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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寫實群像之意涵 

從日本近代美術的西洋畫發展來看，可以很清楚地對照出李石樵繪畫風

格成型的過程，從學院所習得的寫實技巧，與現實性的社會題材相互結合，

並隨著李石樵對於人物描繪的技巧之日益熟練與畫面掌控能力的增加，到了

戰後，已然發展成為大幅尺寸的群像畫，屬於李石樵特有的風格類型也開始

受到肯定。 

1945-1949 年是台灣相當重要而關鍵的年代，從 1945 年戰後國民政府的

來台接收，到 1949 年中央政府正式遷台，這期間台灣與大陸自不同的歷史軌

道上重新接軌前進，自然必須經歷著許多調適與衝突；而這些時代背景與社

會因素亦間接地影響著藝術家的風格題材。戰前身在日本的李石樵一方面面

臨被殖民的特殊歷史情境中，另一方面則是整個大時代的戰爭氛圍下，反應

時局的呼聲，到了戰後回到台灣則又面臨的是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劇烈

變動，在時間空間轉換的脈絡下，一切變動都交互影響著畫家的創作思惟，

隨著台灣政局的發展，畫家的視角也隨著改變。 

由於李石樵戰後創作顯著地偏向現實性題材，故在一些研究者之論述

中，嘗試將其放置於大陸來台版畫家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左翼思潮下討論，

然此觀點造成認為李石樵為社會寫實主義藝術家的錯誤印象，誤導後世對於

李石樵創作的理解，而枉顧其風格之正確根源乃自日本學習而來。因此本章

節先就此部份加以釐清，以理解當時左翼思潮與李石樵創作的觸碰與差異。

繼而回到歷史的脈絡下，重新審視台灣戰後社會經濟的面向，從作品中探索

畫家是如何將對戰後台灣社會現實的關注以及情感投射於創作中，並試圖詮

釋其中之意涵。最後則從李石樵對於寫實風格的棄絕，討論其中畫家可能面

臨的轉折心境與內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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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寫實風格再釐清——「新現實主義」的誤謬 

在 1946 年省展開幕時，藝評家王白淵曾經在《台灣新生報》上推崇李

石樵的作品，他認為《市場口》，不僅是畫家個人近年的重要傑作，也是台灣

藝術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 

他的《市場》及《唱歌》中聚集許多人物，卻不覺得平板或散漫，反而

以多采多姿的變化，統一收入畫面中，由此可知他構圖的正確性。...他抱著

真誠的創作態度，勇敢地一步跨出沙龍藝術，直接面對冷酷的現實。從這層

意義來看，不論對他自己或對台灣藝術界而言，《市場》這幅畫都是重要的轉

變。101 

王白淵對於李石樵的讚賞，主要根基於他向來帶有社會主義的藝術觀

點，雖然早年也是留學於東京美術學校102，王白淵卻不能滿足於學院派的藝

術創作，他曾經自述藝術立場：「以東京美術學校為中心的日本藝術，當然

形成著日本上層階級的沙龍藝術，此種各人和民眾隔閡的藝術，一天一天不

能使我滿足。」103他認為藝術應是「民眾感情的組織者」，因此不該成為少

數階級的玩物，或是俗氣的商品，他所欣賞的是如西方寫實主義藝術家米勒

(Jean Francois Millet)，在作品中呈現的社會關懷與土地情感，因此對於李石樵

自學院派的人物風景畫作，轉向對於社會現實的呈現，自然有著高度的評價。 

 

                         
101 王白淵，前引文，顏娟英譯稿；轉引自顏娟英，〈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省與幻滅〉，前引

文，頁 83。 

102 1923 年由總督府推薦入學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1926 年畢業。 

103 王白淵，〈我的回憶錄(二)〉，《政經報》。第 1卷第 3期，194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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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2 月 1 日《人民導報》中，多瑙發表評論〈漫談台灣藝文壇〉，

