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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熱交織的視覺交響曲
張國龍的硬邊表現主義與抽象藝術

撰文│劉驍純　圖版提供│鑄造藝術館

張
國龍的藝術創作游離於中西方的美學思想，藉材料的物質屬性抒發自己欲創造的文化意象，他常在激情昂揚的熱抽象中

嵌入冷抽象元素，冷熱抽象的撞擊構成了張國龍獨特的繪畫語言系統，他近來的新作融合了生漆，黑、紅、黃等色調揮

灑出更恢弘的氣勢。

封面紀事

　21世紀將是抽象藝術走向輝煌的世

紀。2005年，我曾在致陳欣的信中說：

「最早將抽象繪畫比喻為音樂的是康丁

斯基，時間過去快一個世紀了，但抽象

繪畫中至今沒有出現貝多芬和巴哈，不

是不可能出現，而是還沒有出現。」

　康丁斯基說：「色彩就像琴鍵，眼睛

就像音槌，心靈彷彿是鋼琴，藝術家就

是彈琴的手，它有目的地彈奏各個琴

鍵，使人的精神產生各種迴響。」藝術

史上杜庫寧（Willem de  Kooning）、帕

洛克（Jackson  Pollock）等人曾創作出扣

人心弦的畫作，但我始終抱著更大的期

待，期待更多氣勢恢弘的交響樂，或超

曠空靈的〈廣陵散〉。

　交響樂意味著什麼？它代表著不再為

觀念所限的自由創作。當抽象觀念不再

成為問題，於是有了亨利‧摩爾在抽象與

具象之間的自由行走；當反雕塑的雕塑

觀念不再成為問題，便有了亞歷山大‧柯

爾達（Alexander Calder）在二度、三度、

四度空間中的自由行走，這兩位藝術家

皆善於利用多種可能性，發揮創造力，

成就各自的地位。在21世紀，從「為藝

術」到「反藝術」的一切前衛藝術觀念

都不再成為爭論焦點，藝術家獲得了空

前廣闊的場域，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抽

象藝術領域中出現貝多芬。

〉創作中的文化符碼──「土」

　從2009年的個展「問土：移位與再

造」開始，張國龍的藝術創作便逐漸

受到矚目，在2011年大規模展開的新作

中，他所長期執著探索的抽象藝術有了

更具深度的突破，其意義超過「問土」

時的創作，從張國龍2011年的新作中，

我看到了抽象藝術新紀元的一抹靈光。

〉冷熱抽象的撞擊

　冷抽象，或謂幾何抽象或純粹抽象，

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討論交響樂，當

然著重在熱抽象，也就是抒情、寫意、

表現性抽象藝術。

　張國龍是位充滿激情的藝術家，從

1994年留德歸國後第一個個展至今，這

點始終沒有改變，他喜歡在激情昂揚的

熱抽象中嵌入冷抽象元素，一開始，他

常在畫中規矩地嵌入幾塊土紅矩形，在

張國龍　維度No. 6　200cm×240cm×3　2011

　原先便於複製形象的印章，在朱逸清和薛

永軍的創作中改以一種繁瑣的過程將印章原

先的印刷性格轉化為繪畫性。他們兩人用極

緩慢的速度雕刻印章，然後再將圖像逐一地

疊印到畫布上，在看似快速複製的圖像組成

中，揭示出完全不同於普普藝術的圖像生產

模式；從平面建構出空間，由文字架築出畫

面，最後又在圖像拼組中呈現幻景，為印刷

和繪畫、平面與透視、機械複製與手工之間

取得一種新的發展與平衡。

　這種企圖消弭東方與西方、本土與外來、

傳統與現代、手工與機械、繪畫與印刷、空

間與平面等界線的嘗試，在看似一種理性建

構的背後揉合感性的鋪陳，不僅形塑出兩人

作品既衝突又融合的視覺本質，還於一種對

立與矛盾的縫隙之間開創出新的可能，形廓

出數位時代下的影像繪畫。

藝術收藏。ArtCollection

 朱逸清和薛永軍　中國活字—巴勒斯坦國旗　油彩、畫布　134×186cm　2011
 朱逸清和薛永軍　中國活字—德國國旗　油彩、畫布　134×186cm　2011（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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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描繪勾畫變為滴灑，玩油漆滴灑未

