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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宗教改革迄今已有五百年,但对艺术史的发展一直没有正面影响.在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史深受人文主义的影

响,而今深陷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危机之中.文章梳理了现当代艺术史的思想危机,试图重新建立宗教改革和艺术

史的紧密关系,以宗教改革精神激发艺术的反思和新生.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艺术的发展,期盼宗教改革

精神能够影响社会转型,带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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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欧洲深陷于伊斯兰难民危机,其实质是欧洲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危机.
在挽救这场以人文主义为根源的历史危机中,英美保守主义正在逐渐复苏,政教分离也在再阐释中被

反思和修正.宗教改革的意义也正在被重新认识,并在当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与介入中去加以记念.
当代艺术也正在陷入同样的人权至上的思想危机,以及中国语境的国家主义威胁之中.曾经抛

弃了宗教改革精神的艺术史,而今能否重新从宗教改革中获得启示,唤醒灵性,开启新路呢? 对于中

国当代艺术来说,眺望宗教改革也与盼望社会转型密不可分.

一、宗教改革对艺术史的发问

人文主义视界之下的现代艺术史,忽略了宗教改革的重要作用,而与康德美学、尼采哲学、摄影技

术的发展有关.康德美学奠定了现代艺术本体自治的理论基础,尼采哲学明确了艺术本体的感性特

质,摄影则以逼真的再现技术给写实艺术以前所未有的历史压力.面对摄影给绘画带来的历史危机,
康德美学和尼采哲学给绘画开出了一条新路,从此不再摹仿现实而再现内心.摄影技术的出现确实

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技术压力,在方法论上几乎完全消解了古典写实绘画的存在基础.之后的现成品

艺术如杜尚的«小便池»具有同样的消解力量,但现成品同时带来了观念形态的新方法论的生产,摄影

却不具有同等的生产效力.事实上,在艺术危机的问题上也高估了摄影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因素,乃
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乃是面对天主教会神权世俗化的异化现实而兴起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运动.关键在于,
针对天主教的“因行称义”新教提出“因信称义”,回到圣经的权威依据.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路德发表

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基督新教也由此生成.新教“因信称义”的观点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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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义人必因信得生〔１〕”.路德由此得出“因信称义”的核心观念,认为人的得救全在乎对上

帝的信仰,而与因行的善功无关,得到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依据在于圣经本身,至高无上的圣经

高于教皇和教会.继而加尔文新教的核心又强调了“预定论”,认为一个人的得救是上帝预先确定的,
同时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认为善行是得救的标志〔２〕,激励了信徒的世俗工作.作为天职的日常工

作,谦逊、节俭、利他的人生态度,呈现为清教精神,进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可以认为,
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今日的现代社会.事实上就概念而论,新教乃是原始的归正的基督教,天主教则

是传统演化而成中古式的基督教.新教教义反而比旧教更为古老.但在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上,新教

解放了被世俗神权捆绑的政权和人权,建构了新的社会意义.“新”的根本在于复古,重新确立了神权

的终极基础作用.但作用于艺术领域,宗教改革的复古精神却主要是负面的.
新教强调灵性与信心,排斥感官色相与功德形式,担心这些艺术的形式会干扰信仰的虔敬和敬拜

的专一.偶像崇拜的问题被特别提出,摩西十诫第二诫这样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

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神.〔３〕”偶像是一种摹本的存在形态,可能是神的摹本,也可能是别的神或者人的摹本.
摩西十诫的第一诫明确宣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别的神或人自义的神,在历史上极其

广泛地存在着.或者是万物有灵论,或者人把自己当成神,如万民拥戴的神的代理人———教皇和极权

国家的统治者.进而,即便是上帝的偶像———上千年基督教艺术中的写实图像也是新教所明确反对

的.因此,从形式到内容、从教堂到图像、从绘画到雕塑,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大有不同.一方面新

教信仰观念着重于抽象灵感,具象写实被其反对并从教堂中驱除出去.另一方面,艺术、装饰不被提

倡,新教教堂规模一般不如天主教教堂,造型和装饰也相对朴实和简单.在艺术题材上,因为新教独

重耶稣的训示与早期教会的典范,故其能够接纳的艺术课题亦极为有限,如“最后的晚餐”一类的作品

尚受青睐,但«旧约»典故或有关圣母之创作则不为所喜,更遑论教皇与圣徒之类的主题.而在天主教

方面,因为抵制新教的原因,反而更为提倡传统的基督教艺术.１５４５—１５６３年召开的特兰特会议

(CouncilofTrent)为了振兴天主教的旧有权威,尤其支持主题明晰而说理有力的基督教艺术,１７世

纪的巴洛克艺术某种程度上即是这项宗教政策下的产物.旧教基于传教策略而拥护艺术,新教则基

于信仰观念而反对艺术〔４〕.
当写实的艺术不被新教教堂所接纳,在欧美被新教精神深度影响的社会空间里,写实艺术也注定

会被看作是艺术史的化石,被新的艺术趣味所代替.新教立场颇不利于艺术创作,不仅仅针对旧有的

有着明确圣经典故和教会历史情节的基督教艺术,而且在于新教教义对圣经归正精神的理解抽象而

复杂,不易入画.或者说,从抽象观念如何转化为艺术形式,是一个新的艺术课题.现代艺术因此以

抽象的形式主义作为方向发展起来,但是其内在的抽象观念却远离了上帝的抽象观念,而只是以人为

中心的抽象观念,如笛卡尔主张的“我思故我在”.
即是说,宗教改革之后因为反偶像崇拜的原因,促使艺术史转向了以抽象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艺

