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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代藝術深受後現代思潮之衝擊，在形式展現上即以「解構」傳統為基本訴求，並

賴之傳達各式定義 「當代性」的內涵。從表面上看，當代藝術的這些創作者都在宣示、

執行著他們與其出身的文化傳統間的絕裂，但在實質上，他們卻以其各自的方式，重新

回到傳統的某些源頭深處，為他們自己的「當代性j 尋求一種神秘而古老的生命力。這

是當代藝術中最吊詭，卻也最迷人之處。本文將藉由對當代藝術家董陽致、馮明秋、丘

志傑、徐冰、谷文達等人之作品，探討他們的藝術與中國古老的書法傳統間的關係 o

書法藝術及其根本的文字書寫行為，在經過長時間的歷史實踐之後，早已內化成中

國文化傳統中的核心部分。它的歷史，包括各種神話、傳說在內，在當代藝術家手中，

一方面是批判的對象，但同時也是觸發創作靈感的泉源。他們實皆不約而同地關注著書

法傳統中最根本的書寫表意之課題，藉而宣示他們各自的「當代」立場。這幾位藝術家

的背景與活動的區域也各自不同，他們所「回望」的書法傳統以及「當代」之訴求，因

此亦大異其趣。對如此當代藝術與古老傳統間互動之多樣表現的理解，或許亦有助於掌

握當代文化中對「全球化/區域性」的論爭。

關鍵詞:中國，當代藝術'倉頡，董陽殺，馮明秋，徐冰，谷文達

(倉〕頡有四月，仰觀垂笨，因儷烏龜之跡，進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

其秘，故天兩票，靈怪不能迫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

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 scshih@mai l.ihp.sinica.edu.tw 0 

;青莘學報 新四十卷第三期(氏國九十九年九月)第583~608 頁



584 清華學報

地聖人之意也。(註1)

這是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對書畫起源的陳述。姑不論繪畫的部分，張

彥遠在這段文字中所講的倉頡傳說長久以來即被視為中國書法的開始。從現代學

者的立場看，它只不過是個無法求證的 「傳說J '而且事涉神怪，實在不堪認真研

究。不過，這個倉頡傳說也確實具有一種魔幻的魅力，且在魔幻之中透露出中國

書法之所以形成悠久傳統的某些特質。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倉頡傳說才能被

一代又一代地傳誦，並成為所謂「中國古代書法傳統」的 「無形」核心。在我個

人看來，這個倉頡傳說不止是一個中國書法的「創世神話」而己，它也是後來歷

史發展的部分，甚至於在 1985 年之後的華人世界當代藝術中，它都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一、倉頡傳說的書法史內涵

倉頡傳說本身的魔幻，正如其他創世神話一樣，是它最迷人的魅力。作為「書」

的創造者，倉頡本人即非凡人。張彥遠說他「生四目J '本於流傳已久的故事，意

在顯示他具有某種神力。 1475 年刻行的〈歷代古人象贊〉將倉頡想像成披髮著樹

葉毛皮的上古形象，但在眼睛上多加了兩隻，表示有別於凡人。(圖一)這個形象

似乎過於「儒家化J '而缺少了倉頡該有的神奇; l358 年完成的永樂宮壁畫則不僅

將他列在道教的神祇之中，而且特意將眼睛畫成 「六目 J ' (圍三)似乎以為非如
此不足以見其神異。要成功地呈顯倉頡的四目異相確實不易，因為重點實非在四

目，而在四目所引出的「超視覺」之功能，亦即所謂「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

遂定書字之形。」文字學家們基本上比較注意此處「定書字之形」 與自然界物象

間的關係，進而引申出中國文字(書)之原始寶來自圖象的理論。(註 2)但是，倉

頡在「造字」之前所經歷的觀察過程應十分關鍵，才是真正的神異。古代傳說中

可以與倉頡「仰觀垂象」相比的大概只有伏羲的創製八卦，那也是一個充滿神幻

1.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上海: 上海書書出版社， 1993 ' <中國書畫全書〉第 1 冊) ，頁 120 。

