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觀

1979年，任教於中央工藝美術

學院的油畫家袁運生為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候機樓繪製的壁畫《潑水節——

生命的讚歌》引發了關於人體藝術的

激烈討論，而這幅壁畫一波三折的命

運使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作品本身，成

為中國走向開放的一種視覺象徵1。

就在《潑水節》的巨大反響還在發酵之

時，一年之後的1980年，當時還是

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的陳丹青

將目光投射到邊遠的藏區，完成了他

的畢業作品《西藏組畫》，在當時藝

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在《西藏組畫》

的創作自述〈我的七張畫〉中，陳丹

青希望人們在他不動聲色的真實描 

繪中感到「這就是生活，就是人」2， 

不過，他所畫的卻並不是普普通通的

人，而是和《潑水節》裏一樣有着異質

特徵的少數民族。

時隔三十六年，回看《潑水節》

這幅當時被賦予了政治風向標意味的

作品，引起筆者注意的並不是畫面中

作為文革後首次在公開場合出現的裸

體形象本身，而在於三個裸身沐浴女

子在強光遮蔽之下的少數民族身份。

事實上，儘管三十年間當代藝術歷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5年10月號　總第一五一期

邊地的召喚
——少數民族與中國當代藝術

● 黃碧赫

袁運生：《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局部），丙烯重彩，1979，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一號航站樓。（圖片來源：潘公凱主編：《中國美術	

60年》，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358。）

c151-201504008.indd   119 15年10月16日   上午9:22



120　景觀

程幾經轉向，少數民族這個話題一 

直沒有從藝術家的視野淡出。在本文

中，筆者試圖從《潑水節》出發，上

溯建國後十七年與新時期美術的暗流

關聯，探討邊地少數民族與中國當代

藝術三十年變動而又內在貫通的多重

關係。

一　去政治化的邊緣找尋
與人性的復歸　

關於《潑水節》這幅作品，袁運

生在創作自述〈壁畫之夢〉中這樣寫

道：這幅壁畫源自於他在西雙版納傣

族地區幾個月的生活，「豐富的、濃

郁的、充滿生命的又很整體的植物群

形象，以及單純的、多姿的、質樸

的、愛美的傣家婦女的形象，構成了

我的西雙版納總的形象」3。在當

地，他看到了迥然不同於中心文化地

帶的風土人情。那裏少有階級意識的

捆綁，拋開了人民／國家的民族敍事

和政治認同，有的只是個人對愛情、

自由、幸福的追求。不過，與其說藝

術家被傣家人「烈焰一樣的感情、自

由奔放的想像、明晰純樸的哲理」所

感染，不如說傣家人身上的這種異樣

特質與剛從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重陰

霾和禁錮之中走出來的藝術家對自由

表達的渴望相暗合。

袁運生認為，《潑水節》中對人

體美的表現正是對自由的歌頌，對幸

福未來的嚮往。與崇尚美與自由的傣

家女子相比，藝術家認為「我的封建

意識要比她們多」。他在自述中將封

建意識歸咎於「四人幫」壓抑人的正

常健康感情的「文化專制主義」4，

這不僅與當時將文革看做封建主義 

遺毒、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定性相

符合，同時也是緊隨着當時人性復歸

和重新發現自我的新啟蒙思想潮流。

較少受到僵化的國家政權和歷史暴 

力沾染的少數民族性格正重合於漢族

中心地帶知識份子所要追尋的普遍人

性，一直以來被反覆批判和邊緣化的

人性論的復歸，恰恰與同樣處在政

治、文化與地理多重邊緣的少數民族

形象的表現結合在一起。處在中心文

化邊緣的傣族文化被充分他者化和 

差異化，以此作為藝術家自我的理想

鏡像。

時隔三十多年重提機場壁畫，筆

者認為《潑水節》中熱情奔放的傣家

人給袁運生所追尋的「藝術個性與自

我表現」5提供了情感上的助力，同

時也為藝術家在當時想必有所估計的

創作風險，提供了一種借助陌生化和

邊緣化而獲得的緩衝效應，畢竟對於

民風迥異的少數民族，或者說對於在

儒家文化傳統中以文明與野蠻為界，

被劃歸為有待被中原文化教化的「化

外之民」的存在，理應是有所寬容的。 

有意思的是，這幅壁畫所處的首都國

際機場這個作為對外門戶的獨特地理

空間，使其在當時以外賓為主體的觀

眾群那裏自動消解了內部陌生化的差

異效應，而其中本屬於少數族群的傣

家女性身體被外媒轉換為中國整體走

向開放的標誌。

如果說《潑水節》是藝術家依託

於少數民族風俗完成的一次自我表現

的藝術宣言，那麼同樣以雲南傣家為

背景的影片《青春祭》（張暖忻導演，

1985），則是關於一個「漢族少女如

何重新找回失落的被壓抑自我的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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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6。影片講述在文革中失去家庭