术,但是宗教改革只是制造了艺术史的危机,而并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的力量直接促进为现代艺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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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Shengjing[Bible]罗马书Luomashu[Romans]１:１７．
天主教认为,善行是得救的原因;在路德Lude[MartinLuther]眼里,信仰是得救的确证;在加尔文Jiaerwen[Calvin]看来,

善行是得救的标志.参见马深 MAShen著２０１３›«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YinggelanJingshenYuJidujiaoWenhua [England
SpiritandtheChristianCulturePerspectiveofChineseCivilization],北 京 Beijing: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 ZhishiChanquanChubanshe
[IntellectualPropertyPublishingHouse],７５．

«圣经»Shengjing[Bible]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２０:４Ｇ５．
王世宗 WANGShizong著２００７›«历史与图像———文明发展轨迹的寻思»LishiYuTuxiang———WenmingFazhanGuijide

Xunsi[Historyandimage:Reflectiononthedevelopmentofcivilization],台北Taibei:三民书局SanminShuju[SanMinBook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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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

二、现代艺术以审美代宗教的艺术自义

在“上帝死了”的观念之下,基督教观念基本上从现代艺术史中退隐.但它在世界关系结构中的

超验身份还是找到了一个替代者———艺术.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到海德格尔“天地人神”都建构了

一种对世界关系结构的完整理解,其中人与神的超验关系是这一结构中的基础,制约了其他的人与自

然、人与心灵、人与社会的关系.康德在隐晦上帝之城的前提下为世俗之城立法,最重要的是在自然

界—科学和社会界—道德之外独立出心灵界—艺术,以艺术代宗教.虽然上帝之城隐晦,但艺术代替

了宗教的超验身份,因此似乎世界关系结构还是完整的.当艺术被理性地认为如上帝一样超验的存

在,一方面艺术填补了世界超验部分的属性,另一方面艺术以真理之名成为偶像.
继而,尼采赤裸裸揭开了康德的遮羞布,宣称“上帝死了”的现实,真理唯有“酒神精神”,就是呈现

在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对应着人性中感性一面的张扬,以及对人性中灵性和理性的完全弃绝.
现代艺术由此走上一条艺术称义的形式主义的道路,以艺术为本体,在艺术内部极尽创造力,从

抽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直至合并为抽象表现主义,最终成为极简主义.极简主义抵达

了形式主义的顶点,也是现代主义死亡与重生之地.而形式主义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在艺术本体中

内在追求的结果.
以审美代宗教的现代世界关系结构完整注定是脆弱的,只是假象而已.人本主义的艺术超验只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直觉的碎片,在现代主义这个“灵光消逝”的年代,任何以替代者取代灵光的

企图都将会以失败告终.走到极简主义的现代艺术只是单一然而错误地强调了艺术本体的真理性,
自义为世界的全部,但它依然无法回应愈加深重的工具理性的世界危机.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阿多诺发出质问:后奥斯维辛写诗是野蛮的,艺术何为?

三、现代艺术的自然神学叙事

宗教改革带来的归正神学思考,对真理和世界的认识更为抽象复杂,因此作为残存神圣叙事的现

代艺术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抽象意义转化为非偶像的形式.用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中的著名说

法“情感误置”(patheticfallacy)〔５〕,可以将这种转化称为“神性误置”.“情感误置”指的是,将人的情

感投射在非人类形象和行为的自然对象之上,如山川、河流、建筑、静物等等能够引起情感生发的自然

媒介.“神性误置”投射的则是高于人类情感的基督精神,神自有永有,而神性被理解、被转换的时候

出现了误置.但要明确的是,误置并非否定,而是肯定之上的某种转化之中的偏离,由此形成现代艺

术史的自然神学叙事.自然神学指的是不依赖于信仰或特殊启示,而仅仅凭藉理性与经验来建构关

３２２

〔５〕 罗斯金Luosijin[JohnRuskin]１９０４:＂现代画家＂XiandaiHuajia[ModernPainters],III,１２章,载«约翰罗斯金的作品»

YuehanLuosijindeZuopin[JohnRuskin＇works],库克 Kuke[Cook]、亚历山大韦德伯恩 YalishandaWeideboen[Alexander

Wedderburn]编,第５卷,伦敦London,２０１Ｇ２２０.转载自罗伯特罗森布鲁姆LuoboteLuosenbulumu[RobertRosenbloom]著