2. 參見李孝定， <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 '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 <中

國上古史﹒待定稿﹒第 2 本(殷商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5) ，頁 136-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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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非全為人力所能到，而必須有神力之助。倉頡仰觀天象之物質化在如此而申奇

地完成後，接下來的「定形」過程也要求著超乎人為的一種絕大力量的灌注。倉

頡所造之書，即是其與天地之 「溝通J '如要接著保證其與他人之溝通，便得有使

之「一致化」的「定形」過程。此事之難度可由歷史上兩次類似的「定形」努力

來予想像。西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的「書同文」 運動與二十世紀中期在中國大陸所

推動的「簡體字J 變革，都是依賴著在當時可稱為前所未有之絕高政治威權來推

動。這兩個政治威權的力量皆為以往人之經驗所無法想像，且相關當事人也都有

某種 「神授」的自我形塑。

在整個造書的物質化過程中， I定書字之形」尚有另一層尋求內在秩序法則的

意思。倉頡傳說的神奇也包含著這個部分，否則它很難引發出接下去的「天雨栗」、

「鬼夜哭」的特殊效應。書字的物質化呈現在後世書學中即為用筆、結字、形勢、

章法等形式問題講究之所在;除了具體的書寫技法之外，它的關鍵還在於由書寫

的過程之中如何將其體悟到的內在秩序與天地造化之「道」進行相互感應。這基

本上可視為中國古代「感類」觀的運用，因為兩者在類性之內在上具有可以感通

之處，遂而產生某種神奇動人的效果。(註 4)要能有此效應，訴諸神力似乎是最直

接的說明。古代書論中論及 「筆法傳授」時，總在一代又一代的大師間劃上連線，

而且往上回溯至「蔡區受于神人J ' (註 5)這便是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倉頡之為書字

定形的過程，不論是從筆劃運動到整體結構之呈現來說，也是因為掌握、顯示了

與天地感應的神秘秩序，而應被視為這個造字傳說中的一項神異。

具有著神秘感應力的書字一且被創造出來，果然有真象出現。所謂倉頡「天

雨栗」、「鬼夜哭J '便是倉頡傳說中的最後一個神奇。此神異之記本出〈准南子} , 

但該書對之尚無說明。對於這個神奇的解釋，後來則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張彥遠

所記的「造化不能藏其秘」、「靈怪不能遁其形」是比較正面的一種，此為書字之

創可以傳達天地之所有神秘，連靈怪也無法遁形，而人得以防範其災禍。另一種

解釋則視此異象為妖變。而其之所以有 「天雨栗、鬼夜哭」之變，便是因為「文

4. 對於「感類」觀的討論，請參見石守謙， <1幹惟畫肉不畫骨j 別解 兼論「感神通靈」觀在中國畫史

上的沒落> '收於石守謙， {風格與世變:中團繪畫史論集}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6) , 
頁目前。

5. 張彥遠， {法書要錄}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3 ' (中國書畫全書〉第 1 冊) ，卷 1 ' <宋羊欣采能書

人名> '頁 3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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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興而亂漸見」的原故。(註 6)這種說法顯然刻意強調了文字被誤用、濫用的負面

