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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从巴尔蒂斯(Balthus)的绘画⼊⼿，这位现代主义的具象⼤师以其独特

的艺术表达，对现实⽣活的⼈与物的描绘不同于其他艺术流派，将熟悉转化成

陌⽣，从⽽把观者带到现实以外的精神世界。巴尔蒂斯注重画⾯形式，⽽不是

通过对现实的再现表达主题，这种“陌⽣化”（defamiliarization）艺术形式惊醒

⽣活在⽆意识环境⾥的⼈们。

罗杰·弗莱(Roger  Fry)形成了形式主义——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为现代

主义辩护, 他强调出了“形式”⾃⾝价值。克莱夫·贝尔（Clifve Bell）提出了“有意

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理论，对线条、⾊彩以及它们的组合关系激起审美情

感这种理论作为⼀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震撼（shock）”美学中，本雅明借

助艺术形式提前激起观者的“震惊”的视觉体验。什克洛夫斯(Viktor Shklovsky)基

提出陌⽣化理论，由于⼈们对⼀些事物进⼊⽆意识的“⾃动化(automation)”⽽在

艺术与⽂学中以“陌⽣化”的⽅式获得视觉感受。对他画⾯形式、⾊彩及结构的

分析可知，巴尔蒂斯通过构图，⼈物形象、姿态的有意味的形式表达,唤起观者

对画⾯的内在精神的感受。

通过不断研究巴尔蒂斯绘画形式的，在绘画中以⾃⼰的视⾓观察⼀切，从

绘画形式、⾊彩、组合⼏个⽅⾯来阐述⾃⼰在毕业创造中逐步形成符合⾃我的

陌⽣化形式。对平凡事物的重新思考，把观者带到我所展⽰的⾮画⾯主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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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精神世界中。

关键词：巴尔蒂斯、形式、陌⽣化、震撼艺术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Balthus's paintings. Due to his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modernism figurative master's portrayal of people and objects in real life is distinct 
from other schools of art. By unfamiliarizing things that we are familiar with, Balthus 
takes the audience into a spiritual world away from reality. The theme is expressed 
through Art Form rather than reproduction of reality. This "defamiliarization" art form 
awakens people who live in an unconscious environment.  

Roger Fry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rmalism-modernism criticism, 
defended modernism. He emphasizes the "form" value.Clive Bell proposed 
"significant form" theory in which he advocates that for all visual arts, provocation of 
aesthetic emotions is achieved through careful combinations of lines, color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In "shock" aesthetics, Benjamin gradually transformed 
traditional "Aura" art form into modern "shock" art in which viewers experience 
visual shock in advance provided by this special art form. Defamiliarization theory 
was proposed by Viktor Shklovsky.The theory is based on creating visual experience 
in art and literature through "defamiliarizing" people who unconsciously entered the 
state of "automation" for thing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nalysis of Art Form，colors, 
and structures in his paintings shows that Balthus elicits inner spiritual feelings from 
his viewers by expressing composition, characters, and attitudes in "significant form".  

In studying Balthus's paintings and observing everything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I 
gradually developed my own form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te 
design by rethinking the ordinary, which are explained from aspects of Art Form, 
colors, and composition. My work represents my attempt to bring audience into a 
non-pictorial, inner spiritual world that I meticulously created.  

Key words: Balthus   form    defamiliarization   "shoc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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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在回⾸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在不断欣赏⼤师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时，相信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必定是包含些永恒的元素，然后慢慢发现⾃⼰的偏好，

这将进⼀步决定的学习重点。同时在⼼⾥却有着另⼀个想法，不想像让⾃⼰的

作品像任何⼈，当在理解⼀个艺术家作品的同时也在试图忘记它，不让作品直

接影响⾃⼰的创作，把学到的和对⽣活的感受融合。我们⽣活在⼀个⾃负、奴

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们互相掠夺智慧，到处充斥着对智慧的玷污。 

今天我们模仿杰出的画家的作品以成就⾃⼰的智慧和艺术⽣涯，⽽明天就

毁灭它们。既要汲取他⼈的⼒量，也要慢慢充实⾃⼰的头脑，进⽽慢慢地进步。

我希望⼀系列的联系能够建起⾃⼰的相对完整的系统，⽆论学习哪个流派，只

能学习其⽅法，不要模仿画作本⾝，⽽且要学习他们的创作思想，从中吸取经

验，⽽不是将他们的思想当做⾃⼰的准则。只有通过⾃⼰观察，融⼊真实情感，

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当看到巴尔蒂斯的画时，被画⾯的神秘感所吸引，他要表达的仿佛和画⾯

⽆关，那股神奇的⼒量把我拉进了他的世界。巴尔蒂斯描绘现实⽣活的⼈与物，

却不停留在画⾯本⾝主题所描绘的场景，⽽是“内在真实”的描绘。它不是外部

世界的论证和观察，转向深⼊的探索和深层⼼理意向的表达，画家向传统艺术

学习，然后又从传统观念中⾛出来，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将⾃⼰的艺术愿望表

达。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质朴的绘画语⾔，他将世界重新描绘，把⼼中的世界也

让我们看到。当那个熟悉又陌⽣的世界呈现到眼前，那种亦真亦幻场景让⼈们

感到不安，那个看来陌⽣的世界真的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吗。巴尔蒂斯给具象

绘画注⼊新的⾎液，也让我对具象绘画中审美形式有了重新思考和追求。

我的突破点

写论⽂的整个过程中收集材料和分析最⼤的益处就是学以致⽤。这位上个世纪

80年代才被介绍到中国来的“20世纪最伟⼤的画家”，来到中国便引起了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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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泛关注，它独特⽽陌⽣的绘画形式启发了我国在艺术之路上苦苦探寻的年

