仍是不容忽視。

(11)邱振中現象

邱振中， 1947 年生於南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與繪畫

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1995 至 1997 年曾任日本國立奈良教育大學客員教授。

致力於書法理論與藝術創作的邱振中，因為對於書法線條形式的精準闡釋而

成為面對書法現代性開展的代表人物，從他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約略窺知他的書法

理論是傾向於二分的模式，若不是吻合傳統書法品評要求的傳統類作品，便將之

歸屬在非傳統的現代風格下。而它所謂的現代風格與傳統書法形態明顯不同，但

卻帶有日本前衛書的傾向。

「現代書法」常常被用來指稱非傳統樣式的書法作品，這容易引起不必要

的誤解。我們用「現代風格作品」和「傳統風格作品」來區分現代書法

創作中的兩大類別。(註 19)

無論是「現代風格」或是「傳統風格J '在成為「書法作品」的前提下，都必

須對文字、線條和空間具有敏銳的辨識度與學習廣度，理解傳統愈深之後才有可

能以個人創作的觀念來表現「現代風格」而不落入傳統的模式中，在這樣的思維

下，我們可以發現邱振中的創作，如〈最初的四個系列> '幾乎是源自於對傳統書

法理解與對立。

「源自書法的創作」與「現代風格書法」是兩個其有本質區別的概念。後

者是書法，但與傳統風格書法在視覺上，有時也在觀念上，有明顯的區

別。(註 20)

既然稱為書法藝術，那麼「文字」 是辨識書法的基本符碼，不可能被輕易忽略的，

19. 邱振中， {神居何所 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論> (北京:中圈人民大學， 2006) , <中國當代書法:

現狀與選擇> '頁 86 。
20. 邱振中，你申居何所 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論卜〈中國當代書法:現狀與選擇> '頁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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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張力上更為強烈也更合於現代展場的需求。

「書壇孤鳥，藝壇鵬飛J ，c註 23)可以具體道出董陽故在臺灣當代書法界的特殊

定位。而她擅長縱橫揮灑的筆墨，書寫巨幅草書，結合空間、舞蹈與音樂的跨領

域展演特質，已經建立起她的作品辨識度，讓董陽致的現象成為臺灣書法話題的

指標。

近年來，董陽我在臺灣推出多次展覽，其中都以巨型書法作為主軸，並且積

極參與書法的跨領域發表與相關創意產業行銷，於是作品風格為眾多年輕人所喜

歡。仔細閱讀董氏書風可以看出其風格或技法主要受到日本現代書的感染，是一

種從少字數派到墨象派的綜合呈現，不過，若以其展出的觀念與媒材運用來論，

最能引起當代藝術界關心的當屬 2005 年與建築師陳瑞憲共同合作，在臺北市立美

術館推出的「書法與空間對話」專題展。此展與以往不同的是，董陽故己充分將

裝置的概念甚至是與群眾互動的可能都考量進去。其中有大型壯觀的草書佈置成

弧狀的廣大場域， (圖十六)地面佈滿白沙，與作品中所錄明代楊慎的〈臨江仙〉

詞 I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J 相互組成悲壯的劇場，應是多年來

董氏壯闊書風的代表。

另外其配合空間設計的龐大書法符號，脫離了書法應該被安置在垂直牆面的

制式想法。而與科技結合成文字多重疊影的視效，也提供了書法介入當代任何設

計場合的可能，加大了其被當代設計採用的廣度。這些展演的形式，著實與以往

董陽我個展不同，書法符號展現了其巨大的視覺性魅力，但從另一個面向而言，

似乎文字書寫性的純度被多元的空間與科技稀釋了，甚至可能在消解當中，如此，

董陽我突然的挪用了當代藝術複合性或跨領域的形式，將產生立即性的考驗，如

果當代藝術的靈活性沒有形成觀念策略的話，那麼面對她個人的書寫慣性而言，

似乎正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對董陽致書法現象十分關注的藝評人李思賢認為:

董陽技分別結合空間和媒材的幾個實例來看，顯而易見地，當代藝術的

強勢已然讓其他傳統畫科均不自覺地向之傾斜，而在這所謂「跨領域J

23 黃智陽， (臺灣藝術經典大系書法藝術卷 吐故納新﹒承先啟後)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2006) , <董
陽改 跨界對話> '頁 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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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書〉是徐冰將漢字作為現代藝術題材的第一件作品， 1989 年時在中國獲

