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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主義的具象表現

第一節 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19 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上最重要、最偉大的世紀。在這個世紀裡，科學家

有極多的發明創造，思想領域也有許多重要的開拓，現代社會的格局因此而奠

定。在此基礎上，西方文藝出現了極其多彩的情況，不但將古希臘、羅馬以來

的藝術更進一步完善，而且產生了更多豐富的語言和樣式，其人文內涵也深深

優於文藝復興時代。

就整體的 19 世紀西方藝術而言，絕大部份是寫實風格，(也可泛稱寫實主

義)，其哲學基礎是唯物主義2 (materialism)。如新古典主義、寫實主義、自

然主義、印象主義等等，都可總歸於這個範疇。因此要了解這個思潮的真實含

義就必須要認識寫實主義。

寫實主義盛行的時間大約是在 1840 至 1870∼80 年間，是當時最盛行的運

動，它的目標是要在對當代生活嚴密觀察的基礎上，給於現實世界以一真實、

客觀且公平不偏的再現3。寫實主義包含了技法體系與思想體系兩個內容，這兩

種體系的內容在具象藝術傳統一脈相傳的體系裡，有極大的變革與不同。而正

式提出者是庫爾培(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原文是 Realism，我國

                                                
2 1844-45 年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觀點成形，他是路·費爾巴哈的信奉者，在人類的歷史上，

還沒有哪一種哲學能獲得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廣泛的傳播，尤其是社會最底層的傳播。
3 LINDA NOCHLIN 著 刁筱華 譯 《寫實主義》遠流出版社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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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譯為寫實主義，但也有譯為現實主義。然而，以庫爾培為這藝術主張下的定

義來看，現實主義的用法應該是不錯，庫爾培Ὁ常明確的說:

「繪畫，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種具體的(concrete) 藝術，因此它只能涵括

真實(real)和實存(existing)事物的表達。它是一個全然物質性的語言，這語

言當中的每個字都指涉可ᵭ可觸的物體；若一種物體是抽象的、是看不ᵭ的、

不存在的，那麼它就不該屬於繪畫的範為之內。」4

由此可知，庫爾培所指的「真實」與「存在」，如果與他所反對的「浪

漫」與「虛構」(浪漫主義)，就不難理解他的主義不是建立在一種對時間方位

上，而『現實」是一種時間方位，它可容納各種技法體系、甚至浪漫主義。當

然，庫爾培似乎也考慮到歷史性題材的作品也可以歸屬於自己作品體系中，但

是，他強調那必須是在本質上是當代的5，即「唯當代者方可入畫」。

對於時代性的強調，即使不是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最大關鍵，也毫無疑問

是最重要的幾個議題之一。「唯當代者方可入畫」這個口號最早就是由杜米埃

(Honore-Victorin Daumier 1808 ∼ 1879) 所提出，年輕的馬奈 (Edouard

Manet 1832∼1883) 隨之呼應。他主要的概念是源自浪漫主義的概念，但浪

漫主義始終大體是強調一個模糊的渴望或半自覺的聲明而已，在寫實主義的理

論與實踐裡，「時代性」這個辭彙，卻訴求的是一較為狹窄同時也更為具體的

意義。然而，寫實主義者儘管要求作家或藝術家忠於時代，但並未告訴藝術家

或作家應如何或以什麼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同時，時代性本是極複雜的概

念，未可一語道清6。然而，寫實主義是有明確具體的創作目標，並Ὁ泛泛表現

所有可ᵭ視野，具體而言，寫實主義者主要關注的是工業革命以來出現的各種

社會陰暗面，如工業化造成的農業人口減少、工人與農民的貧困生活，都市化

                                                
4 LINDA NOCHLIN 著 刁筱華/譯 《寫實主義》遠流出版社 p17
5 馬鳳林 著 《自然主義》一書，湖北美術出版社 p3~p4
6 LINDA NOCHLIN 著 刁筱華 譯 《寫實主義》遠流出版社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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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帶來的道德淪喪、封建殘餘勢力與資產階級合作對廣大人民的壓力等等。

這些都是寫實主義的創作題材。

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工人階級越來越明確的向資產階級提

出生存要求，發生多次的革命 潮。七月革命(1830)以後，法國思想界日益活

躍，在眾多的理論與學說之中，最讓資本主義驚慌的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社會

主義的含意就是要求有關人士不能只 有產者的利益，應該考慮全部社會人民

的利益，尤其是照 貧困階級的生存狀態。而他們認為藝術不應再去表現古人，

應該反應現實生活，為社會服務，對社會發展應起促進作用，所以藝術創作要

自由自主。正是這種思想影響下，官方沙 的評審制度日益嚴防起來，連連否

決有嫌疑的作品，尤其是反應貧困的作品。然而，嚴防的控制並沒有阻止歷史

潮流，反應現實生活的人和作品越來越多，這種創作傾向逐漸形成一種反現實

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以表現自然與真實為依據的。然而，當這種反現實傾向被

庫爾培發展成寫實主義，和官方與社會反動勢力對立的姿態越來越明確。官方

與資產者Ὁ常限制這種階級意識的發展，在藝術作品中竭力排斥反應貧苦生活

的作品。因此，藝術家的壓力空前巨大。7

庫爾培是寫實主義的主將，他的《打石工》(The Stone Breakers,1849)

(圖一）、《奧爾南的葬禮》(A Burial at Ornans,1849)、《畫家的畫室》

(The Artist Studio,1855)(圖二)等畫都是對當時社會具有穿透力的作品。然

而，寫實主義雖然是時代的產物，有廣泛的創作天地，但是當時響應者並不多。

與庫爾培在同齡人之中，雖有許多人面對現實，但是在現實的描寫中，多數作

品帶有自然主義傾向，例如巴比松(Barbizon)畫家們，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0)、特奧多爾·胡梭(Theodore Rousseau 1812∼

1867) 、 特 羅 勇 (Constantin Troyon 1801 ∼ 1865) 、 杜 比 尼 (Charles

Francois Daubigny 1817∼1878)等人，他們多不崇尚浮華，主要是描繪社會

                                                
7 馬鳳林著 《自然主義》 湖北美術出版社 p19∼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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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層的景象，但更多著眼於自然的風光，其屬性是浪漫主義的影子，這是屬於

前期的自然主義，而與庫爾培的寫實主義引發的且興盛於 1880 年代時期的自然

主義8相比有一定的差異。這時期(前期)的畫家中，只有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l814∼1875）與杜米埃有較多的寫實主義傾向。米勒有一定數量的作品

極 具 震 撼 力 ， 如 《 拾 穗 》 (Les Gleanuses Salon 〔 The Gleane

rs,1857)(圖三)、《晚禱》(The Angelus,1857-59)等，有較多的作品屬於一種

懷鄉情感和局外人的眼光。杜米埃的寫實主義風格的立場十分堅定，但其技法

體系又與寫實主義的技法體系不一樣，其風格具漫畫與表現主義色彩9。

第二節 自然主義的發展

一.自然主義史前史

西方美術發展史中，人們不難看到藝術家對大自然形象的追求，遠溯自古

希臘藝術，近到文藝復興大師的繪畫，都留下為數不少的畫作。以十九世紀的

自然主義為標準而言，可以完全稱為自然主義早期作品的，應以十七世紀的西

班牙與荷蘭畫派算起，西班牙畫家里貝拉(Jose de Ribera 1588∼1652 )Ὁ

常注意表現人的性格特徵，其嚴謹且極強的寫實技巧刻畫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如《跛腳少年》(Clubfooted Boy,1642)等畫。慕里羅 (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 1617∼1682 )更是掌握嚴謹的寫實技法，多以平凡生活的人民和下層

