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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丹雕塑艺术的前瞻性

钟英明

（韶关学院 美术系，广东 韶关 74!""7）

8 8 摘8 要：雕塑家罗丹大胆地将雕塑艺术的观念、材质、形式和内容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领

域，树立起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拓展性和探索性研究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现代雕塑的

发展进程，起到了跨跃时代的桥梁作用。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史上继菲狄阿斯与米开朗

基罗后的第三个高峰。本文主要以罗丹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来切入分析他的雕塑艺术

发展的轨迹与现代雕塑艺术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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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罗丹在雕塑历史上的创新精神正如法国 4% 世纪印象主

义一样直接引发和推动了一场现代雕塑艺术的革命。继他之

后，在欧美雕塑领域里相继出现了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表现

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等现代雕塑流派以至产生当今雕

塑模式与传统造型观念之间的反叛与更新，并进入了一个崭

新而富有时代感的多元化的视觉雕塑艺术格局。“罗丹是雕

塑领域里一位带有过渡性质的大师”!，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

罗丹雕塑艺术的发展轨迹与现代雕塑艺术的内在关系，笔者

以他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来切入分析。

一、从《断鼻人》头像到《女祭司》雕像的毁灭

4% 世纪末叶，人们对陈旧的学院派艺术开始厌倦。随着

科技的发展，在绘画界出现了印象主义。罗丹与莫奈、雷诺

阿、范丁、德加等一批印象派画家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这批

新出现的艺术群体冲击了传统的官方艺术，他们的作品屡次

被排斥落选。4B&6 年，沙龙拒绝接受罗丹创作的《断鼻人》头

像（4B&6 年，青铜，$7C 7 厘米 D !! 厘米 D !6C B 厘米）。评审团

认为：此件作品过于忠实地摹写、太怪异。印象主义画家德加

说：“我不 知 道 你 是 否 有 一 双 审 美 的 眼 睛，但 审 丑 却 有 本

事”。" 罗丹用一种新的造型方法进行雕塑创作，这与当时学

院派的审美观相冲突，以致落选。

在文艺界有关人士和印象派画家们的呼吁和努力支持

下，拿破伦三世公开宣布，认为不该拒绝这些艺术作品。为了

让大众来进行判断，决定在工业馆展出这些落选作品。罗丹

听说“落选作品展览”是官方举办，他特意赶制了《女祭司》这

件作品。《女祭司》是罗丹与罗絲·伯雷邂逅相遇后创作的

早期作品。在此期间他曾研究过希腊浮雕和提香的女祭司，

这时候他把罗丝雕塑成心醉神迷的、充满野性的女姓形象（高

& 英尺）给人以力量感，并试图通过这件作品进入沙龙展出，

但《女祭司》在搬迁工作室的途中却毁于一旦。

《断鼻人》、《女祭司》是罗丹雕塑艺术的处女作，均以失

败告终，这是罗丹在他人生历程和艺术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

记录了他早期坎坷的艺术生涯，也为他进入雕塑艺术的辉煌

时期埋下伏笔。

二、继承古典传统与变革的《青铜时代》问世

通过罗丹的雕塑我们可以感觉到希腊雕塑渊穆静伟，内

敛外张的情调和米盖朗基罗肌肉运动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

延伸向现代雕塑的承启脉络。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发

展和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

4B#7 年，在罗丹的而立之年，他远赴意大利的主要城市

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考察学问，认真观摩、研究了太罗吉

贝尔蒂和米盖朗基罗等大师的作品。在米盖朗基罗《大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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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邵大箴《“罗丹之后，马约尔和女性人体———西方现代雕

塑史话之一”》一文，《艺术世界》，4%BB 年，第 6" 5 6$ 页。

参见［美］大卫·韦斯著，胡日健、李必禄、唐若水等译《罗丹

传》，贵州人民出版社，4%%6 年版，第 B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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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面前，罗丹被那种无法抑制的气势、情感和力量所征服。