得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一等獎， 1990 年移居美國後，嘗試將英文字母融入漢

字結構中，隨後他發展出「新英文書法」教育系統。

高名握各說 I徐冰在自己的斗室中日復一日的寫刻他的『假漢字」。一個個地

將它們排成活字版，一張張地印出來，一本本地裝訂，一卷卷土也將它們接成幾十

米長的長卷。這是一種修練。他相信唯一真實的是腳踏實地地，每天不落，定時

重複地做一種手工勞動，就像鄉下農民那樣。什麼是真實的?過程是真實的，重

複是真實的，這些真實只有體驗、做才能得到。而這在徐冰看來方為崇高。 J (註 25)

因此〈天書〉將禪道觀念中的「無為而為」 或「無法之法」轉化成現代藝術的語

彙，透過觀念藝術的途徑達到陳述的目的，同時在視覺上產生震攝的廟堂效果。

高名路評道 I徐冰的〈天書〉是八十年代中國觀念藝術的經典作品。 J (註 26)

而〈新英文書法〉的產生是受到地域文化性的不同而隨機出現的。1996 年時，

徐冰把展覽的形式改為讓參觀者能夠坐下來實際書寫的開放式空間，甚至在美國

開辦了新英文書法的教室系統，讓外國學生們不知不覺的被置入到用當代藝術的

策略中，去接觸男一個有趣且特殊的混搭文化。〈新英文書法〉一反 90 年代的悲

壯情憬，用另一種輕鬆的態度與觀念，反制當代藝術的慣性思維，利用毛筆書寫

英文組合的新造字「徐冰樣J '再透過學堂式的、數位化的教學模式，達到推廣教

育的目的，在看似輕鬆的群眾參與中，新的觀念產生了當代的追問 I書法是什

麼 ?J 、「中西文化的差異為何 ?J 、「什麼是藝術 ?J 、「藝術的功能 ? J 這些有價

值的追間，在閱讀徐冰的作品中將一一呈現，不期然又暗合了他的哲學觀。

徐冰在美國接受訪問對話時曾提到:

其實在我的作品程，我在尋找一種通行的語言。我過去不是有個作品〈天

書〉嗎，就是誰都讀不懂的書，連我自己都讀不懂。我現正在做一本書

是誰都可以讀懂的，是受過教育和沒受過教育，有文化和沒文化，各個

領域的人都可以讀懂的書。很多語言都已跨越國界，例如音樂就是一種

25. 高名游， <徐冰的藝術及其方法論> '收於誠品書廊策劃川徐冰 XU BING) (熹北: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 ，頁 14 。

26. 高名路， <徐冰的藝術及其方法論> '收於誠品畫廊策劃， <徐冰 XU BING)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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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建築圖紙也是一種語言，我今天看到譚盾樂譜的手稿，就覺得特

別有故發，其實它就是一種語言，一種符號。(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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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新英文書法〉的方塊形英文符號雜合誰都能讀懂，恐怕是一種錯估，

重要的是這種文化理想背後的藝術策略極其高明，在看似無用、無為的行為中進

行著藝術家的思想滲透，無論〈天書〉或是〈新英文書法〉的「尋找一個相通的

語言」亦即是藝術性的語境，而不可能是實用性的語言。徐冰將書法的楷書印象

與臨摹經驗十分有效地轉向當代藝術場域，成為書法可能性觀察的代表性人物。

(八)書法主義的提出

書法主義的核心人物洛齊 1960 年生於杭州， 1986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

