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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話 

1973年畢加索去世時，纽约某專攔作家說：「畢加索？夲世

纪最大的騙局 ！」當時我覺得這位仁兄也算幽默，令人莞爾。 

九十年代，著名建築師貝聿銘為北京某大酒店的建築主持策

劃，他在設計中採用了趙無極的一幅作品作為接待大堂的主體裝

飾。酒店開幕那天，一位大股東指着畫作說：「這也算藝術？我的

五崴孫兒也懂得畫！」一位當時在場的朋友說到這件事時，我不禁

嫣然。

前年，一位國內美術學院出身的畫家朋友從香港來到巴黎探望

我，我和他一起到『龎畢度中心』的現代藝術館参觀。在看了幾個

展廳之後，我察覺到朋友開始有點不耐煩。當走到一組當代的前衛

裝置藝術時，他終於表達對這些作品的否定意見。他說︰「這些創

作方式有點不知所謂，不能隨便甚麼都算作藝術吧?」我聽了感到

非常錯愕。

一直為人們對現代藝術的誤解而忐忑不安。其實藝術本身並不

高深莫測，天賦也不是欣賞藝術的先決條件，有時甚至簡單到衹是

一件知情與否的事情。尤其是現代藝術，它不但反影著我們的時代

意義，而且簡約而緊密地在訊息中向我們傳遞新意念訊息。儘管它

的主題看起來有時是如何嚴肅，或者是那麼荒謬，但現代藝術所帶

給我們的，總會是一份生命中的喜悅。 

 2017年春天寫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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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藝術說起 

引言

我們到博物館或畫廊時，看到藝術作品，常常會祇顧閱讀它旁邊

的說明，而忽略直接細心觀賞作品。當我們透過作品說明而瞭解到一個

大概時，就認為看懂了，然後再繼續看下一個。這樣的做法，很容易把

作品本身所要表現的意義忽略掉。很多人觀看視覺藝術時都有這種類似

的經驗，是甚麼造成這個現象？最直接的答案是藝術家在創作中很少存

有要讓觀眾看懂甚麼的想法。藝術家比較重視的是有否充分表現了自己

的意念及情感。藝術的表達方式可以寫實或抽象；既無奇不有，也無可

厚非。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要讓許多人一眼就看懂作品的內涵，藝

術家就必需考慮調整他的表現手法以遷就觀眾的欣賞能力，那他的表現

方式就會受到限制，藝術創作可能被窄化到祇有人人一看就懂的東西，

這是藝術家絶對不願意的。

相反，身為觀眾，我們祈望欣賞到的是境界無遠弗屆、意義深遠

流長的藝術創作。我們不需要、也不容許藝術家為了遷就我們而製作一

些筆者稱之為“即食麵文化”的作品以討好我們的官感，正如那包味粉

作弄我們的味蕾一樣。

任何一件藝術作品在未接觸到第一個受眾之前，它還沒有真正成

為一件藝術品。面對藝術作品，嚴格來說，就等於面對一位藝術家；關

係互動，思想互應。有幸成為藝術的觀眾，也就等如有幸成為整個藝術

活動的一份子。觀眾成熟的欣賞能力會鼓動藝術家的創作意欲，在這種

互為因果的情況下，觀眾的欣賞能力就會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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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關切藝術，或者想為它做點事，那你可以對藝術家說︰    

「即管釋放你的想像力，盡情發揮你的創意。至於欣賞能力的問題我們

自會解決！」然而，要成為一位藝術欣賞者，對藝術起碼的認知（很抱

歉，其實我想說的是“修養”）是需要的。

本書對藝術發展的闡述是根據通用藝術史的主軸為時序，對作品

的分析以筆者觀畫經驗和心得為基礎，輔以舉例，免令讀者糾纏於學術

理論的旋渦之中。

讀者也不必太過著意於一些美術詞意的明確性，例如“達達主

義”就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叫法（在法語中 dada 一

詞意為兒童玩耍用的搖木馬）。

至於那些蹺口巉手的人名中譯，不用理會他是“貝多芬”、“悲

多忿”還是“白提火粉”，總會附加英文 Luwig Van Beethoven在後面。

「我不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天使。」 ╴庫爾貝

Courbet L'Atelier du Peintre ｜庫爾貝的名作《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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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如何定義兿術？ 

