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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科尔维尔是当代著名加拿⼤油画家，其绘画作品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视⾓。秩序性的

构图、严谨的结构、宁静永恒感的叙事⼿法，给现代画家以启⽰。本⽂试图以视觉图式

为切⼊点对科尔维尔进⾏相对系统的分析研究。通过对科尔维尔的⼈⽣经历，所处的时

代环境，情感⽣活，性格特点以及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式进⾏分析，探讨科尔维尔作品

图式形成的原因。深⼊研究和分析科尔维尔作品图式的特点及其对当下艺术家的影响和

启⽰。 

本⽂共分为四部分。第⼀部分，明确论⽂的⽬的和论述对象，介绍科尔维尔的⽣

平。  第⼆部分，科尔维尔作品的图式分析。  第三部分，分析科尔维尔作品的环境关系及

情感表达。 第四部分，科尔维尔作品对我前期创作的影响及⼩结。

关键词：理性；图式分析；结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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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ville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Canadian oil painter, his paintings has its unique style 

and point of view. The order of composition, rigorous structure, quiet sense of timelessness 

narrative, give the modern painter enlighten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visual schema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analysis of relative system research on Colville. According to Colville, the life 

experience, the environment of times, emotional life, analyzed character and the artist's way of 

rational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Colville work pattern formation. The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Colville schema characteristic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artis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make clear the purpose and object of 

discussion, introduce the life of Colville. The second part,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Colville 's 

schema. The third p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nalysis 

of the Colville’s works. The fourth part, Colville’s works and its influence to my early writing. 

Key words:   rational ；graphic analysis；The structure of th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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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科尔维尔是加拿⼤享有世界声誉的绘画⼤师，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

征服了加拿⼤的⼈民，也征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些⼈，其中包括中国。科

尔维尔作品中的图像表达⽅式和意境表现对我的创作有很⼤的影响，他⼀直以

⼀种静观的视⾓描述画⾯，他把绘画作为⼀种交流思想的⼯具，⽽不是娱乐和

⾃我表现。他认为艺术应该是最直接、直率、质朴、真诚的，这也是我⼀直的

追求。他简练明晰的构图传达了深远的意境，他的画⾯贴近⽣活，没有装饰，

不矫揉造作。他对⼈与环境的直述静观的表达⽅式，引起我的反思，并⼀直影

响着我的创作。我希望通过对科尔维尔作品视觉图式的深⼊分析与探索可以给

我的艺术创作带来更⼤的提⾼。

国内对阿历克斯·科尔维尔作品的研究并不多。⼤多数⼈对其不是很熟悉。

和⼤家⽿熟能详的知名艺术家相⽐，其作品也不完全被⼈所知。通过检索知⽹

论⽂相关数据，以阿历克斯·科尔维尔为主题的相关论⽂不⾜10余篇。其中多以

情感、⾊彩等⽅⾯进⾏论述,提及图式笔墨不多。



!2

第⼀一章 科尔维尔简介

“亚历克斯·科尔维尔(Alrx  Colville)1920年出⽣于多伦多，是20世纪当代知

名的加拿⼤油画家。他有过很多不同常⼈的经历，这也造就了他在绘画中与众

不同的绘画风格。科尔维尔的⽗亲是⼀位专注建筑桥梁设计的⼯程师，相信早

年⽗亲建筑⼯程图纸的精确细致对于科尔维尔的创作图式有⼀定潜移默化的影

响。年少的科尔维尔对于建筑制图的秩序和理性对于他⽇后创作的理性构图，

秩序的美感和有⼀定的关系。科尔维尔于1938年进⼊Mount  Allison⼤学学习美

术。这段学习经历奠定了科尔维尔艺术创作的基础。这位艺术家在1 9 4 2年结

婚，婚姻对于科尔维尔的艺术创作是⾮常重要的。他的很多画作都是以家庭为

背景创作出来的。通过他的作品画⾯我们能够看到和睦的⼀家。同年，科尔维

尔⼊伍，1944年作为官⽅战地画家远赴海外。这段经历，对于科尔维尔作品的

表达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正

是由于战争的经历，科尔维尔

善于通过时空交错的创作⽅法

来进⾏创作表达，他特别强调

收集素材与创作作品两者间的

差异。战争结束以后，科尔维

尔回到了Mount  Allison⼤学，

教授学⽣绘画和艺术史论，延

续了他的艺术创作。从1963年

开始，科尔维尔开始了全职绘画的⽣涯。（图1）我们结合科尔维尔的⽣平不难

看出科尔维尔的绘画风格的形成是和其⽣活经历和⽣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其

作品图式是他的思想和⼈⽣观的体现。   

图1  Horse and Train               马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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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科尔维尔作品图式分析

