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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印象主义画派是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重要的绘画艺术流派。莫奈是印象主义最杰出的代表 ,对印

象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被誉为“印象主义之父”。文章分析了莫奈绘画的艺术特征 ,明晰莫奈及印象主

义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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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 年 ,莫奈 (1840 —1926)的一幅海景画在巴黎展出 ,它描
绘的是画家在哈佛港口看日出的情景 :晨雾弥漫 ,一切形体似
均消融在这浓重的雾气中 ;三只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行
驶 ,雾气中隐约可见对岸的港口 ;一轮橘红色的太阳缓缓升起 ,
破开迷雾把光线洒在水面上 ,水面像金子般闪闪发光。画家似
乎只用颜色涂抹了几笔 ,就使水和雾在不同的形式中产生了和
谐 ,把这奇妙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这幅作品中 ,传统意
义上的内容和题材不见了 ,光和大气成了作品的主题 ,这种细
节单纯而简约的描绘方式 ,与当时追求理想效果的学院派绘画
大异其趣。这幅画就是后来著名的《日出·印象》。在展出时 ,
这幅画引起了许多争议 ,一名记者攻击它是“对美和真实的否
定”,并以嘲讽的口吻称之为“印象派”。孰料一个超越传统的
画派由此得以产生。

印象派提倡户外作画 ,在阳光下直接描摹物象 ,善于捕捉
事物精彩的瞬间 ,并以最精微独到的色彩和笔触把它们描绘出
来 ,形成了与以往画派迥然不同的风格。莫奈是印象派的先
驱 ,也是代表人物 ,因他对印象主义的杰出贡献 ,被誉为“印象
主义之父”,在整个画派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
可以说 ,不了解莫奈 ,也就无从了解整个印象派。所以 ,对莫奈
的探究和揭密也就成了我们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一、讴歌大自然

莫奈是大自然最忠实的描绘者。纵观他的整个创作历程 ,
大自然始终是作品永恒的主题。他善于将大自然的湖光山色、
芳草绿树、田园小径剪入自己的画中世界 ,在画中表现大自然
的芳香醇美、宁静幽婉和五彩斑斓。

第一 ,以独特的视角发现大自然的美 ,从而突破传统题材 ,
把大自然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综观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史 ,从
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开始 ,宗教和神话题材一直是作品
永恒的主题。画家们不厌其烦地描绘着陈陈相因的神话、宗教
传说 ,并为帝王勋爵们绘制歌功颂德的寓意画、历史画、肖像
画 ,这种描绘“天上生活”的高贵题材和高雅风格经久不衰。直
到 17 世纪初 ,这种画风才被逐渐打破 ,直接描绘平民生活和人
间风光的作品才逐渐出现。但是 ,这时候的风景还是作为人物
画的背景出现在画面里 ,广阔的风景只是为了表现那渺小的
“人物”形象 ,直接以自然风光为主题的画作还没有出现。印象
派则突破这种传统 ,直接面对大自然 ,描绘富于真趣的自然风
光 ,而莫奈则是其中成绩最突出的一位。在他的所有画作中 ,
风景画占绝大部分 ,人物画和故事画则只是一小部分。他用自
己独特的视角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大自然独到的美 ,认为任
何景物都不能和大自然的美相比 ,大自然是光的载体、色的彩
虹 ,当人以最精微的灵敏抓住它时 ,便会感觉到它的摄人心魄
的美丽和无与伦比的美妙。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 ,艺术家普遍对政治冷漠 ,不愿卷
入党派斗争 ,尤其不愿用艺术反映政治和社会生活。印象派的
成员雷诺阿说 :“生活中令人厌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我们不要

再去搞它了。”[1 ] (P14) 画家也早已厌倦了枯燥无味的宗教、文学、
历史题材 ,再加之摄影术已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描摹世界的任
务 ,所以 ,“画什么”成了迫切需要艺术家们思考、回答的问题。
莫奈对大自然的描绘便顺应了这种时代的潮流 ,契合了当时的
社会环境。

