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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题⽬：⽕与⿊的研究——⽕与⿊的客观存在⽅式与⼈的精神对应 

⼀一.⽕ 
      1  燃烧的北⽅农⽥ 
         在农村对于⽕的记忆 
      2  ⽕的科学解释与物质存在 
         从现实客观世界和⼈类的经验科学知识探讨⽕与⼈的对应关系或隐喻   
         关系 
      3  ⽕的梦想 
         ⽕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化，属于我们的想象。 
         想象胜于意志，胜于⽣命的冲⼒，它是精神创造⼒的化⾝。 
第⼆章 ⿊ 
      1  ⿊的存在 
         从物理⾓度分析视觉的⿊光，并对⽐⼈对⿊的主观认知 
      2  论可见性 
         视觉差异对⼈认识世界的影响 
第三章 ⿊⾊表现光：被激活的画家        
      1  光之暴⼒，⿊是被动的 
         光的选择在某种程度影像着画⾯表达 
      2  由可见性引发的叙事 
         以绘画为例，探讨⿊的视觉表达 
      3  ⿊影的暗喻 
         侧重于⿊影的形态对于画⾯叙事的影响。通过⽪拉内西、荒⽊经惟、 
         蒙克的作品分析⿊影与光源主体的关系 
      4  “⿊”物质 
         ⿊⾊的实体存在给⼈的感官⼼理的影响。以衫本博司为例。 
四.结语 



关键词：⽕ ⿊ 物质 微粒 物质内在的隐喻 精神对应 

Fire and Black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fire and black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human 

spirit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research about fire and black in painting which focu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spirit 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fire and 
black. The first chapter is on fire including a burning north farmland which 
is the memory of fire in the countryside;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material objectivity of fire is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metaphorical 
relation between fire and human;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is fire 
dream which interpreted that Fire belongs to us and is part of our culture 
and our imagin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is on black. First section the 
existence of black including an analysis of visual black light and a human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black. Another section is on visibility which is about 
the effect of visual difference. The last chapter is light presented by black
——painter activated.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is about violence of 
light while black is passive, which means that different selection of light 
can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painting image; The second is narrative caused 
by visibility and this part took classical painting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black; the third section is shadow metaphor which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black shadow on painting narrative, by taking the 
works of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Nobuyoshi Araki and Edvard Munch as 
examples, this part explor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adow and light source; 
The last part of this chapter is on the material “Black”, By analyzing the 
works of Hiroshi Sugimoto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material “Black” on human senses. 

Key Words: Fire; black; substance; particle; inner metaphor; 
spiritual corre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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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作品是关于⿊黑空间，关于童年年的⿊黑空间，关于燃烧的⿊黑空间。 

     ⿊黑⾊色的空间会让我感觉温暖。是指那些⽆无⽬目的地观看，⽆无概念的感知，
可以看到某种与世界开始相似的东⻄西，这时候，⼀一切⾮非物质的东⻄西还没有显示
出它们所拥有的能量量。于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在内⼼心中形成了了概念、图像、
结晶点，⽽而这些结晶点，这些凝结，总是与这个光影交错的⿊黑空间有着某种关
联，物质与⾮非物质、过去与未来总是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村庄上燃烧的⽕火是在记忆中的图景。燃烧的野⽕火带来仪式感、甚⾄至崇⾼高
感，⽕火既是毁灭，⼜又是重建。⼈人们借助⽕火来梦想⼀一些未知的事情，常常在“永远
运动”的⽕火焰中想⼊入⾮非⾮非······ 

在近阶段的绘画实践中我的关注点渐渐明确地集中于烟⽕、⿊空间中的烟
⽕。本篇论⽂是与我个⼈的创作相关的研究。探讨的问题围绕着作为基本元素
的⽕和作为视觉构成元素的⿊。通过对燃烧空间的细化追踪，追问⽕背后隐藏
的物质复返或轮回以及与⼈相关的精神性内涵。⽽对于空间中另⼀个主⾓⿊进
⾏视觉图像化的分析，探讨⿊的模糊表达。 

我热衷于以架上绘画的⽅式实现⾃⼰的表达。这些研究是创作过程中的思
考积累，想让绘画背后的东西更趋于理性化、深⼊化，同时也试图寻找平⾯表
达中的某种秩序。 

平⾯视觉表达存在着诸多世界和迷宫。我的探寻仅仅是绘画最基本的元素，
只是冰⼭⼀⾓，但发现⾛进去有好多未知也发现事物与周边世界存在着某种关
联，从⼀个点进⼊似乎打开了⼀⽚⽹状的结构，知识间的的关联是⽴体庞杂的。
在不断的了解与思考中体悟物质世界潜藏的奥义，同时始终保持对知识对艺术
的严肃性。希望能在这些探寻中深化⾃⼰的艺术和⽂化⽴场，明确⾃⼰的⼯作
和世界观。我喜欢基弗的⼀句话“我解除物质的外⾐⽽使之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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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火

1 燃烧的北北⽅方农⽥田

�
《碎⽊·杂草和村庄上燃烧的⽕》N.O1 画稿

    在北⽅的农村，⽕伴随着最平凡的⽣活，秋天焚烧农⽥，冬天烧柴取暖。
深秋的农⽥遍地是荒败的柴草，收割后的秸秆被堆成⾼⼤的柴堆，等待焚烧· · ·
每当傍晚忙完⼀天的农民会把这些柴垛烧掉以清理农⽥。⼩时侯关于⽕的宏⼤
记忆就出现了，每年盼望着那个傍晚去肆意防⽕，看着⽐成⼈还⾼的柴垛劈⾥
啪啦被⽕卷到天上，⽕焰像是从⼟地喷发出来，什么阴暗污秽，什么⽜⿁蛇神
⼀并灰飞湮灭，在⽕边听着⽕焰粗重的呼吸看着它痉挛的升腾· · ·有种感觉⽕在
什么都不怕。童年的我⽆⽐着迷这种强悍的⼒量，肯定是因为那时的我在同龄
⼈中又瘦又⼩向往崇拜强⼤。看着爸妈与我家的⼟地在⼀年中的忙碌好像只有
这⼀天是⼀年的结束，所以⽕带来了⾃然的仪式，像庆典⼀样突然让⾃⼰的⼟
地和⼈民释放了。