和自我意識的女知青李純被送到偏遠

的傣家山寨，在充滿青春朝氣和愛美

的傣家少女的啟發下脫下了一身暮氣

的藍布軍裝，穿上凸顯女性美的傣家

筒裙，使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政

治初衷無形陷落，演變為一場追求愛

與美的女性意識的再發現之旅。影片

中有一個頗具拉康（Jacques Lacan）

「鏡像階段」（Mirror Stage）理論意味

的鏡頭：女知青在挑水的時候無意中

看到自己的水中容顏，驚異地意識到

自己原本可以和傣家的少女一樣美

麗。不能否認，這部電影中不乏某些

與《潑水節》相類似的、漢族作者視

角下的被有意他者化和情欲化的軟 

色情風俗橋段，包含着一種輕微的 

內部東方主義傾向。不過，總體上

看，這種關於人性復歸的敍事正是與

1980年代知識界主流意識同構——

從一味強調階級屬性導致的人性扭 

曲和異化轉到美、情愛和家庭等正當

人性。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其關

於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寓言」理論

中認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

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力比多趨

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

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

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

到衝擊的寓言⋯⋯講述關於一個人

和個人經驗的故事時最終包含了對整

個集體本身的經驗的艱難敍述」7。 

由此看來，《青春祭》並不僅僅是一

個少女重新發現自我的故事，也隱 

喻着一個經歷了文革劫難、千瘡百孔

的民族青春的喪失與重獲。重獲青 

春的觸媒就在於異族文化啟迪下的 

美與愛，而關於「美」的問題討論，

正是新時期人道主義回歸的重要突 

破口。

如果我們稍稍往前追溯便會發

現，建國後十七年藝術創作中亦不乏

關於少數民族的描繪，在這些通常意

義上對於民族大團結和少數民族歡歌

笑語的表現背後，也暗藏着一種在中

心文化禁錮之中向內部邊緣探尋自由

表達的隱性欲求。上世紀50、60年

代隨着政治氣氛的愈加嚴峻，關於個

體美與愛情的公開表達，如果沒有正

確階級話語的保駕護航，都會被視為

犯禁的資產階級情調。不過，即便藝

術創作的自由度愈來愈窄，藝術家還

是在可操控的範圍之內找到了「少數

民族」這個處在政治與美學之間的灰

色地帶。在「不愛紅裝愛武裝」、刻意 

模糊性別意識的時代，只有繽紛多彩

的少數民族服飾和婀娜多姿的少數民

族舞蹈是被默許甚至被着意凸顯的。

在大一統的政治話語中，這種客體化

和定型化的形象描述被視為將少數民

族納入社會主義新中國框架之中一種

行之有效的方式。而那些不那麼安分

的藝術家則小心翼翼地在這塊狹小的

灰色地帶中，來來回回地打着處於國

家敍事與個性抒發交界的擦邊球。

以繪畫戲劇人物著稱的國畫家 

葉淺予在1960年代創作了大量的舞

蹈題材作品，代表作如《涼山舞步》

（1962）、《共飲一江水》（1962）、《印度 

婆羅多舞》（1962）、《夏河裝》（1963）

等，素材大多來源於1940年代西康

藏區、貴州苗區以及印度之行。藝術

家在曼妙靈動的舞姿、會心的神態、

細碎的服裝配飾之中，挖掘非同於國

家話語配置下刻板表述的、更接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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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本真的抒發。有意思的是，在這

