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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史前艺术
（约公元前 3 万年 ~ 公元前 2000 年）

在众多早期社会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艺术具有某种魔力，它或者具

备特殊能力，或者能够召唤灵魂。史前艺术中，仅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现已

发现的例子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结构和宗教观念，这些观念很可能在数千年前被普

遍接受，但现在我们只能猜测得到。

艺术的产生要早于文字记录，因此我们无从知道现已发现最古老

的艺术作品是否是其时代的典型代表，甚至也无法确认它是否为艺术作

品。我们能够确认的最早的艺术作品来自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约公元

前 1.5 万年 ~ 公元前 1 万年间。那时，人类在洞窟壁和岩石壁上绘画、

印制、刻画各种动物和狩猎场景、手印以及图案等。

石器时代通常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约公元前

75 万年 ~ 公元前 4 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4 万年 ~ 公元前

1 万年）、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1 万年 ~ 公元前 8000 年）以及新石器

时代（约公元前 8000 年 ~ 公元前 1500 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以狩猎

和采集为生，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则已经发展了农业，因

而增强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尽管各个时期史前艺术的风格和主题都在

变化，但其基本的观念延续不变，那就是艺术创作具有某种魔力或者能

够预测未来。

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 75 万年 ~ 公元前 4 万年 约公元前 4 万年 ~ 公元前 1 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包含数次冰河期和间冰期的时期。

在此期间，人类发明了石制工具，影响了艺术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欧洲出现了已知最早的洞窟壁画、手印和小

型丰产雕像。最早的大洋洲艺术绘制于澳大利亚各地的岩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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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大厅”

在洞窟洞壁和洞顶上，画满了实物大

小的动物图像，包括野牛、马和鹿等。当

时，人们将红色和黄色的赫石以及棕土、

木炭、白垩等在石头调色盘上碾压成粉，

然后用动物油脂调和，最后用手指、骨

块、树枝、苔藓或毛刷等在洞壁和洞顶上

作画。众多壁画可能是以死去的动物为模

特。这些图像的写实风格、频繁出现的动

物中箭或中矛主题、随意重叠的处理以及

位于洞窟最深处的位置等都表明，当初人

们是将绘制这些图像的过程视为进行一个

魔法仪式，以期帮助自己成功狩猎。

洞窟壁画，拉斯科洞窟，约公元前 1.5 万年

约公元前 1 万年 ~ 公元前 8000 年 约公元前 8000 年～约公元前 2000 年
中石器时代　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农业开始发展。在印

度、阿尔及利亚及撒哈拉地区，出现了岩石壁画；在中国、

法国、德国、斯洛伐克、捷克、伊朗，出现了陶器

新石器时代　陶器生产进一步发展，丝织生产在亚洲出现，最

早的巨石建筑完成。古埃及人和古苏美尔人创造了文字。在墨

西哥出现奥尔梅克的石刻艺术，包括巨石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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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俄罗斯和蒙古国等处发现的

洞窟壁画是最为知名的史前艺术。这些壁画的创作距今约有 1 万到 3 万

年。当中，最精彩的是位于法国西南部拉斯科的洞窟壁画：两个巨大的

洞窟内约有 300 处壁画和 1500 处刻画。尽管那时的艺术家是在洞窟深

处的黑暗中进行创作，但所有壁画都非常生动，证明创作者熟练掌握了

表现透视、形态和运动的技艺。现在，人们一般认为，绝大多数这类史

前艺术为某种仪式而准备，旨在为社群或个人寻求好运或者影响未来。

丰产与食物　超自然的力量也被认为可以附着在雕像上。最早的雕

塑作品由象牙、石头或粘土制成。在奥地利发现的由石灰石雕刻而成的

小型女性雕像，高约 11 厘米，制作于约公元前 2.5 万年，被称为维纳

斯雕像。它们与在欧洲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雕像被认为是用作祈求丰产

的象征。

超自然力量、迷信和宗教　对于史前艺术的阐释迄今依然众说纷

纭。在一些洞窟壁画前，可以发现众多脚印，这说明当初人们在洞窟内

进行宗教集会，而壁画则显然被视为具有保护人们免受自然力量或邪灵

侵扰的力量。旧石器时代绘画对人的描绘并不常见，仅有的描绘也非写

实，因此当时的艺术家可能相信，通过作画能够捕捉灵魂。由于他们试

图对赖以维生但不稳定的食物来源施加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希望与周围

存在的不可见的力量维持良好的关系。作画就是他们认为的掌控自身命

运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信仰神灵或是某个至高的存在，但

他们相信通过艺术可以激发出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则相当明显，并且这种

观念延续了数千年。

到了中石器时代，艺术家开始更多地在户外的岩石上而非黑暗的洞

窟里作画。绘画变得更具风格，人的形象也出现地更为频繁。当中，人

从史前时期到现在，绘画在根本上并未发生改变。它帮助了人与世界

的沟通，并借助魔力而获得生命。
——基思·哈林（Keith Ha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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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被抽象化了，而男性则常常被描绘为武

士。这时，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控制者而非受制

于环境，相应地表现在艺术上就是，他们将自己

描绘成充满自信的行动者，而不是完全关注于那

些猎物。

功能与形式　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步定居下

来，并且由狩猎改为耕种，开始种植植物，饲养

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巨石建筑，如英格兰

南部的巨石阵和爱尔兰的贝尔堤尼巨石圈，它们

因石块的排列具有天文学意义而闻名。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建筑如何建造

而成，最初人们建造这些建筑时的观念（特别是这些建筑被后人用于不

同用途）迄今也依然成谜。已有的各种解释将它们视为治疗胜地、埋葬

墓地、日月崇拜的神庙、祖先崇拜的祭坛甚或是巨大的天文历，不一而

足。比如，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建成后的最初 500 年间，这些巨石阵曾

用作墓地。人类将自身与日月的联系理解为同超自然力量的沟通，则更

是早已有之。

持久的信念　艺术出现之初的观念一直流传了数千年。从古至今，

在众多不同的艺术运动中都有一种共通的信念，那就是一旦被创造出

来，艺术就具有某种魔力。这种魔力能与现世或后世当中某种更高的力

量相沟通，并且人们相信通过利用静态图像将自身体验加以抽象或重现

的方式，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世界。由于对此没有文字记录可供证实，我

们对于史前艺术背后观念的总结都只是猜测，但是诸多证据，如史前艺

术被发现的场所、表现的主题及其再现方式，都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可能

性：即史前艺术服务于精神上的目的。

女性艺术家

通常，人们认为史前洞窟壁画画

家都是男性。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

是，这些技艺高超的画家之中可能包

括女性。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许多

壁画艺术家的确可能是女性。这也就

意味着，在史前社会，女性的地位远

比我们之前想象的重要。

艺术具有某种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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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古代文明人一样，古埃及人深信魔法，认为只有愉悦神灵才