對許多人來說，『藝術』是一個有形的實體：繪畫、雕塑、照片、舞

蹈，詩歌或戲劇。藝術是人類獨特的一面，直接與文化聯繫在一起。 作為

一種表達媒介，它讓我們體驗到崇高的快樂，深深的哀愁，困惑和覺醒；

它啟發想象和激動情感，將我們連接到過去，反映現在，並預視未來。藝

術史與人類學和文學相結合，是觀察、記錄和解釋我們人類歷史的三個主

要依據。

當接觸到兿術的那一刻，受到測試的不單是感知能力，我們的決心也

正在接受挑戰。它詢問我們到底是誰、我們重視甚麼、美的意義如何、美

和人類的關係等問題。正因如此，我們如何界定藝術，本質上是個一致性

的問題。

      中文的藝術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的文苑列傳上，劉珍篇有提到『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不過當時的藝術是指六藝和術數

方技等技能的總稱，和現代藝術的含意不大相同。

     英文 Art（藝術）一詞源自於古希臘拉丁語 Ars，大義為『技巧』。

現在雖仍保有原意，卻也衍生出更廣泛的內涵，幾乎包括了所有與人類生

活相關的創造性學問。

藝術有時也被稱為『美術』（ Fine Arts ）。一般來說，憑藉技巧、意

願、想像力、經驗等綜合人為因素，在融合的過程中，創作隱含美學的物

件、環境、影像、動作或聲音。這種表達模式，我們就稱它為藝術。藝術

創作的基本動機是和他人分享美的感覺，或表逹有深意的情感與意念。

     那到底藝術的本性是否與生俱來？這是另一個命題，而且難以得知。

穴居的原始人類已經懂得在洞壁上把個人或群體的生活體驗描繪出來，而

且以美學而言，在某程度上並不遜色於現代人。非洲部落民族在圖騰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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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劃的圖案和色彩令人愛不釋手，而我們的祖先在創造象形文字時，已經

考慮到平衡與和諧感，這當然與後來發展出來的書法藝術沒有直接關係。

但無可否認，美學成份在漢字原符號結構中隱約可見。

1.2 豐富到衹好分門別類

藝術是一個豐富而複雜的主題，其定義隨著它周圍文化的變化而改

變。基於這種環境因素，為免混亂，我們不得不將藝術有系統地整理。

先以表現形式來劃分不同的『類型』（Genre）：文學、繪畫、音樂、舞

蹈、雕塑、建築、戲劇與電影等，即一般人所說的八大藝術。在歷史時空

上也廣義地劃出原始、古典、現代、當代等區域。

可是二十世紀以來，結合了傳統藝術領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藝術形式不

斷出現，如常見的『科技藝術』（ Technical Art  ），『數位藝術』（Digi-

tal Art）、『裝置藝術』（ Installation Art ）、『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行為藝術』、『生物藝術』等不勝枚舉，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趨

㔟，情況已經挑戰了藝術理論所能夠定義的極限。

看來這並不是給藝術定義作出結論的時機。既然如此，我們倒不如直

接去瞭解藝術的本質。

1.3 形式和內容

      我們需要熟悉的兩個基本要素是『形式』（Form）：藝術作品中固有

的物理和可見特性；以及『內容』（Content）：我們從它那裡所得到的意

義。正式的形式區別包括作品的規格，表現方式（繪畫，雕塑或其他種類

的工作）和構圖的組成元素（線條、形狀和涉及的顏色）等。內容則包括

讓我們可以理解作品所提示的任何線索。有時藝術品的內容模糊或隱密，

需要更多的外在信息去瞭解它。

以學理而言，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衹有內容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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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或衹有形式而無內容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說事物是內容和