1992 年發表了著名的〈書法主義宣言> '促使 「書法主義」文本化， 1993 年 8 月

18 日， í首屆書法主義展」在河南鄭州博物館展出，展出作品是對文字和語言的解

構與抽象應用，其現代式的個人化語境震撼了當代書壇，成為當時書壇十大新聞

之一。

1995 年第二屆「書法主義展」以「書法主義批評」為主題在威海展出，邀請

國內藝術家、批評家重新感受集體文化對書法和現代個體話語的影響，回顧、反

省過去十年來在中國境內對現代書法的話語和型態所進行的討論及批評。 1997 年

第三屆「書法主義展」在杭州碑林展示廳這個收藏歷代經典碑刻名作的場地展出，

同時以「在亞洲批評」為主題邀請韓國與日本的藝術家參與，使書法現代化語境

和批評更具有區域的整體性，也更能展現出書法的現代文化的思考與現代型態在

亞洲發展的現狀。 1999 年前往義大利做「開放的書法主義」展覽，與歐美具有線

性、抽象的當代藝術進行文化型態上的交流。

洛齊並不在意書法主義是歸屬於視覺藝術或是書法藝術，他關注在藝術表現

的突顯性與意義性，以書寫為支點，在當代文化環境下拉開與傳統具體的知識系

統的距離進而能繼續深化擴大。他在「首屆書法主義展」之前所寫的〈書法主義宣

言〉便清楚的論述出， í書法主義」並非流派或特定額型的風格，它是種受到文化

環境影響以思想、觀念先行為主的藝術表現。例如洛齊的〈文字倉庫> (圖二十)是

27 王靜編， <迷上當代藝術的 20 個人) (成都: 四川美術出版社， 2008) ，頁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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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J (註 29)

參與「書法主義展」的作品有的以文字抽象為表現，經由拆解文字結構、破

壞文意與傳統書法的可讀性和用筆形成對比，洛齊的「抽象書寫」與白抵、邵岩

以形式維持與漢字若即若離的一些形式，說明了隨機偶發的書寫提升了作品的趣

味性外，也帶給觀者一種與以往書法創作極為不同的關覺和觀念震撼。

「書法主義」可以說是對 1992 年以前的現代書法重新討論，並從其不足處提

出新的觀點，劉宗超曾在其著作中提及:

「書法主義」實際上是一次充滿當代觀念的跨學科的，其有明確文化針對

性的文化活動，是可育運作操縱的行為藝術。也就是說， r書法主義」是

一個後現代色彩極為濃郁的、充滿了預謀顛覆性質的活動。(註 30)

藉此說明書法主義不同於先前現代書法的最大差異點在於書法主義並不限制自身

表現的形式或試間將之歸類，而是以一種超越形式、風格、規範，轉以觀念為主

導的模樣出現，使得它可表現的跨度更廣而又不離其本。

沈偉更是直接評述認為:

自從 1993 年「書法主義」的出現， r書法」就在相對成熟的批評層面上，

有了一個與當代文化情境相聯繫的話語通道。... r書法主義」史多地走

在觀念「存在」的層面上展間，並且以「書法」作為其進入當代藝術語

境的支點。...這就是說， r書法主義」話語的提示，建立在明顯的「觀念

藝術」傾向之上，而不是僅僅為了展示書法的現代物質形態;它反映了

書法藝術第一次從傳統的形式本體論中掙脫出來，在觀念的基礎上為自

己尋找新的生路。(註 31)

(划書非書國際現代書法展

「書非書國際現代書法展J 2005 年在杭州推出，由許江與王冬齡共同策畫，

29. 洛齊， <書法主義文本一一一個觀念的作品} (杭州:中國美術學院， 2002) , <書法主義宣言H 頁 211

213 。此文為 1993 年第一屆中團書法主義展前言，原載於《書法導報} , 20 (河南: 1994) 。

30. 劉宗超汁中國書法現代史} (杭州、1: 中團美術學院出版社， 2001) ，頁 120 。

31.沈偉， (中國當代書法思潮) , <從現代書法到書法主義> '頁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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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出書法面對當代時的多元創作型態，其對於「現代書法」創作從三個不

同特質來規畫展出。(一)書斷不斷:堅持「書文一體」 的精神，將書寫的意趣發揮

到極致的書法作品。(二)書畫不畫:以簡潔傾向的書寫性，返回書法創象造字的源

初，從漢文字筆畫間架的解構與重構入手，在線條表達的根源之處進行創作的作

品。但)書忘不忘:將書法以及與書法相關的文化性因素，還原到各種觀念和創物

的形態中加以綜合表現，在某個原點上重新認識書法的意義。(註 32)