２００３:«现代绘画与北方浪漫主义传统»XiandaiHuihuaYuBeifangLangmanzhuyiChuantong[Modernpaintingandthetraditionof
RomanticismintheNorth],刘云卿LiuYunqing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ShifanDaxueChubanshe[Guangxi
NormalUniversityPressGroup],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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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帝的教义〔６〕.显然这与宗教改革之后以特殊启示为基础的新教教义不同,但在艺术领域凭藉自

然神学去探索的却是那些北方的新教艺术家.我们于其中感受到神的力量已经多少脱离了基督教艺

术“血与肉”的戏剧叙事,而代之以风景的领地〔７〕.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DavidFriedrich)的«海边修道士»(MonkbytheSea)于１８１０

年秋季首展于柏林学院时,其画面上显见的空寂曾让观众感到困惑;另一幅罗斯科(MarkRothko)

１９５０年代的作品«蓝上之绿»,那几近空无的意象同样令人不知所措.两者可以看作是“神性误置”现
代艺术的起讫点上的代表作.«海边修道士»中,艺术家似乎将其自身投射到一个孤独的修道士身上,
以此探寻自己与伟大未知的关系.尽管与公认的宗教素材并不一致,根据前现代的标准,它绝不会被

视为宗教绘画,但对许多现代的观察者来说,弗里德里希甚至已经满足了宗教艺术的超验渴望.他希

望在传统基督教圣像学的神圣范围之外,在世俗世界中重新激活神之体验.这不独是弗里德里希的

个人困境,也为许多同时代人所共有,他们对１８世纪针对传统基督教的反复攻诘作出了反应,并希望

复活或取代陈腐的仪式及教会的形象,表达精神的、超验的体验,而无需求助于诸如赞颂、十字架上的

受难、复活以及耶稣升天这类传统主题———在启蒙的时代,它们不断被削弱.以至几乎所有世俗绘画

因为超自然象征意义的赋予都可以被转化为宗教绘画的新范畴.由传统基督教题材转换至自然现象

以及虔诚信仰的标志的替代,弗里德里希对后来的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８〕.
不需要明确宗教主题,自然本身就可以揭示出超验的神秘.１９世纪末期,出自新教的北欧和美国

艺术家们始终如一地拓展传统基督教艺术家之外的宗教经验.梵高、蒙克均以不同方式探寻风景中

的神圣意识,借助太阳、月亮和星辰,无边无际的荒原和海洋,山巅望去的无垠虚空.他们发明全新的

象征主题连接人与自然力共有的生命规律,试图创造更为独特的宗教艺术.

２０世纪的新教艺术家继续推进这种模糊风景与宗教绘画、自然与超自然界限的艺术能力.现代

艺术一般被认为有两个方向:偏向情感的表现主义和偏向形式的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和

诺尔德在研究花卉、风景、动物时将自然世界转化为显明的宗教象征.抽象主义艺术家康定斯基和蒙

德里安,将有神智学与唯灵论等秘密来源的秘传宗教圣像学和风景意象,视为彻底抽象的绘画语言的

母体〔９〕.及至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群体,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有着启示录般末世喻义的重大历

史事件之后.二战之后,出现了两种历史反思,一种是针对极权主义的现实反思,另一种则是对人类

原罪历史的超验反思.二战的发动者德国同时也是二战的受害者,德国人注定无法超脱奥斯维辛这

样的现实悲剧,博伊斯和基弗都直面历史情境,因此引导了战后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方向,影响至今

不绝.远在北美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二战时期的避战所,吸引了无数欧洲难民,包括很多艺术家.
现代艺术高潮阶段的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了回避现实的超验反思方式,这也是现代艺术以审美代宗教

的艺术超验逻辑的延续.二战苦难的触痛远胜过现代艺术初始时面对的工具理性的压力,人类在原

罪中的堕落几乎不可救药,悔改之路漫长遥远.更为强烈的对人类自身的不自信伴随了更为超越的

精神需求,对原初神话和自然的这种寻求构成了许多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特征.如波洛克作品中无

处不在的自然奇观———对星系或核爆炸的惊鸿一瞥和创世想象,或对大地、空气、水、火等自然抽象元

素的洪荒之力的直觉把握.纽曼在这一主题上特别关注了创世的意象,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于反偶像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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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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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 AAXimeng２００１:“从自然神学到关于自然的神学”CongZiranshenxueDaoGuanyuZiranDeShenxue[From
NaturalTheologytoTheologyofNature],载«启示与哲学的政治冲突»QishiYuZhexuedeZhengzhiChongtu[PoliticalConflictof
RevelationandPhilosophy],(香港Xianggang:道风书社DaofengShushe[LogosandPneumaPress],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 Daofeng
JidujiaoWenhuaPinglun[Logos&PneumaChineseJournalofTheology]第十四期[No．１４],２００１春Chun[Spring]),２１３．

«现代绘 画 与 北 方 浪 漫 主 义 传 统»XiandaiHuihuaYuBeifangLangmanzhuyiChuantong[Modernpaintingandthe
traditionofRomanticismintheNorth],９－１１．