贡布⾥希认为图式是在经验积累上的⼀种参与知觉活动的潜在经验的⼼理

形态。齐凤阁先⽣也讲到“画家作品中独特风格关键性要素是个性图式。很难想

象，作品图式⽆个性可⾔的画家能够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家。因此画家个

性追求往往从视觉图式开始；视觉图式的个性化，也往往是艺术家成熟的标

志。”1

科尔维尔的作品被⼤家称为包含着“理性

的构图、可辨认的形象和谜⼀样的含义”。其

作品的图式让很多艺术家着迷，有着独特的

风格。画⾯的静谧感、超时空的存在感，给

⾝边这些平凡的景物披上神秘的⾯  

纱，他的作品耐⼈寻味。（图2）

他把绘画创作当做⼀种崇⾼的事

业，他认为艺术创作不是为了使

艺术家解脱，更不是⽤来为艺术

家本⼈谋取私利的⼯具。就好像

是⽊匠做椅⼦和凳⼦不是就只为

了⾃⼰坐⼀样，艺术家的作品是

为了他⼈，即为欣赏的⼈服务和

享⽤。对待艺术作品，他从来都

不⾃命不凡，⽽是⽤它来和观众交流，当做和⼤家进⾏思想交流的⼯具。 所2

以，他的作品不炫耀，不浮夸，但绝不平庸。 

 科尔维尔⽤他独特的表达⽅式表述着融合⾝边景物的情感，诉说着对于⼈

和⾃然的思考、对⽣死的问答。科尔维尔的作品有着清晰的边界轮廓，数学模

式般精准的结构，⼲净利落的着⾊，平⾯式的背景。那些看似平凡的景物在画

 《个性图式的背后—当代中青年版画家透析2》齐凤阁，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9⽉第⼀版，第1页。1

 《沉思的图像—科尔维尔艺术》蒋⼤可，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9⽉第⼀版，第1页。2

图3 Living Room     客厅 

图3 Living Room                       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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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笔下营造了静谧，神秘的画⾯效果。

              第⼀一节  秩序的美感、理理性的结构

科尔维尔使⽆序的事物变成了有序的画⾯，或许和经历有关系。科尔维尔

的画⾯构图都是有所筛选的，是经过严谨的思考和规划的。

科尔维尔的画⾯总是呈现出⼀种祥和宁

静的⽓氛，这和他理性的构图是分不开

的。在构图开始的阶段，他⼀般先构思

好⼀个⼏何形状的形，然后⽤这⼀构思，

作为他进⾏创作作品的基础。在他的作

品《⼿枪与⼈》中（图4），会看到中⼼

⼈物呈正三⾓形。正三⾓形也是最为稳

定的形态。中⼼⼈物⽬光直逼观者，不

仅成为视觉焦点，⽽且是作者与观者的

交流与对视。⼿枪的位置以及朝向都是画家经过精⼼组织和构图的。整幅作品

画⾯构图精细，整幅作品犹如刻⼑刻过⼀般，边⾓整齐匀称。我们可以看到科

尔维尔的作品并不仅仅是表现实际的⽣活，脑海中积累的素材经过精⼼的组织

和规划才落实到画⾯上。

科尔维尔很多作品的构图中运⽤了平⾏

透视，画⾯中采⽤了分割、均衡等⼿法，

使画⾯达到均衡稳定的效果。（图5、

6）在作品中，以平⾯感很强的景物作为

背景，以⼈物或者动物作为前景。前景中

的动物或⼈物有其独有的飞翔⽅向和⾏⾛⽅向，形

成静谧的背景中蕴含动感的前景。使画⾯形成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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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的张⼒感。科尔维尔把对周围的事物的理解和体会倾注⼊作品中，使我们