他对青年雕塑家留下忠告：“在菲狄阿斯与米盖朗基罗的面

前，你们应该俯首顶礼。”!他细致地观摩米盖朗基罗对人体

结构的处理，揣摩着那些凹凸的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研究着雕

像的肌肉骨络，并从每一角落观摩、欣赏着每一条曲线隆起的

石头边缘。米盖朗基罗的作品《大卫》，给他上了一堂生动难

忘的解剖课，并刺激了他敏感的艺术神经。

罗丹凭借他的睿智，意识到米盖朗基罗已将古典雕塑的

崇高美达到了极限。自己必须以深切的认识和感受作为创作

的基点，重新开辟了一条更接近生活、贴近世人情感的，能进

入深层生命本源的艺术研究领域，他要对雕塑作了根本性的

变革，要向传统和自己进行了挑战。米盖朗基罗所表现的是

神和英雄形象，罗丹将题材的范围下移扩展，将活生生的真人

形象移到雕塑创作中，打破了以住的视觉欣赏习惯，让观众产

生一种真实的亲切感。这种观念转换的同时也的确奠定了他

的创作方向和基调构架，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件借助纯粹

的艺术语言植入雕塑艺术的创作中。

《青铜时代》45" 6 5" 6 &" 厘米，史料记载为私有财产局

断归国立博物馆局，4%7! 年进入罗丹博物馆（编号：雕 8&5）。

原名为《败者》，历经几次改名和修改。是表现 45#" 年反普鲁

士战争中法国的溃败。是罗丹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它经历了

罗丹雕塑艺术从失败到成功、绝望和兴奋的历程。这件作品

在布鲁塞尔展出失败后，罗丹接受同仁好友所指出弊病，认为

作品的细节具有过分的叙事性，影响了作品的内涵深度。经

过缜密的思考，重新构思立意，罗丹将人物形象从具体动作束

缚中解脱出来，将全部的核心力量集中去表现雕像人物的内

在品质，使之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让雕塑艺术升格为更纯

净、更具有想象的艺术空间中去。

《青铜时代》是代表罗丹成熟的标志性杰作，是他对米盖

朗基罗倾心研究后所感悟到的灵感能量聚集后创作激情的爆

发，是他艺术生命走向辉煌的一个转折点。在其中最初的构

思中，罗丹以退役军人做人体模特，尝试构建创作意图，并将

米盖朗基罗的精神逐渐汇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罗丹说：“我研

习米盖朗基罗，而且我相信伟大的魔术师将可能显露几个他

的秘密给我。⋯⋯我并非跟随米盖朗基罗之后，而是试图了

解他的意图，然后在我的想像中建造。”

%8 届沙龙画廊上展出 !"" 多种为油画和数百件雕塑，

《青铜时代》在展出后成为一尊观众最多，同时也是指责最为

严重的雕塑作品。由于媒体和观众舆论的压力，沙龙画展的

评判委员会最终下令将《青铜时代》搬出展厅。

罗丹的《青铜时代》被拒之门外原因分析恰恰证明了罗

丹雕塑艺术的前卫。首先，由于罗丹的艺术观念更新和超前

意识，当时的社会习惯于学院派所欣赏的模式化的人体造型，

不接受罗丹极其真实的人体雕塑，这是当时审美观念陈式僵

化的问题。其次，从技法上看，罗丹坚实的造型基本功和写实

技巧，对人体的空间结构处理及其一些细节塑造得既真实又

富有个性，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和谐流畅、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这种在当时出人意料的真实感技巧，令世人吃惊，在布鲁塞尔

