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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的研究⽅向来源于个⼈的艺术创作。在早期进⾏创作梳理时，发现⾃
⼰⼤部分作品中的关注点都在⼀些⽇常物体或是⼈物的局部。本⽂以研究“绘画
创作中的局部视⾓”为线索，并结合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进⾏个案研
究。最后，围绕个⼈的铜版画创作实践，探讨“绘画创作中的局部视⾓”的运⽤
以及发展延伸。“由局部表达到更微观的局部表达”是我的铜版画创作的⼀个重
要的发展线索，这条创作的线索使我找到了⼀种表达⽅式，⼀种情感的抒发点。
同时这种⽅式也恰巧反映出了局部视⾓特征在我的铜版画作品中的作⽤。当下
利⽤局部视⾓的取材⽅式来进⾏艺术创作的案例数不胜数，我⽂中所罗列的也
只是这种艺术创作⽅式⾥的很⼩的⼀部分（架上绘画部分）。但我希望这个微
⼩的部分可以启发更多的⼈在更⼤的领域发现新的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绘画创作  局部视⾓  整体  局部  取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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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was inspired by my personal artworks. At the early stage of art creation, I 
found that most of my artworks focused on everyday objects or the portion of  figures. 
Basically, following partial perspective in painting, this paper combines with lots of 
case studies on artworks that crea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outstanding artists. 
Moreover, based on my personal creative practice of copperplate etching, I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partial perspective in painting, in terms of its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In general, a very important clue of my artwork is from partial expression to 
a microscopic expression, and it brings me a way to express my emotion. In the 
meantime, this approach also happens to reflect the role that partial perspective plays 
in my artworks. Currently, there are numerous artworks are created by using partial 
perspective approach; hence, what I have enumerated in this paper i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is kind of artistic creation. (see the painting) However, I hope that this 
small part ma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for people who are exploring new artistic 
creation in a larger field. 

Key words :  creative painting    partial perspective    the whole    the 
parti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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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绘画创作中，构图取景的⽅式多种多样。⼀个独特别致的构图不仅能够
增加作品画⾯的形式美感让⼈过⽬难忘，⽽且可以更⼤程度的展现艺术家的独
特思考和情感。然⽽在变化万千的艺术作品的构图形式中，有⼀类作品的取景
构图趣味则建构在选择⼀些整体事物的局部来进⾏描绘和塑造之上。⽤⼀种局
部放⼤的⽅式来吸引观者的眼球，同时又通过局部本⾝所造成的信息缺失来传
达⼀些独特的艺术思考。在此我们暂时将这种创作构图的趣味称之为“局部视⾓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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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绘画创作中局部视⻆角的定义

1.1局部与视⻆角的基本概念

    ⾸先我们需要理解局部视⾓本⾝的定义。在辞海中对于局部的基本解释是构
成整体的组成部分。局部是整体的⼀部分，不是全部，相对于整体⽽存在。整
体是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如把国家看成是⼀个由家庭构成的整体。
哲学上指若⼲对象（或单个客体的若⼲成分）按照⼀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有机
统⼀体。与部分相对⽽⾔。
   
    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整体和局部在辩证法中的定义是“任何事
物都有它的整体和局部。整体和局部⼆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整体处于统
率的决定地位；局部也制约着整体，甚⾄在⼀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对整体
起决定作⽤。整体和部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者不可分割。整体由
部分组成，整体只有对于组成它的部分⽽⾔，才是⼀个确定的整体，没有部分
就⽆所谓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只有相对于它所构成的整体⽽⾔，才是
⼀个确定的部分，没有整体也⽆所谓部分，任何部分离开了整体，它就失去了
原来的意义。⼆是⼆者相互影响。两者在⼀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转化。

    
    视⾓在百度百科中的解释是视线与显⽰器等的垂直⽅向所成的⾓度，观察物
体时，从物体两端（上、下或左、右）引出的光线在⼈眼光⼼处所成的夹⾓。
物体的尺⼨越⼩，离观察者越远，则视⾓越⼩。视⾓还具有看问题的⾓度，观
点的延伸含义。视⾓也可以理解为观察，思考以及表达的⾓度。在这⾥我们可
以将它理解为绘画中选择构图的⾓度，换⾔之，也就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取
景构图的选择。

1.2“绘画创作中的局部视⻆角”的定义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绘画中的局部视⾓”：在绘画创作中往往选择
⼀些事物整体中的⼀个部分作为画⾯构图和艺术表达的内容。⽽对于事物的整
体，所选择的部分为此事物的局部。

例如，把⼀个⼈的⾝体视为⼀个相对独⽴存在的整体，那么这个⼈的头部
就是⾝体的局部。再进⼀步缩⼩观察的尺度，也就是视⾓进⼀步缩⼩，我们把
⼈的头部作为⼀个整体，那么头发也就成为这个整体的局部。对于事物⽽⾔，
整体与局部的界定是相对的。有些看似整体的事物，在更⼤的尺度空间观察时
可能表现为局部，⽽有些看似局部的事物在更⼩的尺度空间观察时则表现为整
体。

因此，绘画创作中的局部视⾓暂可定义为：当我们在选择某⼀事物作为我



!3

们绘画的表现对象时，通过相对⼩范围的视⾓尺度选择某类事物的⼀部分来作
为绘画表现的对象。在绘画创作中，这种相对⼩范围的视⾓尺度的选择，可以
理解为绘画中的局部视⾓。