共有的情感体验得以具体形式和秩序。科尔维尔认为绘画⼀定是秩序的。其画

⾯理性的结构、秩序的美感是科尔维尔绘画图式的主要特点，所营造的静谧⽓

氛也是打 动和感染观者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精炼的画⾯面、清晰的边界轮廓 

荷加斯在《美的分析》中提到“永远要注意构图的单纯和各个部分的清晰，

因为，它是美的组成因素之⼀”。 在科尔维尔的作品中，画⾯中出现的景物都3

是画家精⼼提炼的。创作时，科尔维尔常⽤物理的⽅法来画画，在构图时注意

精确地描绘形体。在任何⼀张独幅画中，他都⾮常注意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

系，每⼀个部分都是经过仔细挑选设置的。4所以在其作品中呈现给观者的都是

精炼的画⾯。似乎画⾯中的所有构成元素都是为了构图和绘画的中⼼⽽仔细考

虑⽽组合的。这种近似数学般严谨的绘画⽅式也是科尔维尔画作迷⼈的原因之

⼀吧。

在画家的画⾯中，背景画⾯趋于平⾯形式。这种形式突出了中⼼物体在画

⾯的重要作⽤。背景是宁静安详的⾃然风光，主体物轮廓清晰，突出并分离画

⾯的前后关系。让形象更加饱满和完整。“形”的感觉更加突出。所以，画⾯的

形式感也很强。同时，科尔维尔还采⽤了清晰的边界轮廓来刻画中⼼物体。（图

7）          

科尔维尔的画⾯是经过精

⼼处理的，⽆论是对于场景还

是动物、⼈物。经过精⼼简练

的处理使得留在画⾯上的事物

更加具有张⼒和⽣动感。可以

说科尔维尔作品的秩序感和他概

3《美的分析》[英]威廉﹒荷加斯，⼴西师范⼤学出版社，2005年7⽉第⼆版，第39页 
4《沉思的图像——科尔维尔艺术》蒋⼤可，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9⽉第⼀版，第12页

图7   Koln Express                   科隆号



!6

括的语⾔、凝练的形式、清晰的轮廓边界以及简化的形式是和他不间断制作版

画作品分不开的。 

  第三章  科尔维尔作品的环境关系及情感表达 

    科尔维尔作品多数以⾃然环境作为背景，这和加拿⼤的⾃然环境是分不开

的。加拿⼤地⼴物博，⼤⾃然天然的美景，成为画家最好的描绘对象。在他的

画作中，笔下的⽥野、森

林、河流都能够唤起⼈民

对⾃⼰祖国的热爱。也是

画家对于⽣活环境深沉热

爱的表达。环境对于科尔

维尔是重要的，也是他的

创作对象。尤其是⾃然环

境。⽆论是作为背景出现还是作为主体出现，画作中体现出画家是⼀个热爱⽣

活的⼈，在其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活环境对于画家的影响。（图8）        

    作品《⼀⽉》和画家的另⼀幅作品《树上的孩

⼦》都表现出童年与环境的情感表达。那些在树

上开⼼快乐的孩⼦，感动着⼉时有过公共经历的

⼈们，包括我⾃⼰。对于⼉时戏耍的环境以及场

景的眷恋的情感也是我以家乡场景为创作主体的

原因之⼀。这种深切的情感对于每⼀个有着快乐

童年经历的⼈都是可以引起共鸣的。画家表现的

载体都是和画家⽣活和经历息息相关的环境。在

图8      Swimming Dog and Canoe     游泳的狗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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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这⽚⼟地，承载了画家的思考和情感，并通过环境，画家向观者传达了

理性的绘画技巧、哲学般的思考以及谜⼀样的意境。

    