文中對於台灣「本地人」的藝文界多所批評，認為「光復後的台灣藝壇，漸

漸走入畸形的現象」，而對於第一屆省展作品更是不表讚賞，「他們所給人

們的東西仍是那麼死氣沈沈，不見生色……」104。此篇文章發表後，當時臺

灣文化協會宣傳部主任蘇新，以筆名甦甡行文反駁，文中對於多瑙的批評一

一加以駁斥，認為多瑙應是光復後來台的「外省人」，因而對台灣本地文化

不了解，而其偏頗論點只會加深本省與外省文化人之間的鴻溝；文中並辯解

省展作品絕非「死氣沈沈，不見生色」，反而是「躍躍生氣，有聲有色」，

並以李石樵作品為例加以詳細分析： 

《合唱》105是描寫台灣光復當初，幾個小孩子，在被美空軍轟炸成為廢

墟的街頭，一人吹奏著口琴，其餘合唱，歡天喜地，慶祝台灣光復，這種心

情，除了不願受異民族統治的我們本地人以外，是不能理解的。 

但是台灣光復已經一年有餘了，期間台灣社會的變化是怎麼樣，請看《市

場口》、《失望》、《路傍》就一目了然。《市場口》是一幅「群像畫」，

描寫「市場口」一瞬間的情景：中央有一個上海小姐，身穿綢緞旗袍，腳穿

美國皮鞋，手攜小皮包，眼袋黑色眼鏡，傲然闊步；她的前面，有兩三個穿

無袖破衣的小米商在呼客；她的右邊有一個面上帶憂的中年本地婦女，想著

是為著她的不斷叫餓的小孩出來買米；她的後面有一個垂頭喪氣的本地失業

青年；她的左邊有一個瞎老花子，老花子後面有三個「友的」（好漢的意思），

                         
104 引自甦甡，前引文，頁 14。 

105 此幅畫目前無圖版保存，由文中的畫面描述應可判斷與李石樵 1943 年作品《合唱》非同一件

作品，王白淵〈永遠に藝術なるもの——第一次省展を見て〉（前引文）文中所提的畫名則為

《唱歌》，而在王俊明〈洋畫壇の權威——李石樵畫伯を訪ねて〉（前引文）訪問中，則有提

到李石樵在創作《市場口》的同時，畫室中另有一幅「80 號的小孩群像畫」（1943 年的《合

唱》為 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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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憤慨的模樣；她的腳邊有一隻像殭屍的餓犬…，不幸的台灣人，個個都

在稱讚說「宛然把台灣現況縮寫在一幅圖」！106 

由王白淵和蘇新當年的評述可知，李石樵的作品在省展當年引起相當的

關注，對於畫中忠實呈現台灣社會現況的現實關懷，亦多給予高度評價。而

由於王白淵與蘇新的左翼色彩，也引發李石樵創作是否受到社會主義影響的

討論：梅丁衍於 1990 年發表〈戰後初期臺灣「新現實主義」美術之孕育及流

產—以李石樵畫風為例〉一文中，認為「李石樵在戰後初期，已有意無意的

逐漸向「左翼」文藝陣營靠攏」107，尤其是王白淵與蘇新的影響下，「李石

樵之所以轉向現實風格或有受到王白淵引領的可能」，最後將李石樵戰後寫

實風格放置於大陸來台木刻板畫家黃榮燦所影響的「新現實主義」美術下討

論，推測李石樵的《建設》在主題與形式上「似乎有受黃氏《建設家園》畫

中人物姿態所啟發」108；而林惺嶽曾於 2001 年「台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

會」中，發表〈從凱綏•珂勒惠支說起——探索一段台灣左翼美術的滄桑史〉，

文中也將《市場口》視為戰後社會主義思潮感染下，油畫方面的代表作品。109 

國民政府撤台之前曾有一批大陸左翼木刻版畫家先後來台，包括朱鳴

崗、荒煙、麥非等人，而其中以黃榮燦最受注意，黃榮燦經常於《台灣文化》

中發表文章，並大力引介魯迅及木刻版畫藝術，1946 年《新生報》並開闢了

純美術版〈星期畫刊〉110，以大篇幅介紹中國抗戰中的木刻運動，以及大陸

來談版畫家的作品。從黃榮燦的作品風格中觀察，由於木刻版畫材質上的特

                         
106 甦甡，前引文，頁 16。 

107 梅丁衍，前引文，頁 47。 

108 同前注，頁 50。 

109 林惺嶽，〈從凱綏•珂勒惠支說起——探索一段台灣左翼美術的滄桑史〉，《台灣美術百年

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1），頁 184-185。 

110 該刊共發行三十四期，自 1946 年 5 月 19 日〜1947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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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品大都以單色黑白表現，顯得對比強烈，形式雖然屬於寫實，但強調

的是粗獷而有力的線性表現；而題材上多半以中國大陸的背景取材，如《鐵

路工人之家——湘黔路工人生活之一》（圖 114）、《建設新地》（圖 115）

畫中出現的是與台灣山川迥然不同的大陸豪邁風景。對黃榮燦等人而言，藝

術是用為批判現實的工具，強調革命性的政治訴求，而這與李石樵作品中，

將現實的題材當做藝術表現的媒介，重視的是藝術內質的精鍊與美感價值的

呈現，因此在外在形式與內涵上，皆有著差異性。 

如追溯李石樵與左翼人士的交集，並非自戰後才開始出現，應可回溯至

1934 年「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台灣文藝聯盟」集結的成員包括早期東

京藝術研究會、南音社、台灣文藝協會等成員，其中也包括左翼色彩濃厚的

《伍人報》、《洪水報》；《台灣戰線》等重要作家，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台陽美術協會」的成員也集體加入，成為台灣文學與美術界空前的文

化結盟。而在期間畫家與作家的交流，主要以相互的支援為主，畫家提供作

品作為聯盟刊物《台灣文藝》的封面插畫，作家發表藝評介紹，此外《台灣

文藝》也開闢專欄「漫談台灣的美術」，提供藝術家發表自己的藝術理念。111

然而對台灣藝術家而言，與作家的結盟，是否意味著思想立場的一致，仍是

值得探討的問題，尤其相對於台灣作家在作品上，明顯提出對於殖民政權反

抗的台灣意識，而這種意識在藝術家作品中是否在風格題材中有所呈現，也

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由於作家與藝術家發表作品的管道不同，藝術創作者很難在不依賴展覽

體系中而發表作品，如論文二、三章所分析李石樵在戰前的創作風格，即很

明顯地專注於展覽體制下的類型研究，對於觀察寫生下的創作方式，也是繼

                         
111 陳芳明，〈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相遇——三○年代台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台灣美術