其中徐冰新英文書的非漢字、曾佑和的綜合裝置、成浦去的線性符號、朱青

生的書寫性消解的觀念、唐楷之的人形圖騰、斬揀強的設計性文字輸出、王晉的

立體裝置、王天德燒灼文字的服裝、(圓二十一)劉旭光的大型空間裝置、陽江組

的動態互動裝置、(圖二十二)圾口寬敏的畫沙行為紀錄、宋冬的水寫行為、張強

的行為書寫、吳山專的裝飾色彩應用、谷文達的文字性霓虹燈幻象、邱志杰的書

寫投影、魯大東的環境概念、管懷賓的群眾參與計畫等都與傳統書法的表現型態

有很大的不同，甚至銳意消解傳統書法的本位價值判斷，例如朱青生的作品〈雲> : 

(圍二十三)使用紅油漆，並打上九宮格的方式，描繪出傳統經典書法中的線條局

部，書寫性線條所產生的造形張力，透過龐大的面積與高彩度的朱紅色被彰顯了

出來。

此作表面上雖然也有類似日本墨象派的樣式，但實質上，用細筆不斷重疊、

描塗的過程卻是對「書寫性」 的一大諷刺，這是他想利用書法中的某些符號印象

來達到觀念上的追問「書法是什麼 ?J 與「為什麼創作 ?J 的吊詭話題。從而公

然入列當代藝術性的對話場域中。從他的自述中可窺其端倪:

我的「放大J 並不在於誰的那件作品被放大，而在於，將「精確放大」、

「描紅」、「抄襲J 這些藝術中貶低的概念，重新表達為藝術作品中的極致

追求。

在這個追求之下，我還承受了一個史為痛苦的追問:人真的需要藝術品

嗎?人真的需要不斷地觀看一些所謂的藝術家不斷製造的視覺形幸而增

加精神的負擔嗎?人真的需要靠別人製造出一樣產品才能達到心靈的提

32. 許江、王冬齡主編， {書﹒非書 開放的書法空間卜頁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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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書法這個議題而呈現，只是重新以當代藝術開放的實驗態度加以表現，使「書

非書」的專題展具備了最為當代性的觀察價值，勢必將持續引燃很多有關書法的

話題。

卅)王冬齡現象

王冬齡， 1945 年生，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現代書法研究中

心主任， 1989 曾赴美國講學四年，面對不同國度的矛盾與衝擊，創作觀念產生很

大的質變。之後陸續在中、美、日、加舉辦個展二十餘次。

王冬齡主導的現代書法研究中心曾經策辦過大型國際現代書法展，從活動成

果來看，這個中心必將扮演著現代書法面對藝術性考驗時的關鍵角色，王冬齡認

為「現代書法」可以充分體現當代藝術的精神，現代書法的表現形式應該包括書

寫或是非書寫的型態，只要作者以書法工作者的身分，從事書法性的創作，都可

涵蓋在現代書法的探討範疇，但是他也認為，當代書法還需要在平面宣紙上多所

發揮，累積更多的書寫性好作品，來證明宣紙與毛筆作為書寫表現的必然性與豐

富性。(註 34)

這個訊息代表了十分特殊的意義:第一、王冬齡觀點的實際參照，直接來自

於當代藝術人物或創作形態。第二、王冬齡仍然對傳統形式保留高度的期許，並

將當代藝術的多元現象作為刺激書法創作的要素。第三、現階段中國美院的師資

與教育方針仍然較多維護傳統基礎，而其不刻意與當代接軌的狀態顯然與王冬齡

的觀點明顯不同。

除了創設現代書法研究中心，積極策辦國際性書法展與研討會，王冬齡同時

指導碩、博士生從事現代書法的研究與創作，漸漸累積了豐厚的影響力，已然成

為推動中國現代書法的舵手，並成為書法藝術與當代藝術互涉的觀察核心。

王冬齡現象最主要的觀察核心反應在他個人的創作表現上， 2007 年 12 月，他

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推出了重要的書法個展，現場書寫莊子哲思「共逍遙」三字，

高1.5 米寬 3 米，突顯書法的表演性特質，但似乎巨型書法的張力背後也隱藏了傳

統功夫的堅持，這與董陽故喜歡關在工作室製作而不喜歡現場揮毫的特性不同，

34. 2008 年 10 月 14 日黃智陽訪問王冬齡於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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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齡使書法行為介入藝術性的評價，頗耐人尋味。