昏暗的夜⾊下成就了⼀个世界。主⾓是⽕焰，⿊暗在周边包裹着庆典（⼀
个有机世界的转换）。通常⽕是温度的源泉，但这⼀刻我恰恰感到⿊是给我温
暖的，⿊像个外⾐包裹着我的背后，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内容让我对具体
没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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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内⼼更⼤空间。给了我⾃我的体会。这⼀天让我突破平时⽗母对⽕禁忌，
但⽇后却成了我做作品的源头。那些童年中记忆的残余成了现在的珍宝。

⼩时候对⽕总是好奇与喜欢，相信很多⼈都有童年偷偷玩⽕的经历。⽕永
远在变化，这使得它总是让⼈捉摸不定，它同时还会使其他事物发⽣改变。这
便更加强对⽕的好奇，其中有⼀部分来⾃对毁灭的好奇。⽕毁灭事物使事物展
现了另外状态下的⾯貌，毁灭的状态对⼈来说是陌⽣的，甚⾄有距离的。有机
世界突然被⽕化为⽆机的灰烬。这些经历填充了⼈对世界的认识。⽽在这种⾏
为中也可以发现⼈的好奇促使⼈膨胀了对事物毁坏的欲望，毁灭带来的快感慰
藉了⼈恶的欲念。

虽然童年对⽕是崇拜地、好奇地，但是对于⽕往往伴随着⼤⼈的禁忌。这
是⼈类社会经验积累地结果，⽕是分裂的有截然相反的价值：善与恶，它能带
来光明，它能带来毁灭，既能帮助我们又能威胁我们，是难以控制的事物，所
以⼤⼈的禁忌是⾸要的，⼉童的⾃然经验是次要的。这也透露出⼈发⾃内⼼的
与⽕的距离与尊敬。在⼈类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拜⽕教” ，这种原始宗教把1

⽕奉为图腾。从对⼉童的禁忌到⼈类原始的认识对⽕尊敬的初衷是相似的，⼈
对⽕最初的认识就是它危险，随着⼈类社会的发展⽕灾的危险、⽕的传说使禁
忌神秘化、精神化。⾃然现象被纳⼊⼈类社会主观的认识中，进⽽⽕属于我们，
属于我们的⽂化，属于我们的想象。

                         我们对⽕有种迷恋。
                                 ⼈们轻声慰藉着
                                 埋藏在冬⽇灰烬下的
                                 这颗暗⽕似的⼼，
                                 它正在燃烧、唱歌。
                                         ——图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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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的科学解释与物质存在

 拜⽕教：⼀种出现在中亚的以⽕为图腾的古⽼宗教1



总有⼀些东西，对⼈有着永恒的魅⼒，⽐如说⽕。⽕在⼈类社会中是极原
始的现象，⽕对于⼈来说是⼀种引起⽆穷回忆、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历。围绕⽕
的探究在不同领域提供的迥然不同的解释⽅式。

⼈在最初接触⽕时，只是把⽕当作是客观具体的事物，可以取暖，制作⾷
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这时⽕的光明与温暖已经
不仅仅是⾃然事物的属性。⼈对⽕的崇拜促使⼈类从感性的冲动到理性分析渐
渐建⽴了⼈的精神性与⽕的关联。尽管最初的⼈类科学⽆法客观的理解⽕，由
于它与⼈类如此密切以⾄于⽕很快就被纳⼊了⼈类⽂化中，最初的认识是神化
的模糊的。

    在中国古⽼的哲学中被划为⾦、⽊、⽔、⽕、⼟五⼤基本元素之⼀，这些元
素终极到解释世界万物的存在。在古希腊也存在着解释物质组成的“四元素
说”，这四种元素是⼟、⽓、⽔、⽕。可见⽕对于⼈有着共同的原始性，同时也
具有着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独⽴性。⽕有别于其他事物不存在常规的实物判断，
它更像⼀个现象有更加复杂的内容，⽕不是实体，是联系诸多因素的现象。西
⽅哲学理论中对⽕的研究也有很多例如：赫拉克利特的理论

“⽕是诸元素中最精致，并且是最接近于没有形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既是运动的，又是能使别的事

物运动。”                                                                                                         

                                                                             ——赫拉克利特2

在化学中定义⽕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的物之间剧烈的发光放热现象，化学
的重点是在说物质间的反应，物质的转换。分析其中的要素，⾸先物质与物质
在特定条件下的相遇，特定的条件成为起因，条件的产⽣是外因。其次引发了
⽕的结果，这时物质相遇变化成新物质，可以说⽕是其中的过程，这个环节是
参与⽕的物质⾃⾝的变化，它揭⽰了⾃然物质存在的潜能。⼤量存在的客观事
物都能“被着⽕”，似乎所有事物都内在着⽕元素，是⽕的附庸。构成物质的原
⼦，分⼦，离⼦在⽕这原始元素⾯前都是被动的。如果说原⼦、分⼦、离⼦是
构成⽣命世界的基础，那么⽕便是超⽣命的，⽕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任
何⼀个⾓落，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又回到物质，完成⾃然的涅槃。

