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我在韓國首爾東國大學客座水墨教

授一年，從事比較研究，2014年回到臺灣師大繼續

美術學系的教職，擔任從博士班到碩士班及大學部

的水墨教學，在去年這一年間，正好也受聘參與全

國美術展、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及大學美術術科聯考

水墨類的評審。多面向的觀察審思之餘，雖覺水墨

創作在台灣，近幾年確實有逐漸令人感到式微的現

象，然而現代水墨自 1960年代起綻放光芒於台灣，

是華人世界在民國初年提倡水墨改良、改革後，極

具生發影響的一股力量，而這股力量是否會在東方

崛起的本世紀，再度展顯其能量，從幾個面向的當

下觀察，看來這應是正向樂觀、可以期待的。

透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的水墨觀察

首先我們先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所主辦、各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協辦，一年一度的全國學生

美術比賽來加以觀察分析，經辦多年由教育主管官

方規劃的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一直是台灣從小學到

中學、大學，各級年輕學子在學習美術的過程中，

每年最為重視的觀摩較勁舞台，台灣學習美術的年

輕學子，將課堂或課餘用心繪製的作品，從校內透

過老師的用心指導與選拔，再送到各區、各縣市，

再集中到全國決賽會場，經由多位專家學者一起評

審。其中能在風貌各異、數量眾多的作品中脫穎而

出者，確實都是難能可貴的一時之選，即使是最後

入圍而未列前茅者，事實上也都是曾經在各縣市精

挑細選後的前幾名。只因最終全國得獎名額有其限

制，難免有無法顧全之遺憾。

年輕學子的繪畫創意，始終洋溢著可貴的新

鮮感，即使是被認為較堅持保有傳統精神的水墨

類作品，在近幾年的拓展中，也綻現無比的活

力，表現方式多樣而富於時代感。既定成法的約

束已不再是限制，框架的拆解，以致創意馳騁飛

揚，筆墨揮灑自如，技法多元展演。而能脫穎而

出者自是其中的佼佼者，亦是能善於抓住水墨畫

的特質所在，並且能夠凸顯出同中求異的獨特

性，於既有的形式、理念、材質、題材裡推陳出

新，彰顯出個人獨到的觀察與創意。如果只是技

巧熟練，依樣畫葫蘆的因襲，絕對成就不了佳

沈墨高揚在臺灣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in Taiwan

李振明 Cheng-Ming LE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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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換言之，就是不能盡是墨守成法與食古不