Ibid．,３Ｇ９,２２．
Ibid．,２０４Ｇ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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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思考,与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归正立场趋同,而与天主教传统不同.享乐主义和形式主义都不

能应对二战之后的精神需要.当一切都是废墟,唯有重新开始,那就是对创世记的回响.纽曼在超乎

某个特定教派之上的多样的宗教来源中找寻宇宙的来源,他不仅探寻了原始部落及希腊人的神话制

造问题,还探寻了从“犹太—基督教”传统、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旧约到“苦路祈祷”传统系列叙事

中的受难故事.纽曼在其中寻找崇高与幻象,直面有关创造、神明、死亡与再生的终极神秘.
另一位被认为属于松散的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犹太人罗斯科,代表了北方浪漫主义在现代艺术

“神性误置”方向的顶峰.从弗里德里希的自然神性开始,到罗斯科的时候已经完全远离了现实的形

象,他的画面不仅没有人物甚至也不再是风景或者任何可辨识的物象.如果一定要在弗里德里希开

始的自然神性脉络中理解罗斯科,可以认为他的抽象绘画形成于神话或宇宙的风景意象,是神的观

看.天际线的区分让人想起大地或海洋与云彩及天空最初的分离,稠密并且静静闪烁的色彩构成的

明亮区域似乎正在产生自然之光的最初能量〔１０〕.看似平面实则立体的厚重而耀眼的色块和黑暗,深
不可测,无边无际,人的眼睛只能被吸引进去,像黑洞一样,但其中有光.罗斯科抽象绘画的基本构型

的渊源贯穿北方浪漫主义的历史,一直到新教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弗里德里希无疑是这个“神性误

置”现代艺术方向的开端,而罗斯科是顶峰时结束的那一个.
可以认为,北方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努力,只是在艺术上回应了宗教改革对艺术的提问,一定意义

上从上帝依然在场的视角重新书写了现代艺术史,但在真理上却并未持守宗教改革的保守精神,而是

以普世宗教的名义强调了超越现实的一面.宗教精神固然有普世的一面,但真理、道路、生命只有唯

一,只在耶稣基督.
泛神论的自然神学和宗教宽容似乎较好地解决了如何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追求神圣性的问题,

但是宗教改革所持守的上帝主权的绝对本体却在艺术的名义下有所失陷.“审美代宗教”的意图是以

艺术的超验身份代替宗教角色,那是被公认的“作为人文主义的现代艺术”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泛神论

的现代艺术也只是以另一种艺术象征代替了教会的世俗权力,依然稀释了上帝的唯一主权.

四、当代艺术的人权至上与真理虚无

当代艺术从形式主义出走,寻求形式的所指,成为一种观念的艺术.观念形态就是当代艺术的方

法论,观念内容则指向了文化政治———人与社会领域关于政治哲学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本质上是

以审美现代性抵抗已经工具理性化的社会现代性,但是最终局限在艺术内部的形式自义.当代艺术

依然要面对现代性的困境———未完成的现代性,这是现代艺术未竟的事业.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向:其一消费文化,消费自由中的欲望狂欢,以沃霍尔为代表;其二人权艺术,民主自

由中的人权抵抗,以博伊斯为代表.两者充分体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当代艺术成为资本

和权力的战场.后现代语境下,自由主义充当了当代艺术的思想基础,无论抵抗权力还是消费狂欢,
都强调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说现代主义凸显了一个人的上帝,后现代主义则呈现了无数个人的

上帝,在人本主义的层面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代艺术所追求的文化多元主义必然沦为虚无主义,主
体的意义在无数主体的政治正确中耗散,艺术的意义也随之飘散.

如果只从人权与政权的关系去理解,当代艺术的人权主张具有现实的正义性,这也是多元主义和

解构主义的胜利.但问题在于,人权—政权的艺术思想结构缺失了更为根本的神权的基础环节.正

确的秩序结构应该是:神权＞人权＞政权.神权指唯独上帝的掌权,而不是泛神论的崇拜.即便现代

社会骄傲地遗弃神权,神权也会隐性地存在,被人权和政权替代,成为它们德不配位的秩序错乱问题.

５２２

〔１０〕Ibid．,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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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隐含了极权艺术和当代人权艺术共有的致命盲点———对神权绝对性的忽略以及各自对神权的篡

夺.可以反向推论,如果重建艺术史的神圣叙事,以基督世界观重新观照艺术史,历史将从堕落回到

拯救状态,如同圣经叙事预定的那样.
作为当代艺术思想基础的自由主义,很多概念来自于基督教,并非断裂而生,如自由、民主、平等、

博爱等等.但自由主义的概念阐释与基督教相比已很不完整,生出很多歧义.如自由主义信奉天赋

自由,却不去追问谁造天地;民主并非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它绝不是出于工具和利益计算使

然,而是因为人人都有原罪;平等不是财富上的均贫富,而是身份、尊严、权利上的平等和正义,出于上

帝恩典.博爱至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但亦有公义作为原则,公义与爱不可偏废.若不从基督教的

根源去探寻,自由主义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只在平面的世俗之城,至多符合政治哲学的逻辑,却没有

