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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
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1

絕路逢生浮世繪
— 外行梵高故事~2
大風網站 王小強
國人飽受國畫潑墨熏染，不易體察西方繪畫一度生死存亡。
中國文化心物一元，主客觀存在是一塊硬幣的兩面。
“物我交心生”
簡直是時髦量子力學波粒二像性的文學表述。顏色是電磁波頻率和光子
運動+視覺細胞和腦力（在哪兒？）整合的互動結果，一人一個樣，一
個地方一個樣，一個時間一個樣。同樣距離和光線，斜眼、對眼、近視、
老花、散光、黃斑、飛蚊、白內障、青光眼，性別年齡、文化水平、身
1

《關尹子·五鑒》62 頁。

體健康、情緒狀況、喝酒與否、喝夠、喝高……，眼見為實不相同。一
個麵包，喫飽撐的和餓著肚子看，感覺不一樣。2 拜讀伍蠡甫《中國畫
論研究》：形象寫意。3 鄭板橋畫竹，意在筆先，趣在法外。目中竹不
是胸中竹不是筆下竹。4

1ăᆷ၁࿀ৌ൳पౄໂ!
在阿爾貝蒂的眾多成就中，對於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最歷久不
衰的貢獻，就是他提出的繪畫理論：理想的畫作應該要能栩栩如生的
展示現實世界，掛在牆上時甚至可能被誤認為“敞開之窗”。阿爾貝
蒂認為，畫家的技能優劣取決於是否能夠說服觀賞者，眼前所見事實
上並非圖像，而是真實世界。5
但一提“寫實”，又容易做粗淺的理解，甚至引起誤會。如果認
為“寫實”僅僅意味著把客觀事物描繪（或塑造）的一模一樣，能夠
像照相（或蠟像）那樣“欺目亂真”，那就是對西歐寫真美術莫大的

2

“我們現在知道了，視覺始於原子的顫動。光子顆粒改變了視網膜感受器中精細的分

子結構。這種細胞顫動會激起一系列鏈鎖反應，最終以瞬間湧出的電壓結束。光子能
量就這樣成了信息。……但是無論我們神經的地圖變得多么精細，也永遠解釋不了我
們真正看到了什麼，因為每個人看到的景致都不同。”（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
學家 — 藝術與科學的交融》129、145 頁）個別人多一種視錐細胞，看到的顏色比普
通人多數倍。
3

伍蠡甫：《中國畫論研究》。

4

周冉：〈聛睨一切的奇人鄭板橋〉，《國家人文歷史》2018 年 6 月 126~131 頁。

5

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72）也譯阿伯提，撰《論繪畫》論透視法。
（李：

《文藝復興並不美》485 頁）“最早於 1435 年以幾何學系統闡明了透視原理，”（霍
克尼：《隱秘的知識 — 重新發現西方繪畫大師的失傳技藝》204 頁）“阿爾貝蒂常常
被與達芬奇一同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全能式的人物提及，他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巨人’
之一。”（劉旭光：《歐洲近代藝術精神的起源》319 頁）
2

誤解，甚至是貶低了它的價值。不錯，焦點透視學、人體解剖學、明
暗投影、色彩變化等等法則，都是西歐美術家通過實踐，結合自然科
學而建立起來的技法理論，對於世界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西
歐的寫真美術又並非僅僅以這些技法理論與“逼真”的描繪、塑造取
勝，而是另有十分豐富的內容。6

西方哲學講究唯心、唯物。上帝造物，主客分明，井然有序。7 曾
幾何時，油畫學習精雕細刻的雕塑，靜物一動不動，模特一動不讓動。
塞尚畫靜物，鮮花沒畫完就謝了，“他寧肯畫紙花而不是真花，”8 梵
高畫向日葵，手慢了，花瓣掉落。哪怕描繪偉大皇帝，同一時間、同
一地點、同一姿勢、連續多天，油彩再現的畫面直追照片。文藝復興群
星燦爛，米開朗基羅〈創世紀〉、達芬奇〈最後的晚餐〉、拉斐爾〈雅
典學院〉等名畫登峰造極，高不可攀。德拉克洛瓦斷言：“美術上的一
切重大問題，均已在 16 世紀被解決了。”9 繼續精益求精，繪畫不留
“事實上，連‘寫實’這個概念也在不斷變化，因為每個時代，甚至每個美術家，對

6

於所謂‘寫實’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吳甲豐：《世界美術名作 20 講·編校後記》
181 頁）
7

“在傳統中國科學思想中，物理化學意義上的原子論從未佔據任何重要地位，因為中

國科學思想秉持著連續體和超距作用的觀念。……我們一旦去考察傳統中國文化對於
生物的觀念，就會發現中國人從不相信物種是固定不變的，因為他們從未有過任何特
創論觀念，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從無中創造世界是中國人所無法想像的；因此，只要時間
足夠，不同種類的生物必定很容易相互轉變。”（李約瑟：《文明的滴定》209、233 頁）
“有時，他寧肯畫紙花而不是真花，他常常把真花扔掉，因為‘這些混賬會枯萎’。”

8

（沃拉爾：《我見證了法國現代藝術史》157 頁）
《德拉克洛瓦日記》109 頁。德拉克洛瓦“認為繪畫中所有的重大難題在 16 世紀都解

9

決了，自那以後藝術‘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巴恩斯：《另眼看藝術》38 頁）“自
從 16 世紀中期以後，繪畫實踐的變化不再被看成是一種不屈不撓的進步過程。達芬奇、
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和提香在人們看來都大大超過了他們的老師，但他們的學生卻並
未進一步達到更高超的程度。”（克姆佩斯：《繪畫、權力與贊助機制》271 頁）
3

筆痕。10
羅浮宮有一幅丹那的畫。丹那用放大鏡工作，一幅肖像要畫四年；
他畫出皮膚的紋縷，顴骨上細微莫辨的血筋，散在鼻子上的黑斑，逶
迤曲折，伏在表皮底下的細小至極的淡藍血管；他把臉上的一切都包
羅盡了，眼珠的明亮甚至把周圍的東西都反射出來。11

西方繪畫鑽進寫實逼真的牛角尖，無以復加。德拉克洛瓦說“衰退
藝術自 16 世紀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後，即開始逐漸衰退。”17、18、
19 世紀不是沒有大藝術家，“要想藝術方面求得復興，那就需要在道
德和風格上得到重生才行。”12
1520 年前後，意大利各城市的藝術愛好者似乎一致認為繪畫已經
達到完善的巔峰。像米開朗基羅、提香和達芬奇那樣一些人，實際已
經解決了前人力圖解決的所有問題。在他們手中，沒有解決不了的素
描難題，沒有不能表現的複雜題材。13
“比如說像提香這樣的畫家，他究竟是怎樣打的底子，這很不好說。在他的作品裡簡

10

直不容易看出筆觸的痕跡，他那高明的手藝隱藏得是如此完全，以致他是採取怎樣的
辦法達到如此完整的境地，一直還是個謎。”（《德拉克洛瓦日記》440 頁）“學院繪
畫中的基本信條：自覺地將經典主題理想化，並且將畫面處理得平滑如鏡。”（Boime，
馬蕭：《印象派的敵人》203 頁）
11

德國畫家丹那（Balthasar Denner，1685~1749）以肖像畫著名。“你看了簡直會發愣：

好像是一個真人的頭，大有脫框而出的神氣；這樣成功這樣耐性的作品從來沒見過。”
（丹納：《藝術哲學》17 頁）
12

“其原因倒不在於沒有偉大的藝術家，而是在於創作思想與風格有了改變，因為大藝

術家在 17、18、19 世紀也並不是沒有。”（原文黑體；《德拉克洛瓦日記》431~432
頁）
13

“他們告訴人們怎樣既能達到美與和諧又不失描繪的正確性，據說他們甚至已經超

越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最負盛名的雕像的水平。”（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361
頁）
4

圖~2.1：喬凡尼·貝里尼、提香油畫〈諸神之宴〉1514~29

圖~2.1 中間放在草地上的是舶來品 — 明代著名的青花瓷，仙女
寧芙手持的是仿製品。14 250 年後，少年歌德之《少年維特之煩惱》
颳起文藝狂飆運動席捲 1770 年代的歐洲上流社會。在各國王公貴族的
宮殿客廳裡，“人們談論維特熱，中國人甚至生產維特瓷器銷往歐洲市
場。”15

14

畫高 170 釐米，寬 188 釐米。
（湖南省博物館編：
《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 — 13~16

世紀中國與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5 頁）
15

沃爾芙：《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51~52 頁。
5

2ăˬѺѐዛါሤ!
希臘羅馬令人日久生厭，
我們轉向中國智慧尋求靈感。
歐洲藝術過於冷靜平淡，
唯有中華古國品味超凡……16

16~19 世紀，西方列強用美洲白銀採購中國、印度、日本製造，
持續三百年貿易逆差經常超過 90％。17 遠東商品湧入《歐洲 18 世紀
中國熱》，最發達繁榮的法國最熱。18 瓷器、漆器、紡織（服裝）、
建築（裝修）、園林、傢俱（屏風）、雨傘、扇子、乘輿（肩輿、轎
子→轎車）、19 茶館、咖啡館、影戲、舞場、歌舞劇……。20 到了洛
16

James Caothorn 1756：《論品味》，昂納：《中國風》160 頁。

17

推薦王小強：《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大風網站。

18

許明龍：《歐洲 18 世紀中國熱》；柯蒂埃：《18 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

19

“約 17 世紀之初，東方可以關閉的大轎傳入歐洲。1644 年，《禮法》的作者曾經提

到它，稱它為‘最新的奇物’。莫里哀在他幾種喜劇中，特別是在 1659 年《可笑的女
才子》某段中，曾經提到。在這個世紀裡，專制主義盛行，階級壁壘森嚴，國王高拱
中央，所以作為遠東的嚴厲家長式的社會秩序象徵的大轎，因而盛極一時。甚至乘輿
之種種規定亦仿自中國。例如在維也納，規定不許轎夫接納‘病人、廁役、特別是猶
太人。’皇帝常坐特別華美的大轎。肩輿款式不同，顏色各別，乘者階級地位，一望
而知。在古老的紐倫堡，至 1861 年，當局始有乘輿令的頒佈。在那個時候，大部分的
乘輿自然已經堆在雜物房裡，廢棄不用；而在 18 世紀初年的記載中，曾經提到戲院及
教堂外肩輿相撞之事。肩輿一度極為流行。……稍晚，轎子加上車輪。由此，變為轎
車（Chaise）。轎車之從轎子演變而成，從它的質料和形式仍可推溯。……在日本慣於
在椅旁裝上輪子，用馬拖行；遠在此前荷蘭人便想仿製，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很容易
推論，法國的轎車是由日本馬車初次仿造成功的。”（利奇溫：《18 世紀中國與歐洲
文化的接觸》28~30 頁）
20

“首先是影戲戲劇，最初由德國採用，繼傳入法國，1767 年後，稱為影戲（Ombres
6

可可時代，中國元素無處不在，滿眼都是各種商品上裝飾的中國畫圖
案。
圖~2.2：巴黎雨果故居的中式客廳

資料來源：網上旅遊照片；程曾厚：《雨果和圓明園》20 頁。

Chinoises）。最初僅在某些沙龍中表演，但不久就成為通俗的娛樂。作為時髦中心的
巴黎，有一時期，有許多稱為‘中國’的社交場所。有一家‘中國咖啡館’，有兩位
穿中國衣服的女服務員，另有一個真正的中國僕人，招待接送客人。巴貝夫和他的朋
友以此地為大本營。第二家‘中國咖啡室’，也曾被人提到過。1761 年，在羅隆地方，
開設了一家‘中國舞場’（Redoute Chinoise），在場內可以看到中國的陳設和中國彩
燈，以及當時很普通的中國煙火。在當地的遊樂場所中，有一家叫 Jeu de bagne Chinoise，
也許就是現代遊樂場的先導。中國服裝的舞會，和化妝跳舞首先在巴黎、維也納出現，
後來又在其他宮廷舉行。這種娛樂，在 18 世紀中變得非常風行，最後全體人民都投入
其中。……在巴黎，這種娛樂不久傳至博覽會及遊藝場，設立了中國舞場，產生了中
國娛樂劇院（Théâtre des récréations de la Chine），中國的笑話甚至侵入到輕歌劇和喜
劇中。”（利奇溫：《18 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57~58 頁）
7

凡嵌鑲品、絲絹圖案、手繪及印花綢絹、瓷器及瓦器，以及當時
流行的花板（Panneaux decoratifs）都摹仿畫家，— 因此中國的風格，
隨處可以入目。……當時流行極廣的中國印版繪畫影響了法國各地方
的藝術學校。這種學校多替皇家用具設計圖案，到 18 世紀中葉洛可可
全盛時代特別興盛。21

不難想像，“中國傳入的顏色新材料，顯著地豐富了洛可可時代的調
色板。”22 中國傳入的畫筆新材料，顯著地豐富了歐洲油畫的筆觸。與此
同時，歐洲的科技進步大幅度修改了上帝的造物，畫戰艦、畫火車、畫建
築→畫山水→接受中國水墨畫，西方畫家足夠信心發揮想像寫意了。然
而，科技進步尚未修改人形。人是造物主按照自己形象造的，不可褻瀆。23
21

“胡桂爾（Jacques Gabriel Huquier，1695~1772）刊印有《六百瓶譜》、《中國花卉翎毛圖

彙》、《中國吉祥花瓶彙品》、
《中國圖案入門》、
《中國式燈罩縫紉法》。1735 年，弗萊斯
（Fraise）出了一本摹寫波斯、印度、中國及日本原作的《中國繪畫集》。部社（1703~1776）
又搜集胡桂爾所繪的中國人像、因格爾（Ingram）所繪的人像、阿凡林（Aveline）所繪
的四原素和中國人像及胡桂爾設計的繡幃圖案為一書出版。18 世紀中葉，培雷（Pellay）
又請胡桂爾做了一系列繪畫，命名為壁畫圖案及為愛好裝飾術者而做的想像畫，第 1 集；
約在這個時候，培盧泰也刊行了巴里悉（Pariset）所繪的中國花卉集，以及胡桂爾所做
象徵中國吉祥之品。約於 1755 年，匹爾芒又在倫敦出版一《中國裝飾新書》。……這
類書籍，不勝枚舉。”（利奇溫：《18 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45~46 頁）
22

“有一種豆科植物名梔子，可以生產一種特殊光亮的金黃色 — 洛可可的裝潢中用得

很多的一種顏色。又有一種叫做‘中國青’的顏色，是從中國某種棘樹的皮提煉出的，
它有一個可貴的特點，即使在人工光照之下仍能保持美麗的顏色。與它同類的又有一
種叫做 Lo-Kao 黃櫨；這種顏料，直到現在，歐洲已可以用里昂的 Charvin 方法自行製
煉。”（利奇溫：《18 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36 頁）再譬如所謂中國白，“一
種永固顏料，易於同其他顏色調和；卡薩涅認為它是水彩畫裡最好的白色。”（《梵
高書信全集·繪畫材料和技法術語》6 卷 111 頁）
23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
人，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聖經·創世記》1 章 26~27）
8

耶穌投胎人身的事實不容扭曲。文藝復興的教堂聖壇畫是給信徒頂禮膜
拜的，“觀看者如敬神般對待藝術作品，”24“耶穌之於上帝，就等於
圖像之於其原型。”25 人像神形，堅持寫真不動搖。— 不含海外殖民
地土著和《醜陋的中國人》。
懷托是使法國繪畫由巴洛克的作風解放出來的人。他認為畫的絕
對價值，在栩栩如生；它可以脫離所繪的對象，在畫面的美中有其獨
立的存在。普桑及路易 14 時代的畫家一般說都沒有達到這一點。……
中國的山水畫，也是植根於同樣的自然崇拜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精神
的相似，18 世紀的人並不自覺；這種共鳴，照例只有遠離當世的後一
代的人才能辨認得出。我們知道，當時的人們，已為中國畫的氣氛和
非常的帶有奇妙形式所陶醉，而心情嚮往。他們最初在瓷器中所發現
並深為喜愛的風致，在絲絹中所發現的使他們為之傾倒的絢麗多彩，
在中國畫裡又重新接觸到了。
但對於中國的人物畫法，他們找不出有可以取法的東西。在習於
古典派（即古希臘派）的人眼裡，對於像中國人那樣違反真實的畫法，
是不能容忍的。26
24

“而藝術則藉圖像啟示某種深意，圖像不再是簡單的複製，而是一個神的在場。”
（劉

旭光：《歐洲近代藝術精神的起源》197 頁）
25

耶穌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

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嗎？”（《聖經·約翰福音》14 章 9~10）幾個世紀道成肉
身的長期辯論，在天主教取得最終勝利。“既然天主之子趨向天主，我也應趨向天主
之子的圖像，帶著同樣的意願希望能像他一樣，與他認同。……天父通過兒子讓可憐
的明眼人看到了自己。”（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62~63 頁）
26

法國畫家懷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是洛可可時代的傑出代表。普桑

（Nicolas Poussin，1594~1665）代表巴洛克時代。李明說中國藝術，“他們的人物畫
都是畸形的。他們使外人發生輕蔑之心；外國人只通過這個媒介來認識中國人，因而
會推想實際生活中的中國人一定如畫中人那樣的怪誕可笑。”（利奇溫：《18 世紀中
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40~42 頁）
9

無論如何，東方色彩對西方油畫影響至深。德拉克洛瓦日記“東方
人一貫富於色彩鑒賞力，在這方面，無論是希臘人或羅馬人，似乎都還
未達到這樣的水平，這從遺存的繪畫作品可以看出。”27 馬蒂斯筆記
“人們給安格爾起了個外號，叫做‘錯生在巴黎的中國人’是有某些根
據的，因為他第一個運用了明朗的色彩，以此來防止失真。”28
圖~2.3：祖國漢墓出土的帛畫，兩千年前的顏色

註：1972 年，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公元前約 168 年的帛畫，長 205 釐米、頂端寬 92 釐米、
末端寬 47.7 釐米。“證明朱砂顏料的色澤可歷經兩千多年而不變。”29

27

“梅格雷對我們說，在調配耐久色彩這一點上，我們的本事簡直不能和中國人相

比；”（《德拉克洛瓦日記》105、108 頁）
28

“長期以來，色彩不過是素描的補充。拉斐爾、曼特尼亞、丟勒也同文藝復興時期的其

他畫家一樣，先是藉助素描作畫，然後才上色。相反地，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前的畫家，
特別是東方的畫家，把色彩作為一種表達的手段來運用。”（馬蒂斯：《畫家筆記》95 頁）
29

仇慶年：《傳統中國畫顏料的研究》3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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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文藝復興時代，繪畫橫搶雕塑生意

註：左圖是烏切洛 1436 年畫在佛羅倫薩的百花聖母教堂的濕壁畫〈約翰·霍克伍德爵士
葬禮紀念碑〉，高約八米。爵士 1394 年去世，42 年過去，有說法是不夠錢建造紀念碑，畫
了一個。瓦薩里說“此畫至今仍被認為是這類圖畫中的佼佼者。”30 右圖是 20 年後，卡斯
泰諾在左側，挨著又畫一幅省錢的濕壁畫“大理石紀念碑”又一位軍事首長，相映成趣。31

1839 年，風景畫家發明可攜式木箱照相機。
“儘管一開始照片仍屬於
富裕階層的享受。然而，攝影術經過 25 年左右的發展，藝術家受到了很
大的衝擊。”32 1855~61 年，倫敦照相館從 66 所猛增至兩百多，那時大部
30

保羅·烏切洛（Paolo Uccèllo，1397~1475）的代表作是〈聖羅馬諾戰役〉。（瓦薩

里：《著名畫家、雕塑家、建築家傳》32~33 頁）
31

1377 年，城邦聯軍對抗流亡教廷，僱傭軍首領（英國騎士）霍克伍德開始為佛羅倫

薩服務=高薪+公民+爵士，去世“更獲得國葬禮遇。”1436 年，烏切洛畫百花聖母教
堂（Santa Maria del Fiore）這幅 Funerary Monument to Sir John Hawkwood。（李：《文
藝復興並不美》287~289 頁）1456 年，安德烈·德·卡斯泰諾（Andrea del Castagno）
再畫 Monument to Niccolo da Tolentino。
32