社會為描寫的對象，創作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如《吃葡萄與甜瓜的小孩》

(Boys Eating Fruit 〔Grape and Melon Eaters〕,1645-46)和《小乞丐》

(The Young Beggar,1645-50) 等畫，至今還能讓人百看不厭。林布蘭(Remb-

                                                
8 這時期的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象徵主義時期並行，19 世紀末流行於全歐，但被印象主義的

光芒所掩蓋，是一段因政治原因而被刻意淡化的藝術史。
9 ᵭ「自然主義」一書，馬鳳林 著 湖北美術出版社 p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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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t van Rijn 1606∼1669)更是世界聞名的大師，他不但能再現人物真實

形象，技法更是博大與嫻熟，對現代繪畫影響巨大與深遠，他的名作《夜巡》

(Night Watch,1642)中的群象人物各個生動傳神，更顯示出他對生活的精細觀

察，他的自畫像系列準確的記錄自己生活經歷，也成為永恆的人生畫卷。荷蘭

畫家哈爾斯 (Frans Hals 1580∼1666) 寫實功力雄厚，熟練且揮灑自如，其

作品以顯示出濃厚的寫意成分。他是十七世紀繼林布蘭之後的荷蘭代表性畫家，

他運用了後來法國印象派(Impressionism) 那種大膽明快的筆觸，巧妙地畫出

人物瞬間的表情。然其作品大部分是肖像畫，或者是肖像畫要素極強的作品，

特別是他曾被稱為「笑的畫家」，把笑的種種形象巧妙的表現出來。如《彈曼

陀林的男子》、《吉普賽女◒》(Gypsy Girl,1628-30)、《笑臉騎士》(The

Laughing Cavalier,1624)等，都能看出畫家對自然真實的深切知悉。威梅爾

(Vermeer van Delft 1632∼1675)更是超越哈爾斯的傑出風俗畫家，他的才華

表現在明淨的大氣與光線之中穩靜安詳的荷蘭市民之家庭生活氣氛10，尤其對色

彩的理解，完全可與兩百年後的印象派比美，如《倒牛奶的女人》(The

Milkmaid,1658)(圖四)、《看信的女人》(Woman Reading a Letter,1662-63)、

《威梅爾的畫室》(The Artist`s Studio,1665-66)等，都是不朽的傑作。

然而上▲這些畫家都離現代太遠，他們的作品雖然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但都限於技法體系，在思想上不產生直接影響。對自然主義有一定承接作用的

可以從法國的夏爾丹 (J.B.S.Chardin1699∼1779)開始，他的畫作取材於第三

市民的生活，他從荷蘭派學到的精細描寫，使色感與質感等本身的繪畫問題更

為現代化，完全符合自然主義的特徵，在情感上也是自然主義的，完全做到了

自然平實，人們可以馬上想到一系列身穿原色麻布衣裙在廚房內外勞動的婦女

形象，有人也可以想起那些彷彿扣之有聲，嗅之有味的銅壺鐵碗組成的靜物畫。

綜觀夏爾丹的一生畫作，幾乎被這兩種基本內容形式所包含。然而，隨著時間

                                                
10 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20∼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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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和人們認識的不斷深化，人們不得不由內心讚嘆這位大師，夏爾丹創作

出被現代人認可的 超藝術，他以超時代的藝術觀念，把藝術創作的題材決定

論原則打得粉碎，使藝術語言自身的美找到了廣闊天地11。

二.產生與發展

自然主義實際是與浪漫主義共同產生的，也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分支，其

產生的背景是工業化過程給人們造成的精神恐慌和反感。浪漫主義以後的美術

界逐漸明顯地走向以作者為中心的傾向，基於近代精神，自由解放的個人分別

取得自我的藝術表現，同時無需 慮教會或宮廷的背景，於是美術產生於美術

家的自由活動傾向日趨強化，這顯然是近代的一大特色，並與 20 世紀直接有密

切關係。但自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Delacroix 1798∼1863 )出現以

後，法國畫壇雖有古典派與浪漫派各據一方，但他們都Ὁ左右一時的巨匠，在

這個風潮中，又有一群與浪漫主義的德拉克洛瓦並駕齊驅，而且面目一新的風

景畫家。本來法國自十七世紀的普桑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以來，

風景畫的基礎不錯，雖因十九世紀初期的古典主義而一時遭到壓制，但是德拉

克洛瓦的熱情及對自然的新感覺之覺醒，外加英國風景畫的刺激，不久使得浪

漫主義的風景畫得以再現。至於受英國風景畫影響最多並形成法國新風景畫的

就是被稱為巴比松派的畫家12。

三.英國風景畫的影響

英國曾經Ἴ期接受北歐荷蘭、弗蘭德爾的風俗畫或風景畫的畫風，至十九

世紀初期，即出現過幾個卓越的風景畫家。整個歐洲的時代潮流已經不為教會

或宮廷而作畫，這一方面是為繪畫而繪畫的近代空氣轉濃之故，也是十九世紀

初，出現於英國的風景畫顯然具有清新近代風格的證據，如康斯坦堡(Jhon

                                                
11馬鳳林 著 《自然主義》一書，湖北美術出版社 p15∼p16
12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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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ble 1776∼1837 )、波林頓(Richard Bonnington 1801∼1828 )兩人

皆以其對實際自然的的深愛及對空氣的敏感，一改過去人物本位的繪畫，特別

是康斯坦堡取材於田園安詳氣氛的風景畫予人以靜謐舒暢的印象。然而，比這

兩位畫家更注意描寫光與空氣微妙變化的畫家當推威廉．泰納(William Turner

1775∼1851 )，他傾倒於法國風景畫始祖之一克勞德．洛朗(Claude Lorrain

1600∼1682)，並私塾於十七世紀荷蘭的風景畫家，充滿光與大氣的自然對他有

最大的魅力，他最喜歡海景或濃霧的泰晤士河，與好作田園風景的康斯坦堡趣

味截然不同，但兩者皆在含光的大氣變化中懷有新鮮的感覺，並在平淡的自然

中發現純真的喜悅13。

第三節 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一群年輕畫家放棄了浪漫主義的從文學中取材，

以胡梭（Theodore Rousseau 1812∼1867) 的「返回自然」為口號，在法國巴

比松，以描繪自然風光的田園生活為主，掀起藝術朝向自然主義發展的運動浪

潮，也是法國十九世紀繪畫史最重要的特點之一，並為法國風景畫樹立新的里

程碑，啟迪了「印象．日出」前奏。

一.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巴黎，一如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及本世紀的紐約，是為世界藝

術的首府，主演著一部部歷史的大戲，打開美術史頁，傳統既定的優勢，時代

政局的背景，莫不深深影響著藝術的變遷與發展。十九世紀，正是法國政局最

不穩定的時期，政治之外，藝術、經濟與社會結構，莫不面臨著諸多衝突與改

                                                
13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79∼p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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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在繪畫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十九世紀上半葉，才剛以嶄新姿態出現的

「新古典主義」，隨即由「浪漫主義」所取代，不過這種尊貴與英雄式的歌詠，

隨著政治上的平民抬 ，藝術同樣也從貴族走向民間，「自然主義」也因而蔚

然興起。當浪漫派在歐洲掀起一陣旋風，古典主義在 1867 年安格爾死後，法國

又有一派畫家，他們不跟其他畫派爭鋒 ；當時的畫派有"式微的古典主義"、"