1.3 产⽣生局部视⻆角的原因
    
对于视觉艺术来说，能否吸引视觉注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然⽽集中注

意⼒的实质就是需要有所选择，有所过滤，有所扬弃。当我们选择某个在意的
局部时，便会忽略那些我们觉得不相⼲的事物。⼼理学家认为：注意就意味着
“摆脱某些事物以便有效处理其他事物”。
在同⼀视域内，注意⼒不会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局部的，⽽会像探照灯那样

有所选择的照射，视觉会把注意的焦点投向视域中的某⼀点，通常有⼀个视觉
中⼼。这个视觉中⼼却是我们视域中的⼀个局部。虽然眼睛的视域可能⽐较宽，
但视觉焦点只集中在某个局部。这个局部恰巧是观者所关⼼的。在视觉⼼理学
⾥，⼈的视觉不可能同时具备好⼏个注意焦点，但可以不断移动视点进⾏扫视，
逐步导向需要注意的局部。⽽有吸引⼒的局部特征就像是导航器，⽽这些局部
特征最后可以联成⼀条视觉链。
这种视觉规律提醒我们视觉选择的局部性，我们对周围事物的了解也是通

过多⾓度的局部视⾓完成的。注意⼒的主观选择决定了我们选择某部分为视觉
注意的对象，选择这个对象的哪个局部作为我们视⾓的中⼼。⽽最后的选择结
果往往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事物（⾃⼰感兴趣的内容，特定的欲求和需
要）。注意⼒也和⼈们在⾃然环境中的视觉记忆以及⽣活体验形成的直观感受
与情感记忆有关，建⽴在⼈们的⼼理反应之上。 

1.4局部视⻆角的特征

    局部视⾓也具有“模糊性”的特征。“模糊”与精确相对，说的是⼀种不确定性。
当艺术家的绘画创作以局部视⾓呈现，看似更加真实的局部使整个画⾯充满了
不确定性，其实是艺术家有意的模糊化处理。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创造了⼀种含
蓄，空灵的艺术意境，让欣赏者的注意⼒突破现有的局部的局限，产⽣猜测，
怀疑，想象等多种复杂的情绪。
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中的情感往往是复杂的，有时甚⾄连艺术家

⾃⼰也说不清⾃⼰的内⼼世界的情感是怎样的。艺术家往往不将这复杂的情感
提炼，⽽只是做模糊化的处理，以保持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真挚性，
保持⼀个“亦此亦彼”的模糊领域。
绘画创作中局部视⾓所呈现的不确定性恰巧使艺术家有表现的⽆限可能性，

同时创造具有内涵的能够充分激发观赏者想象⼒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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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年开始炙⼿可热的维克多·曼
（Victor  Man）作品《烟》（如图1）的画⾯
中，作者选取了⼀只逆光张开的右⼿掌和⼀
团莫名的⽩烟作为画⾯内容的主体，观众很
难通过这些⼈物⾝体的局部来读出作者具体
想要表达的思想或者情感的含义。但也正是
由于这种局部取景的信息缺失给画⾯营造出
了⼀种情感意义上的模糊性。然⽽这种模糊
性给观者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样的效果我们还可以从⽇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彩铅⼿稿作品《⽆题》中感
受到，画⾯中⼩孩的脸躲在桌⼦的后⾯，只露出⼀双不太⾼兴的眼睛以及头顶
上的⼀团类似于暗⽰情绪的⽩烟。通过画⾯⾥描绘的仅有的这⼀点点局部信息
我们⽆法得知整个故事的基本线索，同时还会对画⾯中的⼩孩产⽣各种各样的
好奇猜测。同样，也就是这种猜测增加了作品的魅⼒，它让有着不同经历和记

图1:Aspen, 2009, Oil on linen mounted on 
wood, 29x21.5cm

图2:Untitled, 2004, Colored pencil on paper, 11.8x2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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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读者产⽣不同的情节想象。 

     

�

    再看看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三联画《蒙上眼睛的⼈》(如图3），单
看画⾯内容和作品的名字我们都⽆法猜测那画⾯⾥被蒙上眼睛的⼈的确切⾝份，
以及为何会被蒙上眼睛的原因。稀薄的颜⾊和轻松的⽤笔刻画出了三个⼈物淡
定的表情。寂静的画⾯让观者在观看时仿佛有时间静⽌的错觉。这三个男⼦是
谁，为何被蒙上了双眼，没有挣扎的表情，没有神态的交流，他们还活着吗？
这⼀系列的问题让画⾯中的⼈物和作者想要传达的想法显得更加神秘莫测。⽽
这正如夏洛特 ·马林斯所说：“在《蒙上眼睛的⼈》中描绘了三个巴勒斯坦的男
⼈，他们的眼睛被蒙上了。现在，只有我们能看他们了，我们看到的也只是模
棱两可的场景——这些男⼈是战争中的俘虏吗？是恐怖嫌疑犯还是⽆辜的受害
者？”[ ]1

   
    然⽽在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的⼩幅绘画
作品中，局部的构图取景视⾓和莫名其妙的怪异⾏为
内容成为作品的⼀⼤看点。在作品《⽆题1994》（如
图4）中，被画框裁掉半边的男⼈坐在⽊桌前将⾃⼰
的左⼿伸进放在⽊桌上的⼀只⽪鞋⾥。我们看不到画
⾯中男⼈的表情，也想不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这种平淡⽆奇的画⾯空间⾥向观众展⽰⼀个怪异⾏
为的男⼦给作品带来了更多的超现实性。同样，也正
是这种超现实性在增加作品魅⼒的同时也给观者带来
了可供思考的空间。

[1]《当代艺术的⼈物画创作》，（英）夏洛特·马林斯，上海⼈民美术出版社，2013，第44页

图3：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蒙上眼睛的⼈》，2002，布⾯油画，130x110cm

