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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妮卡·朴沃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杰出⽊木⼝口⽊木刻⼤大师。她的创作时期刚好在⽊木
⼝口⽊木刻被视为“过时的”艺术时期。虽然她的重要性在她有⽣生之年年得到认可，但
依然是在上世纪80年年代，艺术形式多元化时代时，她以⼀一个画种的幸存者与前
辈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线。 
因此有关她的资料料所能收集到的并不不是很多，对其深⼊入研究的主题也不不多

⻅见。因此我希望通过了了解她的⽣生平经历，通过她童年年时期的特殊性经历（⼉儿时
患有⼩小⼉儿麻痹症），对她身体机能上和⼼心理理层⾯面造成的这种“缺失”性，来研究
其作品灵感的来源和情感在作品中的体现。 
并以此为据探讨在不不正常的身体机能状态下看到的正常事物与正常⼈人看到

的事物的差异性。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缺失的⼼心理理状态引发的“不不正常”的视
⻆角，往往会观察到的⼀一个“失衡”的世界，⼀一个模糊了了正常界限的世界。这正是
莫妮卡艺术的核⼼心，是她作品背后透露露的意境。 
这引发了了我对这种身体机能上的缺陷所造成的特殊⼼心理理状态的关注。⽽而这

种特殊性形成的“不不正常”视⻆角在艺术创作中产⽣生了了⽆无限的可能性。带着这种视
⻆角，会捕捉到那些不不易易被发现的事物细节，⽽而它们所被重新赋予的形态会带来
另⼀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它来源于⽣生活，却与摄影相差甚远，它饱含情绪，却
低调的隐含在作品的意境中。 
这是创作的源泉也可能是创作的内容，是最真实的情感再现。且毫⽆无疑问，

这是发⾃自内⼼心的阐述，也是最本质的创作⽅方式。这丰富了了我对创作的理理解，让
我体会到了了创作中⽆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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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ika Porvo was a renowned outstanding wood carving master and her 
creation was in the period when the wood carving was regarded as “out-dated” art. 
Her importance was recognized in her living years, but she still came into the sigh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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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the identity of the survivor of a kind of painting and predecessor in the 
1980s when the art forms were diversified.  

Therefore, there is less data about her and there is rare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her. I hope to study her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the emotional embodiment in her 
works by knowing her life experience and he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fect 
caused by her special experience (poliomyelitis) during childhood.  

Based on th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s seen under abnormal physical state 
and things seen by normal person is discussed. Due to the special experience and the 
“abnormal” perspective caused by deficient psychological state, an “unbalanced” 
world and a world with fuzzy normal limit were observed, which was the core of 
Monika art an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ehind her works.  

This draws my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psychological state caused by the defect of 
physical functions. The “abnormal” perspective caused by such specialty produced 
infinite possibilities. With this perspective, the details of things that could not be 
found easily could be captured and the new morphology could bring a new visual 
experience. I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life, but far from photography; it contained 
emotion, but was hidden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works.  

This was the source of creation and also may be the content of cre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uest emotions. Undoubtedly, this was the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 and also the most essential creation mode. This enriches my understanding of 
creation and makes me experience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in creation.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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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木刻⾃自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不不断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不不
同的⻆角⾊色，时⽽而默默⽆无闻，时⽽而引领时代的潮流。⽊木⼝口⽊木刻的产⽣生更更为⽊木刻
增添了了新的⾊色彩。 
⼗十六世纪铜版画的兴起，由于它的精细和丰富的表现⼒力力⼏几乎独占了了版画

领域，⽊木版画因⽽而衰落。如果说⼗十七世纪⽊木版画在欧洲属于低落的时期，那
么在⼗十⼋八世纪的版画史上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随着艺术中⼼心转向巴黎，为英国的艺术发展提供了了良好的环境。复制版

画，到了了这个世纪，已经形成⼀一个繁荣的⾏行行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刺刺激了了版画
复制事业，版画制版技巧也随之进步。但对于书籍插图来说，铜版画有个重
要的缺点，就是它是凹版，必须和凸版的铅字分开印刷，⽽而⽊木版画则是凸
版，可与铅字同机印刷。所以那些便便宜的书籍为了了降低成本，⼀一般都采⽤用⽊木
版画作插图。当然这些⽊木版画⽆无论刻制和印刷都是很粗糙的。两个世纪以
来，⽊木刻版画就主要以这种粗拙的形式在欧洲流传着。 

18世纪中期，雕⼑刀⽊木⼝口⽊木刻的出现，复活了了衰落已久的⽊木刻艺术。⽊木⼝口
⽊木刻的发明使⽊木刻以精致的雕刻与铜版画展开激烈烈竞争，法国⽊木刻也由于英
国的影响盛极⼀一时。当时，法国的⼀一位雕版师兼室内装饰师巴⽐比伦（Jean 
Michel Papillon 1698-1776），采⽤用耐磨的硬⽊木的横断⾯面，即⽊木⼝口⾯面作为版
材，以铜版⽤用的⼿手推雕⼑刀为⼯工具来雕刻凸版。由于⽊木⼝口紧密，雕⼑刀⼜又精细，
所以取得很好的印刷效果。⽽而使⽊木刻从沉寂中复兴的则是英国插图画家，出
版家托⻢马斯，毕⻙韦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他是⽊木⼝口⽊木刻之⽗父,他
不不但拓拓展了了传统⽊木板画的技法和材料料,并通过⽊木⼝口⽊木刻插画促使⽊木板画重新流
⾏行行。 