必能成為大藝術家，但帕洛克從油漆滴灑

開始，才建構了自己獨特的繪畫系統。

　對於在抽象和具象之間自由行走的方

式，張國龍不感興趣，但在繪畫和複合媒

材之間自由行走的方式，張國龍則始終一

直堅持，並且愈走愈大膽、愈創新。張國

龍認為，冷熱抽象結合所形成的圖像語言

是他的第一語言，特定媒材和特定手工操

作方式所形成的材質語言則是第二語言，

這兩個方面不可分割，圖像語言必須透過

特定操作方式將媒材附著在畫布上才得以

呈現。對熱抽象藝術而言，材質語言只有

透過藝術家的手工操作過程才能獲得藝術

家的體溫和氣血。

　從中國傳統的筆墨論，到油畫中的筆觸

和肌理，再到熱抽象藝術中的材質語言，

是同一內質的延伸和裂變，其內在，都在

強調手工操作痕跡在抒情、寫意、表現藝

術中的地位。

　帕洛克對油畫原有的材質語言徹底排除

的方式，是一種反向的純粹化，張國龍

沒有採取這種方式，他熱中的是綜合、混

聲、交響及自由行走。他使用的材料有油

彩、丙烯、膠粉、土、岩粉、鐵渣、鐵板

等，他使用的工具有排筆、刮刀、刮鏟

等，他操作的方式有堆、刮、挑、勾、

畫、鏟、甩，也有滴灑。張國龍作品中的

激情來自他對手工操作過程的全身心投

入，以及身心在畫布上留下的軌跡，熱烈

狂放的筆觸、刮痕、色彩、肌理，在這

裡，操作痕跡是手跡，也是心跡，又是

天人感應之跡，「跡」受之於手，手受

之於心，心受之於自然，在這裡，並不

是先有生命激情，然後表達出來的單向

過程，而是雙向互動的過程。對張國龍

而言，他的生命之魂就在藝術創作過程

中，創作過程就是他生命展開的方式。

生命是生成的，藝術是創造的，熱抽象

走筆運刀的隨機性，就是生命對未知世

界的冒險，這是一種過程的魅力：在刀

與筆的交錯衝撞中靈魂得以呈現，在油

與彩的交融滲化中生命得以延伸，在形

與色的相生相剋中精神得以產生。

　愈是激情奔放，刀筆揮掃愈是放蕩不

羈；刀筆揮掃愈是無拘無束，生命激情

愈是能夠無所罣礙地傾瀉而出。這種隨

意性，使熱抽象變得人人可為，但其中

高下卻有天壤之別。縱觀張國龍1994年

以來的創作，激情奔放是一貫的，但水

準卻不斷地提升。

　我不知道張國龍與生漆有什麼緣分，

但這次材質語彙的提升顯然與生漆的

使用有關。他以往的材質語言偏「土」

性，不僅作品有「黃土」系列、「出土

文物」系列，展覽有「問土」，不僅因為

他喜歡使用土黃和土紅色，還因為材料

的質感樸素無光。引入生漆後，畫面出

現了黑、紅、黃等強烈的反光，筆觸和

肌理的結構出現了高音、強音，出現了

「金」性，因此大大豐富了交響的音色和

音域，與簡約大氣的幾何結構，以及原有

的樸素渾厚的音色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微

觀結構複雜而宏觀結構單純的輝煌氣勢。

　當今影像爆炸的時代，各種圖像的自由

混搭和並置，在網路圖像和藝術創作中層

出不窮，這種混搭和並置，也是一種自由

行走。與此不同的是，張國龍不滿足於流

行化和速食化，他要在當代藝術中重新找

回經典，他要在硬邊表現主義的抽象藝術

中，創作出大型的視覺交響樂。

 張國龍　維度No.1　300cm×200cm×3　2011
 張國龍　維度No. 4　240cm×300cm×4　2011
 張國龍　角度1　200×200cm　綜合媒材　2011