當紅的浪漫派"、"寫實派"及"裝飾派"，以上畫派的代表人物不是大受皇室的肯

定，主持皇家美術院，就是受社會歡迎接受大量訂畫。

在古典繪畫傳統深厚的法國，歷史畫一向享有繪畫的最 地位，而風景畫

則很難在官方的藝術體制中獲得重視，這樣的情形到十九世紀風景畫逐漸受到

重視時仍然存在。一八一七年，羅馬獎的繪畫競賽成立了「歷史風景畫」的部

Ἵ，這雖然顯現出人們對風景畫的愛好日益升 ，不過風景畫必須加上「歷史

性」的前提條件才能獲得學院的認可，也益發地突顯風景畫在當時藝壇所處的

卑微地位。當時有些浪漫主義者不滿意這種現況，另有從英國風景畫獲致更直

接的感應，並在此影響之下重新檢視了十七世紀荷蘭的風景畫，他們自己又埋

首予自然之中，因此，崛起了一群新的自然主義畫家，他們了解自然之美與深

度，遠離都市的喧囂而住到寧靜的鄉下，好作田園風景，描寫森林河川的四時

景觀。比諸法國學院認可的風景畫，他們所具有的新意義乃是對於現實風景的

深刻觀察及堅實有味的處理方法。他們就是人稱「巴比松」的畫家們。所以，

不論就內容層面、或者表現上都邁向新繪畫革新道路的巴比松畫家們，他們繼

承浪漫主義遺產的同時，經由徹底敏銳的自然觀察大大的改變風景畫，使風景

畫從傳統歷史人物畫的附屬地位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畫種。

二.巴比松畫家群

如上所言，法國學院這種將風景依附於歷史、宗教和文學主題的現象，引

起了一群以忠實呈現風景為信條的年輕畫家之不滿，這群年輕畫家為了忠於自



18

己的觀察，選擇到戶外作風景寫生，以寫實的繪畫技法抒發他們身處大自然中

的感受。這些追求自然真實的一群年輕畫家從 1820 年起，但主要是從 1830 年

後經常造訪楓丹白 （Fontainebleau）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村，並在 1840 年後

吸引更多的畫家定居於此，基於徹底的自然觀察與熱情的自然崇拜信念，從事

於改革風景畫實態的新探討。他們於是被世人稱為「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主要的成員包括胡梭、柯洛、杜普勒（Jules Dupre 1811∼1889)、

杜比尼、特羅勇、賈克(Charles Jacques 1813∼1894)等人。

如之前節所言，巴比松是位於楓丹白 森林西側邊緣，一個極為簡樸的農

莊，十九世紀初期，一群浪漫主義的風景畫家，不願意再受學院派背負歷史的

包袱、道德禮教牽拌的繪畫，決定離開惱人的都市而投向大自然，於是巴比松

就成為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全村只有一條「大馬路」(Grande)，其中有一簡陋

的客棧，由一位叫甘尼(Ganne)夫婦經營，這些唾棄都市愛好自然的藝術家就

是以此為大本營，常常在此聚集。一直到 1875 年左右，這些愛好風景的畫家，

不斷從各地甚至從其他國家湧入巴比松與楓丹白 周邊的其他村莊，諾大的森

林成為全世界風景畫家們的天堂14。

這些人雖然皆屬於風景畫家，不過其創作卻是各具特色。譬如胡梭與杜普

勒描繪的風景經常帶有一絲浪漫派的懷舊味道；相對於此，杜比尼則更客觀地

將風景如實描繪出來；而特洛雍、雅克等人則喜歡描繪水池邊、田野中的羊群

與牛隻，與其說他們刻畫風景，不如說他們是以動物為主題、優美的田野風光

為背景來呈現農村的生活與大自然的風貌。這群畫家對於自然的熱愛與禮讚，

反映出工業社會底下城鄉差距拉大，都市居民對於自然的懷舊與嚮往。他們在

楓丹白 附近的巴比松村寫生，主張把畫架帶出室外，想捕捉自然界瞬息變化

的真實性。有許多畫家主張巴比松獨立的地位，因它沒有整齊的理論可以形成

                                                
14王哲雄 文獻「純粹風景畫的先拓與印象主義的前導」—巴比松畫派 p9∼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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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派，其中成員的氣質與風格往往大相逕庭，巴比松畫家致力的表達面對大自

然內心的感動是一致的，或許這是人類重返自然懷抱、返本歸真的本性使然。

而他們的理想並沒有完全實現，而由後來的印象主義完全實現他們的理想。

巴比松畫家透過彩筆，賦予大自然一種浪漫情調與詩意，詩人兼藝評家波

特萊爾15（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說：「如果這些樹叢、群山、流

水及房舍，即我們所謂的風景，令人覺得美，並不是因為它們自身之美，乃是

由於我，由於我的優雅，由於我寄託其上的思想與情感。」，這種寄情山水的

移情作用，與我們中國人的山水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16。

三.巴比松畫派代表畫家

1.奧泰多爾．胡梭

胡梭是法國畫家，是米勒和迪亞茲(Narcisse-Virgile Diaz la Pena

1807∼1876)的朋友。胡梭於 1844 年定居於巴比松。他的目標、風格和發展，

都顯示出巴比松畫派的特色，他是此畫派的主要分子。由於他企圖介紹一種Ὁ

學院的風景畫風格，使他和其他幾位畫派的成員一樣，陷入極深的困境中，這

種風格在往後幾年，並未使印象派畫家對他產生更多的瞭解或友誼。1863 年起，

他對日本畫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

他在 1831 年以《奧維爾尼風景》登上沙 ，之後，排除了樣式化的自由構

圖與大膽的色彩表現，他的代表作《從朱拉 原下山的羊群》，被 1831 年的沙

所拒絕，而且也不被大眾歡迎。他在 1830 年以後常常來到巴比松，1840 年

完全定居於此，並留下許多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他試圖在永恆的造型中捕捉

                                                
15 波特萊爾是十九世紀公認的最偉大的藝評家、美學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
16 白宜芳 文章「重返楓丹白 -----巴比松風景裡的世外桃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4/7/27/n609258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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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瞬間變化的自然風景之姿態。1860 年所繪的《楓丹白 森林風景》等畫面

上，固然依舊留下暗暗的感覺，然而因將細微筆觸元元本本的留在畫面上的大

膽作風，卻預告了印象派的到來 17。

胡梭最擅Ἴ在野外利用短時間製作風景寫生，陰晴雨雪、晨輝日落，自然

瞬間激動的生動景象是他終生不變的主題。晚年成為巴比松畫派的指導者，在

進行寫生的時，並不是單純地記錄一瞬間的景象，他努力在同一畫面裡表現自

然界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出的微妙變化。強烈燦爛的色彩和飽含激情的筆

觸，在構築宏大深遠空間效果的同時，也自然生動地表現了四度空間的時間因

素。所以，他的作品超越了平面的繪畫，具有♂樂般的流動感與變化無窮的戲

劇效果18。

2.米勒

米勒是法國近代繪畫史上最受人民愛戴的偉大畫家。他那純樸親切的藝術

語言，尤其被廣大法國農民所喜愛。他出身於農民世家，幼年時便顯 出繪畫

的天才，受到老師的鼓勵而立志學習繪畫。後來到巴黎從師特拉羅虛學習。為

了養家糊口，不得不畫一些模仿普桑和佛拉哥納(Jean-Honore Frangonard

1732∼1806) 的洛可可(Rococo)風格的香艷華 之繪畫，放在畫店裡出售。但

是，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他時刻希望著能用自己的畫筆描繪法國農民純僕勤

勞的形象。

1848 年，他畫了一幅《簸穀子的女人》賣了 500 法◒。他與他的朋友用這

筆錢到巴比松定居。當時，畫家胡梭和狄亞茲已經在那裡安家，米勒十分嚮往

他們的生活。於是，米勒毅然邁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1849 年 7 月的一

                                                
17 階秀爾 著 潘橎 譯 《法國美術史》 藝術家出版社 p183∼184
18 夏河 編 《印象名畫導覽》 藝術圖書公司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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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晴朗的早晨，他帶著自己的妻子和 5 個孩子，同時和夏爾·雅克一起，坐上