范景中認為 I強烈的現場感激發了王冬齡的創作激情，他的書寫在與觀眾

的互動之間時或奮疾、時或舒緩，儼然就是一場行為藝術的表演。 J (註 35)

這場展出是王冬齡繼 1987 年和 1994 年之後，第 3 次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

的個展。由許江主編、榮寶齋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作品集〈王冬齡書法藝術> (圖二

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厚達四百多頁，在展覽期間出版發行。

作品內容書寫著道家無為思想的觀點，王冬齡將其自身的感悟透過書寫的線

條和用筆表達了對現代書法創作的體現，儘管內容屬於古典文學範疇較多，但在

經過他的現代性書寫形式的轉換後強化了藝術感染能量，並引起藝術家與批評家

的廣泛討論。另外從設計精美厚重的作品集中顯露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

參與評序的學者高達十人，而其領域擴及當代美術的策展人或評論人，這種現象

雖然一方面來自於王冬齡豐厚的人脈，更重要的是討論王冬齡的作品成為書法藝

術與當代藝術的對話平台，當然也因此提供了可貴的文本訊息，有助於梳理書法

與當代藝術的曖昧關係，從而嗅出了王冬齡對於書法看待上的視野;就書法發展

的角度而言，王冬齡現象所引燃的話題可能是目前中國當代書法議題的核心方

向。例如高士明談到展示文化的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展示空間是應現代藝術發展的需要而形成的，

承襲了西方 19 世紀博物館的形式，走向公氏開放的公眾文化空間，空間

的宏大與開放性是其基本特徵。書法要邁入藝術的展覽機制，要在展廳

中與其他媒體爭雄，尺寸自然越來越大，越來越講求「視覺街擊力」。用

筆措意也越來越求痛快、直接，久而久之，去古人沖淡平和之道遠矣。

我曾經撰文批評目前書法的展覽策略，尤其批評簡單追求大尺幅的作

法。我總覺得書寫之妙，在於揉涵方寸之間的窮極神變，而尺幅一大，

指腕闊的運轉被轉化成為身體動作，於精妙、和豐富性上終有所失。在幾

次目睹王冬齡先生的現場書寫之後，我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一方面

35. 范景中， <主冬齡:從吳昌碩的再傳弟子到現代書法的主將> '收於榮寶齋編， <王冬齡書法藝術) (北京:

榮寶齋， 2007) ，頁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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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議題，被引述的作品也成為臺灣書法展中最為頻繁的代表。這個現象突顯了當

代書法發展所涉及的審美上的複雜現象。

1999 年，在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的規劃與推動下，臺灣書法藝術領域出現

了第一個以鼓勵書法藝術創新發展為主要的展覽活動一一「傳統與實驗書法雙年

展J '參展者必須以一件作品表現古典書法的美感與標準，以另一件作品展現書家

自身創作觀念的創新精神，這對當時仍較以傳統為主流的臺灣書法界而言，無疑

是個新的契機，開展了不同的書法表現層面。

第一屆 1999 年的作品主要是「書寫中國文字J '刻意與日本在 1954 年由追求

革新所創立的「墨象美術J 、(註 40)以及 1993 年中國所出現以「觀念藝術」為導向，

而不是純粹展示書法現代形態的「書法主義」有所不同。(註 41)並且期待與西方運

用「書法表現」的書法表現繪畫(註 42)有所區隔，希望在進行實驗性書法創作的同

時仍延續書法歷史的開展，站在傳統書法的法度根基上開拓新的時代風格，也藉

此清楚確立策展理念仍不欲跨越「書法藝術」 的嚴格定義。(註 43)