動盪不寧的畫面中，那些硬鑲上去的幾

何小塊，就像是通向另一個理性世界的

窗口。後來，他創作了「方圓」系列，

在古錢樣式的冷結構中，奔騰著熱抽象

的激情；在「天圓地方」的隱喻中，讓

激情與中國的遠古哲學對話，後來，他

將安瑟‧基弗（Anselm Kiefer）式的地平

線改造為幾何形的大弧線，激情開始向

太空推演。

　這種在冷熱抽象之間的反覆變化，於

2011年達到了新的高度，「新高度」有

兩種涵義，一是冷熱抽象兩極更極端、

更徹底的對撞，這使他獨特的藝術觀念

走向成熟；二是作品的完成度更高，這

使他的藝術概念更具說服力。

　2010年10月張國龍創作的三聯作〈維

度No.1〉，在這次的轉變中別具重要意

義，在這件作品中，以往隱含地平線意

象的大弧線轉了180度，並將整個倒弧形

統合為黑色，成為橫貫畫面的一大塊，

不帶情緒和意象聯想的幾何圖像，與另

一部分橫貫畫面的土紅色調的圖像並置

時，意外地產生出了對立而又共處的合

理性，沒有任何生拼硬湊之憾。

　新的發現大大地鼓舞了張國龍的士

氣，他順此繼續推進，將倒圓變為大型

倒三角形。三角形特別是倒三角的出

現，是他這次轉變的關鍵部分，如果說倒

弧還殘存著太空意象的痕跡，倒三角則

排除了一切意象聯想的可能性，方、圓、

直線、弧線、三角、梯形、網格等幾何圖

形的運用因而解放了，張國龍以數月時

間畫出了一批冷熱抽象對撞的新作。

　冷熱抽象共處的基調是熱抽象，這主

要表現在幾何圖像的製作方式，所有的

幾何線或面，都直接呈現手工的痕跡，

保留了藝術家的情感溫度，而不是將手

工的痕跡全部修飾掉的冰冷幾何圖像，

〈維度No.1〉中倒弧形的黑色，筆刷刀

刮的痕跡都能清楚看見。

　冷熱抽象對撞構成了張國龍獨立的語

言系統，也是我稱其為「硬邊表現主

義」的理由，在精神上，它指向有序與

無序、規則與自由、理智與激情的對立

和共處，以及這一切所激發的心靈感應

和精神感悟，至於更具體的內涵，則如

音樂，恍兮惚兮，見仁見智。

〉在繪畫和綜合材料之間遊走

　抽象藝術要成為視覺交響樂，就要擺

脫純粹性，在抽象與具象之間自由行

走，或是在繪畫和複合媒材之間自由行

走，前者如杜庫寧，他最具特色的創作是

保留女性形象的作品；後者如帕洛克，

他緊緊地抓住了兩個要點：獨創的媒材

和操作方式，一方面改變媒材，將油畫顏

料換成油漆，另一方面改變手工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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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世界性體驗結合起來。1991年他