化。基於藝術貴乎創造的理念，創作者一定得透

過個人用心的構思，將生活中的深切體驗，運用

學習所累積的再現與表現能力，轉化為一幅幅動

人的作品。並且水墨畫這種華人世界於平面藝術

中的特有表現形式，除了一般繪畫在質、形、意

各方面的要求外，尚須將其媒材之外的東方審美

觀點加以把握，才更能顯出箇中韻味。

堅持筆墨是最後底線的傳統水墨捍衛者，面對

當今學生對於文房四寶的逐漸陌生與疏離，或許曾

經引發不少的喟嘆，然而這些似乎難以逆返的發展

現象，恐怕也只有迎面應對，且無法迴避。

強調書畫同源，堅持水墨畫書法性線條的基

本訓練要求，一直是水墨畫學習過程不能忽視的

一環，然而對於現代部分水墨創作者而言，或許

已經難以如昔人般做到。民國初期，華人知識分

子大致上都還能揮毫幾筆，以備文書往來之需，

但即使如此，相較往昔秀才文人必然具備的科舉

基本功之書法訓練，已然式微。在台灣，日治之

後，國民政府治理初期，原以復興中華文化為使

命，中小學每週尚有毛筆寫字課、作文課、週記

等的書法練習。曾幾何時，學習階段的課業書

寫，從鉛筆、鋼筆、原子筆，到當下的滑鼠、鍵

盤等，毛筆書寫對一般學生而言，幾乎成為一項

特殊的中國功夫，除非課外特別的書法養成訓

練。當硬筆字的工整、勻稱要求已是不易的情況

下，毛筆書法的優美要求，即使是大學美術科系

水墨畫組的學生來說，亦屬難能可貴。相對原是

往昔文人士紳的基本能力來說，時下知識分子的

書法若能流暢運筆，已頗堪讚許。

如果說，筆墨的保留，才是水墨最基本的根，

已被文人畫框限千百年的書法性線條堅持，或是附

和君子不偏不倚修持的中鋒論調，是否也該調整心

態思維，以另一種思考方式，使其還原到筆墨工具

本然的素樸特質，也就是正、側、順、逆、迴、轉

原本皆具可能的毛筆特色。解開筆墨的裹腳布，打

鄭筑云　吃麵　內湖國小　林貞秀老師指導

生活中常見的情境為主題，生動活潑的人物造型，畫面以圓形延續構圖，輕
鬆的筆墨勾勒，更顯其趣味性。

破文人書法性線條的沙文主義，讓水墨畫中強調的

筆墨，純粹就是原初的筆與墨，不再有任何的侷限

與束縛，不再需要背負著任何先驗的牽絆。讓其呼

應宣紙、絹布等纖維不填塞阻隔，本來自由自在的

特質，盡情地發揮其中所有的可能，甚至是顛覆其

暈染效果的漿礬作法，或是打破原先薄敷淡染用色

習慣的重彩濃色，亦無不可。讓包袱卸下，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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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束縛，才是真所謂的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在台

