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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动的艺术效应建构过程
—关于美术形式效应的视知觉分析
——
王令中
（厦门大学 艺术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

摘 要：艺术效应的产生，从视觉主体来看，是由过去的生活积淀、视觉经验同视觉所见共同整合而成
的，是所知与所见相交融的结果；从视觉对象方面来看，形式效应产生于相互对比关系的变化之中，具有互
动性、
可变性。由于视觉主体与视觉对象这两组关系之间的互动，
才有被我们的视知觉所把握的形式效应。
正确认识形式的视觉效应的本质，对指导形式创造与设计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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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视觉艺术来说，研究形式效应的视知觉具有重大意
义。同一种形式在不同人的眼中会有不同的反应，
同一种图形
或色彩在不同的背景或环境中的效果也会大相径庭。艺术家

假说》中提出的关于“看是一个建构过程”的命题，为我们探
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他是这样论述的：
“看是一个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

对艺术形式的独到感受，
常常是各有偏爱，看法不一。理论家

脑以并行的方式对景物的很多不同‘特征’积极响应，并以以

们将这一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于是有了关于形式

往的经验为指导，
把这些特征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看涉

的客观性、主观性、社会性等问题，由此引发种种有关艺术形

及大脑中的某些主动过程，
它导致景物明晰的、多层次的符号

式的论辩。而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己、
知彼。所谓知己，
就

化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这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

是从视觉主体方面了解人的视觉功能，研究感知过程的真实

因为它必须借助以往的经验找到视觉信号的最佳解释。因此，

状态；所谓知彼，就是从视觉的对象方面认识形式的相对关

大脑需要建构的是外界视觉景象的多水平解释，通常按物体、

系。形式效应取决于视觉主体与视觉对象这两组对应关系，
视

事件及其含义进行解释。”<!=他指出了视知觉的重要过程，触

知觉正是在这两组对应关系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及了问题的实质，
对分析形式的视觉效应极有帮助。

一、
视觉生理与生活积淀的交融与互动

先从简单的例子说起。我们在社交中接触过的一个人，
一

先来探讨视知觉的主体方面，
即人的视知觉过程。人的感

年后再次相见的第一反应是：我认识他。为什么一见就认识

觉是一个复杂的反应过程，
它不但是生理感官功能，还有积淀

呢？这是因为过去的视觉记忆“唤醒”了这一直觉。由于过去

在生活之中的认知和感受。人们常把眼睛比作一部性能卓越

视觉经验的作用，我们可以在云南石林中看出“阿诗玛石”，

的相机，
其实视知觉的特点与照相机不同。著名视觉心理学家

可以在石山觉察到“猴子观海”，可以在散乱的星空上“归

格列高里告诉我们：
“对物体的视觉包含了许多信息来源。这

纳”出动物外形的星座。这些显然超出了眼前“所见即所得”

些信息来源超出了当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眼睛所接受的信

的范围。

息。它通常包括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对物体的知识。这种经验
不限于视觉，
可能还包括其他感觉。例如触觉、味觉、嗅觉，或

对形式的视知觉也类似这种情况。一幅画面、一个图形、
一种抽象的形式之所以可以唤起丰富的审美感受，那是因为

者还有温度觉或痛觉。”“知觉不是简单的被刺激模式决定

视觉“调动”了以往的生活体验、视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参

的，而是对有效的资料能动地寻找最好的解释。”<’=经验对知

与。这里有共同的生物基础，
也有生活中个性感受的差异。这

觉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视知觉的能动性表现在哪里？形式

种来自生活体验和视觉经验的隐性积淀的作用，不同于现时

的整体感受是怎样形成的？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与沃森一起发现 >0, 双螺旋结构的著名的生物化学家、

的理性判断。由于认知与经验上的相通，这种感觉可以意会，

’(%!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在《惊人的

却难以分析和描述。
视知觉是由视觉生理机能和生活体验、视觉经验的积淀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王令中（’()%$ ），男，湖南衡阳人，
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副教授。