轻⼈，在了解和分析巴尔蒂斯的绘画风格时，最⼤的障碍是关于他的资料不多，

相对很多画家来说是甚少，国内及翻译过来的关于巴尔蒂斯的书不超过⼗本，

这源于巴尔蒂斯的性格，不喜欢接受采访，不愿意过多的谈论⾃⼰的画，⼤部

分时间过着安静的⽣活，潜⼼⾃⼰的艺术创作。我所关注的点在于其作品所呈

现的艺术形式——陌⽣化，在众多对巴尔蒂斯的研究论⽂，主要是提出画⾯的

神秘感或陌⽣感观点，然后通过对画⾯的分析来论证他是如何形成陌⽣感。我

的研究⽬的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活描绘成陌⽣的。对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的研究，

进⽽探寻我所追求的画⾯的除内容外的重要因素——形式，寻找与⾃⼰内⼼相

同契合的形式感，分析其特点，最后将⾃⼰的感受和创作内容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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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尔蒂斯艺术简介

巴尔蒂斯（Balthus,1908~2001）⽣于巴黎，出⽣在⼀个艺术世家，⽗亲是

理论家、画家，母亲也是画家，⽽且19世纪的很多艺术⼤师们都是⽗母的朋

友、家⾥的座上客，如⽗亲⼀般的莱纳·玛利亚·⾥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纳⽐派的画家⽪耶·勃纳尔(Pierre Bonnard)是他母亲的⽼师、德尼·马尔盖、马蒂

斯和⼀些著名的戏剧家、作家、舞者等等。作为长辈的⼤师们在其年幼就对他

的艺术天赋给予⿎励，并在艺术之路上给予了中肯的建议，我认为正是在那个

⼤师云集时代、⽣活在那个“纯粹的艺术”环境⾥，给了他对艺术最纯粹的向往

及坚定的信念。这位⼆⼗世纪具象主义绘画⼤师，在《巴尔蒂斯对话录》中多

次表明态度，他不仅不喜欢超现实主义，也讨厌当年所有的前卫艺术，在其84

岁⾼龄的访谈录中这并不是其任性的玩笑话，他⽴⾜于最活跃的⼆三⼗年代的

巴黎，在向历史上⼤师学习的同时，从现实中汲取灵感、独特的艺术观点和绘

画形式对现实进⾏诠释。他的将传统绘画与现代审美，东⽅平静与西⽅严谨的

艺术融于⼀炉。给⼈⼀种具有现代感的古典主义或者具有古典韵味的现代主义。

巴尔蒂斯的作品给⼈以孤独宁静之感，很多⼈误以为他是个孤独的寂寞的

不善交际喜欢独处的⼈，其实不然他不仅童年⽣活在⽗母与朋友那⼀代艺术⼤

师的环境⾥，在他成年后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交往甚笃，包括⽂学家阿尔多

（Artaud）、创办“荒诞哲学”存在主义的⽂学⼤师加缪，还有另⼀位与加缪同

是诺贝尔⽂学奖的获得者安德烈·纪德，现实主义雕塑家贾科梅蒂、西班⽛超现

实主义画家奥斯卡·多曼盖兹，著名的舞台服装设计师卡兰斯卡夫⼈（Mme 

Kalinska）还有演员以及芭蕾舞者等等20世纪艺术届的领军⼈物都是很好的朋

友，⽽且交往密切，想必他的⽣活并不孤单⽽是处在引领时代观念⾰新的最重

要的⼀批思想前卫的先锋之列。晚年巴尔蒂斯虽过着离群索居的⽣活主要是周

围的挚友、知⼰陆续离世，将全部精⼒和热情投⼊创作中。 

!  6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8868/9873015.htm


2陌⽣化：现代艺术美学倾向 

20世纪是个⽆论是艺术、⽂学、戏曲、⾳乐等各个领域新形式不断⽣发的

重要时期，在艺术世界⾥，新的艺术形式给⼈们思想很⼤的冲击。他们在不同

的领域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历史，推动着⼈类思想的进步。在艺术发展

中，⼤师们在深⼊揭⽰事物本质的同时，⽬的是引起思索，寻找内⼼精神世界

中最本源的东西，现实事物承载着这些东西，也⽣发出不同的艺术现实。关于

绘画形式，它是内涵的表达，并不要神话了形式，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思想

内涵，⽽要做的事努⼒使形式能将艺术家内在的声⾳传达出来，对于每个具有

创造性的艺术家来说这就够了。同⼀时代应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每个艺术家的

精神，便这样反映在形式⾥。每个⼈都受时代精神影响不得不去寻找⾃⼰的形

式，每个时代有时代特殊的课题和因此⽽得的启⽰。同时20世纪也出现了继承

形式主义美学传统，并有了更深刻的分析与总结，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和

克莱夫·贝尔对形式观做了另⼀种阐释。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弗莱试图

理清贝尔著名却含义模糊的这句“有意味的形式” 

2.1形式主义——“有意味的形式”

罗杰·弗莱(Roger  Fry)是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创始⼈之⼀，提出形式主义中

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为现代主义辩护，将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与印

象派(Impressionism)区别开。他强调出了“形式”⾃⾝价值，形式不再是内容和主

题的附属，它⾃⾝就有独⽴的意义。塞尚在描写⼤⾃然中印象派画家所关注的

对象时，他⾸先会将注意⼒集中于能产⽣原始艺术的建筑般的构图上，他的绘

画形式启发后印象派画家。他表明，从事物的现象的复杂性，所需的⼏何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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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洁表达式的转换。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形式主义逐渐被简化，弗莱晚年放