形式的合體 。儘管由柏拉圖到黑格爾，自古希臘至現世紀，針對內容

和形式關係的辯證仍在進行中。但如何識別形式和怎樣思考內容仍然是

欣賞藝術的首要課題。在稍後的章節中，將會對形式和內容的關係有更

多的探討。

1.4 美學 

美學（Aesthetics）是關於美的本質的哲學論證，這是對任何藝術

探索的核心。事實上，美學觀念在古希臘被定義之前，所有藝術創作衹

被視為工藝技巧。

拍拉圖相信美是在一種形式內的物品，在它們各部分之間引入比

例、和諧、和一致性而導致美麗。同樣，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發現

美的普遍元素是秩序、對稱性、和確定性。現代西方美學更科學地定義

為感覺和情感價值的研究；更廣泛地說，是對藝術、文化和大自然的批

判性反思。在現代英語中，美學一詞也可以指：一種特定藝術流派或理

論所基於的一系列創作原則。例如，『立體主義』（Cubisme）的審美

原則。

在不同文化習俗中，對美的判斷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在印度

『羅莎』（Rasa）一詞，梵語的意思是“精華”或“味道”（字面是        

“汁液”或“果汁”）。『羅莎』的審美概念是視覺、文學、或表演藝

術的任何作品能夠喚起人們情感的基本要素。『羅莎』是沒法描述的，

但却充滿在具體形式世界的周圍；它是一種抽象性的沉思，人類內在性

的感覺。這種美學觀念比西方美學早一千年出現，而且在不同領域中產

生了不同的流派。

 阿拉伯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的美學理論，雖然這套理論與宗教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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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關係，而且其中某些理論對回教教條是有觝觸的，但他們的藝術作

品多被稱為『伊斯蘭藝術』（ Islamic Art ），最主要原因是阿拉伯文化

已被習慣性地稱為『伊斯蘭文化』。事實上，不是所有伊斯蘭藝術家都

是伊斯蘭教徒。

『 非 洲 藝

術 』 的 表 現 形

式代表了整個非

洲大陸廣大而豐

富 的 文 化 。 它

是經歷幾千年的

變化、遷移、貿

易、外交和文化

規範影響所得來的產物。在圍繞非洲藝術

的學術研究中，對使用“藝術”一詞來描

述它仍然是一個問號。 西方學者認為在

他們的語言中，最接近“藝術”的詞囊是 

“神聖”。 非洲的『權像』（ Nkisi Power 

Figure）就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精巧的工藝作品在現代藝術市場

上是以美學價值作為交易定位，但製作『

權像』的本來目的是用於個人和社群的巫

醫或膜拜神靈儀式上。在藝術市場觀察非

洲文化產品的同時，也應理解這些工藝品

本身的文化持有功能。
非洲權像 ╴Nkisi Power Figure

廷巴克圖（Timbuktu）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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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學術上仍有爭議，但非洲物質文化的實用性和審美之間存在

著一個互起作用的微妙關係。看看奈及利亞境內阿肯民族的（Akan）

凳子，鄧恩文化（Dan Culture）的面具、勺子、腕飾等例子，全部是化

腐朽為神奇的天才之作。他們將最平凡的物體活化為美學作品，尤其是

當中的抽象表現形式，在西方『抽象主義』還沒有萌芽之前，在他們的

雕刻，甚至舞蹈中已經受到重視。二千五百年前的『諾基文化』（Nok 

Culture）就很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

阿肯人的凳子 約魯巴人的梳子

諾基文化 登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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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一些特定地區也發展了自己獨特的美學觀念。 例如位於西非

撒哈拉沙漠南緣的馬利共和國，廷巴克圖（Timbuktu）清真寺的建築風

格在美學上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在這裡談論某民族的“美學”時，衹是採取一種西方的學術