图4：Untitled, 1994, Oil on canvas on 
wood, 21.5x1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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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绘画中的局部视⻆角”进⾏行行艺术创作的艺术家

然⽽想要了解局部视⾓创作给艺术作品所带来的独特魅⼒，我们可以通过
⼏个艺术家的个案来完成。

2.1个案分析：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正如我们欣赏⽐利时艺术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作品，很显然
薄涂颜料虚画法的油画语⾔让他的绘画显得耐⼈寻味和异常神秘。但成就他作
品独特的因素还有他那打破常规的局部视⾓以及不拘⼀格的取景⽅式。 

在与斯蒂尔·斯迪尔曼的对话访谈中，图伊曼斯解释在创作中⾃⼰尽可能的
去掉所描绘对象的⼤部分细节以求达到⼀种“匿名”的效果，⽽这种“匿名”的效
果可以提供给观者更⼴阔的想象空间。在绘画取景的⽅式上，图伊曼斯所选择
的是⼀种类似于电影镜头特写的局部视⾓趣味。 

 

    他将绘画的兴趣点投射在⼀个玩偶的躯⼲（如图3），⼀位不知名⼥性的半边
乳房（如图6）或是⼿指的指尖上（如图7），这种局部取景的视⾓选择更增加
了作品的“匿名”感。在欣赏绘画时，⼈们不知道作品中所描绘的半边乳房到底
是来⾃于⼀位有温度的活⼈还是⼀个冰冷的⼈体模型，玩偶的躯⼲特写在咋⼀
看时显得抽象又神秘，这种视觉上的陌⽣感让观者⼀时间迷失⽽不知道画家所
画何物。正因为图伊曼斯的局部视⾓趣味，使得他的绘画多了些许抽象特质，
⽽这些抽象特质又进⼀步强化了他所要传达的“陌⽣性”和“匿名感”，以⾄于在
⼤部分情况下观者只有在作品名称的提⽰下才能⼤致了解所描绘的内容。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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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绘画中的题材涉及⼴泛，从⽇常物品
到⼈物肖像、肢体，从室内环境到室外风

景，从历史题材到时事政治等。单看他以⼈物肖像和肢体为题材的作品，我们
不难发现局部视⾓的取景⽅式让画⾯中主⼈翁的⾝份变得次要，单独的肢体呈
现也淡化了⽣命的迹象，甚⾄会让观看者误认为是某种不知名的物体。我⽆法
猜测图伊曼斯是以⼀种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素材和取景，但从他绘画中所展现
的这些⼈物肢体和肖像局部上我确实能体会到个⼈的隐私，⿇⽊的情绪以及窥
视感。
在作品《眼睛的诊断四》（如图8）中，图伊曼斯通过简单的⼿法勾勒出⼀

幅迷茫空虚的⾯孔。画⾯的构图切割掉了头部其他的内容，将⼀幅⼥性的五官
充满了整个画⾯。呆滞的双眼，尖锐的⿐头，稀疏的眉⽑以及紧闭的双唇，⽆
⼀不传达出暴露在强光灯下⼥性复杂⽭盾⽽又⽆助的情绪。  整个画⾯所弥漫的
深深的忧虑感对观者所产⽣的触动是不⾔⽽喻的。这种画⾯给⼈带来的紧迫感
在很⼤程度上基于作者所选择的局部视⾓的取景⽅式，如果将这幅肖像在画⾯
中缩⼩再继续描绘完头部轮廓和⾝体，可能之前⼈物表情所带来的画⾯张⼒也
会随之消解。

图8:Der diagnostische Blick IV,1992,Oil on canvas，
57x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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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案研究⼆二：艾伦·雅特菲斯特（Ellen Altfest） 
     
美国⼥画家艾伦·雅特菲斯特（Ellen Altfest）似乎更着迷于利⽤局部视⾓的

构图趣味来放⼤所描绘对象的细节。她⽤⼀种类似于⾼倍放⼤镜的眼光来观察
研究那些被她描绘的男性⾝体以及⽇常静物。与⽂中之前所提到的图伊曼斯不
同的是，艾伦会以⼀种极端细密的⽅式来刻画她所挑选出来的绘画对象的局部，
⽆休⽌的描绘男性⽪肤上的每⼀根汗⽑，皱褶以及隐没在⽪肤下的所有青筋。
在观看她所描绘的男性⾝体的作品中，我们仿佛感觉已经认识画⾯⾥的⼈物多
年。似乎错觉⾃⼰就是画⾯中男性的伴侣，正在以⼀种极端的好奇⼼窥视研究。
在她描绘的男性⽣殖器的作品中，细节的⽆限放⼤让画⾯有⼀种令⼈不敢直视
的紧迫感，观者仿佛产⽣⼀种因偷窥⽽带来的兴奋和罪恶感。 

在《弯腿》（如图9）这件作品中，弯曲
的男性⼤腿占据了画⾯的⼤部分⾯积，被
⼤腿半遮挡的⽣殖器给画⾯增添了⼀丝狡
黠和性感。我们甚⾄猜不出画⾯主⼈翁的
年龄，同时也淡忘了⼈物的⾝份，可以感
受到的只是活⽣⽣的⾁体和⽣命所带来的
温度。艾伦的局部视⾓构图⽅式同样也给
她的作品带来了些许抽象感。《⾝体》（如
图10）所描绘的是⼀位男性的胳肢窝，被
⼿臂挤压出来的腋⽑和⽪肤的褶皱成了画
⾯中重要的细节。被作者过分放⼤的⾝体
局部让观者很难在第⼀眼时辨认出所描绘
的内容。⼈们通常会花费⼤量时间猜测画
⾯中的局部到底属于⾝体的哪个部分，⽽
这种模棱两可的⾝体局部也给观者带来了
⾮同⼀般的视觉体验。在艾伦为数不多的
肖像内容作品中，《侧⾯》（如图11）塑
造的是⼀位青年男性侧脸眼睛和⿐⼦的特
写。被⽆限放⼤的⽑孔让⼈物的⽪肤质感
显得异常真实，鬓⾓的⽑发⾛向，眉⽑的
稀疏排列以及微弱的胡须让观者在流连画