能得其庇护。因此，在进行绝大多数艺术创作时，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

观念。相信来世则是古埃及宗教的核心信念。

死者的艺术　古埃及艺术大多是为陵墓创作的，而非供生者欣赏。

因此，虽然这些艺术在我们看来颇具魅力，但这并不是它们的本意。

之所以创作它们，其实另有目的。对此，可从古埃及人对雕刻家的称

谓——“让人不死的人”——中窥见一二。古埃及艺术家的职责不是装

饰生活，也不是为生者祈求好运，而是帮助（富裕的）死者获得来世，

并进入诸神的世界，在那里享受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陵墓里不仅

有描绘各种日常用品和死者生前生活场景的绘画或浮雕，也包括再现死

者生前形象的大小雕像，还有死者生前周围家人和奴仆的形象。古埃及

人相信，陵墓一旦关闭，这些绘画、浮雕或雕塑就可以变成实物。比

如，在有需要的时候，奴仆的形象会变成真人去服侍主人。

02　古埃及艺术
（约公元前 3000 年 ~ 公元前 30 年）

古埃及文明延续了约3000年，在这期间，古埃及艺术几乎没有改变。早期的古埃

及艺术家发展出了一套如何刻画事物的体系。这套体系得到了之后的艺术家的完整传

承，成为了艺术再现的法则，没人可以偏离这些法则或在作品中加进个人的东西。

大事年表
公元前 2575 年 ~ 公元前 2467 年 约公元前 1991 年 公元前 1500 年 公元前 1540 年

王室陵墓中首次出现宗教性质文字 绘画和雕塑采用的网格手

法得到确立

第十八王朝时期，艺

术创作空前繁荣

埃及神祇开始在绘画中

济济一堂，以强调诸神

间的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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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陵墓壁画

皇后奈费尔提蒂的陵墓是新王国时期典

型的王室陵墓。陵墓中装饰着各种宗教文字

以及再现皇后生前生活的彩绘浮雕，旨在帮

助她顺利抵达另一个世界。下面这幅绘于约

公元前 1255 年的壁画表现的是她在下棋，

运用了传统的再现手法。比如，上身躯干和

眼睛从正面加以刻画，而四肢则从侧面进

行表现。棋子也是从侧面表现，这样能给出

最清晰的样子。壁画上的象形文字是一个咒

语，用于将奈费尔提蒂变形为一只鸟，以帮

助她脱离肉体，开始死后不朽的生活。

“皇后下棋”，奈费尔提蒂陵墓，底比斯，约公元前 1255 年

公元前 1352 年 ~ 公元前 1336 年 约公元前 1336 年 ~ 公元前 1327 年 约公元前 1326 年

阿克那顿统治时期，迁移首都，变革宗教和 
艺术

图坦卡蒙统治时期，将首都迁回底比斯 古埃及的艺术和宗教

恢复为原先的神祇、

信仰、法则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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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体系　艺术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平实清晰地反映事物，因此，

古埃及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示意图。这其中，个人的阐释、观察现实而

来的描绘、想象性的装饰或者任何其他对法则的偏离都被严格禁止。相

反，古埃及艺术家经过长期的学徒训练，已经将严格的再现法则熟记于

心，并运用于每一处绘画、浮雕或雕塑当中。古埃及艺术的形式看上去

简单，但在每一个元素严格规整的摆放当中，都暗含着相当复杂的均衡

感与和谐感。这样做原本是为了避免引入风格化和含糊之处，但古埃及

艺术却因其持续不变的再现形式，形成了一种鲜明独特的设计风格，被

后人所景仰和大量模仿。

创作手法　古埃及艺术家遵循一套成系统的创作手法。在绘制壁画

时，他们首先在墙壁上用红色的弹线绘出网格，然后根据莎草纸上准备

好的图案在墙壁上绘制轮廓图，最后再在轮廓图中填上鲜艳的单色调颜

色。当中，并没有尝试去表现深度、透视或肌理，所有事物都从最能表

现其特征的视角得以刻画。浮雕的创作手法大同小异，雕塑也是从打好

网格的材料开始雕刻，同样遵循严格的再现法则。雕像可以为逝去国王

的灵魂提供容身之所，因而如果雕像由坚硬的岩石雕刻而成，相应的容

身之所也将历久不坏。

刻画法则　在古埃及艺术中，人物的四肢和面部器官都从最能表

现其特征的视角进行描绘，而人物的重要性则通过尺寸大小来体现。比

如，男主人比他的妻妾要大，而男女主人又要比他们的奴仆大。通常

女性被刻画成顺从的形象，并施以淡黄色；男性则被赋予更为主动的角

色，颜色也是更深的暗红色。在描绘诸如树木、房屋或船只等物体时，

视角为平视，而在描绘河流或鱼类时，视角又变为俯视。对两千多个神

祇的形象也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绘画中，也常常包含各种人们相信能被

（埃及）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地方：美妙的事物在尘土中熠熠生辉。“ ”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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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理解的符号，如金甲虫（代表创造）以及蛙和鸭（代表丰产）等。通

常，坐像将双手放于膝上，而立像则是两脚前后分开。与绘画和浮雕一

样，雕塑也遵循预设的法则而非见到的实际，因而王室的雕像中很少带

有本人的个性特征。显然，保持不朽远比自然写实重要。通过这种方

式，古埃及人相信可以放心地将死者（通常是王室，偶尔也包括最上层

的贵族）存放在陵墓内，而诸神则会理解所有的图像、祈祷、咒语和祭

品，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永生。

三大关切　古埃及艺术由始至终因循不变，没有早晚期之分，风格

的改变也仅有一次。可以说，最早期的艺术作品与后来的同样成熟，且

相差无几。这一切都源自古埃及文化中三个主要关切：宗教、死亡以及

遵从惯例。

法老阿克那顿

在约 3000 年的历史里，只有一位法老曾尝试改变古埃及的宗教和艺术，

他就是阿克那顿。阿克那顿信仰唯一神——太阳神阿顿，生命和光明的源

泉。他鼓励艺术家去关注生命而非死亡，去创作写实的、不受拘束的作品。

但是，他的变革并没有延续太久。祭司和掌权者都视他为异端，等到他死

后，在他的女婿兼继任者图坦卡蒙统治的时期，传统的艺术法则得以恢复。

不过，在阿克那顿时期创作的艺术作品，相较于古埃及其他时期的艺术，带

有更多的个性色彩。

艺术服务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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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80 年，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的入侵。在随后的近 30 年间，

各地的城邦结成了一个新的同盟。和平的环境、权力和自信的感觉催生

了源源不断的艺术创作。虽然一直以来，各城邦之间都存在着创造力的

竞争，但是这个时期的成就尤为卓著。

技艺主导　与古埃及人注重死后不同，古希腊的艺术家关注生前。

当时，人们不仅看重精神的滋育，也注重身体的锻炼，古代奥林匹克运

动会（最早记录于公元前 776 年）就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人们追求

的是精神以及肉体的完美。为了反映这种普遍的追求，艺术家刻画了完

美的艺术形象和无缺的周边环境。而神如同完人的观念便部分出于古希

腊人对美和无缺的尊崇。

在雅典，装饰公共及宗教场所需要大量艺术作品，这种需求引发

了创造力的井喷。建筑物内外遍饰浮雕、壁画和雕塑，主题包括神话故

03　古典时期希腊艺术
（约公元前 500 年 ~ 公元前 323 年）

人、理性以及自然为古希腊人所关注，同时也体现在了古希腊的艺术当中。古

希腊人对于人和自然的迷恋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而同时作为美的爱好者，

他们又将对人和自然的刻画加以理想化。可以说，正是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这种融

合，造就了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

大事年表
公元前 480 年 公元前 474 年 公元前 450 年
入侵希腊的波斯人被击退，古典时期开端 雅典开始建造帕特农神庙 米隆创作了《掷铁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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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铁饼者》