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 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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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於日本西洋畫的學院傳統，在其帝展的作品類型中，關於意識形態的隱喻

也幾乎難尋；而台陽美協的成立無論是否有其「政治性」意涵，對藝術家而

言，其實是對於台展鑑查制度的制衡112，以及「純然站在藝術上的立場而鬥

爭」113，關於作品的提出，李石樵曾表示「台陽展的作品，因為都是在日本

有權威的一流展覽會展覽過的作品運回參加展覽，所以在成就上都比較府展

優秀」114，由此言可知，在當時畫家創作的主力仍放在參選帝展之作品，而

也不未曾出現因展覽性質的不同，而特意選取不同題材之現象。 

而從李石樵戰前開始出現呼應時局的表現，到戰後社會現實描寫的作

品，這期間經過時局的影響與技巧的醞釀，由此軌跡所尋，實無法斷言李石

樵在《市場口》、《建設》的創作是在戰後一夕間的突然轉向。李石樵與當

時大陸來台版畫家間雖有的相識往來的情況，但由於語言的隔閡，交往應不

深入115，藝術家與藝文界人士之間的欣賞或往來是否印證著繪畫風格的影

響，也無法有明確的例證，尤其梅丁衍認為李石樵「若是有心轉向新現實主

義，必定會以黃榮燦等人之木刻版畫風格作為創作的參照」116，這樣的論述，

完全忽略了李石樵過去於日本學習藝術的脈絡，也是無視於李石樵自戰前以

來即開始的現實題材傾向。  

因此如果要討論社會主義對於《市場口》的創作的影響，其實應視為在

戰後初期的政治社會之影響層面下，李石樵對於現實的觀察描繪正巧與左翼

批判現實的層面相互碰觸，李石樵在 1946 年接受《新新》雜誌記者的訪問中

                         
112 李梅樹，前引文，頁 155。 

113 〈美術運動座談會〉，引李石樵會中發言，《台北文物》，第 3卷第 4期，，1955 年 3 月 5

日，頁 11。 

114 同前注。 

115 謝里法，《我的畫家朋友們》（台北：自立，1988），頁 263-264。 

116 梅丁衍，前引文，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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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表示： 

從現代中國繪畫的發展途徑來看，因受到戰火的影響，以致於好像從黑

暗的深淵爬出來一樣，滿身沾滿臭氣似的幽暗作品佔了大部份。而與此相反，

徒尚綺麗畫面、完全逃避現實的膚淺作品亦相當多。無法從這些作品中窺探

出人生的深層意義，這是缺乏道德意識所致。這一種道德意識絕不是指那些

深奧的大道理，而是指畫家必然應憑著良心來創作，換言之，作品即如畫家

人品的反映。因此，作一為畫家必須自問，自己的畫作在此世界中具有扮演

何種角色？以及具有何種存在價值？ 

今日的美術應是具有主題的藝術，必須要有確定的目標，因此應以發掘

現實的態度，以呈現美感價值。 

繪畫必然是生活在社會中，與大眾共相處的。這並不表示畫家的媚俗之

態，而是表現畫家自內心迸發的良心。117 

然而李石樵所強調的這種從現實生活中探索題材的藝術觀，其實與西方

寫實主義中，對於時代性與再現真實的要求相接近，寫實主義的社會關注並

非一定是對社會的強烈抗爭，而是強調藝術家面對現實風俗時，如何加以詮

釋。118李石樵自日本所承襲的寫實主義觀點，亦是強調寫實主義不僅是對於

物象在視覺上客觀冷靜的理解，而更重要的是從中表現生活情感。119由此來

看這種最終價值仍在於藝術性表現的現實觀點，與黃榮燦所主張「新現實主

義」中——「我們應該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

個健壯的全體不可」120之政治性訴求，有著不同的藝術追求。 

                         
117 王俊明，前引文。 

118 Linda Nochlin, Realism,(Lond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90),p50. 

119 兒島喜久雄，前引文，頁 623-624。 

120 黃榮燦，〈新現實的美術在中國〉，《台灣文化》第 2卷第 3期，1947 年 3月，前引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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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代變動下的觀察與思辨 

在第一屆省展作品中，有許多藝術家都提出與時局相關作品，如陳清汾

的《還我河山》、陳澄波的《慶祝日》（圖 116）、劉啟祥的《紀念光復》

（圖 117），這些作品都如同李石樵的《合唱》般正面地描寫對於台灣脫離

殖民的喜悅，反應出對於新政府的期待。美展開幕當天《台灣新生報》記者

陳知青在報導中提出他的觀感： 

洋畫中，對於「建設台灣」的寫實很多，我們不要以為藝術只是讚賞美

善的拍馬專家，其實對於黑暗、罪惡、除害的暴露，現實的寫照、建設的培

育…的責任，是不能忽略的。121 

記者從作品的觀察中，除了歌頌光復喜悅的作品外，也有對於社會現實

生活面陳述的作品，如金潤作的《路傍》（圖 118）描繪出街頭販煙的小販

的生活姿態，而李石樵的《市場口》即是在孩童歌唱慶祝的《合唱》之外，

開始觀察到台灣隨著殖民結束所面臨的現實境況。 

1945年8月15日，宣告日本戰敗的「玉音廣播」在台灣播放，台灣自此脫

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由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對於新政府的來臨，普