⾯细节时忽视了沉思的眼神所带来的精神情感。⽽当我们的视⾓离开细节扫视
整张画⾯时，坚定的眼神以及⾯部紧绷的肌⾁瞬间使画⾯拥有了灵魂。对于正
常的肖像画来说，艾伦的这件《侧⾯》总是显得那么的不完整。⽽这种因局部
视⾓切割所带来的画⾯不完整却成就了作品本⾝⽆可替代的独特魅⼒。不敢说
艾伦作品的成功直接源于她所选择的极端局部放⼤视⾓，细密的绘画语⾔也为
她作品的独特加分不少，但画⾯中的局部视⾓趣味的确在重现对象细节的同时
给观者带来了更⼤的想象空间。 

图9:Bent Leg, 2008, Oil on canvas, 30.5x2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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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个案研究三：罗伯特·
德弗⾥里里恩特（Robert Devriendt） 

在罗伯特·德弗⾥恩特（Robert  Devriendt）的绘画中局部视⾓趣味不再仅仅
表现于画⾯构图取景中。微型的油画框使作品从远处看起来像是⼀张张相⽚，
成组的展⽰⽅式使得画⾯又类似于⼀个个电影的分镜头，蒙太奇的局部⼿法在
作品中显得异常突出。这种独特的创作⼿法让罗伯特的绘画显得另类又耐⼈寻
味。细看罗伯特的绘画，微型的画幅⾥细节栩栩如⽣，被画家所选取的不同事
物的局部暗⽰了⼀组作品的故事情节。罗伯特的绘画总是成组展⽰，通常由好
⼏幅⼩的绘画构成⼀件完整的作品，他⼏乎没有单张展⽰的绘画作品。 

     
    

    在同组作品⾥，每⼀件⼩油画的内容都⼤相径庭。可能第⼀张画中描绘的是
⼀位中年男⼦的侧⾯肖像局部，⽽到第⼆张却突然出现了粉红⾊桌⾓衬布的⼀
部分。细腻的写实绘画⼿法让每⼀件⼩尺幅绘画显得厚重，由不同事物局部所
组成的画⾯内容让每组作品都像是画家编造的⼀个谜团，等待着观者的解答。
罗伯特的局部叙事⼿法把我们带⼊到⼀种类似于电影⼀样的催眠体系中。在这
个莫名的体系⾥每⼀件⼩的绘画都是剧情的⼀部分，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故事的

图图11:Profile,2011,Watercolor on paper,23x31cm

图12:A Hunter’s Story, 2008, Oil on 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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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们需要像搜寻线索的侦探⼀样去摸索故事的发展，同时又需要在
脑海⾥重建被作者隐藏的剧情部分。对于作品⾥所记录的事件，可能只有艺术
家本⼈是完整的⽬击者。 

 
                                                                   

作品《森林中的爱和惨状》（如图13）中故事的主⼈翁似乎是三联画中左
右两幅画⾯⾥的年轻男⼥，情节的发展线索被单张画⾯呈现的不同事物局部所
割断。也许作品中所描绘的内容素材并不是来⾃于同⼀个事件，却在作者的主
观并置下相互之间产⽣了微妙的联系。画⾯⾥年轻男⼥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戏剧
性的⽭盾冲突。沉思的⼥性肖像，被焚烧的跑车，隐没在丛林⿊暗⾥的男⼦背
影，这些作者所创造的神秘画⾯在观者眼中却成为了类似于悬疑⽚中犯罪现场
所遗留下来的断案证据，勾起了⼈们对于画⾯故事情节的⽆尽想象和⾃觉编织。
在罗伯特的所有作品⾥存在⼀个共同的元素——局部细节：被遗忘的故事的细
节。他从不向⼈们展⽰⼀幅完整的画⾯，⼀个完整的⼈物形象，⽽只是描绘他
节选出来的某个部分。罗伯特仅仅选取有助于他编造故事的特殊时刻的⽚段，
通过这些极具个⼈趣味的局部画⾯来转喻他对于世界的理解。罗伯特利⽤局部
视⾓选择不同素材局部并加以并置，所营造出的故事情节超越了单张局部绘画
的表达极限。他既在作品的展⽰形式上取胜，又利⽤局部视⾓绘画本⾝的不完
整性给观者留下了⼤量联想和猜测的可能性。 

2.4个案研究四：约瑟芬·霍尔沃森（Josephine halvorson）

 

图12:Love and scenes in the forest, （尺⼨可变），2008,

图14：Josephine halvorson，Three Red Books,
2008,Oil on canvas,

图15：Josephine halvorson，Concrete Chest,
2009,Oil on canvas,56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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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于美国⼥画家约瑟芬·霍尔沃森（Josephine halvorson）来说⽇常物
品的局部似乎是她描绘的所有精⼒和兴趣点所在。很显然约瑟芬利⽤局部视⾓
的⽅式构图，将被选中的物体局部直接挪到画布上。被描绘物体局部的表⾯凹
凸成为让画⾯产⽣⽴体视错觉的主要因素，⽽画家放松随意的笔触让画⾯看起
来⼗分抽象又⽣动有趣。约瑟芬的绘画视⾓是微观的，她总是选择近距离的写
⽣被她相中的物品局部，⽽这些“幸运⼉”却都是⽇常⽣活中被⼈们忽视甚⾄遗
忘的物品，如破旧的门窗，布满灰尘的书和专辑，⼀块腐烂的墓碑或是⼀个过
时的⽩裙等（如图14.15.16）。 