弃了严格的形式主义，将形式主义辩证的在艺术中呈现。 

如何认识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通过它激发审美情感的⼒量。什么是审美

情感，由有意义的形式所激发的情感。看上去这是⼀个完整的循环。 于是我们1

把由某种形式关系所激发的情感，与⽣活事件所引起的情感，区分开来。“有意

味的形式”是克莱夫.贝尔在后印象派的绘画实践中得到深刻启⽰。“凡种种能够

激起我们的审判情感的线、⾊关系的组合，这些审美地感⼈的形式，我称之为

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就是指由线条和⾊彩以某种特定⽅式排列组合起来的关

系或形式，是排除现实⽣活内容的纯粹形式关系。”⽽“纯形式背后表现或隐藏

的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是所谓的意味。贝尔第⼀次在美术史上试图证明内

容与形式在绘画上不是⼀对互为依存的范畴。形式可以是内容之外的独⽴物，

它⾃⾝便已经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在于形式⾃⾝所具有的“意味”。“有意味的形

式”这⼀重要概念给现代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塞尚及画风发展》中，弗莱

运⽤详尽的绘画形式分析法形式、⾊彩和构图来探索塞尚的个性。关注不断的

移动平⾯，关键因素是轮廓特征。弗莱对线条以及对形式解放的关注。被描绘

的线条是我们借以观看事物轮廓的⼿段，轮廓的真正本质或者说分割三维形式

的边界的真正本质，在于它不断地从表⾯消失到纵深之中。塞尚的画中，轮廓

对抗体积，对体积和团块怀有强烈的情感。他在创造形式，这样才能实现⾃⼰

的⽬标，表达⾃⼰的形式意味。 

弗莱批评理论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贝尔则是严格的形式主义理论，弗莱

坚持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暗⽰可以有⼀种建⽴在形式与图像的关系之上

的“真正的形象艺术”。⽽且弗莱不相信“有意味的形式”是⾃⾜的，佛莱涉及两

个不确定领域：视觉艺术中的形象塑造与形式设计之间的关系，有意义的形式

与可见事物之间的关系。弗莱对形式的分析有形成到简化到与内容的关系终其

⼀⽣，令⼈敬佩。 

 《弗莱艺术批评⽂选》【英】罗杰·弗莱 著 沈语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年7⽉第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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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震惊”艺术的感知形式

“灵韵”和“震惊”是本雅明对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现代⼯业社会中需要的

审美要求的概括。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活节奏的加快，以描绘为主要

艺术形式，古典艺术中的叙述显⽽易见，主题性明确。受现代社会⽣活经验的

影响，艺术中的类似传统绘画中“灵韵”的审美特征不能留住观者的脚步，于是

现代艺术抛弃了这些特征，像具有更⼤审美特征的感知形式转变，使“震惊”成

为现代⼯业⽂明的社会⾥所需要的审美经验。这种感知形式⽆⾮是创造不同于

熟悉的视觉经验，⽤陌⽣的新奇的艺术形式给观者造成“震惊”体验。本雅明的

理论由“灵韵”艺术⾛向“震惊”艺术，其实是以毒攻毒，希望借助“震惊”保护现

代⼈们⼼灵，消化震惊才是他所追求的重要⽬的。在⼈⾃⾝以外的的刺激不断

增多，程度逐渐加深，现代社会中的⼈们需要保护，需要⼀种形式化解或缓和

现实所带来的震惊。现代艺术中的形式都蕴含着“震惊”，这样才能是⼈们在⿇

⽊的社会经验中不再熟悉，如梦初醒，重新审视这个熟悉⽽又陌⽣世界带来的

⼀切。 

2.3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著名的理论家、美学

家、作家。他以形式主义理论名誉天下，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陌⽣化”。 主要

阐述了对语⾔⾃动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类⼼理感受的⼀般规律，

会发现，⼀件事物被感受若⼲次后感受过程便开 始进⼊⽆意识的“⾃动化”领

域，这时候事物就会“枯萎”，也就不会引起⼈们⾜够的注意⼒。什克洛夫斯基

认为⾃动化现象的实质，是⼈们对事物的形式已经⿇⽊、僵化， “事物就摆在

我们⾯前，我们知道它，但却对它视⽽不见”。 为了恢复⼈们对⽣活的新鲜体2

验，使⼈们感觉到事物的活的存在，才创造了艺术。艺术通过将事物“陌⽣

 《第⼗讲 20世纪西⽅ 百度⽂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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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赋予作品视觉感觉⽽不是认知的感觉，乃是艺术的⽬的；作品‘陌⽣化’的

⼿法和造成障碍的形式的⼿法，即增加认知的难度和时间长度的⼿法，亦即为

艺术的⼿法。因为艺术的认识过程具有⾃⾝的价值，⽽且应当是延续的过程；

艺术是体验作品创作的⼿段，⽽艺术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重要”。 艺术家通过3

对描绘对象进⾏陌⽣化处理，使其承载艺术家的精神，让对象变得有感染⼒。

可某个“陌⽣化”的艺术形式并不是永远有效果的，当它也被⽆数次感知，认识

后，它也变成了⼈们普遍的认知，艺术家个⼈的“陌⽣化”形式不在新颖，慢慢

的在⼈们的感受中消退，变得不再陌⽣。就像以往的那些伟⼤的艺术形式不是

不会再感动我们，⽽是在我们⼼中牢牢扎根，⽆法超越。在艺术史中艺术形式

的更替，正式创造、衰⽼，⽤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艺术形式“⾃动化

与陌⽣化”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保证艺术向前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得易产⽣，需要艺术家发挥才能，发

现陌⽣的艺术形式或者说是陌⽣的观察⾓度，以便不断更新⼈们在⿇⽊的⽣活

环境⾥对周遭的陈旧感觉，使⼈们⽬光不再⾃动化，⼼灵不会机械化，即使⾯

对曾熟视⽆睹的事物与⼈也都能不断有所新发现和新感悟。 

 【爱沙尼亚】扎娜·明茨 伊·切尔诺夫 原编著者 王薇⽣ 编译者俄国形式主义⽂论选 郑州⼤学出版社 50053

年8⽉第1版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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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尔蒂斯艺术中的陌⽣生化