政治神学的终极追问.因此,只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上的当代艺术,就其艺术方法本身而

言也许可圈可点,但在价值和意义层面必然是不完整、有偏差的.
兹举例论之.中国当代艺术界最具国际声名的艺术家艾未未,他以一系列与人权事件相关的艺

术作品引导了一个文化政治、人权艺术的方向,如«老妈蹄花»、“汶川地震公民调查活动”、«一亿颗葵

花籽»等等,勇气与智慧兼具.在中国国内的语境,艾未未的艺术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意义不

止于艺术,更与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可是在国际语境下,人权至上的政治正确却存在很

大问题.在多元文化中心论者看来,各文明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应该彼此尊重和平共处.但若以基

督而论,唯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圣经和耶稣道成肉身带来特殊启示,其他文化中的各类经

典至多是普遍启示.历史已经显示,由上帝启示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范式,指引了人类历史的方

向,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加尔文引导的清教精神将人类社会带入到现代文明.相比之下,没有一种

其他文明能够靠自己成功完成现代转型.历史见证了上帝对世界主权的掌管,都在祂的预定之中.
神权＞人权＞政权,是为理性而和谐的世界秩序.但是,艾未未出国之后的近作,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在

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展出的«难民船———旅行法则»(LawoftheJourney)在欧洲难民的立场上引来

诸多批评.艾未未以作品纪念逃亡欧洲遇难的伊斯兰难民,批评西方政府没有及时接收和救助.有

批评者认为他远离了中国事务,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大量伊斯兰难民驻留欧洲却并不认同现代文明

价值观,而是对西方固有的基督教文明价值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艾未未回复称,“不存在孤立的人

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如果你只关心局部,你的价值观是狭隘的,也是绝望的”.人权是至上

的吗? 人权具有绝对性吗? 人权不能超越上帝主权,博爱、宽容不能失去公义与原则.欧洲今日的难

民危机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训,任其发展,难民将转化为恐袭中的欧洲原住民.如果不能在上帝的整

全世界观中审视,任何正义的主张都可能成为不义.
再举一例.著名艺术家徐冰于“９１１”之后的２００４年在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的“ArtesMundi

艺术奖”项目上,将在“９１１”事件中收集到的尘埃吹到展厅中,经过２４小时落定后,展厅的地面上由

灰白色的粉尘显示出两行中国七世纪的禅语:“Asthereisnothingfromthefirst,WhereDoesthe
DustItselfCollect?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９１１”事件震惊世界,３０００多个生命逝去,是人类

历史上迄今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也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对国际格局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也许将被

认为是新的世界历史转折点.徐冰说:“实际上这件作品并非谈９．１１事件本身,而是在探讨精神空间

与物质空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是更永恒,更强大的.今天的人类需要认真、平静地重新思考那些已经

变得生疏但却是最基本且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需要崇尚和追求的? 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宗教在

哪? 不同教义、族群共存和相互尊重的原点在哪? 这,不是抽象的玄奥的学者式的命题,而是与每一

个人活着相关联的、最基本的事情,否则人类就会出问题.”他的阐述像作品一样充满禅机,但始终没

有回答更永恒和更强大的是什么.如果认为“９１１”只是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禅宗具有化解冲突

的东方智慧,就太高估了东方智慧的能量.东方智慧一直回避终极存在,回避生与死的重要时刻,因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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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并不能直面和体会如此重大的生命悲剧的苦难意义.纵观圣经以及之后的历史,人类遇到了太多

来自自然、道德、身体和精神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困惑.基督教“神正论”将苦难问题联系到上帝的

正义,认为“上帝是正义的,尽管罪恶依然存在”.神正论的问题最早由古罗马早期的基督教父奥古斯

丁系统提出.奥古斯丁认为,苦难的出现和恶的产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人类滥用了上帝赋予

的自由意志,因而也是人类应付的代价,事实上人才应该为苦难和恶的存在负责〔１１〕.一次又一次苦

难的发生,是人类原罪的衍生,也是惩戒的提醒.如此深重的生命灾难,远不是一句“本来无一物”就
可以消解的.多元主义与虚无主义是当代的痼疾,而绝不是药方.唯有回到神正论立场,以上帝的正

义视之,方能看清世间这些原罪的衍生品.
世界观决定艺术观,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东方智慧,都悬置了终极追问,这是当代艺术的局限,更

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基督教来到中国,对固有的中国文化和艺术来说是一个霹雳事件,不是改

良,不是补充,而是脱胎换骨地重生.此外还要反思,为什么基督教入华自唐代景教始至今一千五百

余年,中国社会依然在黑格尔所称的“中国没有历史”的逻辑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声称:“中国

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教改革的新教精神未能真正影响中国.

从宗教改革的视角看,在“道成肉身”的整全意义上,“因信称义”不仅要重建人与上帝直接的超验

关系,更要以现实世界的善行作为得救的标志,这是路德—加尔文的进路.由此澄明了自然神学的现

代艺术和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的局限和偏离所在,进而启示了政治神学的当代艺术的进路.