在被约瑟芬放⼤的物品局部中除了明显的起
伏凹凸外，因破旧和被⼈类使⽤过⽽产⽣的
痕迹，污渍或者斑点也是画家极⼒描绘的重
点。虽然约瑟芬从不画带有实际⽣命的事物，
但她所描绘物体的痕迹，斑点却给画⾯注⼊
了灵魂，仿佛作品中所展⽰的每⼀处不起眼
的⾓落都拥有⾃⼰独特的性格。同时这些痕
迹在画⾯中所形成的图案也成为画⾯⾥重要
的视觉结构和抽象因素，在丰富画⾯的内容
⽅⾯起了很⼤的作⽤。由于在⼤部分作品中
对局部的过度放⼤，⼈们在不参考作品名称
的情况下很难猜到作者到底画的是什么物品
的局部。污渍和斑点的放⼤形成了画⾯⼤
⾯积的抽象图案，起伏的放⼤使得⼆维平
⾯作品有了三维⽴体的视觉效果。有些作
品观众在远距离观看时甚⾄会错觉是⼀件

真实的物体悬挂在墙⾯上。的确，局部视⾓在约瑟芬的作品⾥同样也起到了很
重要的作⽤，她利⽤这些局部的选择使画⾯得到最⼤程度的提炼以求作品达到
⼀种极致。 

 

图17：Cracked Back,2011,Oil on linen, 72x56cm,

图16：Josephine halvorson，Patched Stone Hole,
2010,Oil on linen, 48.3x40.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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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裂纹的背板》（如图17）描绘的是画家使⽤过的⼀个⽕炉的⾦属背板，
由于被过度加热和使⽤⽽产⽣了裂纹。约瑟芬⽤了⼤概四到五个⼩时将这件作
品完成。概括的笔触填满了画⾯⼤部分⾯积，细⼼勾勒的背板图案和裂缝成为
了作品的画眼，零星点点的污渍散播在画⾯的四处。若只看画⾯我们很难判断
所描绘的是什么，但通过作品中的细节却能让⼈感觉⼗分熟悉，仿佛画中之物
曾经在⾃⼰的⽣活中也出现过。这种熟悉与陌⽣感觉的交织⾃然让观众产⽣不
同寻常的情感体验。 
同样的效果也出现在作品《晃动的隔板》（如图18）中，红棕⾊的⽊架隔

板被影⼦⼀分为⼆，粗糙的⽊纹质
感让画⾯看上去异常情切，仿佛⼉
时房间⾥的⽊柜。虽然不清楚画家

所描绘的⽊盒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但却能勾起观者的⽆尽遐想和回忆。约瑟
芬的局部视⾓取景⽅式让她的画⾯变得陌⽣，但局部描绘的⽅法放⼤了被选中
物体的微弱细节。这些细节增加了画⾯的时间感和温度感，使得原本陌⽣的物
体局部变得有⾎有⾁。作者似乎通过这些莫名的物体局部在给观众讲述⼀个不
为⼈知的故事。 
          

2.5个案研究五：查克·克洛洛兹（Chuck Close） 

在观赏美国顶级艺术家查克·克洛兹（Chuck Close）的作品时，⼈们的注意
⼒会在画⾯的局部和整体，细节和全貌之间来回转换。由于克洛兹的作品⼤部
分都尺幅巨⼤，观者在近距离观看时会迷失在画⾯中绚烂抽象的⾊圈格⼦细节
⾥。但当我们与作品保持较远的距离时，⼈们通常会被眼前所看到的如此真实
完美的肖像画⽽震惊。⼀格⼀格的抽象⾊圈构成了⼀幅庞⼤的超写实肖像绘画，
不论是⼈物⽪肤的⾊彩或是⾁体的质感都可圈可点。⽽画⾯中的这些特殊的⾊
圈⽹格类似于我们在电脑上将⼀张照⽚⽆限放⼤后所看到的抽象⾊彩像素。克
洛兹将这些⾊彩像素描绘成由多重⾊圈所填满的⾊彩⽹格，最后将这些抽象密
集的⾊彩⽹格组合成⼀幅“写实”的肖像。这种特殊的局部视⾓在取样上⼤部分
是借助电脑科技来完成的。克洛兹往往先拍摄⼀幅真⼈的肖像照⽚，然后将相
⽚数据输⼊到电脑⾥再利⽤投影技术描绘在画布上。在绘制的过程中，克洛兹
往往将所描绘的部分在电脑⾥⽆限放⼤以求分析其中的多种⾊彩构成，最后再
将他看到的像素变成画⾯中存在于每⼀个格⼦⾥的不同⾊圈。艺术家在绘制每
⼀幅作品前都预设好了画⾯最后的效果，每⼀个格⼦⾥所需要填满的颜⾊和每
⼀个格⼦最后所暗⽰的⾯部细节。画布上被艺术家事先标出的格⼦显⽰出克洛

图18：Shaker Shelf,2009,Oil on canvas,40.5x4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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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既是利⽤局部视⾓取样，又是通过局部描绘的⽅法完成整张画⾯。 
 

