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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技法，在写生和创作过程中得心应手，提高学生

技法，给技法注入新鲜血液。
⒊ 在此过程当中，把收集到中外绘画大师的经典
之作，用于教学当中，开拓学生眼界，增强学生的鉴赏

学习水彩画热情，从而使研究成果产生重要的实践意义
和社会价值。

能力，使学生在理论上，思维上有进一步提高。建立美

总之，艺术贵在创新，要有创新意识、时代精神。

术鉴赏和技法训练相统一的模式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丰富

学习传统不是为了复古，有新意的东西才有生命力。否

的审美经验和形式，摈弃闭门造车引起的苍白以及文化

则只停留在崇法摹形的习作阶段，味同嚼蜡。只知效仿

感的缺失，同时让学生通过借鉴，启发个性的创造性，

前人，是屈膝的艺术家。走自己的路，循规却不蹈矩，挖

从而实现教学突破。

掘前人未挖掘的珍宝，才有可能攀上艺术高峰。石涛说：

⒋ 进行独立创作阶段，对水彩画固有程式发动创

“法无障，障无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盖有法必有

新求变，对形式语言题材样式与技法的多元取向继续进

化，化然后为无法。”〔4〕驭传统技法规律为己所用，但

行探索。首先从材料更新上进行有趣尝试，借鉴其他画

决不能墨守前人成法。齐白石的“学我者先，似我者死”

种的特技，扩展水彩画的外延扭转，探索形式、肌理如

就是这个道理。水彩画教学改革中的技法探索要不断适应

何顺应于当代绘画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新工艺中从

时代要求，在传承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创新。

喷、吹、流、淌、洒到盖、刮、拓、染、揩无所不用，
画法上从湿画法、干画法、多层画法到做底画法、综合

注释：

画法无所不用，这些悦目、畅怀、物状传情的手段，丰

〔1〕丹纳 艺术哲学(法)傅雷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富了水彩画形式语言。技法的多元取向，赋予了水彩画

社， 1981。

新的生机与活力，只有娴熟的技法才能极大丰富水彩作
品的表现力，获得表现对象的更大自由，为水彩画作品

〔2〕袁振藻 中国水彩画史 上海 画报出版社，
2000。

内涵的挖掘和表现更好地服务，创造出高品味的、高水
准的、高质量的作品。

〔3〕蒋跃 水彩画的“艺”和“术” 广西 美术出
版社，中国水彩，2001。

5．通过长期对水彩画技法的不断探索，大胆尝
试，创作一些水彩画作品，并在美术作品展览中取得较

〔4〕吴冠中 我读石涛画语录 北京 荣宝斋出版
社， 1996。

好的成绩。同时将这段时间探索的特殊技法运用到教学
当中，让学生充分领悟到，学习水彩画，完成一副好作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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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技法是很重要的。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掌握多

大师的碰撞
—— 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解读绘画大师作品
■ 阿茹娜

视知觉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它引导人们去发现

阿恩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人物，在美

美、欣赏美、创造美。每一个健全的人，都具有反映自己

学、艺术教育以及媒介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

所见事物的能力，然而作为艺术家与常人不同的就是他们

贡献。但它最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艺术心理学方面，他

可以更加明确清晰地向人展示自己想要表达的事物。

使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与艺术现实结合起来，真正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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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奠定了科学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直围绕着