霍克尼：《隱秘的知識》185 頁。
11

分人“除了照鏡子，從來沒有看過自己。”33 相片物美價廉，黑白照片上
色繪製油畫肖像。“攝影術導致了微型肖像畫家這一偉大行業的滅亡。”34
文藝復興，繪畫興起，橫搶雕塑生意。35 工業革命，攝影發明，橫搶繪畫
生意。新潮繪畫性“美術攝影”風起雲湧。36 1844~46 年，畫家攝影畫冊
《自然的畫筆》大暢銷。37 1857 年，曼徹斯特藝術珍品展，眾多人物化
妝佈景的豪華畫面引起轟動。多幅底片拼貼成《攝影畫》風靡一時。38
攝影從人物、風景撲向宗教、歷史的繪畫題材，攝影棚擺拍古代名畫。39
33
34

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22、43 頁。
“這種情況的發生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原因，早期的照片在藝術上也優於微型肖像。”

（本雅明：《巴黎，19 世紀的首都》9 頁）“18 世紀晚期，縮放儀的出現使肖像畫開
始得到某種程度的機械複製，隨後用大革命時期大行其道的刻畫側面的鐫刻機 — 可
以剪出剪影，後來手工的、快速的細密肖像畫一直盛行至 1850 年。當時屬於作坊式的，
還不是機械化廣泛應用。”（原文楷體；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39 頁）
“在文藝復興時代，繪畫和雕塑幾乎融而為一，”（《德拉克洛瓦日記》501 頁）“早

35

期興起的藝術從業者們 — 從事鑲嵌畫、貴重金屬和大理石製作的工人 — 發現越來
越難跟畫家抗衡，後者從前者的藝術中學習到很多技能，但工作速度更快，運用的材
料更便宜。從 13 世紀以後，畫家們所提供的裝飾和佈置的整個系統經歷著巨大的多樣
化過程。……因為繪畫無比廉價，遠勝城牆或教堂的造價，也比其他多數裝飾形式要
便宜。”（克姆佩斯：《繪畫、權力與贊助機制》270~273 頁）
36

“所謂‘美術攝影’，最早從事這樣工作的是 1845 年梅約爾拍攝的 10 張銀版法連續

照，後來被採用為《主的祈禱》一書的插圖。……1855 年，水彩畫家普萊斯（William
Lake Price，1810~96）發表了〈堂吉訶德〉以及其他騎士的集錦照，這些作品都是模
仿皇家學院院士卡塔摩爾的畫風。這件事不僅驚倒了繪畫界和攝影界，而且連皇家美
術學院和攝影協會主管伊斯特勒克（Eastlake，1793~1865）爵士都讚歎不已。這些作
品成了一種新風潮的先驅，（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61 頁）
37

“由於希爾精通繪畫，所以，他的構圖開朗而簡樸。”（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21 頁）

3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魯濱遜（Robertson，1830~1901）出版了一部很有名的攝影書，

這就是他那本《攝影畫》。這部書當時極為風行，”（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63~164 頁）
39

“耶穌的磔刑和屍體下放以及埋葬等等情景，都成了攝影的題材，”（曾恩波：《世

界攝影史》186 頁）
12

藝術照片闖入畫展。1859 年，巴黎沙龍舉辦首次攝影展。40 1899 年，德
國皇家美術院舉辦美術攝影展“就像把教會開放給科學家聚會一樣。”41
1893 年，倫敦舉辦畫意攝影展。42 攝影+印刷=“明信片早已承載風景
畫，1900 年之後，風景畫要與攝影作品抗衡，有點徒勞無益了。”43“當
時的攝影家，可以說千篇一律模擬畫家，”模擬特定畫家的畫作，直接拍
照畫中人物，對比看誰更逼真！44“柯達對圖像的影響堪比路德對文字的
影響：1888 年的口號為‘按下按鈕吧，剩下的我們來管。’”45 想當米
開朗基羅的蕭伯納繪畫不成轉攝影後大言：“每年所有的美術品，主題
選擇和表現幾乎都可委諸攝影。”46 而且，漫畫家納達爾乘熱氣球拍攝
40
41

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38 頁。
“漢堡美術館長利希特瓦克（Lichtwak，1852~1914）在 1893 年及其以後的十年間，

為了攝影而開放了美術館的門戶。這件事，在最初使一般人感到極端驚訝，因為這就
像把教會開放給科學家聚會一樣。利氏正式接受攝影亦如他所明確表示的，理由是通
過攝影可以復興繪畫。……畫家們，在 1898 和 1902 年的展覽年代裡，允許了新藝術
派的攝影家們參加。因此 1899 年柏林的第一次美術攝影展覽竟在皇家美術學院舉辦。”
（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78~180 頁）
42

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130 頁。

43

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175 頁。

“他們累次模仿特定畫家的作品，例如他們有時就拍攝一個跳芭蕾的少女，這就酷似

44

杜曼和狄加的作品了。諾特曼夫人（Nothmann）那幀題為〈在庭院〉的作品裡，竟出
現畫家魯諾瓦爾所畫的人物。”（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78、172 頁）
45
46

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40 頁。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曾寫信葛倫顯（Helmut Gernsheim）說：

‘我最初就不想成為莎士比亞那樣，而是想要當一個像米開朗基羅那樣的畫家，可惜就
是沒有畫出能使我滿意的畫。’蕭伯納在看到攝影機以後就認為這可以作為畫筆的代用
品，因此 1898 年他就開始了。……蕭伯納用他第一流的表現，一邊來嘗試確定‘繪畫已
經滅亡’的德拉羅什學說，……事實上學院派的繪畫，在承認攝影的現實價值時，以及
攝影的模仿繪畫效果而拋棄現實主義時，墮落就開始了。”（曾恩波：《世界攝影史》
182~186、178 頁）保羅·德拉羅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1797~1859）是法國著名
學院派畫家，他的學生包括米勒。
13

巴黎的照片搶購一空，繪畫目瞪口呆。47 法國科學院開會討論攝影技術
進步。“當時身居高位的戰事大場面畫家德拉羅什走出會議時，大聲感
歎道：‘自今日始，繪畫已經衰亡。’”48
圖~2.5：繪畫轉行的雷蘭德照片〈兩種生活方式〉1857

註：他用 30 多張底片拼接成高 41 釐米、長 76 釐米的畫面，構圖明顯模仿拉斐爾〈雅
典學院〉，中間父子二人在選擇，左側奢靡享樂、右側知識智慧的生活方式。49“1857
年參加了曼徹斯特重要美術品展覽會。照片能夠在展覽會里與繪畫和雕刻平起平坐，
還是以這一次為嚆矢。……維多利亞女王對〈兩種生活方式〉這幅作品所象徵的精神
評價極高，於是就把這張照片給阿巴特公爵買下來。”50
47

“1856 年當攝影家納達爾（Nadar，1820~1910）帶著相機，登上熱氣球時，他用達

蓋爾銀版法拍攝的照片，不僅被公眾一搶而光，而且還為杜米埃以友好而諷刺的精神
加以紀念。”（休斯：《新藝術的震撼》14~15 頁）
“1839 年 8 月 18 日不是一個普通的日子，而是一個轉折點。從此開始了造型藝術邁

48

向視覺工業漫長的過渡期。那天，阿拉戈（Arago）代表法國以及法蘭西學院，公佈發明
了‘研究大自然的新工具’。會議在科學院而不在美術學院舉行，阿拉戈作為學者主持
會議，首先向同行們講話。在他眼中，該技藝不過是個工具，是科學研究中的附屬工具，
供天文學家、植物學家和考古學家應用。”（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38~239 頁）
49

英國人雷蘭德（Oscar Guste Reilander，1813~75）1853 年 40 歲轉行攝影。（蘭福德：

《世界攝影史話》125~130 頁）
“投身於攝影這種新藝術的雷蘭德，在這一次展覽會獲得了如此成功之後，就認為從

50

14

攝影師都屬於先鋒派，
……從新的技術和社會現實來看，
隨著繪畫和
圖解信息中的主觀成分越來越受到質疑，攝影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大了。
1855 年的世界博覽會第一次設置了專門的“攝影”展廳。同一年，
威爾茨發表了論述攝影的精彩文章。他給它確定的任務是對繪畫進行
這些啓蒙。51
當時，只有富翁才買得起昂貴的繪畫。當達蓋爾式攝影法公佈後，
畫家們都深深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威脅。52

危機，有危始有機。在梵高眼裡，“德拉羅什那一派畫家的秘密就
是 — 平庸。”53 印象派崛起具有繪畫新生的偉大意義。54 低地國家，
風疾雲重，強烈陽光猶如集簇探照燈，穿透陰霾。畫家近水樓臺，倫勃
朗用光取悅先富起來。55 1841 年，畫家技術革新鉛管擠出顏料，印象
派得以走出畫室，用自然光描繪大自然色彩斑斕。56 花園裡群芳爭艷，
此攝影家可以和畫家立於平等地位從事活動，因為攝影這種藝術已經獲得社會廣大群
眾的讚賞。”（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62 頁）
51
52

本雅明：《巴黎，19 世紀的首都》10~11 頁。
“德拉羅什感慨地說：‘從此，繪畫完蛋了！’”（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8 頁）

“曾經於 1822 年發明了透視畫的畫家和戲劇佈景師達蓋爾（Daguerre）製作了金屬上
的單一相片，又稱達蓋爾照相法，而大家都認為，就是這種照相法將西方圖像帶入新
的機械時代。（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38 頁）
53
54

致提奧 1886 年 1 月 2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335 頁 551 號。
“與此同時，想告訴你我堅信我們正確地判斷到了印象派運動產生偉大的作品是大勢

所趨，它不是一個僅僅局限於視覺實驗的流派。那麼，與此相似，那些畫歷史油畫的
畫家，或者至少曾經畫過的畫家，儘管他們當中有一些像德拉羅什和德洛爾那樣很糟
糕的例子，但也有像德拉克洛瓦和梅索尼埃那樣的個中翹楚，難道不是嗎？”（致提
奧 1888 年 10 月 21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07 頁 709 號）
55
56

倫勃朗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69。
“直到 1841 年，一位時尚的美國肖像畫家蘭德（John Goffe Rand）設計了世界上第

一個易擠壓的顏料管 — 他用錫做管子，用鉗子封上口。後來他又做了些改進，並申
15

森林、草原、池塘、小河、大海，日照光線變幻的風景層出疊見 — 那
裡經常普通人。烈日炫目，光明影暗，模糊輪廓→繪畫製圖主觀印象，
強化感覺逼真客觀。57
圖~2.6：莫奈〈印象·日出〉1872 和〈在花園的家人〉1875

註：左圖參加 1874 年首屆印象派畫展。
“一位批評家覺得這個標題非常可笑，就把這一
派藝術家叫做‘印象主義者’。他想用這個名稱去表示這些畫家不依賴可靠的知識，竟
然以為瞬間的印象就足以成為一幅畫。這個名稱一直叫下去，很快忘記了它的嘲弄含義，
正如‘哥特式’、‘巴洛克’或‘手法主義’之類名稱的貶義現在已被忘記一樣。過了一
個時期，這批朋友們自己也接受了印象主義的名稱，從此以後他們一直以此為名。”58
請了專利，於是歐美畫家們便開始享受到可攜帶的油畫顏料盒的好處。雷諾阿曾經對
他的兒子說，如果沒有管裝的油畫顏料，‘就不會有塞尚、莫奈、西斯萊和畢加索；不會
有任何被後世的記者們稱之為印象主義的東西了。’”（芬利：《顏色的故事》21 頁）
57

“否認寫實主義的客觀性，他們從真實中選擇了一個元素 — 光，去解釋全部自

然。……對於特定一刹那中的風景所呈現的有色光的審慎觀察，使他們放棄傳統的陰
影而採取鮮明燦爛的顏色。這也使他們不顧固有色，以全體氣氛效果來代替固有色的
抽象觀念。接著用可以看出來的筆觸來塗顏色，他們能夠把事物的輪廓弄得模糊一些，
並使它們和周圍環境互相融合起來。這個方法進一步容許把一種色彩導入另一色區，
而不致使它貶質或消失，從而豐富了色彩效果。但最重要的是，那許多顯明筆觸和筆
觸之間的對比，有助於表現或暗示光的活躍和閃爍，並以某種程度再現在畫布上。而
且，這種筆觸靈活的技法，似乎頂宜於他們努力保持瞬息萬變的現象。”（雷華德：
《印象畫派史》219 頁）
58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19 頁。莫奈 Oscar-Claude Monet，184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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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攝影發展成為藝術形式，使印象派畫家更注重於色彩的運用。
事實上，畫家們之所以更趨向於個人表現而不趨向現實主義，可能是
由於他們要與攝影保持更大距離的緣故。59

印象派注重顏色，堪稱回應黑白照片的本能反應。油畫歷來注重光
的物理性能。60《達芬奇筆記》反復強調空氣並非虛空，鏡子照鏡子對
影無窮，所有物體不同程度反射光線，各種影像充滿大氣，“柔焦”+
“暈塗法”=〈聖母子〉又〈蒙娜麗莎〉。61“他用畫筆甚至手指將這
些輪廓線塗抹掉，使邊界模糊不清，以達到更加真實的視覺效果。”62
每一個可視的物體都被光和影圍繞。
所有物體在一起（以及各自）向周圍大氣發散無窮無盡的影像，
它們無所不在、無不完整。每一個影像都傳達出原物體的性質、顏色
和形狀。……物體無窮無盡的影像充滿大氣。所有的物體都會表現出
來，無論是整體還是單個物體。……每一個物體都把自己的影響發散
至各處，由此我們才能看見物體自身。反之：每一個物體也可以接收
它面前物體發出的所有影像。……任何不透明物體的表面都受其周圍
物體反射的顏色影響。但是，根據周圍物體遠近和發射顏色強弱不同，
這種影響或大或小。
沒有光和影，我們就不能看見任何物體，而光和影是由光線造成
的。……太陽通過每一條光線把自己的影像傳播至各個物體之上。……
59

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140~141 頁。

“如果要問繪畫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種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一般事物要變成可以

60

眼見的，都要靠光。”（原文黑體；黑格爾：《美學》3 卷 234 頁）
“其柔和的塑造手法在現代攝影師看來完全可以稱之為‘柔焦’（soft focus）。而這

61

種柔和的塑造技法是幾年前由達芬奇創始的。”（霍克尼：《隱秘的知識》136 頁）
62

“簡單說來，暈染法就是消除輪廓線的一種畫法。”（姜松：《博物館裡的巔峰對決》

47~48 頁）
17

每一個物體可以用自身的影像充滿其周圍的大氣，而這一部分大氣同
時也能夠接收位於其中的無數其他物體的影像。
物體的邊界完全不重要。因為那只是一個面，它既不屬於物體之
內，也不屬於物體之外，而是連接物體與外界之間的媒介。要注意，
物體的側面邊界只是該物體的輪廓，該線條的寬度是不可見的。因此，
畫家不要在物體邊緣畫上清晰、濃重的線條，尤其是在你描繪需要縮
小比例的遠距離實物的時候。因為從遠處望去，這些物體的外部輪廓
和內部特徵變得模糊。
所有顏色被置於陰影中的時候，它們都呈現同等程度的黑暗色彩。
當被置於充足的光線之中，則顯出真實的本色。……光線越亮，這些
顏色也就越亮。……故而，畫家啊，記住要在明亮光線之中展現顏色
的真實本質。63

詳述一般道理後，達芬奇《筆記·光和影》進一步具體分析 21 類
32 種不同光和影及其反射。除了壁畫不能走出畫室，該有的認識都有
了。所以，羅斯科把達芬奇以降五百年的光影畫法統稱印象主義，出
類拔萃者是倫勃朗。64 所以，巴爾扎克《不為人知的傑作》— 並非虛
63

筆者黑體加重；蘇編：《達芬奇筆記》78、17、100~102 頁。“請畫素描，但是，

包圍東西的正是反射，借由全體反射，光就是包圍東西。”（致貝爾納 1905 年《塞尚藝
術書簡》281 頁 216 號）
64

“達芬奇所發現的這條線索，就是關於光的主觀特性。簡言之，他通過這種通常零散

地運用於各個形狀之中的方式，引入了一種能夠構成可塑浪漫主義的可塑性元素。這
種可塑性的設計在未來的五個世紀中，成為主觀特性進行表達的基礎所在。光線印象
派畫家通過可塑性的方法，使得進一步將空間向後退成為可能，並且將感觸給予了中
間大氣層的部分。我們必須在此指出這一點，那就是這種方法的發展確實是一種新技
術發展的產物。達芬奇自己在偉大的佛羅倫蕯畫派畫家中開始用油畫進行實驗，而這
是一種新媒介，可以呈現形狀在從光明過渡到黑暗時所表現出的千差萬別的變化，從
而讓整個氣氛環境充滿觸感，並且在那些大氣可及的地方引入一種朦朧感或煙霧。……
我們可以把這種由於光線的可塑性應用而形成的新型團結統一稱為‘印象主義’。”畫
18

構 — 把達芬奇筆記文學成畫壇的《葵花寶典》：自然沒有輪廓線。65
在一切都是飽滿充實的自然界中，是沒有線條的：……先畫最明
亮的突出部分，然後再畫最暗的部分，這樣更好。宇宙的神聖畫家 —
太陽不就是這樣做的嗎？66

向太陽學習，和學院派對著幹，畢沙羅、莫奈、西斯萊、雷諾阿走
出畫室，艱苦奮鬥 20 年，好不容易站穩了腳跟，彩色照相、鎂光燈、
塗布相紙、盒式照相機、便攜膠捲接踵而來。67 從照相館裡肖像照的
“倫勃朗光”開始，68“畫意攝影”追過來印象，變換不同焦距、景深
的鏡頭和光圈，補光、遮光、過度或不足或多次曝光，變換顯影液、顯
家藉助光影表現情緒或多愁善感。“倫勃朗確實在這一點上做得很成功：在普遍的情
感主義層面上放大了人類的感傷。而且他通過了印象主義這種方法來實現了這一點。”
（羅斯科：《藝術家的真實》72~77 頁）
65

多拉推薦畢加索搬進的巴黎大畫室，“就連這座 17 世紀的房子也頗有歷史淵源：它曾經

是薩瓦爾公爵的世襲宅邸（Hôteldes Ducs de Savoie）
，也一度被巴勞爾（Jean-Louis Barrault）
用來當排練廳，並且還被巴爾扎克拿到《不為人知的傑作》Chef-d'Oeuvre Inconnu 中當
背景，”（哈芬頓：《畢加索》212 頁）吉洛來訪，畢加索介紹：“你們下樓時走過的樓
梯，正是巴爾扎克《不為人知的傑作》中那位年輕畫家上樓去看望普桑的朋友老普爾比
斯時走過的樓梯。此人喜歡在同一張畫布上反復作畫從而使畫面變得無法辨識。”（吉
洛、萊克：《情侶筆下的畢加索》6 頁）普爾比斯（1594~1665）是法國著名畫家。
66

巴爾扎克把提香稱為光線之王。“人們是按照模型繪畫，也就是說，把事物從它們

存在的環境中分離出來，只有光的分佈映射才能顯出身體的外形！”（《巴爾扎克短
篇小說精選·不為人知的傑作》179~180 頁）
67

1861 年物理學家詹姆斯·麥克斯韋發明第一張彩色照片，1887 年發明鎂光燈，1888

年美國柯達公司生產膠捲。鎂光閃亮的覆蓋範圍，照相可以拍攝眼睛看不清的景象。
“詩人、哲學家、學者夏爾·克羅則在 1888 年完成了錄音器與彩色照片的發明。”（雷
華德：《後印象派繪畫史》上冊 165 頁）1885 塗布相紙，1888 年柯達盒式照相機。（休
斯：《新藝術的震撼》15 頁）
68