在克洛兹2005年所完成的《⾃画像》
（如图19）中，⼀张如普通证件照形式
的作者照⽚被放⼤到巨幅的画布中。我
们看不到画⾯中⼈物肖像的任何表情，
有的只是由各种⾊彩⽹格所组成的逼真
五官所传递出的冷漠和毫⽆态度。没有
表情，没有态度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显
⽰⾝份的特征，⽽能被感觉到是只有艺
术家细致耐⼼的每⼀个笔触和看似随性
却精⼼布局的每⼀处⾊彩。这种通过局
部取样同时耐⼼的完成⼈物⾯部的每⼀
处抽象细节的⼿法打破了传统的写实肖
像绘制⽅法，让作品在近距离观看时仿
佛⼀个有形的⾊彩迷宫绚丽⽽又充满神

秘。克洛兹在近年的作品⾥也尝试将正⽅形⽹格旋转四⼗五度改变成菱形。 

 
《安德烈⼆》（如图20）中描绘的是同
艺术家本⼈⼀起画画的另⼀位艺术家安
德烈 ·塞拉诺德的肖像。作品中菱形的⽹
格使画⾯看上去充满张⼒，松动的笔触
和花纹般的⾊圈让画中的肖像看上去像
是被隔着⼀层有图案的玻璃。⿊⽩单⾊
画⾯让作品充满回忆，以及⼀种会使⼈
感到莫名悲伤的情结。这种独特的视觉
冲击和情感联想恰恰是画⾯中那⼀个个
奇怪的⾊圈⽹格所创造的。局部视⾓的
兴趣点让克洛兹迷恋上了⾊素般的⾊圈
⽹格造型，⽽这种独特的造型也为他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丰富的画⾯。 

图19:Chuck Close, Self-Portrait, 2004-2005,Oil on 
canvas,259.1x214.6cm, 
102x86cm

图20:Chuck Close,《安德烈⼆》，2004，Oil on 
canvas，182.9x15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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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的创作体验及对“局部视⻆角”的运⽤用

3.1记忆与成⻓长 

  艺术创作是在潜意识，知觉，感觉，情感，情绪，
想象，理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下进⾏的。艺术创作
本质上是艺术家内⼼情感的外射，是对⼼理的治疗。
感情（情绪）本是创作动机的⼀个重要的因素。从⾃
⾝情感⽅⾯开始梳理，鉴于⾃⼰⼀直对⼥性化的物件
（如图21）的喜爱（这种感觉是⼀个复杂的⼼理过
程，它不仅是⽣理感官的机能，还是长期在⽣活中的
积累），所以在学习和尝试铜版画技术的第⼀个阶段
我完成了《她们系列⼀》。
     
由于是创作的初始阶段，这个系列作品的尺幅都很
⼩。画⾯的内容⾃然也是以⼥孩为主，如⼀个⼩⼥孩
抱着娃娃或站在靠背椅上等（如图22）。这些主题对

于传达我的少⼥情结很有帮助，完成画⾯的过程同时也是满⾜⾃⾝情感稀释的
⼀种需要。过去⾃⼰⽣活中的体验往往会对当下的情感产⽣影响，让我有想要
表达的愿望。似曾相识的事物或场景使我倍感亲切，因为它激活了过去隐藏在
⾃⼰记忆中的特殊体验。 

 

 

《她们系列⼀》中所描绘的这些内容在唤
醒了⾃⼰对于过去成长中的视觉记忆的同时，也找回了记忆中⼉时的漫天幻想。
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我现在创作的出发点。在尝试借助《她们系列⼀》来练习
铜板技术的同时，也传达了⾃⼰在成长过程中的⼀些私密式的情感。随着创作
思路的不断深⼊，“少⼥情结”的这个题材让我觉得在表达这些情感⽅⾯显得过
于泛泛，于是我进⼀步缩⼩了关注的范围，选择了更为局部的视⾓来观察⼥孩
的⾝体。开始尝试通过⼥孩的⾝体局部来传达⼀些莫名的情绪，同时反映⾃⼰

图 2 1：她们系列⼀，铜版画，

图22: 她们系列⼀，铜版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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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情感世界。这个阶段的发展也类似于图伊曼斯刻意的将画⾯中主⼈翁的
⾝份匿名化来达到⼀种情绪上的难以名状。不同的却是在我的作品中性别⼀直
是⾮常明确的，被隐藏的仅仅是⼥孩们的表情和悄⽆声息的时间。因此我开始
进⾏《她们系列⼆》。 

3.2思维与延展

    在进⼀步强化局部视⾓
进⾏创作的过程中，我将《她们系列⼆》的画⾯内容从⼥孩的肢体动作，⼿的
姿势等这些⾝体的局部过渡到微微扭转的后脑勺，想要通过去除⼈物⾯部的表
情，只是单纯的依靠⼥孩的发型或者是稍稍垂下的⾐领来暗⽰她们的⾝份。 

    当我们看到这些⼥孩⼉的后脑勺或许能感觉到
她们的表情，也许通过这种⽅式来暗⽰⼥孩⼉
的表情可能会让观者有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和琢
磨的余地。⼈们的情绪可以掩饰，甚⾄会假装
各种表情，但后脑勺是⾃然的，没有态度的，
同时也更是不加修饰的。 
    
    每次在挑选⼥孩后脑勺动态素材时，我都会
想到格哈德 •⾥希特创作于1 9 8 8年的作品《贝
蒂》（如图2 4）。通过作品的名字我们可能只
会知道画⾯中的⼥孩叫贝蒂，她的头转了过去，
望着含糊的背景空间。观者⽆法猜到此刻⼥孩
的表情或是⼼情，以及这个⼥孩到底将要⼲什
么。最后从作者⾥希特的⾃述中我们得知其实
画⾯⾥的主⼈翁正是画家⾃⼰的⼥⼉。她的头