⽊木⼝口⽊木刻与⽊木刻最⼤大的差异在于⽊木材的取材⽅方向，⽊木⼝口⽊木刻为横向式的
切割，即与⽊木纹垂直的⽅方式。这样的⽊木头表⾯面质地紧密坚硬，可刻出极为细
密的线条。这样的材质在17世纪末就在印刷出版中被⼤大量量的⽤用来刻成活字
版，但毕⻙韦克却是第⼀一个活⽤用这些版材，将素描的细腻线条⽤用⽊木⼝口⽊木刻极尽
的表达。他在⽅方⼨寸的天地⾥里里，打破了了⽊木刻把⿊黑轮廓线作为主要的变现⼿手段的
传统刻法，⽽而⽤用从⿊黑到⽩白不不等的灰⾊色来组成画⾯面，⽽而灰⾊色调⼦子由依靠雕刻⼑刀
刻出的不不同⾛走向，不不同粗细的⽩白线来控制，画⾯面上很少有不不动过的⼤大块⿊黑
⾊色。刻成的作品精致⽽而丰富。毕⻙韦克的《四⾜足动物的历史》和《英国的⻦鸟类
概说》，获得了了极⼤大的好评和认可，给世⼈人带来了了前所未有的精致优美的⻛风
格，引起了了出版界的轰动，被称为“毕⻙韦克⻛风格”⽽而赢得了了国际性的声誉。他
是继丢勒勒之后⼜又⼀一次把⽊木刻艺术提⾼高到新的⾼高度的⼈人也对后来英国以⾄至全欧
的⽊木刻艺术以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里曾经指出，毕⻙韦克的“新法
进⼊入欧洲⼤大陆，⼜又成了了⽊木刻复兴的动机”。  

⽽而在⼗十九世纪之后很⻓长的时间⾥里里，⽊木⼝口⽊木刻的⼀一直延续着毕⻙韦克严谨优
美的⻛风格。19世纪前半期基本的照相制版原理理在完成，由于照相技法的不不断
发展，使⽊木版画渐渐退出了了其商业服务的舞台，在1870年年完全没落了了。以经
济效果为⽬目标的复制技术⼯工业化和社会急速发展的这个时期，印刷和版画的
相互性质发⽣生了了很⼤大的变化，版画从复制中解放了了出来，并作为⼀一种独⽴立的
版画观念⽽而存在，⽊木版画从⼩小型的⽊木⼝口⽊木版画向⼤大幅的⽊木版画发展，进⼊入  2



第⼀一章  莫妮卡·朴沃的⽣生平经历 

“⼈人们经常认为莫妮卡是个极其隐秘与内敛的⼈人。在她个⼈人对英国⽊木⼝口⽊木刻
⽆无与伦⽐比的贡献⽅方⾯面，她谦虚⾄至极，但对待年年轻的⽊木⼝口⽊木刻家，如我本⼈人，她
却不不遗余⼒力力地给予慷慨⿎鼓励。”  1

英国 《今⽇日版画》(Printmaking Today) 杂志 Vol 12，2003年年第4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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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戴斯梅梅特 
第⼀一节  早年年经历 

1921年年5⽉月20⽇日，莫妮卡．朴沃出⽣生
在英格兰肯特郡的坎特伯雷雷，⼀一个知识分⼦子
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一家最古⽼老老的省级报社
的编辑，她的⽗父亲雷雷⾦金金纳德.普尔，⼀一⽣生从
未离开过他在银⾏行行的⼯工作，但是依然坚持对
于写作的热爱，也让莫妮卡从⼩小养成了了对书
籍的热爱。 

出⽣生6个⽉月后，她七岁的姐姐离开了了
⼈人世，不不久，⽗父亲⼯工作的银⾏行行把他调到拉姆
斯盖特。⽽而莫妮卡⾃自⼰己则患了了⼩小⼉儿麻痹症，
致使她在5岁之前不不能⾏行行⾛走。   

⼩小时候，她以书为伴，⽽而且⼀一直以来
都把书视为是“⽣生活的⼀一项必需品”。莫妮卡⼋八岁痊愈的时候，她在海海边的童年年
⽣生活也被打断了了。莫妮卡⺟母亲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而瑞⼠士⼭山⾥里里的空⽓气可能有
助于她的康复，怀揣着这⼀一希望，莫妮卡⼀一家⼈人不不得不不被分开。在接下来的两
年年⾥里里，莫妮卡和⺟母亲呆在伯尔尼⾼高地，⼀一起住进了了位于瑞⼠士伯尼斯．奥伯兰的
疗养院。 

尽管如此，幸运的是，她的⽗父⺟母意识到她能够绘画，⽽而且给予了了她很多⿎鼓
励。绘画和书籍是莫妮卡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她孤独与痛苦的寄托。 1931
年年，重新相聚的莫妮卡⼀一家回到了了肯特州，  

她的学⽣生时代⾮非常平凡，直到被萨尼特艺术学校录取之后。20世纪30年年
代末，她进⼊入萨奈奈特艺术学院学习，开始了了正规艺术训练，并在杰弗⾥里里·威尔⼠士
引导下开始接触⽊木刻。经常有⼈人问她为什什么会从事⽊木刻，她总是淡淡的说，“因
为有⼈人向我呈现了了⼀一些雕刻⼯工具”显然这个答案并不不令⼈人满意。 

后来她在札记中说道：她之所以选择⽊木刻的原因其实是在当时，她像⼤大部
分艺术家⼀一样，被训练成⼀一个画家，但是，在艺术学校学习中，由于书籍已经
在她的⽣生命中变得⾮非常重要，⽽而插图学习课程让她喜欢上了了⽊木刻。她花了了很短
的时间玩弄弄和她⼿手不不符的⼯工具，并迅速买了了需要⽤用的⼯工具，从那之后，她从来
没有怀疑过她所做的事情。她很快意识到，她喜欢在⼩小范围内⼯工作，着迷于细
节，因此，她享受雕刻的精密度。她的兴趣是，通过采⽤用在横断⾯面⽊木板上实现
的精细⾊色调层次来充⾜足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第⼆二节  艺术⽣生涯 