在欣赏他的绘画时，会被画家独特形式感所传达出来的神秘⽓氛所吸引，

带观者⾛进画⾯，⾛到每个⼈物⾝边，“⾥⾥外外”的去打量每个⼈。那种感觉

如同近些年在电影和电视剧中让⼈惊愕的CG（特效），所谓的“时间冻结”镜

头，事物静⽌，镜头移动的效果，电影《⿊客帝国》，韩剧《来⾃星星的你》，

如果向前追溯我知道的最早应该是⼩时候的格林童话《睡美⼈》中公主⼿碰到

纺鎚，诅咒应验，整个王国都定格在那瞬间从此睡了过去，仿佛是幅可以⾛进

的画。当在想弄明⽩到底是什么⼒量如此吸引，对他的画着迷，看了他⼤量的

画册，看了他每个时期的画，欣赏那熟悉⽽又陌⽣的画⾯，玩味那些宁静⽽又

神秘意味，体会具象⽽又充满形式感的画⾯。

巴尔蒂斯对艺术是个纯粹的⼈，以严谨的态度进⾏创作，希望观者可以直接⾯

对他的作品去感受。他不愿意讲⾃⼰及个⼈⽣活，关于巴尔蒂斯留下的资料很

少，个⼈意愿决定了这些，他同意萨特观点：艺术家应该完全消失在作品之后。

重要的是作品，⽽不是艺术家。塞尚说过类似的话：“画家在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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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保证私⽣活不受到关注，画家应该留在阴影中”。巴尔蒂斯是⼀位站

在画阴影⾥的画家，他曾说过：“巴尔蒂斯是⼀个我们⼀⽆所知的画家；现在让

我们来看他的画吧”。  4

3．1形式

3.1.1构图形式所带来的陌⽣生化

�

《街道》这是巴尔蒂斯1933的作品，描绘的⼀个安静的早上，⼈们在安静

地各忙各的事。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没有⼀件事是完全真实的。街是真实存

在的街，但导致⼈们对其真实性猜疑。画中对⼈物神态的处理令⼈震撼，⼈物

姿体僵硬停滞，定格于⼀瞬间，这不是刻意的摆造型，只是瞬间停顿。这像极

⼒《睡美⼈》的沉睡的王国，所有的⼈和物都在⽆意识的状态被魔法定格。景

物如同舞台似设计⼏何式构图、⼈物散点似布局，瞬间停⽌，似⾄永远，在凝

固的状态⾥看到⽣活的⽆奈，⽣命的孤单。眼神内敛，各有所思，茫然前⾏，

 【意】贡斯坦蒂尼Costanzo Costantini 编 刘焰 译 《巴尔蒂斯对话录》华东师范⼤学出版社 2008年8⽉第14

版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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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即使有冲突⽽内⼼世界也⾃我封闭处在个⼈精神世界⾥，将现实与虚

构巧妙结合。在关于巴尔蒂斯作品同时代的评论⽂章很少有出版，只能找到些

⽚段，其中包括法国声名卓著的存在主义⽂学⼤师加缪在为他在纽约⽪埃尔·马

蒂斯画廊的展览专门写了介绍⽂章。⽂章写到，欣赏您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仿

佛穿过⽔晶镜，凝视在那⼀瞬间被魔法固定的⼈，随后，⾏动又恢复正常。某

种意义上，它反映的是⼀种造型视⾓。画家捕捉静⽌的⼈，只有伟⼤的画家才

能让我们觉得动作刚刚停滞，影响突然静⽌，⽐如⽪耶罗·德拉·弗朗杰斯卡。 

画家赋予它的是称其为各种原始或者说是本能情感的流露：这个画⾯上的

⼈物⼤多是孩⼦，整个画⾯看起来毫不滑稽、有种令⼈⽣畏的神秘⽓息。画⾯

左边的⾓落⾥，画家⽤较暗的⾊调描绘了⼀个情⾊画⾯：⼀个男孩在试图猥亵

⼀个⼥孩，⽽那个⼥孩却显得愚蠢。在这个再平常不过的街道经历着⽆数平常

的瞬间，可却给⼈⼼⾥带来微妙的变化，从那⽇常场景中脱离，那就是巴尔蒂

斯⼿法，他着意于⽤平静⽽质朴的态度去表现⼀种不寻常的陌⽣感。这些街道，

具有不真实的特性。精神分析家称其为“引起不安的陌⽣感”。（d i a q u i e t i n g 

strangeness）

� �

巴尔蒂斯的画中与《街道》同属⼀个时期的作品中还有代表作的《⼭》，

这两幅画给⼈⼀种时间暂停停⽌的印象，⼀切都在不经意中发⽣。这两个题材

各画画了两张，同样是舞台似布景，类似中国画的散点似透视，在⼈物动作的

瞬间选择上呆板、僵硬。显出巴尔蒂斯的本能，构图具有吸引⼒，源于他丰富

的内在洞察⼒。⼈物安排上《⼭》⾸先借鉴了巴尔蒂斯最喜欢的画家普桑，并

在卢浮宫临摹过他的作品《厄科与那喀索斯》，⽽且令其着迷，作品中柔和的
!  13



光线和细腻传神的表现将其吸引。巴尔蒂斯引⽤了画中阿喀索斯的睡姿影响，

 “如果许多⼈的复杂的⼀⽣都是⽆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根本没

有存在”这是列夫 ·托尔斯泰⽇记中的⼀句对⼈⽣态度的思考，这位⽂学⼤师也

在试图⽤⾃⼰的艺术形式⾛出⿇⽊、⾃动的⽣活状态。艺术是⼀种体验事物的

创作⽅式，这种艺术⼿法是事物的“陌⽣化”⼿法。陌⽣化⼿法也是⼤⽂豪列夫·

托尔斯泰常⽤的写作⼿法，在于只写他所看到的，洞察秋毫，⽽从不改变什么，

将事物描写成第⼀次所见，离开周围环境来看事物的⽅式，让读者也有如同初

见时的陌⽣新鲜，创造⼀种对事物的特殊感觉，创造它的视觉，⽽不是它的识

别。从⽽唤回⼈们对⽣活的感受，进⽽改变这种⽆意识的⽣活态度。

3.1.2形式的陌⽣生化——情⾊色&⾃自由

!  