第二 ,将真情实感寓于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中 ,追求主观化
的艺术真实。在印象派出现之前 ,虽然巴比松画派的崛起开启
了画风景的先河 ,冲破了学院派臆造风景模式的束缚 ,主张直
观自然 ,观景写生 ,但是他们追求的是更为客观化的“真实性”,
用写实手法来表现自然的外貌 ,企图细致无误地记录大自然的
一草一木。印象派则一方面继承了他们的传统 ,另一方面又把
这种传统推向极致 ,把自然风光的客观真实发展到了情感的真
实、主观印象的真实。尤其是莫奈的绘画更有着自己的特点 ,
他的风景画常常是温柔的、安慰人的、感动人的。宁静的午后 ,
深奥的黄昏 ,露水如珍珠的早晨 ,都在他的画中 ;撑阳伞的美丽
忧伤的女子 ,罂粟花丛中的母亲和孩子 ,草地上读书的少女 ,阳
光下的田野和树林 ⋯⋯一切都是那么优美、雅致、美妙 ,那明亮
的调子总是给人一种希望 ,一种慰藉。

二、表现光和色

对光和色的重视和描绘是印象主义画派最重要的特点。19
世纪 30 年代摄影术出现之后 ,原来画家一度重视的构图和造型
问题被摄影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幸好当时还没有出现彩色摄
影 ,艺术家可以从色彩入手 ,填补黑白照相术不能填补的空白 ,
加之马奈等大师对光色的探索已为印象派铺平了道路 ,对光和
色的重视自然成为印象主义者开拓自己艺术道路的方法和手
段 ,所以印象主义放弃了黑白摄影和古典绘画描绘可视形象的
努力 ,而代之以色彩的斑块和记录光影的笔触 ,即描绘光线和
色彩的现象。莫奈作为印象主义最杰出的代表 ,对光和色的描
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把我们带入到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崭
新世界。

第一 ,还色彩以本真面目。按物质本性和常识而论 ,世间
万物皆有其固有色彩 ,如树叶是绿色的 ,天空是蓝色的等 ,但在
不同光照和周围环境极其复杂的反光之中 ,任何物体的色彩变
化都是很丰富的 ,因此在绘画中表现的色彩应该是千变万化
的 ,不受所谓“固定色”的束缚。莫奈发现了这一特点 ,企图打
破人们头脑中传统的固有色观念 ,还色彩以本真的面目。在莫
奈的画中 ,完全不像传统绘画以颜色的深浅来表现明暗 ,以室
内营造的光线来制造凸凹的效果 ,以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存
在的固有色表现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 ,他追求的是生动、跳跃
的自然色彩 ,抓住日光照耀的瞬间 ,给人感受的是万物生长着
的鲜明的世界。所以 ,他画出来的阴影是蓝色的 ,而不是黑色
的 ;草地有时是红色的 ,而不是绿色的 ;河水是黄色的 ,而不是
蓝色的 ⋯⋯在当时 ,这种画法很不被人理解 ,甚至受到嘲笑和
攻击 ,但莫奈最终以他的大胆、独创和新颖赢得了越来越多人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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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捕自然以瞬间整体印象。阳光是大自然光的唯一源
泉 ,一天各时辰因光照的强弱与角度的不同 ,自然景物在各种
光照下会呈现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主题 ,
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条件下 ,给人的瞬间印象也是不同的 ,所
以捕捉瞬间印象成为莫奈等印象主义者们热衷的主题。从规
律上说 ,尽管世间万物变化多样 ,无论什么变化都可用光学、光
谱学和色彩学的科学原理解释 ;但对艺术家来说 ,大千世界的
无限变化只能通过眼睛直接观察而得 ,所以对光与色的感受就
发展成莫奈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表现大自然在某时某刻的面貌
就成为艺术家竭力追求的目标。他想记下光影闪动的瞬间 ,想
区分出这一分钟和下一分钟景物呈现面貌的不同 ,所以莫奈画
了许多连作 ,表现同一主题在不同时间、光线和氛围中变幻无
穷的外相 ,像《白杨树》、《麦草堆》、《鲁昂大教堂》等都是如此。