遍有著興奮的期待，然而這樣的熱情，卻隨著在接下來的1946年間台灣政經

社會的實際狀況，而逐漸消聲冷卻。當年當選國民參政員和國大代表的林忠，

在新政府來台的九個月後，曾經為文描述：「台胞重頭到祖國的懷抱裏，半

世紀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瘋狂地歡欣鼓舞。但是，僅僅在這收復後的九個

                                                                       

15。 

121 陳知青，〈美展先睹記〉，《台灣新生報》1946 年 10 月 22 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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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當中，多少人的熱情是冷卻下來了，多少人在感嘆，怨訴著。」122當時

在政治上的貪污舞弊風氣日升，經濟上卻是面臨民生的凋敝，由於戰時殃及，

較具規模的現代化工業設備遭受破壞，日籍技術人員撤離，原本在日據時期

漸上軌道的經濟發展，立刻面臨百業不振的窘境 123，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

後，更將企業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導致失業人口大增，物價波動劇烈，在

1946年上海的《大公報》曾經刊登：「台灣光復僅在政治上，台胞的經濟地

位並無改善，是在光復得十分空虛！再加上接收下來而生產停頓，物價逼人，

生活比從前痛苦加倍，人心就在這個洞中流去了。」124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

在不了解台灣的情況下，只接收了日本殖民者掠奪台灣人民血汗所累積的資

源，卻無法接收人民的心；對台灣人而言，「回到祖國的懷抱似乎只是更換

一批新的統治者而已」125，殖民的結束，並未帶來更好的生活，反而是更困

頓的現實。 

從歷史的脈絡下來看，戰前的台灣在經過將近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

下，台灣人被迫使用日語，接受日式教育，過日式生活。在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更是直接以大和民族主義強行對台灣人精神改造，

迫使台灣人成為日本人。但在 1945 年日本戰敗後，一夕間，台灣人要扭轉過

去被強制接受的日式思想，迎接中華民族主義，轉身成為中國人，在這歷史

的轉折上，其實台灣人也正經歷著認同的轉向。在國民政府的接收政策上，

一方面是迅速將台灣「中國化」，另一方面卻又延續日本殖民統治的「統制

                         
122 林忠，〈台灣政治怎樣才能明朗化〉，《台灣評論》，第一期，1946 年 8 月 1日；轉引自李

筱峰，〈民意代表與戰後初期政局〉，前引書，頁 181-182。 

123 李光正，〈光復後台灣已婚婦女家庭角色之變遷〉，《社會科教育學刊》，第 6期，1996年12

月，頁 18。 

124 〈我們對台灣的意見〉，上海《大公報》，1946 年 5 月 31 日；轉引自李筱峰，前引書，頁

187。 

125 引林吉崇於〈大稻埕耆老座談會記錄〉會中之發言，《台北文獻》第 99 期，前引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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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進行統治理念126，使得台灣人民在「回歸祖國」的熱切心情下，

戰後不到一年，面臨著的卻是高度期待後的失落；在前後面對「日本」與「中

國」兩種敵對、無法並存的民族情感上，其實是有著矛盾與混亂的情結。1946

年 6 月 20 日《台灣新生報》上，出現以〈『外省人』與『本省人』〉127為題

之文章，提出台灣當時開始出現以『外省人』與『本省人』之辭彙以區別族

群之現象，而對照於日治時期，日本以「內地人」與「本島人」分別國族與

階層的殖民觀，其實都隱含著區別群我的意識。1946 年 9 月 12 日所舉辦的「談

台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中，蘇新也曾言：「日本時代他們是我們敵人，但

今天他們卻變成是我們懷念的兄弟。」128一語道出台灣人在光復不到一年間，

即出現認同上的曲折與難題。 

1946年的「談台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中，對於台灣面臨的文化問題也

多有討論，會中文化界人士普遍認為台灣文化開始出現停滯的現象，一方面

是因為台灣在政治經濟方面無法上軌道，生活的不安定就造成對於文化的無

歸屬感；另一方面是語言使用上的衝突。由於戰前禁用漢語，台灣人多以習

慣以日文表達，而戰後卻以國語為官方語言，形成閱讀與表達上的困難。而

由於國民政府接收政策對於台灣社會、文化發展本質的漠視造成了語言文化

的斷層問題，以及在統治經濟上將日本大企業收歸公營，並擴充專賣制度，

壟斷全台工、農產品的購銷與輸出，導致百業蕭條，民生窮困，尤其接收過

程中官員的舞弊貪污、作風官僚，種種原因使得當時社會的發展情況，難以

符合一般人民的期待。 

                         
126 薛化元，〈戰後十年台灣的政治初探（1945〜1955）——以國府在台統治基盤的建立為中心〉，

張炎憲, 陳美蓉, 楊雅慧編，前引書，頁 15-16。 

127 美純〈『外省人』與『本省人』〉，《台灣新生報》1946 年 6 月 12 日，第六版。 

128 同注 7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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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觀之，在李石樵主張反應社會心理的繪畫觀下，《市場口》的創作