随着现代科学的逐步发展，对于事物的研究已经深⼊到微观粒⼦世界。现
代物理就有了对⽕的微观解释。在微观物理⾓度看来⽕基本包含两个部分：发
光和产热。发光是⽕的视觉表征，是电离的电⼦由激发态回到基态时放出的光
⼦，⽽
产⽣热量是伴随⽕焰中的氧化反应和核反应，这⾥的核反应是指电⼦离开原⼦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哲学家，是爱菲斯学派的代表⼈物2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36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93.htm
http://www.baidu.com/s?wd=%25E6%25BF%2580%25E5%258F%2591%25E6%2580%2581&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9F%25BA%25E6%2580%2581&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5%2589%25E5%25AD%259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5%2589%25E5%25AD%259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E%259F%25E5%25AD%2590%25E6%25A0%2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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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由于电⼦离开原⼦核同时伴有电⼦跃迁的过程⽽释放热量。再接下来，解
释 
燃烧中的事物都去哪⾥了，简单概括的说是燃烧的过程使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分裂和重组，以新的物质
形态呈现。

我们发现在这⼀系列看似复杂的物质变化中始终有不变的存在，那就是原
⼦

结构，它们只是分离重组，本质确没变。也就意味着⽕的构成是与⼈类或有机
体是有共同之处的，对应我们每⼀次⼤脑运动的⽣理原因也都是电离刺激，可
以发现在物质的变化与⼈的每⼀次思考都有相似的变化规律，都是在物质的基
本单位发⽣。同时⽕焰中的微粒状态永远是电⼦与原⼦核保持恒定的距离，原
⼦核与电⼦间存在着巨⼤的空虚，所有有机物都由这样的微粒构成可以说是⼀
样的空虚。即便是物质交换剧烈的⽕，也有着空虚的特征。

从⽕的形态上看，或永远是上升的。这是由于重⼒的因素热空⽓密度⼩轻
质冷空⽓密度⼤质重，冷空⽓下沉热空⽓上升使得⽕焰永远向上升腾。⽕焰是
⼀种坚强同时又脆弱的事物。风⼀吹就会破坏它的形象，但马上就会从新向上。
始终给⼈积极的暗⽰。当⼈⾯对不断升腾的⽕，常常会进⼊遐想。在⼈们眼⾥
⽕的升腾意味着⼀种升华、纯化，潜在着向上的意志。不断地向上必然指向⼀
个顶点，⽕的顶点是最上边的外焰，它燃烧最充分，也最纯净能量也最⼤，这
些客观的现象正好对应了⼈的理想，理想总是完美的。⽕能寄托太多⼈类的向
往。

现代科学由于⽇益细化的分类对⽕的研究⼏乎绕过了现象⽽⽆暇向灵魂提
出确实的问题。我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往往是跟⼈的灵魂相接的⼯作，探讨的
也常常是形⽽上的⼈性问题，所以把握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进⾏精神分析使
我们不论⾛了多远任能回到内⼼。这就是在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基础本⾝寻找⼈
类共同的⽆意识⾏为，以探寻⼈类亘古不变的⼈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种
价值，它不停地从现实客观世界和⼈类的经验科学知识映射主观和⼈类意识，
同时反之亦然，我们的主观意志与精神也会指引不断的事物探寻。这样，我们
将会在特定现象的研究中看到各种不同领域所形成的概念汇聚，在⼈类的进步
中散发光芒。

⽕、⽔、空⽓、⼟这些原始元素长期被哲学家所⽤，⽤来思考世界万物，
对于艺术创作⽽⾔这些元素依然符合⼈类的本原，所以也会长久地影响艺术，
这种影响是潜在的。当艺术家不断对元素进⾏探寻时也进⼊了更⼴泛的⼀致性
探寻，并且获得天⽣的创作萌芽。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E%259F%25E5%25AD%2590%25E6%25A0%2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E%259F%25E5%25AD%2590%25E6%25A0%2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25E5%258E%259F%25E5%25AD%2590%25E6%25A0%2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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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的梦想

⼩时候有⼀种经历，夜晚村⼦⾥停电，⿊寂的村⼦⾥家家户户都会点燃蜡
烛来照明。相信很多⼈都有这种经历，⽽且很多⼈都是对⽕怀有好奇和喜欢的。
由于烛⽕的渺⼩它成为禁忌之外的⽕，在屋⼦⾥⿊暗给⼈带来的⽆聊常常在烛
⽕旁聊以慰藉。长时间地坐在烛⽕前，注视着灯芯上的⽕。那有什么⽣成了？
那有什么出现了？却没有任何痕迹，很奇妙！⼈们总是在此时想⼊⾮⾮。⽕的
燃烧还吸引着我把其他细碎的物体放⼊⽕中，看着物体上的⼩⽕苗，渐渐发现
⽕不完全在物体上，⽽是在物体上⽅⽣成了什么，像是⽓体在燃烧。原本是物
体的燃烧却脱离了物体的领域。不断的升腾预⽰着向上的精神，上⽅确是⽆⽐
的开阔空洞· · ·⽕的形态或是乖巧或是猛烈或是痉挛，是⼀种永恒的运动，永恒
的运动带来⽆数的瞬息。对于具有强烈视觉感官和图像思维的⼈来说，这意味
着⽆⽐丰富的素材，以⾄于它成为进⼊另外领域的⼊⼜，引发⼼灵图像的开始。
⼈们在平凡的⾃⾝⾏动中或在憩息中，在⽕焰或在灰烬中找到归属。⽕唤起⽆
边的思绪，使脑海中闪现⽆数的形象。对⼀个遐想者来说，⽕中的的世界是活
⽣⽣的。