了一輛笨重的日式驛車，駛向離巴黎九十公里的楓丹白 ，然後背著簡單的行

囊，步行來到巴比松村。於是，以胡梭、狄亞茲、杜普勒、柯洛和米勒為主要

成員、在歐洲美術史上聲名卓著的「巴比松畫派」就這樣形成了。

此後的 27 年，是米勒一生中創作最為豐富的時期。許多法國人民家喻戶曉

的名畫，如《播種者》(The Sower,1850 )、《牧羊女》(The Shepherdess,18-

52) 、 《 拾 穗 》 (Les Gleanuses Salon [The Gleaners],1857) 、 《 晚

禱》(The Angelus,1859)、《扶 的男子》(1863)、《春》(Spring,1873) 、

《喂♆》(1872)等等，都是在這裡完成的。他從不虛構畫面的情景，每一幅畫

都是從耕耘著、放牧、勞動著、生活著的法國農民的真實生活中而來的。

如同胡梭、柯洛等風景畫家發現了平凡自然界的詩情畫意一般，米勒也發

現了平凡的勞動者的詩情畫意。不過，他筆下的農夫並不是天國中的亞當和夏

娃，他們是疲憊、窮苦、終日操勞的貧困者，衣衫檻樓，肌膚黝黑，佝僂的身

軀，粗大的手掌，這便是米勒的美學，這便是米勒要為之嘔心瀝血地讚美歌頌

的法蘭西農民的形象。

“他們日復一日地勞動，來養育這偉大的民族，他們日復一日地勞動，來締造

這美 的國家。”(羅曼·羅蘭語)。

3.柯洛

柯洛和米勒不能完全單純的被納入「巴比松派」的框架中。因為一生被強

烈義大利風格所吸引的柯洛，是ㄧ位具備穩健的古典主義氣質的畫家，而米勒

與其說是風景畫家，毋寧說是完全描▲勞動農民形象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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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洛進入米夏隆19(Achille-Etna Michallon 1758∼1846)畫室兩年後，

米

夏隆即不幸以 26 歲的英年逝世，柯洛遂轉而師事大自然。當時盛行文學與藝術

的浪漫主義風潮影響所及，柯洛與許多年輕藝術家逐漸偏離學院派的“歷史風

景畫”路線，嘗試著將大自然之美以忠實的方式表達出來。於是，“風景”脫

離“背景”的地位，成為畫作的主體。

柯洛是巴比松畫家中一位資深又傑出的前導者，性情真摯、熱愛大自然，，

足跡遍及法國全境，不斷尋幽探勝、擷取美景，他精確地捕捉明暗色調的變化，

創造出景色遠近的層次感、空氣透明感，畫面上洋溢著一個獨特的詩情氛圍，

吟詠出大自然悲歡的調子，他說：「我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就是畫風景。我以

強烈的情感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追求自然ŊŊ」。晚年更發展出一種充滿濃厚懷

舊的「回憶」作品系列，多年前邂逅的美景、心靈瞬間即逝的感動，經過記憶

的沈澱與昇華，自由地重組與再現於畫布上，畫作如一八六五年的《摩特楓丹

的回憶》(Recollection of Mortefontaine,1864) 、一八七○年的《茫特橋

》(The Bridge at Nantes,1868-70)，這些寫意的風景畫達到了寄情山水的極

致表現。

柯洛在很多肖像畫、人物畫上也呈現出極出色的成就。誠如他所描繪的作

品多數是年輕女性，所選的姿勢也好像悠然無慮的沈浸在靜穆的思考中一般，

1860 年代後半描繪「畫室」系列、《戴珍珠的女人》(Woman with a

Pearl,1868∼1870)(圖五)、《藍衣女子》(Lady in Blue,1874)等作品上、成

功地將捕捉對象的眼睛的準確度與清澈抒情性加以統一起來。關於《戴珍珠的

                                                
19法蘭西學院于 1817 年增設了羅馬獎之風景畫組。羅馬獎是當時學院體系的最 榮譽，更是畫

家生涯平步Ὀ雲的保證。雖然因為新古典主義的影響，使當時收藏和鼓勵的仍是所謂的“歷史

風景畫”，此舉卻大大地提 了風景畫的地位。柯洛出生於富裕的家庭，首屆獲得羅馬獎的風

景畫家米夏隆即是柯洛的好友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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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昔時里奧納勒．旺第里(Lionelle Venturi )說:「畫面構成是古典主

義的，主題是浪漫主義的，目的是寫實主義的，畫法是印象主義的。」，事實

上，柯洛在自然的接受十九世紀繪畫流派所有要素的同時，建構起無人可及的

獨特自然詩歌世界，同時又不知不覺之間將法國繪畫從新古典主義帶到印象主

義的入口20。

4. 迪亞茲

迪亞茲(Narcisse-Virgile Diaz 1808∼1876)是十九世紀法國風景畫與

風俗畫家， 1907 年生於波爾多，自幼就是孤兒，雙親為西班牙血統，後因政

治因素移民波爾多，失怙後由牧師養大，他曾和杜普勒、特羅勇與稍後的雷諾

瓦 (Auguste Renior 1841∼1919)一樣從事陶瓷裝飾繪畫的工作。1831 首度

參加沙 展，由於他對德拉克洛瓦的欣賞，因此常選擇帶有東方與波西米亞浪

漫色彩的題材，早期作品結合十八世紀洛可可風格的遊樂繪畫和德拉克洛瓦的

鮮活色彩，多描寫林間女神、沐浴者等充滿愉悅浪漫氣氛的作品。他在 1837 年

結識胡梭，1840 年代在其影響下，開始畫純粹風景畫，並與巴比松的畫家們過

從慎密，1863 年後他交往圈子更擴及年輕印象派畫家，如雷諾瓦(Pierre-

Auguste Renoir 1841∼1919)、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希斯利

(Alfred Sisley 1839∼1899)、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1831∼1903)

等，1848 年曾獲得沙 金牌獎，並獲頒國家榮譽勳章。雖然早期以畫愛神仙女

為題材而獲得聲名，但他後來仍是成功的風景畫家。

其晚年作品風格更為宏偉，情感更為豐富濃重，光線則經常呈現悲愴的特

質。其厚塗方法(impasto)影響到蒙提且利(Monticelli)，其繪畫風格在後來

的方丹拉度河(Fantin-Latour)的作品中依舊可ᵭ林間光般的效應，對印象派

畫家有相當的影響。

                                                
20 階秀爾 著 潘橎 譯 「法國繪畫史」--從文藝復興到世紀末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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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

巴比松畫派吸收轉化了十七世紀以來的荷蘭、法國和英國的風景畫元素，

作品具有一種純淨與自然的風格。他們揚棄歷史主題的風景畫，將風景畫作的

主題還原至風景的本身，進而將十九世紀中藉史言志的古典風景，變為重視色

彩、心緒的抒情浪漫風景，再進而發展成一八五○年代的寫實主義風景；這些

畫家以寫實的眼光描繪風景，用浪漫的心情表現自然，無疑搭起了連結浪漫主

義與寫實主義的重要橋樑。而他們對於光線與氣氛的追求，以及其走入戶外寫

生的創作方式，也都對後來的印象主義具有莫大的影響。

巴比松畫派如米勒等巨匠，這些人最大的成就是將以往視為背景的山水風

景、牛羊雞狗與農家生活，都當成畫作主體，當然近兩百年前，這些人透過創

新筆法的鋪陳渲染，巴黎的人們就起鬨說:「那來自巴比松的牛羊豬狗」，時日

一Ἴ，巴比松畫派焉然成型。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以往只重視皇家貴族、

聖經神話的巴黎畫壇，居然被這些寄情山水的移情作用所感動，也讓終日忙碌

的巴黎人，體會了人世間最純樸的土地之情。畫家們在林中漫步隨時的寫生都

忠實所ᵭ之物，而觀察陽光在林間的光束作用與農村生活的寫實描繪，都是他

們在面對大自然感動之餘，透過彩筆賦予大自然這些浪漫情調與詩意，這些都

是具象藝術繪畫史裡，真正開創走出戶外、向大自然寫生的新觀念的產生。於

是，風景畫脫離了過往只是背景的角色，也為具象藝術的風景畫樹立了新地位

與新的價值，也影響了印象主義至為深刻，而寫下催燦的一頁。

第四節 純粹風景畫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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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而來，歷經多少個世紀，「風景畫」此類藝術，卻從未真正被重視過。