展出时被社会评论为“活人模型”，普鲁士报刊批评“照搬生

活”，当时整个巴黎闹得沸沸扬扬，这次轰动事件反而使罗丹

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雕塑家。再者，他以青铜作为创作雕塑

的重要材质，并巧妙地利用了铜质表面的反射作用来体观雕

塑表面结构造成的起伏变化，便整个雕塑呈现出片虚光，给人

产生一种幻觉和假想，有不知廬山真面目之感，让观众产生一

种神秘而特殊的魅力。

《青铜时代》是罗丹学习古典传统的一次艺术尝试和创

新，罗丹对裸体男子具体的描写，为雕塑艺术表达自然和真实

开辟了反古典传统的形式，使之更接近人性的感情世界，让雕

塑的主题在真正意义上的进入人本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开凿

了通向现代艺术的通道。

三、《吻》标志着罗丹雕塑艺术高潮时期的来临

罗丹的情感经历对其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激起他的艺

术灵感最大的动力来自两位不同阶层的女性，罗丝伯雷和另

一位女性卡米耶·克洛代尔，这两位女性对罗丹的生活和雕

塑艺术创作予以了感情波澜和创作灵感。一位是罗丝伯雷

+9:; <;=>;?（4588—4%4# 年），缝衣工一个宗教家庭的女儿，虔

诚的天主教徒，少女时身材颀长、丰满挺拔的体态，让罗丹为

之倾倒，是罗丹最初的恋人，并成为罗丹创作《宝贝》、《女祭

司》的原型。45&& 年生一子奥古斯特·伯雷，4%4# 年罗丹与

罗丝·伯雷在默东结婚并伴随终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

另一位是他艺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神奇女性卡米耶·克

洛代尔 .@ABCC; .C@=D;C（45&8—4%$8 年）。卡米耶·克洛代尔

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于 4558 年进入罗丹工作室，早在

创作罗丹头像时就显示出雕塑家的天斌，卡米耶是位绝色女

子，这在艺术爱好者中间广为流传，他的哥哥保罗·克罗代尔

（45&5—4%77 年）是 !" 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职业外交家，

先后在上海、福州、天津任外交领事，他在 4%74 年描绘她道：

“她有美妙的额头、剪水的双瞳、眸子蓝的少见，只有在小说里

方能见得⋯⋯”。这两位雕塑家有一段缠绵忧怨的恋情。

卡米耶接触罗丹时，正是罗丹从事《地狱之门》创作时

期。尔后在 4558 年，罗丹接受了《加莱义民》的订件。卡米耶

在这段艺术相互渗透时期创作出一批罗丹风格的素描和雕塑

作品。与此同时，她的天资丽质给罗丹的身心激起了无以伦

比的激情和创作灵感，这是罗丹雕塑创作中的鼎盛期，使他体

会到一种深沉的理解与愉悦，这对他的艺术影响是不可否定

的。卡米耶是罗丹最喜爱的模特，她具有贵族气质的姿态、容

貌极适合大理石材质的雕塑，她的青春活力为罗丹的创作带

来了丰富的想像和无限的新意。455# 年—45%! 年，卡米耶正

是艺术才华洋溢的时期，这期间罗丹以她真实人体为参照，创

作出许多雕塑杰作，如《思》、《晨》《带便帽的卡米耶克洛代

尔》、《永恒的青春》、《吻》等一系列具贴近人性的抒情作品。

罗丹利用大理石特有的细腻光滑的特质与这类抒情题材结合

得淋丽尽致。

作品《吻》（青铜 5# 6 74 6 77 厘米，史料记载为 4%4& 年罗

! 参见［法］罗丹述，葛赛尔著，傅雷译，傅敏编《罗丹艺术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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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捐赠（编号：雕 4"!5），在罗丹的全部作品中属精品大作，表

