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图是指在一定量的空间内追求所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视觉

美感和心理经验 , 并安排和处理物象的关系和位置 , 即在有限的空

间内对描绘的对象进行组织和配置 , 将形体、线条、色彩、明暗等语

言要素统一组织成有机的整体。构造 , 则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

安排、组织和相互关系。无论是图形之间的组织 , 还是色彩和明暗之

间的安排 , 或者形与色之间的搭配 , 都是靠构图关系的杠杆来调节

的。艺术家为表现其画面的构造风格和创作意图 , 将要表达的人或

物以简化的形式、美的法则使各单元在参照构架中反复摆弄以达到

心理和视觉上的平衡 , 形成整体的结构图式来体现自己的意图。构

图不是绘画的目的 , 构图的任务 , 是尽最大可能阐明艺术家的构思

以实现画家观念和意图的物化。而通过强化构图的构造性 , 将更有

助于催生画面物象的严谨和整体统一。

拉斐尔确定了当时最为理想的圣母子绘画典型。他笔下的人物

端庄而富有情感, 崇高而又宁静。拉斐尔将圣母子形象世俗化, 将传

统的宗教题材理想化。独特的绘画风格使拉斐尔的圣母子作品在美

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不仅影响了继之而起的巴洛克艺术、新古典学

院派艺术, 同时更启迪着今日的一大批后学者。构图作为视觉艺术外

部经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在拉斐尔的绘画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而这种构图的构造性形式, 则贯穿于拉斐尔圣母子系列绘画的始终。