1940年年，由于受德军⼊入侵的威胁，莫妮卡的学业中断了了。她与⽗父⺟母迁到了了
拜德福德 。并于1946年年迁回了了在汤布⾥里里奇的家。 

莫妮卡在⻉贝德福德渡过了了战争之年年，在那⾥里里她⼀一直在当地的⻜飞机制造⼚厂⼯工
作，直⾄至战争结束。在这期间，莫妮卡阅读了了所有她能够接触到的关于⽊木刻的
资料料， 欣赏到了了她的偶像法雷雷的⽊木刻作品，也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里进⾏行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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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后，她决定去法雷雷教书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她参与了了法雷雷的
插画课程。多年年的独⽴立创作，让莫妮卡有了了⾃自⼰己的创作⽅方法，法雷雷并没有在他
的学⽣生身上强加他的观点。相反他能够评估学⽣生的个性和潜能，然后⽤用他们⾃自
⼰己的⽅方式引导他们。这让他成为莫妮卡最理理想的⽼老老师。 

因为对⽊木刻的热爱，让莫妮卡⽴立志成要成为图书插图家。 

于是她便便在出版社寻找任务。第⼀一份作业是给⼀一本关于肯特州的书籍插图。
虽然图书插画从来不不是她的强项，但是她对郡县有⼴广泛了了解。在冬季的三个⽉月
⾥里里，她奔波于这个⼩小镇，不不断地浏览观察，并做出了了37副⽊木刻作品。在⽂文本中
插⼊入了了许 

多⼩小⽚片段，成功传达了了这个多变郡县的⼀一些⻛风味。  

但是很快，她意识到她的⼯工作太冷⻔门，
⽽而在这过程中，她认为插图不不应该只是简单
的描述情绪和事物，她更更不不想按照别⼈人的想
法做事，于是决定放弃插画的⼯工作。她认为她所雕刻的景观不不应只是现实的再
现。她热⼼心于版画的创作⽽而不不只是作为⼀一名出版社的插图师，于是她开始积极
的为展览做准备。 

虽然莫妮卡也渴望绘画，但是⽊木刻让她深深的着迷，并且让她在创作的过
程中很兴奋，并试图挖掘其⽆无限潜能。由于⽊木刻的特殊创作⽅方式决定了了其不不同
的思维和⾏行行动⽅方式，因为没有谁能带着⼀一块⼉儿⽊木板到户外采⻛风，回来后就刻好
板。⽊木⼝口⽊木刻，特别是被莫妮卡使⽤用时，是⼀一种会沉思的，独⽴立的，⼀一种需要
慢慢来的介质。创作的动⼒力力可能被⽴立即实施，但要将其完成确是⼀一个持久的过
程，她发现在这个美丽和灵活的介质中可以发现如此多的事情。 

这期间，她适时地从⼈人物作品转向了了能够激发她兴趣的作品对象——岩⽯石、
⻉贝壳、⼲干枯的树叶以及扭曲缠绕的树枝，特别是那些经过时光的洗礼具备某种
可以雕刻的形状的事物。她同时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世界，⽐比如肯特州的林林地，
海海滨，以及灌⽊木林林或是她的花园⾥里里的植物。 

虽然40年年代末和50年年代初，国家还处于战后的贫困状态中，并没有给艺术
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们对于⽊木刻也没有什什么兴趣，但她依然决定为
她的⽊木刻⽽而努⼒力力。 

1952年年，她与退役海海军指挥官阿⾥里里斯特．思茂结婚。⽽而她的作品已从书
籍插图发展成了了单纯的版画创作。他的丈夫是⼀一个⼯工程顾问，有着发明家⼀一样
活跃的思维，并拥有皇家海海军司令的头衔。 

他们都喜欢⼭山上⼴广阔的空间，享受亲密的陪伴，以及爬到⼭山顶的挑战。他
们的假期会在思茂的家乡苏格兰或是莫妮卡⻘青年年时居住的瑞⼠士度过。他们频繁
的旅⾏行行并共同沉湎于攀登苏格兰及瑞⼠士⼭山峰的热爱中。莫妮卡也会积极参与到
丈夫的事业中，有⼏几年年她做版画的时间只能从忙碌的时间中挤出来，但即便便如
此，她依然有着持久的动⼒力力，并且在此期间创作了了优秀的作品。在1969年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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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幸福婚姻的第17个年年头，莫妮卡的丈夫逝世了了。她孤身⼀一⼈人留留在肯特郡的
汤布⾥里里奇，并埋头于她的⽊木⼝口⽊木刻。 

在七⼗十年年代和⼋八⼗十年年代早期，她将她所有可获取的时间⽤用于创作。这是⼀一
个富有成效的时期，她做了了⼀一系列列⾮非常精细的作品。⽤用希拉⾥里里·佩恩特的话
说:“在她许多作品⾥里里，有⼀一种总体上强烈烈的苍凉感，并能把观者牢牢吸引进
去……但在那些海海景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种陌⽣生的和英雄式的壮阔景象。”类似
于《树根》、《浮⽊木》、《枯⽊木》、《⽜牛栅栏》和《清教徒朝圣》都具有视觉
刺刺激，精湛的技术，⽽而作品引⼈人注意的是奇怪的抽象画⾯面，这些画⾯面是扭曲的
树根形式、死亡的树⽊木以及被破坏的古⽼老老栅栏，这些画⾯面呈现出她挑选和观察
到许多⼈人未能留留意的事物，并且让这些事物具有吸引⼈人的着迷能⼒力力。 