对于推崇形体美感以及艺术家智

力创造的古希腊人来说，将栩栩如生

和理想化元素融合起来无疑具有巨大

的吸引力。在此之前，参考真实模特

的方法并未要求达到如此的标准，而

米隆创作于约公元前 450 年的《掷铁

饼者》（Discus Thrower）则令人信服

地呈现了一具动态的身躯。

尽管原作已经遗失，但是一些古

罗马人的复制品保留了下来。右边这

具复制品刻画了一位年轻运动员在即

将掷出铁饼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扭

转，似乎就要爆发。掷铁饼者的形体

刻画一直以来备受推崇，因为其中的

每一根肌肉刻画得恰到好处，没有过

分之处，使得整个比例看上去非常和

谐。这个形象既写实，又富有表现力，

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除了有一

点——他躯干的肌肉并没有收缩。当

然，这是否是掷铁饼的最好方式早已

无关紧要了。

《掷铁饼者》，米隆，复制品

公元前 438 年 公元前 435 年 约公元前 350 年
菲狄亚斯建造了帕特农神庙的巨型

雅典娜女神像，雅典娜为雅典的守

护神

菲狄亚斯完成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

之一的宙斯神像

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创作了

阿佛洛狄忒像，这是古典雕像中第一尊真人

大小的裸体女性像，因其美丽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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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英雄、神祇等。其中的形象都很年

轻，充满活力，躯干匀称，四肢修长、

健壮。这些艺术背后暗含的观念是革命

性的。在此之前，所有文明在艺术创作

时大都以不同方式进行了风格化或简单

化。而在这期间，艺术家开始破天荒地

近距离研究他们刻画的对象，力求将它

们刻画得栩栩如生。艺术家第一次探究

了诸如短缩法和肌理等写实元素的奥

秘，并通过精确的细节如实再现了他们

所见的世界。即便这些古典时期的艺术作品遭到了严重破损，我们也能

从中看出创作者技艺之精湛和观察之细致。为使艺术作品臻于完美，这

些技法在当时得到了改进。可惜的是，由于气候以及材料（当时许多都

画于木板上）的原因，绝大多数古希腊的绘画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一

些古罗马人的摹品依然存世。雕像上施加的彩绘虽然大多已经脱落，但

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在当时的普通民众看来一定精彩绝伦，毕竟这是他

们前所未见的东西。

创新的雕刻家　同样也是史上头一回，一些艺术家的名字从一大群

默默无闻的匠人当中脱颖而出。有三位雕刻家被认为开创了古典时期希

腊艺术风格的先河，奠定了流传后世的艺术传统的基础。米隆（Myron 
of Eleutherae）活跃于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440 年。他创作了众多栩

栩如生的神祇和英雄形象，但使他享有盛誉的是他塑造的充满力量和

极具动感的运动员形象。菲狄亚斯（Phidias，公元前 550 年—公元前

432 年）通常被视为古代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之一。在希腊人击退波斯

人之后，菲迪亚斯受命总领雅典的公共艺术事务，负责建造大型雕像，

为城市增添荣光。当中，他主持修建了帕特农神庙，并设计了神庙的

雕刻装饰。他在奥林匹亚建造的宙斯神像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另外，他还设计了雅典卫城中两尊雅典娜女神像，其中一尊神像规

对立平衡

“对立平衡”一词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艺术家提出，它描述了一种人像姿态，即他或

她把身体的重量放在一只脚上，同时肩膀和手

臂自然偏转。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认为这

是刻画人像的理想姿态，因而广泛加以采用。

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itos）被公认是第一位在

创作中运用这个姿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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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宏大，据说在海上便能远远望见。他的作品细节刻画细致入微，对

于衣物纹理的刻画尤为精湛。另一位同时代的雕刻家是波留克列特斯

（Polykleitos），活跃于公元前 5 世纪末到 4 世纪早期。他创造了姿态自

然放松的理想人物形象，成为了后世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追随的典范。

现在，人们称他塑造的这种姿态为对立平衡。

完美比例　“黄金比例”一词由古希腊人最早提出，是能普遍引

起人美感的一种和谐的比例。古埃及人最早运用了黄金比例，而后来

达·芬奇用希腊字母 φ（Phi）来表示它，意欲纪念菲狄亚斯。菲狄亚

斯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意识地运用了黄金比例。帕特农神庙的内殿尺

寸便遵循黄金比例，而他所有的雕像也可以划分成这个特定比例。比如

在雅典娜女神像上，从鼻端到耳朵的距离与从前额到下巴的距离，以及从

鼻孔到下巴的距离与从鼻孔到耳垂的距离，都可以找到黄金比例的踪迹。

古希腊陶瓶　尽管此前陶器并未被归为美术，但是古希腊人也把它

纳入追求完美的探索当中。他们制作的陶器光滑细致、装饰美观，而绘

制在陶器腹部的绘画更是构图和谐、人物生动。瓶画家的作品也让后人

得以一窥当时绘画的构图方式，因为陶工追随了当时艺术大师的脚步，

而现在我们已经无缘得见这些大师的作品了。

我们热爱美好之物，但并不会沦于浮华；我们追求思想之事，却并不会

趋于怯弱。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 495 年—公元前 429 年）

“
”

用完美强化的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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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大多描述的是佛陀的故事，以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乔

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的事迹为主题。佛教从印度北部逐渐传播

至亚洲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早期的佛教艺术并不以人形刻画佛陀，

而是用象征符号代表，比如莲花、脚印、台座、宝伞等。当时的艺术家

创造性地创作了风格化的、缺乏空间感的绘画和浮雕。通过研究这些作

品，信众可以获得对教义更为深刻的理解，甚至可能有所启悟。

表现宁静　佛陀的人形形象最早出现在公元 1 世纪末印度西北部的

犍陀罗。犍陀罗艺术明显受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影响，因为其佛

像写实，通常头顶曲发，与古罗马艺术中的阿波罗形象相近，同时佛像

也被刻画为穿戴罗马式的长袍和配饰。一方面，犍陀罗的艺术家越来越

多地接受古罗马艺术生动而写实的再现风格，另一方面，他们也融入了

早期佛教艺术中的象征主义，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独特的手法。在印

度的其他区域，也产生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对佛像的独特阐释。犍

陀罗艺术影响了印度北部马图拉（旧译秣菟罗）的雕塑艺术，进而影

04　古印度佛教艺术
（约公元前 600 年 ~ 约公元 700 年）

佛教及佛教艺术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在约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艺术家

开始创作图像和符号来传播佛陀的教义。在之后的600多年里，佛教艺术家借鉴吸收

了许多古罗马艺术家的观念，因而也间接受到了古希腊人的影响。

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 563 年 约公元前 534 年 约公元前 400 年 约公元前 150 年
悉达多 •乔达摩诞生于蓝毗尼

（今属尼泊尔）的王室家庭

乔达摩太子成为宗教导师 佛教艺术家运用象征符号表现

佛传故事

犍陀罗的艺术家吸取古希腊和

古罗马的艺术观念，创造出独

特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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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朝鲜、日本等

地。马图拉的艺术家重新阐释了佛像，他

的身体充盈着气（prana），并且总是斜披

袈裟袒露右肩。而在印度南部，佛像则通

常袒露左肩，面相庄严。这种风格后来传

播到斯里兰卡等地。最终，佛像成为佛教

艺术中最常见的形象，虽然最早的那些象

征符号仍能从佛像中找到，但它们已经不

再是主要元素了。

无论佛像如何再现，佛陀总是面相宁

静。他头顶肉髻，双手施印相。身披的袈

裟，虽然与罗马的长袍还有点像，但已经

越来越是印度的传统样式。

笈多王朝

笈多王朝于公元 4 ～ 6 世纪出现在印度北部，被认为是印度历史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