灣，劉國松提出「革中鋒的命」，運用炮刷子配合

抽筋剝皮皴、噴槍等的作法；在大陸，吳冠中提出

「筆墨等於零」，滴流墨痕色點，在在皆已推翻既有

成法，還原東方繪畫中筆、墨、色、材質的原初性

格，重塑再創東方畫系中的其他可能。

近來幾屆的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水墨類作品，從

小學到大專的各階段表現，皆能顯現出各異其趣的

優秀水平，創新與紮實描寫能力各顯其功。工筆寫

意的分野已非必然，學生們依其創意，將生活感受

的經驗，藉著學習而來的表現技法，再行開發出一

己風貌的水墨創作，完成一幅幅動人的佳構。只要

合於畫面之所需，各種新舊手法皆可納為己用，充

分發揮。彰顯水墨材質特色的技法運用，在作品中

表現新的創意，並能落實於時代精神的反映。適切

地畫出所見所感，呈現當下時空社會的真摯體察，

不再是八股因襲的，不再只是遙不可及的一些空中

樓閣，從傳統再出發的實踐，在各級學校教師的共

識中，引導著學生開創出水墨無限的可能，讓華人

特有的藝術類型畫種，有了新時代的體現。

期待沈墨高揚在台灣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而國畫是我國繪畫藝術

的優秀傳統，歷經千百年淬鍊而成的菁華，重視國

畫、發展國畫，是吾輩理當戮力且責無旁貸的神聖

使命。」這樣偉大的口號，不只無法讓中華藝術文

化因之發揚光大，更可能因為本質性問題的忽視，

而讓國畫離藝術的國度越來越遠，因為藝術就是藝

術，不是其他，它不必背負偌大的包袱。

又或者，總是強調認為國畫具有怡情養性或陶

冶生活的功能，這固也無可厚非，但是若肯定國畫

是藝術，就應該讓藝術的還給藝術，因為藝術的價

值就是藝術，不是其他。

中華文化自古稱繪畫為丹青，為有別於外來畫

種，乃稱國畫，國畫就是水墨畫（源自唐代王維提

出「水墨為上」說法），就是彩墨畫，也有稱墨彩

畫，在台灣目前以稱水墨畫為多，為能強調今人更

為多元的用色作法，稱呼彩墨畫亦屬合宜。

藝術必植根於生養孕育的土地方得滋長，在倡

擁在地意識的藝術立論中，現代水墨積極推動者

劉國松，嘗謂現代水墨就是台灣本土繪畫。2012

年在臺灣師大一場全校通識講座的講詞中，劉國

松再次講到：現代水墨畫是台灣融合了外來文化

陳昕渝　可愛的貓咪　明志國小　張文龍老師指導

兩隻貓咪造型可愛，生動的肢體分開了牆壁上方形的畫作及圓形盤子的
魚，方圓與真假的呼應，雅致的上色使畫面氛圍極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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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成為各種新的風貌，也就是有著本土色彩的台

灣水墨畫。而現代水墨正是台灣展現海島文化的特

色，吸收融合各種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創造出來的

新繪畫。

戰後世界的藝術前趨舞台，從歐洲輾轉遷移到

美國紐約，不過，這樣的情勢已然在改變中，隨著

亞洲族群的奮力抬頭，水墨作為東方世界的特色藝

術類型，它該是揚帆順勢而起的時候了。邁入 21

世紀，隨著亞洲的國際地位躍升，東方水墨藝術終

將會讓世界用一種比較清晰的角度去認識。另外，

隨著情勢的轉移，東方國家最終總不大可能把西方

的藝術類型作為自己國家的代表性藝術，所以在這

樣的情況下，東方水墨的抬頭，恐怕會是發展的必

然。當地球村的觀念越來越普遍時，距離拉近，增

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是必要的，有著深厚文化背景

底蘊的水墨藝術，邁向國際前趨的未來態勢，在世

界藝壇引領風騷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再只是假設性

的問題，21世紀中葉之前，水墨藝術的崛起是相當

樂觀可期的。

當代水墨一方面在既有的文化底蘊下融合開

展；一方面引介西方藝術發展上的經驗與觀念，為

傳統水墨開啟了變化拓展的新路線，並且在整個地

球村語境下的人類社會中，將關注與努力的焦點投

射在自我成長、生活的土地與文化上。而世界各地

的水墨藝術工作者，在面臨西方諸多風起雲湧的新

藝術流風激盪下，回顧大量因循反覆，逐漸失去生

命力的傳統水墨，也試圖另闢蹊徑，再創新機，以

反映新的時代精神。

當代水墨的諸多探討面向中，由於不同的立

足點，各自衍生不同的內涵與外延，分別地探索水

墨進入當代的種種可能性，提出水墨現代轉型的方

法與途徑。因為這些努力實際上都是在實驗與試探

中，尋找一種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東方藝術形

式，希望能以世界化的眼光來審視區域文化各自具

足圓滿的特色。

2001年在廣東美術館，由皮道堅與王璜生所

蔡濰楨　翦　臺中一中　朱忠勇老師指導

以孔雀與少女融合，構思新穎深具獨創風格，構圖緊湊，描寫精細，運筆流
暢靈活，層次分明，墨色清潤，通幅充溢雅透之氣韻。

的本土繪畫，台灣畫家自行開創產生不同風格而

成就了本土繪畫。從台灣發起的現代水墨畫，其

激盪背景，實則包含了，受日本畫影響的大片渲

染手法；隨國民政府遷台帶入的中國傳統繪畫；

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協防，順勢而來的美國抽象表

現派繪畫，以此再融合明清引進的文人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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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的「實驗水墨二十年展」，探討華人繪畫藝