26岁的巴尔蒂斯创造了《吉他课》，这幅画的展出正如他期望的引起了风

波，被指责⾊情、暴⼒，猥亵⼉童等等。关于对他⼀些画的评论中的质疑，他

承认，当他年轻时，如同所有的年轻⼈⼀样，渴望被关注，于是他便制造了“丑

闻”《吉他课》。……巴尔蒂斯否认他绘画中的⾊情，但承认其中的情⾊。作者

采取隐晦曲折的⼿法描绘情⾊的事物，其⽬的不是为了使之“接近于理解”，⽽

是引起观者重新思考作者的真正⽬的。巴尔蒂斯对于⾃⼰绘画中的情⾊观点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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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致信安托⽡内特中真切的记载着，充分认识我⾝上真实⽽必要的叛逆精神，

在这个社会深受束缚。于是想通过某些宣泄来表达⼀种绝对的⾃由。如今⼈们

⾯对思想，表现的⿇⽊不仁，⼈类不再懂得如何做出⼈性的反映，他们⼏乎完

全被机械化了，与他们交谈，即使是知识分⼦，也都是死⽓沉沉，都是具⽊偶。

认为光明遭到了泯灭，误⼊歧途！⼈类仿佛被埋在⼀层沥青下，时⽽叹⼜⽓，

扭动⼀下，很快就⼀动不动了。我的灵魂⽢愿经受⼈类精神每⼀次艰苦前⾏也

要篡取竭⼒呼喊逃命的权利——不，⼈⼈都应各在其位，我亦如此。永远都将

如此！ 

今天如果还想让别⼈听见你的声⾳，就必须⾼声呐喊；必须采取激烈的⼿

段；必须依靠凿头、机械钻来冲破⼈为的障碍，清除沥青，让⼤地重见天⽇。

这就巴尔蒂斯为什么要创作情⾊画。他把情⾊画充当钻头的⾓⾊，直达本能，

下腹的本能中蕴藏了最活跃的⼒量。唯有艺术中的情⾊还能让那些⽊偶跳起来，

即使⼈们普遍将反映为愤慨或⾮难。于是巴尔蒂斯刻意安排了丑闻《吉他课》，

30年代的巴黎，制造丑闻好像成了成名的唯⼀⽅式。更多的关注了他，他的画

唤醒了⼀些做梦的⼈，也让⼈们从画中看出了他内⼼深处的渴望，对⾃由的捍

卫，对⼈类⾃由的努⼒。重新欣赏他的画吧。 

巴尔蒂斯知慕少艾的情感来的⽐⼤多数⼈早了些，七、⼋岁就暗恋邻家⼥

孩，第⼀位妻⼦也是⼉时就认识的，巴尔蒂斯认为⼩姑娘或少⼥的形体⽐成熟

⼥⼈的形体更纯洁⽆暇。可画⾯⾥常常受到⾮议、引起愤怒，关于少⼥裸体形

象，以及⼀些隐喻质疑传达微妙情⾊的东西。⾯对质疑，巴尔蒂斯的回应是他

觉得情⾊与性毫⽆关系，与⾊情更是天差地别。我的绘画中的情⾊存在于欣赏

者的眼中、思维中和想象中。 他只是画真实的⼈物，更欣赏她们天真⽆暇的形5

体,出于形式的需要。圣保罗说过：猥亵的是观看者的⽬光。 

在斯塔尼斯拉斯·克洛索夫斯基在写其⽗巴尔蒂斯⽂章时，关于巴尔蒂斯以

少⼥为题材受到的⾮议，⽆奈的做了⼀次申诉：巴尔蒂斯所经常描绘的少年题

 【意】贡斯坦蒂尼Costanzo Costantini 编 刘焰 译 《巴尔蒂斯对话录》华东师范⼤学出版社 2008年5

8⽉第1版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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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并不象有些观众认为的那样，⽽是同纠缠不休的性困扰毫⽆关系。那些少

⼥，作为另⼀个世界的象征，通过她们的青春期，象征着向天上发展。然⽽，

似乎⾊情主义与春宫之间可悲的混淆，蒙蔽了对那些同爱与欲的神圣秘密有关

的那栋作品所可能有的任何理解。⾊情的事情常常被描写成不曾见过的东西。

常采⽤隐晦曲折的⼿法描绘⾊情的事物，⽬的使之“接近于理解”具有观察形象

功能。  6

3.1.3对“猫”的认同感及镜⼦子陌⽣生化处理理

巴尔蒂斯⼩的时候养过⼀只⼩猫，后来⼩猫的⾛失让年仅8岁的他很伤⼼，

出于对⼩猫的怀念画了40张与⼩猫⼀起⽣活及寻找过程的画，这批作品使⼩巴

尔蒂斯的绘画才能初露锋芒，同时也得到莱纳·玛利亚·⾥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赏识并帮他出版。这只⼩猫，巴尔蒂斯为其起名叫“咪仔”，是⽇⽂的

单词，意为光明，在⼩巴尔蒂斯⼼中猫的形象象征着光明，对猫的⾝份在他这

有了另⼀层含义，并⾃始⾄终以他认定的⾝份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巴尔蒂

斯坦⾔⾃⼰是爱猫之⼈。在其青年时写给安托⽡内特的信中，常常以“猫王”⾃

称，同时把安托⽡内特称为“猫皇后”。猫，是他⽣活的伙伴，猫也常常出现在

他的画中，给画⾯增添了神秘⾊彩猫的性格孤傲，它是智慧喜欢思索、含蓄⽽

敏感、⾼贵⽽天⽣优雅，像极了年轻的巴尔蒂斯，“从不解释，从不抱怨”他的

聪颖中保留着含蓄、难以捉摸的秘密、谦恭的开放与保守。在巴尔蒂斯画中猫

以⼀个独⽴的⾝份出现，那就是巴尔蒂斯的化⾝或分⾝，他具有猫的缄默、独

树⼀帜的风格。猫性格的独特性及画家赋予它的另⼀意义，使画⾯更添神秘⾊

彩和思索性。

  【爱沙尼亚】扎娜·明茨 伊·切尔诺夫 原编著者 王薇⽣ 编译者俄国形式主义⽂论选 郑州⼤学出版6

社 5005年8⽉第1版P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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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尔蒂斯画中“镜⼦”是绘画元素中重要⼀个，《镜前的爱丽斯》这是⼀