    在创作之前，画家与所有其他的创作者⼀样都会经过沉思梦想，也就是沉思
物质本⾝的梦想。画家通过对⾃⼰的切⾝体验到揭⽰世界，不断地参予到不断
更新物质变换中。⽕中的物质变化是永恒的，就像⽕焰是种永恒的运动。在时
间的维度中它始终是个变量。⼀切可能都会在下⼀刻出⼈意料，以⾄于⼈的视
觉带动着⼼灵⾛向现实的另⼀端。另外⼀个切实的规律“物质守恒定律” 告诉我3

们⽕中的物质与能量都不会凭空消失⽽是以另外的形式存在，这就更加为⼈的
想象提供了现实的切⼊点。⼀切关于现实、梦想都变得神秘· · ·凭借着被视作想
象对象的⽕焰，⼈们往往形成思想的移位，⽽想象又是形象的。这些形象渐渐
构成了对现实的隐喻。通过想象出来的形象摆脱现实世界⽽进⼊真实的内⼼世
界。

                     在⽕中，我的思想褪去
                           我借以识别它们的外⾐；
                           它们在⽕焰中燃尽，
                           ⽽我正是这烈⽕的源泉与⾷粮。
                           然⽽，我不复存在，

 物质守恒定律：就是物质是不会消失也不会产⽣的，只能由⼀种物质转化成另⼀种物质。 3



                           我是⽕苗的内⼼，⽀柱。
                           ···
                           然⽽，我不复存在。
                           ——让·德·彪西：《⿊暗的最后诗篇》

6 

⼆二. ⿊黑

1  ⿊黑的存在

从物理⾓度分析视觉的⿊光，并对⽐⼈对⿊的主观认知

科学解释认为⿊⾊是没有任何光线进⼊视觉范围，也就是⼈的⽣理特性⽆
法辨别的事物。另外⼀种情况如果事物吸收所有可见光，同时不反射任何光，
⼈眼的感觉就是⿊⾊的。所以⿊⾊既可以是缺少光造成的，也可以是所有的⾊
光被吸收造成的。

通常⼈认识的⿊就是⿊⾊事物，或者不可视的区域。⿊在⼈们⼼中总有着
丰富的感受，在⾊彩⼼理学中，⿊给⼈的感受阴暗又庄重，浓烈又宁静，既象
征终结又有包容···它既好又坏，似乎还可以⾃我否定，因此，它是种普遍解释
的原则。⿊⾊似乎上升到⼈的精神层⾯。

对于不可视的区域，⿊总是空洞的，它即是⼀个平⾯但又承载这现实的⽞
幻，⽽⽞幻是我们将⾃⼰的想法强加于⿊。⿊⾊吞噬了现实的所有，返还给⼈
们⽆尽的琢磨。⿊⾊的沉重不单单是视觉的更是精神之重。⿊⾊是永恒，随着
光的存在⿊遍布于任何⼀个⾓落，总是将世界切割为两部分，将任何事物收⼊
怀中，像漩涡隐藏着世界的存在隐藏着⼈类的概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686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1/5144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47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7128/8468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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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可⻅见性

     就画⾯或场景⽽⾔，强烈的光源会使得空间中的事物存在受光和背光两种状
态，受光部分突出  明显，呈现客观真实的视觉⾯貌，与之相对的背光部分统⼀
被⿊⾊遮蔽，所有原本明显的事物隐藏在⿊暗中。从客观的⾓度考虑，这两种
事物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或许能推出⼀种解释，在光亮出所有事物尽代表
它本⾝，明确、肯定。在⿊暗处所有存在却被⼀⽚⿊⾊代表，模糊不清渐渐引
发观者庞杂的内在空间。从现象上讲，⾯对这⽚不可视的⿊观看者出于本能的
⽤⾃⼰⽇常的视觉经验幻想这块⿊⾊的存在。由于⼈的主观性，又导致对于这
块⿊的发现，既有⽇常视觉经验所构成的图像拼接，又有⼈内⼼存在的梦想冲
动。可以说，  在可见之物的未看见与看见之间的模糊性之外，我们还得加上不
在场的视觉经验，借此我们不再看到我们曾看到的，我们⾯对的见与不见的挣
扎随之⽽来····现实的模糊拉开了认识事物的弹性，激发了本能的活⼒。

    由于光与⿊总是相伴出现，我们的视觉世界就被切割为两部分，这样的切割
是由光决定，光决定了视觉图像的呈现，进⽽影像了⼈通过视觉认识事物。因
为看见的并不是事物的全部。这时⼈们认识事物是⽚⾯的，⼈们的认识由光线
呈现的图像有关，可视部分给了⼈暗⽰，它的形态为⼈带来认识的可能。但仅
仅是可能，它的⽚⾯使得⼈们⼼中产⽣了不同于事物本质的概念，产⽣臆想、
产⽣主观的关联。光的作⽤让可视区域产⽣不同于⾃⾝的图像，每⼀种事物不
再是孤⽴的事物⽽是⼀个个受光的⽚段连接的叙事。眼前的图景对于⼈是宏观
的认知，⽽每⼀部分的事物是在当下视觉语境下的因素。这些事物抛弃本⾝，
服从于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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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黑⾊色表现光 被激活的画家

      
1光之暴暴⼒力力，⿊黑的被动

�
我不断追逐着光，光能将平凡的东西化为神奇。 “I am forever chasing light. Light turns the ordinary into 

the magical”  