態度和觀點作為探索基礎，但嚴格來說，西方的美學理論並不真正是這

些民族文化裡的一個範疇。  

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一門叫做“美學”的學

科。『美學』這個名詞是二十世紀初輾轉從日本引入中國，而他們稱

為“Bigaku” 的美學也是在明治維新時期從西歐引入日本的所有學術的

其中之一。儘管如此，事實上中國思想家很早就把藝術的審美問題和宇

宙、社會、人生直接聯繫起來加以觀察和思考，而且在本質上都是透析

於自己獨特和深刻的哲學觀念中。在論證和表述上雖然沒有一個像西方

那樣成熟和統一的系統，而且流派紛紜，但整體而言，中國的主流審

美哲學思想早就應該自成一個獨立的完整體系，我們就稱它為『中國美

學』。

      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起源得早，上古原始氏族社會延續了很長的一

段時間。在緊密的上尊下卑結構和講求倫理秩序的社會中，傳統風尚習

俗都故定在同一意識形態下，個人的思想空間受到制約，價值取向不可

能像古希臘那樣自由發揮。所以中國美學思想比西方的起步得早卻發展

得慢、成熟得遲。中國美學一直到了春秋末年和戰國時期才基本形成。

要探討中國美學思想，離不開中國哲學中的兩大主流：『儒家』

和『道家』。

       孔孟的儒家學說一向被認為主要的主張是以人為本的行為規範，以

求達到一個共享的理想世界。但它在論證人倫與社會秩序關係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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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伸出極其重要的美學觀念。儒家重視詩、樂、藝在社會秩序中所起

的作用，把追求藝術中的“美”和行為規範中的“善”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所謂『至善至美』，這是儒家美學理論的基礎和特點。

孔子將單穆公、史伯、伍舉、子產、季札等前人對人的感官慾望   

（五味、五色、五聲）所作出的論述概括起來並加以發展。在解釋美

與善的關係、審美與藝術的社會作用、人的相互關係等問題的同時，      

“仁”的哲理觀念中所引出的美學理念得以具體化。

孔子把外在形式的美稱為“文”，內在道德的善稱為“質”，認

為文、質結合起來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外在形式的美衹給人感官上的愉

悅，衹有與善結合起來才真正可以在社會階層之間和人倫恭卑之間起出

和諧作用，亦即實現“仁”的價值，構成內表一致的美。因此儒家強調

藝術在社會中的感染作用，認為美可以陶冶人倫情感，促進社會和諧。

但由於孔子所處的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制度，“善”的橫觀性認知受

到“忠君事父”思想的局限。

       但孔子之後，儒家美學在戰國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孟子將儒

家所提倡的人格精神的美提昇到另一層面；他提出了「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的看法，把具有美學意義的“善”聯繫到個人的官感

世界。在有關個人道德修養的所謂「養吾浩然之氣」的說法中，強調個

人的重要性，因而對“善”的認知可以超越社會制度和倫理的局限，個

人的情感和意志在藝術創作中得到解放。

荀子更提出了以個人為主體的“無偽則性不能自美”的說法，並

且在《樂論》中把藝術的社會功能重新解讀。他企圖以“有辨”和“無

蔽”來建立一個理性的個人價值觀。荀子的思想對儒家美學的審美觀念

發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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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美學正逐步發展的同時，道家以自然無為的超然態度把中