呈現出的不僅是台灣戰後初期社會的現實生活中族群、文化的落差，更是內

在情感的矛盾與衝突。由於大稻埕也隨著社會情勢的丕變，物資漸次匱乏，

畫中枯瘦的黑狗與衣衫襤褸的小販，即暗示著經濟的蕭條，在海派女子優裕

穿著的對比下，更顯示出社會階級的不平。在狹窄而擁擠的市場口中，畫家

從人物外表相互的對比與差異，進而藉由往來人物間交會的目光，清晰地刻

畫出當時人民心中所交織的無奈與感慨，在無言的畫面中，濃縮了台灣戰後

社會的現實景象與內在衝突的情緒。 

在1947年一月發行的《新新》新年號中，楊雲萍在〈卷頭語—文化的交

流〉中表明對「文化交流」的現況的憂慮，一方面是「本省和他省的文化程

度，各有高低」，因此遲遲無法有所進展；而另一方面是「本省人和外省人

的心裡隔閡，沒有相互尊敬，沒有相互信賴感」，自然無交流的可能性129。

顯然藝文界已經意識到當時台灣社會的內在問題：台灣與外省之間的交流，

仍無具體成就，但在對台灣未來懷抱期待的心情下，在同期《新新》的多篇

文章中，仍大力呼籲「文化人要共同邁進」，並且幾度強調1947年是「建設」

的一年， 期勉台灣在歷史的轉換期間，能夠「漸快地建設自己的進路」，不

容浪漫的進行130。因此如何改善台灣已然存在的族群溝通問題，以及如何在

戰後重新勉力建設，是當時文化界關注的焦點。 

因追緝私煙之導火線，所引發「二二八事件」，對於台灣造成了無可彌

補的傷害，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因處置失當而引發一連串、全島性、官民對

立與省籍衝突的事件，而國軍的武裝鎮壓，造成日據時代以來臺灣籍精英的

                         
129 楊雲萍，〈卷頭語——文化的交流〉，《新新》第 2卷第 1 期（新年號），1947 年 1 月 5日，

前引書，頁 1。 

130 王添灯〈年頭之辭〉；黃克正，〈希望文化人共同邁進〉；W.F.〈編後記〉，上引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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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重損失，如省參議員王添灯、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畫家陳澄波、律師

林連宗等人都在這次事件中死亡，也加深了台灣社會族群之間的誤解與裂

痕，對藝文界人士而言，更是蒙上了一層難解的陰影。曾經與李石樵交誼深

厚的吳天賞，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由於擔任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主任，