期，呈现出了一片和平与繁荣，科学、工程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

发明和发现也是层出不穷。艺术家创作了无数艺术作品，并融合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创造出

了理想的佛像。笈多式佛像具有螺发和深目的特征，成为了后世亚洲各地佛像的原型。

思维佛，约公元 4~6 世纪

公元前 121 年 公元 67 年 约公元 320 ～ 500 年 约公元 650 年
中国汉武帝获赠两尊金佛像 汉明帝永平十年，佛

教传入中国

笈多王朝时期，古印度佛教艺术达到

其巅峰

古印度佛教艺术的巅峰期

趋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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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指导　和其他大多数宗教艺术一样，佛教艺术被用作为教导

教义的工具，旨在吸引和聚集信众的注意力，并教导他们佛教的基本教

义。佛教艺术的另一目的是协助修行。信众聚精会神于佛像上，冥想其

中复杂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追求精神的启悟。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大乘佛教的出现引入了更多的佛以及更复

杂的仪式。除了佛陀和象征符号外，出现了一组全新的佛和菩萨像。起

初缺少对于这些佛和菩萨像的一定之规，但后来各种可识别的特征不

断出现。随着这些特征的反复呈现，人们逐渐能把各种佛和菩萨像区分

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佛教艺术背后的中心观念是清晰地传达故

事，让观看者能理解所看的形象，从而起到宣扬或强化教义的作用。

菩提薩埵　菩萨的全称为“菩提薩埵”，在梵语中，“菩提”是觉悟

之意，而“薩埵”是有情众生之意。因此，菩萨是追求觉悟、矢志成佛

的有情众生，也是使人觉悟的有情众生。佛有大慈悲，而菩萨发愿普渡

众生。从一开始，虽然刻画菩萨都有一定的程式，但是艺术家依然将个

人对菩萨的理解融入其中。菩萨通常被刻画为年轻美丽，身着天衣，配

饰璎珞，姿态放松，神情欢喜或宁静。

随着佛教传遍亚洲，以及各种艺术风格和对佛的不同阐释的涌现，

许多象征符号在不同文化当中流传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象征符号

的意义变得各不相同，还有一些则保持了相似的意义。颜色和手势是

两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元素，在不同国家的佛教艺术中都有体现。比

完美比例

不论艺术风格如何，佛像总是显得和谐、宁静。这是通过一套佛教艺术

家都必须遵循的完美比例来实现的。佛像或大或小，都符合这套形制和比例

的规范。佛教艺术背后的核心观念在于，这些完美比例体现了佛的九大德行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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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眼睛代表智慧，莲花象征心灵纯洁，卍字预示吉祥好运，宝伞寓

意保护，而法轮指代佛法。颜色在佛教艺术也有普遍接受的意义，比如

冥想白黄红蓝绿五种颜色被认为有助于修行者的精神觉悟，因此这些

颜色常出现在不同国家的佛教艺术中。每一种颜色据信有各自独特的力

量，比如蓝色象征静和智慧，白色预示知识和学识，绿色则暗示活力和 
行动。

投入行动的思想比只是空想的思想更为重要。

——佛陀

“ ”

艺术有助于冥想
和提升精神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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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约 272—337）皈依基督教并在公元 313
年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基督教艺术早已出现。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基

督教艺术绘制在城市地下墓穴的墙壁和墙顶上，这是早期基督教徒秘密

集会的地方。这些绘画刻画得相当粗糙，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是用

来传达基督教思想，而非用作宣示创作者的创作技艺。圣经主题是常见

的题材，其中基督常被描绘成阿波罗的样子，上帝则具有希腊神话里的

宙斯或罗马神话里的朱庇特的特征。这清晰地表明，在当时习惯于古希

腊和古罗马艺术的观看者看来，他们都是神。不过，这是仅有的对古希

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借鉴，后来的基督教徒摒弃了早期基督教艺术家的许

多做法，而严格遵循着基督教会的教义。因此，对裸体等的刻画就再也

不见踪影。同样消失的还有充满细节想象的表现方式，因为艺术无意用

来传递圣经故事的具体细节，而只是用来提醒观看者敬畏上帝的荣耀以

及《圣经》的神圣。

05　拜占庭艺术
（约 300 年 ~1204 年）

随着基督教传遍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写实主义逐渐遭到了摒弃。雕像

被基督教视为是一种偶像崇拜，而为普通人绘制的加以美化的肖像画也被基督教所厌

恶，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应当比上帝享有更高的荣耀。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上帝赋予了

艺术家技艺，因而艺术只能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

大事年表
313 年 323 年 476 年 730 年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 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改

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

丁堡后来成为罗马帝国一

个新的基督教艺术中心

西罗马帝国灭亡 皇帝列奥三世下令禁止使用

宗教图像，发动了圣像破环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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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文盲　公元 323 年，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往拜占

庭，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基督教一跃成为整个罗马帝

国的主要宗教。在君士坦丁堡各处，大量基督教堂拔地而起，浮雕、壁

画以及镶嵌画成为流行的装饰手法。新的基

督教艺术随着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各地，如意

大利的拉韦纳、威尼斯、西西里岛，还有希

腊和俄罗斯。为了向民众传播《圣经》，镶

嵌画、公共和私人的圣像、彩饰手抄本、湿

壁画、浮雕等各种艺术形式纷纷登场。它

们传递的唯一世俗关切，就是教导人们如何

在来世进入天堂。由于绝大部分信众都是文

盲，所以各种艺术注重的是传达圣经教导的

主旨，而避免涉及任何细节或复杂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信众在祈祷

时有所关注，同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人的皈依。斑斓夺目的镶嵌画、贴

金的背景以及令人惊叹的尺寸，这些视觉艺术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

的流行。

上帝的荣耀　拜占庭艺术家通常都归属于宗教组织，其中大多数

是僧侣。由于栩栩如生的再现被认为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

自己雕刻偶像”），因此写实主义并不被推崇，而且雕塑艺术也不是特别

流行。在绘画和镶嵌画中，形象被有意表现为平面，不带阴影，没有透

视。他们以正面示人，双眼几乎总是凝视前方，脸上没有多少表情，身

上厚重的袍服则掩盖了体形。不同于古典艺术家试图准确地再现现实，

拜占庭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更为象征性的方式，因为他们无意向观看者

拜占庭

当西罗马帝国衰亡时（这是个逐渐进

行的过程，历经约 300 年，至公元 476 年

最终画上句号），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

国）却安然无恙。“拜占庭”一词既被用来

指代东罗马帝国的疆域，也被用以描述东

罗马帝国基督教艺术的独特风格特征。

843 年 1067~1070 年 1204 年 1261 年 1453 年
宗教图像重新得到官方

的许可，拜占庭艺术再

次焕发生机

在远离拜占庭艺术中心的英格兰，

创作了巴约挂毯

君士坦丁堡在第四次十

字军东征中遭到洗劫

拜占庭人夺回君士坦

丁堡，但整个帝国已

经大大减小和削弱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

曼土耳其人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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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像