斜側上方照射三分之一左右的“倫勃朗光”成為攝影肖像照的燈光術語。
19

影時間、相紙和感光材料，生成豐富多彩的特效畫面。1889 年，倫敦
舉辦法國印象派畫展；1890 年，攝影家舉辦印象主義攝影展。“接著
又先後舉辦了同類的展覽會：1892 年在維也納，1893 年在漢堡，1894
年在巴黎，1899 年在柏林。”69 攝影⇋繪畫，比、學、趕、幫、超。攝影
比誰照得像繪畫，看不出是照片；繪畫比誰畫得像照片，看不出是繪畫。
無論攝影追繪畫，還是繪畫學攝影，繪畫再逼真，比不過攝影。學院派
大師梅索尼埃隨軍出征，一絲不苟~惟妙惟肖，批評家批評“不過是彩
色照片”。70 攝影圍追堵截繪畫，馬奈+莫奈=無奈。想當年（1874）
印象派首次畫展免費借用納達爾（暢銷熱氣球照片）的舊攝影棚 — 更
新換代之間，閒著也是閒著，71 難道已經預示了繪畫突圍翻跟斗，不
過在彌勒佛掌心尿泡尿？72

69

魯濱遜“他舉辦了印象主義攝影的首次展覽，展出作品中有一幅是〈蔥田〉，由於

軟焦點和布紋洗相紙的作品使畫面看起來模糊不清。不久，為了強化印象主義的效果，
雖然有增加軟調消滅畫面平板中間調的意見，不過卻遭到堅守技術本位傳統派的強烈
反對。”造成了攝影家協會分裂。堅持繪畫性攝影的攝影家組成“連鎖集團”
（the Linked
Ring Group）並年度展覽會“倫敦沙龍”，成員遍佈法國、意大利、美國。（曾恩波：
《世界攝影史》171~172 頁）
70

1873 年，批評家卡斯塔納里如是說。（馬蕭：《印象派的敵人》110、286~287 頁）馬德

里美術學院教授何塞·莫連諾·卡爾波涅羅（1860~1942）擅長肖像畫。“卡爾波涅羅的
眼睛很厲害，像照相機一樣準確，足以同梅索尼埃媲美，這是非常罕見的本事。”（達利：
《我的秘密生活》66 頁）梅索尼埃“精雕細琢的畫布代表一切，都不是現代的：講究精確，
而非攝影式的逼真，油彩平滑如舔，仿佛澡堂的瓷磚。”（休斯：《新藝術的震撼》301 頁）
“他們找到了攝影家納達爾剛剛騰出來的幾間工作室，據莫奈說，納達爾免費借給他

71

們用。”（雷華德：《印象畫派史》206 頁）
“就像年輕的納達爾是安格爾唯一信得過的攝影師一樣，每當他需要獲得某人的逼真

72

相片時，他就介紹那人到納達爾那兒去拍。納達爾的相片拍得那麼逼真，憑著這些照
片，安格爾就可以創作出最令人敬仰的肖像畫，根本不需要真人在場。
“（尤因·德·米
里克 1855，霍克尼：《隱秘的知識》257 頁）安格爾是學院派祖師爺。
20

圖~2.7：當代照片像油畫和油畫像照片

註：左圖是攝影師喬恩·保羅的照片，右圖是女畫家 Christiane Vleugels 的油畫。

在 1880~90 年代，許多在重要藝術展覽中展出的作品，與彩色照
片十分相似。很明顯，這些作品是從照片抄襲來的，而不是直接從自
然界描繪的。有些藝術攝影家極力使自己的作品不那麼像用攝影機拍
攝的照片，而像是當時流行的繪畫。這種情況和上面說的恰恰相反，
豈不怪哉！73
在 1894~1907 年間，流行鎳化銀洗法，和在顏料裡混入重鎔酸膠
洗相紙法。這種橡膠洗相法一經使用，就喪失了攝影特有的真實效果。
破壞細節，變化明暗度，再經由畫筆、橡皮、鉛筆等細工的雕琢，就
更喪失了攝影所應具有的外觀，看起來一如繪畫一般。特別是在表面
粗糙的畫布上，如果事先用來拍攝成底片，那麼就會有很好的效果產
生。此外若是使用粗面畫紙和顏料，就會完成宛如用水彩畫或木炭畫
73

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68~70 頁。
21

一般的照片。當時的業餘攝影家們有一句非常動聽的口號就是“要使
作品看起來完全不像照片，”宛如一幅用畫筆畫成的繪畫作品。74

圖~2.7 揭示的道理顯而易見：堅持寫實逼真的傳統不動搖，繪畫不
留筆痕，攝影足以取而代之。
那些還在靠複製現實立足的畫師把這項新技術看成一種嚴重的威
脅。人類雙手的準確度怎麼能趕得上光子投影呢？據說，英國浪漫主
義風景畫家特納在聽聞達蓋爾銀版照相法之後說了這樣一句話 — 他
很慶幸自己出生尚早，得以輝煌過一時，因為繪畫的時代已經過去。75

4ăО෪ࠁ၆ᛷᇆᄲ̙ĉ!
便於攜帶的照相機和快拍的出現跟印象主義繪畫的興起都在同一
年代。照相機幫助人們發現了偶然的景象和意外的角度富有魅力，而
攝影術的發展必然要把藝術家沿著他們探索和實驗的道路推向前方：
機械能幹得更出色、更便宜的工作，毫無必要再讓畫家去做。……於
是藝術家就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不得不去探索攝影術無法仿效的領
域。事實上，如果沒有這項發明的衝擊，現代藝術就很難變成如今這
個樣子。76
從 1860 年代開始，現代藝術已經有意識地將自己視為後攝影藝
術，一直都在尋求某種不同的依據，希望以此為繪畫樹立新的形象，

74

鎳化銀洗法 bromoil。（曾恩波：《世界攝影史》172 頁）

75

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學家》124 頁。特納（J. M. W. Turner，1775~1851）是

英國著名風景畫家，凸顯光線和大氣，有評論視為印象派先驅。“莫奈瞭解特納的作
品，普法戰爭期間他住在倫敦，見過特納的畫。特納堅定了他的信念，使他相信光線
和空氣的神奇效果比一幅畫的題材更重要。”（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20 頁）
76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24~525 頁。
22

擺脫傳統上認為繪畫就是模仿世界的看法。77

印象派戶外追光，反對學院派畫室寫真≠自覺對攝影說不。
頂尖藝術家辛苦繪畫，畫不好畫的取巧捷徑藝術攝影。78 波德萊
爾忿忿不平繪畫藝術生死存亡。萊勒論斷印象派畫家年輕氣盛“決定反
抗。……並不是所有藝術家都相信照相機能獲得毋庸置疑的勝利。”
他對 1859 年一場攝影展的評論中，他就曾圈點過這一新媒體的局

限之處。他認為，這種精確是靠不住的，只不過是對實際事物的一種
偽造和虛擬而已。攝影師甚至是一些物質主義者。只有在傳統繪畫藝
術面臨生死存亡這一重大問題時，波德萊爾才對攝影如此斷言。79
波德萊爾的作品和馬奈極具挑釁性的寫實主義繪畫手法激發了一
群形形色色的法國青年畫家，他們決定反抗。這些青年畫家們認為，
相機其實是滿口謊言，它的準確性也是虛假的。……這些反抗者統稱
自己為印象派。就像相機膠片一樣，他們的慣用語是“光”。印象派
意識到，光既是一個點，也是一抹模糊的光斑。如果相機捕獲的是光
點，那麼印象派再現的則是模糊的光斑。……正如波德萊爾所期待的
那樣，他們畫出了照相機因力不從心而遺漏的東西。80
77

西蒙·沙瑪：考克斯《畢加索說·序》1 頁。

78

畢加索說“牙科醫生和攝影師從不滿意他們的工作；所有的牙醫都想成為醫生，而

所有的攝影師都想成為畫家。布拉薩畫得很好，曼雷也是不錯的畫家，多拉也不例外，
但作為攝影師的多拉還想成為畫家。”1945 年春天，多拉舉行畫展。（吉洛、萊克：
《情侶筆下的畢加索》68~69 頁）
“在波德萊爾浪漫主義的視野中，攝影的真正職責是‘為科學和藝術服務，並且是謙

79

恭的僕人，就好像印刷或速記一樣，既不能創造文學也不能為文學做補充……如果允
許攝影侵入想像的疆域，侵入任何完全以構建人類靈魂為己任的領域，那麼情況對我
們來說就更糟了。’波德萊爾希望現代藝術家們描繪出攝影無能為力的一切 —‘短暫
性、飛逝性、偶然性’。”（筆者黑體加重；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學家》124 頁）
80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現實並不是由靜態的畫面構成的。相機使時間靜止了，但時
23

印象派畫波浪，畫雲彩，畫霧霾，大塊油彩，模糊一片，不過“照
相機因力不從心而遺漏的東西。”光點、光斑。個兒小清晰光點，大片
混沌光斑；光點讓給攝影，繪畫專攻光斑；自作多情分工，退避三舍而
已 — 修拉創建新印象派的點彩畫法往哪兒塞？隨著攝影技術持續進
步，足以操作的“光點”越整越大，大勢所趨留給繪畫的“光斑”越畫
越少？— 想要模糊效果，“只消換一下焦距，就得不同的相似，超乎
想像的連結，還是真實的。”81
何況，說他們“決定反抗”攝影，“印象”這面旗幟就經不住推敲。
畫家用眼睛把風景或人物印在腦海裡再手繪成像，攝影家用眼睛通過鏡
頭快門曝光膠片~相紙感光印而成相，並行不悖一個方向。“就像相機
膠片一樣，他們的慣用語是‘光’。”82 畫家繪畫追光，攝影家照相
全靠曝光~感光，頂光、遠光、近光、逆光、補光、濾光、佈光，嚴防
死守跑光、漏光、曝光不足或過度曝光。離開光，談不上攝影。鎂光燈
閃亮距離以外，看得見，光線不足也照不上。莫奈畫《草垛》系列，半
夜雞叫，一字排開幾個畫架，太陽昇起，跟著光線移動跑著畫出 15 種
不同景色，83“光線一改變，馬上轉移到另外一幅畫上。”84 畫《教堂》
間是不會停下腳步的。照相機的看家本領是對準焦距，把每個事物都拍得很清楚，可是
任何事情其實都不是能夠準確對焦、完全清晰的。因為我們的眼睛不是鏡頭，大腦也不是
機器。……他們想要在繪畫作品中捕獲時間的腳步，向世人展示一堆稻草垛是如何隨著
午後的光影變化而魔幻般‘變臉’的，駛離聖拉扎爾車站（Gare Saint-Lazare）火車汽笛
上的煙霧是如何氤氳騰起、消失不見的。”
（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學家》124~125 頁）
81
82

達利：《是》14~15 頁。
“印象主義，作為一個繪畫體系或運動和不受個別感覺的束縛，完全基於一種視覺的

發現 — 有顏色的光之分析及其分解成為純粹的成分。基於這個道理，印象主義本質
上是關心描繪大氣 —‘發光的王國’和由此而來的轉瞬即逝的效果。”（皮埃爾·戈
代 1911：〈梵高與印象主義〉，奧夫沙羅夫：《梵高論》87 頁）
83

“在 1891 年，莫奈展出了他的第一個繪畫系列：一組乾草堆的 15 種景色。……莫奈
24

印象一天早晚光線變換，畫《睡蓮》“連作”記錄一年四季開花結果。
斯通《渴望風流》說“他不是在畫風景，而是在畫光的跳動。”85 達
芬奇《筆記》說“畫家的大腦應當像一面鏡子，總是能夠捕捉到物體反
射的色彩，並且全面攝取它面前各種物體的影像。”86 馬蒂斯《畫家
筆記》說“‘印象派’這個詞最好不過地適合於他們的手法，因為他們
是表達刹那間的印象；”87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16 版說“印象主義
用‘快照’捕捉瞬間的景象，”88 和攝影抓拍瞬間鏡頭不是一個邏輯？
19 世紀中葉，科學家把照相機和人眼進行比較，發現它們之間有
許多類似的地方：晶狀體就如照相機的鏡頭，視網膜就像是照相底片。
外界的光線通過晶狀體匯聚在視網膜上成像，通過視神經傳遞到大腦，
想展示 15 種光線無限變幻的效果，這可以是在一天不同的時候，在不同的天氣下，根
據一種主題畫出來。”（休斯：《新藝術的震撼》153 頁）
84

“他會隨身帶著自己的顏料，幾個畫架和部分完成的油畫，這通常需要一個家人的幫

助或獨輪手推車的輔助。那種瞬間一過去，莫奈就開始進行與眼前的景色相似的畫作，
光線一改變，馬上轉移到另外一幅畫上。按照這種方式，他可能在單一的時間段裡簡
潔地開始一打或更多的油畫，每一系列中，莫奈也描繪了貫穿所有季節的主題，記錄
了一個單獨的乾草堆後秋季落日的光亮、冰雪覆蓋田野的冰冷陰影和早春的翠綠與粉
紅。幾個月過去了，油畫的數量增多，莫奈在工作室裡有一個豐富的自然氛圍一覽表，
也詳細記載了他的感知歷程。”（《莫奈藝術書簡》189 頁）
85

斯通：《渴望風流》373 頁。

“如果你想要檢驗自己的繪畫與實物是否完全符合，你可以拿一面鏡子，自己觀察實

86

際物體在鏡子中反射的鏡像，並與你的繪畫加以研究比較，看兩者是否如預期般對應。”
（蘇編：《達芬奇筆記》14 頁）
“但是，這個詞不適合作為對某些比較後期畫家的鑒定，因為他們不信任最初的印象，

87

認為它是錯誤的。”（馬蒂斯：《畫家筆記》22 頁）
88

“結果是一片凌亂的輝煌色彩，引起了不舒服的感覺；於是，就導致了對秩序、結構

和圖案的熱切追求，它激勵了那些強調‘裝飾性’簡化的新藝術運動的插圖畫家，猶
如當年激勵了修拉和塞尚之類的藝術大師一樣。”（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70 頁）
25

於是人就看到了“外界物體”。照相膠片的表面是溴化銀與明膠製成
的感光乳劑顆粒，而在人眼中，則是有視錐細胞和視桿細胞組成的人
眼視網膜。89
印象主義的“視覺”是現實主義的精髓：它代表了時間上一個給
定時刻的一件事物，一個根據定義來講，是短暫易逝的光與色的效果。
如果理想的話，印象主義的風景畫畫下來的時間，應該跟看的時間同
樣長。除了藝術家眼睛的敏銳和他的畫筆具有的感官效率，能將圖案
迅速地鋪遍畫布之外，印象主義並沒有任何統領一切的系統。90

1858 年，畢沙羅（28 歲）參加沙龍展得 A — 印象派畫家首開紀
錄。他們搏擊的對手是學院派油畫，咖啡館裡熱烈討論的是畫室內外
的光線、陰影、色彩及其處理技巧。91 攝影技術直接推動這些技巧。92
過去看畫得去教堂、宮殿、博物館，文藝復興名畫靠畫家去臨摹回來參
詳 — 沙龍展最高一位羅馬獎是政府資助去意大利學習。93 如今有了

“19 世紀後期，德國海德堡大學生理學教授屈內對動物視網膜上的一種感光物質 —

89

視紫紅質進行了研究，從而瞭解了視網膜的成像過程。視紫紅質就像是照相膠片表面
的溴化銀，感光後發生化學反應記錄下圖像。不同的是，視紫紅質可以反復地脫色和
重新合成，使視網膜上的圖像不斷更新。”（林鳳生：《名畫在左，科學在右》89~90 頁）
90

筆者黑體加重；休斯：《新藝術的震撼》147 頁。

91

譬如“陰影的整個問題，在蓋爾波瓦咖啡館可能曾經時常加以討論；事實上，它成

為畫家們的主要問題之一。……作為這下觀察的結果，在蓋爾波瓦咖啡館的任何對於
光與陰影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成為擁護或反對‘外光’的爭論。雖然馬奈、德加和方
丹~拉圖爾都反對在戶外畫畫 — 部分由於過去的大師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但是莫奈和
他的朋友們不能不讚美色彩的無限多樣，和光的大得多的滲透力及其反映，這是他們
的方法使他們能表現出來的。”（雷華德：《印象畫派史》159~160 頁）
92

“在黑白照片中，效果全在於光影。”（霍克尼：《隱秘的知識》228 頁）

“西斯萊更想參加羅馬獎的競賽，得獎者可以在羅馬美術院學習五年，這是美術學校

93

贈予的最高獎賞。”（雷華德：《印象畫派史》65 頁）
26

翻拍~印刷的照片，新老繪畫迅速且廣為流傳，94 極大便利學習、研討
和推銷。95 拿照片當速寫，繪畫效率極大提高。96 當時，“德加非常
喜歡攝影，也非常看好攝影。”97 雷諾阿也是攝影達人。98 德加畫賽
馬，評論家讚他善於捕捉駿馬動態，栩栩如生並非戶外速寫，畫室裡參
考照片畫的。99 畫家可以“事先為畫中的主題拍照，”100 可以從報刊

譬如“我們已經賣掉了大約 20 幅藝術家臨摹安格爾〈海裡誕生的維納斯〉的版畫

94

樣。但看著那些照片如何賣出去是種樂趣，特別是那些彩色的，它們帶來可觀的利潤。
古比爾博物館系列的照片我們只出售紙包裝的，平均每天大概能賣出一百份。”（致
提奧 1873 年 11 月 19 日《梵高書信全集》1 卷 40 頁 15 號）
“在攝影不過起到區區錄製和推廣功能時，建築物、裝飾線腳（moulures）和雕像的

95

照片非常多，像羅丹和布朗庫斯（Brancusi）那樣的雕塑家還借用照片來推介宣傳自己
的作品。”（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60 頁）
阿蘭問達利繪畫：“事先有許多素描嗎？”達利：“有照片。我幾乎總是用照片資

96

料，這是傳統。藝術實踐就是直接臨摹腿、手臂和任何複製的東西。有人搞素描和我
一樣，一張照片就是絕對有用的因素。”（《達利談話錄》77 頁）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藝術家們大都不屑於攝影，後者不敢承認自己藉助照片畫畫。

97

德加拍過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他還送給我一張經過放大的照片，我小心翼翼地將它
保存至今。……他是最早搞明白照片能夠教給畫家什麼、畫家應當避免從照片中借鑒
什麼東西的人之一。”（瓦雷里：《德加，舞蹈，素描》71、39 頁）
98

“與雷諾阿一樣，德加也是一位攝影達人，在德加的作品裡可以看到‘快照’的味

道。”（林鳳生：《名畫在左，科學在右》6 頁）
99

“德加是最早接著攝影師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1830~1904）的瞬間攝影

方法研究馬這種高貴的動物在運動中的真實神態的人之一。”（瓦雷里：《德加，舞
蹈，素描》71 頁）“現代藝術史常把德加算做印象主義畫家，事實上他只是與莫奈、
馬奈比較熟悉，常常一起在咖啡館爭論不休而已。與印象派畫家不同，他從來不在戶
外作畫。那些關於戶外賽馬比賽的作品，都是他參考從攝影師那裡買來的照片而畫的，
並不是當場畫的速寫。”（林鳳生：《名畫在左，科學在右》6~7 頁）
100

“畢加索事先為畫中的主題拍照，他也摘要性地拍了自己畫費爾南德的作品。”
（戴：

《畢加索傳》127 頁）
27

照片找到創作。101 而且，連續照相瞬間動作，證明繪畫的準確和糾正
繪畫的錯誤 —“過去，畫家都把飛奔的馬畫成四腳分開，像玩具的搖
木馬一樣。”102 甚至許多攝影錯誤也成為促進繪畫的正能量。焦距沒
對準，正好顯示模糊印象。跑光了 — 物體周邊光線洩露，繪畫當成“光
暈”魅力四射。“柯羅、莫奈和其他印象派畫家，也常將人物或樹等的
動作，畫得像攝影機在長時間曝光中所拍出的效果那樣。”103 文藝復
興時期“光學儀器就被運用於作畫！……好的佈光就像攝影中那樣重
要。”畫家發明照相機=暗箱顯像描繪技術進步水到渠成，104 啟迪、
101