當然這與愛好「自然」與對「自然」的了解的程度，有著密切的關係。直到古

希臘才有以詩句歌詠自然，至於當時的畫家，仍偏重人物畫，歌頌「神祕」景

象。正如藝術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 1903∼1983)所說：「它(風景)還只

是充當背景：並Ὁ主題，跟荷馬史詩本身在描▲風景是一樣」21。

喬托(Grotto di Bondone 1266∼1337)是第一位放棄純粹以金箔來處理

他宗教題材化作的背景，而以藍天、小丘和樹木來代替，然而，也是很簡單的

景物提示而已，對景物的真實感並不十分在意，更不必說讓我們感覺到自然大

氣的存在。繼喬托之後，十五世紀的的義大利畫家，才開始對風景的描繪，較

有明確的雛形，然而風景畫仍然只是被用為「背景」(fonds) 或者「陪襯物」

(repoussoirs)的角色罷了。

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抬 的時代，「人類以狂妄自大的態度來看待自然；

自然只真正地存在於人類心裡而已」，在這個時代，風景畫的藝術，事實上還

沒有真正在法國本土生根22。

一.純粹風景畫的肇始

從十七世紀開始，風景畫才被用於說明人物所處的自然場景，也就是說風

景畫起碼和人物畫平起平坐，不再只是人物的無關緊要的襯景，而是人物周邊

緊密關係的真實景致、甚至達到不須仰賴人物而獨立自主的純粹風景畫。因此

畫家如雨後春筍，在法蘭德斯、義大利、荷蘭、法國處處而起，特別是荷蘭與

法蘭德斯，如荷貝馬(Meindert Hobbema 1638∼1709)、費斯達爾(Jacob van

Ruisdael 1628∼1682)等畫家，這些畫家推出一種完全是田野景色的風景畫。

                                                
21 Kenneth Clark,_ Lart du Paysage,ReneJuillard,Paris,1962,Ch.I,p.1.
22 catalogue de I`exposition :Landscape in French Art1550∼
1900,London,1949,introduction deB. Dorival,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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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大風景畫家洛翰 (Claude Lorrain 1600∼1682)，雖

然忠實於普的畫風，但他發現風景畫的主要元素就是「光」，普桑聰明之處就

是將真實的事物重新整建，引導我們進入這些真實事物所代表的道德倫理生活

的意義裡，洛翰是以欣賞的態度去看這些真實事物的現象，即光與陰影的調和23。

所以，洛翰以幾近印象主義的方法來觀察大自然光線的變幻，早已在胡梭和莫

內之前兩世紀，就為他們開導了一條繼續依循的途徑。

十八世紀尚未真正 及風景畫，法國的繪畫是針對上一世紀畫風的激烈反

彈，人們的生活、幻想取代了「普桑派」端莊與宏偉的精神。似乎是脫離了

「歷史的教訓」，因為娛樂取代了歷史，風景畫依舊停留在「背景」的地位。

二.純粹風景畫的抬

十九世紀因為對真實大自然的喜愛，風景畫開始脫離學院式的拘泥保守的

傳統繪畫形式。首先是瓦朗仙(Pierre-Henri de Valenciennes 1750∼1819)，

他是大衛派理論的執掌者，但他是一位風景畫家，所以，必須到戶外找繪畫題

材，他在 1800 年出版了一部著作，針對新古典主義風景畫的誡訓箴言，以一種

經典規律的方式寫出。但此著作在當時的一般人認為毫無價值，而它的某些觀

點，Ὁ常接近巴比松畫派與印象主義畫家們的觀點，該書談及大氣、光線、暮

色、雨Ŋ，並推薦學生要特別要面對自然作畫，這好像已經預言了巴比松畫派

研究新方向：戶外寫生、光線與大氣的觀察。所以，浪漫主義最顯著的成果就

是開創出一個新的風景畫派，在許多先驅裡，有一位叫喬治．米歇爾(George

Michel 1763∼1843)的畫家，追求的是一種完全屬於自我新觀念的風景畫。他

                                                
23 Louis Hourticq 《Poussin et Lorrain》,vios Le paysage francais de Poussin a
corot ,Gazette des Beaux-Arts,Paris,192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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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馬荷內(Jean-Louis Demarne 1754∼1829)、布里昂(Lazare Bruander

1755∼1804)是獨立派風景畫的三傑。

而浪漫主義風景畫，應以保羅．俞越(Paul Huet 1803∼1869)最為完美、

最為 超的代表藝術家。藝術史學家佛希昂(Henri Focillon 1811∼1872)

說：「英雄式的大自然，激狂的原野隱含著人類的憂心與哀傷，夾雜著坎坷的

風暴，保羅．俞越是傳譯這種景色絕無僅有的畫家24」，從 1830 年開始，許多

法國藝術史家與批評家，都強調法國風景畫派受英國畫派的影響，特別是受康

斯坦堡的影響，但法國風景畫應歸功於法國畫家的努力，為求公平起ᵭ，必須

說，最先還是起始於英國人25。

三.巴比松畫派與風景畫的盛況

十九世紀的法國已取代了過去義大利的輝煌， 提業說得有理：「現在我

們到巴黎，就像以前我們要去羅馬一樣」26，這種藝術地位與聲望的提升，應該

歸功於巴比松畫派的風景畫大師:胡梭、杜普勒、迪亞茲、特羅勇，當然還有巴

比松畫派之友柯洛、米勒、杜比尼，由於他們的努力，風景畫才能從「服侍

者」的角色解放出來，而以勝利者的姿態成為十九世紀法國藝術主要的繪畫Ἵ

類。也由於這些畫家，法國的景色出現在風景畫中，而從此以後我們可以看到

巴黎的近郊、豐潤而叢林聚集的法國國土上的樹、沼澤、以及滿怖雲彩的天空

出現在畫布上27。

巴比松畫派實際上並未真正組成的一個畫派，因為它無共同的老師，也無

固定的學生，更沒有固定的教規。「對學院主義的的仇恨，忠實描繪自然的願

                                                
24 H.Focillon,La peinture au XTXe siecle,H.Laurens,Paris,1927,p.334
25 王哲雄 文獻「純粹風景畫的先拓與印象主義的前導」—巴比松畫派 p7.p9.
26 Th.Gautier,op.cit.,t.I,p.5.
27 王哲雄 講義「純粹風景畫的先拓與印象主義的前導—巴比松畫派」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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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特別是指法國自然)，偏好自然的粗獷與剛強，崇拜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