正如⻄西⻔门．布莱特写道：“她刚刚结婚时的早期作品是新罗⻢马⻛风格之类的⻛风
景，正如培朴尔 、明顿以及格拉斯顿等表现过的⽽而且正迎合那个时代。正当她
⼤大踏步前⾏行行的时候，艺术⻛风潮突然转向，那⼀一系列列短命的、⾛走红的时尚⻛风格开
始了了，这个时尚主导了了艺术世界20年年。所有那些与莫妮卡有同样追求的艺术家
诸如培朴尔、巴特勒勒、查德维克等均被剥夺了了话语权。对莫妮卡来讲，她所选
择的⽊木⼝口⽊木刻这个艺术品种则被不不屑⼀一顾。然⽽而她发现⾃自⼰己反⽽而得益于这种“在
野” 的状态。在这20年年间，她全身⼼心投⼊入到⽊木⼝口⽊木刻之中，成为⼀一个坚守阵地
的典范。直⾄至上世纪80年年代这种艺术形式的复苏，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时代到
来，此时她以⼀一个画种的幸存者与前辈身份加⼊入了了新的⽊木⼝口⽊木刻家协会。”   2

根据她半个世纪的作品和声誉，莫妮卡⽆无可⾮非议地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杰出
艺术家。她的⼀一⽣生，即便便从她最早的童年年时期开始，⼀一直都没有称⼼心如意的境
遇，但是由于她坚定的决⼼心，她成功克服了了她周围的许多困难。她⻓长时间都在
肯特的乡村地区，采⽤用她尖锐和训练有素的眼睛观察⼀一些不不寻常的东⻄西，她发
现并不不缺少⽣生活物质以及作为未来作品基础的对象，她以决然反艺术潮流的⾯面
⽬目制作出杰出⽽而⼤大量量的作品。她是⼀一个低调，⼗十分在乎私⼈人空间的⼈人，如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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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做⼀一些⾃自我宣传，她的名⽓气可能不不⽌止
于此。但是这样的⾃自我宣传与她⼗十分关注
私⼈人⽣生活的性格并不不相符。她⽤用她的余⽣生
全身⼼心的投⼊入到创作中，于2003年年8⽉月3⽇日
在汤布⾥里里奇去世. 

 

第⼆二章  莫妮卡·朴沃的创作灵感 

  
“⽊木⼝口⽊木刻是英国⼈人可以声称起源于

英国本⼟土的视觉艺术形式。莫妮卡．朴沃
就是在这个版种濒临灭绝之际的⼀一个主要
艺术家，她的典范作⽤用对拯救这个版种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  3

                                                 
——⻄西⻔门．布莱特 

第⼀一节  主题的来源 
作为⼀一名⽊木⼝口⽊木刻⼤大师，莫妮卡认为她不不具备视觉想象，在较⼤大和更更复杂

的雕刻中，她需要找到帮助设计和提升主题的实际物体，不不会与主题偏离。⽽而
周边的⾃自然事物成了了她创作最理理想的载体。 
⽽而她所有作品的灵感⼏几乎都来⾃自于她的本⼟土—肯特郡。 
肯特是英格兰的⼀一个郡，被称为“英格兰的花园”位于伦敦东南部。郡内有

两座城市：坎特伯雷雷和罗彻斯特。郡内还有⼀一系列列从东向⻄西⾛走向的⼩小⼭山脊。⻛风
化使得⼭山脊之间形成了了沟⾕谷，最显眼的地势是就其⽩白⾊色的悬崖。坎特伯雷雷与其
它地区的不不同之处在于，⼴广阔平坦的绿⾊色平原中耸⽴立着凯库拉⼭山脉与波涛汹涌
的太平洋并⾏行行，⾦金金⻩黄⾊色的草丛中点 着清爽湛蓝的湖泊。在这个多变的郡内，
起伏的⽩白垩丘陵地，苍翠繁茂的威尔德乡村以及海海岸线，断壁悬崖、海海⽔水冲蚀
的岩⽯石、以及海海藻，这些使莫妮卡对它们深深迷恋，这些经过⻛风和海海⽔水洗礼的
⾃自然事物不不断地给莫妮卡带来灵感。 
她的很多版画直接以这些⾃自然事物为题材，它们的影响也渗透到她的⼤大部

分作品中。最初⼏几年年，她对⼤大⼭山产⽣生了了热爱，但很少以⼭山作为创作的对象。⼩小
时候的莫妮卡和⺟母
亲呆在伯尔尼⾼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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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上的这段时光也给她留留下了了深刻的印象。在两年年的旅居期间，她逐渐养
成了了后来持续⼀一⽣生的对瑞⼠士⼭山峦的迷恋，不不过奇特的是，那⾥里里的景象从未在她
的⽊木⼝口⽊木刻中出现过，在她看来，阿尔卑卑斯⼭山并不不具备做出⼀一副好的版画所应
具备的视觉特征。她探求通过这些景⾊色在形式或结构上的细节展示时光的流逝，
⽽而不不是直观的再现周围的世界或远处的⻛风景。 
她喜欢带有⽯石头的寂静的海海岸以及清澈⻅见底的池塘。她喜欢⽣生⻓长在出⽣生地

