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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推荐ARTISTS RECOMMEND

采写 / 张桂森

陈锦芳

联合国文化大使

及艺术大师到北京

《红艺术》：您14岁受梵高的影响而立志当画

家，请你谈谈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接触

到梵高的画并受影响？

陈锦芳：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湾很难接触到

西方现代艺术，刚好一位到日本留学的牙科医

生回来。我从他那里借到一些美术丛书和音乐

唱片，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感动。我很小就喜欢

画画，从小到处乱画。那些庙啊，布袋戏都很吸

引我。我觉得艺术家是天生的，当时我内心的火

被他（梵高）点燃了，决定要到巴黎当画家。就

这样一直到大学都想着去巴黎留学，大学毕业

后我参加了法国政府留学奖学金考试，当时台

湾只有两个名额，我争取到了这个名额。那年是

1963年，我27岁的时候。

《红艺术》：在您的艺术创作上经历了哪个

时期？

陈：1963年以前是台湾时期，这个时期是打基

础的时期；1963年到1975年是巴黎时期，在巴

黎的时候，开始寻找自己的路，大量的吸收。我

慢慢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及新意象派，那是1969

年的事情。1975年以后，我搬到纽约的苏河，这

提起陈锦芳博士，海外艺术界知道他是“新意象

派”思想画家。在上个世纪 60 到 90 年代，几

乎所有关心艺术的人没有不读他的艺评及艺术专

栏。最近他为了执行联合国的“为人类而艺术的

世界巡回展 2005—2010”—神州行来到中国。

为了画《奥运系列》，他留在北京。目前他已画

了约 50 张的奥运作品，他同时是“数码奥运”

唯一的专属画家。

1、陈锦芳近照

2、陈锦芳演讲

3、1984年奥运大会的主持人大卫沃伯也是自由女神1986百年

庆典主持人。他特别推崇陈博士的艺术，并收藏5件大作，计

划拍摄陈锦芳的纪录片，因为生病所以胎死腹中。

4、陈锦芳博士受颁联合国2001年「全球宽容奖」及荣任「宽

容及和平文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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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锦芳博士于联合国世界和平会议颁奖祝谢辞。

6、《从雅典到北京》 130×194cm 布面丙烯 2008

陈锦芳博士作品中的《从雅典到北京》。1894年巴黎大学签

约并成立国际奥委会，正是1969年陈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教室

并完成他的《五次元世界文化观理论》。至今的北京奥运会隔

了112年，陈锦芳在北京画奥运系列，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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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画家陈锦芳博士数十年来透过纽约「陈锦芳文化馆」倡导「全

球新文艺复兴」。1998年应「世界国是论坛」之邀展出巨作及演

讲，并参加其「人类共同企业」小组，参与策划全球性之文化、

艺术活动。

艺术家及思想家的陈锦芳博士，1963年考取法国政府奖学金赴

法留学，获巴黎大学现代法国文学硕士及现代美术史博士之同

时在巴黎艺术学院深造七年，艺术创作与文化研究并行。1969

年建立「五次元世界文化观」，倡导「新文艺复兴」，并衍生其

在绘画表现上的「新意象派」而立足国际艺坛。其艺术整合古

今中外的「文化意象」加以创新表现，往往艺以载道，成为「后

现代」一重要样相，作品被编入300本教科书及艺术书籍、刊物

等，如美国大专用书「世界美术史」。个展上200次，并固定在纽

约市陈锦芳文化馆展览。作品广被世界各大美术馆及公司投资

典藏作,包括巴黎现代艺术馆、美国国家博物馆、白宫、以及台北

美术馆。陈氏出版有21本画册及文化论作，被誉为「后现代文化

先驱」及「当今世界上20位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陈氏毕生致力于创作，展览，写作，推动新文艺复兴及东西文化

交流。2001年获颁联合国「全球宽容奖」，并荣任联合国「宽容

及和平文化大使」，将透过「为人类而艺术世界巡回展」以推动

艺术教育及「爱、宽容和平之文化」的建立。
5

陈锦芳“为人类而艺术世界巡回展 2005—2010”的预告：
1、陈锦芳博士作品将在北京饭店E栋2楼展示中心展览（固定展）

2、2008年6月13日—6月23日，中华世纪坛个展

3、2008年9月6日—9月15日，朱屺瞻艺术馆个展

4、欧洲展巡回展将于2009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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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很多重要的作品