2001 年隨著社會文化對書法藝術表現的觀念逐漸擴大，加上與國際間的交流

頻仍，作品中慢慢顯現出受到現代水墨、抽象表現與學院派書法的影響。除了在

技巧上營造筆、紙、墨三者的獨特性外，仿古染色或是拼貼組合手法也讓作品的

表現形式開始擴大延伸。 2003 年的作品己能嗅出些微對文字造形討論的創作氛

圍。西方的美學標準以及日本現代書法潮流對書法創作的衝擊仍不可小顱，從刻

意營造的造形與大膽用色，說明著此時的創作意識傾向於追求強烈的視覺效果，

因此能見到各類色彩出現在向來只有黑白的書法作品中，鮮活的色彩在視覺上賦

予書法新鮮感和吸引力。

2005 年的展覽將焦點擺放在「文字」議題上，逐漸感受到臺灣現代書法藝術

已經從形式上的視覺震撼中逐漸恢復過來，開始思考書法在當代藝術背景下的其

的.田村空谷， {現代日本書家代表書法展 IN 莓，北) (東京:每日新聞社， 2008) ，頁 22 。

...所謂的「墨象」和「前衛書」其實是同義語，從萌芽到今日大約過了六十餘年。前衛書作品並不是讓

人閱讀的「書J '而是讓觀者欣賞純然文字造形的書。

41.沈偉， {中國當代書法思潮卜頁 140-141 。

42. 何政廣， {歐美現代美術)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2002) ，頁 136 。

43. 傅申， <傳統與實驗 千禧年論當代書藝創新> '收於吳國豪主編， {千禧年 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書

法展) (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2000) ，頁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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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展層面，進而對書法藝術的內涵性進行分析，更突顯觀念性和哲學性思考的

重要。

2007 年的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特別彰顯書法中「內容」的範疇。要求書

寫者書寫現代時尚用語或當代但語，企圖宣告書法的新時代風氣，並期望引發群

眾效應，增加媒體的討論與曝光，的確，透過知名藝人的活動參與，使此屆的展

出擁有了最高的媒體曝光度，然而，書法本質存在與否的相關爭議話題也從座談

會開始鋪陳開來。不可諱言的，當代書法的書寫內容應該更加貼近當代文化的思

考，並且可以更大膽書寫自我選擇或感悟的話語，一方面能彰顯個人的思考特質，

另一方面加大語言所涉及的聯想空間，例如廖瑾環便在序評中寫到:

「非中心化」的「均質J '非關「量」的公平與否，它所提示的是「置換」

的可能性，它所代表的是「無中心化」的光景。(註 44)

的確「非中心化」十分簡約的概括了當代藝術的普遍特質，在非中心化的思

維之下才能擱置傳統與實驗二分的焦慮，純然面對創作形式，提高藝術的覺察力，

進而以最自然的狀態擴及當代藝術的觀照。深語傳統書學的學者王宏理論到:

書法是書法家的精神產品。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精神生活的各種不

同需要，精神產品也應該越來越豐富，這也是當代書法應該走向，也實

際走向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唯有真正喚醒和加強人的主體意識，在色彩

繽紛的書法世界中找到自我的位置，才能形成既體現時代審美特色，又

體現個人審美理想的藝術風貌，盲目地繼承遺產和追求時毫都是不足取

的。(註 45)

主體意識與當代藝術著重原創性是脈脈相關的，於是時尚語言涉入書法的表

現主軸就不足為奇了，重要的是創作者是主動的選取還是被動的趨使，在在關係

到自覺意識的濃度，若以此考察傳統與實驗雙年展的策展邏輯，應該至為公允。

展出作品中如陳世憲的〈電影書法系列> (如圖三十三)企圖增加書法的故

的.廖瑾暖， <差異的感知> '收於吳國豪主編， {2007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

會， 2008) ，頁 14 。

45. 主宏理， (流月齋金石書法論集) (北京:中團文聯出版社， 1999) , <主體意識與當代書法>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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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可能會有不合時宜的狀態。於是，迅疾駭人的線質在當代必須有更深刻的意