“法國共產黨甫創辦不久的《今夜》Ce Soir 晚報，當時由阿拉貢主編，畢加索每晚

必讀。該報於 4 月 30 日刊登格爾尼卡城被摧殘之後的照片，成為畢加索畫這幅畫的誘
因。隔天，5 月 1 日，畢加索畫了六張素描，其共同點就是那位手持油燈的女人；最後
敲定的版本裡也有她。”（戴：《畢加索傳》326 頁）“我曾使用有色紙來對某些想法
進行試驗。最後的結果是，我們只能看到點深綠色，其餘一切都是由那些可怕的新聞
照片構成的黑白畫，這些照片是在那個城市被法西斯摧毀之後拍攝的。……此前，我
也曾擺弄過攝影，想以此創作出新型的作品，但是現在，已無心再去弄這個了。”（考
克斯：《畢加索說》137、149 頁）
102

“直至邁布里奇的照片證明這是錯的，才改正了過來。”（蘭福德：《世界攝影史

話》70 頁）與此同時，“瞬間攝影充分證明了達芬奇在他的草圖中和日本人在他們的
浮世繪中所表現的鳥的飛翔動態的正確性。”（瓦雷里：《德加，舞蹈，素描》76 頁）
103

“攝影所強調的光與影，以及它的一些‘錯誤’，如將動作拍得很模糊，都使藝術

家們感到興趣。”1893 年，倫敦首屆畫意攝影展承認“他們曾受到當時畫家如柯羅或
惠斯勒（Whistler）風格的影響。大部分畫家不願意承認，他們在利用照片進行繪畫，
雖然，他們常拿照片作為參考，並經常注意勇於創新的攝影家所拍攝的新穎照片。這
從莫奈畫的城市街道行人，或閃閃發光的樹葉，就可以看出來。同樣，畫家們對沒有
防暈層的攝影乾板所拍出的強光部分周圍的‘光暈’（光線的輕微擴散）也很感興趣，
正如攝影家很討厭的那樣。”（蘭福德：《世界攝影史話》68、140 頁）
104

“很明顯，有些藝術家直接使用光學器材，有些則不會。然而，自 1500 年以後，幾

乎所有藝術家都受到光學投影中那種調子、陰影和色彩的影響。……在強調理性的 18
世紀，照相暗箱已經成為時髦的科學娛樂。就光學投影的話題有公開講座，有展示，
28

加強、補充、糾正的技法百花齊放，連綿不絕，實在有太多理由給攝影
術點讚了。105 雖說林鳳生說莫奈說過“要畫出用照相機拍不出來的畫
面；”106 外行還是以為，在繪畫理念上，除塞尚，印象派畫家尚未自
覺超越攝影的邏輯範疇。107 以至後來讓攝影追逼得做噩夢的畢加索
“他諷刺地說過，印象派畫家只告訴你這是什麼天氣”。108
梵高 27 歲立志繪畫，太晚了，從未想過參展沙龍。鮮明對比印象
派畫家一門心思戰鬥沙龍油畫=堂吉訶德盯住風車不放，梵高信中偶爾

還有永久性的陳列裝置。當時的書裡教人怎樣製作暗箱，如果不願費心，人們可以直
接從店裡買到現成的手提暗箱。任何藝術家都不可能不知道照相暗箱的存在，而有些
藝術家已經承認在使用它們。……使用相機的證據在歐洲繪畫上處處可見，最終它導
致 19 世紀千篇一律的學院派繪畫，並產生了 20 世紀的攝影術。”（霍克尼：《隱秘
的知識》13~17、238~239 頁）
105

“只要些許疏忽，無人覺察的傾斜，空間感的錯置，在指端輕輕壓下銀色按鈕的瞬

間，就能從清澈的玻璃鏡片裡，飛出 36 種灰度及 40 種新體驗的靈魂的雀鳥。……攝
影這種新的靈魂創作方式，將所有詩意現象的體現置於正確的位置。……亨利·盧梭
就比印象派畫家更懂得觀察。請記住，印象派畫家總是眯著眼睛看東西，耳邊總是響
著客觀的旋律，那是唯一能穿透他們半合的眼瞼的東西。……在母牛大而明亮的瞳孔
中，經過球面，看到的是後機械時代的鄉村縮小變形的影像，連天上小而明亮的雲都
清清楚楚。新的事物，攝影下來，伶俐地印成一張張廣告牌！”（達利：《是·攝影：
靈魂的純創造》14~16 頁）
106
107

林鳳生：《名畫在左，科學在右》8 頁。
“有些人可能認為印象主義者是第一批現代派，因為他們不承認學院裡教授的一些

繪畫規則。然而最好還是記住，印象主義者的藝術目標跟文藝復興時期發現自然以來
建立的藝術傳統並無二致。他們也先想把自然畫成我們看見的樣子，他們跟保守派藝
術家的爭論在藝術目標方面少，在達到藝術目標的手段方面多。他們探索色彩的反射，
實驗粗放的筆法效果，目的是更完美地複製視覺印象。……大概第一個對新問題的性
質有明確感覺的仍然屬於印象主義藝術家那一代，他是保羅·塞尚。”
（貢布里希：《藝
術的故事》536~537 頁）
108

潘羅斯：《畢加索傳》151 頁。
29

提及，當成別人的事情。109 印象派畫家也從未邀請梵高參加畫展。局
外邊緣，只想過賣畫掙回成本和飯錢，不能不留意市場，照相館裡出售
用黑白照片繪製的彩色油畫，令他切身感受攝影對售畫的生存壓力。110
“1850 年，大部分的專業肖像畫家都站不住腳了，就像 1900 年，明信
片把風景畫家擠出了市場一樣。”111
印象派戶外繪製瞬間印象，來不及精雕細刻打磨光滑。在此基礎
上，梵高大踏步前進，用筆觸張揚粗獷。畫素描喜歡用“皺紙”和鋼筆、
東方蘆葦筆，112 畫油畫喜歡庫爾貝“作品表面充滿沙礫般質感，”113
109

“明年的焦點 — 但不是公眾眼中的焦點，他們本性上對歷史毫無興趣 — 而是那

些見識廣博的人眼中的焦點，將集中在那些已故的偉大畫家的回顧展和印象派畫家的
身上。即便如此，印象派畫家們如今的處境也不會立即得到改善，但這至少有助於傳
播理念，更好地激發人們的熱情。但沙龍展選拔委員會的那些迂腐的教書匠是不會讓
印象派踏進門口半步的。不過，反正這也並非印象派畫家的心中所願，他們將自己舉
辦畫展。如果你知道我希望在那之前至少完成 50 幅左右的油畫，你也許就會明白我為
什麼沒有參展，但卻願意慢慢地穩步前進，在這場戰鬥中發揮我的作用，對此我至少
可以這樣說：只要參與了這場戰鬥，就不必像個聽話的好孩子那樣擔心得不到任何獎

品或者獎章。他們在這裡也有一番雄心，但仍然有區別；這裡的許多人開始明白，在
自己的事業上依賴別人的意見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致小妹 1888 年 6 月 16~20 日《梵
高書信全集》4 卷 129 頁 626 號）
110

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這裡的攝影師似乎忙得很。人們也在他們的店裡看到油畫

肖像，很明顯，他們是先通過照相得到一個背景，然後對其加工繪製，而這對於任何
瞭解繪畫的人而言，顯然不會有任何影響。”（致提奧 1885 年 12 月 19 日《梵高書信
全集》3 卷 331 頁 549 號）
111
112

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41 頁。
“他讓我特別注意他稱之為‘皺紙’的許多畫 — 印在皺紙似的波紋紙上的日本版

畫。顯然他對日本版畫大感興趣，從他的談話中可看出，他自己的繪畫旨在從油畫的粗
糙表面中取得那同樣的淡淡陰影的效果，
最終他如願以償。
”
（哈特里克：
〈梵高 1886~87〉
，
奧夫沙羅夫：《梵高論》17 頁）“在阿爾勒他開始用東方的蘆葦筆作畫，以模仿日本繪
畫師的技巧，並從版畫中學會運用平面化構圖，突出的線條和簡單的色塊。”
（昂納：
《中
30

崇敬米勒“濃抹厚塗過於厚重，”114 鑽研“蒙蒂切利式具有雕塑感的塗
法，”115“有時我的確認為自己是蒙蒂切利的接班人，”116“他蘸顏料，
就像是用鐵鏟似的，”117“他用色猶如在調製糕點，”118“極度厚塗”，119
國風》274 頁）“梵高在阿爾勒大概第一次採用東方的蘆葦筆畫黑白畫，儘量使自己的
畫接近日本畫家的技術。他有時為了使線條的調子更加細膩，把蘆葦筆和鉛筆結合起來
使用；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只用蘆葦筆畫這種粗細不一樣的線條。”（雷華德：《後印
象派繪畫史》上冊 285 頁）
113
114

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學家》137 頁。
“早在 1848 年，戈蒂埃在談到〈簸穀者〉時，就曾向米勒指出過，他的濃抹厚塗過於厚重，

還說此畫和其他幾幅‘就像粗面皮革那樣崎嶇不平。’”（羅曼·羅蘭：《米勒傳》114 頁）
115

奈菲、史密斯：
《梵高傳》770 頁。塞尚曾經和蒙蒂切利一起繪畫，也喜歡厚塗法。
“人們

看到他的肖像畫被畫得層層疊疊，好像用一把碩大無比的鐵犁犁出來似的，其他一些畫則
仿佛用畫刀將顏料有力地堆積而成。”塞尚受不了巴黎的喧囂。1873~74 年，畢沙羅介紹他
住加歇醫生家。“在奧威爾，塞尚事實上成了畢沙羅的學徒，……一切都經過事先推算，在
其中畫家以自覺方法和小心翼翼向前推進，一步接一步，一筆跟一筆，直到達到預想中的、
清晰可見的目的。……在這樣的語境中，
塞尚繪製的〈奧維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它是完完全全以畢沙羅的印象主義方法畫出來的，以至於人們會誤認為這就是畢沙羅的作
品。”（弗萊：《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95 頁）“以往喜歡庫爾貝繪畫風格的塞尚聽從了畢
沙羅的忠告。”（萊勒：《普魯斯特是個神經學家》128 頁）高更始終無法容忍梵高厚塗。
116

“事實上，目前所畫的習作含有一層厚塗的顏色。筆觸並非涇渭分明，色調經常是

漸變的。總之，無意中我強迫自己像蒙蒂切利那樣把顏色塗得很厚。有時我的確認為
自己是蒙蒂切利的接班人，只不過我還未像他那樣畫戀人肖像。”（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26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9~290 頁 689 號）
117

1886 年梵高在巴黎學畫，“‘他在一種混亂的暴怒中工作，’有個同學回憶道，‘充

滿狂熱地匆忙向畫布扔下所有色彩。他蘸顏料，就像是用鐵鏟似的，顏料從他的畫筆
上流淌，把手指頭都弄髒了 — 他的暴力作畫方式震驚了整個工作室，傳統的藝術家
會被嚇倒。’……夏天，他離開了。他曾經答應要在科爾蒙的工作室裡學習三年，他
待了不到三個月。”（奈菲、史密斯：《梵高傳》510 頁）“他亦在科爾蒙工作室習畫，
直到 1886 年夏，科爾蒙突然關閉工作室，因為學生中出現了一些麻煩。”（哈特里克：
〈梵高 1886~87〉，奧夫沙羅夫：《梵高論》15 頁）
“畫筆桿上盡是粘糊糊的手指印。”（戈齊：〈梵高 1886~87〉，奧夫沙羅夫：《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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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往畫布、帆布、120 紙板、木板、嵌板上擠油彩，121 層層疊加，122
刀刮指抹，123 用排線、點子或猶如鞭子抽出來的凸顯線條，“以明顯
看得見的高出來的筆觸構成一幅油畫。”124 身心投入情不自禁，就像
他寫信常用波折號、刪節號、斜體、黑體、大號字、驚歎號有時連續兩
三個，“他畫的母題不僅能用畫筆色，而且能勾線，還能像一個作家強
高論》21 頁）“厚塗法（Impasto）在意大利語中也稱‘麵團’，”（姜松：《博物館
裡的巔峰對決》225 頁）
119

在安特衛普美術院的同學回憶，“他的顏色塗得很厚，簡直從畫布上滴落到地板上。”

（哈格曼：〈梵高在安特衛普 1886〉）譬如〈星夜〉“在這幅圖畫中，天空用平筆觸
的粗糙的席狀圖案表現，繁星是白色的、粉紅的和黃的漩渦，這些顏色是直接從顏料
管中擠出來的。”（費內翁 1889，獨立沙龍）“梵高的極度厚塗和獨一無二的用色，
在有力的效果中顯得十分和諧：〈絲柏〉的紫羅蘭色背景和風景中的綠色協調，給人
以生動的印象。”（勒孔特 1890，獨立沙龍）“我們幾乎能夠說梵高是用燃燒的火柴
梗作畫的。他的鮮豔的大色塊，可以說就像是筆直鋪開的一根根小棍棒。”（韋拉朗
1891，第 20 屆畫展，奧夫沙羅夫：《梵高論》13、42~43 頁）
120

譬如名畫〈梵高的椅子〉和〈高更的椅子〉“在帆布上厚塗而成。”（致提奧 1888

年 11 月 19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63 頁 721 號）
“我使用了直接從顏料管子裡擠在畫布上的哈瓦那棕色、石綠，甚至純白色。”（斯

121

通：《親愛的提奧》416 頁）在聖雷米精神病院畫監護長夫婦，“與真人很相像，用的
是嵌板而不是畫布，就和蒙蒂切利常用的一樣。”（奈菲、史密斯：《梵高傳》771 頁）
122

譬如〈喫土豆的人〉塗四層。（奈菲、史密斯：《梵高傳》771 頁）

123

1884~85 年，跟著梵高學畫的業餘畫家回憶：“據梵高說，有一次莫夫告誡說在畫

中不應該多用手指，他惱怒地反駁道：‘即使我用腳跟畫，只要畫得好，有效，又怎
麼樣呢？’‘有效’一詞是他慣用的口頭語，他常說羊群‘有效’，一顆白樺幼樹‘有
效’或背襯夜空是‘真有效’等等。”
（凱塞馬克斯：
〈梵高在北布拉邦特納南 1884~85〉，
奧夫沙羅夫：《梵高論》11 頁）
124

“他不僅運用排線、點子或類似用鞭子抽出來的線條，而且還直接把顏料從錫管中

擠到畫布上去。所有這些技術與阿旺橋的高更完全不一樣，高更採用純粹平塗的畫法。
在許多情況下，梵高用塗上的每一筆顏料形成直線或曲線，以明顯看得見的高出來的
筆觸構成一幅油畫。”（雷華德：《後印象派繪畫史》上冊 283 頁）
32

調詞語一樣把色彩塗厚。”125 與此同時，外行敢說梵高有意識地讓畫
面具足高低起伏的立體質感，最好的習作用厚帆布。“薄的帆布過一陣
就壞了，也無法在上面過多使用厚塗法作畫。”126 厚塗強努至“我不
知道畫布是否足夠牢固來承受這樣的做法。”127
圖~2.8：梵高〈花瓶裡三朵向日葵〉1888 和加夫里〈向日葵〉

註：美國藝術家 Justin Gaffrey（1970~）受梵高啟發創作一系列仿真的厚質油畫。

“鏡頭不依不饒，在攝影術（以及學院派畫家）的堅持下仍舊佔據
主流地位，最終演變成電影和電視。”128 有聲電影、彩色電影、立體
125

“所以，梵高是第一個發現斷株殘茬、灌木樹籬和莊稼地之美，發現多節的橄欖樹

枝和深色的火焰般的絲柏的形狀之美的畫家。”（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47 頁）
126

“就這樣，我重畫了〈臥室〉的畫布油畫。那幅習作肯定是最好的一幅之一 — 遲早

肯定要給它上框。”（致提奧 1889 年 9 月 5~6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79 頁 800 號）
127

梵高住聖雷米瘋人院，連續畫了 12 幅作品。“前景我使用了白鉛色的厚塗法，這

樣使地面有堅固的感覺。我相信蒙蒂切利的作品經常就是這樣畫成的。畫家於是將其
他顏色再塗上去。但我不知道畫布是否足夠牢固來承受這樣的做法。”（致提奧 1889
年 6 月 25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41 頁 783 號）
128

霍克尼：《隱秘的知識》185 頁。
33

電影、彩色電視、彩色錄像的技術進步一浪高過一浪。129“畢加索總是
陷入一個噩夢：他發明了照相術，再沒有什麼可以學的了，他不得不一
遍又一遍畫著重複的內容，痛苦得想自殺。”130 每天早晨噩夢醒來，
不待揚鞭自奮蹄，一輩子忙著嘗試每一種擺脫攝影圍剿的技術可能，131
剪紙、132 沙雕、133 石膏、134 陶瓷、135……一路忙到 92 歲辭世，清理
遺產 1885 幅油畫、1228 座雕塑、2880 件陶器、18095 幅銅版畫、6112
129

1895 年，呂米埃兄弟首次放電影。1928 年，有聲電影《爵士樂歌手》。1937 年，

彩色影片。
1951 年，
彩色電影膠捲。
1970 年代，
彩色電視。
1968 年，
格勒諾布爾
（Grenoble）
冬季奧運會，法國試播彩色圖像的電波傳輸。1992 年，阿爾貝維爾（Albertville）冬季
奧運會，測試播出高清晰圖像。（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38 頁）
130
131

哈芬頓：《畢加索》83 頁。
“對於大多數有某種風格的畫家來說，他們的問題是一直重複一種模式。有些人不

但這樣做，並且還做得很好，比如說雷諾阿。但是我一直在變化，因此，當你認為在
我的作品中發現了一種風格的時候，我早已變了。”（考克斯：《畢加索說》113 頁）
“到了如今，世界各地任何重要的藝術畫廊和現代藝術收藏館，如果沒有一幅畢加索
的典範之作，便會認為它本身有欠完備。”
（潘羅斯：
《畢加索傳》329 頁）“盧堡（Arthur
Lubow）在 2004 年 10 月 3 日向《紐約時報》透露，畢加索的作品可以走進每個畫廊，
也許已經走進了每個畫廊。”（考斯：《畢加索》224 頁）
132

“畢加索在馬蒂斯晚年去拜訪他，學到了剪紙這個主意。”（考斯：《畢加索》102 頁）

“像馬松在 1927 年的〈魚的戰鬥〉中使用沙子創作一樣，畢加索在這一時期嘗試了

133

沙雕。”（考斯：《畢加索》171 頁）
134

1934 年創作〈女人和葉子〉，“畢加索還在石膏結構上製作了具有質地感的雕塑 —

雕塑上有葉子、一盒火柴、硬紙板 — 傾斜出充滿創意的歡快。”（考斯：《畢加索》
171 頁）“還有一件是個可憐兮兮的小東西，表面敷著棕色的顏料和沙子。這件作品最
初是用石膏做的，並選擇了一種輕鬆活潑的角度，把苦艾酒匙放上去，使它看起來像
一頂帽子。”（考克斯：《畢加索說》101 頁）
135

“畢加索在這個媒介中，發現無可匹敵的塑性自由，不過帶給他最大快樂的，還是

陶器上的氧化物泥釉與色彩在烘焙過程中發生質變後不斷出現的驚喜。在琢磨技巧的
同時，他可以通過自己的模型向傳統製陶法挑戰，並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自己喜歡修
修補補的創造慾。”（戴：《畢加索傳》383 頁）
34

幅平版畫、3181 幅亞麻油氈浮雕版畫、7089 幅素描和畫在 149 個速寫
本上的 4695 幅素描與速寫，11 張掛毯以及八張地毯。136 油畫只佔總
數 4％。異想天開拼貼畫，比梵高厚塗連上好幾層樓。梵高喜歡庫爾貝
作品表面充滿沙礫般質感，畢加索直接往顏料裡攙沙子、鋸末，137“從
用顏料來模仿各種質感開始，親自著手使用真東西來代替畫出來的‘質
感’，在畫布上粘上報紙、糊牆紙、油布或者紡織品，使這些因素和一片
片顏料或者和炭筆線條輪廓連接在一起。”138 舊報紙、破拖布、釘子、
鐵絲、紙繩、吉他、琴弦、藤椅、布帶、假花、舊帽子、煙斗、蠟燭臺、衣
服領口，逮什麼都往畫布拽，139“我們什麼都敢嘗試！”無拘無束。140
136