加上傳言列入政府黑名單中，因此四處逃亡，最後避居李石樵在台北的畫室，

期間曾見風聲漸息而返回台中，未料卻因心臟痲痹而去世，直到十年之後，

李石樵為吳天賞作畫像紀念131，對藝術家敏感的心靈而言，身邊摯親的友人

在政治的陰影下，倉皇而逝，應有著難言之感傷，其國族認同上的心理處境

可能也隨著當時的社會、心理狀況而處於折衝點之上。 

在李石樵少數的訪談記錄或文獻資料中，對於《建設》一畫幾乎是完全

付之闕如。在 1947 年 10 月展出的《建設》132，其創作的確切時間雖難斷定，

但因為畫幅尺寸的龐大，而李石樵的創作向來需要長時間的琢磨修改，應有

數個月至一年以上的時間構思製作。從《市場口》的完成再推算《建設》的

創作時間，可能正是跨越 1946 年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時期，如

此或可解釋《建設》內容之晦澀難明：雖以《建設》為題材，正符合 1947 年

初輿論界一片期待台灣建設的呼聲，畫中卻不見期待與歡欣的氣氛，反而顯

得肅穆沈重，充滿模糊、曖昧的意象，畫中左下方的母親與一雙子女，更加

添了其中對於生活的無奈與徬徨感，或可反映出台灣社會中從二二八事件之

前對於重建殘破家園的嚮往，到二二八之後的失望沈重之轉折心情，李石樵

                         
131 吳朱實，〈我的父親吳天賞〉，《台灣文化》1987 年 11 月，前引書，頁 72。1988 年 12 月 7

日，吳朱實訪問稿。轉引自黃琪惠，前引書，頁 100。 

132 在許多關於李石樵的文章中（如王德育〈高彩度的追逐者——李石樵〉，前引文；倪再沁〈李

石樵的「田家樂」及「建設」〉，前引文，…等文章），都以為李石樵提出《田家樂》作為第

二屆省展的展出作品，而特意避開展出《建設》，實與事實有誤，從 1947 年及 1949 年《台灣

新生報》上關於省展的新聞中可得知，《建設》為 1947 年第二屆省展展出，而《田家樂》為

1949 年第四屆省展作品。 



 68

畫中人物個個表情冷漠，並無明顯的喜怒表情，或者是對立的氣氛，而這似

乎也反應出在日本／台灣／中國三者間，台灣人民的心理處境，就在這種流

動的狀態下，認同與排斥，同時並存又互相排斥，在人群中形成了某種表面

漠然，內在卻又充滿歧異與紛亂的情緒。 

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轉捩點，也是文化的衝突點，1947 年 6

月，日本文化在台開始全面禁絕，戰後初期滯台的日本文化工作者，也被送

離台灣遣返東洋，台灣與日本的聯繫，也同時宣告終結，李石樵在仍然敏感

緊張的情勢中，選擇了在第二屆省展中展出《建設》，仍可見其對於台灣的關

注與隱諱的批判意識，在訪談中，李石樵曾被問及是否創作與社會的關連性

較少時，他肯定地表示：「社會的影響也是很大，但不是畫社會現象，是心理

上受社會的影響。」133由此來看，藝術家在創作時，其實是在生活的體驗下，

很真實的情感投射。他所主張的「從現實生活中探索美的題材與富有美感價

值的藝術」，其實並非僅止於個人的想像或單純寫生，因此若言李石樵在親身

經歷戰爭前後社會劇烈的變動後，未曾觸動其創作的心緒，而只將李石樵的

選擇題材視為是無心入畫的結果，而未表達任何對於政治、社會之意識形態

與批判134，恐怕是忽略了藝術家對於社會環境的感受與思考，以及對台灣的

真實情感。這種隱諱式的創作觀，可對照於日本白馬會畫家，將對社會的隱

含式批判，以抒情的現代風俗畫方式呈現，而這也是與社會寫實主義者的直

接攻擊最大的差異之處。 

 

                         
133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李石樵訪談錄〉，《李石樵複製絹印版畫展（1994.12.19〜1995.01.08）》，

節錄自網址 http://arts.nthu.edu.tw/introduction/lee/other/index.htm。 

134 王德育，前引文，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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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寫實群像的絕響與斷裂 

二二八事件之後，李石樵並未中斷創作，雖然 1948 年第三屆省展時僅

提出《觀音山》、《座像》、《花》等三幅作品，在 1949 年，李石樵再度以

巨幅群像畫《田家樂》參加第四屆全省美展，李石樵將對社會關注的眼光轉

向家園，專注描繪家庭的農事生產，與農民鄉村的生活面貌。但這張作品也

成為李石樵寫實群像的絕響。 

黃榮燦對於《田家樂》有著的嚴肅的評論，他認為從題材與內容上並無

法找到「描繪現實」的線索，而「人物的感覺上只是農民個象的成在，人物

的情緒交代，動作適合，內在的意識都未能在感覺的現象組織中求得高度創

作的發展。」甚至畫中呈現出「悲哀的情調」，因此批評《田家樂》是「沒

有主題發展而失去情感組織」： 

從直觀的感覺《田家樂》的結構是明顯的，人物的個體也完整，就是用

色較乾燥外，但從題材內容上分析，卻難找到描繪現實的真理，主題的表現

也難找到。 

問題依據《田家樂》的農民表現是悲哀的情調，竹籃中的食具同菜量的

形情就證明著未進食，但老人、婦與子女圍坐的姿態是等候將要員工作的幾

位農夫嗎？或這是一種祝神的表示呢？但都找不到動作及事態的表現！老人

後立的村姑與婦人後立的農夫其意不解？遠處的四位農夫也不夠幫助題材的

情感發展，同粗愚的說法，這是沒有主題發展而失去情感組織的《田家樂》135。 

                         
135 黃原，〈美展之窓〉，《台灣新生報》1949 年 12 月 10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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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燦以其「新現實主義」之觀點，批評李石樵的作品即使題名《田家

樂》，仍難得見其中「樂」之所在，而認為畫面沈浸於某種寞然的情緒中。

然而《田家樂》雖然缺乏主題之正當性，卻不見得「失去情感組織」，畫中

左右兩側一男一女的站立的姿態與神色，似乎在捍衛著家庭的生活與生產，

也抗拒著外在的變動；無論政治局勢如何緊張，經濟狀況如何丕變，唯有以

辛勤的的農事耕耘，以求得生活的溫飽，畫中描繪了農家的平靜，卻也暗藏

生活的辛酸，而畫家將自戰後以來，對台灣情勢瞬變的感嘆與情緒隱匿於畫

中，而重新回歸家園的一方淨土，似乎暗喻著安居的適切性。 

在同時期台灣藝術家的作品中，李梅樹也在戰後創作了幾幅人物群像

畫，如 1946 年《星期日》（圖 119，第一屆省展作品），1948 年創作的《黃

昏》（圖 120，第五屆省展作品）與《郊遊》（圖 121）。李梅樹的創作歷程，

與李石樵幾乎一致，早二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師事於岡田三郎助，在日本

期間也同樣地積極參與帝展，以及在台灣的台府展，為台展推薦級畫家，其

創作題材上主要以人物肖像畫為多，而繪畫風格亦是屬於受外光派以及帝展

風格影響下寫實類型，但與李石樵的繪畫表現上相較，則顯得較拘泥於形式，

這也是其作品在台府展間常受到評論家批評之處。 

從李梅樹的群像畫來看，《星期日》描繪的是坐在草地上休憩的一家人，

左右兩側的父母親中間有 5 個小孩正在吃東西、嬉戲，這幅畫的構圖與李梅

樹 1938 年的作品《和風》（圖 122）極為相似，橫式的畫面中，4 位大人環

繞著 5 個小孩，赤裸的孩童正在摘食後方樹上的果實；雖然同為寫實風格的

作品，但《和風》畫面顯得較為僵滯，右邊三位穿著旗袍的女性，面孔、裝

扮與姿態神情，幾乎完全一致，人物與場景也似虛構而生。《星期日》的畫

面則顯得較為自然，人物間的動態、交流也顯得較為和諧，然而雖然技法寫

實，表現上卻缺乏現實感，相較於第一屆台展許多作品的反應時事，此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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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社會的時局狀況卻顯得脫節。《黃昏》則描繪黃昏之際在田地工作的女