批集中於1961至1964年的作品中，

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是與歌舞之國印

度並列在一起的，或許在冷戰最為嚴

峻的封閉年代，在藝術家潛意識裏處

在中國內部卻最為「非中國」的少數

民族地區替代了想像中的自由異邦。

就像長安畫派代表畫家石魯的《古長

城外》（1954）中，長城邊上放羊遊牧

的蒙古族一家望着一列象徵着現代化

文明的火車從長城缺口呼嘯而過，充

滿了對火車開向的中心地帶的遐想。

而身在中心地帶的藝術家極目遠眺 

着遠處巍峨群山的盡頭，或許冥想 

的卻是這內部出口之外望不見的異邦

奇景。

長安畫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黃胄在

1950至1960年代創作了大量新疆維族 

題材作品，即便是在《選良種》（1963） 

這樣以歌頌少數民族婦女勞動為題材

的作品中，與散落在地下的良種、麻

袋以及婦女的勞動姿態相比，藝術家

更關注的卻是少數民族婦女的舉手投

足、一顰一笑，以及與全民崇尚的軍

裝服飾截然不同、絕無重複的美麗衣

衫。在這裏，藝術家於一浪接一浪的

政治運動的間隙獲得片刻鬆弛，寄寓

着壓抑在歷史崇高之側的日常人情。

在黃胄同時期另一幅代表作《載歌行》 

（1959）中，維族男女身穿飄逸的舞衣、 

歡騰輕快地在驢背上奏樂位居畫面的

主要位置，而象徵着中央歸屬的紅旗

則點綴在遠處。可見，即便是喜迎新

疆和平解放這樣的政治題材，藝術家

所着重表現的仍舊是維族群眾非同於

漢人的奔放熱烈的民族性格。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電影作品中

關於個體愛情的零星表達有許多也是

以少數民族為背景的。雖然個體愛情

的穿插必然有意識形態的建構作為明

線，如《冰山上的來客》（趙心水導

演，1963）中貫穿真假古蘭丹姆與邊

防軍戰士阿米爾之間的情感糾葛的，

是邊疆軍民團結協作的反特故事；

《阿詩瑪》（劉瓊導演，1964）中阿詩

瑪與阿黑之間忠貞不渝的愛情，則被

套用在一個類似於地主霸佔佃戶女的

經典階級敍事框架之中，不過，這似

乎只是保持某種政治正確的策略之

選，作者用心表達、觀眾真正受到感

染並廣為流傳的想必是其中攝人心魄

的情歌對唱，而深目高鼻的少數民族

黃胄：《選良種》，紙本彩墨，1963。（圖片來源：黃胄：《黃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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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少數民族地區的奇異勝景，則