“1977 年 9 月，畢加索的遺產繼承案終於告一段落。遺產總值達到 2.6 億美元。據

說，由於考慮到納稅的緣故，這還只是個低估的數字。”（哈芬頓：《畢加索》421 頁）
137

“灰塵是一個畫家最好的朋友！……我很驕傲在藝術中為灰塵，至少是為鋸末找到

了位置。我還曾把鋸末和顏料混合起來，做出粗糙的泥一樣的東西 — 非常漂亮，同
時又非常噁心。”（考克斯：《畢加索說》100 頁）
138

里德：《現代繪畫簡史》51~52 頁。

139

譬如〈桌上的吉他〉“這是畢加索第一幅含有混砂部分的畫，它與〈吉他〉集成共

同引導畢加索對紙貼法的探索。……緊跟著〈桌上的吉他〉，是一張後來用混砂油畫
重畫的素描；一張極簡主義拼貼壁紙的紙貼，一幅完全由壁紙碎片與經彩色鉛筆手繪
輪廓之人造木材集成的衍生構成，……他在一片帶有菱形底飾的壁紙上，加上一張樂
譜的片段，和一隻本身就以紙貼法處理的結構性炭筆手繪酒杯。畫中還包括另外一項
創意：報紙的碎片。……多產的紙貼季節甫發軔，一切元素都已齊備。畢加索立刻完
成三幅價值相當的作品：兩幅小提琴的畫作、一幅小提琴和報紙的畫作。頭兩幅經過
混砂，第三幅則是在玻璃基座上混砂，因而可隨意調整外面世界入侵的程度。……沒
有一樣東西是無意的。”（戴：《畢加索傳》166~167 頁）“他喜歡用鋅、錫和貼紙製
作拼貼畫。……上面到處都是顏料、剪裁下來的東西、大頭針、釘著大頭針的剪紙和
一條一條捲起來的報紙。儘管都是簡單的物件，但卻被製成一件令人心悅誠服的藝術
品。”譬如〈吉他〉中包括指甲、針和鐵絲網。譬如創作〈解剖〉，“畢加索把一些
他經常在雕塑中用的那種硬紙板揉皺並折叠出褶子，用圖釘釘在一塊木板上。然後在
上邊放上代表怪物的雕刻，再用一截布帶、一點銀色的紙繩和一些掉色的假花把雕刻
35

只怕想不到，幾乎全試過。141“它們是一種玩笑，但也非常嚴肅。”142
攝影望塵莫及。當時滿堂彩，後來呢？
文藝復興教堂濕壁畫，多快好省頂替雕塑、浮雕、鑲板。德拉克洛瓦
常說米開朗基羅常說“好的雕塑作品絕不會像一幅畫，可是相反地，好
畫都是這樣一種作品，它看起來就像是件雕塑。”143 巴爾扎克強調“在
這方面，雕刻家比我們這些人更接近真實。實體包含著一系列突出部分，
彼此層層包裹。嚴格講來，繪畫並不存在！”144 比雕塑還實在的是穿真
服裝蠟像，可惜不禁日曬雨淋。145 不知和埃及法老啥關係，西方猛人未
圍起來。畢加索告訴我那些假花是從奧爾加一頂過時的扔掉的帽子上摘下來的。”（考
斯：《畢加索》101、161、176~177 頁）另外著名的還有〈報紙與小提琴〉、〈酒瓶和
酒杯〉、〈酒瓶、酒杯和報紙〉、〈陳年老酒瓶、玻璃杯和報紙〉等。
“阿波利奈爾寫了一些很不錯的東西，描述了 1913 年前後一些關於我的情況，以及

140

當時油畫創作的無拘無束 — 煙斗、漿硬的領口、樹枝型燭臺。對，樹枝型燭臺！”
（考克斯：《畢加索說》101 頁）
“那一年畢加索用破拖布、琴弦、油漆和海報創作的〈吉他〉，綴著 17 個兩英寸的釘

141

子，釘子穿過畫布，面對觀眾。畢加索本來意圖顯得更加血腥：他想要把刀片鑲在油
畫上面，只要有人不小心碰到就會被劃得血淋淋的。”（哈芬頓：《畢加索》172 頁）
142

“我將籐椅的圖案加入油畫中，並在 1912 年 5 月，用一段真繩子給它做了個框。1912

年 9 月，布拉克將仿真紋紙粘貼在一些繪畫中。然後，我又用紙板創作了〈吉他〉！事
情就這樣發展著。”（考克斯：《畢加索說》79~80 頁）
143

原文黑體；《德拉克洛瓦日記》318 頁。“希臘雕像的形式不僅完美，而且能充分

表達藝術家的思想：這一點尤其難得。……結果雕塑成為希臘的中心藝術，一切別的
藝術都以雕塑為主，或是陪襯雕塑，或是模仿雕塑。”（丹納：《藝術哲學》47 頁）
144

《巴爾扎克短篇小說精選·不為人知的傑作》179 頁。羅丹喜愛魯斯本“他的作品

使人看到一種雕塑的效果。”（韋斯：《羅丹的故事》248 頁）
145

文藝復興，奧爾西諾做蠟像，“其骨架是用木頭與藤條編製而成，外面罩有衣服並

打上蠟，這樣便再沒比這更逼真的物品了。他又用稍粗糙的石蠟刻成頭、手與雙腳，
掏空內部，然後用油彩畫上頭髮和其他必不可少的東西，其技法相當自然、逼真。”
（劉旭光：《歐洲近代藝術精神的起源》146~147 頁）
36

及咽氣，趕緊糊石膏，扣面膜，身後教堂墓地矗立雕像或仰臥浮雕。146 藝
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高去哪裡，高出多少，什麼是畫，什麼不是畫，
並非天才由著性子來。冥冥之中，一道似無還有的客觀約束。縱使一時輝
煌，作為藝術，留不下來，還是留不下來。“畢加索的創作可以認為是繪
畫與雕塑的絕妙結合。”147“他實際上已用繪畫來雕塑。”148 畢加索強
調：“我是一個畫家 — 但是，你知道，一個畫家在繪畫上獲得的最高評
價，就是他的畫是一種雕塑。”149 強調歸強調，興高采烈~嘔心瀝血那
146

達芬奇的老師韋羅基奧（Andrea di Verrocchio，1435~88）“很喜歡澆製一種灰泥作

品，那是一種產於沃爾泰拉和錫耶納地區以及意大利其他許多地區的軟石，澆製後會變
硬。這種石頭在火中燒的時候，澆上溫水，就變軟，可隨意做成各種形狀，然後會變得
很硬，用來做澆製整個人物的模子。韋羅基奧常在這種模子裡澆製手、腳、膝、腿、臂
和軀幹，放在面前，十分方便地仿製。後來，當時的人們開始以這種便宜方法澆製死者
的頭像。在佛羅倫薩家家戶戶的煙囪、門、窗和上楣的上方，這樣的肖像到處可見，做
得精緻而自然，就像活的一樣。”（瓦薩里：《著名畫家、雕塑家、建築家傳》188 頁）
147

考斯：《畢加索》132 頁。“在所有的現代藝術家中，他是最不受情感影響且最具有

雕塑感的。畢加索選擇的道路是，盡力在繪畫中表現出觸感。”（西蒙·沙瑪：考克斯
《畢加索說·序》3 頁）
148

戴：《畢加索傳》130 頁。“為什麼非要用油畫單調的筆觸去展現這些差異並且設

法藉助歪曲和浮華的窠臼例如透視等去付諸直觀呢？使用紙黏貼的目的是在於指出，
不同的物質都可以引入構圖，並且在畫面上成為和自然相匹敵的現實。我們試圖擺脫
透視法，並且找到迷魂術。報紙的碎片從不用來表示報紙，我們用它來刻畫一隻瓶子、
一把提琴或者一張面孔。我們從不根據素材的字面意義使用它，而是脫離它的習慣背
景，以便在本源視覺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後定義之間引起衝突。如果報紙碎片可以變成
一隻瓶子，這就促使人們思考報紙和瓶子的好處。物品被移位，進入了一個陌生的世
界，一個格格不入的世界。我們就是要讓人思考這種離奇性，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孤
獨地生活在一個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吉洛、萊克：《情侶筆下的畢加索》60 頁）
149

“那時我們用鐵罐、木頭和紙板來做雕塑，並相信我們在創造一種新的藝術。……我

覺得通過立體主義，我們能夠在普通事物，例如一個香煙盒、一杯酒等這些城市裡普通的
東西中，發現非凡的東西。在一段時間裡，這些東西比藝術家的個性更重要 — 我們努力
擺脫自己，使自己像工匠那樣默默無聞地工作。”（考克斯：《畢加索說》96、87~88 頁）
37

麼多拼貼畫=立體主義的“真正核心”，150 唯一首肯過的傳記承認“只有
照片依然如故。”151 是表達遺憾嗎？多年摯友戴說：“畢加索是個偉大
的畫家，同時也是偉大的雕塑家 — 或許他在三維空間裡更富創意。”152
當然了！當我注視這些東西，立體主義的拼貼畫、黏貼在一起的
紙片、硬紙板做成的小雕塑，就看到了如此令人驚歎的技巧，真有點
搞不懂：爲什麼自己後來竟然又回到了油畫上？153

繪畫與雕塑的本質區別堪比地圖與地球儀，立體質感再嘚瑟，歸根
結底，屬於二維空間拼搏表現力的藝術。
隨著通訊和交通的範圍擴大，繪畫的信息價值不斷降低。作為對
攝影的回應，繪畫開始強調畫面中的色彩。到印象派讓位給立體派為
止，繪畫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更廣闊的領域，而當時的攝影無法隨之進
入。就攝影這方面而言，從該世紀中葉起，它大大地擴展了商品交換
的領域。它把無數的人物、風景和事件的圖像傾瀉到市場上，這些圖
像過去要麼根本不可能得到，要麼只是提供給個別顧客的圖畫。為了
增加營業量，它通過照相機技術的時髦變化來更新拍攝的題材。這一
點決定了後來的攝影史。154
150

“在我的印象中，紙黏貼是立體主義迴光返照的某種副產品。畢加索回答：‘完全

不是這樣。即使從美學角度來說，人們也可以偏愛立體主義繪畫。但紙黏貼才是我們
發現的真正核心。立體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移植真實，真實不僅反映於物，也反
映於畫中。’”（吉洛、萊克：《情侶筆下的畢加索》59~60 頁）
151

“這些結構是用最尋常而且是最便宜的材料做成的，並造成了一種浮雕。這些材料

大多是木頭、錫片、鐵絲、硬板紙片和紙片。大多數的主題都環繞著吉他。沒有一個
結構在創造時著重考慮了永久性的問題。它們很容易壞掉，現在很少保持原樣，只有
照片依然如故。”（潘羅斯：《畢加索傳》178 頁）
152

戴：《畢加索傳》451 頁。

153

考克斯：《畢加索說》73 頁。

154

本雅明：《巴黎，19 世紀的首都》11 頁。
38

油畫從來大多彩色。“繪畫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更廣闊的領域，而當
時的攝影無法隨之進入。”而以後的攝影繼續無法隨之進入？本雅明說
的還是不明不白。

5ăྮెϠঙ͵ᘱ!
日本版畫的主要特徵是輪廓鮮明，強調側面影像、柔和色彩、對
比裝飾圖案、直接正面描繪、非對稱構圖、平面、二維空間、大膽的
顯效短縮、在畫框邊上截斷的戲劇性視角的配景和人物。155

1855、1862、1867、1878、1882、1889、1900 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日本商品包裝紙上印的浮世繪光彩奪目。江戶碼頭對外開放，先富起來
紙醉金迷，《金瓶梅》式抒情寫意花街柳巷，三級片式催情圖紙，誇張
性器官、性動作、性滿足→春心蕩漾人物山水，暖風熏醉花鳥蟲魚。
他們沉醉於自己的小世界中，或到戲院或逛吉原花街柳巷，創造
了與武士階級不同的庶民文學。庶民的文化藝術特點，以描寫生活瑣
事以及歌舞伎名角來表現自我。浮世繪成為市民唯一表現自我的手段，
色彩和描繪技術都極為熟練精湛，但浮世繪缺少日本藝術之根本的理
想和精神。156
155

邁耶斯：《印象派四重奏》328~329 頁。

“歌麿、俊滿、清信、春信、清長、豐國、北齋等，他們創作的彩色版畫充滿活力、

156

變化萬端，魅力十足，卻背離了奈良時代以來日本不斷發展的藝術主流。德川時代的
印籠、墜子或刀鍔以及精美的漆器工藝是貴人玩物，並非真正的藝術，它反映不了民
眾的向上精神。而所謂偉大的藝術，是讓人們湧現或產生一種今生不愧於世的感情。
然而，德川時代後期的藝術使人們僅僅純粹於空想的世界。至於那些精巧的工藝品令
西方人趨之若鶩，皆因他們對日本美術還不甚瞭解，更不知道大名和寺院裡的寶物中
收藏著真正具有藝術性的精品佳作。”（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104~105 頁）
39

巴黎年輕藝術家眠花宿柳，解帶寬衣和服→睡袍，收藏、比較、臨
摹東瀛賤民春宮畫。157 英國的美國畫家惠斯勒在巴黎是著名的日本藝
術家，油畫〈瓷國公主〉，穿戴和服登臺演出。158 日本藝術展→東方
商品店“中國之門”颳起“日本熱風暴”。159 日本餐館→日本金樽協
會，160 日本話劇→奇幻劇→芭蕾舞？161
“當時浮世繪受到武家蔑視，被貶為賤民的工作，”（辻惟雄：《圖說日本美術史》

157

283 頁）“藝術家們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是一般的東方藝術特別是日本版畫。遠在 1856
年，勃拉克蒙就曾經發現了一小冊北齋的畫，它曾經被用來包瓷器；他帶著這小冊子
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把它給每一個人看。”（雷華德：《印象畫派史》157 頁）
158

1864 年，惠斯勒油畫〈瓷國公主〉，“日式風格從此於銀色絲緞和玫瑰花叢中正式

登場，畫中充斥日本元素，但與真實日本並無多大關聯，……1865 年惠斯勒堅持身著和
服出現在方亭《祝酒》一劇眾多身穿西服的角色之中，後來他從巴黎移居倫敦，成為
著名的‘日本藝術家’，對在倫敦引進新時尚頗多貢獻。”（昂納：《中國風》259 頁）
“1862 年，德蘇耶（Desoye）夫人在里沃利（de-Rivoli）街的連環拱廊下開了一個賣東

159

方商品的店‘中國之門’，這店不久就吸引了許多藝術家。惠斯特開始從那裡購藏青花瓷
器和日本衣服。……方丹~拉圖爾、馬奈、波德萊爾和龔古爾兄弟也時常到德蘇耶夫人的
店去。”（雷華德：《印象畫派史》157~158 頁）“1862 年，德蘇耶夫人和先生在里沃利大
街開店經營東方藝術品，他們兩人曾去過日本，用時人的話說，這家店引發了‘日本熱風
暴’。……1862 年，第二屆萬國博覽會首次舉辦日本藝術展，此時日本藝術品在歐洲已隨
處可見。稍後法爾梅（Messers Farmer）和羅傑斯在勒讓（Regent）街上開了一家東方精
品店，出售在博覽會上展出過的日本工藝品，1875 年利伯蒂（Lazeby Ligerty）在街的另
一頭開了一家公司，經營東方風格紡織品、傢俱和擺設。到了 1882 年亨利（W. E. Henley）
對日式風格的抱怨和謝諾已如出一轍：‘這已經不是時尚，而是瘋狂……日式護壁板成了
家庭常用詞，而日式摺扇則變成必備的日用品。’……1883 年在小喬治畫廊舉辦的日本
藝術展和三年後賓（Bing）畫廊的日本雕刻藝術史展。1893 年杜蘭德~呂埃爾（Durand-Ruel）
畫廊舉辦了另一個重要的日本藝術展。”（昂納：《中國風》259、267、272~273 頁）
160

“1867 年萬國博覽會上日本送展的藝術品為其贏得更多的崇拜者。其後一群評論家

和藝術家建立了‘日本金樽協會’（La Societe Japonails du Jinglar），每月一次在塞夫
爾聚餐，成員用筷子，唯一的飲料是清酒。”（昂納：《中國風》259 頁）
161

1866 年，阿斯特呂克（Zacharie Astruc）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旭日帝國》的文章，
40

1860 年代中期的巴黎是日式風格的天下。有關日本的旅遊書籍大
量出版，設計師依照日式風格設計女裝以迎合時尚。時髦的沙龍裡，
博古架在各種日本和日式風格擺設的重壓之下呻吟。藝術家的工作室
裡如果沒有陳列日式版畫、紙扇和成堆的和服，會被視為遺憾。162
你只要想想無處不在、豐富多彩的日本風景畫和人物肖像，就能
明白當今的畫風所發生的轉變。163
圖~2.9：莫奈〈穿和服的卡米爾〉1876 和〈睡蓮和日本橋〉1899

註：左圖在 1876 年印象派第二次畫展名為〈日本品味〉，兩千法郎售出。164

並促使他寫了一齣以日本為背景的話劇。“1878 年埃爾夫里（Earnenst d’Hervelly）有
關日本的奇幻劇在劇院上演並轟動全城，同年一部日本芭蕾舞在巴黎歌劇院上演”。
（昂納：《中國風》259~260 頁）
162

昂納：《中國風》260 頁。

163

致小妹 1888 年 3 月 30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8 頁 590 號。

164

致畢沙羅 1876 年 4 月《塞尚藝術書簡》127 頁。
41

腐朽化神奇。趁日本浮世繪和風，印象派崛起。165 印象派之父馬
奈率先嘗試去掉背景的撲克牌畫法，擺脫了透視的比例牽制，凸顯人物
“破牆而出。”166 印象派鐵桿德加強調非對稱構圖、突然縮小圖形“以
及極端的分裂。”167 印象派元老畢沙羅讚美~鑽研版畫不同印法。168 印
象派旗幟莫奈對日本藝術推崇備至“對日本人也有深厚的感情。”169 餐
廳裡掛滿了浮世繪，花園特建日式太鼓橋，畫愛妻豔妝和服，畫〈睡
蓮和日本橋〉，畫睡蓮四季變幻的 90 米“連作”是來自浮世繪的概
念。170“這一時期的偉大畫家中似乎只有雷諾阿和塞尚未受日本畫的影
165

印象派之前，
“在佩尼雅（Diaz de la Pana）、西奧多·盧梭、米勒以及拉圖爾（Fantin

Latour）等藝術家的作品中都不難看到日本的影響。”（昂納：《中國風》273 頁）
166

馬奈（Édouard Manet，1832~83）是普魯斯特（當過文化部長）的摯友。左拉讚他畫無

背景的〈笛童〉“破牆而出”。（巴恩斯：《另眼看藝術》63 頁）“最早受到日本畫影響
的法國畫作應該是馬奈的〈街頭歌女〉。畫中描繪一位街頭歌女走出小酒館。畫面的冷漠
寫實令當時的評論家震驚。色彩平實，沒有中間色，人物以剪影手法處理，畫面以團紋和
絲帶形折邊裝飾。在馬奈的名畫〈奧林匹亞〉中，構圖的平面化和對畫中黑人的處理同
樣受到日本畫的影響。這幅畫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昂納：《中國風》261~262 頁）
167