國美學觀念擴展到另一境界。老莊哲學以“道”為核心，重視宇宙、大

自然和人的和諧關係。從本質屬性來說，他們對“道”的邏輯定義可以

直接套用在“美”的身上。那就是說“道”既是宇宙法規，也即是“

美”的法規。老莊哲學所推崇的“靜觀”是一種超越感官的悟道方法，

推動了中國文化中美學思想的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藝術的走向。可惜

這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範圍。如果要對道家的美學現象有深一步的瞭

解，筆者推薦一本很好的參巧書︰明萬曆年間焦竑所著《老子翼》，它

收集了韓非、嚴君平、河上公、王弼、鳩摩羅什、傅奕、李約、司馬

光、蘇子由、王雱、陳景元、林希逸、杜道堅等六十四家對《老子》的

評述，並援引《詩經》、《左傳》、《管子》、《莊子》等數十種古

籍，在對《道德經》中“無為”與“無名”的唯物辯証論據作了詳細的

註評和考異，並輯錄有關老子的傳記。全書博觀約取，採摭豐富，當中

舉出了很多“清靜自然”的美學例子，值得一讀。

儒、道之外，我們也應該提到的是中國美學史上的另一重要思

潮：『禪宗美學』。

『禪宗』是佛教在中國發展出的一個流派。禪即梵語『禪那』

（Dhyana），意思是“靜慮”。『禪定』就是在安定的靜態中思巧，

因此禪宗以禪定而得名。相傳達摩到了中國弘法之後，引導信徒以禪定

作為悟道的方法，是禪宗的始祖。隨後六祖慧能在中國南方把禪宗發揚

光大，他在佛教道理中滲入了中國傳統哲理，使之互成一體，形成了具

體的『中國禪宗』。所以隋唐之後，人們常把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代名

詞。它既吸收了儒、道思想，也促成了儒、道思想的宗教化。

要瞭解『禪宗美學』，首先要解構一下“禪”在宗教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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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者中最重視禪宗研究的應該是胡適，他對禪宗宗派的史料進行了

嚴格考證並加以梳理。他認為：中國的禪並不來自於印度的『瑜伽』或   

『禪那』，相反的，確是對瑜伽和禪那的一種革命。首先，“禪”與   

“禪宗”是兩回事。禪是存在於各種宗教、宗派的普遍現象，即通過冥

思，靜坐等方式，忘卻現實中的“我”的境界；禪宗則是一種自救式的

宗教︰基督教徒寄托於神，佛教徒 （除禪宗外） 寄托於佛，希望神、

佛來拯救自己，我們把這類宗教稱為他救式宗教。而禪宗與以上所談到

的宗教的不同點在於，它是自救宗教。禪宗不寄托於任何神、佛，而認

為任何人的心中都有佛，提出向心求佛，實行自救。 （參巧：胡適文集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禪宗以精神修練為主，所追求的是一個澄淨無塵的精神至高境界。

因此禪宗美學是精神領域的事情，完全獨立於物象和感官形式之外；美

祇能通過思維方式來領悟，相對也不能以具象的方式來表達。禪宗美學

強調簡潔自然，拒絕刻意營造；衹反應內心，不規範於凡俗道德。這種

追求自然與純凈的唯心主義手法，造就了禪宗美學的超凡魅力。

禪宗美學觀念在宋末己趨成熟，東渡扶桑之後則又獲得了新的發

展。我們首先看看日本這個民族：他們本來就是生活在一個以務農為生

的社會結構裡，但這個島國的土地大部份都是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加上

地震、海嘯等自然災禍頻頻發生，在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生活的日本

民族，對他們不得不賴以為生的天然環境很自然就會產生敬畏的心態。

所以日本自古以來便有著對自然崇拜的文化。最顯著和原始的例子是山

岳崇拜。橫跨山梨和靜崗兩縣的富士山在江戶幕府時期仍然是活火山。

駿河國（即今靜崗縣一帶）的農民每隔一段日子便會被富士山突然發出

的吼聲和噴出的濃煙所懾慴，加上它高嵩和獨特的形態，這座山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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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世界裡是一個神明，被視為“神山”或“仙峰”一直至今。

我看世界上沒有其他民族比日本人更敬重自己的山川湖泊、一卉

一木；不但敬畏，而且親切。每年四月春分，櫻花盛開，傳統的日本家

庭男女老幼都會穿著整齊一起外出，在賞櫻之前他們都會先到神社參拜 

。在以前的農業社會，人民在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上辛苦作業，不但生

活單調乏味，還經常要應付難以預測的天然災害。但每年櫻花盛開的十

來天裡，那種鮮豔奪目的色彩和所帶來的節日氣氛，讓他們暫時忘掉生

活的煩惱，在潛意識和信仰意義上，這種短暫的開懷總算是大地母親的

一次善意補償，他們不但欣賞，而且尊重。這是一般西方文化所難以理

解的，因為他們來到日本所看到的是櫻花縱放時的燦爛和它絮落時的淒

豔，郤沒有體會到那種來自泥土的情感和信仰的靈性。        

 例外的是印度詩人泰戈爾，在他的詩句裡把櫻花寓意為“大地的微

葛飾北齋｜富嶽三十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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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這完全是我們早前討論過的印度『羅莎』的美學體驗。還有，差