都在这个时期产生。

《红艺术》：您对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了很多

非架上的艺术流派是怎么看的？

陈：我认为艺术的本质最重要，而不是形式。有

时候小小的一幅作品就有很浓厚的艺术的本

质，就会让你觉得很可贵，很感动；有的作品很

“大”，但是并不一定是大的就是好啊。不管是

行动艺术、架上绘画、还是装置，反正好的就是

好，不管是什么形式。

《红艺术》：您同意别人将您称为“庆典画家”

吗？

陈：哦，那是因为我的新意象派的缘故。新意象

派是最自由的，能够用不同方式来表现。1986

年，自由女神一百周年的时候，我用新意象派

画了100幅，每一幅都不一样。借助这个自由女

神，我要展现出新意象派就是如此丰富多元，有

趣。紧接着1990年，梵高逝世百年庆时，我也画

了100幅《后梵高系列》纪念他，并被邀请到阿

姆斯特丹同步展出；以及《埃菲尔铁塔系列》，

《黛妃系列》，《天坛系列》和这次的《奥运系

列》。

《红艺术》：谈谈你的“五次元世界文化观”对

您的创作造成的影响？

陈：一个画家很少有多方面的风格。因为好像画

静物就是静物，画抽象的就不敢画具象，我觉

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拘束。我也画了一段时间的

抽象画，后来感觉这样就像一辈子就在画一张

画，你不能随便变，否则就没人认识了。我觉得

这样不行，我要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研究，建立

“五次元文化观”。20世纪是四次元的时代，是

“分”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有原子弹，这是科

学层面上的一种表现。而艺术上，上个世纪60

年代的抽象派，到后来一个人一派，你就不敢随

便变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现在已经进入“合”的时代，1969年人类登陆太

空开始，这是一个“合”的现象。所以我觉得60

年代开始，人类的文化生态从“分”转向“合”。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五次元”的时

代，二十一世纪是“五次元”的时代。

（陈锦芳曾用法语写了约300页的文字【后又

推出中英两语翻译版本】，并以图说来注解“五

次元文化观”，在很多演讲和学术研讨会都发

表过，这方面可以参考他的网站www.tfchen.

org）

我觉得时间和空间是合一的。在我们头脑里

面，时间跟空间不是分隔的。所以在画里面，我

就把很多东方和西方的东西整合在一块。不同

文化，不同时空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通过高

科技的全球信息化，地球村的概念出来了。现

在人类是一个大合的时代。没有爱，万事总成

空。所以第五次元最重要的时代精神、文化精

神，跟我提倡的“五次元世界文化观”中的新文

艺复兴的重心点都是爱。

我1969年的整套理论， 通过艺术演变成我的

新意象派，然后展开就是几千张的画。然后联

合国说要在全世界找一个画家，他的画能够代

表人类向上的一个境界，他们就找到了我，所

以就有了这次巡回展。这是联合国发起的，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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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6美国的自由女神百年，陈氏的自由女神百幅系列的画