《卡尼贾尼圣母》是拉斐尔佛罗伦萨时期的圣母作品, 构图形式

具有典型性, 是形式组合的杰作。拉斐尔抛弃了以往人们在绘制圣母

子题材中采用的将形象理想化的创作手法, 转而采用写实的手法, 即

将神圣的圣家族世俗化, 忠实地表现对象的外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画

面布局的饱满沉稳和人物形象的雅致柔美在这幅画中得到了体现 ,

这应大大归功于构图形式。《卡尼贾尼圣母》是构造性构图的佳例,

画面采用了金字塔形构图, 将复杂场景简化为单纯清晰的几何学对

立, 以圣约瑟的头部为等腰三角形的顶端, 圣母和圣约翰母亲的右膝

为三角形的底部两端, 金字塔形构图加强了形象的高度集中。画面人

物两两相对, 圣母玛利亚、圣约瑟和圣约翰的母亲使画面形成呼应和

节奏, 而通过人物眼神的交流更是加强了这种节奏。在这组三度空间

的绘画构图中, 金字塔不是平面的, 而是立体的。在大金字塔的内部,

又构成了一组组的小金字塔形。画面的巧妙经营迫使构图中心集中

到了画幅中央的小基督和小约翰身上, 有效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

图。圣约瑟向下俯视的动作, 引导观者将视线凝聚于画面的中心, 同

时, 玛利亚俯视的眼神由于受到了圣约翰母亲向上仰视圣约瑟这一

动作的呼应而在画面中得到了回应。拉斐尔同样利用了明暗关系进

行构图, 在前景中着衣的三位长辈形成了一个总体的暗调子, 而裸体

的小基督和小约翰则成了前景中的受光部。以黑衬白, 作者再次引导

观者将视线锁定于画面中央, 风景作为背景也并非独立存在, 前景中

不再有文艺复兴早期僵硬的线条, 也没有过于尖锐的角度, 优美的曲

线构成了一组组交错的充满韵律的线的形象。

《卡尼贾尼圣母》 已经显示出贯穿在拉斐尔天赋中的某种特

征: 形象洋溢着诗意 , 线条流畅圆润 , 具有节奏感。从这一作品中 , 年

轻的拉斐尔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已经显示出作为文艺复兴盛期艺术

家的品质。这种品质表现在形象的和谐上 , 表现在造型处理的高度

集中上 , 表现在艺术手法的运用近于本能的感受上 , 更表现为日趋

严谨的构图的构造性上。

与静态的《卡尼贾尼圣母》不同 ,《西斯庭圣母》在构图的运用

上则透露着一股动势。为加强圣母前行的动态 , 画面采用了大量的

长线条 , 轮廓单纯而有节制。画中人物的配置倾向于金字塔形 , 加强

了画面的稳定感 , 突出了圣母的庄严气质。画中人物之间相联系构

成了一个近似的圆形 , 而每一个独立人物的边线又都是由大小不等

的弧形构成的 , 形成了一个个类似的椭圆形 , 构图显得稳重而又柔

和。而人物眼神的交流再次在画面中贡献了力量。教皇向上凝视圣

母的眼神与巴尔巴拉向下的眼神互相平衡 , 教皇向外的手势与巴尔

巴拉向内的手势互相平衡。作为中心人物的圣母是唯一的站立着的

形象 , 圣母同时又是作为画面中的唯一的一个正面形象出现的。拉

斐尔加强了圣母的背景明度 , 使圣母突出于画面 , 而其他所有的人

物则被约束到画面的边缘 ; 其次 , 教皇和巴尔巴拉跪地的动作有效

地减小了次要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比例 , 通过对画面人物的安排 ,

圣母作为中心人物的特征再次被渲染出来。

此外 , 拉斐尔在处理《西斯庭圣母》画面力量的平衡方面是含蓄

而有节制的。在纵向上, 画面左侧的人物重量似乎大于右侧, 然而, 借

助简单的辅助物体和动势, 画面仍旧洋溢着和谐的平衡美。右侧加大

了的绿色的帘子、圣母身上翻腾着的披风、教皇向右扬起的衣角、巴

尔巴拉向右扭曲的头颅, 无不说明了这一切都是刻意经营的。右侧背

景中露出的一小块建筑物更不是无中生有或灵机一动的产物。底部

的两个小天使不仅填补了画面前景的大片空白, 在画面平衡上也同

样具有积极的意义。该画从水平方向将画面进行分割, 同样能得到耐

人寻味的答案。圣母形象的刻画和位于其两侧的教皇和圣徒是截然

不同的, 借助连接教皇的头顶和圣徒的头顶的水平辅助线, 将更有助

于我们理解画家的意图。圣母首先被分解成上半身和下半身两个单

独的团块, 下半身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 只简单地交代了外袍的皱

褶, 省略了大量装饰性因素。教皇和圣徒则不同, 教皇宽大的外袍上

装饰性纹样较多, 巴尔巴拉着装更为繁琐, 服饰上的元素分布也更为

平均, 他们都是作为单独的团块出现的, 对比性也较弱。这又无疑给

突出圣母形象创造了条件。正面的圣母怀抱着四分之三正面的小耶

稣, 这一动态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容, 内容的丰富诱发出光线的多

变, 而多变的光线又加强了画面的变化性。上紧下松, 左直右曲, 既强

烈冲突, 又和谐统一。一繁一简两个团块的对比引领观者将注意力集

中到了焦点上, 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对构造性法则的严格遵循不是文艺复兴早期艺术的特征 , 但文

艺复兴盛期对法则的应用却无处不在。拉斐尔绘画的特别之处在于

垂直线和水平线的广泛使用 , 它们被用以支配画面。画面的诸要素

围绕着中央轴线组成和谐的构图 , 以取得画面两半部分的平衡。拉

斐尔对垂直线和水平形式的偏爱是和界限、秩序、规则的需要呼应

的。人物形象的匀称也从来没有像拉斐尔那样被强烈地感受和表现。

垂直线和水平线的对立与独立的比例也从来没有

构造性

———解析拉斐尔圣母子绘画构图

[摘要]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三杰之一 , 其圣母子绘画艺

术的构图风格 , 是严谨地安排、明确地坚持古典绘画法则的构

造风格 , 其构图形式稳定、和谐、严谨 , 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时

期绘画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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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31 页) 比拉斐尔更强有力地受到推崇。在作品的各个