肯特郡的丘陵上的树⽊木，她会被植物的形状感染，尤其是那些⻓长在⾃自⼰己花园⾥里里
的树⽊木。看莫妮卡的作品会让我们不不⾃自觉的想要探寻她的视觉体验与她在作品
中所体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她⽤用⾃自⼰己的视⻆角观察周边的世界，留留意每⼀一⼨寸⼟土地的变化，把对⾃自⼰己家乡
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体现在作品中，这些形状的最终描述与摄影相差甚远。
她作品中笔直⽽而⼜又充满活⼒力力的树⼲干与树枝，让原本寂静的树⽊木变的对⼈人有难⾔言
的魅⼒力力。对她⽽而⾔言，这⼀一⽚片景致不不仅仅只是⽣生活的环境，更更是让⾃自⼰己⼼心灵得到
安宁的环境。她把这些带给她⽆无尽灵感的⾃自然事物⽤用另⼀一种美的形式留留给了了世
⼈人。1987年年肯特郡被飓⻛风毁坏的树⽊木造成她极⼤大的精神创伤，尽管她近乎冷酷
地将这个景象转译成精巧的⽊木⼝口⽊木刻，但她也许⼀一直没有从这种创伤中恢复过
来。她依靠作品给她⼼心灵些许安慰，通过作品缅怀过去的时光。或许创作是最
适合的疗愈⽅方式，通过对⾃自⼰己最熟悉的事物，这些看似平凡的景致来充分表达
⾃自⼰己的情感，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情绪。 

第⼆二节  特殊视⻆角的形成： 
童年年是个体独⽴立性发展的关键期。⽽而她的童年年时期⼀一点也不不轻松⾃自在，她

的姐姐在7岁的时候患上肺结核逝世了了。她的⺟母亲也患上了了肺结核。⽽而在她六个
⽉月⼤大的时候，就患上了了⼩小⼉儿麻痹症，致使她在5岁之前不不能直⽴立⾏行行⾛走。在肢体机
能上造成很⼤大的缺陷，她往往⽐比普通的⼩小孩⼦子需要更更多的时间和精⼒力力去学习。
不不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多了了别的孩⼦子⽆无法想象的痛苦。这严重影响了了⼀一
个孩⼦子的成⻓长和⽣生活，不不仅在⽣生活⾃自理理上有别于其他正常的孩⼦子，也缺少了了与
同龄孩⼦子⼀一样玩乐的经历。⼈人的⼼心理理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周围环境提供的
刺刺激（感觉到）下发⽣生和发展的。受先天素质和⽣生理理成熟程度的制约。这种童
年年时期的患病经历很可能对她幼⼩小的⼼心理理造成了了⽆无法⾔言语的阴影，在⼼心理理学上
来讲这种阴影所带来的压抑会⼀一直藏在潜意识中。 
⽽而⼩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护理理尤其是⼼心理理辅导对健康来说尤为重要。家⼈人要

给予最⼤大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更更好地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可惜由于⺟母亲的身
体状况，她只好陪伴⺟母亲住进了了疗养院。从⽣生理理上看，身体在努⼒力力弥补缺陷，
尽量量使之平衡，但在⼼心理理上或许已慢慢产⽣生裂痕。 
对于⼀一个10岁的⼩小孩，她所有的回忆不不是欢乐的笑声，不不是家⼈人温暖的关

怀，⽽而是与病魔的⽃斗争，⽆无奈奈的离别。但是⼀一个年年幼的孩⼦子如何感知伤⼼心的意
义，只是“乖巧”的听从了了上天和家⼈人的安排⽽而已，不不管是⽆无法回避的病痛，还
是⽆无法逃避的分别。因为年年幼，且与外界也⽆无过多的交流，这让她的⼼心理理处于
⼀一种平静期，虽然这种经历让原本年年幼的她少了了⼀一份天真，但⼤大部分的时间⾥里里
陪伴在她周围的是那些树⽊木，花草，这些⼀一草⼀一⽊木的变化填满了了她童年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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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她体会到了了周围环境所带给她的安宁，让原本的孤独感变的没那么恐怖。 
⽽而且幸运的是，她的⽗父⺟母意识到她热爱绘画，⽽而且给予了了她很多⿎鼓励。书

籍，绘画让她感到幸福，也让⼼心灵有了了寄托。可这些经历对她仍然产⽣生了了很⼤大
的影响，它剥夺了了她本该⽆无⽐比幸福的童年年，这是⼀一种⽆无形的缺陷，不不仅是身体
机能上，更更是⼼心理理上的遗憾。这种“缺失”的⼼心态或许就是那不不寻常的视⻆角来
源。 
她把她的孤独感，⾃自卑卑感投射在了了那些平凡的事物上，她内⼼心的感触或许

是旁⼈人所⽆无法完全理理解的，年年幼时期的经历像巨⼤大的阴影遮蔽着她，让她极具
敏敏感的视觉观察⼒力力，因⽽而能⽤用特殊的视⻆角捕捉它们，并淋淋漓尽致的展现在她的
作品⾥里里，她在⽤用那些熟悉却⼜又不不寻常的事物来隐喻⽣生命中的爱和恨，⽤用作品展
现⾃自⼰己缺憾的⼼心态和恣意丰富的⼀一⽣生。  
第三章  莫妮卡·朴沃的作品特点 

 “莫妮卡•普沃的作品最初问世时，其影响远远⼩小于现在。这也并不不奇怪，
因为她的作品是⾮非主流的，⽆无论是她刻制的对象，还是对于⽊木刻的理理解，并且
其作品还有某种距离与陌⽣生感。”  4

——乔治 ⻨麦克雷雷 
第⼀一节  作品⻛风格 
莫妮卡．朴沃独树⼀一帜的⽊木⼝口⽊木刻标志着⼀一个经验与传统的顶峰。 
虽然⽆无法轻易易⽤用语⾔言描述莫妮卡在作品中表达的深刻感情，我们依然可以

观察到她在作品中使⽤用的技巧。看到她的作品，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精湛技艺。
但所有这些技艺也都是完成⼀一幅好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企图在作品中传
达的审美效果需要这种精湛的技艺给作品创造⽣生命⼒力力。 
她的作品处处可⻅见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斟酌。对于这种微⼩小的创作细节，她