在纽约杂志与美国艺术大师安迪·沃霍，罗申伯格等千万美金

大师共列。

2、《点燃奥运圣火》 130x194cm 布面综合材料 2008

3、《五色人种和谐共舞》 126×188cm 布面综合材料 2007

4、《从奥林匹亚到北京》 布面丙烯 2008

5、1993年，陈锦芳作品及思想被美国大专院校使用的世界艺

术史教科书《Arts Ideas》以图文介绍。他是全世界在此艺术

史教科书中被介绍，不到一打的在世画家之一。
3

4

过我的艺术去推动艺术教育及全球和平的文

化。中国的王道精神主张和谐：人和大自然，社

会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等的和谐，这是和谐

时代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和平，和平与和谐，

所以有了我的《天坛系列》。然后是奥运，我画

的《顾拜旦》。他是通过运动来提倡和平的，

以达到人的身、心、灵的和谐，这样的人才是完

人。这个理念跟文艺复兴的理念一样，要文武

全才。你不但要能够演讲，能够写诗，同时你要

能够运动，同时人的品行要好，所以大家的目标

是一样的。后来我发现顾拜旦在巴黎大学创办

了现代奥运的那个教室就是我在那上课的那个

教室，同时我也在那形成了“五次元文化观”，

也在那里开始发动我的新文艺复兴和新意象派

画，世事太奇妙了。所以我的艺术不是为艺术而

艺术，就好象他（顾拜旦）不是为运动而运动，

他是为人类而运动，而我是为人类而艺术，这其

实是相通的。我要通过我的《奥运系列》，更大

的来宣扬他的思想，人类所向往的一个境界。

《红艺术》：您刚才提到了您现在是“为人类而

艺术”，而您好像也提到您在更早之前的阶段是

“为人生而艺术”？

陈：这个很好解释，就是为人生画出美丽的画。

现在有更大的理想，不仅是美感。美能影响一

个人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是思维在控制，我把它

叫做“灵体”。这个要从很早以前说起，意大利

文艺复兴是500年前的事情，我到巴黎留学第二

年 （1964年），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翡

冷翠（佛罗伦萨）。在那里我意识到，人类需要

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它的摇篮会是在东方。现在

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后来有了电脑，电

脑就是硬体（Hardware）和软体(Software)嘛，

我认为少了一个，就是灵体(Soulware)。上个世

纪60年代我提出了“灵体”这个词，1980年，在

美国一个哲学家，科学家的会议，我在那演讲，

我在那里正式提“灵体”。我认为灵体才是最重

要的，能直接影响软体和硬体。我的“第五次

元”也是讲的这个“灵”。就这样从27岁走到现

在72岁，我走了人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从巴黎

走到北京，从巴黎那个发起现代奥运的教室走

到现在的北京奥运，人生是很奇妙的。

《红艺术》：目前您的《奥运系列》画了多少幅

了？

陈：画了约50张，灵感一直来，我就一直画，我

拿了2001年集锦的画布为背景在上面画，效果

很好，特殊而有趣。在我今年即将出版的《奥运

与艺术》著作里面会放进60张“奥运系列”，这

本著作大概240页，大概有4万个字，中英文对

照，并有精装本2008册和平装10万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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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艺术》：您除了坚持画画，还写了不少著作，

《奥运与艺术》何时出版？

陈 ：《奥运与艺术》大概6月初出版。到现在为

止我写了28本书，出版了21本。这本书花了很大

心血，等于是将半世纪的追求做一个报告，里面

有很多文章很值得大家来参考。书一共分三部

分：奥运系列、天坛系列、人文系列；并有“五

次元世界文化观”理论的简单介绍，我提到的

“新文艺复兴”的摇篮在东方。这段时间来中

国，发现所有受到儒家影响的整个亚洲区域构

成了一个新文艺复兴的一个大盆地，我把它叫做

“大亚太文化盆地”。文艺复兴是一个现象，它

的本质是不同文化的整合创新。在中国以前有

一次“文艺复兴”，就是透过丝绸之路，和印度

及中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这是第一次“文艺复

兴”，这个更“大陆性”，现在是更“海洋性”，

和欧洲的、美国的交流。日本也有两次“文艺复

兴”，第一次是派和尚来中国取经；然后是明治

维新，他学西洋的，但是他走错路来侵略中国，

最后失败了。中国的复兴前期是从鸦片战争开

始到改革开放以前。现在是开花的时期，因为有

前面150年的铺垫和5000年的历史，所以当前

如此迅猛的发展是必然的。一个大的“文艺复

兴”有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是领导者，国家的

领导者要注重文化；第二要有经济来支撑文化；

第三至少要有60年的太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为什么有这么灿烂的时代，因为它有72年没有

战乱。



145

8

后记：此次很荣幸得以采访到

有“梵高的传人”之称的陈锦芳博

士，陈博士言语之间对于艺术的狂

热不亚于梵高对于绘画的热爱。陈

博士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坚持画

画，还要思考写作，疯狂的工作状

态令晚辈汗颜。此次由联合国发起

的“为人类而艺术 2006—2010”

的世界巡回展使得陈博士得以暂驻

北京创作《奥运系列》，借此机会预

祝陈博士的展览取得巨大成功，以

鼓舞后辈年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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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奥运项目》 130×194cm 布面丙烯 2008

2、《city gleaners》都市的拾穗者

3、《自行车》 122×152cm 综合材料 2008

4、《乒乓球赛》 130×256cm 综合材料 2008

5、《帆船比赛》 130×156cm 综合材料 2008

6、《女子排球赛》 130×156cm 综合材料 2008    （中）

7、《棒球》 130×157cm 综合材料 2008       （小）

8、陈锦芳文化馆于纽约市艺术区苏河落成并举行“陈锦芳流式回顾展”，

开幕时陈氏夫妇接受电视采访，当天东西方宾客云集， 1996 

陈锦芳文化馆（纽约苏河）
陈锦芳文化馆馆长侯幸君表示，目前

策划在此馆内设立东方艺术中心。特

有邀请展及申请展！

EMAIL：chen@tfchen.org

WEB：www.tfchen.org

( 有意者请来邮联系，详情请见陈锦

芳文化馆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