·’)"·

两部分融合而成的。眼睛是一个感应器，
形成视知觉还有一个

地集中在某一点。形式不是平均一致地被视知觉所把握，
而是

视觉心理的反应过程。已有的视觉经验将大量的信息存储在

在形成一种对比关系之后，
整体地而又主次分明地呈现出来。

脑中，
积淀在视觉心理反应之上。当我们看一个物象时，会不

吸引注意力的因素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以往的

自觉地依靠已有的信息来形成一个供判断的参照体系，并根

认识、经验、爱好和意欲的介入，可以形成注意点；另一方面，

据这个体系对应物象，
两相融合后，才形成了视知觉。这种能

是由于客观方面的特性和相互关系的作用，例如：在静态湖面

动性的反应过程就是视知觉过程。我们感觉到的似乎只是一

上的一只飞鸟，
在万绿丛中凸现出的一点红色，在平面构成中

种直观感受，并不觉察有这样一个互相印证、视觉整合的过

的统一秩序中出现的局部变异等。总之，
是那些在整体中凸现

程。它不是理智的活动，
而是与视觉同时发生的、能够被视觉

的相异因素引人注目。我们大概可以据此明白在一幅画中如

所把握的有机整体。视恒常现象也是对这一道理的最好旁证。

何突出局部的道理。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视觉效应，

阿恩海姆认为：
“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

相对恒定的客观效应是第一位的，原有的形式关系的吸引力

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

在先，导致注意在后，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在艺术创作和艺

最新经验。因此，
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

术设计中把握有效的艺术处理方法。

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人在生活中积累的视觉经验、生

二、
相对比而变化的形式效应

活体验和有关形式的认知常识，
会形成一种感觉上的参照，这

我们再从客观方面探讨形式在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种参照系会影响、
修补、
印证人的感觉。那么，
这种参照系的性

从形式关系中考察形式效应的构成特点。

质究竟是生理功能，
是主观判断还是客观的印证呢？需要这样

很多美学家试图对形式美下一个定义。具体说出什么是

来辩证思考：
金字塔是客观存在，金字塔的性质又可以成为知

美的并不困难，
而回答美是什么却使美学家们伤透了脑筋。有

觉的、
记忆的和生活经验的意象。例如，金字塔的稳定感就是

人说曲线具有美的性质，
质疑随之而来：直线难道就不能表现

一种意象。对这种意象的感受不是理性判断，
而是一种感性的

美吗？有人说领带具有装饰美，
如果戴在中式的马褂上又会如

直觉。感知它需要通过视觉生理，
但不局限于视觉功能。这是

何？有人说红色具有鲜艳、
喜庆的性质，如果改变一种关系又

一种融合视觉生理和生活体验为一体的视觉心理反应。这种

可能失去这种效应。脱离具体的关系，
很难确定什么是形式美

心理定向形成以后，
便积淀在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在视觉

的固有属性。其原因是：
形式美感的产生是有条件、
有变化的。

过程中发挥一种参照、
印证、
融合的综合作用。

形式效应主要不是来自形式因素的固有属性，而是从形式关

假如在以前的生活中有对自然秩序或某种情态特征的体
验，那么，就可以在相关的形式特征中有所感知；假如视觉感

系中产生，
从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关系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
狄德罗关于美是关系的论断更接近真理。