评论这幅画时曾经说过，安格尔所画的姑娘，会使人忘

知觉，具体来说就是艺术视知觉来进行的。

记了自己是在观赏一件艺术品，感到“这个艺术家就是

一、视知觉与艺术

创造了这裸体处女的上帝”③。《泉》自问世以来，一

（一）视知觉概念

直被认为是法国绘画史上最美的人体。

大自然给每一个健全的人都赋予了一双眼睛，就决

安格尔始终以温克尔曼的“静穆的伟大，崇高的单

定了，用艺术的方式去把握生活的能力，是属于每一个

纯”作为自己的原则。他的绘画画法工致，重视线条造

心智健全的人的。如同听觉、嗅觉、触觉一样视知觉是

型，“务求线条干净和造型平整”，因而差不多每一幅

绝大部分人与生俱来的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视知

画都力求做到构图严谨、色彩单纯、形象典雅。他注重

觉在心理学被定义为是一种将到达眼睛的可见光信息解

素描和形的效果，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而认为色彩只是

释，并利用其来计划或行动的能力。因此，视知觉包含

起着“装饰绘画”的作用。因而要用阿恩海姆的视知觉

了视觉接收和视觉认知两大部分。简单来说，看见了、

理论解读安格尔的作品，选择从形式理论入手分析才是

察觉到了光和物体的存在，是与视觉接收好不好有关；

最合适不过的，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正确的了解安格尔绘

但了解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大脑怎么做解

画作品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形式感，更可以为我们自

①

释，是属于较高层的视觉认知的部分。”
（二）视知觉的构成与艺术的关系

视知觉的构成包括：视觉注意力、视觉记忆、图形

己的创作过程提供思路，方便我们审视自己的作品。
在观赏这幅作品的同时，如果稍加想象，将画中
的少女想象成一个真人站在我们面前，她的动态其实是
十分费力和不自然的，但是在作品中我们却完全感受不

区辨、视觉想象。
而一幅绘画作品的诞生，也是由这一步骤衍生而

到，看到的只有如女生一般的自然美感，这便是安格尔

出的——视觉注意力指引我们发现事物，进而通过自己

的高明之处，使画中人物的姿态不同于常人却又自然的

的方式描绘创造所看到感受到的事物，在这一创造过程

恰到好处。阿恩海姆认为安格尔为我们呈现的少女，是

中也必然融合了视觉记忆和视觉想象力。而后从观看者

一个二度画面，姑娘、水罐、以及行为都被完全的展示

的角度再次通过视觉感知重新认识这一幅被图形化的事

出来，被一个个合理排开，类似于埃及人的绘画方法。

物。

这种方法既突出了埃及绘画的清晰性，又消除了现实主
在《中心的力量——视觉艺术构图研究》一书中，

义绘画对姿态的过分强调，使人物的结构看上去基本合

阿恩海姆把艺术定义为：“艺术是知觉对象或知觉活动

理。在少女身体上展示的力量走向是一种类似水波的曲

（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通过其外观表现力反应人类

线，这种曲线便这个恬静的姑娘比旁边的水柱更具活

经验动力学相关方面的能力。更明确的说，一件艺术品

力，让人感受到潜在的生命力比实际水的冲力更强大。

就是通过有序、平衡、集中的形式手段表现这种动力学

这种对比更加强了画面的形式感。而由少女整个身体轮

②

方面的人工制品。”

廓形成的三角形所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倾斜中轴线，

然而，一幅作品会给人造成怎样的视觉心理感受，

虽然这个中轴线是模糊了 但是却缓和了身体右侧垂直

怎样科学的认识一幅作品，怎样利用视觉的心理效应创

轮廓先造成的呆板。这种缓和是由于两条轴线的偏离造

作一副作品？

就的，正是这种微妙的不稳定性，也更加强了画面的活

二、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解读绘画大师作品
（一）形式——新古典主义时期安格尔作品分析

力，又不至于干扰整个人体的垂直性。
可以说，这幅看似恬静的画面里，不仅仅具备柔美

安格尔是一个浪漫而又认真努力的画家，当我们欣

的曲线，也暗藏了多个三角形和箭形，“这种稍带点箭

赏他以女性人体为主的作品时，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的虔

形或楔形特点的构图，有助于挽救力的式样，不使它陷入

诚，仿佛他在作画时已经拜倒在这位女性的脚下。当安

装饰艺术所具有的那种片面性。”④

格尔的天才同青春美丽妖娆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时，创造

（二）光影——荷兰小画派伦勃朗作品分析

力往往是空前的。肌肉、曲线、酒窝、柔韧的皮肤——

光线几乎是我们人的感官所能得到的一种最辉煌和

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从他的油画上看到。如他的作

最壮观的经验，可以对我们眼球造成最大的视觉冲击，

品《泉》，表现的是一个手持水罐，成正面姿势站立的

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原始的宗教仪式中受到人们的顶

姑娘形象。对这幅作品稍加注意，就可以察觉出它那栩

礼膜拜。光线给人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丰富而多变的，时

栩如生、简单明快、美妙无比的特征。雷查特·穆瑟在

而神秘莫测、时而活泼灵动、时而怪诞…它总是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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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官大大的兴奋起来，给人的精神强烈的刺激。因

