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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殿堂

毕加索(Picasso,1881-1973)是20世纪西

方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在他70多年的艺术生涯

中，从未放弃过对艺术的创新与尝试，在艺术

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毕加索是绘画的天

才、是多产的艺术家，是一个时代的传奇。毋庸

置疑，毕加索是20世纪最大胆、最有争议的艺

术先锋。正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先锋带领我们走

近“万花筒”般的艺术新世界，他在不经意间变

换艺术的模样，让我们惊叹、称奇，不忍离去，

直到不经意地对这位 “魔术师”着迷。

看到毕加索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很难

“读”懂，但我们会被他作品中变化多端、流畅

自然的线条所吸引。绘画如音乐，当我们把线

条当作音乐来聆听，有助于我们走近毕加索，

走近他的艺术世界。

一、线条变化的“节奏性”
毕加索作品中线条的运用具有节奏性。

毕加索绘画艺术中线条的节奏[1]性通过线条

的粗细和虚实的变化得以体现。

线条的粗细变化体现出节奏性

《镜前的姑娘》[2]是毕加索于1932年创作

的，也是他在30年代中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这

幅作品倾注了毕加索强烈而深厚的感情，变形

的意象和艳丽的色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惊艳之

感。 

在《镜前的姑娘》这幅作品中，毕加索用

粗野的线条来勾勒少女裸露的人体。虽然少女

的轮廓线多是运用粗线条，但是也体现出了线

条的粗与细的变化。比如，在这幅作品中，少女

颈部的线条比较细，而背部和腰部的曲线线条

比较粗，正是线条由细到粗的变化，进而勾勒

出的少女轮廓才更加优美动人，才使她的体态

更加鲜明、突出。所以，线条的粗细变化能使画

面表现的物象更加突出、鲜明，使画面有起有

伏，更具生机与活力。 

线条的虚实变化体现出节奏性
毕加索于1906年结识了野兽派的泰斗马

蒂斯，从此迷上了非洲雕刻，并将其艺术精髓

揉合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中去。此外，在此期间，

毕加索还受到塞尚的深刻影响，因此创作出了

《头像》[3]、《医学学生头像》[4]、《亚威农少女》

[5]等一系列的作品。

比如，《头像》、《医学学生头像》，这两幅

作品都具有典型的雕塑性质，都是对创作形象

进行了扭曲变形，这种创作手段在当时也是一

种大胆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作品中

都有虚实线条的变化运用。在《头像》这幅作品

中，画面中用来勾勒脸部的线条多是用实线，

而耳部、头发乃至颈部的部分都是混沌的，只

是用虚线涂抹带过。正是线条的虚实结合，才

使作品中人物的脸部在混沌的背景中得以凸

现出来，使脸部成为画面的重点，从而使整幅

画面有主有次，层次分明。在《医学学生头像》

这幅作品中，脸部的轮廓线比较模糊，而突出

了人物的眼部和耳部。正是这些平抹般的的虚

线与黑色的实线相结合的运用，才使画面有虚

有实，从而凸现出画面强调的主要部分。

然而，无论是线条的粗细变化还是线条

的虚实变化，都与音乐中强弱拍的结合是相似

的。粗线条与实线条就如同音乐中的强拍，反

之就如音乐中的弱拍。就像在曲子中，只有强

弱拍相互结合才能使曲子呈现出轻重缓急、变

化多样的姿态，也正是由于有了强弱的变化组

合，才能凸现出曲子的主题部分，进而使整首

曲子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通过以上对毕加索作品中线条运用的剖

析，就可以发现并证明线条变化中体现着音乐

的节奏性。

二、线条流动的“旋律性”
毕加索作品中的线条流动具有旋律性。

其中的线条的流动与音乐中旋律构成在强调

对比、艺术表现力方面都有着及其相似的共

性。

线条与和弦在强调对比效果上是一致的
线条对比与和弦对比在线条构图与旋律

线构成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表现程度的时

强时弱而已。

在线条构图中，线条流动的曲直变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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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画面强调对比的结果。