拜占庭艺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是圣像，即表现基督、圣母或圣人

的图像。不同尺寸的圣像被放置在

教堂和家中，帮助信众进行冥思。

这些形象并非写实，但它们因所刻

画形象的神圣光轮而受到崇敬。

镶 嵌 画《 圣 母 祈 祷 像 》（The 
Virgin Orans）创作于 11 世纪，现

存于乌克兰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幅镶嵌画受到拜占庭艺术影响，

表现的是圣母玛利亚伸开双手在作

祈祷。圣母腰带上的手绢用于拭去

前来寻求帮助的人的眼泪。

《圣母祈祷像》，1037 ～ 1061，镶
嵌画，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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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自己的技艺，也不想让观看者把艺术混淆于现实。同时背景大多是

贴金的，用以表现上帝和圣家（圣子、圣母和圣约瑟）的神圣庄严。富

足和脱离尘世的效果在教堂中随处可见，这也是激发信众的敬畏以及展

示上帝无所不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许多艺术形式中，神圣的象征符号

是不可或缺的，它也成为了基督教的重要特征。比如，钥匙代表教会的

力量，圣杯象征圣餐礼和赎罪，而作为基督教主要标志的十字符号指的

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圣像破环运动　拜占庭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上帝和圣家增添荣耀，

因此艺术家创作了不可计数的耶稣、圣母玛利亚、圣人和殉教者的形

象，还发展了众多新的装饰技法来彰显他们。拜占庭艺术的第一次高潮

出现在查士丁尼一世（483—565）在位期间。查士丁尼一世曾下令按基

督教信仰整理汇编罗马法法典，这也相应地影响了艺术。但是，受到伊

斯兰教认为创造形象即是渎神的影响，到 730 年，拜占庭皇帝列奥三世

（约 685—741）下令禁止使用圣家和圣人的图像。圣像破环运动一直持

续到 843 年。在这期间，所有艺术的发展都受到了抑制。

彩饰手抄本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抄写员创作了许多精致的手抄

本，当中主要为祈祷书和福音书。尽管彩饰手抄本的创作严格遵循了与

其他拜占庭艺术作品相同的基督教艺术观念，但它们要面对的是不同的

观看者，最佳的彩饰手抄本即为识字的教士和贵族而创作。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09~604 年在任）

绘画之于文盲，如同文字之于识字之人。“ ”

艺术是基督教的象征性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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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艺术起源于 12 世纪的法国，之后迅速传遍欧洲，占据主流

达两个多世纪。它诞生于 1144 年，当时修道院院长叙热（Abbot Suger，
约 1081—1151）正主持重建巴黎的圣德尼教堂。当尖拱似乎要脱离尘

世，当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满内部（被叙热称为“天堂的流光”），

一种新的风格就此诞生。在圣德尼教堂的影响下，各地兴建了众多塔尖

直刺云霄以及带有其他创新特征的教堂。当然，艺术家也不甘落后，决

心创作出可与这种建筑成就相媲美的艺术作品。

蛮族风格　“哥特式”一词用来形容艺术原本暗含贬义。这个标签

最早是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取自曾经劫掠罗马帝国、破坏古典

艺术的蛮族哥特人。尽管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对这种风格充满不

屑，但在当时，哥特式艺术被视为庄严宏大，而其创造者也丝毫不会被

与劫掠罗马帝国的蛮族联系起来。很久之后，哥特式艺术才因其以新颖

06　哥特式艺术
（约 1140 年 ~1500 年）

与之前的拜占庭和罗马式艺术一样，哥特式艺术中充斥着象征符号，目的也是为

了激发观看者对于上帝的敬畏之情。三种艺术风格虽然同属基督教艺术，但背后的观

念却各有不同。哥特式艺术由哥特式建筑发展而来。当时建造的教堂，外观上直刺苍

穹，内部沐浴在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的阳光之中。

大事年表
1140 年 1194~1220 年 1210 年 1215 年
修道院院长叙热主持重建巴黎的圣德尼

教堂，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和建筑风格

沙特尔主教堂建造完成，其中

布满了各式宗教艺术

阿西西的方济各

创立了方济各会

多明我会创立，强调忠

于知识和美德

约 1220 年 约 1240 年 约 1250 年
尼古拉 •皮萨诺（Nicola Pisano，约 1220—
1284 年）出生，他被一部分人视为现代雕塑

艺术的奠基者

契马布埃（Cimabue，约 1240—约

1302）出生，相传他是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老师

乔瓦尼 •皮萨诺（Giovanni Pisano，约

1250 —约 1315）出生，他是尼古拉

（Nicola Pisano）之子，也是雕刻家、

画家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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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手法传达基督教教义而重新受到推崇。

大多数哥特式艺术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必不可少，同时它们也表

明了当时社会的日渐繁荣和进步。大的主教堂和其他教堂都以哥特式风

格来建造和装饰，正如叙热所相信的，身处如此之美的环境，信众的灵

魂将得到提升，并且能更加接近上帝。艺术家用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取代

壁画来装饰教堂墙壁的大部分面积。与半透明的镶嵌画一样，哥特式的

彩色玻璃窗通常也很复杂精致，上面利用各种手法绘制出圣经故事和圣

人事迹。从教堂内部看去，彩色玻璃窗在阳光照耀下犹如缤纷夺目的珠

宝，同时一缕缕彩虹般的色彩散落在集会的人们身上。面对此情此景，

许多穷苦的信众即便可能无法理解玻璃窗上图像的所有讯息，他们也一

定知道自己是在体验某种神圣庄严的东西。

传递观念　哥特式艺术家关心的是传递观念，而非创造自然或写实

的图像。当时，艺术的目的是服务宗教，表现上帝的无所不能，而非寻

求对艺术自身的赞誉。在哥特式艺术早期，技艺比创造力更被看重，因

此艺术家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匠人。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同领域的艺

术家试图发展出不同的方法。比如，雕刻家就比其他中世纪艺术家更

大事年表
1140 年 1194~1220 年 1210 年 1215 年
修道院院长叙热主持重建巴黎的圣德尼

教堂，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和建筑风格

沙特尔主教堂建造完成，其中

布满了各式宗教艺术

阿西西的方济各

创立了方济各会

多明我会创立，强调忠

于知识和美德

约 1220 年 约 1240 年 约 1250 年
尼古拉 •皮萨诺（Nicola Pisano，约 1220—
1284 年）出生，他被一部分人视为现代雕塑

艺术的奠基者

契马布埃（Cimabue，约 1240—约

1302）出生，相传他是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老师

乔瓦尼 •皮萨诺（Giovanni Pisano，约

1250 —约 1315）出生，他是尼古拉

（Nicola Pisano）之子，也是雕刻家、

画家和建筑师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

13 世纪，出现了两个很有影响的天主教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从

一开始，多明我会士强调祈祷、研习和传教，方济各会士则主张安贫、节欲

和苦行。因此，多明我会士欢迎富含信息和具有教育性的艺术，而方济各会

士则偏好表现苦难的艺术，比如十字架和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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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如何刻画情绪。到了 12 世纪晚期，他们开始观察留存下来的古希