“受日本版畫的影響，德加強調非對稱構圖，對他的人物採用突然縮小圖形，獨特

的透視畫法以及極端的分裂。”（邁耶斯：《印象派四重奏》216 頁）謝諾說“德加從
日本畫中汲取了‘寫實的奇幻風格，獨特的光影效果，並應用於他咖啡館和舞廳的絕
妙場景中。’德加雖然從未像莫奈的〈穿和服的卡米爾〉一樣模仿日式風格，但他對日
本畫興趣濃厚，並受到很大影響。諸如畫面的空間安排，依照透視法對距離的大大縮
短，出乎意料的人物取景角度，畫面對角線的退後，有時是將主要人物設置在畫面邊
角的手法，皆得益於日本畫。”（昂納：《中國風》264 頁）
168

“畢沙羅傾向於讚美日本版畫技術上的成就，特別對版畫藝術的不同印製法感到興

趣。”（雷華德：《印象畫派史》159 頁）
“幾乎不需要告訴你，你的兩封信讓我感到多麼榮幸，因為我非常欽佩日本藝術，對

169

日本人也有深厚的感情。”（致山下慎太郎 1920 年 2 月 19 日《莫奈藝術書簡》320 頁）
170

莫奈 17 歲買日本畫冊，（昂納：《中國風》259 頁）“忠實模仿葛飾北齋。”1866

年畫〈聖阿德雷斯花園的陽臺〉就是參照《富士山 36 景·五百羅漢寺》畫的。《北齋
42

響，”171 雕塑家羅丹都收藏日本版畫。172 梵高乾脆稱印象派是“法國
的日本派”。173
因為總體說來，印象主義畫家都像這個樣子，都處於相同的影響
下，而且我們所有人都有點神經質。這使我們對顏色及其表達的語言
非常敏感，對顏色互補、對比與和諧的效果很敏感。174

溯源求本，浮世者，佛語。彩繪，來自《芥子園》。175“連作”猶
如國畫長卷 — 用畫軸按時間順序展開故事情節。西方宗教版畫→中國
佛教版畫→圖章、碑刻+墨+紙=拓片。176 林語堂用英文忽悠法國人相
漫畫·無理講》八冊人形動作“多次被拿來證明葛飾北齋的畫風對 19 世紀晚期歐洲藝
術家的影響，包括埃德加·德加和圖盧茲~勞特雷克。”（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
北齋》149、131 頁）
171

“塞尚似乎完全不為東方藝術所吸引，因為它和他的豐富想像力所常在那裡馳騁的

領域完全沒關係。……雷諾阿對日本版畫也不大感興趣。”（雷華德：《印象畫派史》
158~159 頁）
172

日本大使訪問羅丹家“並參觀羅丹收藏的精美的日本版畫時，”（韋斯：《羅丹的

故事》728 頁）
173

“實際上，我們對日本繪畫瞭解得不夠。幸運的是，我們對法國的日本畫派 — 印

象派瞭解頗深。這絕對是關鍵所在，也是最主要的。”（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
高書信全集》4 卷 177 頁 642 號）
174
175

致小妹 1890 年 2 月 19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204 頁 856 號。
“浮世繪從菱川師宣的墨印版即黑白版，進化到了彩色版。這是受到了當時進口的

南畫技法圖譜《芥子園畫傳》插圖中的中國套色手法的啟示。”（辻惟雄：《圖說日
本美術史》280 頁）
176

“約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中國人就首次使用了一種由炭黑製造的墨，這種墨與他

們今天仍使用的墨很相近。在公元 175~183 年之間，他們便使經典雕刻在石碑上。繼
此之後不久，他們又用墨製造拓片。我們所掌握的最早拓片可斷代為 630~650 年。我
們認為約在 5 世紀的六朝時代，他們才首次在印章上塗一種帶硃砂的紅墨以便印在紙
上。在一個世紀之後，一些大型的木印便流傳開來，那些迷戀巫術的道教徒將此作為
符咒使用。在 7 世紀期間，佛寺從事著各種商業和金融活動。我揣測正是由於這種原
43

信，唐代著名《開元雜報》就是畫報。177 兩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
珠寶古董湧入歐洲，考古文物湧入歐洲。昂納說沖淡了浮世繪。178 外
行以為是後浪疊前浪，浮萍扯根深。1855 年巴黎世博會“裝飾著大量
精緻的中國藝術品，有鑲著象牙和晶石的折疊屏風，朱紅的中國雕漆花
瓶，陶瓷人像，描繪中國農村生活的捲軸畫等等。”179 畢沙羅學畫得
學中國水墨畫。180《惡之花》全譯本插圖匯集西洋各色中國水墨畫。181
因，佛寺才極其需要抄經和研究印製文獻的各種手段：印章、薄塗、鏤花模板、絹印、
印刷千佛像的拓片。”（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25 頁）文藝復興後，丟勒
（1471~1582）
“尤其精於木版畫的雕鐫，把中世紀為印製聖經而延續下來的木刻圖畫，
提高為具有巨大藝術性的版畫。……丟勒以後，直到照相術發明以前，精細的木刻畫
一直成為印刷中圖版插畫的重要手段。”（遲軻：《西方美術史話》117 頁）
177

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我們從中獲知，早在唐代，也就是在 618~906 年

之間，在中國就有了完全可以稱為‘報’的印刷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開元雜報》
（這就是我們直到最近時期還說的《畫報》的意義）。”（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
歐洲史》29 頁）
178

“19 世紀晚期，明朝以前的陶瓷、繪畫和雕像進入歐洲，最初引起諸多困惑和驚訝。

19 世紀末隨著這類藝術珍品在歐洲數量的增加，贏得了愛好者的欣賞，日本藝術風尚
就此日漸式微。”（昂納：《中國風》277 頁）
179

“‘法蘭西最近發現了中國。’梅爾比譏誚地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掠奪來的，

現在都歸政府所有。這也算是收藏藝術品的一個辦法吧。從亞歷山大大帝焚毀波斯波
利斯城奪走那裡的財寶以來一直有人仿效。’”（斯通：《渴望風流》30 頁）
180

1855 年，畢沙羅從加勒比海殖民地返回巴黎家中，給躺在病床上的姐姐看速寫，
“接

著他又翻到幾幅中國水墨畫，畫的是一些穿著鮮艷服裝的男男女女在趕集；阿維拉山
的一群男人在舉行部落集會；”（斯通：《渴望風流》15 頁）
181

譬如莫里斯設計的刺繡〈特洛伊的海倫〉1860，愛德華·蒙克的中國（毛筆）水墨

畫+羽毛和彩色鉛筆畫〈女人的心〉1896；萊昂·斯匹耶爾特的中國水墨和羽筆畫〈風〉
1902、〈荒蕪的前景〉1900；奧爾貝特·馬提尼的中國水墨畫〈維納斯·阿弗羅提特
的結局〉1903；雷恩·斯匹耶爾特的中國水墨畫+彩色鉛筆畫〈眩暈〉1908、中國水墨
水粉畫〈雲〉1902、中國水墨畫〈夫婦〉1902、中國水墨羽筆畫〈風〉1902；費利西
安·霍普斯的中國油墨+黑色和彩色鉛筆畫〈最後的教皇〉1884；阿爾弗雷德·顧彬的
44

日本浮世繪在日本過去時。1890 年，巴黎皇家美術學院舉辦日本版畫
展。182 老牛嚼嫩草，反芻回鍋肉。梵高看得清楚：“日本繪畫在本土
已經沒落，卻在法國印象派畫家中間重新扎根。”183“他們的繪畫藝術
無疑在法國得到了傳承。”184
圖~2.10：圖盧茲~勞特雷克〈紅磨坊與拉·古留小姐〉1891 和喜多川歌麿〈青樓 12 時〉
系列 1795

註：左圖 Moulin Rouge: La Goulue 堪稱勞特雷克的代表作。
羽筆畫+中國水墨畫〈沼澤〉1903、中國水墨畫+羽筆水彩畫〈夜行者〉1904；米奇斯
瓦·揚奇莫威茨的相紙中國水墨畫〈預感〉1907 等等。（波德萊爾：《惡之花》19、
39、42、48、93、98、107、133、242、308、333、345 頁）
182

匯集了 725 件作品參展。（提奧來函 1888 年 5 月 10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231

頁 869 號 4 註）
183

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75 頁 640 號。

184

致貝爾納 1888 年 3 月 18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 頁 587 號。
45

如果說 30 後惠斯勒穿和服→ 40 後莫奈畫和服，臨摹、模仿、學習
浮世繪技巧，接下來，60 後的圖盧茲~勞特雷克更上一層樓，結合浮世
繪，創新前所未有的海報畫，圖文並茂。“因為事實證明，歐洲從日本
學來的方法特別適合廣告藝術。”185 因為浮世繪就是商品包裝廣告圖
文並茂，並非正式裝框藝術品煞有介事。
圖~2.11：圖盧茲~勞特雷克的印章和喜多川歌麿的落款

圖盧茲~勞特雷克癡迷喜多川歌麿，把自己名字中首位大寫字母
“H、T、L”組合起來，獨創了圖~2.11 左圖的印章，經常當簽名用，
歐洲畫家絕無僅有，至今還是阿比爾博物館大門的醒目標識。186 CCTV
說他模仿了喜多川歌麿的落款，也沒錯。看圖~2.11 右圖放大得清楚：
畫家簽名是三個毛筆漢字 — 哥麿筆，其上是出版商蔦屋重三郎的“版
元印”。實際上，勞特雷克借走的是最上面標識檢查合格的“改印”。
“版元印”隨出版商不同而異，“改印”隨時間變化會改。

185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53 頁。

186

CCTV：《世界名畫：法國畫家亨利·圖盧茲~勞特雷克》22 集。
46

圖~2.12：昂格丹〈克利希大道晚 5 點〉1887（下半部）和梵高〈阿爾勒的舞會〉1888

註：Bogomila Welsh-Ovcharov 說梵高〈星夜咖啡館〉的構圖直接受到左圖影響。外行
眼裡，右圖與左圖下半部的景泰藍畫法或許更有一比。

融合浮世繪，昂格丹更上又一層樓，創新（復興）了景泰蘭畫法，
貝爾納發揚光大+高更綜合吸收=把東方版畫消化成了西方油畫自己
的東西了。187
畫家用封閉的線條作畫，在線條之間塗上各種顏色；這些顏色的
對比產生出事先整體考慮過的色彩感受，線條把色彩的效果強調出
來。這樣一來，畫家的作品就變為像在框格中填色的琺瑯，而他的技
術則使他的畫好像是景泰藍了。188

187

昂格丹（Louis Anquetin，1861~1932）亦譯安奎丹、安克坦等。“‘小林蔭道’的

領袖無疑是修拉才對，年輕的貝爾納在日本風格上也比昂格丹走得還要遠。”（致提
奧 1888 年 6 月 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0 頁 620 號）
188

丟沙丹 1888：〈景泰藍派〉，雷華德：《後印象派繪畫史》上冊 252 頁。“昂格丹

不僅讓輪廓完整，還以厚重的線條來加強。事實上，這些輪廓與彩繪玻璃的鉛框，和
中世紀繪製瓷釉作品的金屬捏絲琺瑯（cloisons）極為類似。”（科林斯：《梵高與高
更》107 頁）
“早在 6 世紀，拜占庭就從 Sasanian 時代的波斯得知景泰藍琺瑯器之製法：
將彩色塗料傾在用金屬絲或金屬條箝住的表面之上；景泰藍和金屬胚焊合，構成裝飾
的圖案。”（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時代》4 卷中冊 623~624 頁）
47

圖~2.13：貝爾納〈草地上布列塔尼女人〉1888 和高更〈佈道中的幻覺〉1888

高更自供圖~2.13 右圖右側兩男童搏擊“幾乎是純日本版畫的技
法，”189 後人的讚賞是“雅各和天使的形象確實來自葛飾北齋版畫中
的兩個相撲手，但正如高更借鑒過的其他風格，畫中日式風格的影響已
經掩飾，這幅畫本身已無日式風格。”190
許多印象派畫家表面上受了日本浮世繪木刻的影響，但是只有在
梵高和高更的作品之中才明顯地看出這種藝術的充分影響效果。兩位
畫家都試圖以油畫的語言去創造類似的藝術形式。191

189

“最後一幅畫是河岸旁兩小孩在搏鬥，幾乎是純日本版畫的技法，它出自秘魯野人

之手，畫得恰到好處，草綠色和純白色。”（致埃米爾·舒芬奈克 1888 年 7 月 8 日《高
更給妻子和友人的信》101 頁）
190

“因此日式風格對後印象派的影響沒有那麼明顯，卻更為深刻。……而另一類風格

迥異的藝術家諸如圖盧茲~勞特雷克、梵高和高更對日式風格的回應則更為有力。……
早在受印象派影響時期，高更對日本畫已產生興趣，1884 年他畫過一幅日式摺扇，但
1888 年春天他嘗試被稱做‘景泰藍畫法’（cloisonnisme）或是‘綜合畫法’的新畫風，
此時日本藝術對他影響更深。”（昂納：《中國風》272~277 頁）
191

“的確，像惠斯勒這樣的畫家就曾模仿過日本版畫的結構或構圖的特點，他卻在這

種體制上添加一種講究氣氛的印象主義色彩，可以想像，這是借助於中國繪畫的，但
本質上沒有脫離莫奈或德加的風格。”（里德：《現代繪畫簡史》15 頁）
48

圖~2.14：葛飾北齋錦繪〈鳶尾花和蟈蟈〉1833~34 和梵高油畫〈鳶尾花〉1889

註：葛氏錦繪珍藏巴黎，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吉美博物館。192 1892 年，唐基老爹
把梵高的〈鳶尾花〉賣給文藝評論家米爾博三百法郎；1987 年賣至 4900 萬美元，創拍
賣價格紀錄；1988 年，保羅~蓋提博物館 5390 萬美元購進，再創紀錄。193

雷華德說“印象派畫家對日本版畫的興趣主要在於技法，他們盜用
其構圖和其他技巧以解決自己藝術上的難題。”194 梵高說“在某種程
度上我所有的創造都是以日本繪畫為基礎的，”195 不單技巧，而且精
髓，無涉裸乳春宮畫。196“他想讓他的畫具有他激賞的日本彩色版畫那
種直接而強烈的效果，他渴望創造一種純真的藝術，不僅要吸引富有的
鑒賞家，還要能給所有的人快樂和安慰。”197 梵高而立有年，先後就
192

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北齋》160 頁。

193

欣克：《梵高的秘密》126 頁；付娜：《飛翔的耳朵》296 頁。

194

雷華德：《印象畫派史》158~159 頁。

195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停止收藏這些版畫。在某種程度上我所有的創作都是以日本

繪畫為基礎的，我從未與班格談及此事，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南方之旅結束後能夠重拾
這個題材，也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使我產生興趣的必定是畫家創作實踐的意
義 — 而不是日本畫作的買賣。”（筆者黑體加重；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
書信全集》4 卷 175 頁 640 號）班格是梵高兄弟參與日本版畫買賣的店主。
196

“必須記住的是，19 世紀日本對法國藝術家的影響並非來自日本古代藝術傑作 —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西方對此都所知甚少 — 而是來自近幾百年創作的版畫，在日本
本土是被忽略甚至鄙視的。”（昂納：《中國風》277 頁）
197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45 頁。
49

業畫商、牧師、繪畫，事事嚴肅認真，樣樣勤學苦練，屢遭橫逆，一事
無成，困窘、苦悶、委屈。198
我不知道是否其他畫家也像我一樣這麼勤奮，即使是那些高高在
上看不起我的人，……我認為一個人要想畫好人物肖像畫，內心必須
有一種溫暖的情感，就像《笨拙》裡那一系列聖誕插圖《祝願所有人
都好》那樣，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對世人懷有真愛。至少我希望我
自己能夠盡力懷著這樣的一種心態。
這也正是我覺得很可惜我和那些畫家處不好的原因所在，199

道理很簡單，沒有畫商弟弟持續贊助，畫家首先必須研究喫飯。名
韁利鎖求之不得。200 哪有畫家不想由著自己性子來的？喫飯喫飽，更
要喫好。健康欠佳，繪畫乏力。燕窩魚翅山珍海味鐘鳴鼎食，名韁利鎖
緊箍咒裡全憑自個兒掙扎。畢加索富可敵國：“我們的作品是一座實驗
室，任何個人的抱負和虛榮心都不應參雜進去。”201 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以梵高 35 歲之心度“為一”89 歲之腹 —“葛飾北齋將存活於
世的每一刻都傾注在創作之中，沒有什麼能超越這樣用心的作品了。”202
遠西這位當時一幅畫沒賣出去，遠東這位一度窮得沒了硯臺。203 基督
198

推薦參閱王小強：〈外行梵高故事~7：天路歷程〉。

199

致提奧 1882 年 10 月 29 日《梵高書信全集》2 卷 187 頁 277 號。

“但這可能取決於怎麼理解名聲，因為一個藝術家業需要生存！……1932 年的展覽，

200

似乎罪有應得，引起了嚴厲批評。無知！但對於畫商和博物館來說，這卻是一個過程
中的必要環節，意味著對我作品的市場需求將會長久不衰，所以我就會有錢，做我想
做的事情。那樣的名聲是必需的。”（考克斯：《畢加索說》154~155 頁）
201

吉洛、萊克：《情侶筆下的畢加索》58 頁。40 歲時“據他自己估計，截止 1921 年

底，他每年的進賬有 150 萬法郎。”（哈芬頓：《畢加索》159 頁）
“1820~25 年筆名‘為一’，借此明確表示自己尋求和追逐藝術上的新突破的決心。”

202

（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北齋》134 頁）
203

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匠人之國之浮世繪》。
50

徒的謙卑直通和魂禪意。
如果研究日本繪畫，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人，一位無可爭辯的聖人、
哲人和賢人，他把時間花在什麼上面呢？— 研究地球與月亮之間的距
離？— 不；研究俾斯麥的政策？— 不，他研究的是一片草葉。
但這片草葉指引他去描繪所有的植物 — 然後去描繪四季，描繪
鄉村景色的主要特點，最終去描繪動物和人。他就這樣度過了一生，
而生命太過短暫，他無法畫完世間萬物。
讓我想一想：這難道不是那些日本畫家教授給我們的一種幾乎全新
的信仰嗎？他們是如此的質樸，似乎自己就是生活在大自然裡的花朵。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能變得快樂和樂觀許多，我們就無從研究
日本繪畫；儘管受教育和工作於俗世，我們一定要重返大自然。
我羨慕日本畫家的作品中一切都表現得極為清晰。他們的筆觸從
不單調，從不顯得過於草率。他們作畫就如呼吸一樣簡單，通過幾筆
充滿自信的勾勒就能畫好一幅人物畫，就像扣上背心的紐扣那樣輕鬆
自如。啊，我必須學會寥寥數筆畫好一幅人物畫。204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恬淡~知足→感恩~不爭→心無旁騖~全
神貫注。文如其人~畫如其人。205 將心比心，學畫學人。制心一處，無
事不辦。
對於每個人來說，生命都是短暫的，問題就在於 — 用生命去做
些什麼。206
他們說，在繪畫中，人們應當別無所求，除了一幅美好的圖畫、
一番善言好語，還有一頓美餐，並以此作為快樂的頂峰，不理會那些

204

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23~24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2 頁 686 號。

205

推薦參閱王小強：〈外行梵高故事~1：讓有限史料說話〉，大風網站。

206

致提奧 1885 年 4 月 4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215 頁 489 號。
51

不是那麼好的插曲。也許這是真的。207
我們不是全能的，但我們是畫家。行動來自心動。208
我覺得你必須像我一樣，渴望內心得到安寧和清淨，如此才能虛
心學習。209
長期以來，我一直為日本畫家之間經常交換作品而深受觸動。這證
明他們彼此欣賞，團結一心，並且彼此間有著某種默契，真正過著一種
情同手足般的生活，自然沒有鉤心鬥角。我們在這方面越像他們，對我
們就越有利。此外，那些日本人掙錢極少，像淳樸的工人那樣生活。210

從作畫到作人，從個體到集體，自覺探索油畫新生的出路，“我們
可以看到，梵高在日本版畫中找到一個非西方社會的理想境界。”211 梵
高兄弟酷愛日本版畫，到處搜集，212 舉辦展覽，213 參與專賣店買賣和交
換。214 1888 年，梵高離開巴黎時，貝爾納依依不捨 —“他為我準備了