比如，毕加索在超现实主义时期创作的

《自我陶醉的女人》，这幅作品中女人的形象绝

大部分是用曲线描绘的，但是背景却用了一些

直线作为衬托，这样才使整幅画面有曲有直，

进而增强了整幅画面的对比效果。此外，还有

这一时期的《梦》、《女主角》等作品都是将曲线

与直线结合运用，使得画面整体既有线条的起

伏，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正是这些曲线与直

线的对比映衬使画面形象更加生动有趣。

同样在音乐中，强调和弦反向、斜向进

行，这样组成的旋律才会跌宕起伏、富于变化，

从而使旋律有起伏，进而增强了音乐的新鲜感

和表现力，避免了旋律的单调与乏味。同样也

要避免和弦进行的无变化、无对比所造成乐曲

中无主题、无快慢、无高潮现象的出现。

此外，线条的粗细与虚实的变化，也体现

了对比的效果。如同在绘画作品中，线条只有

有了粗细或虚实的变化，才能使得作品中表现

的物象更加突出，整个画面才能层次分明。

线条流动与旋律进行在表现力上是一致
的

线条是绘画构图的基础，旋律同样也是

音乐作品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绘画中，当画

面要表现人或物动态活动的情况下，线条多是

动态的、向上升起的。

比如，毕加索创作的《马上的姑娘》，整幅

画面无论是正在奔驰的骏马还是坐在马背上

的女孩，都给人以奔跑的感觉。这种奔跑的感

觉是运用线条的向上流动来刻画的，比如像马

儿抬起的前蹄、女孩手中扬起的鞭子，这些线

条都是向上升起的。

还有毕加索于1946年创作的《生活的欢

乐》，在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女神还是怪物，他

们都兴奋地手舞足蹈，而刻画这些形象的线条

也多是上扬的、向上升起的。同样，在音乐中，

当旋律多是明亮的大小三和弦或大小六和弦

占优势的情况下，那么旋律线多是上扬的。同

样，在音乐中，当旋律多是明亮的大小三和弦

或大小六和弦占优势的情况下，那么旋律线多

是上扬的。

此外，毕加索在1901——1904年(“蓝色

时期”)这一时期，他承受着失去好友卡萨赫马

斯的巨大痛苦，并亲眼目击了下层小人物生活

的艰辛与困窘，因此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角大部

分都是形象消瘦、目光呆滞的劳苦大众。比如

《熨烫衣服的女人》，画面描绘的是一个下层的

劳动妇女熨烫衣服的情景，画面上的线条多

是向下的，无论是她手臂的线条还是呆滞的

眼神，都是向下流动的。还有毕加索在这一时

期创作的《一个盲人的早餐》，画中描绘盲人的

线条多是向下或者横向流动的。同样，在音乐

中，如果旋律中要表达悲伤、忧愁、无奈的情感

时，旋律线通常也是下滑的;如果旋律是表现

沉静、柔和、暗淡的情感时，旋律线也多是趋向

论毕加索作品中
线条的音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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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出这场爱情悲剧的凄凉和洪烈。

4、“渐”字的妙用
前面谈到在进行歌曲的艺术表现时，如

何去表达丰富的歌曲内涵，以及怎样用不同的

音色去表达不同的情感，那么如何使感情的发

展升华，或是不同的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衔接更

趋于自然完美呢?这就必须做好一个字——

“渐”，即音符上面的“渐快”、“渐慢”、“渐强”、

“渐弱”等这些常见的力度符号或文字。它们在

表达丰富歌曲情感和细微的感情变化时，使其

更细腻，在不同情感交替转换时，使其更统一

也更完美。

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具有很强艺

术感染力的抒情歌曲。作者在歌曲的第三乐段

中运用了大量的渐强、渐弱去再现第一乐段的

主题，我们在演唱时如能充分地发挥这些渐

强、渐弱的表现力，就能使歌曲的旋律更加舒

展、起伏，情绪更加高昂、激动，从而表达出主

人公对党深厚真挚的感激之情。

又如《岁月悠悠》中最后的结束句“旧情不

堪重回首”中最后一个“首”字，演唱时这个拖

音一定要尽量融合在尾奏的旋律中并逐渐弱

下去直至消失，并且眼神也表现出很迷茫的样

子慢慢飘向远处，仿佛岁月在追忆中悠悠地远

去⋯⋯

总之，要做这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几年

如一日的练习，其中还涉及到对声音技能、技

巧的要求，才能与情感融合在一起，更能完整

的去表达歌曲的意境。

5、各种对比手法的关系
5.1快、慢关系

当我们唱比较快速、活泼的曲子时，内心

应有稳定感，强调旋律的流畅和连贯，不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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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快就一拍紧似一拍的往前赶，这样就显