腊和古罗马雕像，并试图借鉴其中的一些观念。不过不同于古希腊艺术

家试图表现美的形象，哥特式艺术家追求的是尽可能可信地讲述圣经故

事。不论是艺术家，还是建筑师、匠人，他们做的都是尽可能清晰地传

达上帝的话语。

艺术家的作用逐渐增强，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许多艺术家开始

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以期让自己的技艺获得认可。除了彩色玻璃窗和

可信的形象

雕刻家期望自己的作品能与哥特式建筑和彩色

玻璃窗一样引人注目，因此，长久以来附属于墙壁

的雕像现在被雕成了独立的一部分，这种风格在西

罗马帝国衰亡后一直都不流行。雕像延续了拜占庭

和罗马式艺术中身躯拉长的特点，但此时的雕刻家

也开始注重衣物纹理、面部表情和手势等的写实刻

画。右图的雕像来自法国沙特尔主教堂的北门廊，

在这里，雕刻家试图为这些形象赋予生命。这些形

象来自《旧约》，从左至右分别为：亚伯拉罕在正要

杀他儿子以撒献祭时，听到天使出声制止，因而举

目观看；摩西手拿刻有十诫的石板；撒母耳正取一

只羊羔献祭；头戴王冠的大卫王手持长枪。

圣经人物雕像，法国沙特尔主教堂北门廊中心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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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外，他们还创作了镶板画、湿壁画、彩饰手抄本、挂毯等。画家通

过在作品中刻画自然的姿态，开始让形象生动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去研

究人体解剖，也无意追求古典艺术那种令人信服的写实主义。不过，他

们毕竟在尝试使自己的作品更为写实，甚至突破了早期基督教艺术允许

的限度。总体而言，哥特式艺术家强调的是救赎，而非惩罚。因此，信

众在主教堂和教堂中看到的是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人的事迹，而不是

启示录的末日景象，并且这些神圣形象都显得万分悯人。同时，艺术家

也开始实验在背景中绘制建筑或风景，而不只是简单地贴金。

国际哥特式　欧洲的经济在 13 世纪得到了巨大发展，并且经济扩

张的速度在 13 世纪末达到顶峰。纺织业开始在欧洲各地兴起。到了 14
世纪末，随着商路遍及欧洲各地，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学

的建立、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识字率的提升。艺术家也借助更为便

利的交通，开始相互交流艺术技艺和观念。很快，法国、意大利、英

国、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等地的艺术出现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图像和

更为优美雅致的形象。虽然相比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这些图像和形

象少了些自然生动，多了些人工痕迹，但是当中已经蕴涵着一种写实主

义和注意细节的趋势。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国际哥特式。

宏伟的大门是闪亮的，但除了闪亮之外，它还应当能点亮人们

的心灵，让它们借助亮光抵达真正的光明。在那里，基督才是真正的

大门。

——修道院院长叙热

“

”

艺术传递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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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艺复兴时期持续时间长且新观念层出不穷，它通常又被划分

为早期文艺复兴和盛期文艺复兴两个阶段。文艺复兴的观念从意大利和

佛兰德（现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地区）传遍欧洲，虽然它们对各人的

影响各不相同，但这些复杂而激动人心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欧洲长达两

个多世纪。

到了 15 世纪晚期，由于贸易的扩张、印刷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

的学习热情等因素，许多欧洲人越来越对周边的世界感兴趣，也越来越

对确立起哥特式艺术和建筑的中世纪观念缺乏兴致。在意大利部分繁荣

的地区，大量富人和学者聚集到了一起。借助于意大利拥有的与古典世

界的密切联系，一种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兴趣重新涌现。一些学者开始

翻译古希腊哲学家和建筑家的著作，对他们的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和重新

阐释也开始兴起。

07　早期文艺复兴
（约 1300 年 ~1500 年）

“文艺复兴”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当

时的欧洲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文学、价值观、建筑和艺术等重新燃起了兴趣。

复兴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那里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重新发

现了他们的历史，同时也找到了自身的个性所在。

大事年表
1304 年 约 1308~1311 年 1334 年 约 1390 年 1401 年
乔托《哀悼基督》

（The Mourning of 
Christ）

杜乔创作《宝座上的圣母》

（Maesta with Twenty Angels 
and Nineteen Saints）

乔托开始负

责佛罗伦萨

的公共艺术

事务

琴 尼 诺 • 琴 尼 尼（Cennino 
Cennini，约 1370 —约 1440）
撰写了关于文艺复兴艺术的

《艺匠手册》（Il libro dell’ arte）

洛 伦 佐 • 吉 贝 尔 蒂

（Lorenzo Ghiberti，1378—
1455）得以受托去为佛罗

伦萨圣约翰洗礼堂制作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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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　古希腊哲学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这样重新发现的思想

之一。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类具有逻辑思考能力，相比于耗费整个现世

生活来为来世作准备，了解和改造世界是更为重要的考量。借助于当时

发明的印刷术，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得到了更为便利的传播。他们有时会

与基督教的传统教义针锋相对，但他们鼓励艺术家去注重世俗的观念。

教会依然是重要的艺术资助者，但只有在城市的世俗世界中，新思想才

真正得以发展。在那里，贵族和新兴商人阶层不但为教会也为他们自

己，去委托艺术家创作作品。在这些

作品中，宗教主题依然可见踪影，基

督教的理念也并未被摒弃，但日益明

显的是艺术家对于世俗事物的兴趣以

及对于人类在宇宙中重要性的自信。

艺术不再只是服务于宗教，它现在也

因其本身而受到重视。随着对于自然

的意识的增强以及古典学及其个人主

义视角的复兴，艺术家试图在艺术创

作中尽可能生动地反映现实世界。

观察与透视　几位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家革新了当时的艺术。佛罗

伦萨的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267—1337）和锡耶纳的杜乔

（Duccio di Buoninsegna，1255/1260—1315/1318）几乎同时变革了绘画。

乔托摆脱了拜占庭和哥特式艺术沿袭已久的风格化手法，刻画了自然

而具有个性化表情和写实姿态的人物形象。杜乔的画作色彩丰富，其

中的形象具有立体感，身上的衣物纹理细腻可信。马萨乔（Masaccio，

1408 年 1454 年 1469 年 1470~1480 年
多纳泰罗（Donatello，约

1386—1466）创作了《大

卫》（David），这是自古典

时代以来第一尊真人大小

的裸体雕像

欧洲第一本印刷书《古登堡圣

经》（Gutenberg Bible）出版，

印刷术随即有力地提升了欧洲

人的读写能力

“伟大的”洛伦佐 •德 •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在佛罗

伦萨掌权，在他掌权期间，佛

罗伦萨文艺复兴达到高潮

油画传入意大利

艺术家的社会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新观念之一是对于艺术家

态度的转变，这也使得这个时期的艺术不同于以

往。传统上，艺术家是不知名的匠人，他们的职责

是传播上帝的话；而现在，艺术家开始寻求个人声

望，这不仅是为了招徕更多的创作委托，也是为了

给自己的艺术资助者增光添彩。事实上，很多文艺

复兴艺术家在生前就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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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约 1428）运用线性透视，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了三维立体的视

觉效果，这对 15 世纪绘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罗·乌切洛

（Paolo Uccello，1397—1475）也热衷于研究和运用线性透视，皮耶

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约 1415—1492）则不仅

具有深度的绘画

相比于拜占庭艺术一本正经的镶嵌画和

哥特式艺术美化而僵硬的作品，乔托的绘画

《博士来拜》（Adoration of the Magi，约 1266
年）不仅具有逼真的质感和厚重感，还透出

一股神圣的感觉，这样既满足了世俗的兴趣，

又激发起了宗教的热情。通过精心安排人物

之间以及人物与建筑背景之间的关系，乔托

成功地创造出了画面的深度，这在当时完全

是革命性的。由此制造出来的现实感不仅能

帮助观看者更好地理解所画的圣经故事，增

强其宗教信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重新燃起

的对于人的关注以及汲取古希腊和古罗马艺

术成就的兴趣。

《博士来拜》，乔托，约 1266 年，湿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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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了这些新观念，还在作品中利用光线和色彩调子创造视觉效果。弗