五、当代艺术与改革宗政治神学

上帝虚无意味着真理虚无,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只能带来莫衷一是的价值判断,艺术乃至社会历史

发展的茫然失措.无论当代艺术中有过多么骇人的视觉奇观,即使已经被公认为艺术名作,也不能绝

对肯定它的价值.艺术自由并非可以无所不为,价值裁判权只在于上帝的审判.
人文主义的现代艺术呈现为心灵界的形式主义,人文主义的当代艺术呈现为社会界的文化政治.

重写的上帝视角的现代艺术局限在自然神学,上帝观照的当代艺术的希望则在政治神学———基督教

政治神学———改革宗政治神学.
人是宗教性的,所以人活着不仅要有衣食住行,还要追问人生的本源、意义、目的和价值.人是政

治性的,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所以我们既与社会有着横向的关系,就是政治

性;也与上帝有着纵向的关系,就是宗教性.基督教政治神学所阐明的,就是我们如何正确地处理这

种纵向与横向的关系,尤其是根基圣经的启示来阐明上帝所喜悦的基督徒在公共领域中当有的使命

和见证〔１２〕.
作为政治神学的当代艺术回应了关于现当代艺术史的两个不足:其一,经过自然神学重新阐释的

现代艺术,偏重于普世宗教的超越性,但有泛神论的问题,又缺乏道成肉身式的现实关注;其二,作为

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把人权至上当作价值依据,事实上在抵抗以自己为上帝的极权时,又把人自己

树立成了上帝,依然没有走出启蒙辩证法的困境.当代艺术有现实关注,却没有超越意识.由此,对
现代艺术史的神性书写,维系了一条没有中断的艺术灵性脉络,即便有所偏离,进而能够推进到当代

７２２

〔１１〕

〔１２〕

周海金ZhouHaijin著２０１４:«苦难及其神学问题研究»KunanJiqiShenxueWentiYanjiu[SufferingandItsTheological
Problem],杭州 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ZhejiangRenminChubanshe[ZhejiangPeoplesPublishingHouse],７９．

王志勇 WANGZhiyong著２０１４:«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写给华人教会的公共神学»GongyiyuCiaiBiciXiangqin:Xiegei
HuarenJiaohuideGonggongShenxue[RighteousnessandSteadfastlovewillKissEachother:PublictheologywrittentotheChinese
Church],台北Taibei:橄榄出版有限公司GanlanChubanYouxianGongsi[OlivePublishingLtd．],４３Ｇ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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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神性之维,拯救极权泥潭与人权政治正确中的当代艺术.
改革宗神学强调回归圣经,也强调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介入和影响,本质上也是政治神学.改革宗

政治神学强调上帝主权,也强调人的自由和责任.所谓政教分离,是在政教机制分离的宪政体制中对

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两个国度之间关系的描述.政教分离并不是宗教不能影响政治,事实上宪政精

神本身就来自基督教,两者无法切割.强调政教分离更重要的是,信仰已经重要到必须拒绝政治强权

的染指.所以政治领域也是上帝掌权的领域,公义来自上帝.奥古斯丁憎恨不义的专制政权:“缺乏

公义的国家,不过是有组织的匪帮.”加尔文指出:“再没有任何行为比把自己的国家从专制的束缚下

解救出来更为高贵了.〔１３〕”这也是人权艺术的意义,但却是它完不成的使命,如果没有把自己放在神

权＞人权＞政权的整全秩序中的话.因为今天在中国面对的是处于晚期社会主义阶段的超极权政

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曾一度促进了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但国家主义和强权资本

最终控制了所有的艺术活力.无论是娱乐至上、文化产业还是暴力拆迁,隔绝基督信仰的人权艺术只

能行进在西西弗斯式的抵抗或苟合之路上.没有神权秩序,人权以及人权艺术只是一个乌托邦.
当然,艺术史有偏离思想史之处,但失去真理的艺术能指的漂浮,不是当代艺术的方法论.当代

艺术是一种观念形态———思想史形态,更重要的在于观念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为文化政治的

当代艺术的问题就在于,人权艺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超极权政治中争得自由,而唯有上帝的正义

能高于世上的国,并且为人权的尊严确立其高贵的地位,这就是在当代艺术中以政治神学带动文化政

治的必要性.现代艺术是以审美代宗教,当代艺术应以信仰带艺术.