                                                                            ——Trent Parke  4

光线的选择使得未被照亮的事物存在于⿊暗中，由于光对视觉呈现的影响
使光的这⼀⾏为间接改变了⼈对真实事物的客观认识。事物在光照下不得以它
的完全⾯貌展现⽽成为⽚段化的连接，⼈视觉接收到的信息变成被光限定的区
域，那么对现实的了解就变得⽚⾯化和有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视觉被光绑

架了。光9

能将平凡的东西化为神奇。在许多作品中我们⼤量看到了创作者利⽤这⼀⾃然
规律完成⾃⼰的表达，他们将有效信息有选择的传达给观者，制造他的图像世
界。这⾥强调了创作者的主观。

对于⿊⽽⾔⿊成为被动者，光的选择使得⿊到处逃离，光与⿊永远是对⽴

 Trent Parke，澳⼤利亚摄影师4



的，但又⼀定共存的。然⽽对于⿊⼀定存在就显得有意思了，也就是说⿊的存
在才使得光成为光。⿊的形态意味着光的状态，也可以反应场景中的空间、时
间，对于⼀个特定的场域便有了它特定的情境。⿊暗暗的交代了光的信息。在
⼈的经验中不同的光影对应不同的思绪，就像怀斯的画作中⼤量使⽤拉长的投
影，他偏好午后的光阴。画⾯不经意的流露出悠远，怀乡的⽓息。

�
《坐在门槛的克⾥斯提那》安德鲁·怀斯

卡代尔：“绘画中的⿊往往是⽕所致，⽕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
下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些⼈认为这是⽕的部分，是真正的⽕的部分，它们
留在⽯灰中，灰烬中，煤炭中，烟雾中。” 这是⼀段关于⽕的现实主义说辞，5

它透露出⿊与⽕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与光。同时也提出另⼀个可能的解释：⿊
除了我们⼈类的视觉⽆法捕捉的⿊⾊，还有另外⼀种存在即作为物质的⿊⾊事
物。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光都是由于各种⽅式的燃烧所形成的，⽽通常的燃
烧伴随有机物碳化的过程，碳化带来的就是⿊⾊物质。⿊⾊便以实体出现在⼀
起。⿊也将⾃⼰的概念与物体结合，产⽣物体另外⼀种诠释。同时也在说明⿊
总是与⽕纠缠，⽕是实体的⿊产⽣的本源。
   以上的分析似乎⾮常显⽽易见，看似并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对熟悉的事
物进⾏细化分析使我们发现⾃然界的道理，就像思考我们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

10
以便找到与之相关的⼈类精神，发现隐喻性的对应，或者是另⼀种解释的可能。

绘画需要运⽤隐喻，甚⾄隐喻之隐喻。

 摘⾃卡代尔：《颜⾊的光学》，1740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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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可⻅见性引发的叙事

对于⼀位思考视觉图像⼒量的画家来说，⿊是⼀种有创造性⼒量的元素。
他们清楚地知道⿊⾊是靠事物与光线相遇⽽存在，⿊在绘画的形式语⾔中决定
着画⾯的表达。另⼀⽅⾯，通常⿊又蕴含了⼤量的物质存在，其本⾝也是物质
的存在⽅式。于是画家常常基于原始想象的冲动，梦想着把⼈与元素，⽕、⽔、
⼟、空⽓和⼤地万物的存在通过神奇的物质性维系在⼀起。



在光源下，⿊⾊将可见物封闭在特定的空间内形成类似舞台效果的画⾯。
⽽观看者以⾃⼰的视觉与想象解读着这⼀模糊的图像。在画家眼中，⿊有深度，
也有质量。⿊⾊既在内⼼深处诱发深陷也在视觉空间制造浓烈的冲击。可以说
⿊为画家提供了完美的机会。

卡拉⽡乔是古典绘画中典型利⽤⿊⾊的画家，他的画⾯简明、强烈，作品
中增强画⾯对⽐的做法使得画⾯产⽣出舞台效果，以此呼应主题制造富有戏剧
性的视觉表达，同时可视区域使⽤精确写实、⿊⾊区域概括隐秘使得观看者情
感⾼度集中，在紧张激烈的故事中⼼之余也让⼈对卡拉⽡乔营造的⿊空间浮想
连⽚。

⿊暗中总是存在⼀种欲望，⼀种想要充斥它的欲望。

     
      《⼤卫⼿提⼽利亚的头》卡拉⽡乔            《莎乐美收到施洗约翰的头》卡拉⽡乔
                       

   《⼤卫⼿提⼽利亚的头》画中的⼤卫像是刚刚完成杀戮从⿊暗中⾛出，注视
着⼿中的恶魔。从⿊暗到光明，就是在这⼀瞬间，画中的⼤卫显得百感交集。
⽽就是这⼀瞬间像是模糊的中间地带，⼼中的不安和忐忑显得那么强烈，不知
道下⼀秒将会如何。卡拉⽡乔的绝妙就在于把握住这个临界状态，光开始照射，
⿊影渐渐退去，光与⿊共同存在，制造⼀个悬疑的瞬间。

12
                                   
    《莎乐美收到施洗约翰的头》是⼀幅反映宗教故事的绘画。这张画像个电影
镜头，让⼈⾃然地关注于画⾯的事件。让观者深陷剧中的不是⼈物、道具往往
是⼀个情境，制造⼀个在场的假象甚⾄夸张。卡拉⽡乔的⾼明之处也是他作品
特点的就是⽤⼤量的⿊为叙事做背景，利⽤⿊⾊构建画⾯的秩序，这⾥更多指
的是情节的秩序⽽⾮图像构成的秩序。光与⿊的强对⽐通常给予⼈视觉集中点，