兰切斯卡借鉴了乔托作品中生动逼真的姿态和表情，并运用线性透视和

色彩的明暗调来传达图像中的深度和写实。

北欧文艺复兴　与此同时，在北欧富庶的佛兰德，重新迸发了艺

术活力。15 世纪晚期以来，那里就受到意大利艺术新观念的影响。当

时，佛兰德最卓越的艺术家创作了精致的彩饰手抄本，上面的图像栩栩

如生。很快，这些艺术家受到委托，去创作尺幅更大的作品。在 1410
年前后，他们开始用油调和颜色在木板上作画，这不同于传统的用蛋黄

调和颜色来作画，后者正是当时意大利人还在采用的蛋彩画。油更易

于画家作画，也使得色彩显得更加鲜艳，同时还能传递丰富的光泽效

果。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约 1390—1441）解决了如何利用罩

色堆积多层的油彩、如何制造更浓重的色彩和光线效果等难题。罗希

尔·范德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和“弗莱马勒的

大师”罗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都创作了极其写实、具有深度

和空间感的绘画。在佛兰德的绘画中，还有一股趋势是强调家庭生活的

细节，而这些细节被纳入绘画中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显然，许多不使用透视的画家也得到了赞誉，但这些赞誉来自

那些不了解这门艺术真正价值的人的错误判断。

——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

“
”

写实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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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末，早期文艺复兴的艺术革命终于进入收获的阶段，即现

在所谓的盛期文艺复兴。绘画和雕塑技艺之精湛已经达到一个高峰，

同时它们也力求在刻画的写实、构图的均衡、空间的和谐、内容的戏

剧性等方面，赶上甚至超越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艺术作品。历史学家认

为，早期文艺复兴转入盛期文艺复兴的标志是 1495 年到 1498 年莱奥

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在米兰完成壁画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这个时期恰巧正值意大利的文化中

心由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因为当时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1503 ～ 1513 在任）在罗马支持了一大批重要的艺术创作。在这一

时期，许多技艺精湛的艺术家逐渐赢得声望和尊重。比如威尼斯画家

乔尔乔内（Giorgione，约 1477—1510）和提香（Titian，1488—1576），
他们擅长运用绚丽的色彩创造出光线明亮、缤纷多彩、充满动感的构

08　盛期文艺复兴
（约 1498 年 ~1527 年）

随着文艺复兴的新观念传遍欧洲，在意大利和佛兰德同行的引领下，新一代艺术

家的作品呈现出灵活多样、充满自信的气象。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各类艺术空

前繁荣，不仅数量众多，品质极高，而且涌现于很短的时间内。在这期间，新观念层

出不穷，创造力蓬勃迸发，并且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大家都自信满满。

大事年表
1498 年 1500 年 1503 年 1504 年 1505 年 1506~1615 年
莱 奥 纳 多 •
达 •芬奇《最

后的晚餐》

米开朗基罗

《 圣 母 怜 子

像》（Pietà）

教皇尤里乌

斯二世继位，

开启了所谓

的罗马黄金

时代

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完成《大卫

像》（David），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 1450—1516）创作了

绘画《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达 • 芬 奇《 蒙 娜 丽

莎 》（Mona Lisa）；
丢勒到意大利游历

几位艺术家相继主持修

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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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鲁威人》

达· 芬 奇 的 素 描《 维 特 鲁 威 人 》

（Vitruvian Man）创作于约 1487 年。素描

画的是一个居于一个圆和一个正方形内的

男性形象，以此来说明理想的人体比例。

素描周围是达·芬奇所做的关于古罗马

建筑家维特鲁威（Vitruvian）《建筑十书》

（De architectura）的笔记。维特鲁威在这

本书中解释了古典柱式的比例是基于人体

的比例，而达·芬奇的素描既说明了他对

比例和解剖学的热衷，也说明了艺术和科

学紧密相关。达·芬奇还相信，人体运作

的道理与宇宙的运行道理有相通之处。

《维特鲁威人》，莱奥纳多 · 达 · 芬奇，约 1485—1490，
用蘸水笔和黑墨水画成

1508~1512 年 1509~1511 年 1527 年 1533 年 1562~1563 年 1564 年
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

礼拜堂创作天顶画

拉 斐 尔《 雅 典 学 院 》

（The School of Athens）
神圣罗马帝国的哗

变军队劫掠了罗马，

象征着意大利文艺

复兴的衰落

荷尔拜因《大

使们》（Ambas-
sardors）

韦 罗 内 塞（Paolo 
Veronese，1528—
1588）《迦纳的婚礼》

（Feast of Cana）

米开朗基罗

逝世，莎士

比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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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又比如北欧的艺术大师如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和

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他们都创作出了形象生动、含

义深刻的作品。当然，更有最伟大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1475—1564）和拉斐尔（Raphael，1483—1520），他们

的技艺之精湛、成就之卓越，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推崇。达·芬奇更

是因其卓越成就而被誉为天才。艺术家被誉为天才的，他是头一位。

天才　达·芬奇是画家、雕刻家、工程师、哲学家、数学家、发

明家以及科学家。他的绘画和素描影响深远，当中包含了创新的构图方

式以及刻画光线的新方法（他发明了一种称为晕涂法的技法，用来调

和颜料以制造柔和、交融、如烟雾般的调子）。他的许多笔记本记录下

了他对自然和科学世界的观察和研究，表现出了他无尽的求知欲和天

赋。可惜的是，大概由于他总是不断追逐新

想法，他的许多项目并未完成。米开朗基罗

也是多才多艺，在雕塑、绘画、建筑、诗歌

等领域都有所建树。在他漫长艺术生涯的伊

始，他就因能刻画富含力量和表情的形象以

及对颜料、大理石和混凝土的革命性观点而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

之一。拉斐尔是第三位被誉为天才的意大利艺术家，他不仅是一名伟大

的画家，也是位卓越的建筑家。他的肖像画和神话、宗教题材的绘画，

色彩和构图和谐，刻画柔和而清晰，深受人们推崇。

解剖学　研究人类躯体及其器官的科学并非始于文艺复兴。在中

世纪欧洲的某些地方，基于古希腊医生的著作，一些人已经开始探究这

一秘密。但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解剖死尸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亵渎。然

而，在盛期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于创作栩栩如生的艺术的兴趣和需

求日益增强，其中一些人不畏风险，通过解剖来研究人类躯体，以便能

更准确地对其加以刻画。达·芬奇就曾暗地里解剖过罪犯的死尸，研

究人类躯体如何构成和运作。米开朗基罗也留下了许多素描，证明他曾

——米开朗基罗

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过是上

帝的完美无缺的一片阴影而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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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研究过人类的死尸。借助解剖学的研究，他们为刻画人物形象树