性群像，這幅畫的構圖被認為引援自法國寫實主義藝術家布賀東（Jules 

Breton）的作品《召回拾穗人》（The Recall of the Gleaners，圖 123）136，巧合

的是布賀東另有一幅油畫作品油畫作品《Ruhende Bäuerinnen》（圖 124），

人物在鄉間草地上圍繞孩童而坐的構圖，與《和風》和《星期日》極為相似，

因此布列東的作品是否對李梅樹有更深的影響，也許有待後繼的進一步探

究。而如同布賀東作品中，常將農村勞動賦予超乎寫實之上的悲憫情懷與崇

高精神137，1948 年創作的《黃昏》與《郊遊》，畫中人物在大自然間亦顯得

莊重嚴肅，似乎已從外光派對光線色彩的追求，轉向呈現古典神聖的宗教情

懷。 

而在 1948 年之際，李石樵與李梅樹雖在創作上不約而同地選取了農村

田園的題材，但其對於創作關注的面向顯然不同，李梅樹從戰前到戰後，作

品風格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其技法與構圖題材上，也顯得相當專注而單一，

對於時局生活的現實題材，並無涉獵之意，50 年代之後，李梅樹也未再製作

群像畫，但仍堅持其一貫寫實風格，繼續人物肖像的繪製，即如李梅樹自述

中所言「…一切都不足以憾搖我的信念，依舊朝著這條筆直而深入的道路昂

然前進，無視於外界任何批評與褒貶…..」138。而李石樵並不僅以寫實技法為

重，在戰前帝展類型創作的嫻熟之後，戰後對於作品如何與現實題材結合顯

然有較深的思考。 

 

                         
136 陳英德，〈日本、法國與台灣早期藝術關係初探（三）〉，《藝術家》第 225 期，1989 年 7

月，頁 241-243。 

137 Linda Nochlin,前引書， 

138 李梅樹，〈朝著寫實的道路邁進——八十回顧展自序〉，《藝術家》第 91 期，1982 年 12 月，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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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台灣進入了戒嚴時期，1949 年隨著國民政府的正式遷台，從此進

入一個不同的權力安排與社會組織型態，在制度安排之下，使得政府統治階

級幾乎都是當年自大陸來臺之人士組成，而一些臺灣人被迫居於劣勢、被支

配社會位置，這樣的安排的確造成了明顯的社會組織不均等；同樣的問題在

藝文界也是開始發酵影響。隨著政府來台的大陸籍畫家紛紛進入了學院執

教，也形同進入了美術界的權力核心。對彼此都極為陌生的二地畫家而言，

也有著需要調適的步伐與身段，因此台籍畫家除了對政治上的信心漸退卻之

外，由族群問題所引發的文化認同，顯然仍是當時所必須面臨的難題。1988

年李石樵於訪談中提及當年未赴師大教書之因： 

那些老師說我是粗俗……大陸來的要教咱台灣人，指導台灣人？ 

光復後的生活很艱苦，沒有人要理睬，說我是讀東京美術學校，畫的是

學院派的東西，不像他們自由的畫，我就靜靜的自己畫，隔一段時間，我自

認成熟了才拿出來給他們看。139 

1950 年代之後，李石樵除了少數接受委託製作的肖像畫之外，李石樵在

個人的創作上，逐漸拋棄了寫實的風格與技法，轉向各種非具象藝術的實驗

與探索，其藝術學習的對象，也從日本轉向西方，除了有系統地學習西方現

代藝術家如畢卡索、畢費、克利、波納爾等人的作品，也對於表現主義、超

現實主義等現代流派進行創作實驗，而題材的選取上也將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減低，而是以生活周遭的素材進行各種風格的實驗。尤其自李石樵持續參與

的全省美展作品來看，昔日以創作似當代歷史畫巨作的企圖與野心似乎消卻

了，出現的是如立體派分割平塗的靜物及風景畫，如第十六屆全省美展作品

《畫室》（圖 125）、第十七屆的作品《窗》（圖 126），都不復見具象的寫

                         
139 顏娟英訪問李石樵之記錄稿，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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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技法，以及反應社會現實的題材。到了 1960 年代李石樵幾乎已抽象繪畫為