 第四章 科尔维尔作品对我创作的影响

艺术作品创作总是来源于⽣活并且⾼于⽣活，科尔维尔的作品根植于现实

的世界和周围的环境状况，他曾说：“我不认为⽣活是枯燥的和平凡的，因此我

们不能背离⾃⼰所具有的基本经验。我曾经说我画⼈物、画动物们、画我⾃⼰

认为很好的⼀些场⾯，也就是说我⾃⼰认为不平凡的场⾯”。通过这段话说明科

尔维尔的作品尽管被定义为超现实但画⾯的存在感和素材的来源都是和周围环

境和作者经历密切相关的。这些才是作者创作的来源和源泉。在我的作品创作

中正是有着与他相同的出发点。关注⾝边周围的环境，那些看似平凡普通的景

物给我很多感触，静静观察后，它们总是让我很感动。

我出⽣在古城邯郸⼀个很平凡的农村家庭中，邯郸和其他三线城市⼀样同

样经历着农村城镇化，城市扩⼤的逐步变化。⼈们的压⼒和欲望与⽇俱增。不

仅是城市，乡村也在经历着⽇新⽉易的变化，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多了

陌⽣感和急切的功利，缺少了感动。城市⼯⼚⽇夜喧嚣，缺少了⼉时记忆⾥的

宁静祥和。在记忆深处最感动我的，最能够给我触动的还是家乡的景物和⾝边

的风景，这⾥不仅记录了我太多⼉时的快乐时光，还能够提供给我⾃省空间，

更让我的⼼灵得到净化和回归平静。这些环境的变化引起我的思索，同时对于

对当下艺术界多元化变换的情景，也让我深思：究竟怎样的图式是适合我的表

达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精神之旅，所以对于感动⾃⼰的景物我就毫

不犹豫的拿起画笔。同时，科尔维尔作品图⽰给了我启⽰，我也采⽤的这种静

观的视⾓来描绘感动我的景物。古城邯郸和周边的风景仿佛让我的艺术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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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稳重和思索，也有着年代般的回味，也是激发我经久不衰的创作灵感的来

源。

第⼀一节  静观的视⻆角

在科尔维尔的作品中很多的形象都看上去是被“定格”的运动。他的这种绘

画⽅式表达了⼀种

短暂的“存在”和静

⽌的永恒感。科尔

维尔经常把⾃⼰等

同于旁观者来描绘

事物。他是⾯对⾃

我向观众表达，⽽

画⾯中出现的事物

都是以⽣活中常见

的事物为蓝本，它

们是那么亲切又是那样“遥远”。因为通过作者的画⾯表达，似乎被赋予了特设

的意义。                        

在我的作品中也受到科尔维尔的这种表达的⾓度的启发。在我的⽣活中，

⾝边的景物是那么的容易被⼈们忽视，它们却是我们⽣活中的⼀部分。或许有

些已经随着时间⽽被⼈们淡忘，显得

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们承载的不仅是

岁⽉的雕琢还有时代的痕迹。这些景

图10            ⼤地                                 路艳敏 



!9

物只是默默存在，寂静如雕塑。我试图通过⾃⼰的画⾯传达景物⾃⾝的话语，

它们诉说的是⽣活、是经历，更是时代。通过作品探究和反映⼈类与其的⽣活

环境的关系，表达我对乡村和⾝边景物的观察和思考。有些画⾯我经过细⼼的

把某些建筑位置做⼀变动，将整体环境，光线和⽓氛作了微妙的调整，以满⾜

构建⼀个理想化的寂静,永恒画⾯之所需。所以，我创作了⼀些看似沉寂的系列

作品。这些画作中没有⼈类出现，但呈现的却是⼈类常⽤的视⾓。树⽊、景物

是主⾓，它们在静⽴、对话，经历着岁⽉的沉淀。它们的存在也促使我们反思：

我们⽣活的时代、我们住过的乡村、养育我们的⽥野，承载了太多的乡⼟，换

来的是孤寂……我觉得它们在诉说、在见证、在经历。                      

           第⼆二节  秩序的构图 

在我的作品中，试图⽤我⽣活经历中的乡镇景物作为背景，它的特点是接

近繁华的都市又接近平静安详的农村，同时也囊括这两种的场景，他是城市发

展进程中⼀种过渡和尴尬的领域。我⽤平⾯感的图式寻找这种场景⾥均衡，我

试图把它营造成⼀种孤寂、安静，平和的画

⾯，使嘈杂隐于画⾯⾥。在画⾯中以天际线

作为远景。河流道路横向的分割着画⾯，植

物、建筑物纵向的分割画⾯。这⼀切看似平

静，背后却是城市的脚步在⼀点点吞噬着它。

城郊⼀直处于危机中，很快他会变成繁华的

城市⼀⾓。画⾯中所看到的⼀切只能是回忆，

因为是⿊⽩⽊刻版画，⼤⾯积的天空留⽩使

得画⾯不拥堵，也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我作品的构图中，我愿意寻找天际

线作为画⾯的分割。乡村和城市的天际线

是不同的，⽽且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天际

线⾼度的变化其实反映了环境的恶化。地

图12    ⾼度        路艳敏 

图13         破晓        路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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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堵越来越多的涌向天空，形成⾼低错落的地平线。在我的作品中，横向