背景下产生的这幅作品给人一种安静而轻盈的感受，在

此，光线在一幅作品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能够更

构图和色彩上形成了安详与活力、稳定与轻巧自由之间

好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真正能把光线那感人的象征

的奇妙结合。

作用发挥出来的，还是伦勃朗的作品。他的绘画作品中

首先，在画面结构上，人物的头部与身体各自形成

高度发挥了表现明暗的细腻手法，使光影呈现对比的特

了2个椭圆形，由肩膀和手臂组成的椭圆，环绕着整个

色。以交织在光影之间流动又神秘的微光，传达出虚与

画面的中心点，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心。而头部所处的

实的感觉，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感。

椭圆，在由背景黑色带分隔开的上半部分的长方形中，

在伦勃朗的《神圣家族》这幅画中，给我们视觉感

也处于中心点的位置。这两个环绕中心点椭圆，绝不是

受最吸引的部分是玛丽手中的书，这本书看上去在散发

偶然形成，而是塞尚精心布置以增加画面的稳定性和平

着神秘的光芒，尽管旁边婴儿的衣服在色彩上比书本更

衡感，这种双重的稳定结构，给人一种不可动摇的安稳

亮。

感。
首先这幅作品的光线来源于右上方天使降临的天

其次，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画面中心点在椭圆

空，这道光线贯穿了主人公的头部与书籍，在视觉上对

中的位置比例与背景黑色带在整张画中的比例相仿——

观看者起了引导的作用。然而，为了强调这本书籍对这

都是处在1/3的位置，这样的构图，不仅加强了画面整

个家庭所起的强大的宗教意义，伦勃朗可以将原本应该

体向上运动的趋势，从而给观者轻盈的感受，也是一个

受到光线的部分变暗，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灰色的部

横向作用的力，支撑了椅背最倾斜的上端，增加了平衡

分也应受到光线的照射，比如主人公的膝盖与书籍应属

感。我们可以想象，如何背景黑色带的位置处在画面下

于同样的受光面内，但作者刻意将这一部分变暗，反而

方，那么人物的上半部分以及倾斜的椅子都将显得摇摇

将书本所面对的主人公的胸部提亮，使书本看似在发出

欲坠。

柔和的光芒，从而增加宗教的神圣感。阿恩海姆认为这

最后，在色彩方面塞尚的处理也十分考究，塞尚夫

种把光源模糊起来的手法，可以达到消除被照射物体的

人大红色的衣服是画面最抢眼的部分，红色本身在视觉

被动性的作用，因为这样一来，被照射物体感觉上就变

上就是一种偏重的颜色，为了不是画面沉闷，他将背景

成了最初的光源。通过这种手法的运用，伦勃朗就在使

处理为轻盈的淡蓝，以达到感官的平衡。

一本书或一张脸发光的同时，又维护了整幅作品的现实
主义风格。通过这种手法，十分恰当地体现了作品中宗
教的神秘性，同时也保存了光线本身的特征。
如何给观者造成物体在发光的知觉感受，不仅需要
物体本身具备一定的亮度，还要使它的亮度超过周围一

三、力——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作品分析
达利，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对20世纪的艺
术作出了严肃认真的贡献。而他的画风日臻成熟是由于在
20世纪20年代末，他发现了弗洛伊德关于性爱对于潜意识
意向的重要著作，以及结识了一批巴黎超现实主义者。