得紧张和慌乱，以至于失去了旋律的美感。越是

快的歌曲，越应以句子为小单位，在交代清楚每

一乐句的思想前提下，把它一气呵成，以完整、

优美的线条表达出歌曲的感情。例:《姑娘生来

爱唱歌》这首歌速度为“快板”，其中“噻啰噻啰”

的歌词比较多且非常快，这就要气息跟情绪的

稳定和“落”，再带上姑娘们爱唱歌和会唱歌的

那种比较活泼、火辣、且自豪、外向的小姑娘情

绪，歌曲情绪就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同样的，唱慢曲子时也不能因为它速度

慢而一拍拖着一拍唱，显得沉重而无表现力。

例《岁月悠悠》是一首慢板的歌，在演唱时应带

上回忆故友、追忆情谊的情感加上旋律线条

的流动感向前推进，以饱满的热情融入到歌曲

旋律中去，情感越深，就越有韵味，且不显得拖

沓。

5. 2强、弱关系

我们在《基本乐理》中就学到过各种拍子

的强弱规律，因此在歌唱时只有做到强弱分

明，才能使曲子具有一定的律动感，但是我们

在实践中时，总是唱得强有余而弱不足，有的

甚至是把强弱给唱颠倒了。如《大森林的早晨》

中歌曲开头的前两个字是从弱拍起的，而多数

人都没有太在意，只认为开头就是要唱成强

蝗，这样的话就破坏了歌曲的强弱规律。当然，

强音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样强的，例如:唱一

个延音的强音时，它都有一个由弱到强，或由

强到弱的过程，因为在唱的过程中得有一个感

情情绪由内而外的深情铺垫，这样唱出来才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强音需要弱音的铺垫，弱音

也需要强音的衬托。就好像生活中矮的能显出

高的，胖的能衬出瘦的，红花需要绿叶的衬托。

5.3高亢与低回

我们在演唱一首歌曲时，它们的线条(包

括旋律线条和情感线条)都是高低起伏、连绵

不断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歌曲情绪的变化使

乐段(乐句)与乐段(乐句)之间的情绪变化得到

充分对比而更有感染力。试想，我们在唱一首

歌，从头开始就觉得他唱得很亢奋，恐怕一首

歌唱下来，唱者气喘息息而听者索然无味。只

有做到适当的的对比，才能对歌曲进行完美的

表现。

综上所述的各种方式方法，虽然它们的

表现手法都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更完美的去进行歌曲的艺术表现和

思想感情的表达，但是它们绝不能截然分割

的，各种手法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是不

同的歌曲在处理手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

我们在演唱任何歌曲时，都应该各个方面都考

虑到，很好的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去处理好每一

首曲子、每一首歌曲，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歌曲

的思想感情，去打动每一个听你歌的人，那么

你便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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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的方向，比较舒缓。

由此可见，无论是线条还是旋律线在表

现情感时，其构成有着突出的相似性。

三、结语
“绘画如音乐”，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与

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两者虽属艺术门类中的

不同学科，但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相通性与共性

的。从毕加索的优秀代表作品出发，以线条变

化的“节奏性”和线条流动的“旋律性”为两个

方面，探寻了毕加索作品中线条表现出的音乐

之美。正是鉴于对绘画与音乐的同构研究，证

明了绘画中有着典型音乐因素的存在，进而使

得绘画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在相互融入的同时

形成一种有机联系，从而开拓了艺术表现领域

的新境界，为绘画艺术和音乐艺术的长期发展

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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