现悲剧性的爱情。取材于但丁《地狱篇》一对情侣因偷吃禁

果被打入地狱的情节。罗丹将这一悲居恋情的艺术表现渲染

上了浓郁的人性色彩。这件作品被当时社会认可，在 46%$ 年

的芝加哥展览《辟专室陈列此件》被当作轰动之作而大受欢

迎，并被芝加哥博物馆收藏。

与真人等大的大理石作品展于 46%6 年的沙龙，在罗丹表

现的男女雕像中，《吻》并非最大胆的，但无疑是最著名的。罗

丹凭他高超的造型技巧和对两个身体的绝妙安排，他塑造的

裸体不加任何虚构毫无保留地将两个裸体男女直率坦然而柔

情地扭缠在一起，他精妙地强调了他们的轮廓，将人体内在心

理和生理上的激情动荡和柔情蜜意传达给了观众。罗丹将

《吻》雕塑制作成多种形式的缩小铜像，46%6 年后由巴布迪安

（789:;<=;>>;）大量翻铸，使之广为流传。罗丹将大型雕塑转

为桌面上的小型雕塑，这在当时从商业和宣传的角度都有着

创造性的价值并成为他的一项创举，!" 世纪 &" 年代后被雕塑

领域中普遍接受。

四、作为雕塑形式重大创新的历史巨作《加莱义民》

《加莱义民》这件作品取材于法兰西历史上著名的历史

事件，是法兰西崇尚英雄主义精神的典范。法兰西人民要求

为此事件树碑立传，树立一座雕塑来歌颂历史事件中的英雄

壮烈行为。466? 年政府有关部门向全国征稿。罗丹构思设计

了一组六人形象的组雕吻合十九世纪学院派传统英雄群雕的

要求，他的设计稿脱颖而出。设计铸造此铜像的经费由美术

部、内政和加莱市长协商后向全国发放 ?5""" 法郎彩票聚集

资金。《加莱义民》群雕前后经历了十年完成，将六人群雕铸

成青铜安放在加莱市一座公园的前面。

《加莱义民》是罗丹以非传统手法表现纪念性雕像主题

的例子，他在艺术构思和表现形式上对 !" 世纪雕塑的重大创

新，是他艺术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影响、启迪乃至实现了现

代艺术观念的转变跨跃，并涉及幅射其它美术领域的形式发

展，它的创新影响波及至今。笔者对《加莱义民》雕塑艺术观

念转变分析如下。

4、它对古典纪念性雕塑传统法则的突破———将雕像从传

统台座上移至地面。

照一般学院古典的传统，此类英雄事迹必然会以歌颂人

物的方式，表现一种对英雄的崇敬情感，但罗丹却以表现当时

人物所遭遇事件的忠实原貌，表现人物前往敌营屈从求全的

神态，并且坚持不使用台座的构想，以使原本高高在上的雕塑

“纪念意义”降下落在一般人所共同生活的土地高度上，增加

了人们感同身受英雄牺牲的精神力。罗丹说：“我原想将这些

雕像固定在加莱市政府楼前，直接安放在广场的石板地面上，

前后排开，仿佛是一组活生生的苦难与牺牲行列。我相信那

才会给人以极其深刻有力的印象。可是他们否决了我的方

案，非要一个又难看又多余的底座不可。”!直到 46%5 欧洲进

入艺术多元化的时期，历史尊重了雕塑家的意愿，把雕塑群移

到他最初设想的地点。随后，在巴黎费城和东京的《加莱义

民》群雕都逐一效仿。

!、将雕像置立于地面，像征着一切直接视觉，触觉经验的

革命。

罗丹早在 46#5 年起，在意大利学习研究米盖朗基罗雕塑

时就认为将雕像与观念之间的距离和所体现的祟高美，盖朗

基罗已做到了极致的程度。他要改变这种状况，消除传统雕

像与观念之间的界线。酝酿着将雕塑的台座抛弃，并将雕塑

人像做成与真人等大，使之更真实。让观念与雕像之间形成

零距离，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雕像的各个方向部位，选择各

种角度视点，去观赏想像。并可以在雕塑之间穿梭，形成接触

感并参与到作品中去，让观众产生亲身体验与心灵的感触。

这种设想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第一次。《加莱义民》这座

重达 !!"" 公斤的群雕终于实现了罗丹的构思和愿望，成为 !"
世纪艺术革命的里程碑。

五、结语

纵观罗丹的雕塑艺术和他对现代雕塑的影响，可以归纳

如下：

4、罗丹对传统的重新认识，促使了雕塑的大步革新。从

他早期的作品的发展轨道中寻觅到他以传统作为他前进的坚

实土壤。但他不拘泥与传统，以一种新的造型方法进行雕塑

创作，从主体情思和客观现实的独特艺术表现的规律中寻求

独特创意的真正艺术价值。他不受学院和古典程式的束缚，

在创作中大胆表现个性和自由创作的精神，正如傅雷在《罗丹

艺术论》中对他的评价：“他对雕塑语言的创新上，强调自主

地体现肌肉本身的运动节奏与表情，对前人学术有所发展，启

示来者，开启法门”"对于现代雕塑艺术家来说，罗丹是一面

旗帜，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门生马约尔、布尔德勒和德

斯比奥，布朗库斯等在他的影响下也成为西方雕塑史上一批

有影响力的雕塑大师。

!、罗丹将人性本源的艺术主题倾述于现实生活与创意之

间，创造出富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并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角

度，将传统模式彻底打破，创造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范型。满足

了观众的心理，视觉、触觉和内心深处的感受与精神互补。以

独具匠心的构思布局，从多种风格、材质和支座，将传统的模

式抛弃，使观众在自由地多角度、多方位选择观赏并参与其作

品之中。引导出现代艺术“多重视点”的出现。为 !" 世纪现

代主义雕塑打开了道路。他对小型桌上雕塑的创新显示了他

在雕塑艺术上的超前意识，尽管他的雕塑作品在当时受到诸

多方面的批评和争议，但这恰恰是对他在雕塑艺术上的前瞻

性的另一种诠释。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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