再這幾方面已有足夠的理由團結在一起，而組合成巴比松的群體。雖然巴比松

畫派的名稱是在 1907 年由喬治．拉芙內斯特(Georges Lafenestre)提出，這

時候巴比松早已失卻藝術家殖民城的地位，不過畫派的概念並不是為了強調他

們作品的同特性，因為每位畫家都有自己特性的充分發展，保有他們的獨特

性；事實上也是建立在這各保風格的獨特原則之下，才使他們結合成畫派28。

對巴比松畫家而言，他們以實地的觀察來和夢想對抗，他們的藝術一方面

是主觀的，一方面也是客觀的；而印象主義選擇客觀捨棄主觀，但繼續以巴比

松畫派開拓在前的方向為研究目標。對大自然的熱情擁抱、崇尚獨立自主的精

神、開創了面對自然寫生的觀念、走向戶外觀察自然光線的真實現象和大氣變

化，都是巴比松畫派在整個風景畫史中的創新，也是未來的印象主義畫家往前

擴展所秉持的理念。

第五節 十九世紀末期自然主義的發展

柯洛、米勒與巴比松畫家們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其性質是浪漫主義的一個

分支，屬於前期的自然主義，與庫爾培所引發的興盛於 1880 年代的自然主義相

比有一定的差異。這個時期的自然主義在十九世紀末期遍及全歐，是一種帶有

政治含義的藝術思潮，它的前期是庫爾培的寫實主義，為了適應社會生存，才

在理論與技法上選擇了權宜之策。

一.寫實主義轉向自然主義

                                                
28 王哲雄 文獻「純粹風景畫的先拓與印象主義的前導—巴比松畫派」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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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工業革命雖然創造了一定的社會繁榮，但這些財富是歸少數資產者

所支配的，所以，無產者並未獲得應有的財富，貧困者有時更加顯著。但是，

這個時代畢竟在大革命影響之下樹立起平等、自由、博愛的人道主義思想，民

主的空氣空前 漲。1848 年前後，無產者與資產者已形成對立的陣營，資產階

級為了限制和防範無產者的革命意識發展，社會空氣Ὁ常沈重與壓抑。具體反

應在藝術上的，就是掌握著支配權力的官方勢力嚴格審查沙 的送展作品，凡

不符合官方口味與有危險傾向的作品一概拒於Ἵ外。這對自由創作的藝術家來

說，傾向問題成了關鍵。為了生存，大多數畫家要避開與官方衝突，以便有機

會展示作品，尋求買主，這就是當時多數人不便進入寫實主義而停於自然主義

的原因，也是庫爾培後來的追隨者走向自然主義的原因。

當然，寫實主義者轉向自然主義除了上▲政治社會因素之外，另一個出現

在現代社會的顯要問題—人性的善變，也有極大的影響。一個人在醜惡的環境

中有時是社會影響人墮落，有時可能環境影響人，或是人的氣質影響環境。既

然如此，藝術家主觀的看待某些事和人，就有可能產生不客觀的結論。因此，

繼庫爾培之後，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提出了新理論——自然主義。

1862 年，左拉開始與巴黎的藝術界交往，他雖然讚賞寫實主義，但不是認同其

中的普魯東(P.J.Proudhon 1809∼1865)的政治觀點。左拉認為庫爾培的藝術價

值不在於他的社會意識，而是在於他的技法體系，也就是庫爾培對自然真實景

物的強烈表現能力Ὁ常有用處。左拉雖然不能確切解釋庫爾培的藝術，但他確

實眼光獨特。庫爾培的藝術可以說是現代一切藝術的源 ，他師承荷蘭與西班

牙油畫的精妙表現技法，把油畫藝術發展到最成熟的全新階段。29

文學評論家卡司托並里(Castagnary 1830∼1888)就認為年輕一代的畫家

已普遍不再理會寫實主義的主題內涵，所以有必要制定一個新語詞，自然主義

                                                
29馬鳳林著 《自然主義》 湖北美術出版社 p2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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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包括整個年輕一代的寫實藝術。自然主義既然可以容納可ᵭ世界中所有

真實的東西，也包括了認識這些東西的所有方法，它沒有限制，可以避開一切

障礙，不影響藝術家的本質，也不約束藝術家的個性，甚至還有助於個性發展。

這種解釋基本明確了自然主義的用意，這是一種帶有技巧的理論，也是一種權

宜之策。左拉完全同意這種理論，他的實驗文學創作就是沿著這條路發展的。

由於左拉等的文學家不但在理論上提出了自然主義創作原則，而且身體力

行，創作了許多有說服力的作品，所以對藝術家的影響比較具體。左拉認為，

自然主義的最重要原則就是除去想像和虛構成份，應該反映真實所ᵭ，對所ᵭ

事物不須多加提煉與概括，這樣就避免了主觀成份。藝術創作者應該首先是一

位科學家、解剖學家、事實的純粹記錄者，創作的過程就像科學實驗的過程，

是尋找自然規律的，是超越政治與道德的，是描寫人的行為與心理的工作，目

標就是闡▲社會環境與人的氣質的相互影響關係。所以左拉強調了自然主義作

品必須具有真實感，作家必須真實親身的感受自然、表現自然，它是判斷一切

作品的試金石，是作家的最 品質，因此著重否定了浪漫虛構。30

自然主義畫家正按著既定路線發展的時候，注定要發生的事出現了，無論

自然主義者如何純客觀描▲自然，避開社會矛盾，但他們畢竟是一群具有同情

心的人道主義者。1898 年，巴黎爆發了反對錯判的「德雷福斯案件」的抗議活

動，近百為作家、名人參與了大辯論，左拉也挺身而出。但是，左拉觸動了當

時社會最敏感點，所以政府反應Ὁ常快，他被指為誹謗國家罪，處以罰款與一

年徒刑，為此他逃到英國，這點與庫爾培的遭 相同。這時自然主義已與象徵

主義發生衝突。也因德雷福斯案件所激，持不同藝術ᵭ解的畫家、作家、文化

人相互激辯爭論，感情所致，社會失和爭辯不已。由此可ᵭ，自然主義確實已

                                                
30馬鳳林著 《自然主義》 湖北美術出版社 p23∼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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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面鏡子，當時社會大眾是很不願照照這面鏡子的。自然主義後來被史學

家淡化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所謂的法律規範下，藝術作品因涉及人或事而吃上

官司的事是常ᵭ的，尤其是在敏感的問題上面，學術上的問題已成為社會政治

問題，是個人方面難以承受與招架的。

二.攝影技術與自然主義

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發展，在思想基礎上得益於民眾要看到真實的社會形

象，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畫家提供了得力的輔助條件，攝影技術的進步對美

術創作起了很大的促近作用。尤其是自然主義的發展，攝影起了很大的作用，

實際上，照相原理早在十九世紀以前就被西方畫家發現並使用，十九世紀產生

的照相機，最關鍵的是把相機獲取的影像有效的固定在紙面和金屬的平面上。

因此，以實際效果來看，寫實主義用照片有益而無害，自然主義繪畫更不必排

斥攝影，他們要求自己的作品盡量樸實自然，一舉一動都合乎生活的真實效果，

攝影資料是他們最好的創作基礎。到了十九世紀 70 年代以後，繪畫主義攝影31

( Photography of Painting) 到了挑戰，這時的自然主義思潮的興起，畫家

追求不虛飾的真實景象，推崇最自然的生活情景，而繪畫主義攝影既有主觀預

測的創作限制，又需要複雜的暗房的製作程序，所以難免有生硬堆切成份。

1889 年，攝影家彼得．亨利．愛 生(Peter Henry Emerson 1856∼1936)發表

了《自然主義攝影》一文，號召攝影家應該到廣闊的自然去尋找靈感，認為只

有最接近自然、酷似自然的藝術才是最 的藝術，自然既是藝術的開始也是藝

術的結果。正由於攝影技術與觀念的創新，攝影開始離開畫室與工作室，進入

了廣闊的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他反過來又為畫家捕捉許多生動的資料，促進了

自然主義的發展與繁榮32。

                                                
31 繪畫主義攝影產生於英國，19 世紀 50 年代英國攝影家仿效當時藝術家的審美法則創作攝影

作品，講求結構形體與內在情感的和諧統一。
32馬鳳林 著 《自然主義》，湖北美術出版社 p36∼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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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攝影自誕生以來就與畫家有緊密的關係，在寫實主義、印象主義、