立起了新的典范。

庄严宏大　早期文艺复兴的观念——以人为本，创造更加写实的

图像——到了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家那里，进一步被深化为努力使艺术对

自然的刻画臻于完美。早期那种明确的细

节、清晰的线条被更丰满的形状、更简单

的形式所取代，后者不仅呈现出美丽、庄

严、宏大之势，还富含动感、深度和意

义。在盛期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中，构图

更加流动、和谐，其内含的情绪更能激发

起观看者的情感反应。基督教主题不再是

艺术家的唯一关注点，因为他们的资助者

已经变得多元化，其中既包括教会的主

教、世俗统治者，也包括银行家、商人、富族等。艺术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艺术家也常常成为贵族的座上宾，食宿无忧，还

能获得报酬。

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包含的观念不止一种，本书提到的诸多其他艺术

运动应该也是如此。但整体而言，它可以用一个统括的概念来代表，即

盛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追求卓越提供了开放的平台。破天荒的头一

回，技艺和天分得到了鼓励、滋养、发展和回报，人的努力被推向其极

限，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掘、认可和奖励。

素描与色彩

在佛罗伦萨，素描（disegno）被认为是艺

术最重要的基础。学徒必须首先学习素描，才

有可能成为成功的艺术家。而在威尼斯，在构

图中恰当地运用色彩（colore）被认为是艺术

教育最重要的方面。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对于

这两种技法的争论贯穿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

技艺和创造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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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主义时期大致始于拉斐尔去世的 1520 年，终于巴洛克时期开端的 1600 年。样式

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对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一种反映，也是艺术家近来社会地位

提升的直接后果。彼时的艺术家不再是寂寂无闻的匠人，只为社会的宗教信仰奉献艺术。

相反，在这个注重优雅、精致和风格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已经跻身于学者、诗人、人文主

义者之列。艺术创作不再只是出于宗教目的，艺术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认可。

模仿他人风格　“样式主义”（Mannerism）一词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源自意大利语

maniera，意为“风格”。这个标签原本含有贬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仔细观察自

然，并试图以尽可能写实的方式来表现它。然而，见证了盛期文艺复兴的样式主义者摈

弃了这种方法和目标，转而对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模仿，而非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他们

模仿自己推崇的艺术家的风格，并加以夸张。这种观念特别受到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的影

响，这些作品尤为戏剧化且情绪强烈。一些艺术家追随了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雄壮开阔的

形式，并加以美化，从而创造出更具戏剧化的图像。另一位影响样式主义者的艺术家是安

09　样式主义
（约 1520 年 ~1600 年）

1520年后，意大利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改革在中欧掀起巨变，瘟疫来袭，死者成

千上万，而1527年的罗马之劫更是沉重一击。在这种背景下，样式主义在佛罗伦萨和

罗马兴起。面对不安的社会现实，一些艺术家摒弃了文艺复兴时期追求和谐的艺术观

念，创作出了暗含更多情绪内容的图像。

大事年表
1520 年 1527 年 1528 年 约 1531 年 1534 年
提香《酒神巴科斯与阿里

阿 德 涅 》（Bacchus and 
Ariadne）

罗马之劫使得样式

主义传遍意大利并

传入法国

蓬托尔莫《圣母往

见》（The Visitation）
科雷乔《朱庇特

与伊俄》（Jupiter 
and Io）

米开朗基罗开始为西斯廷礼拜

堂创作湿壁画《最后的审判》

（Last Judgement）， 这 一 作

品影响了样式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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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字架》

这是一幅典型的样式主义风格的绘画。

尽管样式主义在米开朗基罗在世时就已经兴

起，但这幅画表明了样式主义者的阐释与米

开朗基罗厚重、雕塑般的形象有所不同。画

上的形象毫无厚重之感，看上去像是轻飘飘

的。他们四肢修长，与飘逸的衣物相比，头

部显得略小；而衣物的色彩是柔和的，与文

艺复兴时期鲜活的色彩大相径庭。同时，这

些形象像是被困在画框之内，在一个有限的、

非真实的空间中行动。所有这些一起创造出

一种脱离尘世的氛围：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

世界，而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创造物。样

式主义梦幻般的效果无疑捕获了当时的想象。

《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蓬托
尔莫，约 1526—1528，木板油画

1535 年 1540~1545 年 1550 年
帕尔米贾尼诺《长颈圣母》

（Madonna with the Long  
Neck）

布龙齐诺《维纳斯、丘比特、愚蠢与时

间》（Venus, Cupid, Folly and Time）
乔尔乔 •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
出版了记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艺术家生平的《艺

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米开朗基罗

是当中唯一一位在世的艺术家

德烈亚·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1486/1487—1530/1531），他同样成名于盛期文艺

复兴，擅长在绘画中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色彩刻画复杂多样的姿态。第三位对样式主义者影

响巨大的艺术家是科雷乔（Correggio，约 1489—1534）。这位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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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绘画具有壮观、引人瞩目的效果，其中既具有雄壮开阔的气魄，

又有优雅精致的细节以及情绪刻画。通过将形象和场景作极端短缩的方

法，科雷乔在绘画中创造出巨大的空间感，从底下往顶上看，画面上的

形象仿佛欲升天而去。样式主义画家借鉴了这种技法，将形象安排在特

殊的位置或从特殊的视角展现它们，从而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像。

样式主义画家运用了大量色彩以及长而流动的笔触，样式主义雕刻家则

塑造了富有强烈戏剧化效果的姿态和手势。

拉长和夸张　样式主义的打破常规之处几乎同时在佛罗伦萨和罗

马表现出来。样式主义者喜爱的题材之一是裸体形象。他们从所推崇的

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家的作品中复制裸体或其他形象，并将形象的某些方

面加以强化和夸张。拉长和变形是常用的手法，而窄肩、宽臀、长而尖

的手脚是其中常见的元素。同时，形象常以复杂精细的姿态呈现，而不

再是早期文艺复兴那种放松的对立平衡姿态。色彩也不是符合现实的色

彩，而代之以或是柔和或是强烈的、非自然的色彩。样式主义的绘画和

雕塑都高度想象化，对于风格的注重不亚于内容。相比于盛期文艺复兴

艺术家追求均衡和和谐，样式主义者刻意要制造不安和张力。他们常用

的题材通常融合了古典主义、基督教和神话等元素。

样式主义是当时艺术家的一种自觉选择。面对技艺上无法

也无意超越的盛期文艺复兴艺术，艺术家选择在艺术中融入不同

的元素，力求比前人的作品更能吸引观看者。这背后暗含的主导

观念在于，让艺术变得精致、有趣、发人深思，从而更能引人注

意，同时也证明艺术家有能力自如地操控古典的比例、风格等，

表明他们不一定需要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

再现现实生活，让它看上去优雅、精致、具有独特风格。

主要的样式主义者　安德烈亚·德尔·萨托的学生蓬托

尔莫（Jacopo da Pontormo，1494—1557）和罗索· 菲奥伦蒂

诺（Rosso Fiorentino，1494—1540）是两位杰出的样式主义

样式主义肖像

除进行独具风

格的阐释外，样式

主义者在创作肖像

画时，不仅仅是简

单地绘制或塑造面

前像主的样貌。相

反，他们首次试图

刻画像主外表之下

的某些东西，力求

传达出像主的个性。


	第一部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
	01　史前艺术
	02　古埃及艺术
	03　古典时期希腊艺术
	04　古印度佛教艺术
	05　拜占庭艺术
	06　哥特式艺术
	07　早期文艺复兴
	08　盛期文艺复兴
	09　样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