赴德國留學，師從德國新材料大師尤根

‧費申（Klaus Jürgen Fischer），深入研

究以材料表現為主體的藝術作品何以產

生內在的精神力量。1994年他回國，以

「黃土」為主題，創作了一系列材料與

抽象結合的作品，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

展，受到各界的關注和好評。我曾應他

之邀，至宋庄一座糧庫改建的大畫室裡

看到那批以天地方圓、漢字圖符為主體

的大型作品，這批作品以圖像和色彩的

文化象徵為標誌，仍然屬於現代繪畫的

傳統。

〉材料成為作品的主體

　此後張國龍逐漸地轉向材料的研究，

在他的作品中，材料逐漸從藝術表達

的媒介和工具上升為作品的主體。1999

年，他在德國杜塞道夫展出的大型系列

作品「天‧地」，採用了繪畫的外觀，

但卻是純粹的材料製作，因為材料在這

裡的意義不止是實現視覺張力的媒介，

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象徵或符號載體。

2009年張國龍在今日美術館的大型個

展，顯示張國龍具有複合材料、裝置、

影像等各種現代藝術形式的表達能力。

張國龍認為材料的品質決定於藝術家思

想和精神的力度，但我認為材料的表現

方式更能決定藝術家思想和精神表現的

品質。

〉新素材的運用

　在張國龍的近期作品中，他使用了若

干種具有塑造性的材料，增加了畫面的

厚重與沉著，色彩在黃、紅、黑等色調

的交響中，使作品產生了一種「家族相

似性」，以一種重複性的表現，強化了

他要表達的某種精神和語境。

　材料源於自然，與人類同為地球上物

 張國龍於「觀天悟道展」展覽現場  張國龍的裝置作品〈觀天〉  張國龍　通道　240×1000cm 

根植於材料的宇宙景觀
感受張國龍創作中的視覺力量

撰文│殷双喜　圖版提供│鑄造藝術館　

旅
德二十年的藝術家張國龍，在抽象藝術的創作中呈現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與人文精神的理解，從繪畫進入複合媒

材與立體裝置，從早期的「黃土」系列發展到具火山熔岩質感的近作，透過材料的掌握和運用，他構築起自己作品的特

有形態，展現了視覺藝術的力量。

封面紀事

　回顧近十年的中國當代藝術，我們無不沮喪地意

識到，真正可供眼睛「觀看」的藝術愈來愈少。一

類作品延續著八五時期的政治性圖像，依靠西方冷

戰意識型態的支持；另一類作品挪用豔俗普普的商

業影像，依賴庸俗社會學的解讀和商業畫廊揠苗助

長，近年來的當代藝術面臨著觀念理論氾濫的危

險，真正可以稱為藝術的作品相當稀少，這是因為

我們忽視了透過感覺經驗去理解事物的審美天賦，

我們的概念脫離了知覺，喪失了從所見事物的外觀

中發現意義的能力。

　在這樣的藝術環境中看到張國龍的近作，自然感

覺眼前一亮，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如同他鄉遇

故知，內心充滿旅行者在異地看到新奇的自然與人

文景觀時所獲得的驚喜。「大氣與磅礡、堅定與崇

高、豐富與簡潔、材料與精神」或許可以描述對張

國龍作品的感受，但我認為，借用視覺藝術心理學

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話來說更為貼切：

「偉大的藝術作品是複雜的，但我們也讚美它們的

樸素，這些作品組織了豐富的意義，在各種細節的

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個意義和形式的結構整體。」

　概括地說，我認為張國龍的藝術表明了「視覺的

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在於他的作品表現了材料

的質感，同時也因為他的作品對於我們的視知覺與

心理感受，具有一種強烈的視覺張力。對張國龍來

說，材料語言怎麼在觀念表達中恰如其分地展開敘

述，工具和技術怎麼在藝術創作中推動表現的力

度，以及物質材料怎麼在藝術家手中魔幻般地超越

原本的文化屬性，始終是他所關注的問題所在。如

果說現代藝術發展拓展了視覺形式，後現代藝術是

把藝術變為無所不在的生活狀態，那麼張國龍的創

作則是從現代主義出發，透過畫面結構與材質的運

用，穿越形式之門，到達精神表現的彼岸。

　張國龍在作品裡將一個中國人的內在感受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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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視知覺有一種簡化的強烈趨勢，即