转向另⼀边以⾄于我们看不到任何标志性的表情特征，⽽这正是⾥希特所希望
传达给观众的那份情感上的神秘与模糊。
   

图24；格哈德•⾥希特，《贝蒂》，1988

图23 : 她们系列⼆，铜版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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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是张恩利早期有⼀组“后脑勺”(如图25)系列，之所以画⼀组，是
因为作者担⼼若只画⼀幅，观众可能误会是⾃画像或者是画家的朋友⽽已。但
是画⼀组，就是⼀个社会群体。他认为后脑勺是最真实的,觉得⾃⼰就有⼀个疯
狂的后脑勺。现在张恩利画⼈物，⼈是被隐藏在背后，所以他想把⼈处理得“物
化”。在画后脑勺系列之后张恩利还画了⼀个⼥⼈的胸部，同样是⼈的⾝体局
部，但这个⾝体的局部被作者描绘成类似于⼀件令⼈陌⽣的“东西”，在这件“东
西”上丝毫没有⼈物情绪的暗⽰。张恩利反复描绘现实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有意
地削弱绘画内容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显⽰绘画语⾔本⾝的各种可能性
的同时，也利于局部视⾓的取材⽅式让⾃⼰作品中描绘的⽇常内容变得陌⽣和
神秘。   

欣赏艺术作品时，每个⼈的⽣活体验，视觉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和观念等
都会影响视觉⼼理的综合反应。英国著名⽣物学家弗朗西斯 ·克⾥克关于“看是
⼀个建构过程”的学说对上述提供了⼀些启⽰。克⾥克在《惊⼈的假说》中指
出：“看是⼀个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脑以并⾏的对景物的很多不同‘特征’
积极响应，并以以往的经验为指导，把这些特征组合成⼀个有意义的整体。看
涉及⼤脑中的某些主动过程，它导致景物明晰的，多层次的符号化解释。”[ ]他2

分析了视神经系统的归纳，处理过程，证明视知觉会参照过去的经验和认知共
同对眼前的事物做出反应。这触及到视觉⼼理的实质。 

当我们看到⼀些⾝体的局部，⼀些⼈的后脑勺，那些我们既熟悉又陌⽣的
事物，我们的⼤脑对眼前的景物做出回应，并联系⾃⼰的⽣活体验，视觉经验
从⽽产⽣不同的理解和情感体验。这正如我在铜板画创作过程中的第⼆阶段⾥，
处理《她们系列⼆》的细节的同时也是在表达⾃⼰内⼼的感受，我被“她们”的
背影牵动，同时也希望观者能被我所描绘的背影所牵动。创作是⾃⼰情感物化
的最好形式。在这些背影⾥所传达出的神秘感，让⼈对画⾯中所呈现的⼈物产
⽣⽆尽的遐想，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她的表情是坚定还是茫然，是⾼兴或是
悲伤。 

[2]《惊⼈的假说》，（英）弗朗西斯·克⾥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图25:张恩利，《头发》，纸本丙烯，109x26c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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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局部的触⻆角     

        
    在制作《她们系列⼆》的过程中，我⽆意间发现头发作为⼥孩的⼀个⾝体局
部可能对于我想要传达的这些莫名情绪更为贴切，我收集了许多不同类型的⼥
孩头发样式作为我的创作素材，甚⾄经常去理发店和假发⼯⼚感受不同发质的
不同质感。决定着重对这⼀特殊的⾝体局部进⾏创作上的表达。所以在这⼀阶
段我从《她们系列⼆》中的⼥孩后脑勺进⼀步过渡到了《她们系列三》中的⼥
性后脑勺的局部（或是头发的局部）。 

 
    
我发现平⽇⾃⼰⼗分喜欢摆弄⾃⼰的头发，甚⾄好多⼥孩⼦也都很喜欢。

从⾃⾝情感出发，刻这些头发丝的⼯作⽅式，类似于⼥性闺房刺绣，可以⽤来
消磨及记录时间。同时又能让我回忆起⼉时经常喜欢黏在母亲⾝边，⽤⼿梳理
她头发的动作细节，这种触摸感很有魅⼒。在《她们系列三》的作品中我重温
了这些触感给我带来的独特回忆。 

美国视觉⼼理学家格列⾼⾥告诉我们：“对物体的视觉包含了许多信息来
源，这些信息来源超出了当我们注视⼀个物体时眼睛所接收的信息。它通常包
括由过去经验所产⽣的对物体的知识。这种经验不限于视觉，可能还包括其他
感觉，例如触觉，味觉，嗅觉，或者还有温度觉或痛觉。”[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3

[3]《视觉⼼理学》（英）R·L·格列⾼⾥，北京师范⼤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第5页。

图26：她们系列三  铜版画   2012

图27：头发局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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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时，感官经验共同参与了视觉效应的建构过程，多⽅⾯的感觉相互通融。
所以在铜板上描刻这些头发的过程，可以使我重现⼉时梳理母亲头发的那些动
作记忆。这些记忆给我带来了温暖感，是⼀种⽆法⽤⾔语描述的模糊的情感。
⽽这些独特的情感记忆通过我的铜版画创作得以稀释和消融。 
    正如胡赳赳所⾔：“铜版画是奇妙的：它既⾮平⾯的，又⾮⽴体的，它是在⼆
维上建构的三维，是平板上的雕塑，又是有沟壑的平⾯。”[ ]铜版画是“可触摸”4