幅构图严谨，散发凝重、严肃⽓氛的作品，画家在画⾯⾥⽤了他喜欢的表达⽅

式，把镜⼦当做观众，画中的爱丽斯却不知情的毫⽆羞涩的向隐藏在镜⼦后⾯

的眼睛展现她年轻、纯洁的胴体。镜⼦在中国哲学⾥象征着道，如同眼睛，是

隐藏在画中世界的眼睛。他引导着观者视线，观者也如同持镜同⼀视⾓欣赏⾃

⼰。 

3.2⾊色彩

� �

巴尔蒂斯富于绝妙的⾊调关系的作品，不喜欢光亮的颜⾊，画⾯以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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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排斥光线，颜⾊雅致、温和。⾊彩厚重注重肌理效果，50年代开始，⼀直

使⽤铬蛋⽩颜料及颗粒，以呈现厚重的肌理，释放出⼀种庄严⽽呆板的⼒量。

巴尔蒂斯跳过肤浅的⾊彩的物理印象所产⽣的快感体验，⽽是⽤沉稳的、平静

的⾊彩，去敲开紧闭的⼼灵，即使在视线移开之后，也可以让观者产⽣复杂的

真实⽽又陌⽣的感觉，在敏感的⼼灵⾥，⾊彩发挥更深刻动⼈的感染⼒。可⾊

彩⽆法独⽴存在，⾊彩本⾝常常局限在某轮廓⾥，或者是以颜⾊边缘来分割画

⾯，它必定受轮廓限制。此时还需要另⼀种⼿法来达到绘画构成的理想状态，

那就是形式。形式是不同块⾯的边线构成的轮廓，是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形

式可以从空间中独⽴，成为客观事物的真实。巴尔蒂斯的绘画中⼈物的艺术化

处理中，对⾝体的扭曲，⼈体解剖⼲扰图画⽤意，巴尔蒂斯舍弃这些细节，保

留画本⾝的元素。看似简单的形式取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映射了他内在

精神的，在⾊彩安排⽐较整，笔触平滑，塑造结实，在画⾯形式中⾊彩的处理

是沿袭传统绘画⽅法，以⾊块边缘为界分割画⾯，构成画⾯形式，⽽将⾊块的

安排作为形体的风格。⾊彩选择、形式安排和描绘的对象本⾝在巴尔蒂斯敏锐

的洞察⼒和内在驱动⼒的引导下，构成陌⽣的“真实”，产⽣了奇妙的平衡，使

画⾯表达变得更有⼒量。⾊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存在，巴尔蒂斯画中颜

⾊的形状将整个画⾯分割，总体是和谐的。这种谐和，是形式与⾊彩的融合，

形与⾊各得其所，又互为依存，成就艺术的构成，成就共同的⽣命，这乃是内

在驱⼒造就的艺术图画。 画的视觉效果将内在张⼒和画家思想更好的呈现。 7

 《艺术中的精神》【俄】康定斯基（Kandisky）著 【美】卡斯⽐特（Kuspit）序 余敏玲 译 邓扬⾈ 审7

校，重庆⼤学出版社2011年6⽉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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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尔蒂斯的启示

巴尔蒂斯是⼀位着实不愿意谈论⾃⼰，不喜欢接受采访，厌恶⼀切⼴告，

对私⽣活守⼜如瓶的⼈，也不出席为他举办的为数不多的展览开幕式。因此，

国内读者对他的了解就只有那⼏本书，和其他的20世纪艺术家⽐起，那只能算

他的年鉴还有⼏封家书⽽已。在对那⼏本资料的仔细研读和对画的深⼊分析得

知，巴尔蒂斯是⼀位外表平静，内⼼炽热的⼈，对艺术真挚热诚，当开始⼀幅

新的作品时，常在画布前徘徊很久，不能落笔；⽽当⼀件作品完成，他又不断

尝试，创作出第⼆幅、第三幅衍⽣的作品。巴尔蒂斯是⼀位⾮学院派的，彻底

的绘画⾃学者。对于绘画技巧及画家职业的⼀切秘诀只能通过在⽼师的画室⾥

学到，⽽对于巴尔蒂斯⽽⾔，除了家庭的⽿濡⽬染和那些⼤师的⾔谈举⽌在潜

移默化的影响着他，参与了他塑造个⼈性格和修养的过程。不过，在绘画这条

路上他不得不凭借他的天赋与勤奋长期坚持摸索前⾏。他始终如⼀，勤勤恳恳，

努⼒使他可以是艺术得⼼应⼿的表达。然⽽，巴尔蒂斯以谦逊的态度和追求完

美的⼼⼀直坚持探索，常常觉得达不到理想状态⽽失落。（即使在我们看来他

的技艺⾮凡，画⾯⽆可挑剔）。当意来难违时，对于绘画语⾔本⾝，过去，他

不得不再发现，⽽今，又不得不再创造。巴尔蒂斯常花上⼏年时间画⼀幅作品，

他在创作时不断付出努⼒，耐⼼的研究，沉思默想，使他的作品更具渗透⼒，

沉思是他绘画的重要步骤，即使简单的⼀笔也要经过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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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个⼈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到巴尔蒂斯初期的摸索，⽽接下来