为了加强画面的整体效果和色彩的明亮度 ,给观者一种整
体印象和瞬间真实感受 ,莫奈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油画技法 ———
碎色拼接法 ,即在画布上把各种不同色彩的碎点或碎块紧密拼
接在一起 ,在远处看来各色相混而形成新的亮丽之色 ,例如黄
蓝色碎块拼接后看似绿色。这样一来 ,既保持各色的纯度 ,又
提高了混合的亮度 ,效果更为丰富 ,尤善于表现光影闪烁的景
物与瞬间即逝的印象 [2 ] (P359) 。这一方法的创新得益于当时光学
和色彩学的发展。当时 ,巴黎有一位研究挂毯染色的化学家舍
夫勒尔 ,在所著的《色彩和谐与对比的原理以及在艺术中的应
用》中指出 :并列的色彩相互影响 ,各种色彩在视觉上遗留下他
的补色 (补色就是指两种相反的颜色 ,如果相混合就会没有色
彩) ,因此一块色彩和它的补色放在一起就互相增色 ;相反 ,有
的两色并列彼此都减色。为了使色彩达到强度 ,最好不要在调
色板上将颜色调和 ,而是使它们各归各 ,色彩在观众的眼里自
然会合并起来 ,这样远些看去 ,比起两色调和之后涂上去明亮
些[3 ] (P192) 。这种画法的运用被后来的点彩派发挥到极致 ,也就
是以修拉、西涅克为代表的新印象派。莫奈从这些色彩理论中
得到启发 ,并应用于绘画实践。所以 ,莫奈的画近处看去就好
像一大片明亮色彩的胡乱涂抹 ;而离开一些距离看 ,便会看出
清晰构图和明丽景色 ,在整体效果上美妙至极 ,往往给观者一
种美到目眩的感觉。

第三 ,给形体以光色感应。莫奈作画时 ,通常以对色调与
光的感应代替对物象形体的观察 ,光色的知觉从贴近真实感向
色彩与光的独立价值提升 ,形与色互相渗化。莫奈曾告诉一位
年轻的美国艺术家 :“当你外出作画时 ,试着忘掉呈现在你面前
的对象 ———一棵树 ,一幢房子 ,一片田野或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只想 ,这是一小块蓝方块 ,这里是一个粉红色长方形 ,那里是
一条黄色带 ,按这样画出来的正是人所看到的物体 ,准确的颜
色和形状 ,直到它与你面对风景时获得的印象一致。”[4 ] (P15) 他
甚至说他希望一生下来就是个瞎子 ,然后骤然间恢复视力 ,这
样他就能以这种方式作画 ,而且不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对象是
什么了。在莫奈眼里 ,一切物体都失去了它们固有的“形”,而
只是以色块的形式出现 ,一切物体只因颜色和光而存在 ,其他
的一切皆可忽略 ,这与学院派绘画注重构图和造型的传统相
比 ,显然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

在以前的学院派眼里 ,一切绘画都是通过物体的轮廓和明
暗显现出来 ,画家作画就是要画出物体的形状、轮廓以及透视
的感觉。不管是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安格尔 ,还是浪漫主义
的德拉克洛瓦和现实主义的库尔贝 ,在作画的原则上他们始终
关注的是造型和构图 ,是可以给观众细腻逼真感觉的传统绘画
模式。到了莫奈这里 ,则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造型和构图不
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把色彩和光的独立价值提升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以光、色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在莫奈画中 ,
已打破了传统绘画中色彩的“板结”,在视觉中将色彩全部分
解 ,形成多种鲜明的色彩。因为太阳分解了坚实的形 ,模糊了
清楚的轮廓 ,重量和距离都呈现为骚动的、耀眼的极小的分子 ,
一切是光 ,瞬息之间 ,在一幅幅画上 ,颤动着的、闪烁着的画面
便以它的丰盛使我们眼花缭乱 ,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盛夏的早晨
一觉醒来所得的印象。光和色的闪动消蚀了物体的形和质量
感 ,视觉对形和质量感的敏感退缩了 ,对光和色的综合和提纯

能力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这种探索 ,使他捕捉瞬间
印象的画作呈现出光照时刻的真实可信度和空灵无限的感觉。

三、尽显诗性美

莫奈堪称是一位“诗人”。在他的画里 ,表现感情的调子代
替了色彩的和谐 ,他会以无意识的不浓不淡的笔触描绘出这充
满感情的画面。就这样 ,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教堂、花园小径、睡
莲等等 ,每一幅画都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第一 ,光和影的“瞬间印象”,恰如即景抒情的散文诗。诗 ,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 ,是作者表达感情的最好手段 ,它讲求用画面一
样生动、音乐一样优美的语言和富有韵律的节奏来表现作者的主
观情绪 ,抒发作者的情感。它和小说不同 ,小说往往内容庞大 ,结
构沉重 ,表现故事的欲望往往压倒抒情 ,而诗却以小巧玲珑的形
式取得优势 ,有时可以脱口而出 ,有时甚至顷刻之间就成为“千古
绝唱”。拿绘画来讲 ,情况也是如此。有一种画 ,重在描绘故事情
节 ,创作过程也跟写小说一般繁重 ,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席
里柯的《梅杜萨之筏》等。而莫奈的画则跟这些不同 ,他可以在几
分钟内描绘出瞬息变幻的天光云影 ,抒写出稍纵即逝的主观情
趣 ,却不必像创作出一幅“大构图”那样费时费力 ,这样的创作特
点可以在他的组画《白杨树》、《麦草堆》等绘画中表现出来。如果
说描绘故事情节的“大构图”类似长篇小说 ,莫奈表现“瞬间印象”
的画则类似即景抒情的散文诗。