人的視知覺傾向於把任何式樣以一種盡可

能簡單的結構組織起來。簡化究竟是物質

材料的客觀性質，還是僅是觀察者的主觀

經驗或主觀判斷呢？一切藝術形式的本

質，都在於它們能傳達某種意義。任何形

式都要傳達出一種超出形式自身的意義。

而簡化要求意義的結構和呈現這個意義的

式樣的結構之間達到一致，這就是格式塔

心理學中的「同形性」。

　當代藝術注重觀念，這並沒有錯。問題

不在於藝術家是否有意識地對某種理念給

予象徵性的表現，而在於一些藝術家僅僅

把注意力集中在理念而忽視物質材料。對

此，阿恩海姆指出，因為物質材料是藝術

家實現觀念時不可缺少的東西。「對藝術

家來說，所謂存在就是他見到過的東西或

他所做過的事情，或者就是自己身上所看

到的東西，例如生與死、愛情與暴力、和

諧與非和諧、秩序與混亂等。如果一個藝

術家不能透過形狀和色彩把這樣一些具有

支配力量的活動表現出來，就不能說他掌

握了形狀和色彩的視覺力量。」

　張國龍的近期作品，再次傳達了視覺藝

術的力量，正在於藝術家對畫面形式語言

的綜合性處理與表達，真正的藝術存在於

整體性的表現，而藝術中的表現性就存在

於結構之中。既然色彩、肌理、速度、形

狀、方向等結構性質是被視覺直接掌握

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性質傳達的表

現性同樣是被視覺直接掌握的。張國龍藝

術中的知覺樣式不是任意的，它不是一種

由形狀和色彩組成的純形式，而是他對中

國傳統文化、哲學與人文精神理解的綜合

表達，他對於材料與形式的表現，使他成

為傳統精神和自我觀念的解釋者。這樣，

觀念就存在於材料之中，存在於材料的表

現之中，存在於藝術家對於材料的理解與

處理之中，這或許是中國藝術在今後的十

年中需要全力以赴，深入研究的一個根本

問題。

 張國龍　悟道　280×1000cm
 張國龍　角度5　200×200cm　  
綜合媒材　2011

 張國龍　角度8　200×240cm　  
綜合媒材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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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的存在，對張國龍來說，這些自然

