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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第二種態度
——論當代藝術與教育的轉型

● 楊勁松

一

中國的當代學院藝術教育和當代

藝術形態，在體制改革和社科人文哲

學類文化建設中感受到思想觀念上的

社會轉型，比經濟建設更具社會發展

支配力量的前景；通過近些年日漸增

多的國際間交流與合作專案的展開，

認識到思想成為公共資源的努力可以

產生不可預見的收益；覺察到仍在推

行的教育模式，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以

及洋為中用等種種思想結果並非真實

地貼近中國文化的命題，而是被教條

的、意識形態化的誤區所扭曲，從而遠

離了藝術真實，空虛了思想本身意義。

於是，中國美術學院於1994年開始針

對藝術發展的規律和當前藝術教育中

的功夫套路、「職業技術培訓」、經驗

式教學等種種弊端，推行教學改革。

從「洋為中用」到「中西融合」，直

到多年後的今天提出「多元互動、和

而不同」的藝術教育發展主張，中國

美術學院於2003年在綜合繪畫系基礎

上正式更名為「綜合藝術系」。在原來

以平面性綜合繪畫為基礎的綜合繪畫

工作室之上，新增了以空間藝術為特

徵的綜合造型工作室、以博涵時空和

公共藝術為特徵的總體藝術工作室。

從藝術形態上看，綜合藝術系三個工

作室基本涵蓋了視覺藝術從平面到空

間、從凝滯到流動的全部藝術功能。

儘管仍有藝術家堅持保護畫種手工製

作的特性，但藝術家將不可避免地轉

向資訊技術，以一種更直接手段體現

人的主體精神的要求日漸鮮明。從藝

術手段上看，三個工作室基本上包羅

了從技術到觀念、從形式到結構、從

生產到控制形態的系統方法。儘管未

來的藝術可能從眾多方向中選取某一

走向，但隨8傳播與資訊技術的發

展，隨8互動知識在開啟人類智慧的

積極作用，綜合藝術系的持續發展會

預示一種不同於單向聯繫式的傳統藝

術所能評判的新型審美關係。

從教育與教學的方式上，區別於

傳統教育之處在於，從基礎概念的拓

展，到如何認識基礎，以及基礎與個

性成長的關係，它將如何產生並伴隨

學生進入創作，及創作的方式又如何

被引伸入社會等一系列環節的知識與

技能的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被特別加

以了強調。因為，藝術已不單純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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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感和現象的精確再現，也不再局

限於純粹的視覺關係上，它要求藝術

應參與到社會的各種人文階層，切入

當代社會核心問題和藝術共生的關係

中去。藝術，特別是視覺藝術能夠被

用來作為傳遞資訊的工具或媒介，因

此，綜合藝術的基礎教學儘管保持了

視覺藝術的基本特徵，但從認識的根

基上，已不同於被動摹仿再現的方

式，也不同於傳統畫種式教學模式，

而是推崇教學相長，共用與融通的互

動成長方式。

比如在對待藝術與生活的態度

上，傳統教學中沿用的「走出課堂寫

生的方式」（下鄉），在功能上它已退

化為「走馬觀花」、華而不實的課堂知

識的延續。「寫生」成了某種僵化的課

堂知識的興奮劑。因為傳統寫生的基

礎概念停留在描摹和表現「新鮮」的好

壞程度上，思想的活力被自然主義教

條所捆死，學生到生活中去便不能主

動地採集與自我知識成長的資訊，更

多是在複習課堂知識或摹仿某大師或

某種風格技能的方式，使自己的藝術

天賦未老先衰。綜合藝術系所開設的

走出課堂的「寫生」則不同。在教學觀

念上，首先肯定社會生活的積極意

義，引入社會學、計量學、考古學的

方法，使學生在異地社會的網路中為

現象編碼、統計、考核來源，鼓勵學

生透過現象追根尋源的鑽研精神，在

記錄與歸納中體現學生的觀察與思考

的能力。這類「寫生」的過程，將自然

地促進學生將課堂內知識技能的學習

體會能順暢地應用於「寫生」中面臨的

問題，也為進一步解決課堂內知識技

能的學習提供了方向。如此，「寫生」

便能啟動了學與用的成長關係。

其次，「以創作促基礎」的教學方

式（或稱帶專案展開教學），進一步改

變了傳統學院藝術教育循序漸進的僵

化機制。所謂以創作促基礎的教學，

是在系或工作室總體學術方向基礎上

展開的有針對性的、思想觀念為先的

互動式教學。傳統的藝術教育總設想

「只有打好基礎才能進入創作」，這個

模式在中國運行了半個世紀，它的最

大弊端是培養了大批找不到靶子（沒

有思想）的神槍手，只有別人為他設

定了靶子後，他才知道抓槍射擊。事

實上，藝術是藝術家自己的事，教育

必須留給學生本人來承擔責任的空

間，以創作或帶項目的教學，實現的

是教育幫助學生學習設法發現事物的

能力，而不是干擾或者破壞學生自發

的創造性表現。因此，以創作促基礎

所要求的是「發現的方法必須由發現

的方法」來教的原則。

現實生活經驗教會了我們不要隨

波逐流式的思想，通過在實踐中自覺

提升藝術教育和個人的知識判斷能

力，使用一切有助於表達造型體會的

方式，從各類根本不同卻擁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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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謂的事物開始，重新思考藝術與社