形象，甚至於否認了它原可能有的正面功能。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兩種解釋都

沒有錯，文字對中國文化之形塑固然厥功甚偉，但其所帶來的禍害卻也無法視而

不見。如果書法的基本定義是為對文字之書寫，那麼這個工具性的載體也不得不

遺傳著文字的善惡兼具之雙重性格。即使後人曾經試圖將書法與文字切割，如張

懷璀在〈文字論〉中所說 I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J ' (註 7)而視書法為

純粹形式美的創造，然而，美好之形式仍無力保證可免受邪惡心志之役便，書法

終究還是要面對它原有的矛盾宿命。倉頡傳說中「天雨栗、鬼夜哭」的最末一個

神奇，因此就在其正反的兩種解釋下，成為中國古老書學傳統中的一個部分。

倉頡傳說雖只是傳說，並不為史家所重，更難作為研究書法古史的適當史料，

但其內涵實指向整個中國書法發展傳統的若干核心課題，因此早已內化到此傳統

之中，並在缺乏信史之狀況下，成為論述、想像書史本源的代表意象。對於後世

一代又一代的書家而言，倉頡傳說不僅是書字歷史的起頭，而且意謂著書法創作

的本源，值得一再地回顧反思。唐代的李陽冰久為史家視為古典蒙書的復興者，

而他的整番事業實可說是起自於對前人「違立卦造書之意」的不滿，而返歸至倉

頡傳說之舉。他的反省動作，由「乃復仰視俯察六合之際」始，進行對 「天地山

川 IJ 、「日月星辰」到「蟲魚禽獸」、「骨角齒牙」等現象所涵示的各種理則之再思

考，基本上即是仿效著倉頡的「神奇」作為。(註 8)如此的創作思考模式不但可見

諸傳統書史，甚至在一向標榜著與傳統決裂的當代藝術中也經常出現。當代藝術

在表面之形式上雖以對傳統的解構為訴求，但在實質上，其創作者卻以各自的方

式，重新回到傳統的某些源頭深處，為他們自己的「當代性」 尋求一個古老、神

秘卻又鮮活的生命力。倉頡傳說所代表的書法創作本源之意象，便以如此的神奇

功能，在當代一再地復活。

6. 王充， {論衡}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2 冊) ，卷 5 '頁 18 上下。

不過，王充本人並不贊同將鬼神之變歸因至創書。

7. 張彥遠， {法書要錄} ，卷 4 ' <唐張懷薩文字論> '頁 64 。

8. 李陽冰的反省，見韋績， {書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中國書畫全書〉第 1 冊) , <論蒙第七> ' 

頁 17 0



588 清華學報

二、徐冰的〈天書〉

徐冰從未自稱為書家，也從未將其創作置於中國之書學傳統中來作說明，更

沒有對這個傳統的現在與未來明白表示過任何意見。然而，在他的創作中卻存在

著一些根本思考，與中國古老書法傳統中的重點議題有相通之處。它們兩者之問

是否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或許不是立即需要去考察、證明的工作，不過，如何藉

由三者之相互參照來助益吾人對其各自的理解，則自有其當下之意義值得追求。

作為 1980 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中最受國際注目之創作者的徐冰， <天書〉