六、以基督信仰带领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的处境是如此苦难,如此复杂.中国需要人文主义,更需要信仰———基督信仰———改革宗加

尔文主义的清教精神.由此,基督精神观照中的当代艺术,方能够面对人性原罪,能够大无畏地介入

现实,能够充满盼望.
如同二战之后德国艺术家对奥斯维辛的忏悔,中国有太多需要忏悔的地方,都是２０世纪中国的

现代性废墟———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先在这些废墟上认罪悔改,中
国当代艺术同样如此.“文革”之后有过伤痕美术,但是未及深入就被匆匆叫停.八九后有过“后八

九”艺术展览,但只是时间上的后八九而已,艺术观念则走向了与八九精神完全相反的玩世现实主义.
未直面废墟的艺术只是艺术废墟,在废墟上悔改重生的艺术是废墟艺术,如同二战之后德国的博伊斯

和基弗的艺术,是道成肉身的艺术,是复活的艺术.
“艺术介入现实”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流行的艺术口号,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的伪

现实主义教训不可忽视.在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超极权的力量之大几乎可以吞噬掉一切异

见的声音,甚至原生的库尔贝式的现实主义也会沦为风情采风.唯有“天上的父”的旨意能够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唯有祂,能让不义的极权胆怯.
面对重重苦难,有苟合者如玩世现实主义,有逍遥者如老庄禅宗,有绝望自杀者如王国维,也有抵

抗者如鲁迅与黑暗同在,以绝望抵抗绝望.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了一个中国历史的铁屋子: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

８２２

〔１３〕 奥古斯丁Aogusiding[Augustin]著:«上帝之城»ShangdizhiCheng[ThecityofGod]４卷４章２节,加尔文Jiaerwen[Calvin]
著:«基督徒敬虔学»JidutuJingqianxue[Christiangodly]３卷１０章６节.引自王志勇 WANGZhiyong著２０１４:«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
写给华人教会的公共神学»GongyiyuCiaiBiciXiangqin:XiegeiHuarenJiaohuideGonggongShenxue[RighteousnessandSteadfast
lovewillKissEachother:PublictheologywrittentotheChineseChurch],台北 Taibei:橄榄出版有限公司 GanlanChubanYouxian
Gongsi[OlivePublishingLtd．],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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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

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有一个希望是中国历史中没有过的,可惜“光
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１４〕”,这才是黑屋子的真正原因.希望唯在基督.

目下的中国,有一些艺术家已经身在基督的恩典和启示之中,创作出充溢灵性的作品,惊心动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岛子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艺术批评家、诗人,更是一位基督徒艺术家.他以水

墨创作,曰“圣水墨”.岛子曾创作一幅丈二尺幅的«苦竹»,竹子居然长成了十字架.竹子在中国传统

花鸟画中代表了一种刚正不阿的气节,但也成为一种陈腐不变的程式.岛子对竹子形态的划时代更

新,不仅是从具象到抽象,更是对中国文化更新的盼望.岛子另一件作品«上帝黄金»２０１４年获得德

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艺术创作基金,这是全球征稿的唯一入选者.«上帝黄

金»以基督精神观照和反思消费社会的肉身物欲,作品被印刷和制作成三千多件巨幅幕布,于２０１５年

五旬大斋期悬挂于德语国家及欧洲三千多个教堂的祭坛,用以祷思冥想.这件作品在德国获得了巨

大的反响和关注,产生了特别的社会和艺术意义.黄金乃为上帝恩典,但若为私欲所纵,它的降临就

不是祝福而如陨石异动,惩戒不义.从天而降的黄金与横亘画布的黑色带构成庄严的十字架,黄金准

确地呈现了当代社会的真实处境,黑色的威严则如上帝之城的异象,以祂的旨意观照世界.“没有异

象,民就放肆〔１５〕”,人类世界的真正异象不是由人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创造世界的上帝来提供方向.
人类世界最终应有的走向,与世界存在的本质相呼应.唯有人体认自己不是世界的统治者,而是谦卑

的共生者时,理想与异象才能形成并显现.岛子的圣水墨在此彰显了上帝话语的绝对主体意识,而这

正是时代处境的呼召.
高氏兄弟的雕塑«枪决基督»以超现实的方式再现了一个魔幻历史场景,六个毛泽东正向耶稣瞄

准开枪.这必定是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正是其中呈现的“敌基督”造成今天中国的溃败现状.这种废

墟的状态,一般认为有一个直接原因,如李泽厚所说:“中国的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与启蒙都

很重要,我们赢得了救亡的胜利,却放弃了启蒙的责任,但最内在的原因与“敌基督”有关.我们应该

突破“救亡”的话语障碍,更要突破固有的思维系统,进入到另外一个系统中去解读和认识历史事件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关于“敌基督”的分析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局限在民国期间.当时蔡元培、胡适、张
东荪、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参与了敌基督运动,以致最后毁掉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１９４９年之后的

“敌基督”研究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空白,对于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大陆地区“敌基督”的研究在大陆的体

制内基本上也是空白,大多数研究在港台地区.我们在自身命运关键之处的研究,做得远远不够,而
高氏兄弟的«枪决基督»就是关于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大陆敌基督问题的艺术关注.