平时有着⼤大量量的积累。她⽤用来创作的草图也很少被认为是各种元素的临时拼凑，
每⼀一个可能被⽤用作创作的细节他都会进⾏行行仔细的研究，因⽽而她的⼤大部分作品都
具有精致的细节。当产⽣生创作灵感时，她积累的多源材料料及丰富的经历便便慢慢
形成⼀一个整体。每⼀一种元素对她⽇日臻完
善的创造意图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并最
终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概念。 
她最初接触⽊木⼝口⽊木刻，得益于杰弗

⾥里里．威尔⼠士的引导。他是抽象⻛风格⽊木⼝口
⽊木刻的代表⼈人物。1946⾄至1949年年期间，
莫妮卡在伦敦中⼼心美术与⼿手⼯工艺学院学
习，那时的作品深受上世纪30年年代杰出
⽊木⼝口⽊木刻家诸如布莱尔．休斯．斯坦顿、
杰楚德．荷姆斯以及约翰．法雷雷的作品
影响。莫妮卡把前辈版画家建⽴立的传统
融⼊入了了她个⼈人强有⼒力力的、个性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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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她的作品因此更更显独特。 
在五⼗十年年代和六⼗十年年代，她创作了了少量量的⼈人物雕刻。在《冬季树⽊木1957》

中可以看⻅见⼀一个相当神秘的⼥女女性⾯面孔，该⼥女女性⽤用她的⼿手将树枝分开，细腻到你
能感知到那动作的轻盈。在《苹果树1961》中，有两位⼥女女孩跪在地上，⼈人物僵
硬，⼀一种不不安的氛围让⼈人恐惧。 
可是⼈人物创作只持续了了很短的时间，她快速意识到雕刻⼈人物并不不是她的强

项。她变得越来越专注岩⽯石和植物形状，她可以局部研究这些形状，在后来的
⽇日⼦子⾥里里，这些便便成了了她创作的全部。 
她开始热衷在很⼩小的规模上创作，雕刻了了⼀一系列列精致的微型花朵、叶⼦子和

⾕谷穗。并且尤为注重作品的⾊色调和细节及作品氛围所呈现出的深度。 
《旋花》这件作品中，她完美的处理理了了花朵和叶⼦子的优美切分线，花朵周

边则是其⽣生⻓长的环境，带有半抽象⼭山脉背景的⾼高墙。六⼗十年年代末雕刻了了《早期
起绒草》和《起绒草》。在《起绒草》中，特别强调了了⽅方形的多刺刺茎以及具有
粘性的细叶脉的树叶，周边则是奇怪⽽而神秘的背景。《⽔水下的⻛风景》，则是试
图抓住⽔水下旺盛的植物的奇怪优雅特性。 
在类似于《⽼老老树》、《⽔水沟》和《肯特⽊木头》这类雕刻品中，很明显看出

她很热爱树⽊木。1979年年的《昔⽇日樊篱》，横竖交织的树桩，让我们看到了了怪异
的树桩，病态的⽣生⻓长状态，似乎寓示着⽣生命的挣扎状态，寂静⽽而⼜又伟⼤大。1988
年年雕刻的《飓⻛风后的春天》尤其突出，因为它记录的是1987年年10⽉月出现的⼤大飓
⻛风造成的破坏，当时她⾮非常悲痛，因为肯特境内的上千颗树⽊木被毁坏。这些残
缺的树⽊木像是卸下武装的⼠士兵，呆⽊木的看着翻⽆无尽天空，悲情的哀鸣。在她作
品中的树⽊木有着神秘，⼀一种⽆无法⾔言语的怪异，⼀一种强⼤大的精神魅⼒力力。  
这些景致远远⾼高于现实，是只有与内⼼心触碰时才能体会到的细节。作品中

带有怪异的事物或许是只有带有某种缺陷的⼼心灵才能发现的细节，这正成了了她
作品独⼀一⽆无⼆二的⻛风格。 

第⼆二节  特殊性视⻆角在其艺术创作中的可能性 

我们对于莫妮卡的作品的兴趣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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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一连串串的问题。看到⼀一幅幅令⼈人⼼心动的作品，我们不不禁要问“促使这⼀一作品
产⽣生的刺刺激性因素来⾃自何⽅方？” 刺刺激性因素可能会有很多，并且有助于决定莫
妮卡在创作发展中坚持的路路线。这些因素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也可能是经过细
细琢磨的。有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是及时的，直接的；⽽而有些则是间接的，滞后
的，⼀一种经历可能要叠加到另⼀一种体验上才会发挥其影响⼒力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接受能⼒力力，这是由我们的性格特征及经历决定的。

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及感受总是与个⼈人经历融为⼀一体的，不不同的⼈人对于同⼀一作
品可能有着全然不不同的感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莫妮卡作品中
的主题对象曾对她有深深的触动——正如她很可能曾被⼭山脉、岩⽯石、池塘、花草
树⽊木所打动⼀一样——那么，鉴于有限的个⼈人经历，我们能否在那种程度上对莫妮
卡试图通过作品表达的情感做出敏敏锐的回应呢？我们是否会完全被她在作品中
所揭示的影响⼒力力折服？她刻制的⼤大海海，有⼈人可能会从中感受到时空的⽆无限性，
古⽼老老性，独⽴立，和静默；有⼈人则可能感受不不到这些特点。但确定的是，站在她
的作品⾯面前，没有谁会想到喧嚣的场合。 