自然主義、新古典主義與象徵主義畫派中，都有實物例證保留下來，所以，攝

影幫助過繪畫，繪畫也幫助過攝影。

三.廣泛的藝術思潮

由於歷史的原因，自然主義畫派很少被有系統的介紹，除了早期人物米勒

等少數巴比松畫家，人們的印象Ὁ常的零散，尤其是寫實主義以後的自然主義。

以下就約略描▲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在各國各地的發展情形:

a.英國

自然主義傾向在英國出現最早，最初都是為上流社會生活優勢者服務，也

就是客觀寫實主義藝術，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壟斷資本對中小資產的併吞，

中小階級的生活出現了斷層，與勞苦工農大眾一起構成了一道刺目的風景獻，

也在自然主義藝術中得到顯示。因此說，英國的自然主義藝術可分三種類型題

材，一是表現上層社會的優勢生活，代表畫家是提索；另一種是表現中產階級

的不幸與工人的悲慘，反應工人生存狀態的是荷 克；第三種是表現漁民與農

民的艱苦勞動生活，有描寫農民鄉村景色的是喬治．克勞森(George Clausen

1852∼1944)與森葛(Henry Herbert La Thangue 1859∼1929)。

b.法國

法國的自然主義畫家，其實最有影響的是德加(Edgar-Hilaire Degas

1834∼1917)，他不但具有社會意識，以《洗衣婦》系列畫表現了勞動者的辛苦、

單調，沈悶的工作狀態與感情，即使是他畫的浴女系列，也像是他所說的為了

表現某種Ἵ孔裡看到的自然姿態。他雖然參多次印象派聯展，從來就被視為異

議份子，有「德加集團」之稱。另外也有印象派畫家把「德加集團」稱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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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為寫實主義而戰鬥的隊伍」，點出了勒帕熱(Jules Bastien-Lepage

1848∼1884)、勒格羅(Alphonse Legros 1837∼1911)、拉菲力Ŋ等人的作品

不利於印象派的純藝術觀念，主張驅除「德加集團」，可ᵭ自然主義與印象主

義內在的不同形質。

1886 年，左拉出版了《作品》一書，他放棄了原先支持印象主義的主觀立

場，以旁觀者的立場冷靜觀察、批判了印象主義，對那種基礎單薄但為了顯

角採取冒險與標新立異的畫家做了科學的論證。認為這樣的技巧體系只是在

做表面文章，雖然看似很強烈，但本質是輕浮的，顯示不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難以讓人認同，進而不能產生共鳴的感情。而在法國自然主義藝術家中，除了

德加集團外，還有一大批畫家，如達格南-布弗瑞特(Dagnan-Bouveret)、艾米

爾．佛里安特(Euile Friant 1863∼1932)、費爾南多．佩雷茲(Fernand

Pele 1843∼1913)ŊŊ等，都有許多的佳作問世。

c.匈牙利

在自然主義興盛的時期，中歐匈牙利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畫家，蒙卡奇

(Mihaly Munkcsy 1844∼ 1900)、西蒙．霍羅西(Simon Hollosy 1857∼

1918)、伊斯特文．克索克(Istvan Csok 1865∼1961)Ŋ等畫家，都有出色的

作品問世，反應樸實鄉村與社會尖銳問題。如霍羅西(Simon Hollosy 1857∼

1918)的《剝玉米》(Corn Husking,1885)〔圖六〕，蒙卡奇的《死牢》(Leszlo

Pakaki)等，具是有穿透力的作品。

d.德國

德國的自然主義畫家更是影響較大，明確的顯示出工業革命對社會的促進

作用，和由此引發人們在觀念中的接受與反感情緒。最重要的人物首推阿道夫．

Ἵ采爾(Adolph Menzel 1815∼1905)，代表作有《煉鋼廠》(The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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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ing Mill,1872-75)。威廉．萊伯爾(Wilhelm Leibl 1844∼1900)畫風硬

朗，主題深刻，代表作有《教堂裡的三個婦女》 (Three Women in

Church,1882)(圖七)、《不相稱的婚姻》等名作。還有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亞瑟．康波夫(Arthur Kampf 1864∼1950)ŊŊ等

人，有許多優秀的作品。

e.荷蘭、比利時、廬森堡

另外在荷蘭、比利時、廬森堡等國，也有一大批自然主義畫家。如荷蘭的

提奧多．渥斯特列特(Teodor Verstreate 1850∼1907)和伊斯利爾斯(1824∼

1911)。比利時的萊昂．弗萊德里克(Leon Frederic 1856∼1940)、安得列．克

林(Andre Collin 1862∼1930)、艾米爾．克勞斯(Emil Claus 1849∼1924)Ŋ

Ŋ等畫家。

f.其他國家

在斯堪那維亞半島各國也出現了許多出色的自然主義者，如彼德．塞弗林．

克羅林 (Peder Severin Kryer 1851 ∼ 1909) 、 米歇爾．安歇 (Micheal

Ancher 1849∼1927)、古斯塔夫．提奧多．瓦倫((Gustaf Theoder Wallen

1860∼1948)ŊŊ等畫家。而丹麥與瑞典也有許多優秀的畫家。

總之，自然主義畫家風格多樣，題材也不同，他們實際在用自然的態度，

觀察自己熟悉的人物與事物，因此，比寫實主義藝術豐富細緻。

第六節 筆者的創作與自然主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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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具象繪畫藝術存在人類社會由來已達數千年之久，所以，具象

藝術在人類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隨著時代的不同而轉換了不同具象形式的呈

現，其所包含的範圍至深至廣，浩瀚且博大。因此，本論文只著重於具象藝術

裡的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的具象表現形式做論▲，並就這兩種具象藝術運動的

價值面加以探討。所以，我這次展出作品的創作理念就是依照自然主義的具象

表現形式與精神內涵，加以摸索與研究之後，融匯而轉換成自己創作理念的來

源；而印象主義的繪畫模式，Ἴ久以來一直是我的畫作的表達方式，如《鄉

情》(圖八)與《小女孩》(圖九)，而來到師大研究所就讀以後，對於新寫實主

義的具象表現畫風一直是以欣賞的心境與研究的態度來看待，也漸漸受到新寫

實主義的影響，畫風漸漸轉變。因此，筆者就一直苦思著印象的畫風與寫實的

畫風要如何作融合與取捨，以期達到自己現階段的創作需求與畫面表現方式的

創新性、平衡性與合理性，於是我在自然主義的寫實繪畫風格中，找到自己表

達方式的出口，尤其是十九世紀末的自然主義繪畫。

一.創作理念依據

印象主義注重外光與色彩，常常會忽視主體的正確描寫，使主體外形是渙

散的、感覺的，只注意整體的光線與顏色效果，誠如左拉認為：「這樣的技巧

體系只是在做表面文章，雖然看似很強烈，但本質是輕浮的，顯示不出世界的

本來面目，難以讓人認同，進而不能產生共鳴的感情。」33而寫實主義對於主體

外型的正確性要求比較 ，自然主義亦然，而且，自然主義是主張戶外的自然

描寫，是重視外光與大氣的，雖然沒有像印象主義完全實踐戶外景象的描寫，

但這種對自然戶外的描寫主張與對大自然光線的精緻描寫之重視，是筆者現在

很喜愛且正在研究摸索中的描寫模式。所以，這正是我的繪畫風格逐漸傾向寫

實的自然主義的原因，尤其自然主義是以描寫當時社會的中下階層，如工人、

                                                
33 33馬鳳林 著 《自然主義》一書，湖北美術出版社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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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描寫，是我現在畢業創作作品所要表達與創作研究