的材料就是藝術的資源，藝術的資源包

括圖像資源、材料資源，以及心理資

源，這三者都具有歷史與文化的維度，

與時俱進，具有發展的可能性。傳統的

寫實主義藝術和流行的普普藝術主要依

靠圖像的資源，而超現實主義與表現主

義主要依靠心理資源。張國龍的創作

裡，材料做為資源其實是藝術家透過

「物」走近世界本源的方式，是一種建

立在知覺基礎上的哲學性思考。人類的

任何文化形態，都是人與「絕對」的對

話，這種「絕對」，在張國龍看來就是

「宇宙的統一性」。如果看過長沙馬王

堆的帛畫對於天、地、人的宇宙思維和

表達圖式，我們就會知道，與偉大的物

理學家愛因斯坦一樣，古今藝術家同樣

在思考人與宇宙的關係，張國龍的作品

體現了這種宇宙感，具有當代藝術中少

有的恢弘氣勢。

〉恢弘的宇宙視角

　張國龍的藝術具有特殊的精神氣質，

這種精神從土地出發，像地氣一樣上

升，進而與天成為一體，在他的作品

中，那種橫越畫面的大弧線，是只有在

高空中才能觀看的星球輪廓線。由此，

藝術家帶領我們觀天悟道，而且給予我

們一種超常規的宇宙視角，如同在太空

船之上，環繞地球，看到一種恢弘的景

觀，產生一種不容置疑的命運感。這

樣，張國龍的藝術悄然地遠離了現實社

會的利益爭鬥，不再是某一社會集團利

益博奕的工具，進而促使人們超越日常

生活的瑣碎，反思個體生命的短暫與

人類整體的命運。這其實正是1980年代

中國新潮美術中最為可貴的一種反思

精神，區別在於，那一時期的青年藝術

家，在藝術表達的層面，只是採用了一

些表層的象徵性符號，來表達青年一代

對人類命運和社會發展的迷茫與困惑。

而張國龍則透過他對藝術材料的理解和

藝術表達方式的研究，更為深入有力地

進入了人類命運的遠望與沉思。張國龍

所理解的「絕對」是對終極理想的追

求，它似乎永遠無法達到，但正因為如

此，藝術家做為人類最為敏感的創造性

群體對於永恆的不懈追求才更顯可貴。

　張國龍對於材料的理解與運用，有獨

特的見解，他認為一種材料的選擇，既

可以在平面物體上繪製，也可以在立體

和實物上使用，更可以獨立成形。這可

以加強對該材料的研發，在某一視覺領

域不斷深入地實驗。材料的不斷豐富，

材料符號的反覆出現，將材料特質與其

特性完全發揮出來。

〉作品中豐富的肌理

　張國龍的作品具有豐富的視覺質感，

這是指透過材料質地的製作及對物體表

面的處理產生視覺上的感覺。材料的質

地、肌理是構成視覺質感的重要因素，

人的視覺、觸覺、感覺經驗是構成視覺

質感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由此，豐富的

肌理成為張國龍作品的鮮明特色，張國

龍作品中的肌理，不是工藝性的機械排

列，而是具有手工繪畫的偶然性與神祕

感。在張國龍看來，肌理的造形表現是

以群體的組織效果為主，以局部和個體

形態為輔。一般物體肌理的個體形態包

括偶然形態、幾何形態和有機形態。

偶然形態是不可重複的形態，具有偶發

性和複雜性，幾何形態是可以重複的規

則形態，有機形態是強調內力變化的形

態。而張國龍的作品中，只有符號化的

畫面結構具有理性的複式表達，而在局

部的材料與色彩運用中，偶然形態和有

機形態佔據了畫面的主體。說到符號與

材料的關係，張國龍認為，單獨的符號

與獨立的材質相配合容易做到，而要完

成「系列」的組、級、類並使之有某種

內在聯繫的符號和材質，就需要反覆地

變換位置、樣式，以及組合的方式，使

之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張國龍的作品，從繪畫進入綜合材料

與立體裝置，從早期的「黃土」演進到

現在的「熔岩」，具有鐵一般的力量與

質感，給我們帶來視覺上的驚心動魄。

尤其在作品局部，如同緩緩流動的火山

岩漿，有著豐富的肌理、沉著的色彩和

渾厚的材質，使畫面如同歷經千年沉澱

後出土的金石文物，具有一種沉著內斂

的氣息。遠望有整體的氣勢和動感，近

觀有流淌的色彩與粗獷的材質，強化了

畫面宏觀結構與微觀質感的視覺感受與

對比。

　我們討論藝術中知覺的重要性，是指

出材料與人類的感知和思維的一體性。

藝術中的視覺形象永遠不是對於感性材

料的機械複製，而是對現實的一種創造

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具有豐富的

想像性、創造性、敏銳性的美的形象。

由於人的各種心理能力在任何時候都是

做為一個整體活動著，所以，阿恩海姆

認為：「一切知覺中都包含著思維，一

切推理中都包含著直覺，一切觀測中都

包含著創造。」

　張國龍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覺世界，在

這裡，我們熟悉的事物獲得了一種新的

面貌。這並沒有改變世界的本質，而只

是對世界的一種新的視覺化解釋，啟發

我們以一種新的眼光去觀看身邊的世

界。張國龍作品中的簡潔性，並沒有減

少世界的複雜，而是藝術家在掌握了世

界的豐富性之後，為我們所做出的抽象

性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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