《昔⽇日樊篱》 ⽊木版 14cm×23.2cm  莫妮卡朴沃  1979 
⽽而这些景物，⽐比如⼭山脉，到底对她产⽣生了了怎样的影响？它们的深度、距离、

静默、孤寂是不不是对莫妮卡审美发展的特点有着深刻的影响？⼜又是何种原因让
她乐此不不疲的为之留留恋，这些对她意味着什什么？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莫妮卡的成⻓长伴随着对抗病痛的经历，她对于世界的最

初认知或许就是从这开始的，这绝对不不是正常的⼩小孩该有的经历。⽽而与亲⼈人分
离，旅居⽣生活让她对事物的认知更更加的敏敏感，在情感表达上更更加的细腻。 
或许是童年年时期的经历让她难以忘怀，或许是她对这⽚片⽣生活的环境太过熟

悉和热爱。她⽤用带有⾃自我意识的眼睛观察周边的景致，哪怕只是⼀一颗⼩小草的枯
萎，⼀一朵鲜花的盛开，或许在她眼⾥里里都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是⽬目光⻓长时间
的停留留才能留留意的细节。 
许多⼈人发现她的作品的很奇怪，让⼈人难以揣测。有⼈人甚⾄至认为她的作品是

⽣生硬的，充满罪恶，令⼈人⽣生畏的。1984年年，格雷雷厄姆·威廉姆斯限量量发⾏行行了了乔治
⻨麦克利利的《莫妮卡·朴沃：⽊木⼝口⽊木刻》。乔治⻨麦克利利作为朋友兼邻居，他赞颂她
的⼯工艺和艺术，但是，同时也表明，她作品的许多主题并不不是当时的艺术主流，
因为它们有着某种神秘和遥远的特性，⽽而这些景致⼜又远远不不同于现实。 
莫妮卡对于这些评价尤为吃惊，并坚持认为，她只是在刻⾃自⼰己感兴趣的事

物。她认为她实事求是地对待她作品的主题，她只是忠实的记录了了在旅⾏行行肯特
乡村中看到的内容。她从来不不刻意去营造作品中的⽓气氛，这些都只是真情与真
实的流露露。正如她所⾔言，她从未刻意寻找任何类型的氛围，这些氛围就是她在
⾃自然⽽而然的创作中产⽣生的。如果她感兴趣的形状有时候有些古怪，那么这些便便
会出现在她的潜意识中，并最终体现在作品中，⽽而这正是⼀一种最⾃自然的创作⽅方
式。 
如⼤大多数的观者所能感受到的，她的作品往往带给⼈人最直接的是深度和距

离。她的林林⽊木作品也的确体现出了了这⼀一点。我们到底是在观看树林林，还是在向
树林林深处眺望？在她其中的⼀一副作品中，我们看到了了树林林的边缘，但是向树林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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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的空地望去时，我们是否在这其中看到了了更更多深远的意境？我们是否也像
在海海边那样感受到了了⼀一种静寂，是否也体会到这⾥里里没有喧嚣与热闹？是否能在
这⼀一⽚片落寞的景致中看到⼀一个孩童孤单的眼神？  
正是这种⾃自然的创作⽅方式，在有所缺陷的⼼心理理状态下引发的特殊性视⻆角给

创作带来了了⽆无穷的可能性。是情绪牵引着眼光的停留留，让看似平凡的事物变得
如此神秘。 
在她眼⾥里里的树⽊木，花草更更加富有个⼈人的情绪和性格。在不不正常的身体机能

状态下，在曾经满怀压抑的情绪下，她到的正常事物与正常⼈人看到的事物产⽣生
了了“偏差”。或许作品中透露露着冷漠，但却包含着她对这些景物的热爱。因为这
些⽣生命陪伴了了她，⽽而她对此的热爱隐藏在这些看似奇怪但却柔和的氛围中。 
在她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很⼩小的，常⼈人看来微不不⾜足道的事物，但却是

意料料之外，情理理之中，给⼈人⼀一种亲切的违和感，突⺎兀兀却不不失常理理。⽽而这些细节
更更给我们带来了了不不同的视觉体验，然⽽而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这些景致远远⾼高
于现实，是只有与内⼼心触碰时才能体会到的细节。作品中带有怪异的事物或许
是只有带有某种缺陷的⼼心灵才能发现的细节，这正成了了她作品独⼀一⽆无⼆二的特
点。  
她的作品并⾮非都是宏伟壮观，和蔼可亲的，有些作品，以“根”为典型，其

姿态与“温柔”相距甚远。初次看到这些作品的⼈人可能会认为其影响⼒力力太强烈烈，
进⽽而产⽣生恐惧之感。有些⼈人的则会产⽣生不不同的感觉，⽆无论是否从这类画中感到
排斥和威吓，都会被画中交错相绕的姿态所吸引。在这⽚片景致中，仿佛时间在
顷刻间凝结了了，我们都似乎在看到了了神秘之余，还看到了了树⽊木，草丛被时间冻
结⼀一般，坚硬⽽而脆弱，似乎像烈烈⼠士般伫⽴立在那，不不可撼动。这仿佛是在⽤用作品
对⽣生命呐喊，⼀一份强⽽而有⼒力力的精神⼒力力量量。或许它不不如蒙克的《呐喊》来的直接，
却是⼀一种⽆无声的绝响。 这些植物在她的诠释下，以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呈现在
我们眼前。 
她的作品没有像达利利作品中直观的戏剧性⽭矛盾，却让这种⽭矛盾的冲突⼼心理理

在观者的⼼心中滋⻓长。正如她的⼈人⽣生，虽然也很多特别之处，却带给了了她难得的
经历，⽣生命给了了她别样的体会，更更留留给了了她别样的视⻆角去观察⽣生命的变迁。在
她的眼中，这些不不被关注的事物正在“⾃自由”的享受⽣生命的美好，不不论是⽣生命的
开始还是结束。 
莫妮卡通过“⽊木刻”所要表达的事物是⽆无法⽤用⽂文字记述的。她在⽤用视觉的语