207

致提奧 1890 年 5 月 4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231 頁 868 號。

208

致提奧 1883 年 10 月 28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52 頁 400 號。

209

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18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76 頁 683 號。

“我有一幅日本素描的複製品：一片草葉。這是多好的一個關於“悟性”的例子啊！”

210

（致貝爾納 1888 年 10 月 3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06~308 頁 696 號）
211
212

科林斯：《梵高與高更》108 頁。
“提奧和我收藏了數百幅這類日本的版畫。”（致小妹 1888 年 3 月 30 日《梵高書

信全集》4 卷 38 頁 590 號）“到 1882 年他已經收集了將近一千幅木版畫。”（澤梅爾：
《梵高的歷程》293 頁 13 註）
213

“1887 年他在鈴鼓咖啡館舉辦了日本浮世繪畫展。梵高自認為這次畫展對他的朋友

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他本人對版畫則無比熱愛。”（昂納：《中國風》273 頁）“我
在鈴鼓咖啡館舉辦的日本版畫展對昂格丹和貝爾納影響很大，但卻辦得一塌糊塗。”
（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74 頁 640 號）
“畫商西格斐·班格自 1878 年起在巴黎經營一家專售中國畫和日本畫的畫廊。梵高

214

在多個場合提到他在班格店裡的存畫：他自己買下收藏的版畫，用作交換或出售。”
（《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64 頁 637 號 5 註）
52

一卷東西，我打開一看，是中國畫，那是他的發現之一 — 從一個舊貨商
手裡搶救出來的，後者用這些畫給顧客包東西。”215 我們無緣知道是什
麼畫了。該不是鄭板橋畫竹 —“繁冗枝葉刪削盡，畫到生時是熟時。”
看得深，行得遠。“若要成長，就必須扎進土裡。”216 根深葉茂。
梵高的作品比任何人更具有個性。醉心於日本、印度和中國的藝
術 — 歌唱、歡笑和震顫的藝術，他在這些天賦的（東方的）藝術家們
中發現了他取得和諧的驚人技巧 — 他的製圖術異乎尋常的飛躍。217

印象派邁出繪畫突圍第一步，千辛萬苦。1886~88 年，梵高到巴黎
學畫，30 後馬奈、40 後莫奈等老印象派畫家功成名就，60 後修拉、西
涅克等創建新印象派，發起第二衝擊波，豐富、明亮的色彩已經改變了
整個畫壇畫風，218 荷蘭帶來〈喫土豆的人〉灰暗得不好意思了，219 連
忙向年長請教追光，向年少請教點彩，虛心學習新老印象派的每一種畫
法，220 梵高畫的顏色為之一亮，光彩奪目！
215

貝爾納：〈梵高致貝爾納書信·前言〉，奧夫沙羅夫：《梵高論》29 頁。

216

致提奧 1883 年 10 月 28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54 頁 400 號。

217

貝爾納：〈梵高〉，奧夫沙羅夫：《梵高論》26 頁。

218

“提奧寫信告訴我他給了你一些日本版畫。這確實是瞭解目前繪畫趨勢最為實際的

方法。這種趨向就是豐富、明亮的色彩。”（致貝爾納 1888 年 9 月 9~14 日《梵高書
信全集》4 卷 263 頁 678 號）
219

來巴黎前，“我在上色方面很喫力，因為還沒有充分掌握它，還得進行長久的探索，

挖掘至極限。問題在於要畫下去，才會更加胸有成竹，下筆即見效果。”（致提奧 1886
年 1 月 28 日）離開巴黎到了阿爾勒，“天哪，我如果是在 25 歲，而不是等到 35 歲才
知道這片鄉野該有多好 — 那時候我沉醉於灰色調，或者更確切地說，陶醉於沒有色
彩。我總是想到米勒，然後又在荷蘭認識了莫夫和伊斯拉埃爾斯這樣的畫家。”（致
貝爾納 1888 年 6 月 19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343 頁 555 號，4 卷 137 頁 628 號）
220

“他嘗試著印象派的各種技巧，每一種都是他仔細研究過的，即使是在他抗拒它們

的時候。”（奈菲、史密斯：《梵高傳》527 頁）“他的作品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
53

我認為我們很有必要瞭解那種可與米勒無色彩的作品相提並論的
樸實無華的品質。221
毫無疑問，正是印象派使色彩得到了發展，即便他們走了彎路。
但德拉克洛瓦在他們之前就已經爐火純青。
天哪，瞧瞧幾乎不碰色彩的米勒，他的畫是多麼出色！222
在我看來，最樸素的、色調單一的日本版畫值得稱讚，就如魯本斯
和韋羅內塞的作品令人讚歎一個道理。我很清楚這不是原始派藝術。223
圖~2.15：梵高素描〈從蒙馬茹爾看拉克勞〉和〈蒙馬茹爾附近風景和一列火車〉1888

這看起來並不像是日本風格，事實上卻是我畫過的最具有日本韻味
的畫了。……那平坦的風景裡一無所有，有的只是……無限……永恆。224
即每當他看了別的畫家的作品有了新體會之後，他就想給他自己的藝術語言中加進一
點最使他感動的因素。他這樣幹時，圖的不是模仿別人，而是掌握他所喜歡的別人的
技術。”（雷華德：《後印象派繪畫史》上冊 100 頁）
221
222

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77 頁 642 號。
“我聽說 — 最好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完全排外的印象派，如果事物有好的一面，

我們不要視而不見。……從這個角度講，瘋癲是有益的，因為人也許會變得不那麼排
外。我不後悔曾經希望對這種色彩理論方面的問題做些探討。”（致提奧 1889 年 5 月
3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443 頁 768 號）
223

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23~24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1 頁 686 號。

224

致貝爾納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76 頁 6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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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我還有許多許多的素描要畫，因為我想嘗試日本版畫風格
的素描。225

鋼筆素描“米勒無色彩”，方顯樸實無華的品質。正是這種品質
讓“日本繪畫就像是原始藝術，就像古希臘人，就像我們荷蘭古代的藝
術大師：倫勃朗、波特、哈爾斯、維米爾、奧斯塔德、勒伊斯達爾。它

流芳百世。”226 針鋒相對學院派講究炫耀技法，新老印象派借鑒創新
技法，攝影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迫使畫家滿世界尋覓攝影尚未企及的技
法，高更來函交流新畫體會：“沒有使用任何技法，就像日本版畫那
樣。”227 志同道合令狐沖，無招勝有招。228
無論過去、現在，我都要說，“技巧”一詞在傳統意義上的使用
太過頻繁，而且沒有誠意。229
有確切觀點認為，藝術要大於和高於我們本身的技巧、學習和智
識。藝術儘管出自人類之手，但卻並非只是手工精製而成，而是由我
們的靈魂深處噴湧而出，而我發現那些巧奪天工之作的藝術品，會讓
我想起宗教中他們所說的自以為是的偽善。230
讓人們繼續用空洞、虛假、偽君子般的語言，隨便空談技巧吧，
真正的畫家會讓自己受到以情感為名的良心的指引；他們的靈魂、他
們的大腦不是為畫筆所牽引，而是用大腦去左右畫筆。而且，是畫布

225

致提奧 1888 年 4 月 9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46 頁 594 號。

226

致提奧 1888 年 7 月 1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78 頁 642 號。

227

談到的是〈年輕的摔跤手〉。“我完全贊同你的看法：精確性對藝術的貢獻甚微。”

（高更來函 1888 年 7 月 22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92 頁 646 號）
228

“畫畫時，我並沒有事前思考使用什麼技法。即便有，開始畫時，也不會刻意保持

養成不變。”（考克斯：《畢加索說》114~115 頁）
229

致拉帕德 1886 年 7 月 13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260 頁 514 號。

230

筆者黑體加重；致拉帕德 1883 年 3 月 21 日《梵高書信全集》2 卷 316 頁 3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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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面對真正的畫家，而不是畫家害怕面對畫布。231

浮世繪和書寫同，俯趴在榻榻米上畫，然後加工製作成印刷在紙上
的版畫 — 錦繪。油畫從壁畫來，垂直方向豎立畫架支撐畫布、木板或
紙板，黏稠顏料必須金屬調色刀攪拌，刷子式大小畫筆頻繁換用。油畫
與浮世繪，顏料、畫筆、畫框、畫架、畫法，樣樣不同。梵高油畫浮世
繪≠莫奈畫愛妻穿和服，充分表達超越簡單借鑒的意願。“1886 年左
右，當梵高開始用油畫顏料而不是木刻手法模擬日本浮世繪的時候，他
試圖把日本風格的美學效果轉移到歐洲繪畫手法上。”232
圖~2.16：梵高油畫浮世繪〈藝伎〉、〈雨中的橋〉和〈梅花樹〉1887

註：左圖臨摹 1886 年《巴黎畫報》封面刊登溪齋英泉〈花魁圖〉，另兩幅是臨摹歌川
廣重《名勝江戶百景》裡的〈雨中橋〉和〈龜戶梅屋鋪〉。“藝伎完全是肉身藝術品的
究極姿態，這種藝術品既有高度的美，又具有滿足大眾遊玩的要素。藝伎象徵日本人
的美的意識。……現在一般的定論認為，日本藝伎誕生於江戶時代的吉原妓院街。”233

231
232

致提奧 1885 年 10 月 10 日《梵高書信全集》3 卷 291 頁 534 號。
“他甚至採用東方的毛筆去畫水墨素描，以模仿日本的技法。但他的主要意圖是在

油畫中產生純色平塗的表現力。”（里德：《現代繪畫簡史》15 頁）
233

姜建強：《日本文化史》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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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掌握東方藝術精髓，臨摹、模仿技法遠遠不夠，需要在精、氣、
神上學會“用日本畫家的眼睛去看東西，”234“像日本人那樣簡潔地使
用色彩……他們僅靠白紙和水筆，四五劃就把小女孩沒有光澤、白皙的
皮膚與她黑色的頭髮形成的對比描繪得極為精妙，而他們描繪的千萬朵
白花點綴的黑色荊棘叢更是妙不可言。”235“你知道日本人本能地尋找
對比，他們喫甜味辣椒、鹹味棒棒糖、炒冰和冷凍的油炸食品。”236 和
印象派追光相反，“日本畫家無視反光，把純色並置 — 特徵線條把動
作或形體自然地分隔開來。”237“日本畫家作畫很快，非常快，如閃電
迅雷一般，因為他們的神經更加敏感，他們的情感更加純樸。”238 所
有這些，都需要像葛飾北齋那樣簡樸~恬靜，以出世的精神融入自然。
南懷瑾說世人每每自欺、欺人、被人欺。高更理解“葛飾北齋率真地作
畫。率真地作畫，就是不欺騙自己。”239
因為巴黎已經成為 19 世紀歐洲藝術的首府，跟 15 世紀的佛羅倫
薩和 17 世紀的羅馬的地位十分相似。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都到巴黎來學
234

“我希望你能來這裡生活一段時間，你會深有體會的 — 不久你的視野就會改變，

你更像是在用日本畫家的眼睛去看東西，你對色彩的感受也會不同。”（致提奧 1888
年 6 月 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0 頁 620 號）
“我準備大膽地把黑白兩種顏色放到我的調色板裡，……日本人也這樣用 —”（致

235

貝爾納 1888 年 6 月 7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2~113 頁 622 號）“相較於其他方式，
以黑白兩色描繪的物體能夠表現出更強的立體感，”（蘇編：《達芬奇筆記》78 頁）
236

“因此，按照同樣的理論，你應該在大房間裡放很小的畫作，在很小的房間裡放很

多大幅的畫作。”（致貝爾納 1888 年 9 月 9~14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63 頁 678
號）菊子夫人的伙食是“一份切碎的麻雀，一份五香的龍蝦，一份醋拌紫菜，一份鹹
味蜜餞，一份甜味的辣椒……”（洛蒂：《菊子夫人》57 頁）
237

致貝爾納 1888 年 6 月 7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3 頁 622 號。

238

致提奧 1888 年 6 月 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0 頁 620 號。

239

高更：《此前此後》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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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參與藝術本質的討論，當時在蒙馬特區的咖
啡館中一直盛行這種討論，藝術的新概念就是在那裡經過苦心推敲形
成的。240

普利策獎得主《梵高傳》巴黎學畫=世家子弟重返上流社會，燈紅
酒綠，豐富多彩，突然離開世界藝術中心，“真正的原因一直秘而不宣，
就像他在這兩年經歷的很多事情一樣，隱藏在他們兄弟關係的緘默背
後。”241 不可告人的是地中海北岸風不和日麗，陽光璀璨，馬賽畫出蒙
蒂切利，艾克斯畫出塞尚，西涅克長住托貝，242 雷諾阿終老卡涅，馬蒂
斯終老尼斯，243 畢加索長住瓦洛里、終老戛納。244 基邁伊把那裡叫做
“南法的雅典”，塞尚嚷嚷“我們在富饒的原野喫飽了綠色和太陽”。245
我們喜愛日本繪畫，我們都受過它的影響 — 所有的印象派畫家
都一樣 — 但我們不可能去日本，換言之，只能去可與日本媲美的地
方，為何不去南方呢？因此我相信未來新的繪畫最終還是會在南方產
生。246
在這裡，我將過上越來越像日本畫家的生活，像小資產者那樣親
240
241

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504 頁。
“沒有人知道 1888 年 2 月梵高為什麼會離開巴黎。梵高為他的突然離開所做的解釋

中充滿了疑雲 — 隨著他的熱情或自我辯護而變化，只是確認了一件事：此事根本無
法解釋。”（奈菲、史密斯：《梵高傳》555~556 頁）
242

西涅克“曾於 1892 年在聖~托貝（Staint-Tropez）定居下來，還在 1904 年接待過馬

蒂斯，那裡當時還是一個原始的漁村。”（休斯：《新藝術的震撼》161 頁）
243
244

二戰開始，“馬蒂斯就一直住在尼斯，”（潘羅斯：《畢加索傳》350 頁）
“瓦洛里是山谷的一個小市鎮，……畢加索在瓦洛里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買了一幢小

別墅，並把這個小市鎮作為自己的活動中心。”（潘羅斯：《畢加索傳》329~330 頁）
245

塞尚家鄉艾克斯距離馬賽 30 公里，步行可至。梵高所在阿爾勒距離馬賽 85 公里。

塞尚動員基邁伊來到艾克斯，後者稱是“南法的雅典”。（利伏爾德：《塞尚傳》67 頁）
246

致提奧 1888 年 6 月 5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110 頁 6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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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自然。247

1888 年 2 月，梵高南下阿爾勒，出土過二號維納斯的婦女獨具古
典美。248 春暖花開，陽光充沛，絢麗多彩。“就像我們在日本版畫裡
看到的那樣，”249“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平常卻壯麗非凡的景色。……
我感覺自己像是到了日本。我說的一點也不誇張，”250“對我來說，我
在這裡並不需要日本版畫，因為我總是告訴自己我現在就在日本。因此，
我只需睜開眼睛，描繪眼前讓我印象深刻的東西。”251
今天我又從早晨 7 點畫到晚上 6 點，除了走開一兩步喫點東西以
外，根本就沒挪過窩。這就是工作進展很快的原因。252
我不止一次在一天內畫完一幅 30 號油畫，而後來我實際上除了喫
點東西之外，從一早到日落就沒離開過坐的地方。253

247
248

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21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79 頁 685 號。
“這裡除了聞名遐邇的古蹟建築，羅馬劇場下的這方土地還曾在 17 世紀出土過一尊

著名的雕像 — 〈阿爾勒的維納斯〉the Venus of Arles，其名聲僅次於〈斷臂的維納斯〉
。”
（蓋福德：《梵高與高更》59~60 頁）〈最後一課〉作者都德寫劇本〈阿爾勒姑娘〉由
比才作曲管弦樂〈阿爾勒姑娘〉。“這裡的婦女有著雅致的髮式，透露出希臘的古典
美。她們的折叠披肩如同原始人一般，我要說簡直是希臘仕女的大展示。街上行走的
任何少女都如同是羞花閉月的希臘貴婦人，其外表，又如朱諾（Junon）一樣的聖女。
總之，眼見為實，不管怎樣，這裡是近代典型美的源泉。”（致貝爾納 1888 年 11 月
《高更給妻子和友人的信》118 頁）
249

“首先想告訴你的是這裡的景色像日本那樣美麗，空氣清新，色彩明快。就像我們

在日本版畫裡看到的那樣，綿延的河水泛著一片片美麗的翡翠綠，山水間飽含著濃郁
的藍色。”（致貝爾納 1888 年 3 月 18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 頁 587 號）
250

致提奧 1888 年 3 月 16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6 頁 585 號。

251

致貝爾納 1888 年 9 月 9~14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63 頁 678 號。

252

致提奧 1888 年 9 月 26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88 頁 689 號。

253

致博希 1888 年 10 月 2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99 頁 6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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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從早到晚油畫浮世繪，“我在這裡經常喫不上飯。”254 一年
多創作兩百多幅世界名畫。255 他說他在阿爾勒畫的〈夜間咖啡館〉“看
起來就像一幅日本版畫。”256 在聖雷米瘋人院畫的〈採石場入口〉“就
像日本畫一樣，”257 病愈後感覺最好的油畫是黃房子〈臥室〉，258“你
能看到這個構思有多麼簡單。陰影和投影均被去掉了，它像日本版畫那
樣，用單一純淨的色調著色。”259“沒有點彩，沒用影線，什麼都沒有；
色彩單一但和諧。……技法更為簡潔有力。”260“啊，太好了，這種空
無一物的室內畫讓我感到極為愉悅。”261

254
255

致小妹 1888 年 7 月 31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06 頁 653 號。
“1888 年的 10 月，沒有人，包括梵高本人也沒有意識到，他將為西方藝術史添上

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阿爾勒的這一年多，梵高創作了超過兩百幅畫作，相當於高更
一生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傳世佳作。”（蓋福德：《梵高與高更》12 頁）
256
257

致貝爾納 1888 年 9 月 9~14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263 頁 678 號。
“還有，這週我已經畫好了〈採石場入口〉，就像日本畫一樣，你會想起來畫著巖

石的日本畫，圖畫裡，綠草和小樹四處生長。”（致提奧 1889 年 10 月 18 日《梵高書
信全集》5 卷 104 頁 810 號）
“當我病愈後再次看到自己畫的油畫，感覺最好的是那幅〈臥室〉。”（致提奧 1889

258

年 1 月 22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96 頁 741 號）
“它與〈塔拉斯孔的驛車〉和〈夜間咖啡館〉那樣的畫形成了對比。”（致提奧 1888

259

年 10 月 16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30 頁 705 號）
260

“想讓你知道我在今天下午畫完了那幅臥室的油畫。……你會想起這幅臥室圖有些

類似於那幅封面為黃色、粉紅色和綠色的法國小說的靜物，但我認為這幅畫的技法更
為簡潔有力。”（致提奧 1888 年 10 月 17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35 頁 707 號）
261

致高更 1888 年 10 月 17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32 頁 706 號。畢加索說“作畫時

不應該使盡你所掌握的手段和方法，而應當有所克制。如果你能使用三種素材，只使
用兩種就够了。如果你能利用上十種，那就忘掉五種。這樣你就會更加小心、更加沉
著地進行構圖，就能往畫中注入含蓄的力量感。”（吉洛、萊克：《情侶筆下的畢加
索》38~39 頁）
60

圖~2.17：梵高油畫〈臥室〉1888

註：“這一次只畫了我的臥室，但要靠色彩來表現，通過色彩的簡化賦予了畫題一種
更加莊重的格調，整幅畫讓人聯想到休息或者睡眠。簡而言之，欣賞這幅畫能夠讓人
的頭腦得到放鬆，或者更確切地說，能使想像力得到休息。……穩固的傢俱應該也能
準確無誤地傳達一種憩息之意。”262

是的，我要回頭再說一下那幅〈臥室〉。我當然希望別的畫家像
我一樣喜愛簡潔的風格，有這樣的需要。然而，在當今社會，簡潔的
理想使生活更艱難 — 而擁有這樣理想的人 — 他最後只能像我這
262