(1987-1988) 之作可說是其獲致日後聲譽之關鍵。對於他的〈天書> '近年來已有

許多評論，分別由其外部形式、創作思考、觀眾反應及其文化意涵作了詳盡的討

論。幾乎所有論者的焦點，正如一般〈天書〉的觀眾，都集中在徐冰所新創的「不

可閱讀」的書字之上，並對其質疑中國傳統文化神聖性價值感到震撼。徐冰以摹

傲傳統線裝書中所使用的宋體字而新刻印成的大量書字呈現，在展覽中除了以書

冊的形式現身外，也以長條幅密集地貼在牆上，在天花板上形成連續波浪狀的天

頂，向觀眾形成了一種鋪天蓋地而來的效果。(圖三)幾乎被淹沒在這些書字之間

的觀眾，尤其是 「識字」的知識份子，可說無法逃避地被驅使去「閱讀」這些形

似文字的圖像，結果發現他們「無力」 辨識，或者整個〈天書〉根本「無法」被

釋讀。(圖四)如此效果所引起的複雜心理反應即是〈天書〉成功的關鍵。

書字原本是神聖而富涵價值文化傳統的載體，每一個字的呈現皆有其意義的

傳達 o <天書〉的創作卻解構了這個基本定義。它既無聲音，也沒有意義。從表面

上看，這是對整個書字文化傳統的顛覆。倉頡傳說其實也可說是建立在這個傳統

定義的基礎之上。它的三段式神奇換個角度看也即是在解說書字之所以具有意義

的命題。由第三段書字之可作有意義的傳達(不論是正面的教化或負面的濫用) , 

上推到第三段的書字物質化的過程，確認其由概念化心象向物質化書寫形象之轉

化的可靠性，最後則回溯到第一段仰觀垂象的神聖性，以保證概念化心象的真實

而不偽。徐冰的〈天書〉既質疑了書字與意義的必然關係，對倉頡傳說的三段神

奇當然也不會眷戀，對其奠基所生之破壞，可謂十分徹底。由此觀之，有論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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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書家都認為這個部分最能展現個人的特質，以及其對如倉頡傳說中所云造

化神奇之回應。徐冰之〈天書〉也針對此點作了呼應。但是不似傳統書家，徐冰

放棄使用「書寫J '而以極端規格化的宋體字為範本，重複中國過去雕版印書的過

程，一字字地雕出他的假字，再排印出他的整部〈天書〉。這也可視為他對書法傳

統中此一最為關鍵的書寫過程的刻意修改。所有能呈現書家個性、感情及其對自

然理氣體悟的形式變化，全數被雕刻宋體字的規整與重復取代，原來書寫過程中

努力呈現的筆墨、速度及佈局的細緻講究，在整個雕印的動作中也被故意瞬除，反

而盡力摹做機械性的規矩幾何結構，那本來只是為了加速雕刻製作而來的考慮，

在〈天書〉的製作下卻成為彰顯長時間勞力與一絲不苟耐心之技藝的媒介。(圖六)

透過如此的勞作， <天書〉的物質化呈現一方面翻轉了版刻原來在文字呈現傳統中

的次級地位，男一方面也對傳統書寫中一味比擬自然的呈現典範提出了質疑。

不過，對傳統的質疑其實只是手段， <天書〉也有徐冰的積極訴求。〈天書〉

的辛勤勞作並非全是在否定書寫過程中富有感情人性的虛妄，亦指向其上一階段

概念化心象之所以形成的問題。倉頡傳說中的第一個神奇既在於由仰觀垂象而致

的心象，但是對此心象之獲致，如何保證其真實不妄，卻沒有提供具體說明，而

是訴諸 「不可說」的神秘感通能力，那則是倉頡那種天生聖賢才具有的力量。換

句話說，只有先肯定倉頡之為天生聖賢，才不會懷疑那些心象是否來自妖魔的欺

騙。從此角度再來重看徐冰的〈天書> '觀者即可發現他實對此書法本源傳統的根

本作了抽換。所有帶有神秘色彩的神人關係不再存在，代之而為其〈天書〉創造

源頭的實是版刻行為的素樸勞作，除此之外無他。從表面上看，他的勞作成果只

是一堆無意義的 「假字群J '似乎只是帶向「虛無J ，(註 12)似乎意謂著人們面對中

國傳統文化時的幻滅感。然而，當徐冰對保有藝匠之技藝似感自豪，而將之置於

他自我創字的本源核心時，充斥著假字的〈天書〉便不再只是一個「玩笑」 而已，

(註 13)反而更像是一道他所期待的，突破黑夜的曙光。

12. 尹吉男， <新團粹:“傳統"的當代效用 中國當代藝術家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刊文藝研

究} , 5 '頁 131 。

13. I玩笑」為徐冰自己的用詞，見 Jerome Silbergeld and Dora C. Y. Ching eds. , Persistence/ Transforma. 
tion: Text as Image in the Art 0/ Xu Bing (Princeton: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2006), p. 
118 