會、視覺與視知覺、形式與技巧、語

言與手段等相關視覺藝術的思想資

源，區分哪類文化思考是具有普遍性

描/能力的知識，哪類標準只不過是

地域性或個人的偏好，區分哪類藝術

教育的邏輯方法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哪類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具有普遍性卻

不一定是我們學術主張所可以接受等

問題。思考的意義在於疏理，從而建

立新規則；區分的意義在於甄別，從

而明確思想的目標。所有這些激動人

心的認識過程，將形成「藝術的第二

種態度」的實踐精神。

二

「藝術的第二種態度」的「學問功

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於與生活無

距離的尺度把握上，也不在於藝術想

像力的高低和技術技巧的優劣與否

上，而在於是否首先8眼於改良思想

性土壤與形成求真的學術環境上，在

於創新能力的激發和知識的整合，以

及與我們真實生活息息相關的「身份

識別」和文化認同上。這種態度，只

有在對本土乃至世界文化貢獻出了新

鮮活力而不僅僅是地域性和自閉性的

情況下，它才具有普遍性價值和重要

意義，也只有在它既能吸收世界文化

又能被世界文化吸收之時，才具有文

化創新的積極意義。

問題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

來近百年的現代化進程b一直深藏8

這麼一種思想價值觀，即：以歐美文

明為標準，並以此衡量事物的利害得

失。中國近十所美院和各類大大小小

的綜合大學b的美術學科（系）都多少

存在8沒有真正思想根據的現象，以

至於存在8所謂的蘇派、德派、法派

不是曾左右8北方的各大美院，就是

左右8南方的各大藝術院校的事實。

由於沒有真正而有效的思想根源，藝

術的方式就只能沿襲「功夫」的套路，

學院不是思想者的樂園，就只能是

「技術」比武的賽場。80年代初，在全

國各大美院興起的關於「內容與形式」

這場意在思想啟動的學術討論，在無

疾而終後轉向「技術」的形而下比武，

直至荒唐到你畫的畫一定是印象派畫

家某個人所偏好的某種技法的先後順

序的再現，以及你畫的素描一定是正

宗的蘇俄契氏嫡傳與否等雞毛蒜皮瑣

屑細節的較真上。每次全國美展出現

的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

儘管主題藝術展的特殊要求體現了體

制的控制性美學意義，但對藝術家形

成獨立思想的需要而言卻是有害的。

因為，它鼓勵人們鑽牛角尖並且使行

為與思想無關。這些往事使我們看到

為思想獲得營養曾付出過多麼高昂的

精神成本和思想代價。也使我們看清

作為前者的學院教育模式在現代化進

程中，被迫從「職業技術培訓」思維模

式中四分五裂的原因；讀懂了後者在

取巧式的藝術創作套路中迷失了現代

人個體存在價值的原因。

由於當時的反思更多8眼於東西

方現存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反差性

上，沒有深入發現物質與精神處於劣

勢的悠久文明在面對變革時都會遭

遇思想危機的必然，對學院教育體制

和美學模式的厭惡更多是針對批量培

養毫無思想個性的學生的現實以及

盛行的御用插圖風氣上，沒有進一步

糾正學院藝術所依重的「東方複製西

方」的變性手術、這類沒有逃離以傳

統資源為原料、以西方知識體系作為

創新標準、然後把「中國特色」按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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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標準轉換成現代西方知識的實用主