受同人的心理结构相一致，
就会引起共鸣或愉悦感。假如生活

狄德罗说：
“一个物体之所以美是由于人们觉察到它身

体验、
视觉经验不一样，
就会出现视知觉上的差异。在这个意

上的各种关系，我指的不是由我们的想像力移植到物体上的

义上可以认识三点：
一是视知觉具有能动性，不是照原样录入

智力的或虚构的关系，
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关系，这

的纯客观反应；二是以往的经验和积累在不自觉中参与感知

些关系是我们的悟性借助我们的感官而觉察到的。”!$# 狄德罗

过程，
可以影响人的视知觉；
三是由于视觉经验和生活体验的

还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关系的可变性和能动性：
“从单一的关

不同，
对同一形式的认知会因人而异。

系的感觉得来的美，
往往小于从多种关系感觉得来的美。一张

一个人的观察，
总会受以往的所见、所闻、所知的影响，在

美的面孔或一张美的图画给人的感受比单纯的一种颜色要多

从事创作或设计时，
大脑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也会相互协作。所

……乐曲胜过单音。但关系的数目也不是无穷的增加，
美并不

谓艺术感觉良好，显然属于后来习得。“秩序感”从何而来？

是随之而增长的：
在美丽的东西里，我们只接受那些能被远见

“有意味的形式”从何而来？可以把这一切放到形式效应的建

卓识清楚而容易地抓住的关系。然而，
何为远见卓识呢？作品

构过程中去考虑。

中恰到好处的那一点又在哪里呢？作品不达到这一点会因缺

关于视知觉的能动性，
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说明。

乏关系而陷于单调，
超过这一点又会因关系过多而显得累赘。

一是视知觉同其他感觉的关联问题。生活经验的参与不

这就是产生判断分歧的第一个原因。……人们看到大量各种

仅限于视觉，可能还包括其他综合感觉，如触觉、味觉、嗅觉

各样的关系：
有的互相加强，
有的互相削弱，
有的互相调剂。人

等，包括种种更为复杂的生活经验，有时是各种感官的“联

们抓住全部关系还是抓住一部分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人们对

动”。因此，视知觉可以较为全面地整体把握对象的性质，可

一个物体的美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产生判断分歧的

以在曲线上“看出”轻柔、流畅感，可以在巧克力的外包装上

第二个原因。”!$#

“体验” 到甜而微苦的滑爽感——
—引发味觉的感受正是设计

从狄德罗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理解三层意思：美是由各种

者所追求的效果。在对美术作品的评价中常有诸如色彩甜熟、

关系构成的；
这种关系之间因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从多种关

笔意枯涩的说法，
我们可以借此意会那特定的视觉效果，而打

系得来的美要大于单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复杂程度取决

通的却是味觉和触觉的感受。正是这些相互作用，
才有了心理

于一种适度性。在这里狄德罗几乎完整地道出了有关美的基

学中的通感和条件反射，才有了对艺术形式丰富多样的审美

本辩证关系。这个观点不但可以引申到对各种问题的解释，
更

感受。

重要的是对艺术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另一个是视觉注意的选择性问题。视知觉是一种主动的

无论在审美的主体与客体之间，还是在审美客体的各局

探索性活动。我们在看一个物象时，注意力往往“有选择性”

部之间的关系，都存在各种相同、相异的因素，它们既对立又

·%&%·

统一。当各种关系适宜、
适度、
适当时，
才有形式美可言。这种

体关系，
同时还要考虑艺术作品同周围的关系，考虑艺术形式

关于美的辩证法，在古老的《易经》哲理中也有很好的体现，

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不能无视形式关系，用孤立、静止的眼光

事物总是在相生相克、相消相长的变化过程中最后决定它的

去认识形式效应。

整体状态的。形式的视觉效应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有认识视觉

认识到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把形式效应的分析放到更

的相对性，辩证分析物与物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视觉主体与

大的视野中去，不但要明白形式自身的特性，还要明白与它

视觉对象的关系，
才能真正了解视知觉，使种种视觉效应的产

相关联的各种互动关系；不但要了解人的视觉生理，还要综

生得到合理的解释。

合考虑古老的心理积淀和后天的生活体验和视觉经验。视觉

形式效应是相比较、
相对比之后能动变化的结果。

效应蕴含着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美学等综合内

所有形式因素如形、
色、
线的视觉效应都是在整体的对比

容。形式效应是从各种对比关系的变化中来把握的，这是必

关系中产生的，
从最简单的形式来看，我们熟悉的黄金分割就

须明确的道理。这种认识符合形式审美和形式创造的实际状

是一种比例关系，
均衡感是在分量上的一种布局关系。而一幅

况，为我们探索设计形式的规律提供了合理的思路。辩证地

画的构图，
一幅艺术设计的形式感，更是复杂的形式关系的整

看待这种相对关系，正确认识形式的视觉效应的本质，对指

体呈现。如果不从总体关系入手，就会像盲人摸象，不可能得

导形式创造与设计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以这种辩证思维来
分析形式效应就会发现，争论形式美是主观判断的结果还是

出正确的结论。
同一种橘黄色放在红色背景中显得偏黄，放在黄色背景

客观固有属性，争论形式审美能力是先天的还是后来习得，

中则又偏红，
这是因为橘黄色所含有的红、黄两种色相在更为

均流于浅表和偏颇。在这一原理下，我们再来看关于感觉的

强烈的纯色对比下，
或者被弱化，或者更为强烈起来。同样的

社会性、关于人化的自然、关于移情作用和联想作用，还会树

道理，同一种灰色图形，分别摆在由黑白二色的包围之中，也

立各有归属的新的认识，许多美学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可以

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白色中的灰色显得深，黑色中灰色显得

因此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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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色彩效应在对比的关系中相消相长，具有视觉可变性。特
定的对比关系才能产生特有的效应。
对比作用在环境设计中更为明显。一个在室内制作的雕
塑，
放到大的室外环境中可能会变小。一个商业招牌的造型和
色彩是否在街上显得醒目，
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形式，还要看
它同左邻右舍的色彩和形式能否形成反差。我们所熟悉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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