是在中國銀幕極少出現異域形象（其

中大部分只出現在蘇聯電影中）的時

代，邀請觀眾參與一場替代性的異域

他鄉的自由想像之旅。

文革中的葉淺予和黃胄均受到巨

大衝擊，黃胄受「三家村事件」牽連

成為文革第一個被批判的「黑畫家」，

而葉淺予的那幅如今看起來確有些民

族服飾秀意味的《中華民族大團結》

（1953）則被說成是為「牛鬼蛇神包圍

毛主席」8，至於《冰山上的來客》、

《阿詩瑪》等影片也被批判為宣揚愛情

至上、散播靡靡之音的「大毒草」。擱

筆十年之後，1970年代末、1980年代

初，葉淺予接續1960年代初的創作，

完成了許多同題作品，如《夏河裝》、

《印度婆羅多舞》、《共飲一江水》等，

迎來他的民族舞題材創作第二高峰；

黃胄則又重新開始他的新疆之行，

1979年秋至1980年春完成了《哈薩克

英雄牧人》、《古麗絲坦》、《牧羊女與

考姆孜》等大批速寫與草圖。也許兩

位老藝術家在歷經滄桑流年之後，以

上述方式試圖追憶和喚醒延宕十年之

久的未竟的自我抒發。

二　去中心化的重構與 
　文化共同體想像

新時期初始，伴隨着打破文革禁

錮、重新發現自我的新啟蒙思潮的是

另一股更大規模的歷史反思潮流。如

何在十年浩劫的廢墟上重構關於中國

的想像共同體，是包括藝術家在內的

知識份子所共同思考的問題。不過，

關於如何彌合文革帶來的巨大文化斷

裂帶，在最初他們卻並沒有把從五四

新文化運動開始遭到批判（經馬列唯

物主義歷史觀的改易，一直到文革達

到極致）的正統民族文化轉化為可借

鑒的資源，相反，大多數藝術文本不

同程度上表現出對正統民族文化的悲

觀態度。在北京畫家成肖玉的《東方》 

（1985）中，象徵着古老東方的土黃色 

的調子裏，自行車王國的人們身着整

齊而呆板的服裝，一個個面容模糊，

毫無生氣，整幅作品像是對當時在 

知識界中流傳甚廣的封建社會停滯

論——「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9的

最佳圖釋，而文革與「封建復辟」之

間的對應關係這一論題在當時語境中

是不言自明的歷史隱喻。在畫中的人

群背後，遠處初升的太陽預示着新的

開始，如何使老大中華重新煥發生

機，許多人繞開了深陷階級／政黨話

語泥淖、積重難返的中心文化形態，

走向中華民族內部邊緣的「非規範文

化」，在邊緣文化的挖掘中呈現出一

種去中心化的趨勢。

1970年代末，前文提到的畫家

陳丹青兩次進藏，創作了《淚水灑滿

豐收田》（1976）和轟動一時的《西藏

組畫》（1980）。在《西藏組畫》的創作

自述中，他感慨於《康巴漢子》中質

樸而強悍的生命力；《進城》（之一）

中藏族姑娘非同於內地人的近乎原始

的美；至於《朝聖》，他希望觀眾不

要糾纏於一幅作品到底是讚頌了甚

麼，還是揭露了甚麼，而要關注於其

中真實的人；而他的自述中素樸而近

乎瑣話的筆調本身，亦提示着一種不

動聲色的去政治化姿態bk。然而，

儘管陳丹青有意突出「讓藝術說話」，

避開各種形式的立場態度，然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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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將「朝聖」這一行為的隱喻對象從

毛時代的「紅太陽」（新編藏族歌曲

《北京的金山上》是典型例子）還原到

原本的宗教文化語境這一點，不僅是

對政治偶像崇拜的無聲反駁，更是包

含了一種在偶像崩塌之後，試圖從異

族虔誠的宗教情感中獲得某種感染，

重建新的精神信仰的隱性訴求。

事實上，這種邊緣文化的探索正

是內在於同時期的傷痕美術和鄉土美

術的潮流之中。與陳丹青一樣，這一

時期美術界代表人物大都有過多年在

邊遠鄉村插隊的經歷。在返城接受高

等教育之後，雖然有天之驕子般的主

體意識，然而作為一代人青春見證的

十年卻不過是一場錯誤政治運動造成

的無謂蹉跎，難以在主流敍事中獲得

相稱的位置，這使他們產生心理上的

再度被邊緣化。於是，向邊緣少數民

族的求索與向偏遠鄉村的回歸一樣，

一方面，帶有某種同構性的情感認

同；另一方面，在這種邊緣認同的基

礎之上期望重建共同的精神家園。 

傷痕美術代表、四川畫家何多苓在完

成了為一代人青春尋找合法性敍述 

的《我們曾唱過這支歌》（與唐雯等合

作，1980）、《春風已經蘇醒》（1982）

後，創作了描繪四川涼山地區彝族形

象的《帶刺的土地》（1983）和《冬天》

（1983）等作品。在《帶刺的土地》中，

站在白雪覆蓋的荒原上凝望着遠方的

彝族婦女像是藝術家的某種自況，帶

刺的凍土裏埋藏着他青春陣痛的記

憶，對於曾經在那裏插隊的他來說，

這不是感覺上的求新，而是一種精神

上的「返家」bl。

同時期的代表作品還有四川畫家

群體另一代表人物周春芽的《藏族新

一代》（1980）、北京畫家李化吉的《酥 

油茶》（1980）和孫景波的《阿佤媽媽》

（1980），以及「川軍」另一位代表畫家

張曉剛的《暴雨將臨》（1981）和《天

上的雲》（1982）。與陳丹青相類似，

周春芽感動於藏民的淳樸與粗獷，張

曉剛則被藏區獨特的宗教般的寧靜所

打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

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

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

然而，他們互相連接的意象卻活在每

一位成員的心中」，在他看來，民族是 

一種「想像的共同體」bm。這些藝術

家在阿佤媽媽渾圓的臂膀、遙遠而神

秘的紅土與藍天、草原上信馬由韁的

冥思中找到了中心文化所缺失的諸多

特質，試圖構建一種由「非規範文化」

彙集而成的、別樣的文化中國想像。

而新鮮的少數民族形象使藝術家彷彿

獲得一雙純真之眼，更能在蘇派畫家

一統天下的情形下打開一道缺口，別

開生面地鋪陳強烈濃厚的色彩、揮灑

自由奔放的筆觸。

此外，即便是前輩蘇派畫家在新

時期的自我突破作品裏，也不乏少數

民族的身影，例如，早年結業於中央

美術學院馬克西莫夫（Konstantin M. 