的地⾯承载了⼀切。⽆论是乡村城市还是⼈类。竖向的植物，建筑物竖向分割

画⾯。这种⾃然⽣长的植物和⼈⼯构筑的建筑物都在“⽣长”，它们对抗、对

视。它们共处与⼈类赖以⽣存的环境之中。

                    第三节  情感的表达 

我的作品多以⾃然

环境为对象。在前期

作品中主要以描述家

乡的景物为主。描绘

的场景都是我⼉时熟

悉的乡村景象。因为

它平静，舒缓，⾃然，

美丽，给我以寂静感，

使我不由⾃主地进⼊

⼀种深思的境界，同时

给我精神的放松与安抚。对于这⾥我有着很深的情感，但现在的画⾯中除了静

谧和我的情感外，还有我对于社会变迁和⾃然环境的反思。我的画⾯中鲜有⼈

物，⽽这也是我所⽣活的中原现在乡村中的景象。记忆⾥的熙熙攘攘都不见了，

村⾥⼤部分⼈都涌

去城市了，这⾥只

有树⽊和房屋坚守

着这⾥的⼀切。现

在的景象让我觉得

亲切又伤感。所以，

我描述的景物并不

是画单纯的风景写 图15            造园                   路艳敏

图14            ⽼家                   路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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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站在旁观的视⾓来看待环境和景物。也希望能够以所描绘的景物

来和⾃然环境对话，传达景物的情感，⽽在景物的背后是⼈的情感。

                 

结  语

绘画是⼀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绘画语⾔有多种表现形式。作品图式成为艺

术家独有的绘画表现形式呈现出各具特⾊的画⾯。科尔维尔的作品图式不仅反

应了艺术家个⼈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更表达出艺术家对于⼈⽣、世界观、价

值观的思考。画家把绘画当成交流思想的⼯具，向观者传达着画家的思想和情

感。通过科尔维尔的画作，我们看到⼀个家庭的幸福和谐，热爱和平、维护社

会、两性平等的艺术家。他那静谧的绘画风格、严谨的构图、神秘的意境仍让

我对其着迷。欣赏科尔维尔的画作，引⼈遐想，意味深远。由于本⼈的阅历浅

薄，所评论之处或有偏颇，但希望本⽂能够对科尔维尔的绘画艺术研究添砖加

⽡，让这位艺术⼤师的影响更加深远，其作品图式对于今天的艺术家仍有启迪

或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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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谢

艺术硕⼠的在读时光就快结束了。在这两年中，我收获很多。⽆论是在绘

画创作思维上、技法上，还是在做⼈⽅⾯，我的导师康剑飞⽼师都给了我很⼤

的帮助。再次郑重地向我的导师康剑飞⽼师道谢。感谢您给我的艺术之路指引

⽅向，相信这段时光将是我终⾝难忘的经历。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专业的⽼师们！感谢王华祥⽼师、杨宏伟

⽼师对我作品的建议和指导，感谢李晓林⽼师批评和指导，感谢唐承华⽼师、

徐向东⽼师的帮助及版画专业其他⽼师的帮助，感谢李建群⽼师、宋修见⽼师

对我论⽂批评和建议。

在临近毕业之时，竟有许多不舍。要感谢的⼈很多，感谢中央美术学院这

个平台，在这⾥，我看到了我艺术之路更远更长的⽅向。

                                     
                                         

                                   路艳敏                                              

                                       2015年3⽉25⽇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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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作为统计格式使⽤，可根据实际成果进⾏增减）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著发表

序
号

作品/论⽂文/著作名
称

期刊/出版社 发表时间
作者排
序

备注

　
1 ⼤地　 美术/⼈民美术出版社 

2014年02
期 路艳敏

版画
作品　

　
2 ⼤地　

第⼆⼗届全国版画集/
⿊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年 路艳敏

版画
作品　

　
3 ⽼家

2013中国百家⾦陵画
展（版画）作品集/江
苏美术出版社

2013年 路艳敏 版画
作品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序
号

获奖/展览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级别 备注

　
1 　⾦陵百家版画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年 国家级 ⼊选　

2 第⼆届青年版画邀请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年 国家级 　

　
3 第⼆⼗届全国版画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4年 国家级　 ⼊选　

　
4

“版画100—2013年度版
画精品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4年 国家级

5 第五届观澜国际版画双
年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5年 国家级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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