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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凡高的油画笔触

[摘 要] 油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绘画形式, 它之所以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是因为它的每一块笔触都体现着

人的个体特征和审美取向。在荷兰画家凡高传奇般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油画式样中, 他将人性内观的

真实与自然客观的真实相融于油画笔触之中, 使他的油画笔触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形态神韵和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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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高, 在与苦难相伴的短暂

岁月里,以异于常理和近乎神秘的作画激情, 天才地

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绘画形式。我们从他那闪射

着彩虹般灿烂与辉煌的油画色彩中领略到,他从传

统绘画色彩中萃取的精华,从自然色彩里捕捉的光

素, 从自由狂奔中放生的灵性和在东西方绘画交融

中的吐故纳新, 尤其是他那超凡脱俗的油画笔触。

通俗地说, 笔触是画笔接触画面的痕迹, 也即笔

痕。绘画笔触是画面艺术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

如中国武术中的剑术刀术棍术和中国画的用笔艺术

一样,西方油画也十分讲究用笔。因为,笔触是作画

过程中将画家与画面在运动中关联起来的唯一动作

因素。它体现着画家此时此刻的作画状态和审美取

向,流露着画家智慧的灵性和坦诚的态度, 印记着画

家贯穿始终的作画激情和执着与勤奋的足迹。当我

们刻意在西方油画作品中寻找画家各自的笔触特点

时发现,油画笔触与题材、内容和风格式样总是保持

着基本的一致, 即笔触适应于所描绘的题材、内容和

风格。早期的绘画, 一方面因使用胶质材料而不能

够多层次地反复涂抹, 画家无法在内观与笔触间获

得统一。另一方面, 笔触受限于题材而无法突破所

反映的内容。即使从凡 爱克兄弟发明使用油质材
料的油画起, 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性融入油画

时。尽管画家可以灵活轻快地用笔在画面上进行随

意涂抹与覆盖, 但油画笔触仍然服从内容而依附着

绘画形体, 始终处于一种单调平淡与虚有实无的程

式化状态。包括如同伦勃朗在内的画家也只是在笔

触的层次与虚实变化上有所拓展。他将亮面和主体

部位的笔触处理得明显、厚实、有力, 在暗面和次体

部位的笔触则含蓄、柔润和虚乏。随着照相技术的

发明和应用, 油画在运用徒手技术对物体进行客观

再现方面, 远不如照相技术那么准确、快捷和实用。

社会对以油画方式来造像留影的依赖日趋减弱, 这

样, 油画的人文审美功能则成为它赖以存在和发展

的支点。画家在关注自身与自然内在合一的同时,

更加重视个体灵性的释放与表达。这一方面需要树

立新的审美理念和确立新的绘画主题, 另一方面也

面临表现手法创新的问题。画家为了表现形体对视

觉所产生的感官作用, 对笔画的安排需要更大的自

由与灵活, 于是画家的笔法改变了, 新的油画笔触应

运而生了。

凡高是后印象派画家, 他的油画笔触介于古典

与印象之间,传承着两者的用笔神韵,既不拘泥于古

典笔触内敛不放的束缚,又能脱开印象笔触外张松

放的任性。他的油画笔触将人性内观的真实与自然

客观的真实对合相融,使笔触达到了一种笔无恒痕、

空有虚实的境界。他的这种摆脱模仿、自成独一的

油画笔触是在经历模仿、探索与自立的三个过程中

逐渐形成。其一, 凡高以不受实物的空间和体积的

物质性的约束, 靠对描绘色彩和光素进行自由与想

象的笔法处理, 包括对绘画大师的优秀作品进行潜

心研读。他很早就欣赏与临摹过米勒、伦勃朗、日本

浮世绘的作品。后来又在与毕沙罗、德加、高更等画

家的交往中接受了印象派的洗礼, 很快就将古典的

柔润笔法和印象派的彩点画法, 以及日本浮世绘的

勾线平涂技法融会贯通, 如在!森林中的少女∀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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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吸收了古典的笔法和伦勃朗的笔触要素,在朦

胧统一中显示笔触的基本形状、力度和势态。在!咖
啡屋的女郎∀油画中,基本采用早期印象派揉擦涂抹
为特点的笔触。在!汤基大爷∀油画中, 将古典画法、
印象派点彩笔法、日本浮世绘的勾线笔法和图案平

涂笔法进行综合, 以点、线、面色块状的笔触进行切

割、布列与糅合。画面虽有死拼硬凑和微细口罗嗦之

感, 但重要的是他对所借鉴的笔法不再是简单的套

用与复现,而是在笔触中加注了自己的因素, 流露出

一些凡高对油画笔触的独到见解。在!兰格罗瓦桥∀
一画中,采用大笔触整块铺色,小笔触提加细部的平

行与多向性的排列组合, 使笔触显得严整而明快,规

则有序且富于变化, 琐碎复杂中又错落有致, 在凝静

中带着轻快感和律动感, 标志着凡高独特的油画笔

触已然形成。其二, 是凡高与画同在的执着心态和

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使然。正如尼采所说的#一变
而为炽热灼人、野性难驯、自相矛盾; 然而又从充盈