⾔言对⼀一种具有情感和认知意识的经历进⾏行行直接的表述。她作品中的那些化⽯石形
式与⼩小的植物拥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古代圣像般的神秘与庄严；⽽而她的⻛风景那
种纪念碑碑式的永恒。然⽽而，表⾯面上如此鲜明的冷漠，掩盖了了她性情中真实的温
情与对所表现物象的激情以及她对肯特郡⻛风景⽮矢志不不渝的热爱。 
这种表达⽅方式早已从纯粹的感觉转变成强烈烈的观念性认知，如果可以，这

种观念性认知正是我们必须接受，也应该做出回应的。如果选择⽂文字，我们很
可能只是传记式的记录某种经历对我们的影响，然⽽而，对于触动我们的本质特
性⽽而⾔言，这绝不不是其阐释⽅方式。莫妮卡⽤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让这些看似平凡的
景物有了了别样的⽣生命状态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触动了了每⼀一个观者的内⼼心。⽽而
这种不不刻意，最真实的表达⽅方式让创作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了⽆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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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莫妮卡·朴沃的作品对我的影响 
莫妮卡·朴沃的作品流落着奇怪但却不不失趣味，⼀一种深不不可测⽽而⼜又坚强的

精神⼒力力量量，⼀一种细腻的柔和感和⽭矛盾感并存的意境，让我深深着迷。于是我开
始关注这种 有所缺
陷的肢体机 能，特
殊的成⻓长经 历引发
的特殊性视 ⻆角在艺
术创作中的 可 能
性。  
不不 同 的 缺陷会

给⼈人带来不不 同的⼼心
理理暗示，它 可能是
⾃自卑卑的，恐 慌的，
羞愧的，这 些情绪
深藏在我们 的潜意
识中，往往影响了了我们看待事物的情绪和⻆角度，这是⼀一种⼼心理理的缺失，⼀一种⽆无
形的缺陷，也就造成了了所谓的特殊视⻆角。⼼心理理上缺失的影响往往多过于身理理上
的缺陷。这些在我们眼⾥里里极其平凡的事物，容易易被忽视的细节，通过这种⼼心理理
隐射，便便会被赋予不不同的⽣生命形态和⼒力力量量。如果⽤用⼼心去捕捉它们，在情绪的牵
动下，我们便便会“看”到⼀一个我们所不不熟悉的世界，⼀一个“失衡”的世界，⼀一个模
糊了了“正常”边缘的世界。  
在体会这种所谓的“失衡”状态时，让我更更真实的看待周围的事物，⽤用真实

的情感观察它们，那些曾被忽略略的细节，在情绪的牵引下，似乎⽆无限放⼤大了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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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影响⼒力力，这给创作带来了了丰富的灵感，艺术载体与情感相互融合，真实⽽而
不不做作，⼀一切都⾃自然⽽而然的产⽣生，源源不不绝，正是创作过程中的⽆无限性。这是
⼀一种艺术创作⽅方法，⼀一种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一种最直接，最触动⼼心灵的阐述
⽅方式。在我⾃自身的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创作⽅方法带给了了我不不⼀一样的视觉体验，
也让我所选择的载体与我的情感更更加的融合，准确的表达我的思想。 

结论 
有所缺陷的身体机能，会给⼼心理理造成某种缺失感，尤其是在童年年时段，这

种“缺失”的⼼心理理状态会⼀一直隐藏在潜意识中，它并只是所谓的⼼心理理扭曲，相对
的，这种⽆无法排解的压抑感，会产⽣生“不不正常”的视⻆角，在看待周遭的事物时，
往往会更更敏敏感，更更富有个⼈人意识，那会是⼀一个“失衡“的世界，⼀一个模糊了了正常
界限的世界。 
这正是莫妮卡艺术的核⼼心，是她作品背后透露露的意境。在她的作品中，我

们能看到平凡的景致，却透露露着不不易易被⼈人察觉的神秘，时间仿佛在顷刻间冻结，
让⼈人内⼼心颤抖。那些精致的细节，如同漩涡般把观者卷⼊入她的世界，在“正常”
的边缘摇摆，触碰⾃自我内⼼心中的“缺失”感。 
这种特殊经历和不不正常的视⻆角引发了了我的兴趣。并让我思考这种不不正常视

⻆角在艺术创作中产⽣生的⽆无限可能性。这让我们观察到了了别⼈人所忽视的事物，⽽而
这些事物也被赋予了了不不同的⽣生命形态和⼒力力量量，或许只是我们内⼼心情绪在作祟，
可却⽐比现实来的更更让⼈人深刻。它们来源于⽣生活，却与摄影相差甚远，它们是摇
摆在正常边缘的“异类“。它们给艺术创作带来了了丰富的灵感，它们饱含情绪，
却低调的隐含在作品的背后。 
这可能是创作的源泉也可能是创作的内容。但毫⽆无疑问，这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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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也是最本质的创作⽅方式。因为这是⼀一种真实不不做作，崇尚内⼼心真实的艺
术创作态度。这种艺术创作如同传记般在记录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思想，触动
⼼心灵深处的本质。这不不仅能激发艺术创作的兴致，更更能给创作中带来奇特的视
觉体验。 
莫妮卡的艺术创作⽅方式丰富了了我对创作的理理解，让我体会到了了创作中⽆无限

的可能性。⽂文献资料料对她的记载和研究不不多，或许在我的论⽂文中还有些许不不⾜足，
但我希望能通过对她的研究让更更多的⼈人对她有所了了解，对她的艺术观念有所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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