Maksimov）油畫訓練班的靳尚誼的 

新古典主義嘗試之作《塔吉克新娘》

（1983）、《高原情》（1983），新學院主 

義代表詹建俊的唯美抒情嘗試之作

《高原的歌》（1979）、《紅妝》（1981）。 

在這些退回學院內部的、注重風格美

感和繪畫語言研究的作品中，也無不

透露着某種重構想像共同體的文化症

候。在靳尚誼的《高原情》中，藝術

家將身着民族服飾的維族姑娘置於一

段模糊了具體地域特徵的高原溝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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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這種概括性、超越性的背景描繪

與其說是表現維族地區奇異多彩的高

原風光，不如說是對作為中華民族發

祥地象徵的黃土高原的某種投射，因

而讓人不難想像其中的大民族敍事意

味，將居於邊緣的、具有異質特徵的

少數族群文化推到民族文化的核心位

置，冀圖通過對民族內部文化資源的

整合，重構民族文化的同質性。

隨着「85美術新潮」的展開bn，

散布中國各地的藝術群體陸續成立，

許多地方群體藝術家作品中流露出對

於地域文化特質的重新挖掘，其中亦

不乏某種在邊緣重建中心、關於文化

整體想像的敍事能量。例如，北方藝

術群體代表王廣義的《北方極地》系

列（1985），在凝固的北方極地尋找

沉重而莊嚴的理性精神；西南藝術群

體代表毛旭輝的《紅土之母》（1986）

向正統文明之外的蠻荒尋找原始生命

力；湖北青年藝術群體代表黃雅莉的

《靜穆》系列（1986）中對於代表正統

儒家之外巫史傳統的楚文化的在地挖

掘，都包含着向非中心地域深處尋找

文化合理性的衝動，恰恰與1980年

代中期興盛一時的向「非規範文化」

尋根的文學思潮相輔相成，在空間特

異性和時間滯後性的邊緣地帶建構

「民族寓言」，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

1980年代初期向少數民族追尋中所

體現的自我邊緣化和去中心化傾向的

某種延伸。

伴隨着「85美術新潮」大舉向西

方借鑒、劇烈反傳統運動的深化，冀

圖依靠邊緣差異完成內部重建的願景

逐漸被推向中西二元、內外差異的更

大的動盪語境之中，使其作為內部調

整的初衷逐漸塗上了一層「衝擊—反

應」論的民族主義焦慮底色。意大利

裔美國漢學家艾愷（Guy S. Alitto）認

為，「形成民族認同對象的努力的一

個方面——特別是在向外進行大規

模文化引借的時期——是對本土文

化的復蘇與重振的想法。這想法同時

也包括了摒棄與否定傳統文化中某些

不適於現代社會的因素，在這同時界

定真文化的『核心』與『要義』」bo，伴 

隨着西方這個更大的外部他者逐漸顯

影，曾經被拿來作為民族牽引力和文

化活力所在的、具有內部異質性的少

數民族，漸漸不再佔據新潮美術畫面

的主角位置，相反，曾經被認為缺乏

活力的民族正統文化的意象在應對西

方的衝突中，作為民族的整體代表，

則被逐步推到了前台。我們不難在這

一時期的作品中看到類似甲骨文、青

銅器、陶罐、黃河、長城等代表民族

文化的傳統意象。如湖南藝術群體代

表莫鴻勛的《對話》（1986）中以維納

斯雕像和青銅器的並置作為中西文化

碰撞的圖解，1980年代初同代人畫

會成員王懷慶的《躺着的海》（之一）

（1985）中兩個出土陶罐與窗外深藍

色大海的相襯，像是對幾年後轟動 

一時的電視片《河殤》（1988）中關於

黃色文明（黃河文明）與藍色文明（海

洋文明）喻指的預先圖示。雖然，彼

時大多數國人對於西方的認識還停 

留在書本想像中，國門之外的衝擊已

然使得中心—邊緣的內部轉換逐漸

讓位於中西之間的二元敍事，而先 

前少數民族邊地與中原漢地之間的 

對位關係，恰恰可以看做是作為整體

的中國在尚未被裹挾其中的、西方主

導之下的全球化體系中所處位置的提

前操演。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藝術創

作中仍然不乏對少數民族的正面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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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然而卻似乎缺少之前諸多作品中