點忘記，在巴黎西郊一條寧靜鄉村內的一班印象派畫家，他們憑著一張

張的『浮世繪』不停地摸索，終於嗅到了扶桑泥土裡蘊藏的氣息。這個

我們會在以後的章節裡會再詳細討論。   

鎌倉時代自中國傳入的大乘佛教禪宗宗派之所以被廣泛地接受，

其來有自。首先是中世紀日本民族的儉樸意識與禪宗的簡樸理念不謀而

合。與此同時，禪宗的許多宗教特質與當時幕府推崇的武士道精神非常

接近；例如禪僧視死如歸，生死如一的思想。又如禪宗以寡欲為宗旨，

要求禪僧剋服私欲的念頭，與武士道提倡的廉潔操守也很相近。於是禪

宗獲得鎌倉幕府的支持也是很自然的事。

幕府以日本武士的領導者身分把持政權，原本執政的貴族被壓

制。幕府將軍把儒學、佛教禪宗、神道教和他們崇尚以『忠君、節義、

廉恥、勇武、堅忍』為核心的思想相結合起來，鞏固了『武士道』的絶

對地位。這樣一來，禪宗在日本主流文化中更受到重視，直接影響了他

們的茶道、插花、武術、音樂和文學等。一個在日本歷史上特有的佛教

禪宗體系便續漸形成，日本的禪宗美學也因此自成一格；它既保留了傳

統“靈空虛無”的禪宗思想，也融合了日本藝術故有的特質：在濃郁的

色調中所表現的清愁、冷艷、樸實和近乎隱晦的含蓄情感。有了這種美

學綜觀的確立，我們就乾脆稱它為『日本禪宗美學』。

近代在中國和日本都出了很多在美學研究上有卓越成就的學者，

例如清末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朱光溍、王國維等，和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

九鬼周造、東山魁夷、與及現代的高階秀爾等，但他們的論述基本上是

以西方美學理論為基礎，所以我們不會把他們的學說獨立於西方美學系

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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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觀與客觀

       很多人都認為，藝術有客觀的一面，也有主觀的一面。客觀是“行

內人”共認的水準；主觀是指作品引起的“共鳴”。由於同一作品對不

同人有不同回應，故有其主觀性。這種說法不算是錯，世上任何事物被

作為觀察對象時，它所引起的反應都會因人而異，藝術也不例外。但一

般來說，這種反應的異同，不管是直覺或主觀上的，大都與藝術欣賞無

關。以個人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一幅畫作的題材所得到的反應，這應該屬

於哲學或政治倫理學的範疇；因潛意識或處境心態（例如因場景描述而

引起的悲情）所作的反應是心理學或精神分析研究的範疇；視網膜接收

了一個特定形象（例如一張美麗的面孔）而產生的官能反應是生理學的

範疇；以個人生活經驗、喜好、識見等等來作出的反應都不是藝術欣賞

本身的事情。藝術欣賞的標準既有其普遍性亦有其通則性，但一定程度

的美學認知和對藝術的基本認識是需要的，否則你不是在欣賞藝術，更

談不上體會它的意義，而祇是在測試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反應。

接近藝術的第一步是學習如何看待它。一般來說，我們面對一件

藝術品時，都傾向於以“喜歡”它與否作為衡量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來

看，主觀（基於觀眾的情感和想法）幾乎完全主導著我們對藝術的看

法。在藝術欣賞中，需要的是以客觀的觀點去觀察而不僅僅是本能的反

應。客觀的觀點是將作品的物理特徵作為主要信息來源。這並不意味

著你的主觀感覺無效，相反地你會發現當自己對藝術的認知越多，藝術

影響您的情感就會越大。這就是為甚麼對同一件藝術作品的反應，所謂    

“行內人”之間的差異會比“一般人”之間的更大，因為主導前者的意

識和情感因素是來自多方面的，而後者的官能反應卻有著很大程度上的

人類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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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一向是以主觀創作為主，創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取悅觀眾，而

是要傳達一個訊息或表達一個意念。客觀的觀點的確是藝術欣賞唯一的

有效方法，它讓你得到尋找藝術意義的線索，並瞭解藝術如何反映和影

響我們的生活。這看起來有些複雜，但在探索中尋找到的藝術意義會帶

來滿足感，而不是因為我們不瞭解藝術而輕率地對待它。

1.6 藝術的角色

視覺藝術的傳統作用是描述自己和我們的周圍環境。最早發現的

是在史前洞穴深處牆壁上的人類和野生動物的繪畫。一個特定的圖像是

牆壁上的手印：人類通信的通用符號。

阿根廷原始人洞穴裡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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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