卡拉⽡乔利⽤这⼀点把最激烈的冲突放于中⼼，阴暗的部分藏着画⾯更深度的
隐喻，或是对于宗教或是对于现实。卡拉⽡乔的⽅式是制造了⼀个浓重并引⼈
⼊盛的情境未必真实但确⼀定是⼈的内⼼需求。

"  
                                                《忏悔的抹⼤拉》 

另⼀位是典型的⽤⽕光制造神秘的画家拉图尔，他的作品常常描绘⽕光中
若有所思的⼈物或者静秘中发⽣的事件···画⾯传达出的⽓氛显然是更想把观众
带⼊隐秘的内在世界。从拉图尔对⼈物的描绘甚⾄能感到⽕光辐射的热量正隐
隐的腐蚀⼈的内在，⽽他表现⽕的感觉通常靠周边光亮处的细微变化，精致到
能让⼈感到光的质感。另⼀点⼗分有趣，⼤量观看过他的画会发现画⾯中只存
在⼀个光源，⽽且多是夜晚中。可以说单⼀光源必然造就了⼀个视觉中⼼，⽽
其它部分依然是⼤⾯积的⿊，安静、庄重的成为画⾯事件冷静的参与者。徐徐
⽕光渐进的照亮了⼈物，隐秘的⿊⾊也静静地笼罩下来，在这种多数⼈有着共
同经验的场景中，⽆数熟悉的梦想和记忆会萦绕在⼼中         

   拉·图尔的作品给⼈的印象总是故事发⽣在静谧的烛光下，《忏悔的抹⼤拉》6

是其中代表作品之⼀。整个画⾯都处在⿊暗的阴影⾥，在⼀个室内⼀个封闭的
空间，唯⼀的光源是桌上的蜡烛，微弱的散发着桔红⾊的光，照亮很⼩⼀⽚区
域。 

13

抹⼤拉坐在桌前显得朴素、哀惋，并⽤胳膊肘托着下巴沉思。⼈物反映出的状
态中看不到琐碎的⽇常，只有明晰、沉静的反省。当观者正沉浸于这⼀幕温婉
的表达时，⽬光顺着抹⼤拉⼿臂的⽅向却发现隐匿于⿊暗中的骷髅，向左后⽅
望去，正有⼀⾯镜⼦映射出处在⿊暗中的抹⼤拉，这些恐惧是如此意外。对于
⼈有共同意义的骷髅、镜⼦都处于⿊暗中，⼤⾯积的⿊⾊笼罩使它们存在着太

  抹⼤拉是《圣经》中的重要⼈物，被称为“抹⼤拉的玛利亚”。抹⼤拉原来是⼀个妓⼥，但是在耶稣基督6

的感召下，她改恶从善，成为基督的门徒。她陪着圣母⼀起看着耶稣被钉上⼗字架，然后又⽬睹了基督的
复活，成为神迹的见证者。



多不确定，以⾄于这些道具⽆形中增加了场景的悬念。细⼼的拉图尔为观者构
建了如此恍惚又虚幻的场景，并且将深刻隐于平静，令⼈在交错迷离的场景中
陷⼊空虚。 

在绘画历史的长河中古典绘画常常以描绘光影成为简历画⾯形成叙事的⼿
段，光影中的⿊不仅仅成为⼀种画⾯要素，更是⼀种体现画家主动选择引发⼈
类共同情感的因素。在画⾯⾥⿊隐藏了现实的种种，但⼈的意识使得⿊充斥着
现实的猜测。⿊不但是⼀个现象的存在，也是⼈类概念的汇集，⿊隐去的全变
成可能，成为思维的空间。 

�
                                                                  图37

奥地利艺术家赫仑韦恩是⼀位当代写实画家，他的作品有明确的针对性，
反思⼆战探讨暴⼒、伤害。其中⼤量作品是以伤害⼉童为母题，与现实和政治
发⽣隐喻。他的⼿法是令⼈惊叹的超写实，画⾯经常制造出寂静，抑郁甚⾄恐
怖的⽓氛，如图3清冷的⽓氛，苍⽩的光线，忧郁的⼉童。对于画⾯形式赫仑韦
恩常常将⼈物置于简洁的空间，通过对光影的把握实现对画⾯⽓氛的铺垫。他
将亮部⽩炽到统⼀⼀切细节，同时加重暗部与背景。空间中没有过多的赘述，
只有空间的

14
结构和笔触相互交融的⿊影，硕⼤的⿊影为⼈制造了精神的压抑，但依稀可见
的内在结构仿佛让⼈感受到静谧的⽓息在⿊暗中缓缓流动。赫仑韦恩制造了超
现实的光景，给⼈的指向是明确的，他的画作不是回到绘画⽽是直接的介⼊现
实，对社会政治的批判。

 图3为赫仑韦恩的画作7



�
                                                                  图48

在反映沉重的议题时⿊总是⼀个重要的元素，⿊利⽤着它的象征意义对应
画⾯的表达，这种象征属性是别的事物⽆法代替的。⿊可以存在于任何地⽅，
⿊不具体，但又是真实的。它潜藏于事物的表⾯等待光的激活，⿊的灵活受益
于画家的主动，它让平凡的事物披上神秘的外⾐，让有限的认知增加更⼤的思
维空间。

在画⾯中⿊的表达是个变量，⿊的形态与多少决定了画⾯反应的⽓氛，宁
静的、激烈的、沉重的、轻盈的，这似乎决定了画⾯的核⼼。就像素描总被喻
为绘画的基础⼀样，⿊是构成画⾯的本质元素，它很单纯但也决定了很多。⿊
是绘画的内在结构，超越于物质表象，它不属于物质，却反映着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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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影的暗喻