切物体的亮度水平。在伦勃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

“为从潜意识心灵中产生意象，达利开始用一种自

总是将一个明亮的物体放置在一个黑暗的背景中，不去

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

处理物体的阴影，并使它照亮周围的某些物体。我们在绘

觉境界。”⑤达利发现这一方法后,画风异常迅速成熟，

画过程中，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想要使主体物突出明亮只

1929～1937年间所作的画使他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超现实

知道一味的提亮主体物却忽略周围物体的明暗关系。

主义艺术家。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普通物像并列、扭

（三）平衡——印象派后期塞尚的作品分析

曲或者变形形成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状态。达利

塞尚重视绘画的形式美，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

对这些物像的描绘精细入微，通常将它们放在十分荒凉

秩序。他力图使自己的画，达到普桑作品中那种绝妙的

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在这些谜语一般的意象中，最有

平衡和完美。他向着这方面进行异常执着的追求，以致

名的便是《记忆的永恒》。之所以选择用阿恩海姆的理

于对传统的再现法则不以为然。他走向极端，脱离了西

论解读达利的代表作《记忆的永恒》，正是因为““视

方艺术的传统。正是如此，他被人们奉为“现代绘画之

知觉”与“潜意识”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阿恩海姆理

父”。

论的核心“动力”，正是联系二者的纽带。

《坐在椅子上的塞尚夫人》是塞尚在50岁时创作

在阿恩海姆看来，艺术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上的，而

的，这时候的塞尚创作风格已经形成，并且在他一生中

知觉又存在着“知觉力”和对于“力”的结构的组织、

没有一个时期能象这段时间那样平衡和安宁。在这样的

构建，因此，力的式样和结构对于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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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力”的概念构成了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的基石。

重力就越大。所以在构图时，必须把位于中心部位的内

再来看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展现的是

容画得大些或进行色彩处理，才能维持构图的平衡。

一片空旷的海滩，海滩上躺着一只形状诡异的怪物，又

此外，重力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物体的大

像是一个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头荒诞地组合在一起的

小、颜色、结构、形状、方向以及观看者的“内在兴趣

似乎是人头残部；怪物的一旁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长着

“等。方向是影响平衡的另一重要因素，方向和重力一

一棵枯死的树；而最让世人轰动并且记住的是出现在这

样，也深受位置影响，因为任何一种构图成分，其拥有

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

的重力都吸引他周围的物体，并对周围物体的方向产生

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

影响。绘画中所包含的任何一种特定形态的事物，都有

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

自己的轴线。这些轴线都能产生一股具有方向的力。一个

成的钟表在长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

被拉长的式样，只要它的空间位置离开垂直轴或水平轴一

下来。

个极小的角度，就会显示出一种向对角线回归的拉力。总

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

之，构图通过重力和方向产生各种力，这些力相互支持、

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

相互抵消从而构成整体的平衡，这对于形成一件艺术品的

择，并且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潜意识，自己的梦的

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这就需要用阿恩海姆的意象的生
成过程来解释。

由上述阿恩海姆的观点来解析《记忆的永恒》，可
以看出这幅看似平静的画面充满着力量。

阿恩海姆运用“标准意象”阐释了“意”的生发。
对于熟悉的事物我们会在大脑中储存起他们的“标准

注释：

意象”。（例如我们对平时所见钟表的“标准意象”）

[1]《艺术与视知觉》1998年3月第一版 作者 阿恩

在《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一书中，阿恩海姆指
出：“一个弯曲的图形，它之所以会产生出一种独特的
表现效果，乃是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了它从一个标准图形
出发的‘弯曲’和‘推拉’动作，或者说，从中可以看

海姆。
[2]《艺术史》第三卷，柏林版 作者 穆瑟。
[3]《世界名画家全集—塞尚》1998年7月第一版 作
者 何政广。

到一个标准形的衍化或变形。这样一来，这种再现形象

[4]《达利》2004年1月第一版 作者 韦洪发。

就不再是一种无感情，无能动性的东西。或者说不再仅

[5]学术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3期 作者

仅属于哪一种熟悉的种或类。她看上去似乎是在某种特
定条件下从一个母体滋生、成长、发展出来的，并经历
着无数种变化，这样一种生长的力量，使视知觉活动成
为一种活生生的能动活力，每当知觉对象唤起‘原型意
象’（标准意象）时，都是如此。”⑥因此，当人们看

宁海林 篇名 《阿恩海姆的视觉动力学述评》。
[6]《船山学刊》2008年3期 作者 宁海林 篇名《阿
恩海姆美学思想新论》。
[7]《中心的力量——视觉艺术构图研究》1991年出
版 作者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译者 张维波。

到达利软塌塌、变形扭曲的时钟，会感受到一种静止的
活力，也应证了阿尔海姆的理论“只有在‘力的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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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一个形式才是活的式样，这意味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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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⑦
在构图方面，阿恩海姆认为平衡是视觉构图要遵
守的基本准则，这种平衡要通过形式组织使其所表现的
内容平衡。形象平衡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重力和方向。
重力是由构图的位置决定的。在一幅绘画中，当其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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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成分位于整个构图的中心部位，或位于中心垂直轴
线上时，它们所具有的结构重力就小于当他们远离轴线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时所具有的重力，即绘画中的重力也像物理重力一样遵
循杠杆原理：同一个绘画成分，越是远离平衡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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