義存在，賦予更自覺的闡述，才能加大其可能的表現範疇。

男外韓國知名當代藝術家李綻雄 (Lee Jung Woong) 在 2008 年的國際藝術

博覽會中推出其代表作品〈毛筆系列> 0 (圖三十八)雖然不是以書寫文字為主，

卻將傳統筆墨文化的意象精準的展現出來，寫實的毛筆與抽象的墨痕交織出如真

實的三維空間，使書法的意趣躍然紙面，簡潔生動。李綻雄生於 1963 年，曾三度

獲得韓國美術展特選，連續三年參與上海藝博會展出。從〈毛筆系列〉中可以一

窺李綻雄相當擅長將行為藝術、抽象美學、現實主義等綜合一體，深厚的西方美

學修為巧妙融入東方媒材與個人情感，表達了東方特有的禪境，也是書法轉向當

代藝術觀察的有效指標。

整體而論，代表當代藝術活躍的藝博會，很少具有書法符號的展現，可以看

出書法脫離當代藝術主流與市場的無奈現象。

四、危機或轉機?一一暫時的結論

具有文史哲歷史價值和意義的書法藝術，在現代藝術的環境下，同步受到西

方與東方兩種價值觀與思維模式迴然相異的文化衝擊， 讓初期的現代書法開創顯

得過於躁進也曝露出其貧乏的內涵;例如揚棄文字的載體或毛筆的使用或書寫不

雅的禁忌內容，雖然相對於傳統有更震攝眾人耳目的作用，但是長時間考驗下來，

書法是否須依傍這突變的形式來證明他生存的可能，卻是更值得深究的課題 。

策展人張頌仁嘗言 I既有現代書法之立名，自然就有為現代一詞立意的必

要。而多年現代書法的進程中，總的趨向是強調現代與非現代之異......卻正是發

揮了現代與非現代之所同。 『現代書法』 這一旗幟能夠成立與否，終究還需著墨於

『書法』一詞。 J (註 46)

的確，不論是現代書法或是當代書法都隱含書法的原意，於是難免游離在傳

統與現代的錯位論爭、文化與藝術的不同側重，但是可以理解的是書法可以是當

代藝術的一環，而當代藝術並不可能專指書法的型態，於是，書法以書法之名介

46 張頌仁， <現代時空中的書法 關於王冬齡近作的雜想> '收於榮寶齋編 ， <王冬齡書法藝術} ，頁 72 。



656 清華學報

入當代藝術場域時，仍須保有之所以稱為書法的辨識度，在開放的空間中避免成

為被忽略或被消費的對象，不然，就沒有立場也不必要再言書法的價值了。尤其

當今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政經思維滲透下，書法十分容易因盲動躁進而陷入被強

勢經濟政治體系精神殖民的危機，這是自己以為邊陸化而急於想向中心權力靠攏

的自卑感作祟，更是不能不察。關於中心與邊陋的認知現狀，廖炳惠有如下闡釋:

晚進的學者紛紛至現環球文化經濟的差異不均，以及出入兩、三個國家

疆界的市民所形成的「遠距民族主義J (I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與

其「不協的都會文化觀J (discrepant consmopolitanisms) ，把全球化視

作是理想與本土文化的辨證，認為各地區的消費及文化生產是將跨國的

商品、資訊、符碼、風尚、生活方式等加以挪用、重新賦予意義。目前

將歐美視為是世界單一中心與主軸的看法已經開始備受挑戰。(註 47)

單一中心主義潛藏在全球化或國際化的羽翼下滋長，削弱很多異質的文化特

質而僅可能成就狹隘的進步概念，使得全球的文化藝術漸趨空乏，所以完善的藝

術思考必須投射在文化批評的語境中檢視，才能映照出豐實的藍圖。當然，具備

認同自身文化特質的自信之後，也要避免染上固守民族利益的大東方主義色彩，

因為東方的核心價值仍然建立在隨時代轉變的契機上，就如石濤所言「筆墨當隨

時代」的價值一般，這個價值才能超越時間的範限，歷久彌新。尤其身處在藝術

氛圍空前濃厚的當代，更不能泥古不化、故步自封，至少須以開闊的視野來觀看

書法藝術化的種種跡象，考察書法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堅實的將書法特質轉進

到當代藝術的有效場域。當書法轉向當代藝術借鑑時，一定程度的須解開傳統長

年以來的桂橋，例如形式技巧的因襲以及古雅風格的眷戀，因為，過多的他律因

素使創作者失去自覺的敏感度而無法精確的表達藝術性的語彙乃至於呈現深刻感

人的藝術形式，但是弔詭的是，也並非粗率的拋棄文字，避免書寫，轉向複合性

媒材或裝置就能輕易達到當代藝術的價值核心'相反的，文字的辨識，書寫的善

用、媒材的理解都必須重新加以深刻體察，體察出各種元素的不可取代性，借此

應用為書法創作的特質時才不會圍限在絕對二分的窘境，壓抑了書法可以表現的

47. 廖炳蔥， (關鍵詞 200) ，頁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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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地。當代藝術多元繽紛作為書法的參照，有利亦有弊，端看創作者如何觀看、