强烈的不惜代价的去捕捉真实幻影。当技术还不娴熟时，通过素描作为绘画⼿

段去达到⽬的。后来，犹豫、怀疑起来，并感到困扰，发现注重技艺使他的绘

画偏离他所看到的事物本质。在经过不断尝试与磨练，他试图将绘画中的具象

形象的含义不仅仅停留表⾯⽽是转化为事物本质的描绘。作为⼀位绘画的少年

天才和⽆师⾃通的⾃学者，26岁就在巴黎绘画界、批评界引起争论的青年艺术

家，终其⼀⽣，孜孜不倦，把毕⽣精⼒都投⼊他的艺术创作中，在对其不能去

他从少年就⼀直向往的中国，⽽且没有参加为其举⾏的展览开幕式时，除了年

岁已⾼的⾝体原因，他的解释是：我不愿意放下⼿中的⼯作。真挚的回答令我

们这⼀批追求艺术的年轻⼈羞愧、⾃责。巴尔蒂斯通过具象形象以其独特的绘

画形式。然⽽，对此还不满⾜，对⾃⼰也不满⾜，仍然感觉到还远没有探索到

头，他内⼼有不可撤销的艺术渴望，同时被⼀种不可抗拒的需要推向陌⽣化的

理想，即使这些他并不⼀定能达到的。他向往着⼈能摆脱⾃⾝重荷的那种未知

的完美，正是在这⼀含义上，他认为⾃⼰及⾃⼰的艺术，仅仅是⼿段⽽已，⽽

不是终极。 

巴尔蒂斯欣赏意⼤利早期画家画家，在喜欢的画家帕尔罗·乌切洛、乔托

（Giotto），⽪耶罗·德拉·弗朗杰斯卡，马萨乔（Mascaccio）,其中临摹过这些

⼤师的⼀些作品。在佛罗伦萨，尤其喜欢⽪耶罗·德拉·弗朗杰斯卡的作品，其

⽗亲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塞尚，塞尚和弗朗切斯卡是对其影响最为重要的两

个⼈。现代主义绘画之⽗——塞尚，⼏乎每⼀个现代主义艺术家都受过他的艺

术形式的启发。巴尔蒂斯对画⾯构成和对⼏何造型的诠释很⼤程度是受塞尚的

绘画影响。塞尚认为印象派追求对光的分析⼆再现美不具有深远意义和永恒价

值，认为物像背后还有⼀种眼睛看不到但可以感到内⼼可以感到的真实存在感。

塞尚的画给⼈平⾯化的感觉，其实却由更严谨分析、理性构思⽽来，整幅画⾯

充满了⼏何形，明、暗、冷、暖⼤⼩不同的⾊块形成了⼀个⽹状，空间消失，

加强平⾯感。僵硬的线条和被分割的形状使画⾯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感，因此画

家赋予了新的⼒量，以瞬间的凝固，形成永恒的瞬间。巴尔蒂斯在其艺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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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感、材料质感的运⽤和最后呈现的惊叹效果尤为赞叹，他产于从普通平凡

的⽣活场景中揭⽰⼈的⼼理活动，在或冷漠或平凡的画⾯中融⼊个⼈思考。他

的世界是静态的平⾯延伸，像⼀个天真的、⼀个⽆情的⽹，似乎在以⼀种不可

思议的永恒存在超乎那⽆所不在的时间。 

4.1对形式的重新认识

在艺术世界⾥，形式问题⼀直存在，在20世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将其视

觉化，批评家也将其理论清晰化。绘画中的形式⼀度被强调超越了内容，这⼀

时期抽象艺术的产⽣与传统绘画对⾃然的再现引起了画家和批评家重新思考。

艺术利⽤⾃然表⽰的⼀种表达⽅式，但再现本⾝不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艺术家要说的太多了，正努⼒挣脱传统绘画思想的束缚。对于⼀位有创造精神

的艺术家，试图寻找⼀种⽅式将其所想传达的内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形

式是内涵的表达，不同的艺术家有要表达的不同内涵，他们的精神反映在各⾃

的艺术形式⾥。每个时代有时代特殊的课题和因此⽽得的启⽰，每位艺术家都

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去寻找属于⾃⼰的艺术形式。⼀个世纪越伟⼤、精神的努⼒

越⼤，形式的数量就越多，整个艺术潮流就越显著，这是理所当然。这些形式

应艺术家内⼼表达需要⽽产⽣的，对于形式的产⽣，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基于内

在的需要！ 

每⼀个“艺术的世纪”有其独特的“外表”，区分过去和未来之间。每个艺术

世纪，都有属于⾃⼰的精神“内涵”，⼀些独特的⼈将它以准确的、新鲜的形式

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通常与传统的对⽴的新的精神表现。⼈

们习惯于认为是精神的含量变化。这个世纪艺术家完美的作品的总和构成了这

个世纪艺术形态。任何⼀种艺术形式都不是以“故意的”、强迫的⽅式取得，⽽

是很⾃然的。没有⽐基于逻辑的表现⽅式更加危险，巴尔蒂斯艺术⼿法的“陌⽣

化”技术的东西，是⼀个复杂的操纵形式，它增加了感知时间的难度和长度，艺

术作品的领悟过程是以⾃⾝为⽬的，是⼀种体验事物的创作⽅式。艺术家试着

唤起更精致的不可⾔传的感觉。那些精细的，我们语⾔也⽆法传达的感觉和刺

激的东西。任何艺术都根植于它所属的时代，但⾼级的艺术，不但是该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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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或反映，还具有预⾔未来的⼒量。 