的文化建構力量，帶有一種懷舊情調

和輓歌意味。少數民族意象與湮滅在

地層中的甲骨、厚重的黃土高原一

樣，不僅代表了面對西方文明衝擊

時，沉重的東方文明表現出的一種民

族主義的微弱抵抗，更是藝術家對於

高歌猛進的現代化變革主流敍述的某

種質疑，體現為一種鄉愁式的隱憂。

事實上，這種情緒在之前的少數民族

題材作品中已見端倪，前述詹建俊的

《高原的歌》中，如血的殘陽模糊了

牛背上藏女的身影，相較於劇烈的現

代化進程中隔膜的西方文化，藝術家

對於漸行漸遠的古老的交通工具和生

產方式，懷有一種「不合時宜」的情

感認同，而這也是現代化進程中無法

避免的告別禮。何多苓的《秋天的風

景》（1990）中，遠處屋頂上燃點起了

頗有超現實意味的熊熊大火，前景身

着黑色民族服飾的彝族婦女臉上平靜

漠然的表情，似乎是對逝去一切的無

聲祭奠，也暗示了喪失之物的無法 

挽回。此外，張曉剛的《生生息息之

愛》（1988）中，在一片蠻荒而封閉的

寧靜之土上上演着愛與死亡這一人類

永恆的主題輪迴。在這裏，藝術家在

飛跑的現代性時間之外，瞥見了亙古

未變的民族生存狀態。

自1990年代之後，隨着國內藝

術家頻繁到國外參展，大批藝術家移

居海外，中國當代藝術在跨國資本的

推動下走向國際藝術市場，在這個西

方主導下的全球化的壓制性權力機制

詹建俊：《高原的歌》，布面油畫，1979。（圖片來源：范迪安主編：《中國當代美術1979-1999》，油畫卷，上冊

〔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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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格局的演練場中，作為一個整