主要風格，如 1965 年的《鐘聲》（圖 127）、1968 年的《窗》（圖 128）都

是以幾何抽象經營畫面，將逐漸變形、簡化的物象，轉向對於純粹造型、色

彩的追求。如從這樣的轉變來看，李石樵放棄二十年來苦心經營的繪畫技法，

似乎是有意識地棄絕寫實主義，也切斷與現實所有的聯繫，投向純造型的藝

術創作。談起對於立體造型的捨棄時，李石樵的言語間不無謂嘆：「完全重

新開始，過去的都捨棄了。」140另一方面，50 年代中期開始五月、東方畫會

引領抽象風潮進入台灣，並抨擊台籍藝術家的創作保守封閉，一眛模仿印象

派141，但李石樵並未以其過去光榮而故步自滿，反而更積極地投入對於當代

藝術的學習，以迎戰批評的聲浪。李石樵在 1972 年其個展自述中曾言： 

五十八年（以前，我著重破壞舊有的繪畫觀念，排棄非繪畫性的冗雜內

容，是繪畫還原到最單純的基本因素。……五十八年以後，才開始積極設法

加上生活情感的表現，……追求的是繪畫藝術的真實性，是真正能表大生活

情感的繪畫。142 

70 年代開始，李石樵又回到具象藝術的表現上，但其對於表現生活情感

的藝術追求，卻不再限於寫實風格的創作，而群像的表現，也再次出現在畫

中，但形式卻更為多變。1978 年，李石樵畫下《大樹下》(圖 129)，這幅畫彷

若《田家樂》之魅魎，蹲坐的父親，餵乳的母子，等待食物的孩童，都在其

中一一重現，相隔 30 年，李石樵藉由回憶作為觀察之眼，描畫出記憶中的田

園圖像，似乎也象徵著對於戰後初期寫實群像的一絲繫念。 

                         
140 顏娟英訪問李石樵之記錄稿，前引文。 

141 劉國松，〈五四精神與台灣現代美術的發展〉，《台灣地區現代美術的發展》（台北：台北

市立美術館，1990），頁 239。 

142 顏娟英，〈從肖像畫到空間宇宙之畫——李石樵畫展〉，《現代美術》，第 21 期，1988 年

1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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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畫家在 228 事件後的藝術創作，張炎憲曾在〈歷史意識與藝術

創作〉一文中提出批評： 

228 事件是戰後台灣歷史上最大的傷痛，至今台灣人民仍感受尤深，尚

未脫離恐怖驚惶的陰影。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付出慘痛代價，被捕被殺，

死傷無數。如此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台灣藝術家卻在歷史上缺席，沒有留

下藝術作品，表達台灣人憤怒、悲傷、抗爭與理想的追求。 

228 事件之後，台灣人菁英受創慘重，畫家陳澄波被公開示眾槍決。在

怵目驚心之餘，畫家不敢清楚刻劃時代作品，儘多只是隱晦地表達內心的灰

暗而已。143 

張炎憲認為「藝術家很少涉入政治社會運動，難以親身體驗，畫出台灣

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和時代感受。」這樣的論述也許無法解釋所有台

籍畫家的創作，但或可在李石樵的作品中被檢視討論。若是回到在二二八事

件發生後第二年的第三屆全省美展，當時黃榮燦曾經提出對於展出作品的觀

察，出現「普遍的緩慢，彷彿是在陰鬱著什麼似的」情況，而他認為李石樵

創作上也出現低潮現象。 

《觀音山》的風景創作也不是賦予李先生所能摸索的，…李石樵的《花》

我在前次評說他以對比色在挑動的作用上，創作甚為美貌的畫面，現在也消

失了，《座像》的靜態與他一二兩次出品的大場面相比，現較整齊而弱小，

他那狂熱的情節也過去了。……144 

                         
143 張炎憲，〈歷史意識與藝術創作〉，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44 黃榮燦，〈正統美展的厄運——並評三屆『省美展出品』〉，前引文，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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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黃榮燦當年的觀察而言，第三屆美展作品普遍缺乏生命力的積極表

現，然而黃榮燦所提出的「將民族形式與內容在理論和創作技巧上打成一片」

的創作目標，對於台籍藝術家而言，卻是顯得空泛而形式。在歷經二二八事

件之後，對於族群的意識，台灣人面對著的其實是更錯亂的認同分裂，從李

石樵的訪談記錄中觀察，雖然畫家一貫地言語簡潔，卻在話語間明顯地流露

出其對於省籍上的內在情結，例如 1992 年，在被問及「為什麼不畫外省人和

外國人？」時，李回答︰「外省人我感覺怪僻怪僻的，我不愛畫。譬如說你

畫豬，當然選擇你較喜歡的豬來畫，哪有整個豬欄裡的豬都畫的？」145；1994

年，在回答心理所受社會的影響時，提到「例如台獨問題，大家都有觀念，

非得要畫搖旗吶喊？不是的。」146
其言語間皆明顯地表現出對於省籍認同上

之主觀意識。 

《田家樂》的創作，表面上或可解釋為「隱晦地表達內心的灰暗」，卻

非為無表現時代、無理想追求的作品。畫中農民的工作與衣食，皆是鄉間生

活真實的寫照，其題材回歸至日本白馬會畫家表現「構想畫」中，所喜好選

取的農村現實樣貌，與技法上所追求的光線色彩及細膩寫實，似乎反應著畫

家對於日治時代的情感與懷念，而對於「構想畫」所代表的理想希望的追求；

更進一步來看《田家樂》的回歸家園，與聖戰美術中的「銃後」繪畫的構圖

上的相似，也形成一種遙相呼應的聯繫，將戰時在後方人民對於前線戰事的

眈念，以及對平和生活的渴望，轉化為對土地的辛勤耕耘，以家園為後盾，

期待戰爭的結束；而在轉換了時空之後，《田家樂》成為李石樵畫中對於台

灣政經情勢的憂心，以及對於安穩生活的平靜想望。 

 

                         
145 王德育，前引文，頁 27。 

146〈李石樵訪談錄〉，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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