中國古代書法傳統與當代藝術 593 

三、谷文達的〈聯合國〉系列

與徐冰一樣，或許更早，谷文達也對偽造文字產生興趣，並引之為其創作手

段。他在八0年代所作的「偽文字」水墨作品(圖七)也可視為「反書字」運動

的一環，而與徐冰的〈天書〉並列為其中的兩個突出代表。而自移居美洲之後，

他從 1993 年開始製作的〈聯合國〉系列，則是「偽文字」在一個新的全球化脈絡

中的再發展，正好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切入點來觀察當代藝術與中國古老書法傳

統間關聯性的變化。

如以〈聯合國〉系列中第十三件作品〈天壇> (1998) 為例，其整體裝置予觀

者之感覺，頗類似徐冰之〈天書> 0谷文達的這個裝置作品所使用的元素雖比〈天

書〉為多，包括明式桌椅、錄影及顯象器等，但主要的書字(偽字)則也是佔滿

了各個牆面、天頂，而且還以透明簾的方式似波浪地鋪在天頂或由上往下垂掛。

(圍八)先不管〈天壇〉中那些來自羅馬字、阿拉伯字等外來體，其中主體的「中

國字」也像〈天書〉一樣，盡全是偽假字，是經過刻意變造而去除意義的各種線

條的組合體。只不過此時谷文達造字的原型選擇了中國古老的蒙字，那本來就非

一般人所能識讀，再加上內部筆劃、結組的竄改，本身便在意義上造成了「雙重

否定J '保證了徹底的內容空白。但是，對於谷文達來說，完全抽離內容的偽字實

是一種「最完美的抽象畫的形式J 0 (註 14) 由此來看，解構中國文字本身並非是谷文

達的最終目的，他原是在竄改假造之中，藉由偽蒙字的形模，試圖新建一個屬於

他自己，也屬於「中國」的，如畫的純抽象結構。如此的完美結構，亦可理解為

他心目中藝術的內在本質。有如源頭活水，這個完美的抽象結構可以有數不盡的

變貌，其中的組織單元甚至可以用來改寫來自其他文明的「文字J '使之可以產生

新生而可相互交融的生命。

帶有如此使命的偽豪書在如〈天壇〉的多數〈聯合國〉系列的分部裝置作品

中，又以各種簾幢形式佈置在三度空間中，製造出一種廟堂式的氛圍。那些偽蒙

14. 此篇為評論家兼策展人高名路對谷文達自述的歸納，見高名路， <圖騰與禁忌 對谷文達創作思路的思

考) , {典藏今藝前帥 '108 (臺北: 2001) ，頁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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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注意。他在這部分的關懷，實與谷文達較早期偽蒙書上的水墨變化同出一轍，