的艺术。铜版画的表⾯凹凸不平，⾼⾼低低，有着⾮常奇妙的触感。即使是⼀
⽚⿊⾊，仔细看时或者⽤⼿去触摸就会发现那是由许多密密⿇⿇的颗粒构成，
有的是很深的凹槽，有的则是⼲刻留下的⽑刺。这些就是铜版画⾥的印痕所拥
有的⽆可替代的“触感”。 
铜版是⼀个很好的媒介，它的肌理效果更柔和，细腻，丰富，很有物质感。

它⾃始⾄终伴随的间接性和偶然性增加了画⾯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铜版
的这种细腻又坚硬的⾦属质感恰巧触到我的内⼼，⽤这种质感来传达我触摸头
发时的触感记忆⼗分贴近。在画⾯的形式上，头发丝线与线的交织可以反映出
⼀些形式以及秩序，头发丝的深浅叠压也有⼀些空间的暗⽰，在铜板语⾔的技
术表达中，我觉得不同深浅的线的腐蚀与头发丝根根排列，缠绕的表达很贴切，
铜版本⾝的语⾔魅⼒和我想表达的情感很吻合。在铜版画丰富多变的技法中，
我最常⽤的是线腐蚀，飞尘直腐，和⼲刻。我喜欢这些单纯的技法，就是这种
单纯的技法反⽽能营造出丰富多变的效果。 

!     !  
    
     
    最后我将作品名称《她们系列三》换成了《假发》是因为我想通过假发这个
题⽬来传达画⾯中的⼀些不现实感，给观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同时在情
感上似是⽽⾮，让它消除⼈在画⾯中的存在感，让画⾯中的头发与真实的⼈的
⾝体局部若即若离。 

[4]《版画的精神胎记》，胡赳赳，艺术世界，257期，2011年10⽉

图28 : 《假发》系列



!20

3.4情感的延续     

    

    现在我将之前的切⼊点进⼀步缩⼩，将收集到的各种颜⾊与发型的头发素材
在电脑中放⼤，然后选取其中的⼀⼩部分将其呈现在画⾯上，就像微观绘画。
头发的局部在画⾯上呈现的同时，画⾯的内容也变得抽象。看上去就是⼀些起
伏，⽽这些起伏又给⼆维的画⾯营造出⼀种三维⽴体的是视错觉。我是以具象
的⽅式出发，只是选取了特殊的局部视⾓为着眼点，⽤具象写实的⽅法画⼀些
看上去有起伏幻觉的抽象效果。这些在感情上仍然延续着⽤⾝体局部来传达情
感的这条线索，但画⾯的效果更加模棱两可。 

图29: 《灰⾊》 铜版画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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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最早进⾏创作梳理时，发现⾃⼰⼤部分的作品中的关注点都在于⼀些物体
或是⼈物的局部。很难找出⼀件作品是描绘⼀个宏⼤的场⾯或者是完整的⼈物
全⾝。于是我开始收集和查找美术史中或是当下在构图取景视⾓⽅⾯相类似的
艺术家作品。在收集的过程中，我重点挑出了⼀些⽐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品
来做分析，并且将它们与⾃⼰的铜版画创作进⾏⽐较。在创作⾥吸收这些作品
优点的同时也尽可能的保持⾃⼰独有的样貌和特⾊，最后通过收集到的艺术家
的作品来整理归纳“绘画中的局部视⾓”的特⾊。 
    正如我在⽂中所说：由局部表达到更微观的局部表达是我的铜版画创作的⼀
个重要的发展线索。我从⼥孩的⾝体局部⼊⼿，再到细致的刻画⼥孩的后脑勺
发型，最后到纯粹的描绘⼥孩们的不同头发的局部。就是这种由⼀个局部到更
⼩范围的局部的过程，使我找到了⼀种表达⽅式，⼀种情感的抒发点。同时这
种⽅式也恰巧反映出了局部视⾓特征在我的铜版画作品中的作⽤。⽽正是这种
由⼀个局部进⼊局部的局部的发展线索，让我的作品在画⾯效果和情感传达上
进⼀步抽象化，同时也给我的作品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的可能性。当下利⽤局部
视⾓的取材⽅式来进⾏艺术创作的案例数不胜数，我所罗列的也只是这种艺术
创作⽅式⾥的很⼩的⼀部分（架上绘画部分）。但我希望这个微⼩的部分可以
启发更多的⼈在更⼤的领域发现新的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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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我从油画系第三⼯作室本科毕业时，有幸投在恩师李晓林教授的

门下攻读硕⼠学位研究⽣，实乃我之福份。衷⼼感谢三年来恩师对我的谆谆教

导、严格要求和关爱帮助。我的每⼀次⼩⼩的进步都凝结着恩师⾟劳的汗⽔。 

感谢在论⽂及创作开题和中期汇报时，研究⽣组的诸位导师组为我的论⽂

和创作提出的宝贵意见，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要感谢版画系所有⽼师对我

⼀如既往的关爱、指导、帮助和⿎励，他们都是我最敬重的良师和益友。感谢

在校学习与⽣活期间所有的⽼师和我朝⼣相处的同学们。短短三年的研究⽣学

习即将成为过去，但这种学习经历和母校的哺育之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

成为我⼀⽣宝贵的财富。这⾥，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

母及家⼈对我学习、⼯作和⽣活等各⽅⾯的⿍⼒相助。 

虽然我尽到了很⼤的努⼒，但毕竟我的⽔平和能⼒还⼗分有限，⽂中的不

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师和同道们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