第二 ,画面的色调以及光和影的流动 ,显示了诗的节奏和
韵律。如果说诗歌借语言表达作者的情感 ,那么绘画则用色调
抒发作者的内心世界。绘画中的色彩不仅是为了真实的表现
大自然的光色变化 ,也是为了表现色调之美而抒写画家的情
感 ,色彩有浓有淡 ,有暖有冷 ,色彩的配合有强烈的对比 ,也有
柔和的协调 ,这就形成为一种抒情的美 ,好像诗歌中用各种交
错的意象抒情一样。还有笔触的运用 ,也不仅是为了真实的表
现物体的体积感和质感 ,画面上笔触的轻重疾徐、聚散错落 ,也
形成一种节奏感 ,类似诗歌中的韵律。这种诗般的美感在莫奈
的画作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例如 ,在《撑阳伞的女人》、
《阿尔让特依大桥》、《罂粟花》中 ,色调的处理优美和谐 ,抒情的
气氛荡漾于画面 ;而《睡莲》中的笔触更值得称道 ,“它们既元气
淋漓又安详静谧 ,既热情洋溢又沉稳如磐 ,既杂乱无章又音韵
和谐 ,画面如水般晶莹剔透 ,浓稠繁密又升华纯净 ,超出了语言
可以评述的范围。”[5 ] (P180)

第三 ,莫奈绘画的强烈抒情性 ,契合了诗的抒情特点。诗
是人们表达内心深处最细腻、最复杂情感的最佳形式。绘画和
诗一样 ,也是借形象或意象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波德莱尔在
《巴黎的忧郁》中说 ,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
幻般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动荡、波动、惊跳等心灵体验是人
们飘忽不定、流动回旋的动态的心灵现象 ,而散文诗最适于表
现的正是人类意识的流动情景 :捕捉变幻不定的情绪波动 ,神
秘莫测的心灵震荡 ,扑朔迷离的情感火花。拿莫奈的画和散文
诗相比 ,无疑可说明这一点 :莫奈的绘画已经深入到表现主观
情感的界面 ,力求以情感的真实代替客观物象的真实。

写诗贵在情 ,作画也贵在情。画家必须怀着一颗真诚的心
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 ,才能在其画作中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
致。而莫奈也正是凭着他的一腔艺术热情 ,把情感巧妙地蕴含
在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中 ,任何景物都饱蘸着作者的生命和气
韵 ,在画家的笔下开始鲜活、灵动 ,而莫奈所表现的人物和景
色 ,正是在这灵动中透射出来的诗情。不论是他的着色用笔 ,
还是他的选题取材 ,都洋溢着一种诗性的美。不管莫奈在生活
中处于何种境地 ,贫穷还是富有 ,忧伤失意还是春风得意 ,他的
画作永远是静穆、单纯而安宁的。这些物象浸沐着光线 ,闪耀
着美丽 ,单纯而和谐 ,绚烂但宁静 ,读来似抒情诗一般优美 ,闪
烁其间的除了绚烂明亮 ,也有偶尔的淡淡的哀愁。从他早期描
绘自然风光的《远眺鲁埃斯》、《圣西蒙农场小径》到后来的人物
画《草地上的午餐》、《庭院中的女人》、《撑阳伞的女人》,从描绘
地方风情的塞纳河系列、亚嘉杜系列 ,到后来中晚期的《白杨
树》、《麦草堆》、《睡莲》系列 ,每一幅画都似乎是一首静静的小
诗 ,时而轻吟 ,时而低唱。画家用诗人一样的眼光把这世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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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美景掳获到自己的画中 ,那蓝天碧树、红花绿柳以及撑阳
伞的女子特有的风情和眼神中的无限哀伤 ,和着那笔墨的旋
律 ,在莫奈笔下轻轻吟唱。