导演胡杰曾以过人的胆识拍摄了３２部纪录片,包括«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粮食关纪

念碑»等重要作品,被称为“中国的良心”.近年他又开始了黑白版画的创作,继续在绘画中重建２０世

纪后半叶中国苦难史的公共记忆.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叙事,被任意涂抹,也被时间修正.关于历

史事实的书写争战是真理之战、公义之战、血泪之战、生死之战.值得关注的是,林昭基督徒的身份被

胡杰在绘画中特别关注,寄予了永生的祝福,和来自天国对地上罪恶的正义审判.这块土地上衰弱的

人,承受了太多历史苦难和现实逼迫,在胡杰重建的公共记忆中,历史真相触目惊心.压迫者和被凌

辱的人,都是非人的处境,前者没有人性,后者被剥夺了尊严.黑暗,罪恶,罪.只有“罪”能够解释这

一切堕落的源头,只有悔改能拯救罪恶,只有光能带来盼望.“要有光”,正是胡杰一个展览的主题.
旺忘望的油画«擦肩而过»,意指当代社会的信仰缺失.在一个汽车的后视镜里,耶稣与路人擦肩

而过.如此戏剧性的场面,其实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太多人忙于生意和权力,向前奔跑不止,却

９２２

〔１４〕

〔１５〕

«圣经»Shengjing[Bible]约翰福音YuehanFuyin[ThegospelofJohn]１:５．
«圣经»Shengjing[Bible]箴言Zhenyan[Proverbs]２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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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想过灵魂空虚的问题.耶稣曾于两千年前降生在巴勒斯坦,开启了伟大的崭新的历史.在旺忘

望眼中,如果耶稣今天来到中国,启示以至警示也会来到吗? 时空交错,真理却永恒不变.
朱久洋的作品«等到和好的那一天»,因药家鑫事件而作.药家鑫杀人、自首后被判死刑,牵涉到

法律、伦理问题的诸多社会争议.但是关于正义,法律能够给予公正的实现吗? 朱久洋以基督精神给

正义带来新的阐释希望,以爱成全律法.爱人如己,更要爱你的仇敌.朱久洋希望把事件双方父母约

到一起,劝其和好,消弭罪恶.但最后只有一方的父亲到场,另一张是个空椅子.等到和好的那一天,
也许在现实中遥遥无期,但希望就在那里.艺术在这里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力量,同时也展现了基督

精神的伟大救赎.

余论

欧洲正陷入左派政治正确导致的难民危机,英美保守主义的反思已经开始.中国则正在以民族

主义的情怀意淫一个世界大国的雄起,完全无视内在的虚空和恐慌.但字面意义相似的保守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真正意义又何其不同? 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上帝的恩典,民族主义保守的是文化的虚荣和

权贵的掠夺.事实上,西方和中国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真正的西方究竟是什么? 由此,西方可以保

守自己的传统,中国可以学习西方带来的真理.
上帝启示人类,并在宗教改革中再次确认圣经的真理唯一,又以加尔文主义引领的现代文明作为

见证.西方的自由主义者需要追溯自身与基督教的内在渊源,特别是明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

归正而非断裂.神学、文化和政治的紧密推进关系如汉斯昆在«基督教大思想家»中所言,无疑通过

将信仰与科学、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古罗马教父奥利金已经达到了神学转折点,这使文化转折点(结
合基督教与文化)得以可能,从而又使政治转折点(教会与国家的联合)成为可能.信仰—文化—政

治,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所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传播基督福音,突破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虚无

主义的障碍,以基督世界观重新书写历史,体察处境,更要在古今之变中明晰宗教改革的意义,以宗教

改革精神引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自然也包括了当代艺术的转型,都需要由虚无主义的

“不是而是”转向上帝主权的“是其所是”.
身在现当代艺术的废墟,上帝完全的恩典依然在这里.人类和艺术史遗弃了上帝,上帝却一直没

有离开,并且发挥着持续的影响,直至重写现代艺术史,启示并拯救当代艺术.宗教改革距今五百周

年,但对艺术界真正的影响刚刚开始,无论中西.
荷兰新教神学家凯波尔是加尔文主义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一百多年前他在论述“普遍恩典”时

曾提及中国,他这样说道,中国是普遍恩典的领域未经历特殊恩典的任何影响的例子,“在那里,普遍

恩典运行、产生影响的规模并不小,但特殊恩典并未影响到那个巨大的帝国那里变化着的中国人的生

活的范围〔１６〕.”相比之下,中国更为任重道远,但上帝不会忘记中国.“道成肉身—十字架—基督教—
宗教改革—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政治神学—社会转型—转型正义”的信仰与公共观念成为艺术和

社会通识之日,就是艺术异象显现之时.

０３２

〔１６〕 AbrahamKuyper１９８８:AbrahamKuyper:ACentennialReader,ed．JamesD．Bratt;GrandRapids,MI:Eerdmans,１９９.引

自谢志斌XIEZhibing２０１０:“从加尔文主义文化观看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发展”CongJiaerwenZhuyiWenhuaguanKanHanyuJidujiao
YanjiuDeFazhan[TheDevelopmentofSinoＧChristianTheologyfromthePerspectiveofCalvinistCulture],载«加尔文与汉语神学»

JiaerwenYuHanyuShenxue[JohnCalvinandSinoＧChristianTheology],陈佐人ChenZuoren[StephenChan]、孙毅SunYi编,(香港

Xianggang:道风书社DaofengShushe[LogosandPneumaPress],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HanyuJidujiaoWenhuaYanjiusuo[Institute
ofsinoＧChristianStudies]丛刊３７,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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