 图4为赫仑韦恩的画作8



⿊影是光对事物的另外表述⽅式，通常情况下，⿊影的形态透漏了两⽅⾯
信息，其⼀是光的信息，⽐如光的⽅位、光的属性。其⼆则是“被光”事物的信
息，⽐如事物的形态，事物的⾝份· · ·，这⾥隐藏了太多真实世界的信息，⿊影
帮助⼈发现、判断、移情· · ·因此⿊影具备了隐喻现实的能⼒。如果我们从相反
的⾓度思考，那就是说每⼀个⿊影对于客观都是准确的，但却永远不是真实的，
它为每⼀次误读提供了证明的素材。

    时⾄今⽇⼤量的平⾯作品仍然在利⽤着⿊影，它像个合理的善意的圈套，让
⼈⾛进看似陌⽣的真实 。

! 图1       ! 图2

借⽤福西永在《形式的⽣命》中论述的范例。这两幅画来⾃意⼤利版画家
⽪拉内西，取名《⿊牢》组画。第⼀幅是早期尝试，可以看到⽪拉内西认真的
描绘巨⼤的建筑物，更多的关照到客观，⽽且也能看到他对铜版线条腐蚀的要
求。看似他所作的是那么完美没有错误，但第⼀张画始终像⼀次机械的写⽣，
既⽆沉重感有⽆神秘感，中规中距⽆法让⼈感到他的态度和意志。20年后，⽪
拉内西又重新作了这⼀题材的版画，如图2。这时⼤量的⿊⾊被抛到画⾯上⽅，
⼀种繁复阴沉的感觉在画⾯上形成。我们⾃然的感到了画⾯传达的信息，这时
准确了，这时才是《⿊牢》！反观两张作品，材料和绘画⽅式并没有改变，改
变的是⽪拉内西更加遵照他的初衷，寻找到了合适的视觉表达。就像福西永所
说：“他抓住材料并定义了材料，对于材料有了总体的、绝对的控制。”⽽具体
到画⾯本⾝，还是同过⿊⾊事物的布局引发了不同的感触，密集繁琐的⿊⾊图
像类似哥特式的阴郁，同时⿊本⾝有着与画主题⼀致的⼼理暗⽰，有效地利⽤
了⿊的给⼈制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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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恐惧。



"  
                                   《⽆题》荒⽊经惟 

荒⽊经惟对这张照⽚这样解释到：“这个⿊影仿佛是有⼈正要侵犯她。”荒
⽊经惟的解释说明了⼤家共有的预感，他利⽤⼀块⿊影使得作品有更多意味。
分析其图像，⼈物与道具是直⽩的，它清晰的交代了此时的状态，但那块⿊影
是不确定的，因为⼈的经验告诉我们⿊影的形成有好多缘由，所以⿊影成为观
者猜测的对象。每个不同的观者⾃然地形成了⾃⼰⼼中的故事。这张照⽚反应
的状态是多么习以为常，但就是常态却蕴含了⽇常的隐喻。⿊影之所以有魅⼒，
是因为它是⼀个模糊因素，它与确定的图像对应会造成观者有⽅向的臆想。可
见物与⿊影可能会形成上下⽂关系，同时由于可见物的过于直⽩⿊影便成为引
⽟之砖，打开每个观者内⼼的下⽂。

         
              《桑·克劳德之夜》蒙克                                           《临终》蒙克 

17                               
   《桑·克劳德之夜》，绘制时是蒙克刚刚失去⾃⼰的⽗亲，画⾯的的⽓氛昏
暗阴郁，是蒙克内⼼的真实写照。画⾯中我们看到蒙克不是单纯的追求造型的



精准、⾊彩的微妙，⽽看到了简洁肯定的⼤⾊块，⿊⾊⼏乎搞定了画⾯所有图
像，画⾯的基调也由此定下来，阴沉忧郁的。画⾯中及个简单的⿊⾊⼤形似乎
已经帮图像完成了叙事，带着⿊⾊礼帽的⼈拄着下巴凝视窗外，也许在发呆、
也许已被⾃⼰的⽆意识带⼊精神的深渊。⿊暗的窗帘与长长的⿊影，告诉我们
在这个⽉夜礼帽男⼈有意为⾃⼰保留这⽚安静。此外我们可以发现⼀个细节，
窗户在地上的投影意外的出现了⿊⾊⼗字架，这是意外的耦合吗？显然，蒙克
利⽤现实的机会隐喻出他内⼼的彷徨，以上的陈述都是来⾃画⾯，不管它是否
有强加的嫌疑，重要的是作为观者的感受，画作引发的悲伤俨然已经不是画⾯
⾥那个男⼈的悲伤，⽽是每个观看者⾃⾝的悲伤情节。不管画⾯⾥真实发⽣了
什么，观者已经真实的进⼊了悲伤中。⿊影的帮助让绘画者隐晦地将现实残酷
注⼊每个观者的⼼。
                          
    《临终》巨⼤的⿊影即像恶魔的笼罩又像⼈物散发出的绝望。能不能⽐这更
悲伤？在这样的画作前已经让⼈窒息。蒙克的语⾔是极其精简的，他乐于也很
善于⽤⿊，在这张画中，我们看到最醒⽬也是⾯积最⼤的两⽚颜⾊，红与⿊，
这不⾔⽽喻意味着恶，同时，红与⿊对⼈感官刺激往往也是激烈的，⾎腥的。
蒙克这样的表达未必说是故意，⽽是出于⼈共通的经验。⼤⾯积的⿊⾊把⼈与
⼈影笼罩在⼀起，不⽤说每个⼈长的什么样，更没有过多的细节，是压抑，悲
伤的共同体，强调了恐惧的强⼤，⼀种不祥已经与⿊没有区别。看不见的⿊是
⽆⽐深邃，在这⾥看见的不⼀定是真实，看不见的才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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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物质