方面, 拉斐尔都力求掌握稳固和持久的形式要素。综观拉斐尔不

同时期的绘画作品, 我们发现他画中的每一个方向都有其对立的

方向, 每一种光、每一种色都有其补偿的一面, 无处不显示出对互

补和呼应法则的尊崇。

个案的研究只有体现一般规律时才有价值 , 当对拉斐尔其

他作品的研究以如上两幅作品为参照时 , 这种构造性风格的趋

同性更能得到明晰的显现。几乎所有的圣母子像构图形式都与

如上的两幅作品有着很大相似性 , 不论是在《金翅雀圣母》还是

在《草地上的圣母》中 , 始终洋溢 着 这 种 风 格 的 构 造 性 。 甚 至

《雅典学院》和《驱逐赫利奥多罗斯》这些大型湿壁画也仍然是

对圣母子系列绘画构图形式移植后的变异。拉斐尔的构图风格

就是严谨地安排、明确地坚持法则的构造风格 , 画面构成集中 ,

每种元素都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 具有必然性和绝对的不可

更改性 , 即任何元素都不可从原来的位置上随意更改或移动。

( 责任编辑、校对: 罗冰)

七世纪荷兰室内画的发展也不例外, 家庭在人们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反映了社会价值判断与解构的依据, 这样家庭成了决定艺术的形式,