尤其是他晚年的《睡莲》组画 ,更是把他的这种诗情发挥到
了极致 ,画面中变幻不定、倏忽飘渺的光影和波光潋滟、闪烁跳
动的水面 ,其中不知融注了莫奈多少的主观情思。莫奈晚年因
患眼疾 ,心灵极度郁闷苦恼 ,再加上分辨不出细微的颜色 ,着色
用笔就有了写意的味道 ,主观情感随着画笔的挥动渗透进了那
绚烂的画面里。观赏这组《睡莲》,我们看到睡莲在莫奈的笔下
已失去了原初的形态 ,似乎只有一片颜色在观者眼前激荡 ,每
一朵睡莲都如火如荼 ,似一片灿烂的火焰 ,睡莲的形体已消融
于这片火焰中无迹可寻 ,画家和笔下的景物也达到了一种物我
两融的境界。当《睡莲》这组画在画商吕埃尔的画廊全部展出
后 ,评论界曾这样评价这组画 :“我们认为较早的那些组画不能
够和这些非凡的池塘景色相比。它们把春天掳获到吕埃尔的
画廊里 ,淡蓝和深蓝的水 ,金液一般的水 ,反映着天空和池岸变
化莫测的绿色的水 ,在倒影中淡色的睡莲和浓艳的睡莲盛开
着 ,绘画如此近似音乐和诗歌 ,谁曾见过 ? 这些绘画中含有内
在的美 ,精炼 ,深邃 ; 是戏剧和协奏的美 ,是造型和理想的
美。”[6 ] (P203 - 204) 人们由衷赞美的正是《睡莲》诗一般的意境和画
家诗人般的气质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美令人倾心 ,摄人心魄。
有人说《睡莲》像中国的写意山水画 ,有人说它已有抽象主义的
意味 ,不管做何评价 ,都说明莫奈在他的印象主义之路上又迈
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把对具象事物的描绘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莫奈的这种画法启迪了后来的抽象主义大师康定斯基 ,并
给其他现代画派以很大启发 ,成为现代主义绘画的滥觞。

至此 ,我们可以给莫奈一个公正的评价 :他不愧被称为“印
象主义之父”,是他的创作开启了现代派绘画的源头 ,为现代绘
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作为西方艺术史上最为
光辉伟大的人物之一 ,以正直谨慎的态度、泰然的心情在困苦
和荣誉之间走完他的艺术道路 ,用他那悠长的创作生命为西方
艺术史留下一批珍贵的艺术瑰宝。也正是因为他 ,印象派才得
以发展为一个名垂青史的画派 ,在西方艺术史上占据着如此举
足轻重的地位。———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又是对传统的
反叛 ;既是那个时代学院传统的革命者 ,又是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的继承者 (继承了浪漫主义对色彩的研究和现实主义对真
实的表现) 。这种承前启后的特殊位置 ,使印象派被视为是现
代绘画的先驱。而作为印象主义的创立者和代表者的莫奈 ,无
疑为印象派的发展乃至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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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ficial research of Monet’s dra wing’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YANG Yu2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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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essionism is the very important drawing group in the late 19th in the west. Monet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in the im2
pressionist ,because of his brilli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essionism ,he is called“the Father of Impressionism”. This text analyzes Monet’s draw2
ing’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in order to difine the status of Monet and impressionism in the western drawing history.
Key words :Monet Impressionism ;Nature ;Light and Color ;Poetical

(上接第 147 页)业吸收科技成果将首先考虑这项技术是否有专
利保护 ;在应用技术领域 ,没有知识产权的“成果”就没有价值 ,
没有价值的“成果”管理也就失去了意义。知识产权不仅仅是
科技成果的组成部分 ,而且是学校无形资产的组成部分 ,知识
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因此 ,要提高学校知识产权保
护的水平和能力 ,使之与 WTO 的规则和条约相一致 ,最根本的
问题是在进一步健全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下 ,通过国家的
政策导向和法规约束 ,建立以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
的科研管理体系 ,鼓励发明创造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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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higher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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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 the most etlectiue legal system to profect human intelligent laboring harvest ,is the im2
portant promoting mechanism to promote technical innovation , allelerate scientific harvest industrialization , improve econom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bil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 as the sign of Creating harvest , has belome the very important cont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2
cal management in higher institu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tection ac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higher instution , from the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ging system , the reform of managing rule and regul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 the improue2
ment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tc.
Key words :higher institu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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