『肖像』 ( Portrait )、『風景 』( Lanscape )和『靜物 』( Still-life 

) 是描述環境事物的常見例子。肖像要有捕捉人物身體特徵的準確性，                                                                                           

但最好也同時表現出人物的獨特個性。

    數千年來這個角色被保留給那些具有權力和影響力者的形象。這

些肖像不僅表明了他們是誰，而且還通過特徵來呈現一個在社會結構中

的階級地位。從,下圖中你會注意到埃及女王奈費爾提蒂 (Nefertiti) 的胸

像( 公元前1300年)是如何使用美麗和高貴的特徵來體現皇族地位。 咸

豐的全身肖像以他龍袍的圖案和顏色以及身後的寶座來顯示他不是一個

普通人，是一位帝皇。

埃及女王奈費爾提蒂 Nefertiti  c. 
1370 BCE -Neues Museum Berlin.

咸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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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耳熟能詳的現代例子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 ( Winston 

Churchill ) 傳誦一時的一幀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得最激烈的時

期，優素福 · 卡殊（Yousuf Karsh）拍攝了邱吉爾的肖像，照片有力地

顯示了這位英國領袖面對危機時堅定不移的決心和勇氣。（右頁）

風景

風景畫中的景觀是表現關於我們自然和人造環境的詳細信息；例

如地點、建築、時間、年份或季節等，再加上其他物理信息，如地質

元素和特定地區內的動、植物等。在許多西方文化中，場景的渲染越

現實，就越接近我們對“真實”的想法。

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被譽爲“中華第一神品”的《清明上河

圖》描繪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及汴河兩岸的繁華熱鬧景

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

原畫長528公分，高24.8公分，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爲北宋畫家張擇端

所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明上河圖》作品以長卷形式，採用散

點透視的構圖法，將繁雜的景物納入統一而富於變化的畫卷中。畫中主

要分開兩部份，一部份是農村，另一部是市集。畫中約有814個人物，

牲畜60多匹，船隻28艘，房屋樓宇30多棟，車20輛，轎8頂，樹木170多

棵，往來衣著不同，神情各異，栩栩如生，其間還穿插各種民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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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邱吉爾訪問加拿大，那時卡殊還是一位年輕的攝影師，對於

被委任拍攝歷史人物感到既興奮又緊張。為了做好準備，他在加拿大議

會大廈的演講接待室裡設置了數百磅的攝影器材。這是一個用於演講後

接待客人的大㕔，他細心擺佈位置和角度，等待著邱吉爾完成演講後離

開下議院並步入接待室的那

一刻。

邱吉爾終於在他慷慨激昂的

講話和聽眾歴時三分種的

站立鼓掌之後，走進了接待

室：一杯白蘭地和一支夏灣

那雪茄已經為他準備好。邱

吉爾很快就注意到，一位個

子小而年輕的攝影師和身邊

的大量設備就在三尺之遙。

“這是甚麼？”邱吉爾問。

卡殊突然意識到沒有人告訴

邱吉爾他要拍照。

    “ 首相閣下，我希望有一

個機會讓攝影把這個歷史時刻留下來。”

      “ 那你祇有一個機會 ！”邱吉爾很不情願地默許了。 一張照片，一

次機會。邱吉爾將酒杯交給助理，開始坐下來準備拍照，但雪茄仍在嘴

唇間騰雲駕霧。卡殊卻感到困惑：雪茄的煙霧肯定會掩蓋這個形象。他

回到了照相機，準備拍照，但在啟動快門前的一剎那，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速度從邱吉爾的嘴唇拔去了雪茄。

     “ 他看起來好像正與敵人交鋒，他巴不得把我吞噬！ ”卡殊永遠忘

不了那一刻︰這是著名照片中的邱吉爾，以堅毅不屈的眼神直視敵人。

邱吉爾 ( Winston Churchill ) Photo : Time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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