如何解讀、如何消融，也就是如何提高自覺審察的能力，此自覺能力的通透不但

無礙於入古品鑒名跡更有助於出新創造新局，於是作為具備當代藝術特質的書法

現象考察就成了積極性的態度與方法。書法的未來難以蠢測，但是我們幾乎可以

感受到藝術誘動書法的暗潮似乎不可能停歇，一昧以為保持舊觀維持傳統就好的

鄉愿心態恐怕是不切實際，反而採取開放態度，積極跨域學習，以累積當代書法

更豐厚的質量，定是不可免的趨勢。在大量書法實驗性作品的舖陳之下，未來才

能有揀選出優質典範的基礎，漸次梳理書法與當代藝術間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

當然，書法發展轉向當代藝術參照的時候，固然因為沒有明確的形式內容而

呈現紛亂的現象，但是卻可能創造更多的話題，加強了學術辨證的動力，對於大

量累積傳統材料，解釋古典美學的書學生態來說，不官成為一種激活的元素，使

書法落實為當代存在的價值，或許正可成為突破書法發展困境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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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書法藝術與當代藝術特質參照一覽表

編號 展覽名稱 展覽特色 與當代藝術相呼應之特質

1 日本現代書襲染 l.強化了作品線性視覺張力與 ﹒觀念性

線質的層次空間。 ﹒空間性

2. 強化創作時的觀念性。 ﹒反傳統技術本位

3.強烈的個人創作觀念。

2 墨潮現象 l.現代書藝不是書法。 ﹒本土化

2. 嘗試轉變擺脫傳統書法的技 ﹒複合媒材的使用

術。 ﹒諷喻性

3.跨至裝置與行動藝術領域， ﹒反傳統技術本位

透過媒體宣揚創作理念。

3 學院派書法 l.主題思想。 ﹒複合媒材的使用

2.形式追求。 ﹒觀念性

3.技術品位。

4 邱振中現象 l.理論是傾向於二分的模式。 ﹒觀念性

2.具備對文字、線條和空間有 ﹒空間性

敏銳的辨識度與學習廣度。

3.理性分析特質優於感性創

作。

5 董陽故現象 l.巨型書法。 ﹒時尚感

2.挪用了當代藝術 o ﹒空間性

3.結合空間、舞蹈與音樂，複 ﹒複合媒材的使用

合性或跨領域的形式。

6 徐冰現象 l.受到地域文化性的不同而隨 ﹒觀念性

機出現的。 ﹒時尚感

2.1尋找一個相通的語言j亦即 ﹒空間性

是藝術性的語境。 ﹒複合媒材的使用

3. 強烈視覺效果。 ﹒反傳統技術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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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書法主義 1.關注藝術表現的突顯性與意 ﹒觀念性

義性。 ﹒空間性

2. 展現書法的現代文化思考與 ﹒複合媒材的使用

現代型態。 ﹒隨機性

3 依恃著創作「觀念」的驅動。 ﹒反傳統技術本位

8 書非書國際現代書法展 1.書文一體的精神，書寫意趣 ﹒群眾參與

發揮到極致。 ﹒觀念性

2.從漢文字的解構與重構入 ﹒反傳統技術本位

手，表達線條的創作。

3.將相闊的文化性因素還原，

重新解讀書法的意義。

9 主冬齡現象 1.觀點來自於當代藝術。 ﹒觀念性

2.對傳統形式保留高度的期 ﹒空間性

許。

3. 巨型書法。

10 開 FUN 國際書法展 1.援引現代藝術 o ﹒群眾參與

2. 吸收西方美學思潮。 ﹒觀念性

3. 開放探索的意圖與幽默訣諧 ﹒復合媒材的使用

的實驗性。

11 傳統與實驗雙年展 1.追求強烈的視覺效果。 ﹒時尚感

2.貼近當代文化的思考。 ﹒觀念性

3.重視傳統並進行實驗性書法

創作。

12 2008 國際藝術博覽會 1.多元性媒材表現。 ﹒隨機性

2.西方抽象藝術 o

3. 本土性、文化意識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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