體登場的中國儼然成了一支來自東方

的「少數民族」。此時，許多在國際

舞台上操練的藝術家在渴望被國際肯

定和認可的同時，又敏感於焦慮中的

文化身份，自覺地以某種迎合西方想

像的文化和政治符號來強化和保留民

族認同，達成文化民族主義與東方主

義話語的某種共謀。

與此同時，中國內部少數民族資

源則湮滅在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傳

統文化資源這些正統中國元素之下，

既不再充當異邦想像的替代性存在，

也無需繼續擔負批判正統文化、重 

構文化共同體的「外援」。雖然頗具

內部東方主義矯飾意味的民族風情

（早在「85美術新潮」時期魏光慶的

《塔座》〔1985〕、龍力游的《草原的雲》 

〔1985〕等作品中已初見端倪）仍然是

國內各大官方展覽的保留題材，但此

時的少數民族題材繪畫已經不再集中

作為文化批判和建構性資源出現。

不過，長期活躍在國際藝壇的蔡

國強的大型裝置作品《龍來了？狼來

了？成吉思汗的方舟》（1996），可謂

為數不多的一個完成少數民族國際語

境轉換的成功特例。在這件展出於紐

約古根漢姆美術館的作品中，108個

從黃河兩岸運來的羊皮筏子被三個豐

田汽車發動機如飛龍般騰起，讓人聯

想起十三世紀的成吉思汗遠征，而那

場讓歐洲人不寒而慄的「黃禍」如今

以經濟崛起的方式捲土重來。與他之

前的作品《馬可．波羅遺忘的東西》

（1995）相類似，藝術家巧妙地在歷

史文明衝突與現今國際政治格局之間

尋找合適的交叉點，將蒙古族這個曾

經攪動世界版圖而今淡出世人視野的

民族，重新推到國際視野的前台。而

草原民族遷移漂流的特性也與西方頗

為流行的逃逸控制、永恆位移的後現

代遊牧思想發生共鳴。

三　內在的流亡與救贖 
烏托邦　　　

回到中國，就在單向度現代化浪

潮一路高歌猛進之時，在1980年代

末、1990年代初，伴隨着商業大潮

的裹挾和驟然趨緊的文化氛圍，曾經

的理想主義者愈來愈遭遇着迷茫與挫

敗。一些藝術家選擇脫離公職，自覺

成為社會邊緣的文化盲流。用曾經叱

咤北京前衞藝術圈的溫普林的話說，

不能像西方嬉皮士一樣滿世界流浪，

邊地是唯一可供他們自在徜徉的地 

方bp。1980年代中後期溫普林多次

進藏，在遼闊的高原實踐流浪藝術家

生活方式的同時，將十幾年的西藏流

浪見聞寫成「風馬旗」系列叢書bq，

並與當時同為新紀錄片運動開拓者 

的蔣樾、段錦川等人一同拍攝了《青

樸——苦修者的聖地》（溫普林、段錦 

川導演，1992）、《天主在西藏》（蔣樾 

導演，1992）、《巴伽活佛》（溫普林導 

演，1993）等多部關於西藏宗教生活

的紀錄片。在他們眼裏，藏傳佛教 

或是天主教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這些對於他者的宗教信仰紀錄的背

後，其實是關於自身精神無處皈依的

一種投射。如果說之前陳丹青進藏是

對未被意識形態漂染的人性本真的 

追尋，那麼溫普林等人找尋的則是自

由的天堂和未經滾滾物欲侵蝕的精神

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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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末、