状态返回简单状态, 从矛盾嬉戏回归到和谐的快乐,

在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自我肯定,自我祝福; 作为

永恒回归的东西,作为变易, 它不知更替、不知厌烦、

不知疲倦∃地以个体生命意志为主体世界, 不依赖于
知识, 不依赖于推理、演绎, 完全是以整个生命去把

握对象,并与对象在感性的生命中达成活生生的统

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一、笔随形转而变合自如的笔触造形

笔触造形是指画家用于塑造形体的笔触形状,

是塑造形体造型的基本视觉符号和语言方式。每个

笔触对形体和画面的意义就如同砖石对建筑物的重

要一样。具体地说, 笔触造形是笔触的排列与聚散

所形成的特定形状。凡高独创的笔触造形, 可概括

为笔随形转、交合自如。首先, 他的笔触形状以方

形、圆形和不规则形为主, 以运转自如的长短、大小

和曲直的点线式造形, 在画面中进行自由灵活与丰

富多变的涂抹、揉擦、点缀、叠压、勾勒和并置、排列、

糅合、呼应,使画面的笔触在和谐、自然与火一般的

律动中显示犀利、厚实与有力。其次,笔触走向在随

着形体的变化中体现自己的主观愿望。所有的笔触

不是胡乱随意的迷盲堆砌,也非刻意循序的呆板摆

列。笔触既游离于形而独步自行, 又顺付形体而运

转自如,笔触与形体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似合非

合的虚实状态。如在!自画像∀中脸部的笔触呈放射
状排列,背景处的笔触呈弧形状点缀,衣物上的笔触

又依纹顺转。在!星月之夜∀、!黄色的麦田∀中, 星星
旋转成圆的笔触,流云飘移滚动的笔触,树木曲直向

上的笔触,房屋曲直有别的笔触, 麦田挺直垂落的笔

触和高山沉稳蓄力的笔触, 无不体现着他对笔触的

兴奋和笔触对形体的顺应与变异, 以及他在笔触中

的激情奔涌和升华的所在。

二、卷曲翻滚而坚挺蓬勃的笔触势态

笔触势态是画家运用一定的笔触造形、走向和

结构方式, 使笔触构成一种总体势态。具体地说,笔

触势态就是每组笔触的排列与聚散所形成的特定状

态。凡高的独特笔触所形成的独特气势是卷曲翻滚

而坚挺蓬勃。如在!星月之夜∀一画中, 以圆形旋转
的笔触使星、月、云回旋于夜空之中, 形成一个云飘

星滚的旋涡,宛如一条蠕动摆摇的巨龙;用形同火焰

的卷曲旋冒笔触表现大地的厚重沉实和柏树的蓬勃

向上;条块切割布列的笔触使教堂和房屋不安地在

沉稳中暗动。所有的笔触使画面构成了一种旋转飘

动的空间流动感。他在!向日葵∀中的笔触, 则采用
并置、粘结和排点相结合的方法, 捕捉由中心向周围

旋转喷射的分量感和伸敛动势。另外, 他的几幅自

画像, 笔触以脸部为中心向外散射, 周围空间又恰似

光环、彩虹和火焰般旋转。在一连串循序而不规则

的摆列中, 闪烁与涌动着将画面筑成一个密不透风

与坚不可摧的焊衔体态。

三、率真质朴而粗狂豪放的笔触气质

笔触气质是画家创造的笔触造形、走向和结构

方式中潜在的基本内含。具体指的是在每组笔触的

排列与聚散中潜含的个体心态和精神趋向。凡高是

一位极具典型化的传奇式画家, 在他度过的三十几

个短暂岁月里,作画也只不过十年,却创造了 800幅

素描和 850幅油画作品, 而且是那么的精彩 % % % 无
与伦比与空前绝后, 包括他那灵与肉的外化体现

% % % 油画笔触。正如他说的# 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
体和灵魂, 为了它, 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
一样, 他的油画笔触是他全部生命历程的缩影,每一

个灵动的笔触都体现着他对艺术的虔诚、执着、坚

定、持久与守恒;每一块激跃的笔触都闪射着他那非

凡的艺术禀赋; 每一组奇妙的笔触都流露着他对绘

画的痴情、狂热和渴望;每一串灿烂流动的笔触都印

记着他勤奋作画的足迹和与境遇抗争的辛酸。这就

是他那心底善良、为人诚实、追求简朴和追求真实的

笔触气质。

凡高与众不同的油画笔触是赋予了笔触特定的

造型、势态和气质, 使油画笔触在律动自如、奔放汹

涌中神话般地具有了生命的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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