術在傳統水墨和西方化藝術之外，對實驗性水墨

問題的關注，追求一個有別於古典水墨的不同表

達方式，推介 20世紀 80年代，水墨實驗立足當

下的感受和體驗，所表現出對傳統筆墨程式的解

構，以及水墨畫在擺脫泛觀念化傾向和單純的形

式技法後，從封閉的本質主義走向開放的現代性

時，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批判性和它對水墨語言功

能的拓展。

而在更早之前，1960年代的台灣，水墨畫在

一群無法滿足於大陸懷鄉與文人畫遺緒作風的年

輕人的奮力闖拼下，漾起了抽象風格的「現代水

墨」，而當時強調現代性的現代水墨，經過多年的

沈澱，也逐漸成為一個歷史的特定名詞，也就是

說，它已經成為一組有所特定指涉的符號系統。

這波首次有心帶起的「現代水墨」風潮，從

台灣而香港而大陸，另稱「實驗水墨」的反思創

新作風，透過試探開拓，在這半世紀以來，雖一

直稱不上是華人水墨發展的主流，卻確實是活躍

於這段時期，非常有別於既有傳統文人畫脈絡的

繪畫體系。

藝術映射著時代與社會，可能是順承的反應，

也可能是反省的反映，第三波工業革命資訊時代的

來臨，人類訊息接收模式非固定線性邏輯的改變，

已然讓人跳脫往昔的經驗法則，隨機與跳接，成為

時下生活裡訊息捕捉與交流的常見模式，新新人類

的跳躍性思考，並非偶然。在這個訊息網絡交錯串

連的時代，人在蒐羅接納外來的資訊時，變得既主

動卻又被動，非完全主動意識的隨機跳搜，已成日

常生活中的自然舉措。非線性邏輯的錯接與混搭，

成為資訊吸收組構的常態。滑鼠、遙控器等的發明

使用，讓宅男宅女即便窩在家中的沙發床，也可天

馬行空式的接收著預期與非預期的種種資訊，最後

整合為各自的生活經驗。而藝術創作者也以非線性

敘事方式，引導觀眾對彼此生命經驗進行開放式的

對話。開發傳統外的他者可能，種種生冷不忌的嘗

試與實驗，確實在當下的水墨藝術創作中，已然不

乏見多方的探索，並有了初步的成績，足以讓我們

期待後續光芒的綻放。

當前台灣的水墨藝術發展現狀，即使是捍衛

守住筆墨最後底線的水墨創作者，在相當程度的

堅持下，仍不至於故步自封，「筆墨當隨時代」仍

屬堅持者隨方隨時的必要因應。而廣義的筆墨，

似乎已非原初書法性的絕對堅持，在電腦化的當

代，寫好書法已非知識分子必然具備的能力，若

是一味認為要畫好畫必須先學好書法，而寫不好

書法也就畫不好畫，最後形成引為參考依據的書

法性用筆，演變為繪畫創作前的先驗條件，這是

否也可能成為一種侷限。這種繪畫書法性線條用

筆的過度依賴，對於水墨整體的發展，恐怕並非

全然是正面的。因為藉著書法性、中鋒的堅持，

涵養文人執兩用中率真而不狂肆、不露鋒芒的個

人情操修持規範，也早與時代不符。「革中鋒的

命」、「革毛筆的命」、「筆墨等於零」等等激進的

宣示，意義在於還給材質工具本來自由自在的特

質，讓筆墨歸零再出發，盡情地發揮其中所有的

可能，讓善書者能畫，讓不善書者也能畫。創作

的好壞，並不在於先驗的預設，而是在於創作者

以其形而上的意匠，藉著形而下的素材，成就個

人獨特的創意之作。

當代水墨在台灣，隨著整體社會環境的改變

及開放，讓水墨藝術創作進入了大開大闔的局

面。對於水墨的重新定義與探索，企圖跳脫傳統

的框限，在創作方法與實踐上，一方面汲取傳統

水墨畫的精髓，一方面融入新思潮與跨域作法，

給予水墨的精神內涵以一種崇高之外的入世精

神，展現出空前的自由與創新，當代藝術不管是

平面、立體、圖像、雕塑、影音動畫、新媒體藝

術等，皆可看見水墨介入的痕跡，也勾勒出水墨

跨界多元的廣泛疆域。當今水墨的創作呈現，既

是對於傳統的承接與延續，也是當代人對於水墨

藝術創作的重新省思與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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