荷兰的建筑、绘画和音乐无不是提供给中产阶级享受与消费的。艺术

家最终在社会生存的层面上找到了艺术的归宿, 在家庭的复杂情境

中获得了共同的潜在力。加尔文教虽然表现出极端的简朴, 但是荷兰

人天生的感悟力和对物质的真诚追求 , 使他们摆脱了这一教义( 当

然, 他们在物质的享受和美学上的享受主要局限于家庭之内) 。

在视觉艺术的再现中 , 图像对荷兰人家庭生活的解构要么是极

端的美德 , 要么是极度的堕落。扬·斯泰恩在其老师阿德里安·凡·奥

斯塔德的影响之下 , 所描绘的世界仍然来自于居家生活这一母体 ,

《乱作一团的家庭》试图理解那种狂乱喧闹之后 , 乱哄哄的家庭景

象 , 其中撒落在地上的纸牌、牡蛎、奶酪和父亲的帽子 , 抛开画面中

的主题人物 , 亦可领悟到伦理约束下的家庭 , 似乎处于危险之中 , 在

这种话语中被烟草薰蚀的父亲、劳累得昏然入睡的母亲、演奏吉他

的轻佻的女子、尚未懂事的孩子以及可爱的小狗 , 至此 , 伦理的意义

和社会的意义融合起来了。今天人们依然把这种狂乱喧闹之后的场

景称为“扬·斯泰恩的家庭喧闹”。

扬·斯泰恩的许多室内画大都汇集于他最重要的主题———家庭

喧闹 , 他所创作的图象都试图为观者提供思考的材料 , 并向观者展

示那些由社会中固定角色所引起的欲望和渴求、伦理与道德的冲

突。从《男人的生活》到《女病人和医生》以及《害相思病的妇女》,

在杂乱无章一片狼藉之中 , 男人放纵的娱乐打破了餐桌上的宁静 ,

仿佛提示着人们行为的愚蠢可笑。尤为深刻的是居家妇女的世界

中 , 那种家庭的亲切感、自足感彻底瓦解 , 家庭主妇身心的病患等待

医生的救治。在家庭领域里 , 社会习俗、道德准则已经退化为仅仅在

心理上给人以约束。这是一种带有社会及心理推断的图像 , 无疑地 ,

它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

在盖拉尔德·泰尔·博尔赫那里 , 现实的主题仍是具体的视觉材

料 , 作品的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都应予以仔细的观察和适度的注意 ,

细节常常成为激发思考过程和强烈情感反应的视觉语义。《为狗捉

蚤的男孩》如同需要食物一样呵护心爱的小狗 , 画家把人的行为的

某些层面———高尚的、文雅的 , 归结为人性的显露 , 使之融入到真实

的世俗世界中。

事实上 , 室内画的社会语境与荷兰人相互之间的亲密感缩短了

现实与艺术的距离 , 但是室内画艺术又比普通荷兰人室内陈设存在

着更为生动、更为独特的文化渊源 , 它的特点就是要清楚地看到生

活中的画卷 , 或者是将现实缩小了的图像。

盖拉尔德·泰尔·博尔赫企图以极端的方式来醒世 ,《一对在室

内跳舞的夫妇》《信》《三重奏 : 女歌唱家和双头诗琴演奏家》等作

品最大限度地与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相适应 , 把现实描绘成一种特

殊的图画 , 使复杂的视觉经验融合到一种均质的形式内 , 图式的效

果大部分是由其表达的直接性而达到的 , 其中有关日常生活和情节

片段 ,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路线 , 作为对现实

进行创造性诠释———人物总是从他们坐着或站着的位置来确定与

室内空间的整个戏剧过程 , 所以十七世纪荷兰室内画往往是在一定

的角度里 , 更精确地表现一种情景式的过程 , 以至于艺术的方向具

有划时代的社会意义 , 从而加速了时尚和艺术趣味变化的速度 , 使

之渗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如果要探询荷兰室内画从审美鉴赏到社会功能的转换, 那就是艺

术家将生存的空间注入了画面, 并将他们的美德流露其间并流传下来。

彼得·德·霍赫的作品让我们明白, 室内画如何捕捉人物和社会

环境的共存关系, 很自然地, 人物的面孔即刻以图式的形式透露了一

种新的、无可度量的意义。因而艺术家成为这一时代的诠释者。

霍赫的作品在各种基本特征上, 都与维米尔有着相同的美学品

质。《院中召唤孩子》和《母女》描写了安逸的居家生活, 柔和的光线

和颤动的色彩总能引导观者的目光, 家庭主妇、孩子、狗、荷兰式的门

窗以及光洁的木器表面和磨光地砖映射着的富裕景象。“他们从不忽

视这个特点 ; 他们通过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的审美特

性。”[4](p315)他们注重实际, 毫无造作的姿态, 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

能阅读它。但是人们应当承认, 由于室内画确切复录社会生活, 从而受

到同一时代的热情关注,“现实顺应大众及大众配合现实, 都是无可

限量的进程”[5]( p64) 。《称金币的妇女》就是靠真实性与现实互相联

结发挥作用的, 这里图式话语的介入, 述说着生活富裕景象背后与社

会的关系, 少了这一过程, 任何室内画的建构必然将不够明确。

在十七世纪荷兰艺术发展的过程中 , 专事室内画的艺术家们不

断扩展了他们的创造范围 ,“艺术作品就好像一个窗户 , 通过它人

们可以观察到窗外的世界”[6]( p6) , 他们更加融入到了真实的世

俗世界 , 处身其中 , 获得一种敏锐的感受 , 对荷兰世俗化艺术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 他们的作品集中表现了那些看起来像是日常生活

的东西 , 展示了日常生活片段 , 这是一种带着狐疑心理的图像模式

成功地展现了许多真正的瞬间现实 , 并在大众语言的转换中 , 深深

触及到了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 , 这种图式语言的社会化功能的实

现 , 同时又显示了它对艺术的影响。

所以, 室内画将高度描绘性的视觉刺激与真实的社会现实结合在

一起, 将具有某种固定意义的历史场景转换成现实的社会语境, 他们的

主题就是由图式话语显现出的世界的意象, 正是这些话语又构成了画

面及其内在的语义场。从约翰内斯·维米尔、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

扬·斯泰恩、盖拉尔德·泰尔·博尔赫到彼得·德·霍赫, 这里的视觉图式

结合了日常生活的具体物质和社会形式, 从而成为室内画的一种标记。

参考文献:

[1]( 法 ) 皮埃尔·库蒂翁著.啸声译.佛兰德斯与荷兰绘画[M].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2]曹意强.艺术与历史[M].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3]( 德) 克劳斯·霍内夫著.李宏 , 藤卫东译.当代艺术[M].南京 : 江苏

美术出版社,1995.

[4]( 美) E·潘诺夫斯基著.傅志强译.视觉艺术的社会含义[M].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 德 ) 本 雅 明 著 .许 绮 玲 , 林 志 明 译 .迎 向 灵 光 消 逝 的 年 代[M].桂

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匈 ) 阿诺德·豪泽尔著.居延安译.艺术社会学[M].上海 : 学林出

版社,1989.

( 责任编辑、校对: 刘绽霞)

十七世纪荷兰室内画的社会语境 / 潘 勇 33



Abstracts :
Sym bolized Art of Ancient Pain ted Potter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 in

BAO Lijun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 l economic deve lopment in Neolithic period has crea 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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