義框架。

中國當代藝術和學院藝術教育中

所缺乏的不是技術技巧等形而下的東

西，而是孕育思想的土壤和學術精

神，因此，「藝術的第二種態度」有意

避開信仰與信念這類隱含價值觀的概

念，是為避免重陷政治化迷霧的可

能，或宗教般的非我感會令思想不再

有懷疑和否定它的積極性之故。其

次，中國文化是一種有8極強相容

能力的「文化土壤」，它並不順從概念

和語言的邏輯思維，在它的思維方

式b並不特別強調絕對、本質等與

現世生活不切身的問題，因此在中國

思維b不僅有8與西方不同模式的

歷史理解，也有8不同的歷史事實。

正是在這樣激烈的東西方思想碰撞

中，撥開了遮蔽在我們思想文脈歷史

包袱，逐步在知識的融通中，選擇了

具有中國思想包容特徵的第二種藝術

態度。

三

儘管當代藝術和教改中的學院藝

術教育轉型仍是一種龐雜而無明確邊

界的學術問題，它本身不可名狀的含

混性容留下了太多可能性空間，但就

是在眾人眾口的各自表述中，破壞常

規秩序和弱化傳統權威讓主流退隱江

湖的種種努力，一種不歸屬於某些人

而是作為一種新興文化的思想卻得到

了弘揚。這便是當代藝術和藝術教育

在與「他者」的對話與選擇中獲得了既

不同於傳統的蘇格拉底式的「我思」，

也不同於含糊其辭的政治性煽情之

思，而是一種在「對話」中獲得思想啟

迪時生成新文化理想的索求之思。在

面對「他者」（社會意識、文化意識，

包括政治的、人文的意識）的語境

b，融合全球化、地域性、身份、共

同體、文明與暴力、博弈與合作等等

關於這個時代的核心知識，在思想資

源中建設自己文化的話語權，進而發

展出相關的話語辯護能力。這種辯護

能力包括我們在對話與選擇的思考中

具備「不迎合、不追隨」的自主能力。

通常，在傳統社會框架中，當代

藝術和藝術教育合法性「應該」首先表

現在新制度的建設上，有相對完整的

學術理論和思想制度。特別是它們所

推崇自由精神和知識生產制度能為大

眾接受，才是保證發展的依據。當代

藝術同時還「應該」是一種視覺表述體

系，它提供關於新藝術形態的所有解

釋和評價標準。然而，所有「應該」的

習慣表述卻恰恰是當代藝術希望揚棄

的，被當代學院藝術教育認為是礙手

礙腳的東西。如果世界仍是一種而不

是多種生態結構的社會模式或藝術模

式，這個世界就不會是人性的。我們

吳少君：《人體》，紙上

丙烯，110×1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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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從杜尚（Marcel Duchamp）、波

伊斯（Joseph Beuys）的藝術實踐中看

到「藝術生活化」的努力所產生的貢

獻。「人人都是藝術家」，這種泛藝術

化的藝術理念在撕毀傳統藝術的神秘

面紗後，人們的生活景觀和藝術視

野一下子豁然開朗了，人的主體價值

得到了普遍認同。這種心智啟蒙的結

果培養了「人人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斷」

的現實。人們可以而且應該擁有按自

己的角度解讀藝術，甚至是對與切身

問題相關的生活真實發問的權利。這

一點，只有在當代藝術中存在8容許

人的交互質詢和激勵思想批判與重構

的機緣。藝術與生活、他者與我的關

係在這種機緣中真正擁有了「相互定

義」的基礎，因此，當代藝術的核心

思想——「藝術大眾化」所解構的其實

不是藝術，而是藝術背後的知識結構

和學術權威。當代藝術教育改革所關

注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和開放式教學，

所尋求的「應該」其實是與時俱進的時

代命題。

當代學院藝術教育是在對當代藝

術的批判中以普遍主義和發展的態度

對當代社會關係進行了重新整合。它

不同於傳統社會批判學說，它相信傳

統資源和「好的自然秩序」是存在的事

實，因此，它不會因為不滿而革命，

也不會因為懷疑規則和普遍知識的

有效性，就如現代藝術般鼓吹顛覆。

它實質上是一種具有懷疑氣質的思

想，是一種使固態化的美學制度和表

述系統失去自我辯護能力的融化劑。

它喜歡當代藝術家所慣用的兩種行之

有效的方法，即：「悖論化」和「解

構」。所謂「悖論化」是指利用某種事

物的邏輯，合法地引導出或增生出它

自己所不能忍受的錯誤結果。比如當

代藝術在現代社會鼓勵商業化背景中

拼命渲染庸俗的商業品味的做法，它

比庸俗更庸俗，庸俗到自己都不敢認

同。當代學院藝術教育中鼓勵學生懷

疑、論證、篩選、變異與重構的態

度，便是受益於當代藝術作為開路先

鋒的變革精神。所謂「解構」是指對中

心、主流、規則、權威體制的消解。

這種「消解」不是簡單的破壞與否定，

而是在主流和中心領域增加知識變

數，使之出現威信和高度上的弱化、

矮化，使話語霸權一貫性的流動方式

被阻斷和語塞，讓「甚麼都行」的意識

覆蓋傳統權威，讓習慣思維在「找不

8北」時，重新界定個人與集體、他

者與我、真的與真實等等知識內涵。

當代學院藝術教育中注重學生思想開

始與形成的過程，鼓勵學生大膽假設

的創造性熱情和培養與之相應的細心

求證的態度，亦為獲益於當代藝術敢

為天下先的文化創造力上。

這些相關視覺藝術知識創新背後

的人文知識網路，將不僅改變人的交

往合作關係，改善我們視覺藝術閱讀

能力的生成方式和生產藝術的方式，

還能夠重新調整人與自然的生態關

係，從而使「制度創新」與「知識創新」

能夠在我們的文化重構和藝術教育的

改革中顯現時代命題的現實性意義。

可以肯定的是，「藝術的第二種

態度」所開展的可能性已為我們的思

想穿越提供了一種足夠豐富的命題

方式，它不可能毫無困難地引導中國

思想的飛翔，但它可能有助於搭乘上

這條啟動的「思想之舟」者渡往理想的

彼岸。

楊勁松　中國美術學院綜合藝術系教

授，總體藝術工作室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