都源自於中國書法傳統中的筆墨觀。書寫的物質化過程既是書法之得以具有藝術

性表現的關鍵，筆墨如何在紙緝等載體上顯示出書寫動作下的書字形象，便是書

者與觀者必須關注的焦點。對此之講究因此很早就發展出一套書法的筆墨美學，

並形成中國書寫藝術的部分特殊性格。由此來看，邱志傑的書寫行動也是意在製

造一種特定的筆墨效果，所不同的只是兩者具體結果的大異其趣。他的一片烏黑

平面也不得不依賴著與傳統筆墨美學的對比來得到它的意涵。如果沒有這個對

此， <重複書寫一千遍蘭亭序〉不也可以視為一幅現代主義的抽象畫?只有藉由

他在書寫行動中對筆墨的重視，他才能進行對傳統筆墨美學迷思的批判。

與邱志傑近似，出身香港而後游走於歐美、台灣藝壇的馮明秋也就此書法傳

統中之筆墨問題作了值得注意的實驗。馮明秋原來醉心於蒙刻，創造了一種既圓

既字的新表現手法， (圖十一)後來又將之演變成又圖又文的立體雕刻，而有如〈倉

頡的現場> (圍十二)的綜合媒材創作。(註17)雖然形式不同，但他的思考連貫性卻

相當清晰;在探討藝術的本源時，他也回到中國書字的根本，倉頡傳說亦成為他

想像與論述的參照。當馮明秋試圖回到 「倉頡的現場」時，那個古老時空的想像

除了提供他一些跨出原有蒙刻、雕塑界限之助力外，另外還引導他去思索 「什麼

是書法 ?J 的基本問題。倉頡傳說的神異對他似乎意謂著無窮的可能性。從那裡，

他相信可以發現一些未被後世所注意、開展的，充滿 「元始」 可能性的「遺跡J ' 
來回答他的根本問題。受現代主義影響而生的 「書法是線條的藝術」的回答，雖

然幾乎是二十世紀的共識，卻是馮明秋為了尋求他的當代性所必須首先迴避的成

見。在他否定「線條」在書法中至高位置的同時，他指出 「時間」才是書法成立

的特質，也是未來書法得以在不摧毀傳統前提下獲得新生機的根本憑藉。

馮明秋對書法中 「時間性」之「再發現J '一方面來自於作品之閱讀經驗，另

一方面則由對線條之生成所作的再思考而來。在他看來，線條只不過是表象，它

的存在實得白於有時間性的「筆尖在紙上的運動過程JoC註 18)如此將書法線條之存

在視為一種「時間的痕跡J '回歸到筆鋒在紙上的運動本身，其實是一種 「復古」

17. 對於馮明秋較早階段發展的討論，見林詮居， <尋求倉頡的遺跡 馮明秋的蒙刻世界〉吋典藏藝術雜

誌) '21 (臺北: 1994) ，頁 186-189 0 

18. 馮明秋， <中國書法的時空重構〉川當代) '17.135 (臺北: 1998) ，頁 8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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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陽我的書法與空間

如果說馮明秋在他的新書法中探討了書法內在的時間與空間問題，台灣的董

陽改則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面對書法與外在時空的關係 o 她與本文上述諸人不

同，既以書家之身分活躍於台灣文化界中，亦對悠久的書法傳統有深刻的認同，

從來不認為批判與顛覆是當代書人必須肩負的時代任務。相反地，董陽我堅持以

她的書寫肯定傳統與當代的連續，並執著於為書法傳統打開一個當代的新格局。

如與徐冰、谷文達並列觀之，董陽致對於中國文字及以其為中心所發展出來

文化傳統的尊崇，可謂與徐、谷二人有天壤之別。後者在成長歷程中所經驗的簡

體字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動盪等，不免多少助成了他們對文字的懷疑態度:尤其

對文字意義及其象徵權力關係的建構過程，感到特別敏感，更與其早期人生經驗

似乎緊密相連。董陽致的人生經驗則完全不同，她所面對的當代世界也向她呈現

著不同的危機。相對於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中定位個別主體性的問題，整體人文價

值之失落所造成的失序與疏離，對於董陽我來說，顯然必須更迫切地面對。這種

不同，決定了董陽我對中國文字傳統所採的正面態度。她對文字「意義」的堅持，

在此可說是一個最清楚有力的表達;她的書法創作，因此如說是一個企圖回歸到

「有意義的書寫」的歷程，也並不為過。

書法藝術向「有意義的書寫」之回歸，意謂著向其在二十世紀中好不容易擺

脫「實用性」責難而爭取到「藝術」 地位的歷史過程分道揚聽。這時任何以藝術

工作自許的創作者而言，都是個沈重的選擇，他們甚至還得將自己與視書法為修

身養性手段的書道同仁進行區別，故而在「惡縈之奪朱」之狀況下經常需要處理

這雙方面的壓力。董陽故亦然。為了要具體而有效地回應那種壓力，她的書寫便

必須在意義本身之選取與表達上作更積極的經營，以展現其書作在 「藝術性」上

之出類拔萃，並在與傳統之連繫中創造一種「當代性」。她的書寫古代經典章句、

書寫平面上的形式安排以及作品與外在空間的對話關係等的講究，皆各有創意在

其中，但亦皆可在這個思路中予以理解。

董陽致的幾件特為巨大空間書寫的作品最適合用來說明她所追求的書法目

標。她的作品全數不用標題，而以書寫章句的內容為 「題J '這可說是對文字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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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之際感受到整體中的內部動態，以及作品平面中所創出的一種深度感。(註 19)