结论

正如奈利朵夫（Nelidoff）这位伟⼤的剧场⼈，在他的俄罗斯剧场史⾥说：

“没有⽐艺术⾥为⼀个新的形式奋⽃更艰⾟的。”  8

巴尔蒂斯的绘画融合古今，既完全属于现代艺术，有与这个时代的各种潮

流对抗，独树⼀帜，他似乎毫不为这个时代的风潮左右，坚持信仰，耐⼼的完

善⾃⼰的艺术，致⼒表现事物之神性，将隐藏在可见事物外表之下⽆法⽤语⾔

表达的本质，以其陌⽣化的表达形式⽤画笔“叙述”。对于⼀个有创造性的艺术

家⽽⾔，他的表达⽅式就是最好的，这个表达⽅式即形式。这是20世纪最重要

理论形式主义启发了⽣活在这个飞速发展⼯业时代的艺术家们，陌⽣化理论作

为形式主义中最重要的理论之⼀，它的意义渺⼩，但责任重⼤，渺⼩在于它只

是希望你能在多看⼏眼平时视⽽不见的⽣活。重⼤在于将⼈们从⿇⽊的⽣活解

救出来，具有时代意义。

⼈们把过多的意义放在形式的问题上。我约在25年前写到：“原则上，根本

没有所谓形式的问题。”（青骑⼠）形式的问题是个⼈的，也是相对的。 ⼈是9

——理所当然，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我看来关于形式的问题只是前任对

描绘的对象内容的直接表达，随着世界⼤环境的改变，敏锐的⽂学家意识到形

式的重要性，初期对艺术表达中形式主义的过度肯定到终其⼀⽣对形式主义的

理性调整，包括罗杰·弗莱和什克洛夫斯基两位理论⼤师，还有康定斯基的辩证

分析形式问题。这⾥主要分析的画家巴尔蒂斯也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画家，他

 【俄】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著 吴玛悧 译 《艺术与艺术家论》重庆⼤学出版社P117 8

 【俄】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著 吴玛悧 译 《艺术与艺术家论》重庆⼤学出版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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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形式在绘画中很重要，不是⼤部分⼈⽽⾔以不寻常的形式，把内容遮住了，

追求的，不再是苍⽩的再现真实的东西，⽽是试图去唤起⼀种新的真实的信念。

通过逻辑的清晰结构以及质感的严密统⼀创造的形象，引起我们对类似的⽣动

事物⽆偏私的观赏的想象，就像真实⽣活中事物会引起我们的⾏为⼀样，他的

实际⽬标是幻觉⽽⾮真实。给我⼼灵的启⽰是艺术不只来⾃脑袋。我们知道有

些伟⼤的绘画，只来⾃于⼼。总之，⼤脑意识⽚刻与⼼灵下意识的⽚刻，直觉

理想的平衡，是创造的法则。这个法则⾃由⼈类以来就存在。 

许多复杂的⽣命是⽆意识的匆匆过去，就像⽣命从来没有存在过。艺术的

存在，可以重拾⽣活的⼈的感情，让⼈感觉周围的东西。艺术作品逐渐脱离了

⾃然再现，⽬的不是要使它带着原有我们对事物以往的认知，⽽是创造对事物

的⼀种特别的感觉，然后将⾃⼰的理念通过这特殊的感觉传达给⽤⼼的观赏者。

改变⽽去创造它的视觉，⽽不只是让它被识别。

在对内⼼的感受正确认识后，感情源于专注⾃然⽣活后的⼼境，希望通过

对⼈物、⾃然景物的描绘，可以触动观者⼼绪，你怀念吗，你幸福吗，你迷茫

吗……可以发现艺术与⾃然之间的内在关联。艺术与⾃然物体的关系在于以其

独⽴存在的形式被接受。如果⼀件作品⾥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就不算真

正的艺术。 

整个世界，⽣活，普通的周围，是我创作的唯⼀源泉。我从中对现实⽣活

提炼，以外在⽣活来‘滋养’⾃⼰，让⽣活的环境和事物以⾃⼰的简单直接的⽅

式切断⼈们对⽣活“⾃动化”的⼤脑神经，⼀切仿佛如初见。在对周围事物描绘

时，凭借视觉经验和内在精神的导向，将最初的感受记录下来，在⼼灵感受的

过滤后，留下与⼼灵相通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与物。 

在画⾯处理上，以最朴素的⽅式呈现，将呈现内在精神表达的视⾓作为最

重要的形式。⽤铜版技法中线腐蚀和飞尘，在画⾯上进⾏铜版语⾔尝试时，逐

渐形成了不可替代的语⾔，铜版画中线腐蚀的精细与韵律感是我不能找到的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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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语⾔中不⼆的选择。对于画⾯所传达的内在精神不再是停留在画⾯的主题上，

⽽是透过画⾯，把它当做⼀扇门、⼀扇窗看到你的内⼼世界。创作取材于⽣活，

具象的描绘事物，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再简单不过绘画语⾔，关于“⽆⾜轻重”

的细节描绘常令⼈痛苦，在表达的恳切和急迫中常常拖住创作的脚步。本⼈想

⽤这平凡⽽真挚的⼀切以另⼀种形式展现给观者，⼀种熟悉又陌⽣的⽅式唤回

⼈们对⽣活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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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写到毕业论⽂最后，对⾃已思考过的问题仿佛⼀边继续⽣长⼀边被解决。

在写论⽂和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幸运，在读研的初期在吴长江先⽣和

李晓林先⽣在专业和艺术态度上给了很深的影响和认真的指导，使我摸索出创

作和论⽂线索的“⼩线头”。和接下来吴先⽣和李先⽣在我创作彷徨时给予的帮

助和⿎励，让我坚定信念，不⾛捷径，虽然没能做到最好，我会谨记⽼师们的

教诲继续指导我今后的创作，这是我三年来最⼤收获。还有在开题报告和中期

汇报的两次汇报中，我要感谢版画系的⽼师们对我不⾜之处的包容和在论⽂、

创作的指导与建议，让我更有勇⽓尝试，也许还不能完全融⼊创作中，不过我

铭记在⼼，在以后的学习中，认真思考。谢谢盛葳先⽣对我论⽂的耐⼼指导。

感谢三年来关⼼我的师兄、师姐们，还有版画系的同学们，很开⼼和你们

经历这段美好的美院时光。

最后感谢家⼈和朋友给予我全⼒⽀持和⿎励，让我义⽆反顾的做喜欢的事。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