致提奧 1888 年 10 月 16 日《梵高書信全集》4 卷 330 頁 705 號。“當一個人初次走

進一間日本屋子時，最觸目的就是那極端的乾淨，室內潔白而冷清，無任何的裝飾。……
按一個見慣了日本式生活的人的觀點來看，我岳母的房間要算是很講究的了，也就是
說完全是空的：只有兩三個紙屏，一把茶壺，一個插滿蓮花的花瓶，此外就沒有什麼了。”
（洛蒂：《菊子夫人》13、92 頁）
61

樣，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似乎那是社會
應該給予畫家的，但今天一個人卻被迫混跡於咖啡館或劣等酒店裡。
日本人住在內部式樣簡單的屋子裡，有什麼偉大的畫家曾經住在那個
國家裡！如果在我們的社會裡，一位畫家很有錢，那麼他就住在一個
像是古董店的房子裡，以我的品味看來那也並沒有多少藝術氣息。263

回頭看圖~2.2：巴黎雨果故居的中式客廳，四壁掛滿中國古董，“並
沒有多少藝術氣息。”梵高熟讀《菊子夫人》—“日本是怎樣的一個樹

木遍地的國度啊，是怎樣的一個無匹的伊甸園啊！”264 他通過葛飾北
齋畫裡洋溢的禪意，嚮往簡潔恬淡的烏有之鄉。縱然如此，值得重複強
調，歐洲油畫不是日本錦繪。回頭看圖~2.14，日本、法國都有鳶尾花，
梵高畫裡沒蟈蟈。
照相機，容許攝影愛好者不看自己到底拍了什麼，但卻逼得畫家
要畫得更好。……攝影的三腳架促使畫架重新考慮自身獨有的資源，
更好界定自己的專長領域。而畫架的確針鋒相對地回應了三腳架，以
凸顯極端的方式回歸本原。265

263

致小妹 1889 年 10 月 21 日《梵高書信全集》5 卷 124 頁 812 號。“每當我想到在巴

黎看到的那所謂的日本式客廳時 — 充滿了所謂的珍奇古玩（破銅爛鐵）的陳設品，
掛著粗俗的繡金的外國緞子 — 我就不禁要笑。我真想勸那些人來看看這裡的講究人
家的住房，瞧瞧這伊豆宮的素白空房。在法國，我們要藝術品為的是享受；在這裡他
們卻把它們藏起來，把它們小心地鎖在神秘的密室裡，而且還要用一種叫‘格擋’的
鐵柵封住。……日本人所理解的華麗裝飾只是純粹而過分的潔淨：白席子、白木器，
外表極端簡單，卻連最小的地方都十分精緻。”（洛蒂：《菊子夫人》93 頁）
264

“小氣、過細、虛偽 — 整個日本無論是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可用這三個詞概括

無餘。”（洛蒂：《菊子夫人》4、114 頁）
265

“同樣，百年之後，電影業逼得戲劇更好地認識自身，從而變得更純淨；電視直播

也促使固態圖像少限於寫實，更多著重美感；”（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241 頁）
62

6ăņᜋጯŇ߶൪ঙ͵ᘱ
中國畫、浮世繪都不是油畫。為什麼是浮世繪，不是更正宗的中國
畫接引油畫突圍新生？浮世繪是學習洋畫的產物。
江戶時代，荷蘭人來長崎經商，動植物分類圖譜、人體解剖、地圖、
天文等製圖⇋繪畫的“蘭學”大興。龔古爾讚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繪“作
為動植物圖譜簡直無與倫比。”266《日本發現歐洲》“日本人對西方的
全新態度，沒有哪個領域比在繪畫上體現得更尖銳。”別提倫勃朗，
“再
蹩腳的荷蘭畫家所使用的透視和陰影畫法的技巧本身，對日本人來說就
已經是意義深遠的發現。”267 奧村政信傳承圓山應舉，傳承平賀源內，
傳承司馬江漢，傳承葛飾北齋。司馬江漢登頂倭寇中國畫和日本畫的巔
峰，“他本人已經越來越傾心於學習西方畫法。”268 動機淡而無味至
無窮：
富士山只有日本才有。外國人只能通過畫作才能看到富士山。如
果死板地遵照中國畫的筆意筆法，就畫不出真正的富士山，就失去了
畫本身的真諦。只有荷蘭的畫法才能真正畫得出富士山。269

266

“當時世界上流行動植物圖譜，日本亦然，況且這些又都充滿詩意，美輪美奐。”

（辻惟雄：《圖說日本美術史》282 頁）
267
268

金：《日本發現歐洲》66、10 頁。
“浮世繪畫師奧村政信（1686~1764）首次運用西方的遠近法創作了浮世繪，不過其

目的與其說是突出強烈的寫實性，不如說是為了突出圖案的新鮮感，人們真正開始追
求現實主義還尚待時日。到 18 世紀中葉，圓山應舉（1732~95）的作品也只是有限地
吸收洋畫的技法，開創了新的畫派。……第一個整體運用歐洲畫法創作的日本畫家是
平賀源內（1729~80），”1763 年，司馬江漢（1747~1818）開始向平賀源內學習西方
油畫。（金：《日本發現歐洲》68~70 頁）
269

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405 頁；金：《日本發現歐洲》70 頁。
63

經過上百年時間的努力和探索，備受梵高、高更推崇的葛飾北齋，
模仿西式油畫創作《西式風景圖》，為完成（德國、荷蘭）外交任務畫
荷蘭式彩墨畫，“畫紙、畫筆、顏料和鉛筆都產自荷蘭，”270 象徵日
本的《富士山 36 景》“起初的畫上使用了從歐洲流入日本版畫界的顏
料普魯士藍。”271
圖~2.18：葛飾北齋《西式風景圖》系列裡〈押送船之圖〉1805 和《富士山 36 景》系
列裡〈神奈川沖·浪裡〉1832

註：左圖是葛飾北齋模仿司馬江漢的系列作品之一。“司馬江漢在長崎學習時掌握了
歐洲油畫的繪畫技巧。師從司馬江漢後，葛飾北齋熟知了西方藝術的技法，當然和這
位年邁的畫家相比，葛飾北齋並沒有放棄將純粹日本式的表達方式融入創作中。”272

許多畫家受到西方油畫和銅版畫的啓發，嘗試採用透視法和遠近
法描繪風景版畫，將浮世繪推向了全盛期。
自稱是“畫狂人”的葛飾北齋整合洋畫樸素的遠近法和合理的實

270

“1826 年，葛飾北齋受到了德國醫生菲利普·弗蘭茨·馮·西博爾德和荷蘭船長德

施圖勒的關於水彩畫的委託，為完成這一官方外交任務，葛飾北齋從長崎回到了江戶
城。當時創作的水彩畫中的 40 多幅作品目前散落在萊頓國家民族博物館和巴黎國立圖
書館。……這些畫都採用了西方的透視法，普遍使用了明暗對比和陰影的技巧，並沒
有體現傳統日本繪畫技巧。”（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北齋》139~142 頁）
271

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北齋》144 頁。

272

莫雷奈：《浮世繪三傑·葛飾北齋》125 頁。
64

證主義精神，使浮世繪風景畫確定在東西方結合的一個新起點上。273

中國畫寫意和西洋畫寫實造就日本浮世繪，恰逢其時，扭身接引油
畫（讓攝影追逼至牆角）戰略突圍。所以日本人特別容易理解、欣賞、
搶購梵高。“日本觀光客甚至前往奧維爾朝聖，將親友的骨灰撒在梵高
的墓上。”274 日本話劇《燃燒的梵高》場場爆滿，經久不衰；從日本
演到中國，北京人藝上演，經久不衰。荷蘭的梵高博物館觀眾太多，遠
超設計標準，日本企業（總裁有幅〈向日葵〉）出資，日本建築師設計
輔加新翼。275 1999 年，改建舊館+落成新翼=東西合璧“更加豐富和
系統化”。276
日本的浮世繪過去時，連環漫畫和手繪詩集“作為大眾文化而極其
繁榮”。一億多人口六千萬戶，無數漫畫期刊激烈競爭湧現《週刊少年
Jump》六百萬冊“媒體怪物”。277 一休和尚“酒淫色淫詩亦淫”兒童
不宜。278《一休》卡通男女老幼耳熟能詳。《鐵臂阿童木》一飛衝天。

273

“他的《北齋漫畫》素描式地描繪了鳥獸蟲魚、山川草木、想像的動物等，森羅萬

象。以此為開端，他的風景畫有了新的創造，採用了逆遠近法，即前景大、遠景小的
畫法，這就是《富士山 36 景》的問世。”（葉渭渠：《日本文化史》252 頁）
274

柯林斯：《梵高與高更》1 頁。

275

安田火災與海南保險公司（總裁後藤安夫 1987 年買下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出

資，世界著名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新翼（Exhibition Wing），舊館同時由馬丁·凡·厚
設計改建。
“新、舊館具有各自的獨立性與展示任務，……重新落成開館後的梵高博物館，在空間

276

配置與展示內容上更加豐富和系統化，”（蔡秉叡：《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412~415 頁）
277

“少年、少女週刊雖然引發了各種事件，但此後還是作為支撐日本漫畫文化的出版

物而繼續稱雄下去。現在的《週刊少年 Jump》六百萬冊的發行量只能說是異常，它已
經發展成了遠遠凌駕於其他出版物之上的媒體怪物。”（竹內長武：《戰後漫畫 50 年
史》1、64 頁）
278

一休宗純：《心如狂雲》63 頁。
65

《千與千尋》不屈不撓，《天空之城》美輪美奐。動畫→動漫Ɩ公仔，
數量、質量，世界之最。279“天皇也卡哇伊？”—“萌”的部分意思。280
在西方人眼裡，“時至今日，日本仍保持其唯美天堂的形象，尤其是藝
術與工藝運動的追隨者，他們認為日式生活充滿美感和藝術氣息，每日
與櫻花相伴，盛放的櫻花嬌豔而不失純潔莊重。”281
曾幾何時，日本“蘭學”挑戰儒學。司馬江漢在繪畫、文學、文字、
科學、哲學、宗教，全方位立體化突破。“對司馬來說，中國畫只不過
是循規蹈矩，技巧千篇一律，只有荷蘭繪畫才擁有讓繪畫更接近普通百
姓生活的活力。”282 曾幾何時，非洲黑人藝術闖入歐洲油畫。畢加索
從東方〈妻妾成群〉說起：“我對東方的一切都很著迷。西方世界以及
西方文明比起東方文明的大麵包來，不過是一點麵包渣而已。”283“畢
加索想要把人和物的表面可見形式用暗藏的秩序和實體表現出來。他

279

津堅信之：《日本動畫的力量》。

280

1988 年，昭和天皇病重，百姓前來皇宮虔誠祈福絡繹不絕。一群穿水手制服的女學

生說“天皇不也很卡哇伊嗎？”引起軒然大波，社會熱烈討論。日語“卡哇伊”詞源
民間，定義廣泛，經過多少代日本畫家貢獻，多指童真“幼稚力”。（原文黑體小標題；
姜建強：《日本文化史》256~261 頁）
281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最著名的陶藝家伯納德·里奇先生曾在日本學藝，師從尾形乾

三，他學到的技藝已歷經三千年師徒連綿不斷的傳承。”（昂納：《中國風》272 頁）
“經過一番研究，他在 1783 年重新發現了耶穌會傳教士傳教時代之後在日本失傳的

282

銅版技術。……司馬作品影響了後世的許多畫家，其中包括葛飾北齋（北齋的畫後來
又影響了法國印象派，構成了完整的東西方借鑒關係的循環）。”（金：《日本發現
歐洲》72~74 頁）
283

“1906 年，畢加索畫了〈妻妾成群〉The Harem，畫中四個婢妾被奴隸誘惑勾引。

待在穆更的這個夏天裡，畢加索快活似神仙。他後來說：‘有人對我說，你有一個蘇
丹式的靈魂，因此你可以妻妾成群。’他說得真對，我願意像阿拉伯人或東方人那樣
生活。”（哈芬頓：《畢加索》216 頁）
66

說：‘我像中國人那樣畫畫，不是臨摹自然，而是活像自然。’”284
21 世紀初，霍克尼震撼畫壇的美術史研究結論：“歐洲繪畫兩個
最基本的原則 — 線性透視（滅點）和明暗法，都源於對自然的光學投
影的研究。”285 達芬奇說“陰影具有宇宙間事物的共性。……黑暗是
陰影的最強形式，光明是陰影的最弱形式。”286“而陰影在歐洲以外的
藝術從未出現過。中國、波斯和印度的製像者都有高深的傳統，可他們
從來不用陰影，一個例子也沒有。”287 中國繪畫天人合一，人在畫中動
態，走哪兒畫哪兒，畫哪兒走哪兒。288 區別固定觀察的窗口，卷軸徐
徐展開，移步換景=焦點移動法，“就像我們在現實世界中一樣。”289
284
285

哈芬頓：《畢加索》95 頁。
“我的所有實驗最後讓我明白，……這個觀點在我以前還從未有人提出過。”（霍

克尼：《隱秘的知識》199 頁）
286

“陰影即是沒有光明，純粹是由於不透明的物體阻擋了光線的去路。黑暗的本質是

陰影，發光體的本質是光明。一個隱藏的物體，一個顯露的物體。它們始終與各種物
體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但是，陰影是比光明更強大的媒介，因為它能夠阻礙並且完
全剝奪物體的光明，而光明卻不能徹底驅散不透明物體的陰影。……所有物體的陰影
都是黑暗的。……對我而言，陰影似乎是透視最重要的元素，沒有陰影，不透明的固
體就會模糊不清。”（蘇編：《達芬奇筆記》78、85 頁）
287
288

筆者黑體加重；霍克尼：《隱秘的知識》228 頁。
“順著陽光照射的方向觀看物體，你看不到物體的陰影。……如果太陽位於東方，

你向西觀望，就會看到所有物體都被充分照亮，完全沒有陰影，因為你的視角與太陽
光照的方向一致。向南方或北方觀望，會看到所有物體都處於光和影之中，因為你可
以看到物體向光和背光兩面。迎著太陽光望去，就會看到所有物體的陰暗面，因為太
陽光照射不到。……當視線置於發光的物體與被其照亮的物體之間時，物體看上去不
存在任何陰影。”（蘇編：《達芬奇筆記》156、78~79 頁）
289

“它不同於阿爾貝蒂的窗戶。觀眾不在山水之外，相反，觀眾在山水之中悠遊，與山

水保持著相當的聯繫。觀眾可以從許多視點（而不只是一個）看畫，就像我們在現實世
界中一樣。……這樣的畫作只能一人徐徐展玩，獨自觀看與體驗。假如整卷作品完全打
開，像在博物館陳列時那樣，就會失去移步換景的效果，而山水看起來也會顯得有些古
67

陰陽割昏曉？走陰影裡，適應了（瞳孔放大）再畫，還是一清二楚。290
達芬奇抱怨“黑暗把一切東西都沾染上它的色彩。一個東西脫離了黑暗
越徹底，就越能顯現它真實的本色。”291 也就是說，認識或表現事物
的真實本色，“陰影不是必須的。”292 唯獨光學投影必須強光→陰影。
“假如透視是光學投影的自然結果，那麼對透視的觀念認識會不會起源
於光學投影？”293 在這個意義上足以自信，千錘百煉八個樣板戲之後，
怪。……其技法可以稱為焦點移動法（principle of moving focus）。你不可能將這件卷軸
視為原始之作。它高度複雜，使人意識到要是畫中存在任何一個滅點，那就意味著觀眾
停止了移動 — 換句話說，觀眾就不在畫中了。”（霍克尼：《隱秘的知識》230 頁）
290

“在室外有光的環境下，如果眼睛看到一個物體處於陰影中，那麼它看上去比實際

的情形更暗。這是因為在室外，大氣向瞳孔反射更多的光線，瞳孔相應收縮。瞳孔收
縮得越厲害，看到的物體就比實際情形越暗淡。但是，一旦眼睛進入陰暗的空間，物
體的陰影似乎突然變淺。這是因為眼睛進入的地方越黑暗，瞳孔就會變得越大，由此，
物體看上去就不那麼暗淡了。眼睛視線從陽光下一個白色物體上轉移至一個比較陰暗
的環境中時，會感覺看到的所有東西都非常暗。這是因為從陰暗環境轉移至明亮環境
時，瞳孔即從放大轉換至收縮狀態，其表面可以收縮至原來的四分之一或更小，因此，
觀察事物的能力隨著減弱。……因為瞳孔放大或縮小時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不可能
即刻適應從明亮轉為陰暗的狀態，從陰暗轉為明亮也是如此。描繪眼睛的時候，這一
點曾經讓我苦惱很久，現在終於明白了。”（蘇編：《達芬奇筆記》79 頁）
291

“所有顏色被置於陰影中的時候，它們都呈現同等程度的黑暗色彩。當被置於充足

的光線中，則顯現真實的本色。”（蘇編：《達芬奇筆記》99 頁）
“有一次我問一位品味超群的中國女士，爲什麽中國藝術中不表現陰影，她回答說：

292

‘它們不是必須的。’……陰影肯定能夠像我們提供周圍環境的線索。……與此同時，
我們也具有忽視陰影的能力。駕車時我們不僅需要，而且有能力看清樹蔭裡的行人，
並不會隨著他們步入和步出陽光而一會兒認為他們存在，一會兒認為他們不存在。我
們的祖先在識別行進在草叢中的老虎時，就已經擁有這項能力。在大多觀看情境中，
那位中國女士說得沒錯：陰影不是必須的。”（霍克尼：《隱秘的知識》228 頁）
293

“那麼對陰影的知覺又來自哪裡呢？是來自對世界本身的觀察，還是來自對世界的

光學投影的觀察呢？這是我的觀點所在。在光學投射的自然中，我們的確能看見陰影。
陰影對於光學投影來說是必須的。在我開始製造投影時，我很快意識到要想獲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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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絕大代價的祖國文藝，中西醫結合的春天百花齊放，有待明天、後
天、大後天……
霍克尼寫給中國讀者的話：
透視 — 我指的是借以在二維平面上描繪出三維空間的系統 —
是個非常令人著迷的問題。今天談這個問題的人不多了，但在百年以
前的巴黎，它卻是熱門話題。
根據歐洲藝術史的記載，偉大的意大利建築師布魯奈列斯基在
1420 年“發明”了透視，因為他的透視是一種光學的自然法則（照
相機也能夠製造出透視圖畫），所以他實際上僅是“發現”了透視而
非“發明”了透視。
中國人向來不用布魯奈列斯基式的透視系統，因為中國人對風景
的態度和歐洲人不同，他們不是透過一扇“窗戶”來看風景，把自己
隔在景外，相反，他們隨著景色漫步，觀者就在其中。
當然，光學透視今天已經主宰了電視、電影和攝影的世界，不過新
技術能夠改變這一現狀。或許一個嶄新的、滿懷自信的中國能夠對此有
所貢獻，給人類帶來比現在更好的、更加人性的觀看世界的方式。294
投影，就必須有強的光照，每個攝影師都懂得這一點。……研究光學投射的藝術家必
須考慮陰影的處理，而在直接觀察中則可以將它忽視。”（原文黑體；霍克尼：《隱
秘的知識》204、228 頁）
294

手寫英文影印+翻譯中文=書籤，夾在大畫書裡。作者寄予厚望的新技術是“在電腦

的幫助下，多重視點 — 多窗透視 — 現在又得以重回畫面。它還在把素描、藝術家
的手，重又帶入透鏡生成的圖像中。……手繪圖像是人的視界，那裡有一個廣闊美麗
的世界，我們也身在其中。有了電腦的幫助，人們可以摧毀透鏡的集權，新的視界得
以產生。有人已經發現新的數碼相機是繪畫的一個分支，激動人心的時代正在前頭。”
（霍克尼：《隱秘的知識》196~197 頁）正在前頭的問題是：把數碼相機當成繪畫的分
支，屬於畫家一廂情願，還是攝影家心甘情願？人工智能繪製合成的 N 重視點圖像天
衣無縫，人家能答應咱嗎？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