1990年代初興起的西藏熱的波及範

圍並不僅限於前衞藝術家，隨着戶籍

制度的鬆綁，有閒的新貴階層帶着逃

避急速生活節奏的願望，開始走向蠻

荒之地，其中雖然不乏對工業文明擠

壓之下靈性生活的渴求，卻往往陷入

新鮮事物的獵奇。所謂的心靈之旅並

沒有引起主體自身的反思與修為，而

是變成一種體面而時髦的消費方式，

彰顯着自身不俗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然而，就在觀光者和攝影愛好者

背着長槍短炮向異域風情瞄準進發之

時，紀實攝影家呂楠用八年的時間完

成紀錄藏民生活的專題攝影《四季》

系列（1996-2004）。在他的作品中幾

乎看不到藏族風情攝影中常見的特色

服飾和奇異民俗，表現的只是日復一

日的勞作以及人與人之間不必言說的

和睦情感。古典主義的構圖影調和極

度克制的情感把握賦予了日常生活與

勞動以永恆和神聖的意義。在他看

來，他並不是在拍西藏的農民，而是

在拍人的生活——一種我們當初也

曾經歷過的，但在大多數地方已經消

失的健康的、質樸的人類生活，如

今，這種順應自然規律的生息勞作彷

彿來自終止了時間與歷史的烏托邦。

與呂楠之前兩部關注精神病人和鄉村

天主教友的專題攝影作品《被人遺忘

的人》（1989-1990）和《在路上》（1992- 

1996）br一樣，「邊緣」是貫穿始終的

主線。不過，放棄體制內公職自覺邊

緣化的他，所完成的卻不僅僅是對於

同為被邊緣者的一種出自感同身受的

紀錄，呂楠在被遺忘和被邊緣者那裏

發現太過「正常」的人們身上丟失的

人的普遍品性，而拍攝路上不斷閱讀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eothe）

和聆聽巴赫（Johann S. Bach）等大師

的作品，為的是在艱苦處境中保持一

種精神的高度，借助對藏民生活的紀

錄所要完成的其實是一場關於自我精

神救贖的歷程。就像藝術批評家栗憲

庭所言，呂楠的「三部曲」象徵着他

所期待的「人類偉大精神的復歸」bs， 

而就在呂楠展開邊地行之時，一場關

於「人文精神衰落」的討論正在思想

界發酵bt。

一直以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作為

創作基點的藝術家宋冬，創作了行為

藝術作品《哈氣》（1996）。在《哈氣》

裏，藝術家冒着極度嚴寒，以自身的

熱量在堅硬而冰冷的國家機器象

徵——天安門廣場留下一小塊冰的

印記，在那壓抑而決絕的氣氛中不難

感受到關於1980年代末政治風波的

隱喻。之後，宋冬與妻子尹秀珍前赴

西藏，在拉薩湖完成了另一代表作

《印水》（1996）。在《印水》中，宋冬

用一塊象徵着絕對權力的印章不斷地

蓋在流動的湖水上，任憑多麼努力依

舊了然無痕，其中所包含的有關空無

的佛教智慧自不必多言。值得注意的

是，藝術家之所以將行為藝術的實踐

地點放在邊遠的藏區，多半是認為只

有這個純淨無暇的地方能夠包容和消

解一切世俗權力與政治的羈絆。與此

同時，尹秀珍在藏區創作的裝置藝術

項目《酥油鞋》（1996），是在當地藏

民穿過的鞋子中灌上他們特有的主食

酥油，然後散落在拉薩湖畔。帶着人

的體溫、見證着個人成長歷程的鞋子

伴着溫熱和柔軟的酥油，象徵着埋藏

在每個人心底關於故鄉風物人情的回

憶。回望城市化進程中遭遇劇變的北

c151-201504008.indd   132 15年10月16日   上午9:22



邊地的召喚——少數民族與中國當代藝術　133

京城，藝術家關於故鄉破碎的記憶在

遙遠的邊地得到了縫合。

即便進入新世紀，精神的無處皈

依迫使藝術家自我流放的步伐仍舊繼

續。深受「垮掉的一代」精神感染的

攝影師駱丹驅車橫穿大半個中國，在

路上完成了旁觀信仰崩塌後、魔幻 

現實中的國人生存狀態的《318國道》

（2006）、《北方，南方》（2008）之後， 

來到雲南怒江完成了以古老的玻璃濕

版工藝紀錄傈僳族村民的《素歌》系

列（2010）。這個封閉在大山裏的傈

僳族村莊是一個有着七成基督教徒的

信仰社群，幽深而靜穆，宛如世外桃

源。而濕版工藝繁複的工序和漫長的

曝光時間彷彿提煉並凝固了被拍攝者

的精神魂魄。如駱丹所說，他走過許

多地方，卻發現所有的不同其實都是

相同的，於是他在同一個地方尋找持

久與不變，他發現傈僳族村莊那裏人

們的形貌和精神是他心目中「人在世

界上最好的存在」ck。不過，與其說

是在肅穆靜立的傈僳人身上看到神性

和信仰的光輝，不如說這是消耗在 

現代性之中的人們對於自我缺陷的 

一種幻景補償。與此同時，2011年

雲之南紀錄影像展獲獎影片《阿僕大

的守候》（和淵導演，2010）以近乎挑

戰觀眾心理承受範圍的超長鏡頭，紀

錄了生活在金沙江深山峽谷的納西族

父子倆一天的生活。黑黢黢的老屋，

漫長的時間，若有若無的簡單對話，

穿衣、起牀、下地，窸窸窣窣的摩擦

音⋯⋯與駱丹的《素歌》相似，和淵

在被邊緣於現代生活之外的父子倆身

上，尋找到一種久違的、如植物一般

生息的寧靜生命，由是在一般觀眾眼

中絕大部分全無意義的片段，在他看

來都是那般迷人。

四　結語

正如薩義德（Edward W. Said）所

說，「自我身份的建構⋯⋯最終都是

一種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

『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

到對與『我們』不同特質的不斷闡釋

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

造自己的『他者』。」cl無論是十七年

時期在嚴峻政治氛圍和封閉環境之

下，作為日常人情表達出口和自由異

邦想像的對象，還是文革結束之後，

作為去政治化的普遍人性復歸的載

體；無論是作為在中心文化的側旁縫

合文化共同體想像的新鮮血液，抑或

是全球化時代作為逃避無孔不入的消

費主義侵襲，回歸生命本真的精神烏

托邦⋯⋯雖然時代問題變動不居，

關於少數民族的視覺敍事，卻一直是

藝術家試圖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找尋

的一種補償想像，以及建構自身過程

中關於美好願景的一種外在投射。然

而，在烏托邦想像的背後，對於少數

民族自身主體性的建構、少數民族自

身面臨的危機和問題，卻常常被遮蔽

在主流話語之外。近年來，獨立紀錄

片導演顧桃的系列作品《敖魯古雅．

敖魯古雅》（2006）、《犴達罕》（2013）， 

紀錄了世代生活於大興安嶺的鄂溫克

族面臨自身狩獵文化消亡的困境；藏

族導演萬瑪才旦的《老狗》（2011）則

是圍繞藏族老人的一隻藏獒被轉賣的

過程，折射出商業利益侵蝕之下淳樸

民風面臨的深刻危機。諸如此類關於

少數民族自身問題的思考，使得關於

邊地少數民族的書寫突破了自我建構

和認知想像的藩籬，畢竟只有他者在

實踐主體性構建之時，真正的對話才

能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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