的對象與方向。

筆者的作品中，有描寫對象是現代的人民日常生活景象與風光，例如畫作

《市集》(圖十)、《淡水小吃》(圖十一)、《漁市一隅》(圖十二)三張作品，

就是用描寫現代的人民的真實生活情景，這三張是自然主義寫實與印象主義融

合的作品，應該是過渡時期的畫作，題材選擇上有印象主義的影子，比較直接

且不含情緒性與批判性。之後，也有一些是逐漸地加上一些自己的社會批判意

識與社會時事的情景描寫之作品，一如後期的自然主義的批判性，例如我的畫

作《價值》(圖十三)就是批判貧富與社會不同的價值觀而畫的作品。因此，在

我所研究的與喜歡的自然主義的畫家裡，除了前期的自然主義畫家，如柯洛、

米勒，對於處於寫實的自然主義後期的畫家，即處在十九世紀末、印象主義時

期的自然主義寫實畫家，特別有研究的興趣。這些後期自然主義畫家之作品給

我的影響很多，更是我目前喜歡揣摩與研究的對象，如勒帕熱的畫作《收馬鈴

薯》(Potato Gatherers,1879)(圖十四)、《曬乾草》(Haymakers,1878)(圖十

五)、喬治．克勞森的畫作《冬天的工作》(Winter Work,1883)(圖十六)、《院

Ἵ口的少女》(The Girl at the Gate,1889)(圖十七)、萊伯爾的畫作《教堂裡

的三個婦女》(Three Women in Church,1882)、Ŋ等畫家的畫作技巧與風格，

是我這次創作理念的畫作模仿與研究的參考表現形式的依據，而我的作品《爭

妍》(圖十八)、《山風》(圖十九)、《記憶》(圖二十)、《價值》、《內灣小

孩》(圖二十一)等作品，就是受了勒帕熱與克勞森等畫家的影響而畫成的作品，

這些畫家的作品寫實的技巧精湛，對於自然光線的捕捉確實而優美。相對之下，

筆者深覺寫實的功力、概念的構成等許多方面，仍然有許許多努力的空間。也

希望能藉由這些作品的研習，能夠達成自己現階段展出畫作與以後創作所設定

的期望與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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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次畢業創作展出的畫作包含印象主義的作品(很少)，以及介於印

象主義與自然寫實主義的作品(佔絕大部分)，筆者的現階段作品也逐漸注重自

然光線的描寫與意念深度的表達，誠如謝孝德老師所說:「 好的作品除了要有

好技巧，還要有時代感，能反映當下社會現象，要融入畫家的感受和批判，而

不僅是視覺上的美感而已」，這也是次展出作品裡逐漸有寫實與批判的傾向的

原因，但是感覺上還是不能有很深度的意念思想表達，可能是意念或技巧需要

再加強吧。總之，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深深的影響了筆者現階段的繪畫理念思

想與技巧方法，尤其是後期的自然主義。

二.作品創作理念

作品 1:《市集》---ᵭ附圖十

這張是描寫市集的一景，傳統的市集在現代化的超市、大賣場等的沖激下，

仍然屹立不搖，乃是在於它是台灣文化的的生命力所在，它代表的是溫馨、純

僕與奮發，洋溢著熱鬧與人情味，仍然是許多台灣民眾的喜愛，於是我畫下此

畫，呈現當代人民生活的寫實面貌。

這張是運用大筆觸的類似印象主義的手法所畫的，是屬於剛進研究所時期

筆者的典型畫作之一，已逐漸有寫實的影子，但不涉及批判的理念，純粹是印

象派的對物象的單純描寫，沒有情緒性的深刻表達，只是描寫市場的日常景象

而已，注重的是顏色與光線的搭配，這點與印象主義所主張的是相同的。

作品 2:《淡水小吃》---ᵭ附圖十一

這張市描寫淡水小吃攤的一景。淡水除了有優美的風景，豐富的人文歷史

之外，最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淡水的小吃，此畫就是以平實的取景，描繪小吃攤

忙碌的一景，平常而有趣，也沒有任何批判的意思，是單純的景象描寫，也是

屬於類似印象派理念想法的作品，注重的也只是顏色與光線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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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3:《內灣小孩》(圖二十一)

這張描寫的是新竹內灣小孩子嬉戲的一景。與朋友到內灣遊玩，ᵭ到一群

小朋友在車站附近玩耍，於是用攝影機拍下了一些他們的照片，回家畫了這張

作品，完全是依照照片的情景，在加以安排而畫成的。這張作品以我而言是繪

畫思想逐漸轉變的重要畫作，因為它完全依照片而畫成的，雖然技法是類似印

象派的大筆觸與理念，但它卻是我的畫作逐漸轉化成寫實的自然主義觀念的開

始，是有自然主義的想法的畫作。對於戶外的自然光線有漸漸的重視的傾向。

作品 4:《魚市一隅》---ᵭ附圖十二

這張也是受印象派思想影響的一張，單純是以描寫市集忙碌的真實一景，

注重光線與顏色，不作任何情緒上的刻畫與批判的意謂，但是這張開始以寫實

的手法作更精細的寫實描繪，已經不再都是大筆觸，用的筆漸漸變小，以作精

細的描寫，但還是不會很精細，仍然有受印象派的影響。

作品 5:《價值》---ᵭ附圖十三

這張乍看之下會以為只是愛護動物的平常描寫，但是，繼續看下去，在左

下方有一個類似狗碗的東西，裡面竟然裝著錢，豈不怪哉？原來這張我試想描

寫人們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想法相互矛盾的地方，前面的碗是乞丐的碗，我並不

直接把乞丐畫出來，而是畫出人們對狗狗的寵愛與溺愛的畫面與乞丐碗的對比，

在這畫面裡似乎狗比人更受到喜愛，闡釋出人類的價值觀，尤其是金錢觀念的

謬誤，而產生價值觀的扭曲與荒謬之處。這張有著自然主義的自然光線描寫，

也有比較精細的寫實畫法，更重要的是有社會批判的意念在裡面，是比較能代

表我現階段的自然主義寫實的想法，不過寫實技法表現尚未完全寫實，還有很

多的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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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6:《爭妍》---ᵭ附圖十八

這張是描寫人物與花的關係，兩者有相互比較的意思，是我的作品逐漸轉

型為寫實自然主義的開端，一切景物都作比較精細的描繪，甚至把筆觸抹掉的

痕跡，這張也有略作批判與象徵的味道，即人比花嬌呢？或是花艷於人？亦有

一些象徵的味道，是我現階段比較滿意的作品。

作品 7:《山風》---ᵭ附圖十九

在夏日的時候，人們遊憩於山林裡，不免心曠神怡，當一陣清涼的山風襲

來，更是充滿舒服暢快。這是一張描繪當下心裡愉悅的作品，除了延續上面所

說的自然主義的寫實模式，也稍稍具有形而上的心理層面的描寫。

作品 8:《記憶》---ᵭ附圖二十

這張的靈感是來自當年新竹山區土石流所造成的災害為依據而畫成的，我

並不想直接描寫災難現場的悲哀，是以象徵的手法來表達對災害的哀思。當人

們來到河邊遊憩的時候， 興之餘，突然發現水中失落的娃娃，而有意無意就

聯想當年的災害，而心中忽然泛起哀傷的情緒。此作也是以自然光線的描寫為

主，藉由自然寫實來描繪對社會事件的關懷與注意。亦如謝老師所言:「災難是

一時的，愛心與希望卻是永恆的，身為藝術家，奉獻己力，讓愛的關懷點燃受

難者的心，是本分，也是責任」34。

                                                
34謝孝德 感言《樂豐童畫----九二一災後重建區，兒童繪畫比賽》 九二一百位畫家重生義賣

基金會 http://nettv.chinatimes.com/case/921/main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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