如此效果又因其在空間中的位置而有衍化。南藝大的這個大廳、不僅面積寬廣，而

且挑高直至樓頂，董陽我的巨幅書寫便設計安置上正牆約三層樓高的部位，向下

俯視在廳中走過的學子們。當學子仰望這件巨屏，他(她)所看到的便不止是件

平面書法，其動態與深度即轉化出似天空之感，而天空之上則流蕩著鶴鳴之聲，

整個空間蛻變出一層新而令人振奮的意涵。

稍晚書於 2002 年的〈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亮) (圖十五)則是更

為巨大的尺幅，第一次展出時是在國家戲劇院的大空間之中。它的觀眾顯然是定

位在前往觀賞戲劇(或音樂)演出的芸芸市民。此作的書寫內容也頗有一點戲劇

的味道，而且是動人的悲劇。它的文字取自〈楚辭﹒←居> '那是戰國時悲劇英雄

屈原在受貶三年後，假借問←而提出的自問:他是要作那如千里之駒的昂昂君

子?還是如水中之亮，隨波上下，只求自全?這雖出之以提間的形式，其實是在

作一個悲壯的自我肯定。董陽故在書寫之際，即企圖將屈原昂然的自我肯定以其

風格之氣勢堂堂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她的觀眾本來希望在戲劇觀賞中體驗男一種

人生的可能意義，她的書作則在戲場之外，藉由屈原的悲劇，向她的觀眾提問，

邀請其為屈原，也為他們自身作答。戲劇院的空間在此問答交換之際，亦因此產

生了新一層的人文意涵。

董陽故的另一巨大作品〈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圖十六)則企圖展現她在歷史時空中的書寫。此作係為她在北美館

的個展〈有情世界〉而作，以高圍屏的形式規範著展場第一部分的圓形空間，空

間的整個地面鋪滿了從館外運來的白砂。圓屏的形式本源自傳統手卷的放大，但

在直立成圍屏之後，這個長卷上的文字書寫馬上成為此圓形空間的界限，也進行

著對其內涵的定義。屏上飛躍律動的書跡，對照著底下一片寧靜的白沙，正與楊

慎詞中文辭由滾滾長江所起的歷史多少英雄人物的激情感嘆，到最後將一切盡歸

笑談中的坦然平淡，作了意象上的呼應與對語。這個書寫與空間的安排顯然意在

重建、想像楊詞創作的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卻是:董陽改以其書寫重建了一個

已逝的歷史時空，而她的書寫也依賴著這個歷史時空的想像而成形。在這個過程

19 對此作之形式分析，請參見董思白， <陽投書屏> ' <當代) '33.151 (臺北: 2000) ，頁 5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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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心而言，他們各以其不同的方式回歸到倉頡創書傳說中三個段落的神奇，以

創造他們各自在當代的新神奇。而在此過程中，倉頡傳說也在當代中佔到一個望

向未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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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hy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Art 

Shih, Shou-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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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vant-garde artists often have the reputation of not merely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but also rebelling against, aesthetic tradition. Although 
perhaps it is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se contemporary works are com
pletely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ones, critics oftentimes overlook the deep
rooted connections that lie between the two. In the work of five Chinese 
avant-garde artists, Xu Bing, Gu Wenda , Chiu Zhichieh, Tong Yang-tze and 
Fung Ming-Chip , the relationship that is shared with the past is not one that 
i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physical works themselves, but rather embedded in 
the cultural concepts found in artistic creati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r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feeling of antiquity, and its subsequent 
associations with legends and folklore, can all be easily summoned when 
considering calligraphy's own rich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recent work of 
avant-garde artists in this already abundant repertoire is not so much a 
departure from previous works but more of a reminder of the origins of this 
art and culture. For example, rather than viewing the works of Xu Bing as 
manipulations of characters, one can see them as new creations reassem
bling the elements of writing. Calling to mind the nascent foundations of 
calligraphy, when characters were first conceived of and systems of writing 
were initially developed, these avant-garde works are essentially exper
imenting with the very notion of cre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concept of the 
creation of writing through the recreation of tradition draws intimate bond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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