    在光的条件下我们所指的⿊是不可视区域，是⼀个综合的整体是空泛的。⽽
现实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事物，这是的⿊存在于确切的物体上，⿊成了物
体的属性。⼈类喜爱⿊，在⾊彩⼼理学中⿊⾊带来许多意义，所以也看到⼈类
⽇常⽣活对⿊的⼤量需求。⿊可以切换⼈对事物的感受，更多的感官刺激胜于
理性的判断，但同时有把⼈带⼊另外的体悟中，超越物质本⾝。 

"  
                                                                    《海景》系列——衫本博司

“我拍摄的是物的历史。在《海景》系列⾥，我要处理的对象是⽔和⼤⽓。这两样可说是⾄今为⽌对⼈⽽
⾔变化最少的东西吧。其他世间万物都随岁⽉的流逝⽽变化。我的艺术的主题是时间。”——衫本博司 

      在衫本博司对于作品的解释中我们看到他单纯的初衷，他只想反应事物本原
的⾯貌。在作品中只⽤了⿊的不同层次，单纯的⿊为⼈排开的多余的⼲扰，作
品的呈现就像炭⿊渐渐侵⼊相纸，浓缩的时间与⿊⾊的侵⼊显得⼗分对应。⿊
⾊表达的超现实感又清晰的反映出事物的本质。

    衫本博司的摄影采⽤长时间曝光，⽤时间捕捉了海的厚重，以⾄于他的摄影
可以感觉到饱满的质感，深不可测的海⽔被凝固在照⽚上，以凝重⿊⾊出现，
他选择的这个颜⾊仿佛就像碳化后的颜⾊，海⽔被碳化了，致密、浑厚的⿊给
⼈另外的物质感，陌⽣又似曾相识，引发暧昧的⼼理感觉。

    这⾥不得不提到⿊⽩摄影，⿊⽩摄影⼀种古典的摄影⽅式，但它常常制造出
超现实的体会，所致“超现实”是⿊⽩摄影给缤纷的现实带来了另外的质感，⼀
种有别于⽇常的视觉体验。⾃此⼈们有了其他的观看事物的⽅式。回过头看衫
本博司的作品，其实会感觉是⿊的物质转译了现实。通常是⼈类利⽤材料，但
材料本⾝的物质属性形成了材料的语⾔，是⼈⽆法预计的惊喜。衫本博司的海
是与现实有关联，这使得观者容易进⼊，不同的物质呈现使⼈有新的观看世界
的⾓度。
我眼⾥，摄影就等于⿊⽩。提到⿊⽩精神，我觉得有三个特点：抽象性、象征性、梦之性格。将这三个特
点融为⼀体，成为⽐⼈的眼睛所看见的更为强烈的印象。通常⼈们所⽬睹的，是形形⾊⾊的彩⾊空间，但

是，若能通过⿊⽩照⽚，则可以看见另⼀个现实。

                                                                        ——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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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
                          《碎⽊·杂草和村庄上燃烧的⽕》N.O2

绘画始终对我有着强⼤的吸引，我的⼯作便围绕着如何画好⼀张画。在不
断的实践中发现试图⽤绘画创造世界的野⼼永远是徒劳，⽽冷静的感觉绘画本
⾝反⽽会折射现实。仅仅关注线条、光影、对象等· · ·当这些关注真的⾜够多时
新的概念就⽣成了，渐渐地越来越深越来越⼴袤，最终这些感悟汇聚成认识的
结晶点进⽽形成表达。
绘画⾛到今天有太多的形式太多⾯貌，似乎留给后⼈的空间越来越⼩，但

是绘画本⾝对于⼈有着永恒的价值。如何使得当下的绘画有所突破就显得⼗分
重

20
要。由于观者已经积累了太多绘画⽅⾯的视觉经验，经验都是过去时，抓住当
下的事物，从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发现才会使得绘画更有⽣机。



我研究是想从细化的物质认识深⼊到对物质与⼈在精神上的关联或耦合，
只是从事物的视觉表象到内在构成的思考，涉及的客观科学会帮助我有新的视
⾓或思考⽅式。
    基弗：“绘画是为认识，认识是为绘画。”认识会在绘画的过程中产⽣，但进
⽽所获得的观点又改变了绘画。画画的⼈往往凭直觉触及事物形成画作，在⼈
的主观认识与⾃热的客观存在总会有个浅近的中间领域，它很尴尬但又很富诗
意，我们对它进⾏审核，⾏动决不依附于科学的实⽤主义，⽽体现⼈⾝上真正
对客观知识性的意志。这个中间领域就是⼈主动发挥的空间，由想象引发隐喻，
内在与客观的关联与对应，其内容甚⾄远⽐单纯的感觉丰富得多。究其原因，
⼈在某种⾓度上说也是物质，⼈与另外的物质必然存在许多共通，⼆者的相互
关系也进⽽产⽣隐喻。许多画家都在造成⼀种图解，以表达它的隐喻性和对应
性，如果没有这种隐喻，可能图像的表达是苍⽩的。所以不应当把任何理论作
为限制绘画⾃由意志的理由，因为我们总能在客观的观察中发现某些绘画的现
实主义表征和内在逻辑，同时这⼆者往往是⼈共同的原始冲动。
    绘画的图解不单单只是构图，它应当是⼀种将犹豫与暧昧统⼀起来的⽅式，
也许这样才能使我们从现实主义中摆脱出来，给我们遐想的空间。作品引发的
情感远⽐作品说明的事情更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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